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 年度拟推荐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铁路土地综合开发政策探索实践

完成单位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
范东涛、裴剑平、廉征、吕鹏、朱洁、张丽、耿兴荣、孙宝

朱治邦、王暮雨、黄明祖、袁佳、黄江平、尹霓阳、陈苒

拟推荐等级 二等奖

项目简介

（一）主要技术内容

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地

综合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37 号），提出了土地综合开发

的基本原则，明确支持盘活现有铁路用地和鼓励新建铁路站场实施

土地综合开发，并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和监管协调要求。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意见，推进江苏省铁路可持续发展，切实推进江苏省铁路

土地综合开发的实施，2014 年-2016 年江苏省铁路办公室委托中设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铁路土地综合开发政策研究》的探

索实践。

该项目在土地综合开发的法律法规、流程、经验等方面专题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铁路综合开发面临的形势要求，广泛借鉴山

东、广东、云南等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提出了我省铁路综合开发

的内涵、目标及思路，并对开发原则、主体、方式、规模、指标、

收益、法律法规等各环节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尤其是针对

江苏铁路土地综合开发价值高、土地稀缺、需求迫切、效益明显等

特点，最终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站一方案”的开发原则、 “一级

开发为主、二级开发为辅”的开发方式、“土地出让收入除国家和

省规定的刚性计提外，其余开发收益反哺铁路”的财政机制、“有

序推进、依法合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路地合作机制等江苏

省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的总体思路。

该项目研究范围广、调研程度深、研究探索性强，对于苏南沿

江铁路张家港站、江阴站等实际开发项目的落地起到了实际的指导

作用，有效促进了全省铁路的可持续发展。

（二）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1、直接支撑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推进土地综

合开发意见》（苏政办发【2016】162 号）的政策出台

在该项目基础上，项目组起草了关于支持铁路建设推进土地综

合开发意见，多次赴上海铁路局、兄弟省份及省内设区市调研，同

时也多轮征求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相关部门意见，最



终直接支撑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铁路建设推进土地综合开发

意见》（苏政办发【2016】162 号）的出台。在探索深度、实际指

导作用等方面得到了铁路总公司、上海铁路局等各方的充分认可，

并将我省作为全国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的先进探索基地和示范省。

2、直接指导了苏南沿江铁路张家港站、江阴站等铁路土地综

合开发的实施

在省级意见的指导和该项目的探索下，上海铁路局、江苏省铁

路集团与苏南沿江铁路、徐宿淮盐铁路、盐通铁路等各市先后签订

了铁路土地综合开发框架协议，并开展了片区设计、土地收储、开

发实施，在全国范围内走在了前列，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3、有效促进了江苏省铁路和江苏省铁路集团的可持续发展

省铁路集团作为江苏铁路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沿

线综合开发主体，迫切需要突破铁路投资回报期长、盈利能力弱的

难题，在省级意见的指导和该项目的探索下，省铁路集团积极实践，

仅苏南沿江铁路就与江宁区、句容市、金坛区等 9地签订了综合开

发框架协议，预计收储开发 4500 亩土地的收益用于反哺苏南沿江

铁路建设，有效促进了江苏省铁路和江苏省铁路集团的可持续发

展。

第一完成单

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卫东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紫云大道 9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中设设计集团是一个具有十二甲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工

程咨询甲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水运行业甲级、工程勘察综

合甲级、公路工程及机电工程监理甲级、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甲

级、轨道等市政工程设计甲级、环境影响评价甲级等）的科技型咨

询设计企业。集团先后荣获 300 多项国家、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和咨询成果奖以及多项国际大奖。集团系

ISO9001 认证企业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2016 年，公司完成勘察设计类主营业务收入 187,235 万元，

2017 年，完成收入 244,038 万元，较上年增长 30.34%，2018 年，

完成收入 332,118 万元，较上年增长 36.09%，公司勘察设计业务

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18 年研发费用 4657.20 万元，2017

年同期 2583.07 万元。2018 年度利润总额达到 47170.5 万元，2017

年同期 35474.0 万元。

近 10 年来承担的各类规划、勘察、设计、科研项目中，有 200

余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优秀勘察、设计、咨询奖。

集团作为省内乃至华东地区交通规划设计行业领头羊，经过近几年

的快速发展，集团职工总数达到 4500 余人。在交通运输部组织的

行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申报中，获得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4项，交

通运输专利 2项。



集团齐全的各类资质、琳琅满目的各类奖项、优秀的技术团队

将为本项目的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提供可靠的后盾。

第一完成人

情况

姓名 范东涛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2.9

工作

单位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

公路、城市道路及

机场工程

技术

职称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职务

集团副总裁、综合规划院

院长、总规划师

参加本项目的起

止时间
2014.9 至 2016.12

联系

电话
13951691556

创造

性贡

献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1、作为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在该项目上投入了 70%的

时间和精力，主要完成总体思路的构建，提出江苏铁路土

地综合开发各环节的主要实施方案，带领团队研究出了土

地开发规模可实施性的计算方法、思路，合理确定开发规

模，对本项目做出了突出贡献。（科技创新点三）

2、考虑从铁路和土地两方面出发，以铁路需求为基本

出发点，创新性地提出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本项

目做出了突出贡献。（科技创新点二）

曾获

国家、

省部

级科

技奖

励情

况

曾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情况：

1、2017 年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苏

省城市客运运营与服务技术》，B17-2-057-001；

2、2015 年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苏

交通运输现代化体系构建的成套技术研究》；

3、2013 年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苏

省城市客运统计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

4、2012 年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技术与应用研究》，B12-2-004-003；

5、2009 年获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江苏省干线航道网服务区布局规划研究》；

6、2009 年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沪宁综

合交通运输通道研究》；

7、2012 年获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内河航道 OD 调查和运输需求分析技术研究》；

8、2012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江苏省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构件技术与应用》。



项目名称 江苏省综合客运枢纽发展评估

完成单位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完成人
陈晨、李峰、胡斌、王雪标、王健、单秀全、于鑫、刘巧仙

鲍辰瑜、夏斯明

拟推荐等级 三等奖

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2009 年 3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综合

客运枢纽建设的意见》，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形成合力加强了对综

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的指导和管理，有力促进和推动了以南京高铁

南站等为代表的一批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的建成。至 2015 年底，江

苏省已建成 15 个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积累了丰富的规划、建设、

运营经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结合铁路的“增程、提速、成网”，依托沿海铁路、连淮扬镇

铁路、沿江铁路等，“十三五”期，全省还将新建约 50 个综合客运

枢纽。为了进一步促进综合客运枢纽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回顾全省

综合客运枢纽发展历程，总结发展成效和经验，对下阶段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了《江苏省综

合客运枢纽发展评估》课题研究工作。

2、工作过程

项目经历了为期一年左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工作大

纲阶段（2016 年 2 月～4月），搜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完成预调研，

2016 年 4 月 26 日开展了工作大纲评审会；中间成果阶段（2016 年

5 月～11 月），面向全省所有综合客运枢纽，开展全面调研，项目

阶段成果付诸应用，2016 年 11 月 9 日开展了中间成果咨询会；最

终成果阶段（2016 年 11 月～2017 年 2 月），补充调研， 2017 年 1

月 19 日完成最终成果审查。

本项目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综合客运枢纽

进行评估。在研究中，课题组开展了大规模的函调、网络问卷和大

数据调查。其中，联合百度地图开展的大数据调查，以及通过微信、

网页开展的网络满意度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在本领域中具

有创新性。

3、主要成果

综合客运枢纽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铁路站，它是以铁路站为依

托，以发达的综合交通网络为基础，将常规公交车站、出租车站、

停车场、长途车站等集中布设，构成一个集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的，

同时具有对外和对内交通功能转换的换乘枢纽。综合客运枢纽是铁



路场站建设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各交通方式间以及区域与城市交通

间的紧密衔接，实现旅客便捷换乘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综合客运

枢纽体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铁路建设领域领先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详实数据的支撑下，研究以管理评估为重点，以枢纽交通功

能和城市功能评估为支撑，全面总结了全省综合客运枢纽发展成

效，剖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针对“十三五”期全省以“中小型枢

纽”为主的建设特点，结合国内外经验，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

组织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建议。

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发布了《省交通运输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加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的意见》（苏交计〔2016〕

87 号），并在常州召开了“全省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推进会议”，

为进一步科学推进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

时，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二〇一七年度江苏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

等奖”，并发表《江苏省综合客运枢纽旅客满意度调查分析研究》、

《基于 LBS 大数据的南京市综合客运枢纽影响范围研究》等论文。

第一完成单

位情况

单位名称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鹏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紫云大道 9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公司现有专业技

术人员 200 余名，下设 7个生产部门和 4个管理部门，可以为国内

外业主提供公路咨询、港口咨询、水运咨询、综合交通、枢纽场站、

城市规划等前期咨询服务，以及公路设计、桥梁设计、市政工程设

计、景观设计、建筑设计等工程设计服务。

江苏纬信已获得公路咨询甲级、市政公用工程咨询（道路）甲

级、公路行业（公路）设计甲级、公路行业（交通工程）设计甲级、

市政行业（道路工程）设计甲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甲级以及建筑

工程设计乙级等多项咨询和设计资质。江苏纬信一直秉承"诚信为

本、顾客至上、科技创新、持续改进"的质量信念，努力为各类客

户提供从项目构思、设计到工程竣工及维护的"一站式"专业技术服

务。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课题承担单位，积极组织课题

组完成主要研究工作，包括项目工作大纲及各阶段成果的编制，组

织开展项目调研和技术探索，完成了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并积极参与到成果的推广应用中，包括起草相关文件及编制推进会

议材料等，为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进一步推进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一完成人

情况

姓名 陈晨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85.4

工作

单位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技术

职称
高工 职务 /

参加本项目的起

止时间
2016.2 至 2017.3

联系

电话
13805161191

创造

性贡

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确立研究技术路线，组

织团队共同完成项目中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为“全

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省级综合客运枢纽发展评估”提出了

具有创新意义的评估体系，并主导和推动了“传统调查+

网络调查+大数据调查”方法的应用。同时，以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两篇论文，将本课题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分享。



项目名称 地铁车辆基地关键技术创新及工程应用

完成单位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完成人
周明保、张浩、王占生、张敏、朱宁、王庆亮、舒冬、梅震琨、

郭享、谭琼亮

拟推荐等级 三等奖

项目简介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大陆已有 32 座城市建成地铁线路

4511.3km，预计到 2020 年，地铁运营线路长度将超过 6000km，是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铁建设能有效的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及品

质，也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结构的重要举措。

车辆基地是地铁车辆检修的必备设施，是地铁系统高效、稳定、

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选址多位于城市区域，占地最大约 40ha，

投资最大约 20 亿元。伴随地铁线网规模化建设及城区建设用地日

益稀缺，受布局决策水平、设计与建造技术、核心车辆检修装备集

成化利用等因素制约，车辆基地的规划布局与资源共享决策、数字

化整体建设、上盖开发结构体系创建及核心装备研制是实现其土地

集约和高效利用的重难点。

项目组依托苏州、无锡、武汉等城市地铁车辆基地项目群，历

时近 12 年，针对车辆基地工程重难点问题进行技术攻关，并成功

完成集成化综合应用。主要技术创新点如下：

1）创建运用 BIM 手段的车辆基地整体建设技术。运用倾斜摄

影、激光扫描、参数化建模等技术实现模型快速创建；自主开发《轨

道交通车辆段室外综合管线设计系统》，研发综合管线碰撞点智能

检测技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检修工艺仿真、辅助制定施工方

案、交互式运营培训仿真，提升设计、建造及运维效率及质量。

2）首创基于基础有限刚度与上部结构共同作用理论的温度效

应非线性仿真分析方法，解决了无围护超长（250m 以上）混凝土

结构在大温差（55℃）下弹性工作的行业难题；发明“带箱式转换

巨型框支柱-剪力墙”新型结构体系，解决车辆基地上盖超大层高

差异、转换结构跨度大等难题，首次实现上盖开发转换剪力墙完全

不落地、全转换建筑群国内最高（74m），突破现有技术仅适用于转

换上盖框架结构体系 50m 高的限制，为更高效集约利用土地提供了

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及实践经验。

3）构建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及资源优化配置决策模型，研发了

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及资源共享智能决策系统，攻克了多目标、多约

束条件下的线网车辆基地选址、功能定位及上盖开发等决策难题，

填补了行业空白。

4）针对制约车辆基地占地面积与作业效率的关键车辆检修装



备，进行了集成化创新：发明了带称重功能的兼容式整列固定式架

车机（缩短作业时间 40%），双向全方位自动洗车机（作业时间缩

短 60%），研发了钢结构立体检修作业平台（作业时间缩短 50%），

不仅大大提高了检修作业效率，增强检修工艺布置的灵活性，并为

后期车辆基地上盖物业开发总体方案提供更加灵活的布置条件。

本项目获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软件著作权 6

项，发表论文 28 篇。成果已应用于苏州、无锡、武汉等城市地铁

项目，获国家级设计奖励 1项，省部级设计奖励 11 项，累计经济

效益达 11.48 亿元。由缪昌文院士等 7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评

价项目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数字化车辆基地整体建设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节约土地资源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市域铁路

及高铁检修基地的综合物业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完成单

位情况

单位名称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明保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干将西路 668 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市直属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承

担苏州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资源开发及物业保障等工作，

目前共有职工 7000 多人。近三年科研项目实际投入共计约 500 万

元，拥有发明专利数量 5个。

作为项目开发总体，综合考虑节约集约用地和运营安全，充分

分析规划布局与资源共享、协同设计与建造、上盖物业开发及关键

技术装备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重要性，针对影响地铁车辆基地用

地、建设及运营的关键问题，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主持项目

总体策划及方案评审、研究，完成以下研究、协调、开发、应用与

实践：

1、参与数字化车辆基地整体解决方案制定，突破了车辆基地

工程的多专业协同、BIM 模型快速创建、管线碰撞智能化检测、车

辆基地虚拟现实应用等关键技术，实现了 1km 半径范围广域空间、

5mm 高精度的车辆基地的数字化设计、建造及运维，并成功应用。

2、以苏州太平车辆段为依托，组织发明了“带箱式转换巨型

框支柱-剪力墙”新型结构体系，解决了车辆基地上盖物业开发工

程中超大层高差异、转换结构跨度大等问题，突破了现有技术建筑

适用高度 50 米的限制，实现了上盖直接开发建筑群国内最高（74

米）。

3、研发多约束条件下多目标决策评价技术，构建了地铁车辆

基地大数据环境下的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及资源共享决策平台，形成

了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及资源共享决策评价体系，彻底改变既有的人

工决策方式，成功应用于苏州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4、参与关键运维设备集成性创新，与厂家协同研发适用于地

铁车辆基地的集成工艺钢结构立体检修作业平台、双向全方位自动

洗车机、带称重功能的新型兼容式整列固定式架车机、全功能转向

架静载试验台等关键装备，提高了作业效率，保证了车辆安全运营。

第一完成人

情况

姓名 周明保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62.7

工作

单位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 道路工程

技术

职称
高工 职务 董事长

参加本项目的起

止时间
2004.1 至 2015.12

联系

电话
13906137298

创造

性贡

献

课题组组长，负责把握课题研究思路，参与各项创新

工作，编制研究大纲。在本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主要创造性贡献为科技创新点

三，具体如下： 1、负责项目总体方案制定，提出项目研

发思路；2、主持车辆基地规划布局及资源共享决策系统研

究，提出规划布局及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3、参与研究报

告编制。

曾获

国家、

省部

级科

技奖

励情

况

1.《苏州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建设安全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获 2013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盾构切削大直径钢筋混凝土群桩关键技术》获

2017 年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3.《古城区富水粉砂地层盾构连续切削、穿越建（构）

筑物群关键技术》获 2018 年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二等奖；

4.《富水软弱地层地铁盾构穿越建（构）筑物安全控

制关键技术》获 2018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

通科技进步三等奖。



项目名称 江苏铁路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行业管理与职能研究

完成单位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
张海军、刘继兵、肖慎、林琳、刘洋、黄海明、周晓晨、胡俊豪、

沈少敏、张可

拟推荐等级 三等奖

项目简介

2013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方案》，开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不再保留铁道部，实行铁路政企

分开，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

部。铁路政企分开，裁判员和运动员不再集于一身，监管将更尽责、

企业经营将更自主，有利于从体制上保障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还

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进入。

2013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

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此次《意见》共提出六项具体措施，其中包

括加大力度盘活铁路用地资源，鼓励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支持铁路

车站及线路用地综合开发，地方政府要支持铁路企业进行车站及线

路用地一体规划，按照市场化、集约化原则实施综合开发，以开发

收益支持铁路发展。

2014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铁路建设实施土

地综合开发的意见》，要求按照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

路建设的要求，实施铁路用地及站场毗邻区域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政

策，支持铁路建设，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2014 年 9 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了《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实

施办法》，其主旨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政策，为总公司及所属

企业、合资铁路公司开展土地综合开发提供遵循和指引，切实做好

土地综合开发工作，增强铁路“造血”功能，实现铁路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可见铁路综合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反哺铁

路建设、促进铁路投融资改革的重要途径。

虽然近年来国家和省级层面对城市综合开发、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城市公交综合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但针对于铁路用地

的综合开发仍是新兴事物、新兴行业，这对于各类参与者与管理者

都是一定的挑战。2013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铁路投融

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盘活铁路用地，综合开

发的概念与要求。近期国家与铁总虽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意见予以

细化，但就行业管理而言，涉及可操作的内容较少。

从可开发土地的性质与开发流程来看，包括存量土地综合开发

和新建铁路站点综合开发；从开发要求来看，铁路综合开发需考虑

与新型城镇化的统筹协调、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并需要将受益

反馈到铁路建设上。这使得铁路综合开发涉及多个部门，包括路地

双方；国、省、市县多级政府；国土、住建、规划平行行政管理部

门，各个管理部门权责存在交叉与空缺，造成现有的管理职能与流

程不够清晰、市场参与程度较低、缺失行业归口管理机构统筹协调

等问题。



江苏省未来铁路建设任务繁重，而且随着国家对铁路投融资重

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下放城际铁路等建设运营权限，预计未来城

际铁路将以省方为主导，进一步加大我省投融资压力。

因此，通过铁路综合开发反哺铁路建设成为缓解投融资压力的

一个重要途径。建立科学有效的综合开发管理体系将成为我省铁路

发展的关键环节。

第一完成单

位情况

单位名称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大鹏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东街 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在单位的内部研究成果下提供本项目的技术支撑，各业务部门

通力协作;先后咨询多位外部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本项目结题后，先后在省内项目“苏南沿江铁路土地综合开发

方案研究”、“苏南沿江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前期规划及用地指标研

究”及省外项目“新建铁路成都至自贡线土地综合开发方案研究”

进行了应用，成果转化程度高。

第一完成人

情况

姓名 张海军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70.3

工作

单位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 道路与铁道工程

技术

职称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职务 副总裁

参加本项目的

起止时间
2014.12 至 2016.10

联系

电话
13813802158

创造

性贡

献

作为本项目的总负责人，全程参与项目调研、分析与

成文，深度参与了项目中流程框架及流程细则中相关规定

的设计。调研多地铁路综合开发行业管理情况，总结经验

对我省铁路综合开发行业管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以国家政策趋势为依托，根据我省省情适当调整开发

流程，遵循国家在铁路综合开发上的有关精神，使我省更

好更快的适应国家政策的变化，并在行业管理设计中充分

发挥我省优势。同时，应根据我省的自身省情，积极探索

出适应我省客观条件，具有我省特点的行业管理设计方案，

使得我省行业管理体制、机制适应并引导未来铁路综合开

发的发展。

以兄弟省份探索为参考，发挥我省既有优势,充分调研

兄弟省份在实际探索中的经验、教训，成功的经验应进行

吸取，并结合江苏省省情进行改造，失败的经验在综合开

发行业管理设计中避免。由于不同的省份对于铁路管理的

体制、机制有所不同，综合开发行业管理的主体也会有所

不同，因而，借鉴兄弟省份经验的同时，结合江苏省实际，

并在行业管理设计中充分发挥了江苏省既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