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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同城化发展地区交界位置的经济强镇，面临上层规划不能满足自身交通诉求，自主规划

缺乏标准、办法指导的困境。以位于广佛交界处的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为例，立足镇级事权，主动

破除行政壁垒，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地开展综合交通规划。大沥镇的综合交通发展策略包

括：完善集疏运体系，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黏合轨道交通线路，积极促成广佛两市一张

网；差别化构建道路网，分方向引导边界用地融合；倡导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凸显

幸福小镇出行需求；综合治理先行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等。通过综合施策，实现从“被动向心”到

“主动融核”的转变。规划方法突破了传统，是在同城发展背景下对于镇域综合交通规划研究的探

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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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Dali Town, Foshan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uangf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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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se Towns, who are strong economic towns at the junction of shared zones of Guangzhou and

Foshan city, are now suffer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Specifically, the upper-level planning cannot sat-

isfy town's traffic demands while the self-planning lacks of standard and methodology. Dali Town is a an

good example who actively breaks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develop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in the combination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Thi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

tem contains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ogistic system, embedding into the inter-city rail-

way network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twork of rail lines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dif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of road network guide the integration of boundary

land, developing bus and walking and cycling modes. These strategies ca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

li town from passively receiving to actively integra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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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中国各级城市[1]越来越重视综合交通规

划的编制工作。从 2010年发布的《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编制导则》，到 2018年发布的《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以下简称《标

准》 )，国家指导性文件逐步完善。《标准》

内容侧重于大城市，也适当考虑了小城市的

需求，但却疏忽了最末一级的行政架构的镇

的需求，尤其是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均超越

了部分地、县级市的经济强镇。2000年，原

建设部发布的《村镇规划编制办法》 (以下

简称《办法》 )，显然已无法有效指导这类

镇的交通体系构建。更为关键的是，假如这

类镇又恰好处于区域合作的高级形态——同

城化[2]发展地区的城市交界位置，交通体系

的构建需要与周边城镇紧密联系时，现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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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办法》指导性均显得力不从心。而区

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城市群发展的大趋势，

这类镇未来将会越来越多的涌现，迫切需要

适用于这类镇综合交通规划的标准或办法。

文献[3]以成都市羊安新城为例，基于同

城化视角，对新城开展的综合交通规划进行

探索，使羊安新城全面融入天府新区。文献

[4]以广佛同城为例，研究同城化背景下跨市

交通的规划与政策，为中国同城化规划与发

展提供政策建议。文献[5]以中山市坦洲镇为

例，提出建立中等城市标准的综合交通体系

等策略，把坦洲打造为与珠海同城化融合发

展的先行区。上述研究均是从市或者区层面

对新城或者镇开展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往往

难以反映镇自身的交通诉求。

2017年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政府自行组

织编制《佛山市大沥镇综合交通规划》，是

广佛地区首例由镇为主体开展的综合交通规

划。全国百强镇之一的大沥镇希望通过这次

规划解决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并建立支撑

未来经济发展的交通体系。通过编制《佛山

市大沥镇综合交通规划》，本文结合城市综

合交通规划编制的理论体系和成果编制的实

践经验，立足镇级权限，通过精准化规划，

探索经济强镇从“被动向心”向“主动融

核”发展的交通规划方法。

22 大沥镇交通发展现状大沥镇交通发展现状

大沥镇隶属佛山市南海区，毗邻广州市

荔湾区，距离广州市中心城区、佛山市中

心城区禅城和南海中心城区桂城均不超过

15 km，是广佛同城的先锋地，素有广佛黄

金走廊之称(见图 1)。与广州市交界的地区

已经形成连绵发展，内部包含广佛公路沿线

的大沥、黄岐、盐步三个人口聚集片区。大

沥镇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工业重镇、商贸之

都，2017年GDP达403亿元人民币，全国百

强镇排名 11。常住人口 65万人，外来人口

40万人，其中广州户籍人口6万人。2017年

小汽车保有量13.5万辆，千人小汽车拥有率

207辆·千人 -1，远高于广州的 140辆·千人 -1

(见图2)。

大沥镇居民出行呈现二元化特征。对外

出行量为112.5万人次·d-1，其中：广州方向

50.4万人次·d-1，所占比例为44.8%；佛山方

向 56.2万人次·d-1，其中桂城方向 13.3万人

次·d-1，禅城方向12.1万人次·d-1，合计比例

为 22.6%，远小于广州中心城区方向(见图

3)。对外平均出行时耗为 42 min，平均出行

距离为 10 km，出行特征趋近大城市。内部

出行量为 136万人次·d-1，平均出行时耗为

23.4 min，平均出行距离为 2.1 km，呈现明

显的小镇特征。

大沥镇位于广佛地区向西辐射的区域性

交通走廊上。京广客运专线、贵广铁路、南

广铁路、广茂铁路等 4条国家铁路以及广佛

肇城际铁路途经，但均未在大沥镇设站。广

佛高速、广三高速、佛山一环等高速公路、

快速路穿过大沥，在大沥镇有多个出入口，

有两个长途客运站承担了中长途对外交通的

枢纽功能。广佛路和广佛新干线两条主要道

路上过境交通与内部交通功能混杂，拥堵问

题严重。大沥镇与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火车

图1 大沥镇区位

Fig.1 Location of Dali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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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佛山西站的直线距离分别为38 km，16 km

和9 km，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仅依赖道路

联系，交通拥堵比较严重，出行时耗分别达

75 min，60 min和 30 min，受制于现状交通

设施，区位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单一依赖道

路的大沥镇交通体系，也导致小汽车交通方

式占全方式出行的29%，和很多小汽车交通

导向的中小城镇情况一样，拥堵和停车问题

已经让大沥镇的交通状况恶化到难以为继的

局面。

整理、分析指导大沥镇交通建设的《佛

山市综合交通规划修编》《南海区交通专项

规划》等上层次规划可以发现，规划重点仍

是从中心本位出发，对于边缘镇的交通体系

缺乏精准分析和研究。广州市编制的两市衔

接规划偏向设施对接，对于如何完善交界地

事权范围内的交通体系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广佛同城背景下，处于广佛几何中心位置的

大沥镇如果仍是一味向心，不但无法解决自

身的交通问题，也将错失融入区域发展的大

好机会。

33 综合交通规划思路与目标综合交通规划思路与目标

33..11 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珠三角地区城

镇群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广佛同城的进程必

然加快，珠三角地区城际铁路建设时期的到

来也将重构湾区内城镇群的时空格局。位于

湾区顶部的大沥镇应该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主

动融入湾区发展。作为广佛同城的先行区，

大沥镇从行政意义上要求向禅城和桂城发

展，但从市场需求看，向广州市荔湾区、白

云区、番禺区融合发展也不可忽视。在广佛

共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核心增长极的趋

势下，大沥镇若能充分利用好两市的交通资

源，必然会在同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完善自

身交通体系的目标。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大沥镇作为镇级政

府，对于上层次通过性的交通设施话语权有

限。在前期策划、规划协调和实施建设过程

中如何向上主动协调争取资源、向下对接优

化规划实施方案，仍是大沥镇作为镇一级政

府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33..22 规划思路规划思路

对接国家、省层面的高速铁路、城际轨

道交通、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等交通设施，加

强镇域内部的道路、公共交通等集疏运体

系，强化与白云国际机场、佛山西站、广州

南站等区域交通设施的衔接，建立与全球的

高效连接。

在广佛同城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下，大沥

镇沿市场轴向东与广州融合。在佛山市沥桂

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下，大沥镇沿行政轴向南

与佛山南海市中心融合(见图 4)，两个方向

都需要轨道交通的支撑。为此，应充分利用

区位优势主动协调对接两市交通网络，充分

发挥镇的能动性粘连两市，真正发挥广佛同

城发展先锋地的作用。

针对大沥镇提出打造全球产品采购中

心、全球创客小镇、广佛产业 CBD 新城、

电商产业高地[6]的发展目标。在产业转型的

关键时期，镇政府应在完善对外交通体系的

同时，建立起与经济强镇相匹配的内部交通

体系，尽快缓解交通拥堵，引导可持续交通

方式发展，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交通环境。

33..33 交通发展目标交通发展目标

从被动经过的“走廊”转向广佛同城的

“城市客厅”，构建“远者来、近者悦”的综

合交通体系，支撑大沥镇成为区域协同、创

新引领的新型城镇典范，实现“大城标准、

小镇生活”的出行体验。对外要通过完善交

通枢纽的集疏运系统，加强与区域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的联系，高效到达周边地区交通枢

纽，并通过轨道交通快速联系广州市中心城

佛山其他地区
佛山其他地区

广州其他地区

佛山其他地区 广州中心城区

广州其他地区

桂城禅城

佛山其他地区 佛山其他地区

大沥对外出行期望线/
(万人次·d-1)

30157.50

图3 大沥镇现状对外出行分布

Fig.3 External travel distribution of Dali Town

资料来源：根据《大沥镇综合交通规划》中大沥镇对外出行期望线整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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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佛山市中心城区；对内要构筑可持续的

镇域交通系统，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引导绿

色交通方式，彰显小镇慢生活特色。

44 交通发展策略交通发展策略

1）完善集疏运网络，高效连通湾区对

外交通枢纽。

根据上层规划，湾区城际铁路网络还处

于进一步优化完善阶段。针对重要铁路“过

而不留”的现状，将现状的货运站三眼桥站

高标准改造为客运站，争取设停靠站，并完

善周边地区交通网络和衔接设施。通过提升

内部交通枢纽点和完善集疏运系统，融入湾

区城际交通网络体系，与白云国际机场、珠

三角新干线机场(规划)、广州火车站、佛山

西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等湾区重要对外

交通枢纽快速互联，实现 60 min到达机场、

30 min到达火车站的出行目标(见图5)。

2）黏合两市轨道交通线路，实现通勤

交通直达城市中心城区。

未来大沥镇对外交通与广州方向的交互

较现状将更为紧密。根据相关规划，广州市

新增轨道交通快线 28号线串联东西，而大

沥镇正位于 28号线向西辐射的走廊上。大

沥镇应积极抓住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优化的

重要机会，主动打破行政藩篱，参与协调落

实对接通道，解决大沥镇与广州市中心城区

通勤交通问题。通过落实佛山市、南海区的

轨道交通规划，优化 5，6，8，10号等四条

地铁线在区内的走向，黏合两市的轨道交通

线路(见图 6)，实现 25 min通勤圈覆盖两市

中心城区的目标。两市轨道交通线路在大沥

镇的融合完善对于加速广佛同城的发展也会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差别化强化道路功能，引导边界用

地融合。

通过利用道路网络，分方向差别化完善

提升道路体系，支撑大沥镇与周边用地功能

的融合。向东打造快慢结合的高品质出行环

境，承接广州市居住功能的蔓延，注重交通

效率和品质的提升，依托东西向广佛路打造

承古扬今的广州市“中山九路”[7]。向西为

促进与狮山镇的产业融合，重点优化大沥镇

西部众多物流园区的货运交通，借助佛山一

环高速化改造时机，梳理衔接道路，新增 2

处收费站，改造 1处收费站，管制 1处收费

站，实现“客货分流、连而不乱”。向南提

升道路活力，依托佛山市南海区中轴线千灯

湖发展轴，实现与禅城、桂城的商贸融合，

打造桂澜路为千灯湖北轴景观大道，弱化过

境交通功能，打造体现新城精神的活力街道。

4）公交优先，倡导绿色交通方式。

针对目前小汽车主导的交通模式，在公

交优先的战略方向下，尽快出台各种交通工

具的管理政策，整体上构建“分层次、多模

式、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建立以“轨

道交通为骨架、地面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

广州市中心城区

桂城

禅城

市场轴
大沥镇

行
政
轴

10 km

20 km

30 km

图4 大沥镇重点规划方向

Fig.4 Key directions in Dali Town planning

资料来源：根据大沥镇相关规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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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完善集疏运系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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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络，引导小汽车主导模式向公共交通为

主体的交通模式转变，为经济强镇奠定可持

续发展的交通保障基础。鼓励步行与非机动

车交通，利用道路空间完善整个镇域的步行

与非机动车交通网络，创造安全舒适的步行

空间和骑行环境，并鼓励接驳公共交通系

统，实现镇内公共交通出行时间小于20 min，

步行与非机动车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超过

50%的目标。

5）综合治理先行，改善交通环境。

成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以问题为导

向，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重点在于

疏解交通拥堵、改善停车环境。具体措施包

括拥堵交叉口的渠化、交通组织优化；增加

公共停车位供给，提高停车收费标准，开展

路内停车收费试点等，强化小汽车需求管

理；改善重要路段横断面，设置非机动车

道，拓宽人行道等等。结合近远期目标，力

争通过投资少见效快的措施，用最短的时间

改善交通环境。

55 结语结语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趋势下，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密集地区将会涌现

较多与大沥同类型的镇，面对协调发展的未

来形势和逐步恶化的交通环境，亟须提供精

准的交通规划服务，但目前中国仍缺乏针对

性强的《标准》或《办法》作为指导。本文

基于大沥镇规划项目的实践经验，立足镇级

事权，提出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交通规划

的编制范式转变，明确“被动向心”向“主

动融核”发展的交通规划思路和发展策略，

为同类型镇开展综合交通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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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Planning of the rail transit network in Dali Town

资料来源：根据《大沥镇综合交通规划》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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