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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淮扬镇铁路通车后，淮安到南京只需1小时（不计中转

时间）。”连淮扬镇铁路的开建，将极大推动苏北、苏中、苏南融

合发展，加快苏北快速铁路网建设进程。另一条与淮安相关的

高铁徐宿淮盐铁路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之中， 淮安的铁路建

设已迎来腾飞。

连淮扬镇铁路贯通南北， 徐宿淮铁路延长到盐城变为徐

宿淮盐铁路，最先提出这些设想的都是淮安。从“地无寸铁”到

即将“梦圆高铁”，本期“档案记忆”，将揭秘淮安铁路规划背后

的故事。

2014年12月29日，第一期“档案

记忆”让很多人了解到，在19世纪末

期， 淮安曾是中国最早议修铁路之

地， 但又屡屡与铁路失之交臂。 清

末，虽修筑清江到西坝、清江到杨庄

的运盐铁路， 但也仅延续了十余年

就被废止。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无寸

铁”极大地阻碍了淮安经济的发展，

曾经的繁华都市衰落为中国版图上

极不显眼的小城镇。 新中国成立初

期，淮安人对铁路越来越陌生，甚至

还因此闹出了笑话。那时，一个淮阴

人辗转来到连云港东海铁路边，第

一次看到了火车。回来后，他逢人就

讲火车的神奇：“那火车趴在地上都

跑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跑，那不更了

不得了！ ”

更让人心酸的是， 因为运输条

件差，淮安的许多产品，如牙刷、纺

织品、胶鞋、文具等难以打开销路。

1980年， 我市商业百货站发35吨墨

水往内蒙古赤峰，5月份发出，1981

年初的隆冬时节才到达， 几十吨墨

水已经冻成了冰块， 导致赤峰百货

站退货， 淮安百货站还要承担往返

运费。这笔买卖没有赚到钱，还损失

了1.2万元，使得当时淮安的两家墨

水厂被迫停产。

1984年，当时的淮阴市委、市政

府动议兴建沂淮地方铁路 (后更名

“新淮铁路”)。 同年冬，省第七次党

代会作出“七五”期间筹建苏北地方

铁路的决定。 受此鼓舞，市委、市政

府趁势而上，提出“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资助为辅”和“地方为主，国助

为辅，三级集资，两级入股”建设铁

路的办法。

1990年1月，新淮铁路在时属淮

安的沭阳破土动工。在建设过程中，

新淮铁路的等级标准也由最初设计

的地铁Ⅰ级（相当于国铁Ⅲ级）提高

为国铁Ⅰ级。1998年3月5日，在敬爱

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从

新沂发出的一列火车首次驶达周恩

来的故乡，宣告新淮铁路全线通车，

结束了淮安“地无寸铁”的历史。

此后，新长铁路被列入国家“九

五” 重点工程， 设计标准为国铁Ⅰ

级，北起陇海铁路的新沂站，纵贯江

苏全境后与宣杭铁路长兴站接轨，

全长约638公里。 1999年4月28日，新

长铁路在淮安举行了铺轨仪式。

2005年4月1日新长铁路全线贯通，

纳入全国铁路网正式投入运营。

2005年，为加快铁路建设进程，

淮安成立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并

委托原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编制

完成《淮安市铁路规划》，首次提出

修建连淮铁路的设想。当时市委、市

政府根据淮安基于内陆城市的现

状，亟需扩大开放，以“通江达海”进

一步打造外向型经济， 提出了建设

淮安至连云港的铁路设想， 以期从

陆地上“借港出海”。

在连淮铁路争取推进的同时，

淮扬镇铁路同样在推进中。2007年4

月，淮扬镇铁路进入《江苏省“十一

五”———2020年铁路建设及发展规

划》，这条铁路连通苏南，可以直抵

上海。如果连淮铁路与其连接，将成

为贯通江苏南北的中轴铁路大通

道，向北还可延伸至青岛等地区。

由于我市城市基础建设发展迅

捷，2005年编制的《淮安市铁路规划》

已明显滞后。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市铁

路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2007年9

月，市铁路建设办公室委托原铁道部

第五勘察设计院修编《淮安市中长期

铁路规划》，完善现有铁路规划。

2007年11月3日，市政府组织各

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对规划方案

进行中间审查。2008年8月2日，江苏

省铁路办和淮安市政府联合组织有

关部门和专家对《淮安市中长期铁

路规划》进行了充分的评审。评审意

见认为：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规划

原则合理， 是淮安市综合交通发展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适应淮

安市中长期发展的需求， 对淮安市

铁路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规划》实施后，淮安将建成衔

接新沂、连云港、盐城、扬州、南京、

宿迁六个方向，形成新长、宿淮、连

淮、淮扬镇、宁淮等铁路交会淮安的

“米”字型加环铁路网格局，成为区

域铁路枢纽。

2008年初， 我市再次

抓住《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 修编的有利时机，市

主要领导拜访原铁道部

经济规划研究院领导，请

求将连淮铁路列入国家

规划。2008年10月《国家中

长期铁路网》 修编完成，

连淮铁路赫然在列，至此

连淮铁路终于取得了“国

家层面的合法身份”。

紧接着，我市率先提

出了依靠省委、省政府，借

助连、淮、扬、镇四市之力，

提出将连淮铁路与淮扬镇

铁路连线合并建设的设

想， 得到有关各方的积极

回应，并开始积极向上级

争取。 据此，连淮扬镇铁

路，在连淮铁路、淮扬镇铁

路的基础上，富有创造性

地酝酿出炉。 2009年国庆

节后，原铁道部计划司与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连

淮铁路并入淮扬镇铁路项

目达成共识。

2009年，在研究修编

《长三角城际交通网规

划》时，我市首次提出将

徐宿淮铁路延长到盐城，

变为徐宿淮盐铁路。 2010

年，我市和兄弟市一起努

力，将徐宿淮盐铁路列入

《长三角城际网规划（2010

年调整）》。

2012年，原铁道部提

出先期建设徐宿段、暂缓

建设宿淮盐段的计划。 如

果实施此方案，淮安铁路

将错失重要发展机遇。 市

委、 市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相

关事宜，决定迅速争取省

委、省政府支持，与原铁

道部协调整体推进、同步

建设徐宿淮盐铁路。 随

后， 我市主要领导向省

委、 省政府写信专题汇

报，得到了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的批示支持。 经

省领导赴京争取，原铁道

部同意了江苏同步建设

的建议方案。

2009年，连盐、连淮铁

路可行性研究评审会在连

云港召开， 会上初步审定

连淮铁路设计标准为国铁

Ⅰ级，单线并预留复线，设

计时速160公里、 预留200

公里。早在2008年，中铁上

海设计院来我市踏勘、座

谈淮扬镇铁路事宜时，我

市就已经建议将淮扬镇铁

路功能定位为客运专线、

双线设计、时速250公里。

2009年原铁道部在扬

州召开淮扬镇铁路预可研

审查会， 我市再次争取将

淮扬镇铁路建成时速250

公里/小时的客运专线。在

随后的时间里， 淮安一趟

趟跑省进京汇报争取。 功

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在

原铁道部召开连淮铁路补

充可行性研究及环评审查

会上，我市代表据理力争，

专家最终同意连淮铁路调

整为复线，设计时速200公

里、预留250公里。

2013年为尽快落实连

淮扬镇铁路功能定位，商

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抓紧报送项目建议书评估

意见， 市领导多次赴京拜

会国家发改委分管领导、

基础产业司负责人以及中

咨公司主要负责人， 请求

连淮扬镇铁路连淮段按全

线时速250公里客运专线

标准同步设计。2013年8月

27日， 连淮扬镇铁路项目

建议书获国家发改委批

复。

2014年初， 我市委托

中铁五院开展《淮安市铁

路中长期规划发展研究》，

研究建议， 近期规划建设

连淮扬镇、徐宿淮盐、宁淮

铁路， 远期规划合蚌淮铁

路、 新长复线电气化改造

等项目，实现“321”目标，

即从淮安3小时到北京、2

小时到上海、1小时到南

京。 5月，铁路总公司在我

市召开徐宿淮盐铁路可研

行业审查会；7月， 国家发

改委委托中咨公司在我市

召开连淮扬镇铁路可研评

估会。 一年争取两次铁路

建设大型会议在淮安提前

召开， 是淮安铁路建设史

上的空前盛况， 有力推动

了项目前期工作的进程，

为淮安早日实现高铁梦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

目前， 连淮扬镇铁路

淮安段已经动工。 这是淮

安境内首条开工建设的高

铁，淮安境内约82公里。

在连淮扬镇铁路淮安

段全面建设的同时， 另一

条与淮安相关的高铁徐宿

淮盐铁路已经通过施工图

设计， 计划于今年年底开

工。不远的将来，淮安将有

五条铁路交汇成网， 高铁

枢纽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

固。

1980年春，数十吨墨水从淮安发出

运到内蒙已是隆冬，“冰墨水”惨遭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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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七五”期间筹建苏北地方铁路

淮安趁势促成新长铁路建成通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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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编制的《淮安市铁路规划》

首次提出修建连淮铁路的设想

2007年编制《淮安市中长期铁路规划》

欲打造“米”字型加环铁路网格局

4

连淮扬镇铁路设想

最先由淮安提出

5

2009年，又是淮安首次提出

将徐宿淮铁路延长到盐城

6

从时速160公里到200公里再到250公里

连淮扬镇铁路一步步升级为高铁

7

淮安最早提出

淮扬镇铁路、徐宿淮铁路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