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小毅：广州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2010─2020)

摘要：为加快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市亟须制定相应的综

合交通发展战略。从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城市交通供需态势、

公共交通竞争力、交通管理机制四方面阐述了城市交通特

征。重点从强化区域中心地位和建设现代公交都市角度分析

了广州市城市交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构建“共享、畅达、

绿色、公平”的和谐交通体系战略目标指引下，制定了交通设

施引领和公共交通优先两大核心政策，并提出一体化、差异

化、集约化和精细化四大交通战略及其具体内容。

Abstract：Being a national major city, GuangZhou needs to es-

tablish it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introducing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traffic de-

mand and supply in the urban areas,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m-

petitiveness, an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traffic patterns and discusses the op-

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district development and public transit service. Two

key policies are developed emphasizing public transit and trans-

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under the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de-

velopment guidance for a sharing, efficient, green, and equality

system. The paper proposes a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

gy with concrete details that focus 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

tion, collectiveness, and refi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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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8年12月，在广东省改革发展面临

新形势、新挑战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中

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国务

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珠江

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对广

州市提出了明确要求：“应充分发挥省会

城市的优势，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

门户城市地位，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携领

珠江三角洲地区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联系紧密的城市群。”

新的目标和要求给广州市交通发展带

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明确了在2010年

亚运会后10年的任务。为落实《纲要》的

目标和要求，发挥广州市在珠三角地区的

龙头带动作用，有必要认真审视要求与差

距，从区域和市域两个层面谋划下一个10

年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加快将广州打造为

国家中心城市[1]。

1 城市交通特征

1) 对外交通发展稳定，运输结构不尽

合理。

2009年广州市对外交通运输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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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量 5.7亿人次，较 2008年增长 3.1%；完成货

运量 5.25亿 t，较 2008年增长 6.2%[2]，见表 1。虽

然客、货运总量有所增长，但在节能减排的道路

上却有越走越远的趋势。节能减排效果最好的铁

路运输方式(铁路每公里CO2排放量分别是航空、

机动车交通的 1/6，1/3~1/20[3])不但客货比例有

限，而且运量还在呈下降的趋势。另外，多式联运

也处于较低水平，集装箱多式联运的主要形态是水

公联运，而最为低碳的水铁联运比例却非常之低。

2) 交通供需严重失衡，城市交通形势堪忧。

2009 年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6 万元，

较2008年增长9.1%，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市民对

出行舒适度要求提高，在公共交通过于拥挤、出

行质量得不到保障时，市民的出行偏好逐步向个

体交通转移。至2009年底，全市小汽车保有量达

到 110万辆，同比增长 17%；而交通基础设施供

应则增速有限，2009年多项道路工程处在施工阶

段，相对集中的迎亚运工程进一步削弱了道路网

络容量；公共交通运力基本没有增加，导致公共

交通在与小汽车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交通供需严

重失衡，市区道路时空拥堵范围不断扩大，进城道

路潮汐现象严重(比例接近 2:1)，高峰时段环城高

速公路以内普遍拥堵，干路平均车速为18.7 km·h-1，

低于国际公认的大城市交通拥堵警戒线20 km·h-1，

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3) 公共交通运力偏低，整体竞争能力不强。

运力偏低是导致公共交通整体竞争力不足的

关键。“快速、准点”的特征使轨道交通迅速成为

客运交通的骨干，但传统配车标准(6人·m-2)使车

辆配置不足，导致轨道交通在“舒适、便捷”等

方面与小汽车存在较大差距，客观上影响了轨道

交通的竞争力；而城市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

运力与世界知名公交都市(香港、新加坡)存在相

当大的差距，与国内部分城市也有一定的距离，

见表2。

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轨道交通+常规公交)从

2007年694万人次增至2009年784万人次(年均增

长 6%)，其占总体机动化方式的客运比例却从

2007年的40%降至2009年的39%。运力不足导致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有限，在与小汽车交通的竞争

过程中处于劣势，不能有效吸引交通需求转移。

4) 交通系统日趋复杂，传统管理机制应对

乏力。

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等

诸多因素导致城市交通系统日趋复杂，许多普遍

性、表象性的管理经验直接移植往往起不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必须努力挖掘适应广州市自身的深

层次规律。目前广州市具有交通职能的管理部门

较多，缺乏较好的协调机制，使研究方案不够科

学全面、实施步骤不够协调统一、实施效果不够

理想。

2 机遇与挑战

2.1 强化区域中心地位——从服务城市向服

务区域转变。

1) 国家战略提升了广州市的城市地位，但缺

运输
方式

铁路

水运

航空①

公路

管道

合计

客运量/万人次

8 346

254

4 396

42 359

55 355

货运量/万 t

6 980

8 455

66

33 114

821

49 437

比例/%

14.1

17.1

0.1

67.0

1.7

100.0

比例/%

15.1

0.5

7.9

76.5

100.0

客运量/万人次

7 958

232

4 939

43 921

57 050

货运量/万 t

6 360

8 377

68

36 983

728

52 517

比例/%

12.1

16.0

0.1

70.4

1.4

100.0

比例/%

13.9

0.4

8.7

77.0

100.0

客运量

－4.6

－8.5

12.4

3.7

3.1

货运量

－8.9

－0.9

3.3

11.7

－11.4

6.2

2008年 2009年 同比增长/%

表 1 2008，2009 年广州市各种运输方式客、货运量对比

Tab.1 The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volumes by various travel modes in Guangzhou in 2008 and 2009

① 由于统计口径原因，航空数据不等同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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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明确的物质空间载体和政策优势。

从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北京

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城市的发展获得

了明确的物质空间载体和国家机遇，由此带来了

一系列的政策体系支持。与这些国家中心城市相

比，广州市在其承担的国家责任面前，却一直没

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

2) 中心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城市整体实力的发

展，但区域交通压力也将持续增长。

广州市目前面临的城市交通压力之所以小

于北京、上海，主要原因在于珠三角是国内三大

城镇群中唯一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见表 3)。未来

随着城市中心地位的逐步提升，珠三角其他城

市与广州市联系日益密切，区域交通压力将持续

增长。

3)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斐然，但难以适应

更大范围区域协作以及节能减排的要求。

作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珠三角人字形空

间结构的顶点，广州市一直是珠三角对内辐射的

重要枢纽。虽然广州市建设了模式丰富、数量众

多的交通设施，但是由于行政区划、行业分割、

历史遗留等各种原因，这些设施并没有形成整体

的发展合力，没有从提升城市区域竞争力、引导

城市空间拓展和整合、构造一体化的高效交通系

统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没有与城市和区域的空

间发展相匹配。在主动寻求合作、利用自身优越

的交通资源和规划优势，改善空港和海港的集疏

运环境方面，广州市做得还远远不够。

广州市公路建设处于领先地位(见表 4[4])，区

域网络的后续建设重点将进入“铁路时代”，大量

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的建成，有利于提高城市的

低碳水平。但是，客、货运结构的优化，多式联

运水平的提高，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节能

减排的道路还很长。

2.2 建设现代公交都市——从小汽车主导向

公共交通导向转变。

1) 城市生态优先战略迫切要求建立可持续的

交通发展模式。

广州市机动化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完成

了从非机动车交通主导城市到混合交通城市的演

变，机动车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城市机动化进程

不断加快，小汽车步入高速发展阶段。2010—

2020年，广州市人均GDP将从 1万美元跃升至 2

万美元，市区千人小汽车拥有量将从 100辆左右

猛增至接近200辆，机动车辆总数将达到200~300

万辆，基本完成从快速机动化阶段到机动化成

熟阶段的转变。小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将对城市

的生态优先战略形成不可忽视的冲击。与快速

机动化相伴的城镇化进程(2010年市域城镇化水

平 85%)使未来城市交通模式选择的不确定性大

大增加，城市交通将面临城镇化和机动化的双重

考验。

2) 现阶段(2010—2020年)交通政策必须以公

共交通出行者为本。

城市

新加坡

香港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公共汽(电)车拥有量
/万辆(万人拥有量/辆)

1.4 (31.5)

1.9 (27.2)

2.1 (12.5)

1.7 ( 9.0)

1.1 (12.2)

1.0 (10.0)

出租汽车拥有量
/万辆(万人拥有量/辆)

2.3 (52.0)

1.8 (25.8)

6.7 (39.5)

4.9 (25.9)

1.1 (12.8)

1.9 (18.7)

表 2 2009 年各城市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运力比较

Tab.2 The capacity of public transit and taxi
in several cities in 2009

类别

首位城市

第二位城市

首位度

北京(1 755)

天津(1 228)

1.43

上海(1 921)

苏州(882)

2.18

广州(1 033)

深圳(891)

1.16

北京(11 866)

天津(7 500)

1.58

上海(14 901)

苏州(7 400)

2.01

广州(9 113)

深圳(8 201)

1.11

人口规模/万人 GDP/亿元

表 3 2009 年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首位度比较

Tab.3 Urban primacy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in 2009

55



城市交通第9卷第2期 2011年3月

随着小汽车进入家庭，广州市内车辆行驶速

度逐渐降低，小汽车出行者与其他方式出行者处

于“双输”的境地。从系统总出行价值以及个人

出行成本进行判断，部分小汽车出行者应该改变

出行方式以降低交通系统压力，从而实现系统价

值最大化，而公共交通将是小汽车出行者首选的

转移方式。

由于城市道路资源的稀缺性，公共交通与小

汽车在路权分配上非此即彼，因此，公共交通与

个体交通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众多国际经验

显示，高密度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只有努力发展

成公交大都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和香港)，城

市交通才会有出路。公共交通的运行质量直接决

定了客运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只有当公共交通

在服务质量、出行环境方面得到保障后，市民出

行才会向公共交通转移，才会推动整体交通步入

良性循环。因此，现阶段(2010—2020年)交通政

策应该以公共交通出行者为本。

3) 各自为政的公共交通难以适应超大规模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出行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建立综合协

调和一体化的交通模式。城市交通必须满足不同

阶层、不同特征的交通需求，提供多样化、人性

化的选择。公共交通服务人性化的要求面临着客

运一体化系统整合能力和城乡一体化的挑战。随

着城乡一体化和交通机动化的发展，城市外围出

行需求总量显著增加，必须从战略高度扩大外围

城镇化地区公共交通服务的覆盖率并提高服务水

平，形成公共交通对私人小汽车的竞争优势，以

确保城市客运交通结构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

3 发展战略

3.1 战略目标

以“共享、畅达、绿色、公平” [5]理念为愿

景，构建多模式和一体化的和谐交通体系，促进

广州市并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与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谐交通体系以强化区域辐射

与合作、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为基础，以加快建

设重大交通枢纽和道路网络、轨道交通网络为依

托，坚持以公共交通为主、个体机动交通为辅的

可持续机动化发展方向，积极构筑以轨道交通为

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汽车和水上客运等

为补充的多方式协调发展的低碳、开放的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以适应广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发展要求。

3.2 核心政策

1) 交通设施引领。

贯彻“交通基础设施引领珠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指导思想，强调区域交通系统的开放性和

服务功能，促进珠三角一小时城市圈的形成；强

调铁路运输和多式联运，优化运输结构，建设与

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现代化低碳交通运输

体系[6]。

2) 公共交通优先。

贯彻本阶段“以公交出行者为本”的指导思

想，真正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在法律、投资、税

都市圈

东京

伦敦

巴黎

纽约

广佛

13 143

27 224

12 011

33 165

11 282

面积
/km2

2 865

3 071

1 401

1 602

297

长度/km

0.22

0.11

0.12

0.05

0.03

区域平均/(km·km-2)

3 180

1 755

1 066

1 984

1 614

人口
/万人

0.9

1.75

1.31

0.81

0.18

人均/(km·万人-1)

1.76

0.55

0.88

0.29

1.04

区域平均/(km·km-2)长度/km

23 067

14 926

10 510

9 588

11 699

7.25

8.50

9.86

4.83

7.25

人均/(km·万人-1)

区域铁路 主要公路

表 4 广佛都市圈与世界四大都市圈交通相关指标对比

Tab.4 Several transportation indexes between Guangzhou-Fos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four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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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为公

共交通发展提供优先条件，保证公共交通的用

地与资金投入，使共高效运营、方便换乘。

3.3 战略内容

1) 从独善到兼济——“一体化”交通战略。

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以世界级城市

圈核心城市为标杆，强化对珠三角一小时城市圈

“辐射服务、带动引领”的核心城市作用，巩固现

有优势，培育高新发展领域，引领珠三角地区走

向世界舞台。

根据“国家中心城市、全国交通枢纽”的定

位和广东省“首善之区”的发展目标，以区域共

享和低碳理念为发展导向，以“双港双高”(以世

界级的空港、海港为龙头，以内外衔接的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网络为支撑，见图 1)为核心，通过

重点建设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形成低碳、开放

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立足珠三角、服

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南方交通中心[7]。

2) 从城市到城乡——“差异化”交通战略。

综合考虑不同片区、不同组团的居民出行特

征，车辆出行特征，交通流特征，行车速度特性

以及交通量空间变化特性等因素，因地制宜制定

相应空间分区的交通政策指引，支撑城市的功能

分区布局。其中：

① 中心片区：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风貌相协

调，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

系；合理利用岭南特色的骑楼街区的交通功能，

创造优质的步行环境；通过各种手段严格控制小

汽车的使用，将道路交通运行维持在可接受的服

务水平之上，保持核心区的交通活力。

② 北部、东部、南部片区：优先发展轨道交

通和BRT在内的快速公共交通体系，营造公共交

通内部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之间衔接的便利换乘

条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公共交通客运量，

有效调控小汽车的数量、使用水平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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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从化、增城、南沙片区：根据不同地区的

用地特点，构建不同的交通发展模式。强调TOD

模式，在新城中心区实行较高密度的集约开发，

培育公交客流；外围一般地区为小汽车交通提供

相对宽松的使用空间，相应地，应建设较高密度

的道路网络，提供相对充足的停车泊位，同时，

完善外围新城配套的公共服务功能，减少对主城

区的依赖和潮汐交通。

3) 从道路到轨道——“集约化”交通战略。

按照资源承载与环境敏感双重现实约束和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贯彻落实公交优先的指导

原则和交通先导的空间发展策略，适应城市“一

主六副”的空间布局形态(见图2)，打造集约化的

交通走廊和交通枢纽体系。快速轨道交通网络

主要解决城际、市域和主城区内部的公共交通

需求，高速公路网络着重于私人交通和货运交通

需求。

4) 从建设到管理——“精细化”交通战略。

适应城市总体发展战略优化与提升城市功能

的要求，交通发展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到建设

和管理并重、中心片区以管理为主的原则转变。

强化市区各类交通设施的日常巡视和养护，提高

交通设施使用效率和水平，对于交通需求密集的

中心区逐步采取各类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保持中

心区的交通活力。结合中心片区区位、环境和交

通特点，将中心片区内发展组团归并为三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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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毅：广州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2010─2020)

地区，即核心组团、边缘组团、生态组团，因地

制宜制定不同组团的交通政策指引，确保功能互

补组团之间的便捷交通联系和组团内部特色交通

空间的营造。

4 结语

作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将成为推进城市交通建设和管

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只有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

划好整个广州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科

学规划和部署近、远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提出

解决当前面临的交通问题的系统方案，有效整合

既有交通规划和交通设施，协调各种运输方式的

发展，才能构建“共享、畅达、绿色、公平”的

和谐交通体系，真正起到支撑国家中心城市定位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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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月 25日，由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主编的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 )征求意见稿定稿专家咨询会

在北京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有关领导到会指导，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广州市交通规

划研究所、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等参

编单位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北京城建

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沈景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

中心原主任全永燊、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高

世廉、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叶霞飞共 5位资深专

家，重点听取各专家对《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有

关修改建议，会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焦桐

善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地铁与轻轨研究中心副主

任秦国栋等专家提出了很好的书面修改意见。与

会专家一致认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很好地总结

了十几年来国内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取得的成果和

积累的经验，在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日益加快

的新形势下，其编制实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刘新华

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

征求意见稿定稿专家咨询会在北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