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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行政边界的壁垒成为区域（城市群或都会区）

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研究区域治理措施对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结国内外关于区

域治理的理论基础，其共同点包含管制机构、渠道构建、激励因素等。梳理广佛同城发展脉络，对

同城发展四个阶段的宏观举措和交通措施进行总结。以广佛同城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城市规划、

道路建设、轨道交通、公共客运交通等方面选择五个典型案例，以管制机构、渠道构建、激励因素

为切入点进行剖析。从管理机制、参与主体、法律法规、信息共享等方面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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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都市圈治理一直是区域规划、发展与公

共政策的热点，在欧美一些城市已有成功经

验。例如，纽约都市圈通过政府间契约(协

议)联合起来形成自主性的区域公共管理关

系社群，构建都市圈区域协作性公共管理的

制度框架，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障碍，并融

合不同城市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利益共享与

补偿机制[1-2]；柏林—勃兰登堡都市区构建公

共交通联合体，统筹管理和协调区域公共交

通的资金分配、信息系统、票价体系、服务

标准等政策[3-4]。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以行政区域内部相

对封闭的管理模式为主，难以实现跨市或跨

区域的共建发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加快，一些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

角、京津冀等区域，尽管城市之间存在空间

隔离和行政制度障碍，但社会经济等功能联

系却不断增强；特别是一些地理位置上相近

的城市，在空间融合、产业协作、设施衔接

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呈现同城化①发展趋

苏跃江，孟 娟，崔 昂，周 锐
(广州市交通运输研究所广州市公共交通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5)

文章编号：1672-5328（2018）01-0023-08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18.0104

同城化背景下公共客运交通一体化问题探讨同城化背景下公共客运交通一体化问题探讨
———以广佛同城为例—以广佛同城为例

23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6
N

o.1
January

2018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八八
年年

第第
十十
六六
卷卷

第第
一一
期期

势，例如广佛同城、西咸同城②等 [5]。近年

来，大尺度的区域(都市圈或都会区)管治模

式在国外已有成熟案例，中国经济发达地区

的区域交通一体化已有研究，但关于中尺度

的同城化客运交通一体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以广佛同城化为例，重点分析广

佛同城的发展脉络、客运一体化发展存在问

题与相关对策，为中国同城化客运交通一体

化的发展提供启示。

11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11..11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数据挖

掘法、非结构式访谈法四种研究方法。文献

法主要借助期刊、著作、政府文件、新闻报

道等资料，查阅广佛同城化的相关理论、政

策、案例等信息，并进行筛选、归纳和整

理，从中挖掘有用素材。问卷调查法围绕广

佛同城客运交通方式的满意度、现状问题及

对策建议等内容设计问卷，采用随机抽样方

法对400名广佛市民(包括普通市民250份以

及公路客运、公共交通、出租汽车驾驶员共

计150份，有效回收385份)进行调查，调查

对象职业涉及公务员、企业员工、科教文

员、私营业主、学生等。数据挖掘法主要利

用信息化手段对调查等数据进行分析、校核

和补充，利用连续 22天的手机信令与现状

调查数据测算广佛两地客流交换量并进行校

核，利用连续一周的出租汽车GPS和计价器

数据对两地OD分布和运营状况进行挖掘，

利用连续 2周的 IC卡数据对公共汽(电)车和

广佛城际铁路的OD分布和断面客流量进行

挖掘。非结构式访谈法主要通过与广佛两地

市级交通部门、各区交通部门、广佛两地关

联的客运交通企业(包括公路客运、公共交

通、出租汽车)的代表③进行座谈，了解广佛

两地各层级相关部门在同城化合作管理中的

操作方法与协调模式，梳理广佛两地跨市客

运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1..22 理论基础理论基础

随着城市经济增长与空间扩张，区域性

的公共问题逐渐凸现。单一的城市政府难以

单独应对复杂的区域性公共事务，需要逐渐

转变为具有复合功能的大都市区。文献[6-

11]对同城化的跨界合作类型、优劣和问

题、政策类型、协调策略、动力机制和空间

管制进行分析。文献[12-13]归纳和总结了

中国同城化的研究概况、进展与发展战略。

文献[14-16]对国外大都市区区域治理进行

总结，主要有三个共同点：1)有上一层次的

常驻管理机构(管制机构)，主要职责是在区

域共赢的基础上减少参与体之间的分歧与摩

擦，统筹和指导跨区域的项目库审批、重要

规划和文件的讨论和修改；2)多层级的管治

体系(渠道构建)，即政策或措施的制定是由

省、区域(都会区)、市、区县以及相应的地

方政府、企业、市民等相关参与者共同磋

商，实现区域合作共治；3)鼓励多元主体参

与(激励因素)，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与补偿

机制，促进政府、企业、市民三者积极参与

共同管理、合作共赢。

22 广佛同城化发展脉络广佛同城化发展脉络

历史上，广佛两地辖区基本上都属于南

海、番禺两县，文化上同根同源，自然地域

连为一体。两市中心城区距离约 20 km，接

壤地段长约200 km[17]。从城市空间结构或行

政区边界来看，广州市西部区域距离中心较

近、地域结构不完整，佛山市中心位置不明

确，广佛两地连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

核心-边缘结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

单元。广佛同城化发展主要经历生长期—发

展期—冬眠期—破冰期四个发展阶段(见图1)。

22..11 生长期生长期((19901990——20002000年年))

由于外资进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

镇化进程加快，广州、佛山城市建成区不断

向外扩张。荔湾、南海、白云、三水、番

禺、顺德等广佛交接地区的城镇建设相向发

展，加上广州重化工业与佛山传统制造业发

展建立起上下游关系，城市空间呈现连绵发

展态势。两市社会经济活动互动加强，交通

联系也日趋密切，产业和交通联系加强促进

交接地区呈现粘连发展态势。在广佛毗邻区

域开始出现佛山居住、广州就业或广州居

住、佛山就业的人群，成为最早的“广佛候鸟”。

22..22 发展期发展期((20002000——20102010年年))

广佛两地从城市规划、产业协作、交通

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提出具体的举措，

并且《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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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举措 交通措施

1.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10 年)》提出“西
联”空间战略
2.达成建立热线联系机制
共识

2000

1.广州市市长提出共建广佛
都市圈
2.佛山响应“西联”政策，
设立禅城区，形成大佛山
的城镇空间格局

2002

1.佛山提出“东承”战略，
与广州“西联”形成无缝
连接，承接广州辐射和拉
动作用，形成错位发展
2.举办广佛区域合作与协调
发展研讨会

2003
开展《广佛都市圈协调
规划研究》

2003

1.广州市市长率团到佛山考
察，政府层面建立沟通协
调机制
2.开展“广佛区域合作发展
论坛”

2005
1.开展《广佛两市道路
系统衔接规划》
2.广佛新干线破土动工

2005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2008—2020)》批
复，提出强化广州、佛山
的同城效应，广佛同城从
区域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

2008

广佛地铁全面动工2007

2008

1.广州佛山市籍车辆试
行车辆通行费年票互通
措施
2.开通广佛城巴、快巴

1.广佛两市首次召开市长联
席会议
2.广佛两市签署《广州市、
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框
架协议》以及两市的城市
规划、交通设施、产业协
作、环境保护等4个对接协
议，广佛同城正式启动

2009—
2010

1.编制《广佛同城化发
展规划(2009—2020年)》
2.广佛公交新线路启动
(16 条快巴、14 条城巴
和7条常规公共汽车线)

2009

1.广州发展战略：对外转向
粤东地区，对内开展中调
战略
2.广佛市长联席会议很少召
开，一些重点项目面临流产
3.南方日报报道广佛同城进
入半冬眠

2011—
2014

1.广佛地铁首期开通
2.广佛互设出租汽车回
城侯客点
3.广佛城巴、快巴、常
规公共汽车线网完善

2010

1.荔湾—南海、花都—三
水、番禺—顺德分别签署
广佛同城化合作示范区框
架协议
2.广佛新城(五眼桥—滘口)
规划整合及城市设计深化
研究
3.广州大学城卫星城在佛山
顺德启动

2015—
2016

1.广佛地铁二期开通
2. 编制 《广佛同城化
“十三五”发展规划》
《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
规划》《广佛公共交通一
体化研究》等

2015—
2016

提出广佛重要基础设施
一体化发展构想

2000—
2002

发
展
期

冬
眠
期

破
冰
期

图1 广佛同城化发展脉络

Fig.1 Development periods of Guangfo City

(2008—2020)》批复促进广佛同城化从区域

合作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个阶段是广佛

同城化发展最快的时期。规划方面，自2000

年《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 年)》

提出“西联”发展战略，2003 年佛山实施

“东承”发展战略，并进行区划调整，主动

承接广州的辐射，从空间上加强了广州与佛

山的联系。政策方面，初步建立了一套以同

城化联席会议为核心，以项目库为载体，以

各职能部门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为辅助的协

调管理机制，并签订《广州市、佛山市同城

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交通设施和管理方

面，先后建设了广佛新干线、海怡大桥、佛

山四航广明高速西樵段以及广佛地铁等项

目，并通过跨市轨道交通共建和代管模式、

道路交通合作规划和建设模式、年票互认互

通和设置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等，推动广佛

同城化进程。

22..33 冬眠期冬眠期((20102010——20142014年年))

由于广州发展中心的转移，即广州对外

转向粤东地区、对内开展中调战略，加上广

佛两地经济利益不统一、征地拆迁费用差距

大等原因导致项目难以推动。例如，龙溪大

道快速化改造、广佛新干线二期改造均涉及

大量征地拆迁，拆迁补偿高、融资难度大，

广州建设成本约为佛山的 10倍，项目暂缓

建设。同时，随着广佛城际铁路、广珠城际

铁路以及两地城际公共交通线路完善，对两

地公路客运运输有较大冲击。2009年提出的

城巴、快巴与城际铁路、城际公共汽车均有

冲突，通道上运输工具同质化问题严重，但

由于涉及企业利益和管理体制问题，难以促

进交通方式和管理的变革。

22..44 破冰期破冰期((20142014——20162016年年))

上层规划的利好提升了广佛同城化发展

的高度。《国务院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

展规划的批复》提出进一步加快广佛同城化

步伐，提升发展广佛增长极；《广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年)》和《佛山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年)》批复，提出加快

推进广佛同城化深度融合④，强化两地高端

服务协作。同时，荔湾-南海、花都-三

水、番禺-顺德分别签署广佛同城化合作示

范区框架协议，广佛新城(五眼桥—滘口)规

划整合及城市设计深化研究，广州大学城卫

星城在佛山顺德启动以及《广佛同城化“十

三五”发展规划》《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

规划》 (提出佛山市未来有 10条轨道交通线

路与广州市轨道交通线路进行衔接)《广佛

公共交通一体化研究》等规划研究的编制，

深化广佛同城化交通发展战略，将有助于解

决广佛两地规划和管理的衔接问题，促进广

佛同城化的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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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广佛同城化客运交通特征广佛同城化客运交通特征

33..11 发展现状发展现状

33..11..11 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佛区域间逐步形成

“以城际铁路为骨干，广佛快巴、广佛城

巴、普通客运班线、广佛城际公共汽车为主

体，出租汽车和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城际公共

客运交通体系(见表1、图2和图3)。

33..11..22 协调管理机制协调管理机制

广佛两市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以同城化联

席会议为核心，以项目库为载体，以各职能

部门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为辅助的协调管理

机制。联席会议以垂直型的合作框架，通过

四个层面的管治机制(见图 4)，不断降低行

政壁垒，提升跨市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效

率，促进同城化发展；在广佛同城化的协调

框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立项机制与自上而

下的实施监督机制推动项目库建设；在上述

基础上，各部门之间通过沟通制定项目推动

计划。

33..22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

本次分析从城市规划、道路建设、轨道

交通、公共客运等方面选择五个典型案例，

以管制机构、渠道构建、激励因素为切入点

进行系统分析(见表2)。

33..33 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1）行政壁垒是同城化推进过程中的主

要障碍。广州和佛山属于两个城市，行政约

束和地方利益导致两市之间在交通运输、财

政税收、地方政策等方面的措施难以统一，

合作层次难以深入，严重阻碍两市间物流、

人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的畅通。例如，目前

广佛两地公共交通协调采用“一事一议”⑤

模式，整个过程所需时间较长，特别是需要

协调事项。

2）管理制度差异是公共交通一体化发

展的瓶颈。例如，广佛两地出租汽车运价的

不同(广州和佛山分别在 35 km以上、10 km

以上收取 50%的返程费)，导致广州市出租

汽车驾驶员由于感到不公平而出现议价行为。

3）缺乏刚性约束与跨区域性监督机构

制约，共同利益难以协调是阻碍同城化的核

心问题。目前，广佛之间的协议只是一种政

治合同，没有经过同级地方人大批准，并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只能靠合同本身的违约机

制来约束；没有法律的约束导致广佛两地合

作的共同利益难以统一。例如，由于广州公

共交通场站资源紧张，缺口较大，佛山的线

路很难开进广州，而且开进广州的线路存在

交通方式

轨
道
交
通

道
路
公
共
客
运
交
通

广珠城际铁路

广佛城际铁路

公路客运

广佛城巴
广佛快巴

广佛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

如约巴士
定制公交

定位

骨干

主体

补充

基本情况

2011年开通，全长 117.3 km、13座车站，行程时
间 40~60 min，票价 36~44元，日均客流量 2.6万
人次

线路全长 32.16 km，设站 21座，日均客流量 20.8
万人次·d-1，其中广佛交换量达14.3万人次·d-1

公路客运线路47条、总里程3 017 km、平均里程
65 km，日均客流量 2.8万人次·d-1，按照里程收
费，票价14~60元不等

以公交化模式运行，快巴提供高档、快捷、直达
客运服务，广佛城巴企业可以根据线路运营情况灵
活设置停靠点。城巴线路 14条、总里程 596 km、
平均线路里程 43 km；快巴线路 13 条、总里程
705 km，平均线路里程54 km
日均客流量共约2.7万人次·d-1

广佛公共汽车线路共有 74 条(其中广州开行 48
条、佛山开行26条)，运营线路总里程1 525 km，平
均线路里程20.6 km，日均客流量24.1万人次·d- 1，
其中禅城、南海区与荔湾区交换量最大，公共交
通联系最为密切

实行分区运营：广州中心六区与外围区实行分区
经营，佛山 5个区实行分区经营；两市共设置 19
处出租汽车回程候客点，除回程点外两市出租汽
车不能跨区载客，否则将被交通部门处罚。目前
广佛两地工作日客流交换量约为6 000车次·d-1。

开行 16 条线路，以佛山南海的大型社区至地铁
站、广州市中心以及广州火车东站为主，作为补
充为市民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直达辅助公共交
通服务

表1 广佛两市之间的城际公共客运交通体系

Tab.1 Inter-city public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between Guangzhou

and Foshan

佛山

魁奇路 祖庙 金融高新区 龙溪 西朗 沙园 燕岗

广州 换乘 至广州：38 469
至佛山：42 334

67 305

8 699

9 718

55 351

75 937

17 138
换乘

至广州：20 137
至佛山：23 885

图2 广佛城际铁路客流交换量

Fig.2 Passenger flow exchange between Guangzhou and Foshan

单位：人次·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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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
白云区

天河区
黄浦区

增城区

三水区

南海区

禅城区

顺德区
南沙区

南沙区

番禺区

番禺区

荔湾区 珠海区

越秀区

高明区

广州公共汽车
佛山公共汽车

三水区

花都区
从化区

增城区

黄浦区

白云区

天河区越秀区

荔湾区 珠海区

番禺区

番禺区

顺德区

禅城区

南海区

高明区 广佛快巴
广佛城巴

a 广佛城巴和广佛快巴 b 广佛公共汽车

图3 广佛两地道路公共客运交通线路

Fig.3 Transit line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经过初步沟通协商，分别向各
自上级交通、发改等部门提交
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及项目库

对道路衔接等设施和管理，两
市分别筛选综合，形成各市的
同城化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经过
粮食磋商协调，形成广佛同城
化年度工作重点计划草案

审议通过广佛同城化年度重点
工作计划

同城化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
调，制定同城化发展大方针

组织协调同城化建设中的重大
项目，审批通过年度重点工作
等重要的规划和文件

审批广佛同城化建设年度重点
工作计划草案，解决广佛同城
化建设中合作项目的具体协调
内容

负责两市相关领域衔接协调，
制定具体举措，协调推进落实

第
四
层
次

第
三
层
次

第
二
层
次

第
一
层
次

四人领导小组
(两市市委书记、市长组成)

合作机构名称 主要职责 项目立项审批机制

重大项目成果汇报

市长联席会议
(粮食市长召集，分管副市长和
政府秘书长参加；联席会议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粮食发改部门)

筛选需市长层面解决的问题

工作协调会议
(两市分管副市长负责组织)

筛选汇报两市需合作的项目

专责小组
(两市对口部门组成)

图4 广佛同城化合作的协调管理机制

Fig.4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Guangzhou and Foshan

收费不均等问题，例如佛 251 线、佛 277

线、佛 250线等进入滘口汽车客运站发班，

按客运班线收取 0.35~0.83元·人次 -1的站务

代理费，占每人次票价收入(刷卡2.8元，全

票 4元)的 12.5%~30%，进站费用相对较高，

制约广佛公共交通的发展。

4）广佛快巴、城巴、公共汽车功能定

位不清，导致资源配置浪费。快巴、城巴是

广佛同城化过程中城际短途客运公交化的产

物，但其本质上仍为公路客运，在技术标

准、票制票价、财政补贴等方面均按照公路

客运的标准执行。随着广佛城际铁路、公共

汽车的发展，竞争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在

广佛公共客运交通体系的功能逐渐被代替，

运输服务水平无法保障。

44 广佛同城化客运一体化对策广佛同城化客运一体化对策

主要思路是“以管理机制为抓手、以设

施建设为锚固、以线网调整为手段”。由于

广佛同城客运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为行政壁垒

导致管理体制机制不统一、共同利益难以协

调等方面，本文主要从管理方面提出相关

对策。

1）构建形成广佛两市共同编制公共交

通年度计划机制。改变目前两市“一事一

议”的局面，建立两市共同编制《广佛公共

客运年度发展计划》的制度，将两市的公路

客运、轨道交通、常规公共汽车(含城际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定制公交等进行统筹

规划，并由两市交通部门联合，一次性审核

并统一安排实施，节约行政成本，不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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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成对上一年度发展计划实施的总结和监

督，而且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广佛公共交

通新一年度的发展。

2）建立区域信息共享协调机制。一方

面通过信息平台定期和不定期开通报会、通

气会或决策会，实现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统一的信息交

换标准，加强广佛两市之间、各区县之间多

层次、多方位的公共交通一体化信息的共

享、互补。例如，通过两市出租汽车调度平

台的对接，实现两市数据共享和联合调度，

优先推送返程出租汽车，降低广佛互通车辆

返空概率，更为开展创新的跨区域经营模式

奠定基础。

3）构建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专门协调

委员会。针对广佛之间难以统一行使跨界职

能的状况，优化区域治理机制，在广佛联席

会议组基础上，成立广佛同城化公共交通小

组，主要职责是统筹广佛公共交通一体化的

发展，协调和整合广佛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

中规划建设、运力分布、信息共享、资金筹

集、利益分配、激励机制、考核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并动态跟踪和及时监督广佛公

共交通一体化的贯彻执行情况。

4）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交通的建设和运

营管理。同城化公共交通小组根据广佛公共

客运交通(包括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公共

汽车快线、常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不

同特点，结合公共交通网络形态的分层结

构，参考广佛城际铁路的成功案例，广泛鼓

励多元主体参与，鼓励“政府+企业”的跨

市交通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交通

投资、运营机制。

5）强化协议的法律效力。现有的合作

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

或刚性约束。建议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地方

政府在同城化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促

进政府协调、弥补政府行为机制缺失，避免

合作过程中出现相互推诿现象，进一步明确

各项合作内容的进度，强化责任主体。

55 结语结语

面对城镇化进程加快、机动化快速发展

以及交通方式变革的趋势，区域治理需要按

照合作与共赢的发展思路，建立良好的协调

机制(包含管制机构、渠道构建、激励要素

等)，以消除行政壁垒，满足区域经济要素

流动(包含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日

益增长的需求。本文在总结区域治理理论的

基础上，重点分析广佛在道路和城际铁路建

设、公共客运发展以及年票互通管理的一体

化等典型案例，总结广佛同城的区域治理发

展实践和相关问题，希望其经验对中国同城

化客运交通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启示。

广佛两地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区

域融合程度较好，但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

界，两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房价等方

面差异较大。2016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

的通知》 (发改办规划[2016]2526号)首次且

唯一使用“珠三角湾区”一词⑥，湾区比地

区更开放、更突出海洋特征，更加强调高度

区域融合(例如旧金山湾区⑦)，并且广佛两地

28

案例

五眼桥片区整体规划

广佛城际铁路

海怡大桥

广佛城巴和快巴
广佛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回程点

年票互认互通

管制机构

地方政府互动主导，
即佛山南海区和广州
荔湾区规划部门的合作

上级行政力量主导，
即在广东省政府的行
政指令下开展合作

地方政府互动主导，
即佛山南海区和广州
番禺区建设部门及上
层政府部门的合作

广佛两市交通部门、
各区交通部门、相关
企业等

地方政府互动主导

渠道构建

委托研究机构统筹开展《广佛
新城规划整合和城市设计深
化》规划

成立第三方公司，广佛两市按
51%和 49%的比例出资，委托
广州地铁总公司建设与运营

建设管理则由南海、番禺双方
共同授权的养护单位南海区道
路建设管理处负责，涉及费用
双方按投资比例承担

两市相关部门共同协商、统筹
规划和安排、联合审批

两市机动车辆凭本市年票缴讫
凭证享受对方免缴车辆通行费
的优惠

激励因素

广佛两市地方发展的效益激励

广佛两市地方发展的效益激励
和亚运会大事件的激励

城市发展效益(佛山市需要连
接广州南站，广州市需要疏
解)、政府政绩考核和亚运会
大事件

两市客运出行需求增长、政府
政绩考核和亚运会大事件

两市共同利益

表2 广佛同城化合作机制下五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Tab.2 Five cases under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Guangzhou and F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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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体规划均提出深入推进广佛同城化的

发展，以及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要谋划推进更高层次的广佛同城化”等，

利好的政策导向将促进珠三角湾区内的城市

行政边界进一步模糊，地域相邻最近的广佛

同城将形成一个密不可分且均衡发展的生态

系统。

注释：

Notes:

①同城化作为当前区域合作的重要阶段和高级

形态，是指城市或地区之间通过经济、市

场、行政、制度、文化、基础设施等手

段，破解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一体化发展

的过程。其目的是打破城市之间的行政壁

垒，建立良好的区域协调机制，在跨市的

空间范围内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

给。2005年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 2030

城市发展策略》，在其区域发展策略中提出

“加强与香港在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

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与香港形成‘同城化’

发展态势”，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同城化的

概念。

② 中国同城化城市包括：广(州)佛(山)同城、

西(安)咸(宁)同城、沈(阳)抚(顺)同城、郑

(州)汴(西)同城、厦(门)漳(州)泉(州)同城、

深(圳)(香)港同城、(北)京(天)津同城、宁

(波)镇(江)扬(州)同城、长(沙)株(州)(湘)潭

同城、合(肥)淮(安)同城等。

③ 广州市有 11 个辖区，包括越秀区、荔湾

区、天河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

南沙区、花都区、番禺区、增城区、从化

区；佛山市有5个辖区，包括禅城区、南海

区、顺德区、高明区、三水区。由于广州

市交通客运主管部门主管中心六区，外围

区客运交通采取“上级指导、属地管理”

的原则，佛山市客运交通采取“上级指

导、属地管理”的原则，因此本次访谈包

含广州市客运交通主管部门、广州市外围5

区交通部门和佛山市5区交通部门。客运企

业包含广州长运、广州二汽、白云集团、

交投集团以及市铁投、佛广交通集团、佛

山恒通、顺德汽运、佛山鸿运、佛山汽

运等。

④ 2016年 2月，《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

规划的批复》指出，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化，发挥国

家中心城市作用，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的增长极；《国务院关于佛山市城市总体规

划的批复》指出，发挥佛山市在珠三角西

翼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广佛同城化。

⑤“一事一议”模式：当佛山或广州的城巴、

快巴、公共汽车线路以及出租汽车回程候

客点需要调整或新增，可能是调整1条公共

汽车线路，主要程序如下：由地方企业发

起申请—属地区审核上报市局—市局征求

相关区意见—征求市交通部门意见—两市

交通部门联合行文—若有不同意见—两市

交通部门共同协商后再审批。

⑥ 2016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

《关于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规划[2016]2526号)，提出 2017年拟启

动 12个城市群规划，包括京津冀地区、珠

三角湾区、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关中平

原、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

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

等规划。此前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等上层规划，均使用“珠

三角”或“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的表述。

2015年 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打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 3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

意见》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设想；

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会见港特首林郑月

娥时谈到“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未来粤港澳三地协

同合作将达到新高度，成为提升珠三角区

域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引擎，并有望成为世

界一流城市群湾区。

⑦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

大都会区，主要包括旧金山、帕罗奥图、

山景城、圣何塞、奥克兰、伯克利等区

域。湾区内不同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就业机会、消费水平、房价等方面的

差异较小，接近均衡发展的形态，形成一

个密不可分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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