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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以下简称“城西科创走廊”）

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驱动重大战略、承担引领全省经济

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十三五”期间浙江省、杭州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 

城西科创走廊产业发展迅速、高端人才集聚、生态环境优

越，是国内最富创新活力的发展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才产业集聚，杭州城西交通需求迅速增长，交通压力不

断加大，与主城区沟通不畅、跨区（境）出行不便等问题日益

凸显，交通成为制约城西科创走廊快速发展的重要瓶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创新发展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有效

缓解城西科创走廊交通压力，优化投资环境，支持引领城西科

创走廊加快发展，进一步扩大杭州国内外开放程度，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会同省发改委、杭州市政府，共同编制《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综合交通规划方案》。本次规划范围以杭州城西科创

产业集聚区物理空间为主体，以城西科创走廊为核心；规划期

限为5年（2016～2020年），远期展望至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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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与要求 

（一）发展基础 

1.区域概况 

作为杭州城西科创走廊空间主体的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

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跨径5～10公里，现状服务人口约37万人，

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9亿元，占杭州市生产总值的5.7%，

经济总量连续四年位居全省各产业集聚区之首，科研经费、人

才数量等创新发展要素均居全国前列。 

2.交通现状 

城西科创走廊交通以公路和城市道路网络为主。 

对外交通。主要依靠高速公路出行，基本满足对外需求。

有3条高速公路，杭州绕城高速公路、杭徽高速公路、杭长高速

公路；1条单轨货运铁路，老宣杭铁路。 

对内交通。以普通公路和城市道路为主，路网结构不断完

善。有5条普通公路，02省道、15省道、东西大道、科技大道、

长西线；城市道路，文一西路、天目山路、余杭塘路等；2条VI

级内河航道，青山航道、余杭塘河（杭余线航道）。 

公共交通。以常规地面公交为主，无轨道交通。包括1条快

速公交B4线（闲林埠-火车东站西）和50条普通公交线路。 

3.存在问题 

总体上，城西科创走廊现状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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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尚不完善、出行方式较为单一、对外通道（联系主城道路）

交通拥堵严重，与走廊未来发展定位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 

——与门户枢纽沟通不便，出行效率不高。 

区域内缺乏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且距离杭州火车东站、萧

山国际机场等门户枢纽较远，极大影响城西科创走廊对外商务

等出行效率（据测算，从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到杭州东

站约为1～1.5个小时、到萧山机场约为1.5～2个小时），成为

制约走廊人才集聚、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与主城区快速联系不畅，快捷通道缺乏。 

区域内缺乏通勤轨道交通，目前与主城区的交通联系主要

依靠“科技大道-文一西路”和“杭徽高速（或02省道）-天目

山路”两条地面通道实现，且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现象突出，既

有道路条件难以满足城西科创走廊与主城区快速联系的需求

（据测算，从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至武林门约1个小时）。 

——内部路网结构尚不完善，规划建设滞后。 

浙大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三城”内部及

“三城”之间道路网系统不健全，断头路、瓶颈路等问题较为

明显，走廊带内部交通联系不畅，对外交通出行集疏效率不高。 

——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不足，出行方式单一。 

区域内部及与主城区联系主要依赖小汽车出行，缺乏快速、

大容量、集约化的公共交通系统，服务能力难以适应城西科创

走廊区域发展对交通出行绿色、共享、多样化、多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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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要求 

杭州城西科创走廊2020年将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经济

科创中心，交通出行总量预计达到200万人次/日。高新产业、

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集聚，对构建开放、高效、协调、共享

的高品质、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1.服务城西科创走廊引领全省创新发展的需要。要求构筑

支持城西科创走廊加快发展、紧密“三城”联系的内部交通网

络，和辐射全省及周边地区的综合通道体系。 

2.推动杭州枢纽城市建设的需要。要求依托城西科创走廊

建设，加快完善杭州城市综合枢纽布局，畅通枢纽内部衔接和

外部联系，构建与主城融合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3.践行区域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求融合城西科创

走廊自然生态和科技创新优势，加快交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

绿色、智慧、平安交通服务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 

表1 城西科创走廊出行（对外）结构预测比例 

出行方式 公路 铁路 航空 

出行结构 

2015年 69% 20% 11% 

2020年 62% 25% 13% 

2030年 45% 40% 15% 

表2 城西科创走廊出行（内部）结构预测比例 

出行方式 步行 非机动车 公交 小汽车 其他 

现状出行结构 13% 22% 28% 30% 7% 

出行

结构 

总  体 19% 20% 35% 25% 1% 

未来科技城-主城区 3% 15% 60% 20% 2% 

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 3% 15% 50%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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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路与目标 

（一）基本思路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补齐交

通基础设施短板”、综合交通发展“5411”战略部署，按照城

西科创走廊“功能提升、融城畅通、超前引领、人本为先”的

总体发展思路，推进综合交通先行，支撑城西科创走廊加快发

展，促进杭州国际化和开放发展，驱动全省经济创新发展。 

1.功能提升 

统筹铁路、高速公路、通用航空等发展，打造能力充分、

高效便捷的外部通道，强化科创走廊对外交通集聚和辐射能力，

实现与省内主要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高效互联。 

2.融城畅通 

加快走廊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快速通道的系统建设，

加强内外交通快速转换，强化对内交通各种方式间有效衔接，

实现浙大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三城”便捷联

系，以及与主城区的快速连通，带动“三城”融入主城发展。 

3.超前引领 

顺应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交通发展趋势，结合科创走廊区

域特色和优势，着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能力建设和品质提升，

注重智慧交通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提升区域交通管理综合

效率及精细化水平。 



5 
 

4.人本为先 

将绿色生态、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理念贯穿于交通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运作全过程，保护环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

区，扩大清洁能源、智慧技术、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等应用，提

高安全性和舒适性度，促进和谐发展。 

（二）发展目标 

到2020年，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便捷高效、绿色智

慧、安全可靠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1.建成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优化完善区域铁路、公路、航空和城市道路、轨道交通、

水运等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充分发挥各方式比较优势，促

进协调发展。实现科创走廊15分钟进入高速公路网，30分钟走

廊内部“三城”之间、以及走廊中心至主城中心快速连通，1

小时通达杭州东站、萧山机场两大门户枢纽。 

2.建成便捷通达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统筹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公交、水上巴士等多种城市公共

交通方式发展，构建形成多元立体、便捷通达的城市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体系。 

3.建成绿色智慧的现代交通发展体系 

大力推广绿色交通、智慧交通发展，打造形成具有科创走

廊区域特色和品牌效应的现代交通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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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布局 

按照国家枢纽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统筹城西科创走廊对

外交通、对内交通两个层次，畅通内部通道、便捷外部联系、

强化枢纽地位，构建形成“内畅外联强枢纽”的现代综合交通

发展格局。 

（一）打造“三纵三横一枢纽”的对外交通布局 

对外统筹高速公路、干线铁路、航空发展，以规划布局杭

州城西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构建形成“三纵三横一枢纽”的

对外综合交通布局。 

“三纵”： 

1.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线；2.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

3.商合杭、湖苏沪、杭温、杭黄铁路。 

“三横”： 

1.杭长高速公路；2.杭徽高速公路；3.沪杭城际、沪乍杭

铁路。 

“一枢纽”： 

杭州城西综合交通枢纽。近期重点解决城西科创走廊与杭

州东站、萧山机场两大门户枢纽的快速联系；中远期建成城西

综合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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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四纵四横一主轴”的对内交通布局 

结合浙江省国省道调整方案，对内统筹普通公路及城市干

道、轨道交通、水运等发展，以强化东西向融城交通联系为重

点，构建形成“四纵四横一主轴”的对内综合交通布局。 

“四纵”： 

1.良睦路；2.320国道（原东西大道）；3.235国道（原15

省道等）；4.青山大道。 

“四横”： 

1.329国道（原02省道）-天目山路；2. 科技大道-文一西

路；3. 海曙路-余杭塘路；4.留祥路西延-留祥路。 

“一主轴”： 

由东西向快速骨干道路(科技大道-文一西路、留祥路西延-

留祥路)和轨道交通线路（市域轨道交通临安线和地铁5号线、3

号线），共同构成城西科创走廊快速联系主城区的交通主轴。 

（三）形成“多方式立体衔接”的综合运输布局 

以城西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整合对外交通通道和内部集

疏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道路网、延伸轨道交通网、拓展地面

公交网，统筹铁路、公路、水运、通用机场、城市轨道交通、

道路交通、地面公交等各种运输方式的立体衔接，形成“内外

融合、综合立体、绿色智慧”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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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任务 

围绕城西科创走廊综合交通规划布局和目标，突出重点、

统筹实施，重点推进“四项主要任务”。 

（一）打造杭州城西综合交通枢纽 

依托科创走廊建设，规划布局杭州城西综合枢纽，既是实

现城西内外交通快速转换、综合交通有效整合的必要支撑，也

是完善杭州城市综合枢纽体系、带动杭州全面融入至全省设区

市高速铁路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任务。根据杭州铁路总图规划方

案，拟在仓前北规划布局杭州铁路西站，构建以铁路西站为核

心，铁路（含城市轨道）、陆路（公路、城市道路）、航空、水

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衔接配套、运输服务无缝对接、管

理体制创新有效的杭州第三大综合门户枢纽。 

轨道网。对外连接商合杭、湖苏沪、沪杭城际、沪乍杭、

杭温、杭黄等干线铁路，对内衔接地铁3号线、地铁5号线和市

域轨道临安线等轨道交通线路。 

道路网。有效衔接 320 国道（原东西大道）、留祥路西延

城市快速路以及文一西路等区域骨干道路，实现与公路客运、

地面公交、出租汽车等公共道路交通的零距离换乘。 

水运网。对余杭塘河（杭余线航道）进行综合整治，逐步

将京杭运河水上巴士客运线路延伸至余杭塘河全线，适时开通

青山航道区间旅游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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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场。在未来科技城和青山湖科技城之间布局一个以

服务小型公务机、短途航空运输等为主的城西二类通用机场，

满足休闲观光、商务交流、应急救援等多样化出行需求。通用

机场与铁路西站之间，加强留祥路西延等城市快速路的衔接沟

通，共同形成城西综合交通枢纽。城西通用机场在远期有条件

的情况下提升为一类通用机场。 

（二）完善对外交通综合通道布局 

布局干线铁路通道。依托杭州铁路西站枢纽，向北连接商

合杭、湖苏沪铁路，向东引入沪杭城际、沪乍杭铁路，向南衔

接杭温、杭黄铁路。布局形成城西科创走廊对外联系上海、江

苏、安徽、河南等地区的干线铁路新通道，带动连通更为广阔

的城际交通圈。 

完善高速公路布局。加快推进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建

设，依托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线、杭长高速、杭徽高速在规划

范围内形成“两纵两横”的高速公路骨架网，全面实现城西科

创走廊15分钟上高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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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 城西科创走廊“15分钟上高速”通道 

现状通道 平均用时 存在问题 建议措施 
效果 
评价 

 浙大科技城（浙大紫金港校区）上高速 

2020年
全面实
现15分
钟上高
速目标 

 
杭州绕
城高速
西线交
通拥堵
状况得
到明显
改善 

经五常、三墩互通进入绕城高速
（5-6公里） 

约10分钟 — — 

经紫金港互通进入杭长高速 
（6公里） 

约10分钟 — — 

 未来科技城（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上高速 

经五常互通进入绕城高速 
（8公里） 

12-16分钟 

杭州绕城高速西
线交通拥堵严重 

1.加快推进绕城
高速西复线工程 

2.实施五常等入
城口整治，缓解
杭州绕城高速及
杭州主城区入口
瓶颈制约 

3.强化对东西大
道、文一西路等
客流集疏通道的
交通组织管理，
提高通行效率 

文一西路（未来
科技城段）受沿
线商住、办公干
扰影响，早晚高
峰交通较为拥堵 

经余杭互通进入杭徽高速 
（4公里） 

6-8分钟 

东西大道交通受
货车干扰严重 

经瓶窑互通进入杭长高速 
（9公里） 

13-18分钟 

 青山湖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上高速 

经青山湖互通进入杭徽高速 
 （5公里） 

7-10分钟 — — 

（三）加快与主城区和东部枢纽的快速通道建设 

围绕30分钟实现浙大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

“三城”之间、以及走廊中心至主城区快速连通。重点打造形

成融城交通主轴的三条快速通道： 

打造“留祥路西延-留祥路”双向六车道高架快速路。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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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留祥路西延工程，打通留祥快速路西向断头路，畅通走廊

北部与主城联系的快捷通道。 

打造“科技大道-文一西路”双向六车道地面快速路。加快

推进文一路地下通道、文一西路提升改造工程，待留祥路西延

建成后，对文一西路进行全面提升，并实施文一西路向西延伸

（科技大道连接线），畅通走廊带“三城”之间及与主城中心

联系的快捷通道。 

打造西连临安、东接主城的轨道交通客流集疏通道。加快

市域轨道交通临安线、地铁5号线及3号线建设，并实现三条轨

道交通线在仓前的有效衔接以及与城西综合枢纽的无缝换乘，

形成高效可靠、大容量、高集约的公共交通客流走廊。 

到2020年，全面实现地面交通、轨道交通30分钟通达“三

城”及主城区的目标。同时，加快推进天目山路提升改造工程，

重点打通“文一西路-紫金港路-天目山路”至主城区中心（武

林门）的快捷通道。 

围绕1小时通达杭州东站、萧山机场两大门户枢纽。在构建

上述三条快速通道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紫之隧道、彩虹快速路

延伸以及地铁2号线、地铁7号线和地铁1号线机场延伸段等工程。

尽快开展城西综合枢纽与杭州东站、萧山机场间直达快线研究，

同时开展杭州“三环”线研究。到2020年实现地面交通1小时通

达两大门户枢纽，2022年全面实现轨道交通1小时通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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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 城西科创走廊“30分钟通三城”通道 

目标通道 
当前 
用时 

主要存在问题 建议措施 
效果 
评价 

  地面交通方案 

留祥路西延-
留祥快速路 

规划
通道 留祥路西延快速路尚未建成 

加快建设留祥路西
延快速路。 

2018年，基本
实现“三城”
30分钟互通 
 
2020年，全面
实现“三城”
30分钟互通 

科技大道-  
文一西路 

40-50
分钟 

科技大道与文一西路线型不畅，需
要绕行部分15省道。 

文一西路未来科技城段早晚高峰交
通拥堵现象突出，通行效率不高。 

加快文一西路提升
改造工程，待留祥路
西延建成后，对推进
文一西路全面提升，
实施向西延伸（科技
大道连接线）。 

杭徽高速（02
省道）-天目山

路 

30-40
分钟 基本实现30分钟“三城”互通 

加快推进天目山路
提升改造，优化天目
山路道路交通。 

  轨道交通方案 

市域轨道交通
临安线-地铁5
号线 

规划
通道 

市域轨道交通临安线、地铁5号线和
3号线尚未建成 

加快推进三条轨道
交通线建成通车，并
实现同台换乘。 

2020年，实现
轨道交通30分
钟“三城”快
速联系。 

市域轨道交通
临安线-地铁3
号线 

规划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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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 城西科创走廊“30分钟进主城”通道 

目标通道 
当前 
用时 

主要存在问题 建议措施 
效果 
评价 

 地面交通方案（至主城中心的地面主通道） 

                        

文一西路-紫
金港路-天目

山路 

（20公里） 

60 
分钟 

天目山路（6.5公里，14个信号路口）                

学院路至湖墅南路段（2.5公里8个
信号路口），毗邻黄龙体育馆、浙
大西溪校区、保俶塔实验学校，商
业、办公密集，沿线干扰严重 

加快推进天目山路
提升改造工程（主体
为地下通道），消除
平交路口干扰。 

2018年，依托
“文一西路-
文一路地下通
道 - 莫 干 山
路”，实现城
西科创走廊45
分钟通达主城
中心。 
 
 
2020年，依托
“文一西路-
紫金港路-天
目山路地下通
道”，全面实
现30分钟进主
城区中心。 

紫金港路（3公里，3个信号路口）           

紫之隧道出入口施工影响路面交通 

加快紫之隧道全面
完工（峰会前通车），
消除路面施工干扰。 

文一西路（10公里，17个信号路口）          

1.跨绕城高速公路桥（700米）桥面
变窄（桥面6车道，其中外侧2条为
非机动车道）瓶颈制约 

2.未来科技城段受沿线商住、办公
等干扰影响，早晚高峰交通拥堵 

加快推进文一西路
提升改造工程，待留
祥路西延建成通车
后，对推进文一西路
全面提升，缓解瓶颈
制约及沿线商住等
交通干扰。 

 轨道交通方案 

地铁5号线-地
铁2号线 

（途径14站） 

规划
通道 

地铁2、5号线均未建成 
加快推进地铁2、5号
线建成通车。 

2020年，基本
实现轨道交通
30分钟通达主
城中心 

地铁3号线 
直达  

（途径12站） 

规划
通道 

地铁3号线尚未建成 
加快推进地铁3号线
建成通车。 

2022年，全面
实现轨道交通
30分钟通达主
城中心的目标 

注：“30分钟进主城”通道，起点：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终点：武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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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 城西科创走廊“1小时达枢纽”通道 

目标通道 
当前 
用时 

主要存在问题 建议措施 
效果 
评价 

 至杭州火车东站1小时主通道 

2018年
基本实
现地面
交通1小
时通达
杭州东
站枢纽 

     
2020年
全面实
现地面
交通、轨
道交通1
小时通
达杭州
东站枢
纽目标 

留祥路西延-留祥快速路- 
秋石快速路（28公里） 

规划
通道 

进入留祥快速路 
需要从绕城内绕行 

加快建设留
祥路西延线 

文一（西）路-德胜快速路- 
秋石快速路（25公里） 

60-70
分钟 

文一（西）路: 

1.保俶北路至教工路段（630
米）：处于德胜快速路西向下桥
口，且过街横道和信号灯间距较
近，大量下桥车辆在此汇集。 

2.学院路至古翠路段（970米）：
两侧翠苑居民区及办公娱乐商
场成熟，进出车辆干扰严重。 

3.竞舟路至紫金港路（1700米）：
两侧为大型居民区，包含过街人
行横道在内横向交叉达8处。 

加快推进文
一路地下通
道工程，推进
文一西路提
升改造，待留
祥路西延建
成后，对文一
西路实施全
面提升。 

轨道交通： 
地铁5号线-地铁1号线 

（途径18站） 

规划
通道 

地铁5号线尚未建成 
加快地铁5号
线建设。 

 至萧山国际机场1小时主通道 

2018年
基本实
现地面
交通1小
时通达
机场 

     
2020年
全面实
现地面
交通1小
时通达
机场的
目标 
 

2022年
实现轨
道交通1
小时通
达机场 

文一（西）路-德胜快速路- 
杭甬高速（50公里） 

80-90
分钟 

文一（西）路问题，同上 同上 
文一（西）路-德胜快速路-秋
石快速路-机场高速（55公里） 

80-90
分钟 

文一西路-紫之隧道-彩虹快
速路-机场高速（58公里） 

规划
通道 

紫之隧道尚未通车 
彩虹快速路为断头路 

加快紫之隧
道全面完工； 
加快推进彩
虹快速路延
伸工程。 

绕城高速-机场高速（70公里） 
60 
分钟 

— — 

轨道交通: 
地铁5号线-地铁1号线 

（途径35站） 

规划
通道 

地铁1号线机场延伸段尚未建成 
加快地铁1号
线机场延伸
段建设。 

轨道交通： 
地铁3号线-地铁2号线-地铁7

号线 
（途径30站） 

规划
通道 

地铁2、3、7号线 
均未建成 

加快地铁2、
3、7号线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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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高品质的运输服务体系 

综合交通。统筹地下、地面、水上、航空等公共交通方式

发展，打造形成集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BRT）和有轨电车、

常规地面公交、水上巴士和通用航空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公共

交通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全面提升出行服务品质。重点推进市

域轨道交通临安线、地铁 5 号线及 3 号线建设；加快快速公交

B6线、B4线等线路布设延伸，以及未来科技城有轨电车 1号线、

2 号线实施；推进水运互联互通，逐步开通余杭塘河水上巴士客

运线路，适时开通青山航道区间旅游客运。 

绿色交通。融合走廊自然生态优势，结合绿地河滩、湿地

公园等生态布局，构建线形流畅、体系完善，兼顾多样化和个

性化的城市慢道系统；推广绿色“微公交”定制和公共自行车

租赁服务，并研究绿色环保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及方式的应用，

打造形式城西科创走廊绿色交通示范带，实现绿色交通出行（含

公交、慢行）比例达 75%以上。 

智慧交通。发挥走廊产业特色和人才优势，充分运用大数

据、云平台、物（车）联网和移动支付等现代技术，建成智慧

交通管理服务体系。推行公交优先、大数据城市治堵等交通管

理模式，并注重智慧交通在新领域的应用推广，强化区域交通

精细化管理模式和创新发展水平。



16 
 

表3 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规模 
总投资 
（亿元） 

“十三五”
投资 

（亿元） 

1 杭州城西枢纽工程 综合枢纽 
建筑面积 

约 30万平方米 
60 50 

2 
干线铁路工程 

（商合杭、沪杭城际、沪乍杭等） 
铁   路 约 100公里 150 150 

3 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工程 高速公路 98公里 268 268 

4 留祥路西延工程 骨干道路 19.8公里 47 47 

5 文一路和文一西路提升改造工程 骨干道路 23.8公里 103 76 

6 天目山路提升改造工程 骨干道路 13.1公里 37 37 

7 彩虹快速路延伸工程 骨干道路 7.8公里 71 71 

8 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临安线） 轨道交通 35公里 113 113 

9 地铁和有轨电车工程 轨道交通 226.5公里 1430 1069 

10 通用机场工程 
二类 

通用机场 
占地面积 

约 66万平方米 
20 - 

“四项主要任务”涉及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总投

资约2300亿元（其中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1500亿元）。“十

三五”期，建设投资约1800亿元（其中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

1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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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管理。加强铁路、公路、航空、航道

等相关行业的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

综合统筹协调体制机制，确保规划项目有序推进。 

（二）加强制约要素保障。强化资金保障机制，落实财政

资金，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推进 PPP 等模式在项目建设的应

用，提前谋划交通项目的用地储备工作和创新供地机制，加快

推进项目的征迁进度。 

（三）整合交通运营资源。高度重视和促进走廊带交通资

源的整合，消除不同交通方式运营系统分属各部门单位各自为

政现象，降低综合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四）注重可持续发展。优先保障公共交通发展，以便捷、

绿色的公共交通服务引领通勤居民观念转变，实现出行结构由

小汽车为主向公共交通为主转变，确保交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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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概况 

1. 杭州城西枢纽工程 

杭州城西铁路枢纽，根据杭州铁路总图规划方案，拟在未

来科技城仓前北，按照全国铁路枢纽站标准建设，建筑面积约

3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0亿元。 

2. 干线铁路工程 

干线铁路工程，包括商合杭、湖苏沪、沪杭城际、沪乍杭、

杭温、杭黄等铁路线路。干线铁路杭州城西段约100公里，“十

三五”期建设投资约150亿元。 

3. 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工程 

项目余杭临安段全长98公里，双向六车道，总投资约268

亿元。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已将其作为“十三五”实施项

目，列入国家高速公路拥堵路段扩容工程规划。 

4. 留祥路西延工程 

项目东起杭州绕城高速公路三墩互通，西至科技大道与现

状舟南线路口，全长19.8公里，双向六车道，总投资约47亿元。 

5. 文一路和文一西路提升改造工程 

包括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和文一西路改造工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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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西起紫金港路，东至保俶北路，全长5.6

公里，双向四车道，总投资约50.9亿元；文一西路改造工程分

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工程西起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线、东至

紫金港路段，全长3.2公里，总投资约2.3亿元；第二阶段对文

一西路全面提升，并实施文一西路西延工程（科技大道连接线），

全程15公里，总投资约50亿元。 

6. 天目山路提升改造工程 

项目西起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线，东至中河立交，全长13.1

公里，总投资约37亿元。其中天目山路绕城西线至古翠路段8.1

公里，规划以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为主，采用地面快速路与

主线下穿隧道相结合的形式；天目山路古翠路至中河立交段   

5公里，基本采用全线地下隧道形式（双向四车道）。 

7. 彩虹快速路延伸工程  

项目东起萧山区青年路，西至萧山新城路，双向六车道，

全长7.8公里（其中，隧道2.3公里、高架5.5公里），总投资约

71.3亿元。 

8. 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临安线） 

项目东起余杭绿汀路站，西至临安锦南新城站，全长35公

里，共设12座车站，总投资约1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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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铁和有轨电车工程 

地铁5号线西起余杭绿汀路站，东至萧山香樟路站，全长

51.8公里，总投资约378亿元；地铁3号线全长52公里（其中，

主线43.8公里西起余杭文一西路站，东至余杭星桥路站，支线

8.4公里起于西湖区小和山站、止于百家园路站，总投资约376

亿元；地铁2号线南起萧山朝阳站，北至余杭良渚站，全长43.3

公里，总投资约375亿元；地铁7号线西起吴山广场站，东至江

东二路站，全长45公里，总投资约290亿元成；地铁1号线机场

延伸段（下沙江滨-萧山机场）全长11.5公里，投资约85.5亿元。 

有轨电车1号线东起地铁5号线五常站，西至余杭南湖，全

长12公里，总投资约16亿元；有轨电车2号线东起地铁5号线杭

师大站，西至余杭闲林村，全长11公里，总投资约11亿元。 

10. 通用机场工程 

城西二类通用机场，拟选址未来科技城和青山湖科技城之

间，占地面积约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亿元。“十三五”期

将进一步深化项目前期研究，争取尽早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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