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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1.1 规划背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攀枝花市东区农业农村发展

取得长足进步，农村公路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服务广大农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公

益性、基础性设施，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促进公路

交通可持续发展，交通运输部和省交通运输厅分别组织编制了《国家

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四川省普通省道网布局规划

（2014—2030 年）》，对公路网功能和布局做了重大调整，大部分农村

公路升级为普通国省道，东区的路网形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现存农

村公路的路网规模、等级以及通达深度已无法满足农村地区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的需要，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亟需调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的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推动农村公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和农业农村发展，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于 2020 年 5 月印发《关

于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四川省

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及建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提

出要认真组织推进辖区内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构建符合当前发展形

势和客观需要的农村公路网规模和结构。 

为更好地服务攀枝花市东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



4 
 

出行，全面贯彻落实省交通运输厅部署要求，结合东区路网现状，编

制《攀枝花市东区农村公路网规划》，旨在进一步优化东区农村公路

网规模和结构，提升路网覆盖范围和通达深度，全面构建“外通内联、

高效便捷、畅安舒美、人民满意”的农村公路网，助力乡村振兴，擘画

“农业兴旺、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美好蓝图。 

1.2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3.《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4 号） 

4.《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22 号） 

5.《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 

6.《四川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川交发〔2019〕46 号） 

7.《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 

8.《四川省普通省道网布局规划（2014-2030 年）》 

9.《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10.《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11.《2019 年全国农村公路基础数据和电子地图更新方案》 

12.《关于农村公路网规划编制指导意见》、《四川省农村公路网规

划编制及建库工作方案》（川交函[2020]2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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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范围和期限 

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攀枝花市东区行政区域，辖 5 个街道办事处、1 个建

制镇、9 个建制村，总面积 167 平方公里。 

2.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东区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村道。 

县道是除国道、省道以外的县际间公路，连接县级人民政府所在

地与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重要交通节点、重要文化旅游节点、重要

经济节点的公路，以及重要的乡际间公路。 

乡道是除县道及县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乡际间公路，连接乡级

人民政府所在地与建制村、一般交通节点、一般文化旅游节点、一般

经济节点的公路，以及重要的村际间公路。 

村道是除乡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连接建制村与建制村、

建制村与自然村（组）等的公路，但不包括村内街巷和农田间的机耕

道。 

3.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 

第 2 章  经济社会及交通发展现状 

2.1 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2.1.1 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东区位于攀枝花市中心位置，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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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中心。东起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处，西至云盘山顶、凉风坳，南抵

大河中路巴斯箐，北至大黑山簏、老岩山。东西向分别与仁和区、西

区接壤，南北向分别与仁和区、盐边县分界。截至 2019 年底，辖 5 个

街道办事处（东华街道、炳草岗街道、弄弄坪街道、大渡口街道、瓜

子坪街道）和 1 个建制镇（银江镇）。 

2.1.2 自然条件 

东区属于侵蚀、剥蚀的中山区，峡谷地貌，具有山高谷深、河谷

交错分布的特点。地势南北高，中间（金沙江）低，西高东低，地形

起伏。 

东区属以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垂直差异显著，冬半年受

热带大陆气团控制，天气晴朗干燥；夏半年受热带季风影响，雨量充

沛。平均气温和总热量在全市偏高。水系发育以金沙江水系为主，在

东区境内流经炳草岗、倮果，在雅江桥与雅砻江交汇后流出。 

2.2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2.1 经济社会及人口 

东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增长趋势，2019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432.49 亿元，同比增长 7.3%。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37

亿元、234.51 亿元、195.61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0.6:54.2:45.2，主

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东区 2011—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

增长情况如图 2—1 所示，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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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东区常住人口 38.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8.1 万人，

城镇化率较高，达到 99.09%。 

 

 图 2—1 东区 2011—2019 年 GDP 增长情况 

 

图 2—2 东区 2011—2019 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2.2.2 产业布局 

东区坚持中心引领、创新发展、统筹协调、市场运作原则，以金

沙江为中轴布局产业，形成一带两翼、七大组团。其中一带：沿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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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弄弄坪-马鹿箐、瓜子坪-密地、倮果-五道河、阿署达-流沙坡、

弄弄沟-双龙滩。 

农业重点布局在江北片区弄弄沟-双龙滩及阿署达-沙坝。弄弄沟

-双龙滩发展精品设施农业和都市生态农业，阿署达-沙坝发展近郊休

闲观光农业。 

工业重点布局在江北区域及流沙坡东部区域。弄弄坪片区重点发

展钒钛钢铁及机械制造；攀密部分区域重点发展钒钛磁铁矿采选、特

色农产品加工；高粱坪-五道河片区重点发展二次资源利用、机械加

工、钒钛新材料、光伏等新能源；流沙坡东部片区重点发展科技研发、

新能源等一类工业及水电开发。 

服务业重点布局在江南区域、金沙江中心城区沿江两岸及攀密部

分区域。五十四片区重点发展小商品集散；华山片区重点发展医疗、

康养产业；大渡口片区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炳草岗片区重点发展科

教文化、医疗卫生、金融、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旅游集散、会展及

楼宇经济、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阿署达片区重点发展旅游业；流

沙坡中西部区域重点发展职业教育、文化创意；金沙江沿江两岸重点

发展水上运动、观光娱乐等滨水经济；攀密城市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

技术服务、社区服务；弄弄沟-大黑山重点发展旅游业。 

2.2.3 资源开发 

矿产资源。东区境内黑色金属矿和有色金属矿富集。铁矿以钒钛

磁铁矿为主，其次有磁铁矿、赤铁矿、菱铁矿。钒钛磁铁矿以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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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有钛、钒、铜、钴、镍、硫、铬、磷、镓、钪、铂等 10 余种有益

矿石，储量大，分布集中，伴生成分丰富，开采条件好。境内有朱家

包包、兰家火山、尖山、倒马坎、公山五大矿区。 

旅游资源。境内旅游资源包括玉佛寺、大黑山旅游景区（东区、

仁和区境内）、阿署达花舞人间等。 

2.3 交通运输发展概况 

2.3.1 综合运输网概况 

1.铁路 

东区境内主要建成通车渡口支线铁路，是攀枝花矿区货运支线，

路线起于成昆铁路三堆子站，向西溯金沙江左岸延伸，止于格里坪火

车站，是连接攀枝花工业区铁矿、煤矿、石灰石矿、钢铁厂、水泥厂

等工矿企业的重要运输线。该铁路设计时速 90 公里/小时，单线铁路，

路线全长 42 公里。 

2.公路 

东区公路总里程 208.1 公里，公路网密度 124.4 公里/百平方公里，

其中等级公路 195.8 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98.5 公里，占总里程

47.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东区公路里程统计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19 年东区公路里程统计 

路网等级 高速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等外公路 总计 

国道 13.00 5.75 26.03 7.16 0.00 0.00 51.93 

省道 0.00 3.29 14.99 0.00 7.81 0.00 26.09 

县道 0.00 8.49 21.94 0.00 7.17 9.99 47.58 

乡道 0.00 0.00 4.99 0.00 1.50 0.00 6.49 

专用公路 0.00 0.00 0.00 0.00 0.83 0.0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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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道 0.00 0.00 0.00 0.00 72.88 2.26 75.14 

总计 13.00 17.53 67.94 7.16 90.19 12.24 208.06 

目前东区已建成通车 G4216 丽攀高速公路，境内里程约 13 公里，

并设置银江、瓜子坪两个互通出入口。普通国省道共 4 条，其中普通

国道G227、G353境内里程共计 38.9公里，二级及以上占比为 81.6%；

普通省道 S218、S471 境内里程共计 26.1 公里，三级及以上占比为

70.1%。东区普通国省道情况如表 2—2 所示。 

表 2—2 东区普通国省道现状  

类别 名称 里程（km） 

普通

国道 

G227 张掖至孟连 16.238 

G353 宁德至福贡 22.696 

小计 38.934 

 

普通

省道 

S218 越西-鱼乍 1.705 

S471 红果-中坝 24.383 

小计 26.088 

合计 65.022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130 公里，包括县道 5 条（金歇路、小大路、

倮密路、炳清线、机场路）、乡道 3 条（大观路、炳草岗二号路、炳

草岗三号路）。已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的“双百”发展目

标，等级公路占比达到 90.6%，其中县道等级公路占比为 79%，乡道

全部为等级公路，村道等级公路占比为 97%；91 个自然村组通硬化

路比例为 97.8%，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 

3.民航 

攀枝花保安营机场位于东区东南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4C，设

有 3-4 个站坪机位。已开通攀枝花至成都、重庆、西安、南京、上海、

北京等 14 座城市航线，2019 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54.7 万人次，起降架

次 566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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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枢纽站场 

铁路方面，东区境内有倮果站、密地站、渡口(烂泥田)站、弄弄

坪站等铁路货运站。 

公路方面，东区境内暂无县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货运场站主要

有密地物流园区等。 

2.3.2 客货运输发展水平 

东区历年公路客货运量和客货周转量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东区公路客货运输量 

 
客运量 

(万人) 

货运量 

(万吨)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2016 1205  1837  35111  106154  

2017 1173  2163  33042  129727  

2018 1179  2409  34020  140276  

2019 1296  2665  45807  150590  

2.4 农村公路网存在问题 

1.路网整体规模偏小 

新一轮普通省道线网调整后，东区县乡道大部分调整为普通省

道，既有县道、乡道和村道里程仅余 47.6 公里、6.5 公里、75.1 公里，

农村公路里程仅占攀枝花市农村公路总里程的 3.5%，整体规模较小。

县、乡、村道比重为 36.8：5.0：58.2，与全国平均水平（13.6：29.1：

57.3）相比，区域乡道规模偏小，农村公路路网层级结构失衡，亟待

调整。 

2.路网通达能力不高 

东区乡道及以上公路对建制村的覆盖率仅为 67%，9 个建制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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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 3 个（阿署达村、双龙滩村、弄弄沟村）尚未通达乡道及以上公

路，市区、银江镇与部分经济、文化旅游节点间的联系仍主要依赖村

道。县道三级及以上占比为 63.9%，仍有 17.2 公里四级公路和等外公

路。市区连接乡镇、乡镇连接建制村的公路通行能力较弱，难以满足

农村地区商品和人员的高效流通需求。 

3.路网衔接转换不畅 

东区既有县乡道分布不均，北部片区缺少高效顺畅的横向运输

通道，严重影响北部区域采矿作业效率，且货车南向经城区绕行将造

成过境路段严重拥堵，制约区域工业产业发展。国省道与县乡道衔接

转换不畅，公路绕行及断头路问题较为严重，乡镇、建制村以及交通、

经济、文化旅游类节点之间无法实现快速连通，相邻建制村之间联系

不便、沟通不畅，公路网整体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 3 章  发展形势  

3.1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1.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为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要求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发展差距，不断拓展和完

善农村公路网络、延伸农村公路覆盖范围、改善农村公路技术状况、

提升农村公路的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深入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调整优化农村公路网布局，加快推动农村公路

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将为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提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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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和保障。 

2.成渝双城经济圈和“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将攀枝花

定位为川西南、滇西北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南向开放门户，七次全会

明确攀枝花是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攀枝花市大力推进

“两城”建设和“一枢纽五高地”建设，做实钒钛、阳光“两篇文章”，在

打造区域中心城市、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一是具有特色工业配套优势，作为成渝地区特色工业原材料供应基地

和南向进出口前沿加工制造区，促进成渝地区产业保障能力、供应效

率和开放水平；二是具有特色阳光气候优势，通过大力发展“康养+”

产业，打造康养度假休闲基地，并依托四川唯一热带水果生产资源，

打造特色农产品市场供应基地；三是具有南向开放的地理区位优势，

作为成渝经济圈和中缅经济走廊两大战略的交汇区域，积极打造双城

经济圈南向枢纽和中缅经济走廊起点城市，依托交通运输大通道高效

联系成渝双核和周边区域，并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网络。东区作为攀

枝花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应着力完善内部交通网络，强化对区

域特色工业产业发展的支撑，并有效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水平，强化乡村公路人流、物流的集散运输能力，有力支撑康养旅游

和特色农产品等相关产业发展。 

3.东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东区将持续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实现城乡发展、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规划多规合一。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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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小农业大产业”“接二连三”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

精品高效种植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进一步支撑城乡一体化高

效推进，要求东区畅通农村公路“毛细血管”，实现具备条件、经济社

会效益明显的乡镇、村组之间顺畅联系，便捷居民生产生活，促进区

域城乡一体化发展。 

3.2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形势 

1.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东区运输方式涉及公路、铁路、民航，其中公路机动灵活、适应

性强，可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铁路运输能力大、污染小、受气候

影响小、安全性好，适用于稳定的大宗货物运输；航空具有高速性，

但运输成本高、能耗高、运能低、受天气影响大。东区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应在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公路运输的灵活优势，利用农村公路路网延伸和衔接转换功能，打通

人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奠定交通基础。 

2.交通强国、交通强省高质量建设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赋予了交通运

输行业发展新使命和新要求，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要求到 2035 年基

本建成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和广泛的基础网。四川作为第二

批交通强国试点地区，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将着力推动完善立体

互联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全域畅达的公路网络，高质量建设“四

好农村路”，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为抢抓上级政策机遇，

攀枝花市全力推动综合交通立体发展，将努力在全省构建高原山区综



15 
 

合立体交通网领域先行先试。在此基础上，东区应加快完善多层级网

络布局，构建广覆盖深通达的农村公路网，聚力打造高质量基础设施

体系，为交通强省建设、攀枝花构建高原山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提供强

有力支撑。 

2.攀枝花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攀枝花是全国“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北京至昆明运输通

道的重要节点，北接成都，南连昆明，战略位置突出。《国务院关于

印发“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将攀枝花确定

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以此为目标，攀枝花将构骨架通道、筑综合

枢纽，打造至周边市州 1 小时交通圈、至滇中城市群 2 小时交通圈、

至成渝经济区 3 小时交通圈、顺畅连接东南亚、南亚“南部经济交通

圈”。在构建多向放射的综合运输大通道的同时，应打造完善的区域

内部交通网络。其中东区在普通国省道的基础上，应补齐农村公路发

展短板，实现县、乡公路对客货运枢纽、旅游资源、产业园区等的补

充衔接，进一步支撑攀枝花区域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第 4 章  发展思路 

4.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以交通强国建设为导向，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和支撑农业农村发展，以“调布局、优结构、重衔接、保生态”

为重点，科学构建覆盖更广、通达更深的农村公路网络，扎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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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稳步推进东区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好先行。 

4.2 基本原则  

——目标导向。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保

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农村公路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特

征、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相适应，注重发挥路网整体效益，因地制

宜、科学合理布局农村公路网。 

——规模适当。紧扣县乡村道功能定位，坚持“县乡道规模适

当、村道集约开放”，坚持优化存量、适度增量，实现路网规模结构

与建管养运能力、资金筹措能力相适应，保证路线行政等级与连通

节点层级相匹配。 

——统筹兼顾。注重与国土空间、乡村振兴、城镇体系等相关

规划协调对接。处理好与国家公路、省级公路网的衔接，统筹协调

毗邻县乡农村公路网布局，强化与各级行政节点以及交通、旅游和

经济节点的衔接。统筹谋划公路建管养运各环节，提高路网覆盖能

力和连通性。  

——集约绿色。充分考虑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及环境承载力，

尽量利用现有路网布局，注重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促进农村公路与

自然和谐共生。优化既有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供给，以最小的资源

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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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规划目标  

到 2035 年，在普通国省干线路网基础上，东区农村公路连通境

内所有乡镇、建制村和自然村（组），通达支撑区域发展的交通节点、

文化旅游节点、经济节点，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干支衔接、标准适

当、经济适用”的农村公路网络。 

县道规划目标。与相邻区县之间原则上至少有一条县道及以上公

路连接。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重要交通节点、重要文化旅游节点、

重要经济节点原则上至少有一条县道及以上公路连接。 

乡道规划目标。与相邻乡镇之间原则上有一条乡道及以上公路连

接，建制村、一般交通节点、一般文化旅游节点、一般经济节点原则

上有一条乡道及以上公路连接。 

村道规划目标。相邻建制村之间原则上有一条村道及以上公路连

接，自然村（组）原则上有一条村道及以上公路连接。 

第 5 章  路网布局方案  

5.1 规划节点分析  

5.1.1 行政类节点 

截至 2019 年底（建制村调整改革之前），东区辖乡镇 1 个（银江

镇），建制村 9 个（密地村、弄弄沟村、攀枝花村、倮果村、阿署达

村、双龙滩村、沙坝村、五道河村、华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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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交通类节点 

根据《工作方案》，交通类节点主要包括重要交通节点和一般交

通节点。 

其中规划县道需连通的为重要交通节点，主要包括四等及以上铁

路客货运站、高速公路出入口、航空机场、县级及以上公路客运站、

县级及以上货运站（物流园区）、港口作业区、仍将保留的一、二类

渡口和车渡、公路养护站等；规划乡道需连通的为一般交通节点，主

要包括乡镇客运站、乡镇运输服务站、仍将保留的三、四类渡口、公

路驿站等。东区交通节点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东区交通节点 

节点

类型 
节点种类 

节点

数量 
节点名称 

重要交

通节点 

四级及以上铁路客货运站 2 倮果火车站、密地火车站 

高速公路出入口 2 
G4216 丽攀高速银江出入口、G4216 丽攀高速

瓜子坪出入口 

航空机场 1 攀枝花市保安营机场 

注：标粗节点为本次规划农村公路新增线路连接的节点。 

5.1.3 文化旅游类节点 

根据《工作方案》，文化旅游类节点主要包括重要文化旅游节点

和一般文化旅游节点。 

规划县道需连通的为重要文化旅游节点，包括 3A 级及以上旅游

景区、省级及以上认定的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等；规划乡道需连

通的为一般文化旅游节点，包括 2A 级及以下旅游景区等。东区文化

旅游节点如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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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东区文化旅游节点 

节点类型 节点种类 
节点 

数量 
节点名称 

重要文化旅游节点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省级及以上认定的旅游度假区 

风景名胜区 

1 阿署达花舞人间景区 

一般文化旅游节点 2A 级及以下旅游景区 1 阿署达旅游新村旅游景区 

注：标粗节点为本次规划农村公路新增线路连接的节点。 

5.1.4 经济类节点 

规划县道需连通的为重要经济节点，包括县级及以上开发区（或

重点产业园区）、市县级及以上现代农业园区等，主要为达到规模以

上产值的各类产业开发区、园区；规划乡道需连通的为一般经济节点，

包括乡级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乡级现代农业园区、林下经济节

点等，主要为未纳入规模以上统计，但已实现营业收入的经济节点。

东区经济节点如表 5—3 所示。  

表 5—3 东区要经济节点 

节点类

型 
节点种类 节点数量 节点名称 

重要经

济节点 

县级及以上开发区

（或重点产业园） 
5 

四川省攀枝花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梁

坪)、攀钢集团弄弄坪主厂区、攀钢集团矿山

公司攀枝花铁矿公司、四川攀枝花东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攀钢集团矿山公司 

一般经

济节点 

工业 3 

四川攀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立新养

殖场、顺腾集团）、四川攀枝花东区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南方炼油厂、聚鑫金属公司

等）、攀钢集团矿山公司（大修厂） 

农业 2 乌拉风情园、阿署达村芒果种植基地 

注：标粗节点为本次规划农村公路新增线路连接的节点。 

5.1.4 节点汇总 

综上所述，东区规划县道需连通的节点总数为 12 个（本次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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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7 个），其中包含行政类节点 1 个，其他类节点 11 个。规划乡道需

连通的节点总数为 15 个（本次需连通 9 个），其中包含行政类节点 9

个，其他类节点 6 个。东区节点汇总情况如表 5—4 所示。 

表 5—4 东区节点汇总 

节点类型 

县道连接节点 乡道连接节点 合计 

总节点

数 

本次需

连通 

总节点

数 

本次需

连通 

总节点

数 

本次需

连通 

行政类节点 1 0 9 3 10 3 

重要经济类节点 5 3 5 5 10 8 

重要交通类节点 5 3 0 0 5 3 

重要文化旅游类节点 1 1 1 1 2 2 

合计 12 7 15 9 27 16 

5.2 路网规模分析 

5.2.1 公路网规模测算方法 

公路网规模测算的方法通常有连通度法、国土系数法、类比法和

专家咨询法等。 

①连通度法——路网合理布局角度 

节点的数量和分布是影响路网形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结合

各区域面积和不同层次公路拟连接的节点情况，按照合理布局要求，

运用连通度法测算路网的合理规模。连通度法以网络几何学为依据，

假定区域内拟连接的节点大致呈均匀分布，则连接这些节点所需的道

路长度（L）可用下列模型表示： 

 

式中：L 为道路长度；A 为区域面积；N 为区域内节点数（个）；

NA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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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为路网变形系数；C 为路网连通度。 

路网变形系数 ξ 是路线实际里程与节点在地平面上投影点之间

的直线距离之比。一般而言，公路技术等级越低，地形条件越复杂，

公路线型越曲折，则路网变形系数越高。 

路网连通度 C 表明路网中各节点间的连通状况。当 C 为 1.0 时，

路网布局为“树”状结构，节点多为二路连通；C 为 2.0 时，路网布局

大致呈方格网状，节点多为四路连通；C 略大于 2.0 时，公路网布局

呈方格+对角线型，节点多为六路连通。 

                

树形，C=1.0                   格子形，C=2.0 

                

格子+对角线形，C=2.41             正三角形 C=3.22 

②国土系数法——路网与社会经济指标相互关系角度 

根据国土系数理论，公路网发展水平与区域人口、面积及经济发

展水平高度相关。分析区域内历年公路里程、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等

指标，得到公路网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关系，通过预测未

来年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得到未来年公路网总规模。 

国土系数法模型形式如下： 

 PA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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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 为路网规模；K 为国土系数，通过历史数据回归分析得

到，并通过发达国家指标进行验证；A 为区域面积；P 为总人口。 

③类比法——经验借鉴 

公路网的规模和结构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模式、自然地理条件

等因素存在着客观联系，结合以上特点，将不同区域指标与发达国家

进行类比，从而确定路网合理规模。类比的主要指标包括路网面积密

度和综合密度、路网层次结构配置等。 

④专家咨询法——利用专家经验分析和验证 

区域公路网发展受多因素影响，量化模型分析难以对未来公路

网规模和结构进行精确预测。因此，在定量分析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

通过专家经验和判断对测算结果进行修正，使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合

理。 

5.2.2 农村公路网规模测算 

结合农村公路网特点，本次规划拟采用连通度法结合专家咨询

法，测算东区县道、乡道路网规模。 

1.县道规模测算 

县道是除国道、省道以外的县际间公路、重要乡际间公路，以及

连接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与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重要交通节点、重

要文化旅游节点、重要经济节点的公路。采用连通度法计算普通国省

道和县道公路网总规模，再扣除普通国省道里程，即得到县道合理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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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节点数（N）：在区域内国省道和县道主要连接的节点包

括区县、乡镇、重要交通节点、重要文化旅游节点、重要经济节点。

由节点分析可知，普通国省道网和县道网拟联通的节点个数共计 12

个。 

路网变形系数（ξ）：根据东区已建普通国省道和县道公路网的变

形系数，结合区域内地形地质条件，综合确定路网变形系数取值约为

1.50～1.55。 

路网连通度（C）：结合对路网布局形态的构想及县道网的规划

目标，东区所有乡镇和重要节点可实现普通国省道和县道网连通，且

市中心区域路网密集，大部分节点可实现多路连通，因此未来路网的

合理形态接近于网格+对角线形，综合确定该层级路网覆盖节点的连

通度平均取值约为 2.1～2.2。 

得到普通国省道和县道公路网总规模为 141～153 公里，扣除普

通国省道里程 65 公里（不包括高速公路），东区县道合理规模为 76～

88 公里。县道规模分析如表 5—5 所示。 

表 5—5 东区县道规模分析 

区域面积

(km2) 

节点数

(个) 
路网变形系数 连通度 

国省县道合理

规模(km) 

县道合理规模

（km） 

167 12 1.50~1.55 2.1~2.2 141～153 76～88 

2.乡道规模测算 

乡道是除县道及县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乡际间公路、重要的

村际间公路，以及连接乡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与建制村、一般交通节点、

一般文化旅游节点、一般经济节点的公路。采用连通度法计算普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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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和县乡道公路网总规模，扣除普通国省道和县道里程，得到乡道

合理规模。 

区域内节点数（N）：在区域内国省道和县乡道主要连接的节点

包括区县、乡镇、建制村、重要和一般交通节点、重要和一般文化旅

游节点、重要和一般经济节点等。由节点分析可知，普通国省道网和

县乡道网拟联通的节点个数共计 27 个。 

路网变形系数（ξ）：结合东区已建普通国省道和县乡道公路网变

形系数和区域内地形地貌因素，考虑到乡道主要承担路网末端延伸作

用，一般里程较短，综合确定路网变形系数取值约为 1.45～1.5。 

路网连通度（C）：结合对路网布局形态的构想及乡道网的规划

目标，在所有乡镇和重要节点实现普通国省道和县乡道网连通的基础

上，区域建制村及一般节点之间至少一路连通，部分重要建制村可实

现多路连通，路网形态位于树状型至网格型之间，综合确定该层级路

网覆盖节点的连通度平均取值约为 1.70～1.80。 

得到普通国省道和县乡道公路网总规模为 166～181 公里，扣除

普通国省道里程 65 公里（不包括高速公路）、县道里程 81 公里，东

区乡道合理规模为 19～35 公里。乡道规模分析如表 5—6 所示。 

表 5—6 东区乡道规模分析 

区域面积

(km2) 

节点数

(个) 
路网变形系数 连通度 

国省县乡合理规

模(km) 

乡道合理规模

（km） 

167 27 1.45~1.50 1.70~1.80 166～181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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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布局方案  

5.3.1 布局思路 

以县道、乡道、村道功能定位和规划目标为指向，在既有农村公

路网基础上，按照“强化通达深度、扩大节点覆盖、拓展服务范围、

提升路网效率”的思路，采用自上而下分层、先通达后联网的步骤，

推动区域公路网“成网、成片、成环”，以优化调整存量、适当补充新

建为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网布局。 

5.3.2 布局过程 

5.3.1.1 县道布局 

1.县道布局过程 

（1）在既有普通国省道网基础上进行布局，对已由国、省道（含

规划）实现连接的节点，原则上不再新增布设同等功能的县道。 

（2）对既有县道进行优化处理： 

主体保留。突出历史传承，尊重公众出行习惯，维持县道既有路

网形态稳定，保留符合功能定位和布局要求的县道。 

局部优化。删除部分已经纳入城市道路、与国省道共线里程较长

的既有县道；对邻近区域有未连接的重要节点、可进一步延伸接入本

级或上级路网的线路，在不影响路线总体走向的前提下，局部调整线

位走向。 

（3）补充增加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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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节点。布设连接区域内乡镇、重要交通节点、重要文化旅游

节点、重要经济节点等的路线，规划路线起终点尽量接入本级或上级

路网。 

选择路线。以既有路网为基础，合理调整提升既有乡道、村道、

库外路行政等级，控制新建路线。优先选择便捷顺畅、技术等级较高

的路线作为县道，尽量减少断头路和共线路段。 

优化完善。结合交通需求、路网效率、地形地质条件及资源环境

约束等因素优化初步方案，形成县道布局方案。 

2.县道布局方案 

县际间公路。进一步强化东区与西区、仁和区等毗邻区县联系，

布局便捷联系相邻区县的县际间公路 6 条（桐银路、前弄路、炳清路、

银河路、弄黑路、双弄路），约 50.7 公里（扣除重复里程，下同）。 

连接重要节点公路。拓展县道服务范围，连接重要交通、文旅、

经济节点，布局路线 3 条，约 30.5 公里。 

——完善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在普通国省道基础上，连接火车站、

高速公路出入口、航空机场等重要交通节点，布局县道 1 条（机场路），

约 12.3 公里； 

——推动“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完善旅游交通配套设施，连接

3A 及以上旅游景区、省级及以上认定的风景名胜区等重要文化旅游

节点，布局县道 1 条（弄黑路），约 11.6 公里。 

——支撑区域产业发展，引导产业向园区集中，在普通国省道基

础上，进一步连接县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等重要经济节点，布局县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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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遥茨路），约 6.6 公里。 

5.3.1.2 乡道布局 

1.乡道布局过程 

（1）在既有普通国省道网和已规划县道网的基础上进行布局，

已由国、省道、县道（含规划）实现连接的节点，节点之间原则上不

再新增布设同等功能的乡道。 

（2）对既有乡道进行优化处理： 

局部优化。东区既有乡道仅 6.5 公里，大部分已纳入城市道路，

本次布局删除已经纳入城市道路的既有乡道。 

（3）补充增加路线： 

连通节点。布设连接乡镇间、建制村、一般交通节点、一般文化

旅游节点、一般经济节点的路线，重要村际间的乡道尽可能串联 3 个

及以上建制村，规划路线起终点尽量接入本级或上级路网。 

选择路线。以既有路网为基础，合理调整提升既有村道、库外路

行政等级，控制新建路线。优先选择串联居住人口多、便捷的路线作

为乡道，尽量减少断头路和共线路段。 

优化完善。结合交通需求、路网效率、地形地质条件及资源环境

约束等因素优化初步方案，形成乡道布局方案。 

2.乡道布局方案 

乡际间公路。强化乡际间联系，布局便捷联系相邻乡镇的公路 2

条（双龙路、双乌路），约 9.7 公里（扣除重复里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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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至村公路。进一步强化路网延伸，布局乡镇连接建制村公路 4

条（五华路、大钟路、大冶路、渡观路），约 7.8 公里。 

连接一般节点公路。拓展乡道服务范围，支撑农村工业产业发展，

服务特色农产品运输，在国省道和县道基础上，布局连接乡级工业园

区（工业集中区）、乡级现代农业园区、林下经济节点等一般经济节

点的乡道 3 条（水沙路、南聚路、团冷路），约 7.4 公里。 

5.3.1.3 村道布局 

1.在既有普通国省道网和已规划县乡道网基础上进行布局，已由

国、省、县、乡道（含规划）实现连接的节点，节点之间不再新增布

设同等功能的村道。 

2.对既有村道进行优化处理，根据县乡道规划方案，将已经纳入

县乡道网的村道调出，保留符合功能定位和布局要求的既有村道，并

根据实际情况局部调整线位走向。 

3.补充增加路线，布设连接建制村间、自然村组对外联通的村道，

优先选择符合技术标准、串联居住人口多的路线作为规划村道。 

5.3.3 布局方案汇总 

东区农村公路网布局县道 9 条，共计 81.2 公里；布局乡道 9 条，

共计 25.0 公里；布局村道 39 条，48.3 公里。东区农村公路网规划布

局情况如表 5—7 所示。具体布局方案见附表。 

表 5—7 东区农村公路网规划布局情况（扣除重复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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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 
数量 路线里程 

条 公里 

县道 9 81.228 

乡道 9 24.969 

村道 39 48.348 

 

第 6 章  效果分析  

6.1 路网技术分析 

规划农村公路建成后，东区农村公路县乡道规模显著增加、覆盖

范围更加广泛、技术等级有效提升，与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相互补

充、有效衔接，共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县乡道规模显著增加。县乡村道总里程达到 154.5 公里，较调整

前（129.2 公里）增加 25.3 公里，路网密度从 77.3 公里/百平方公里

提高至 92.4 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县道 81.2 公里（新增 33.6 公

里），面积密度 48.6 公里/百平方公里，是调整前的 1.7 倍；乡道 25.0

公里（新增 18.5 公里），面积密度 14.9 公里/百平方公里，是调整前

的 3.9 倍。 

覆盖范围更加广泛。路网覆盖范围明显增加，断头路基本消除，

路网通达性进一步提高。县道及以上公路实现区域所有乡镇节点和重

要交通节点、重要文化旅游景点、重要经济节点全覆盖。乡道及以上

公路实现区域所有建制村节点和一般交通节点、一般文化旅游景点、

一般经济节点全覆盖。村道在覆盖所有建制村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达

自然村组和主要居民聚居区，基本公共服务受众面更加广泛。 

技术等级有效提升。规划县、乡道建成后，东区农村公路网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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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级将有效提升。所有县乡道均达到四级及以上技术标准，双车

道比例大幅提升。区政府所在地至银江镇和所有重要节点，银江镇至

所辖建制村和所有一般节点的通达时间明显缩短，路网的可靠性显著

增强，机动性大幅度改善。基本形成“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格局，

总体实现农村公路“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6.2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有效促进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划路网建成后，各级行政节

点、交通节点、文化旅游节点、经济节点之间的时空距离明显缩短，

人口、资源流动的地缘障碍有效降低，将进一步促使农村公路沿线旅

游资源、矿产资源集约开发，有效引导区域各项产业合理布局，促进

沿线产业园区快速发展，使农村地区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区域优

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2、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路网建成后，东区农村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旅客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需求

都将进一步增长，必将有效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规划

县乡道，区域文化旅游节点和经济节点能够快速顺畅对接上级路网，

将大力提高旅游服务品质和农产品产销效率，既促进农村地区相关产

业发展，也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界企业进驻，对促进

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农村公路是农民出行的主要交

通载体,是服务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东区农

村公路通行条件的改善将有力提升农村交通运输普遍服务能力，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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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区域人流、物流的集散

效率，既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聚集，也吸引城镇相关产业向农

村转移，从而促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 

第 7 章  实施安排 

7.1 建设方案 

本次规划共布局县道 9 条，规划里程 81.228 公里（扣除重复里

程），实际里程 69.851 公里，其中利用原县道 46.734 公里、利用村道

18.282 公里、利用已建成未入库道路 4.835 公里、其余 11.377 公里无

路需要新建；布局乡道 9 条，规划里程 24.969 公里（扣除重复里程），

实际里程 20.074 公里，其中利用乡道 0.537 公里、利用村道 17.889 公

里、利用已建成未入库道路 1.648 公里、其余 4.895 公里无路需要新

建。 

根据农村公路规划布局方案，按照“突出重点、协调推进、因地

制宜”的原则，科学合理推进项目建设。结合经济社会各发展阶段对

农村交通的客观需求，综合考虑资金供给能力、建设强度与难度、建

设时间紧迫性等因素，拟分近期（2020-2025 年）和远期（2026-2035

年）两阶段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力争到“十四五”期末，东区既有县道

全部升级为四级及以上技术标准。到 2035 年，东区农村公路网整体

技术等级得到有效提升，所有县乡道均达到四级及以上技术标准。 

为全面实现规划目标，县道拟新改建 69.138 公里，其中新建

11.377 公里、改建 57.761 公里。其中，“十四五”期拟开工县道改建项

目 34.387 公里，远期拟开工县道新建项目 11.377 公里、改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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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4 公里；乡道拟新改建 13.438 公里，新建 4.895 公里、改建 8.543

公里，拟全部安排在远期开工建设。 

表 7—1 规划县乡道建设计划 

建设阶段 建设性质 
县道 乡道 

项目个数 里程 项目个数 里程 

近期 

新建 0 0 0 0 

改建 7 34.387 0 0 

合计 7 34.387 0 0 

远期 

新建 2 11.377 1 4.895 

改建 3 23.374 5 8.543 

合计 5 34.751 6 13.438 

合计 12 69.138 6 13.438 

7.2 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 

根据建设方案和农村公路技术标准，匡算用地规模和建设资金

需求。至规划期末，东区县乡道建设项目需新增建设用地 200.3 亩、

建设资金 45.2 亿元。 

县道需新增建设用地 126.84 亩、建设资金 3.62 亿元。“十四五”

期间需新增建设用地 8.46 亩、建设资金 1.51 亿元，其中拟申请部省

补助资金 0.17 亿元，其余部分地方政府自筹；远期需新增建设用地

118.38 亩、建设资金 2.11 亿元。 

乡道共需新增建设用地 73.49 亩、建设资金 0.9 亿元，全部安排

在远期。具体详见表 7—2。 

表 7—2 规划县乡道用地及投资规模 

建设阶段 行政等级 投资（亿元） 新增用地（亩） 

近期 县道 1.51 8.46 

远期 

县道 2.11 118.38 

乡道 0.9 73.49 

合计 3.01 191.87 



33 
 

合计 4.52 200.33 

 

第 8 章  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高度重视农村公路网规划建设工作，成立市级领导、区县负责的

农村公路建设推进小组，统筹协调毗邻区县路网建设推进工作。强化

各层级各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加强与发改、自然资源、住建、环保、

水利、林业等部门的协调对接。进一步细化任务、落实责任，严格实

行计划管理，分阶段落实具体建设改造任务，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2.拓展资金渠道 

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农村公路投融资长效机制，将农村

公路养护资金、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支出纳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适度整合涉农资金支持农村公路发展。用足用活相关政策，积极争取

国家和省财政资金支持。努力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探索政企合作等新模式建设和养护农村公路。鼓励采取投资补助、以

奖代补、先建后补等灵活方式支持农村公路发展。 

3.加强养护管理 

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提高养护能力和水平。按照“县道

县管、乡村道乡村管”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大

力推广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建立“精干高效、专兼结合、以专为主”

的管理体系。尝试引进专业企业参与农村公路养护，提高养护机械化

水平。  



34 
 

4.强化要素保障 

强化用地保障，协调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适当简化农村公

路用地手续，出台农村公路用地优惠政策。加强农村交通人才队伍建

设，建立人才使用与激励机制，提升农村交通人才保障的基础条件和

软硬件环境，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人才。 

5.注重保护环境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处理好农

村公路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耕地等资源，新

建路线要合理布线、少占耕地、占补平衡。合理避让生态脆弱区、环

境敏感区，尽量避免高填深挖，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2.附表 

附表 1  东区县道规划路线方案表 

序

号 

市

（州） 

县

（市、

区） 

规划路线编

码 

规划路

线名称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主要控制点 

规划路

线总里

程（公

里） 

已建成路

线里程         

（公里） 

重复里

程              

（公

里） 

主要功能类型 
是否为

市际              

出入口 

备注 县际间

公路 

县至乡

公路 

重要经济

节点连接

线 

重要交通

节点连接

线 

重要文化

旅游节点

连接线 

重要乡际

间公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151040

2 
桐银路 

桐子林镇与银

江镇交界处 

银江镇双江社

区（原倮果村

已撤销） 

花滩、雅江桥西桥头 7.021 7.021 0.000 √           否 既有县道 

2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251040

2 
前弄路 前进镇胜利村 

东区弄弄坪街

道（原向阳村

街道已撤并） 

灰老沟大桥、荷花池大桥 0.928 0.928 0.539 √   √       否 
县际间公路（与国道 G353 重

复）(攀钢集团弄弄坪主厂区) 

3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351040

2 
炳清路 东区西区界 炳草岗街道 

炳草岗大桥、弄弄坪街道、大

花地、凉风坳隧道、 
8.491 8.491 0.000 √           否 既有县道 

4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451040

2 
银河路 

东区银江镇华

山村 
仁和区前进镇 

攀枝花市糖酒公司、攀枝花市

盐业公司 
1.852 1.852 0.000 √           否 既有县道 

5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551040

2 
机场路 

银江镇阿署达

村 
攀枝花飞机场 

阿署达村、花舞人间景区、保

安营机场 
12.325 12.325 0.000       √     否 保安营机场（既有县道） 

6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651040

2 
沙阿路 银江镇沙坝村 

银江镇阿署达

村 

马家田、沙坝村、马家田 1 号

小桥、攀枝花机电学院、阿署

达村、花舞人间景区、龙岗水

库 

9.794 9.794 0.000 √       √   否 
县际间公路 （阿署达花舞人间

景区） 

7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751040

2 
弄黑路 

银江镇弄密村

（原弄弄沟村

已撤并） 

攀枝花市电视

台黑山发射台

（仁和区务本

乡火山村） 

弄弄沟村（已撤并为弄密

村）、黑山发射台 
11.641 6.764 0.000 √       √   否 

重要文化旅游 

节点连接线：大黑山省级森林

公园 

8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851040

2 
双弄路 

银江镇双江社

区（原倮果村

已撤销） 

银江镇弄密村

（原弄弄沟村

已撤并） 

银江镇倮果村（倮果村已撤

销）、银江镇双江社区、五道

河村、双龙滩村、弄弄沟村

（弄弄沟村已撤并为弄密村） 

23.951 17.451 0.795 √   √ √     否 

县际间公路 （与省道 S471 重

复）（倮果火车站、G4216 丽

攀高速银江出入口、攀钢集团

矿山公司攀枝花铁矿公司) 

9 
攀枝花

市 
东区 

X00951040

2 
遥茨路 

银江镇双江社

区遥家湾（原

倮果村已撤

销） 

银江镇双江社

区茨菇箐（原

倮果村已撤

销） 

银弄路高粱坪园区出入口、桐

雅路高粱坪园区出入口 
6.559 6.559 0.000     √       否 

重要经济节点连接线：攀枝花

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粱坪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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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东区乡道规划路线方案表 

序

号 

市

（州） 

县

（市、

区） 

乡

（镇） 

规划路线编

码 

规划路

线名称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主要控制点 

规划路线

总里程   

（公里） 

已建成路

线里程                

（公里） 

重复里程              

（公里） 

主要功能类型 

是否为市

际                

出入口 

备注 乡际间

公路 

乡至村

公路 

一般经济节

点连接线 

一般交通节

点连接线 

一般文化旅

游节点连接

线 

重要村际间

公路 

1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1510402 双龙路 

银江镇双龙

滩村 

银江镇双龙

滩水库 

双龙滩村、

双龙水库 
3.495  3.495  0.000  √         √ 否 乡际间公路 

2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2510402 双乌路 

东区银江镇

双龙滩村 

仁和区务本

乡乌拉村

（乌拉风情

园） 

双龙滩村 6.250  1.355  0.000  √   √      否 乡际间公路 

3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3510402 水沙路 

沙坝村水泵

房路口 
沙坝村坟山 

立新养殖

场、顺腾集

团、沙坝村

一社 

1.964  1.964  0.000    √ √       否 

一般经济节点连接线：四川攀

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立新养殖场、顺腾集团） 

4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4510402 南聚路 

沙坝村工业

园区南方炼

油厂路口 

沙坝村工业

园区聚鑫金

属公司 

南方炼油

厂、聚鑫金

属公司 

1.999  1.999  0.000    √ √       否 

一般经济节点连接线：四川攀

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南方炼油厂、聚鑫金属公司

等） 

5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5510402 团冷路 

阿署达村二

社团树子 

阿署达村三

社冷水箐路

口 

阿署达村二

社、阿署达

村三社 

3.437  3.437  0.000      √   √   否 

一般经济节点连接线：阿署达

村芒果种植基地、阿署达旅游

新村 

6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6510402 五华路 

华山村五十

四转盘 

华山村老熊

沟变电站 

华山村、冰

点水厂、野

猪林屠宰

场、攀枝花

市电业局华

山变电站 

2.414  2.414  0.000    √         否 乡至村公路 

7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7510402 大钟路 

攀钢集团矿

山公司大修

厂 

攀枝花村钟

礼贵家 

大修厂、攀

枝花村二

社、三社 

1.498  1.498  0.000    √ √       否 
乡至村公路（攀钢集团矿山公

司） 

8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8510402 大冶路 

攀钢集团矿

山公司大修

厂 

冶建公司岔

路口 

攀枝花村二

社、攀钢矿

业公司冶建

公司 

3.375  3.375  0.000    √ √       否 
乡至村公路（攀钢集团矿山公

司） 

9  
攀枝花

市 
东区 银江镇 Y009510402 渡观路 渡口桥北 

观江路攀钢

小车队路口 
渡口桥 0.537  0.537  0.000    √         否 既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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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东区县道路段明细表 

序

号 
市（州） 

县

（市、

区） 

规划路线编

号 

规划路线

名称 

现状路段 

备注 

路线编号 路线名称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起点桩号 止点桩号 
里程 

（公里） 
技术等级 路基宽度 

路面宽

度 
路面类型 

1 攀枝花市 东区 X001510402 桐银路 XD16510422 二滩大道 

东区银江镇倮果村盐边

交界处（东区银江镇倮

果村倮果村已撤销，倮

果村一组并入双江社

区，3 组并入沙坝村） 

新雅江西桥头（东区银江镇

倮果村倮果村已撤销，倮果

村一组并入双江社区，3 组

并入沙坝村） 

7.479 14.500 7.021 3.二级公路 11.1 10.1 12.水泥混凝土   

2 攀枝花市 东区 X002510402 前弄路 XD04510402 小大路 
灰老沟（仁和区前进镇

胜利村） 

东区灰老沟桥（仁和区前进

镇胜利村） 
7.539 7.599 0.060 5.四级公路 7.00 6.50 12.水泥混凝土   

3 攀枝花市 东区 X002510402 前弄路 XD04510402 小大路 
东区灰老沟桥（仁和区

前进镇胜利村） 

东区荷花池大桥（东区向阳

村街道  已撤销并入弄弄坪

街道） 

7.599 8.138 0.539 4.三级公路 10 9 11.沥青混凝土 重复 G353 

4 攀枝花市 东区 X002510402 前弄路 XD04510402 小大路 

东区荷花池大桥（东区

向阳村街道  已撤销并

入弄弄坪街道） 

东区荷花池大桥东（东区向

阳村街道已撤销并入弄弄坪

街道） 

8.138 8.467 0.329 3.二级公路 16 15 11.沥青混凝土   

5 攀枝花市 东区 X003510402 炳清路 XD14510402 炳清线 
西区凉风坳（东区西区

界） 

东区大花地（东区弄弄坪街

道大花地社区） 
2.620 7.246 4.626 2.一级公路 18 15 12.水泥混凝土   

6 攀枝花市 东区 X003510402 炳清路 XD14510402 炳清线 
东区大花地（东区弄弄

坪街道大花地社区） 

东区岔口（东区弄弄坪街道

长寿路社区） 
7.246 9.787 2.541 2.一级公路 18 15 12.水泥混凝土 

规划后不再与小大路

重复 

7 攀枝花市 东区 X003510402 炳清路 XD14510402 炳清线 
东区岔口（东区弄弄坪

街道长寿路社区） 

东区炳草岗（东区炳草岗街

道二街坊社区） 
9.787 11.111 1.324 2.一级公路 18 15 12.水泥混凝土   

8 攀枝花市 东区 X004510402 银河路 XD03510411 五摩路 
五十四（东区银江镇华

山村） 

仁和区前进（仁和区前进

镇） 
0.000 1.852 1.852 5.四级公路 7.5 7 12.水泥混凝土   

9 攀枝花市 东区 X005510402 机场路 XD15510402 机场路 
阿署达村（东区银江镇

阿署达村） 

花舞人间景区（东区银江镇

阿署达村） 
0.000 2.125 2.125 3.二级公路 8.5 8 11.沥青混凝土   

10 攀枝花市 东区 X005510402 机场路 XD15510402 机场路 
花舞人间景区（东区银

江镇阿署达村） 

攀枝花飞机场（东区银江镇

阿署达村） 
2.125 12.325 10.200 3.二级公路 8.5 8 11.沥青混凝土   

11 攀枝花市 东区 X006510402 沙阿路 VZ   
G227 新马家田桥西

（东区银江镇沙坝村） 

机电学院文汇桥东（东区银

江镇沙坝村） 
    0.915 5.四级公路 7 6.5 11.沥青混凝土 已建成 

12 攀枝花市 东区 X006510402 沙阿路 C223510402 
阿署达村

公路 

马家田（东区银江镇沙

坝村） 

阿署达分校（东区银江镇阿

署达村） 
0.000 4.441 4.441 5.四级公路 7 6.5 12.水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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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攀枝花市 东区 X006510402 沙阿路 C002510402 

阿署达村

分校至机

场路新建

公路 

阿署达分校（东区银江

镇阿署达村） 

S471 龙岗水库路口（东区

银江镇阿署达村） 
0.000 4.438 4.438 5.四级公路 7 6.5 12.水泥混凝土   

14 攀枝花市 东区 X007510402 弄黑路 C222510402 
弄弄沟村

公路 

弄弄沟村村口（东区银

江镇弄弄沟村    弄弄

沟村已撤并为弄密村） 

付家（银江镇弄弄沟村已撤

并为弄密村） 
0.000 4.506 4.506 5.四级公路 7 6.5 12.水泥混凝土   

15 攀枝花市 东区 X007510402 弄黑路 C026510402 
弄弄沟村

通村公路 

付家（银江镇弄弄沟村

已撤并为弄密村） 

仙人湖水库（东区银江镇弄

弄沟村已撤并为弄密村） 
4.506 6.764 2.258 6.等外公路 4.5 3.5 31.砂石路面   

16 攀枝花市 东区 X007510402 弄黑路 VN   

仙人湖水库（东区银江

镇弄弄沟村已撤并为弄

密村） 

攀枝花市电视台黑山发射台

（仁和区务本乡火山村） 
    4.877         

现状有路，但路况太

差无法采集，里程数

据是在地图上测量

的，可能有误差 

17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倮果 东区五道河村出口 0.000 5.642 5.642 5.四级公路 7.5 7 12.水泥混凝土   

18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五道河村出口 东区朱家包包 5.642 6.671 1.029 5.四级公路 7.5 7 12.水泥混凝土   

19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朱家包包 东区矿区 6.671 10.623 3.952 6.等外公路 4.5 0 36.无路面   

20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矿区 东区矿区 10.623 11.803 1.180 6.等外公路 3.5 0 36.无路面   

21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矿区 东区养护道班 11.803 13.942 2.139 6.等外公路 8 7 22.沥青碎石   

22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XD06510402 倮密路 东区养护道班 
东区 22.5 公里（东区银江

镇双龙滩村） 
13.942 16.656 2.714 6.等外公路 8 7 22.沥青碎石   

23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S471510402 

红果（盐

边）至中

坝（仁

和） 

寒坡岭（东区银江镇双

龙滩村） 

硫磺沟（东区银江镇攀枝花

村） 
45.197 45.992 0.795 5.四级公路 7.5 7 11.沥青混凝土 重复 S471 

24 攀枝花市 东区 X008510402 双弄路 VN   
硫磺沟（东区银江镇攀

枝花村） 

弄弄沟村筲箕湾（付家）

（银江镇弄弄沟村  已撤并

为弄密村） 

    6.500         拟建路段，已做工可 

25 攀枝花市 东区 X009510402 遥茨路 C203510402 
遥家湾至

倮果村 

东区银江镇倮果村遥家

湾（东区银江镇倮果村

倮果村已撤销，倮果村

一组并入双江社区，3

组并入沙坝村） 

高梁坪园区办公楼（东区银

江镇倮果村倮果村已撤销，

倮果村一组并入双江社区，

3 组并入沙坝村） 

0.000 1.474 1.474 5.四级公路 8 7.5 12.水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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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攀枝花市 东区 X009510402 遥茨路 C025510402 
高梁坪公

路岔路 

高梁坪园区办公楼（东

区银江镇倮果村倮果村

已撤销，倮果村一组并

入双江社区，3 组并入

沙坝村） 

丰源公司岔路口（东区银江

镇倮果村倮果村已撤销，倮

果村一组并入双江社区，3

组并入沙坝村） 

0.000 1.165 1.165 5.四级公路 8 7.5 12.水泥混凝土   

27 攀枝花市 东区 X009510402 遥茨路 VZ   

丰源公司岔路口（东区

银江镇倮果村倮果村已

撤销，倮果村一组并入

双江社区，3 组并入沙

坝村） 

东区银江镇倮果村茨菇箐

（东区银江镇倮果村倮果村

已撤销，倮果村一组并入双

江社区，3 组并入沙坝村） 

    3.920 5.四级公路 8 7.5 12.水泥混凝土 
已建成（原园区专用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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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东区乡道路段明细表 

序

号 
市（州） 

县

（市、

区） 

规划路线编号 
规划路线名

称 

现状路段 

备注 
路线编号 路线名称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起点桩号 止点桩号 

里程（公

里） 
技术等级 路基宽度 路面宽度 路面类型 

1 攀枝花市 东区 Y001510402 双龙路 C300510402 双龙滩村公路 双龙滩村村口 双龙水库 0.000  3.495  3.495  5.四级 5 5 12.水泥混凝土   

2 攀枝花市 东区 Y002510402 双乌路 C040510402 双龙滩村连接线 黄邵伟家门口 顺山田岔路口 0.000  0.340  0.340  5.四级 4 3 12.水泥混凝土 
原有道路

调向 

3 攀枝花市 东区 Y002510402 双乌路 C225510402 双村支路 顺山田岔路口 庙尔沟 0.000  1.015  1.015  5.四级 3.5 3 12.水泥混凝土   

4 攀枝花市 东区 Y002510402 双乌路 VN   庙儿沟 
仁和区务本乡葩

地村乌拉风情园 
    4.895          拟建道路 

5 攀枝花市 东区 Y003510402 水沙路 C021510402 
沙坝村流沙坡园区

路 
园区岔路口 顺腾集团 0.000  0.511  0.511  5.四级 7 6.5 12.水泥混凝土   

6 攀枝花市 东区 y003510402 水沙路 C046510402 

沙坝村一社道路

（沙坝村流沙坡园

区路二段公路） 

龙洞湾（沙坝

村一社转水泵

房） 

坟山（胡思国

家） 
0.000  1.453  1.453  5.四级 6 4.5 12.水泥混凝土   

7 攀枝花市 东区 Y004510402 南聚路 C020510402 
沙坝村南方炼油厂

公路 
南方炼油厂 聚鑫金属公司 0.000  1.999  1.999  5.四级 7.5 7 12.水泥混凝土   

8 攀枝花市 东区 Y005510402 团冷路 C042510402 阿署达村三社道路 团树子岔路口 
阿署达村三社冷

水箐岔口 
0.000  2.554  2.554  5.四级 4 3 12.水泥混凝土   

9 攀枝花市 东区 Y005510402 团冷路 C043510402 阿署达村三社岔路 
阿署达村三社

冷水箐岔口 
冷水箐机场路口 0.000  0.883  0.883  5.四级 4 3 12.水泥混凝土   

10 攀枝花市 东区 Y006510402 五华路 C209510402 
五十四转盘口-西

磁场 

攀枝花大道中

段五十四转盘 
华山村村委会 0.000  0.541  0.541  5.四级 8 7 12.水泥混凝土   

11 攀枝花市 东区 Y006510402 五华路 C209510402 
五十四转盘口-西

磁场 
华山村村委会 西磁场 0.541  0.908  0.367  5.四级 8 7 12.水泥混凝土   

12 攀枝花市 东区 Y006510402 五华路 C001510402 
西磁场路口至金家

湾 

西磁场与野猪

林屠宰场交叉

路口 

金家湾梁子 0.000  0.085  0.085  5.四级 3.5 3 12.水泥混凝土   

13 攀枝花市 东区 Y006510402 五华路 C019510402 
野猪林屠宰场至老

熊沟变电站 

野猪林屠宰场

大门口右侧 
老熊沟变电站 0.000  1.421  1.421  5.四级 4 3 12.水泥混凝土   

14 攀枝花市 东区 Y007510402 大钟路 C010510402 
攀枝花村大修厂至

钟礼贵家公路 
大修厂 罗家岔路口 0.000  1.135  1.135  5.四级 4.5 4 12.水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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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攀枝花市 东区 Y007510402 大钟路 C010510402 
攀枝花村大修厂至

钟礼贵家公路 
罗家岔路口 钟礼贵家 1.135  1.498  0.363  5.四级 4.5 4 12.水泥混凝土   

16 攀枝花市 东区 Y008510402 大冶路 VZ   阳光馨园 大修厂围墙岔口     1.648  5.四级 4.5 4 12.水泥混凝土   

17 攀枝花市 东区 Y008510402 大冶路 C009510402 
攀枝花村红花田环

形公路 

大修厂围墙岔

口 
钟家 0.000  0.249  0.249  5.四级 4.5 4 12.水泥混凝土   

18 攀枝花市 东区 Y008510402 大冶路 C014510402 
攀枝花村环形路岔

路 
曹家 四合院 0.000  1.082  1.082  5.四级 4.5 3 12.水泥混凝土   

19 攀枝花市 东区 Y008510402 大冶路 C015510402 
攀枝花村红花田水

库公路 
红花田水库 冶建岔路口 0.000  0.396  0.396  5.四级 4.5 3 12.水泥混凝土   

20 攀枝花市 东区 Y009510402 渡观路 Y100510402 大观路 东区渡口桥北 东区攀钢小车队 1.307 1.844 0.537 5.四级 8.5 8 11.沥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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