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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巩固和提升区域中心地位是城市不变的目标，

但是城市更应注重区域中心应该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通过对区域中心定位的解读，广州市确立了“共享”

的区域交通发展理念。在全面分析了城市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后，通过明确目标、分解任务和保障政策三个方

面系统地阐述了广州市的区域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用以

指导未来城市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Abstract： It is a long-lasting goal for a city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its central area. However, it makes more

sense to emphasiz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missions this

central area to fulfill.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entral area, the City of Guangzhou nurtures a con-

cept of sharing-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ross its

sub-areas. Based on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

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ci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sub-area transportation develop-

ment in three respects, namely, objective establishment,

task assignment, and policy support. The plan can be

thought of as a direction for future construction and opera-

tion of sub-area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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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7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 051亿元[1]，连续多年稳

居全国城市第3位，与北京、上海一起成为目前国内最具活力城市

群的中心城市。但是，与上海、北京相比，广州市的区域中心地位

优势不够突出，城市首位度不高，因此巩固和提升区域中心地位一

直是广州市不变的话题。

2000 年，广州市第 5 次人口普查显示，城市常住人口超过

1 000万，迈入了“巨型城市”的行列。同年，广州市撤市建区，

将番禺、花都纳入市区版图，城市发展空间扩展近3倍。城市规模

的跃进、城市的定位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都对城市交通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城市交通系统在区域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发展都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区域交通的发展对于巩固和提升广州市的

中心地位更为敏感。然而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离区域中心的

定位要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交通发展战略还不够清晰，区域交通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亟待提高。

1 城市定位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选址

1) 对城市区域中心地位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香港资本的投入，珠

三角城市群整体超高速发展，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在意

识上产生了对经济实力的盲目崇拜。一些舆论“以GDP论英雄”，

将决定城市区域中心地位的因素片面归结为经济实力。例如，将广

东省最有实力或最具有区位优势的 4个城市(广州、佛山、深圳、

珠海)纳入广佛、港深、澳珠三大都市圈，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城

市则列入辐射范围，而广东省的其他城市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像东

莞市这种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区位优势但未被纳入都市圈的城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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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称自己是“中心的中心”。

区域中心的目标定位显然是鼓舞人心的，它显示着城

市的抱负和雄心[2]。但仅仅依靠经济实力的强大就能成为

区域中心的论调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更不符合目

前国家和谐发展的要求。

2) 广州市城市定位

2002 年，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对广州市提出了

“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的

战略目标。2008年，《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广州科学发展，建设全省“首善之区”的决定》

首次对广州市的定位进行了梯次性描述。首先，在珠三

角、广东和粤港澳区域发展大格局中，成为城市群重要中

心；其次，在服务全国的纬度上，成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

之一；再次，在亚洲城市体系中，加快建设辐射东南亚以

至亚太地区的现代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务会展中心、

信息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服务外包基地，逐步发展成

为亚洲重要城市。最后，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力争跨入世

界重要城市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的期许和城市的自身定位都传达

着一个明显的信息：“带动或者服务”，也就是说，中心

城市不仅仅经济实力要强大，还要有责任感和区域领导者

的使命感。

3) 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选址的认识

广州市早已确立了区域交通“共享”的发展理念。新

机场、新海港、铁路新客站等大型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规

划建设始终都贯彻着“共享”这一理念。

有观点认为，新机场北移使其偏离了珠三角的地理中

心，区域服务能力减弱，为深圳机场留出了发展空间并产

生其他众多不利因素。其实这恰恰显示了广州市的大气和

责任，巩固和提升中心定位是城市不变的目标，区域共赢

更是城市追求的圭臬。机场北移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客源

的收集，但却与泛珠三角腹地联系更为紧密，有利于泛珠

三角地区共享机场功能，也使区域内的机场各得其所，各

展所长，实现共赢。省内各等级机场区位及目前广州市新

机场各类腹地示意见图1。

也有观点认为：南沙港距离目前的桂山锚地约 80

km，大型集装箱船和大型货船进出南沙，要比珠三角其

他沿海港口多花费 4~6 h，区位劣势明显。从区域的角度

看这也未必是坏事，因为离出海口远也意味着离周边地区

近。广东省加快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对策之一

就是降低周边地区物流成本，建立通向周边的“蓝色通

道”[3]。目前广州市海港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就是建立周

边地区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物流通道，以支持产

品出口企业进入周边地区。省内各港口区位及广州港各类

图 1 广东省各机场区位及广州市新机场各类腹地示意

Fig.1 The position of airpor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interlands' classification of Guangzhou airports

竞争腹地
间接腹地
枢纽机场
支线机场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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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示意见图2。

广州市铁路新客站的选址进一步体现了广州市区域交

通发展战略的“共享”理念。为使珠三角城市共享新客站

的功能，广州市没有将新客站放在现在或未来的城市中

心，而是将其设在珠三角的几何中心，珠三角的重要城市

与其距离几乎都在 100 km左右，通过铁路可直接带动珠

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见图3。

2 区域交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世界重要城市为目标，广州市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交通优先发展理念的确立，

为城市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迈向新的台阶提供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同时，广州市也面临着区域交通一体化带来的

挑战[4]。

直接腹地
竞争腹地
间接腹地
港 口

图

例

图 2 广东省各港口区位及广州港各类腹地示意

Fig.2 The position of seapor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interlands' classification of Guangzhou seaports

图 3 铁路新客站在珠三角铁路枢纽中的区位

Fig.3 The position of Guangzhou new rail station in the Pearl-River-Delta rail 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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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遇

为了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带

动作用，达到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全国

范围内主要经济区都相继开展了区域整合进程。对于华南

地区和广州市，主要有泛珠三角、广东省和珠三角3个层

次(如图 4所示)。交通联系是区域整合的纽带，这 3个层

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发展为广州市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特别

是区域交通的加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区域整合发展的关键是基础设施的共享、整合。从地

理位置来看，广州市位于珠江入海口，是泛珠三角的龙

头、广东省的省会、珠三角的中心，区域发展和经济整合

为广州市交通设施建设，特别是重大对外交通基础设施，

如机场、港口、铁路枢纽等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近年

来，为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广州市加大了重大区

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场方面，白云国际机场

2007年旅客吞吐量达到3 096万人次，已经超过了机场一

期工程 3 000万人次的吞吐能力，机场二期工程正在加紧

建设。港口方面，南沙深水港的建设，带动了广州港由河

港向海港的转变，为泛珠三角、珠江西岸、广佛两地提供

了便捷的出海口和水运条件。陆路交通方面，铁路新客站

的建设，强化了广州华南铁路枢纽地位，成为泛珠三角内

陆地区和沿海地区联系的纽带；广州市公路网络的不断完

善，也将进一步奠定其在广东省公路运输的中心地位。

2.2 挑战

广州市受到香港的辐射和带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但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国际影响等方面在区域中不占优

势，尤其在高新技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业方面，更是

远远落后于香港。而香港的优势一方面源于与国际化接轨

程度高，另一方面和优越的空港、海港条件，及其广阔的

辐射范围有重要关系。根据广东省政府对广州市的定位和

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要求，广州市必须建设现代化的区域

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重点发展面向国际的空港、海港及

其相关产业，增强城市吸引力、辐射力，进而提高广州市

区域综合竞争力。

区域交通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区域竞争力，也对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可以促进、引导

广州市经济发展从粗放型、以第二产业为主，逐渐向技术

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集约增长方式转

化。因此，区域交通发展既是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城市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助推器和

润滑剂。

与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城市相比，广州市在交通基础

设施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面临着提高区域交通竞争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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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巨大挑战，尤其在空港、海港方面面临着激烈的

周边竞争。例如，白云机场面临着香港机场在国际乘客运

输方面的强势压力；广州港在集装箱运输和外贸货物比例

方面远远落后于香港；华南铁路枢纽地位也随着京九铁路

的建成受到了削弱。

总之，广州市虽然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中心城

市的地位以及强大的产业支持，但是在未来的竞争中，还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才能消化不利因素，

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 区域交通发展战略规划

3.1 目标

面向亚洲乃至世界重要城市定位，广州市将以空港、

海港为龙头，提升国际竞争力，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

骨架，提高区域辐射力，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综合型世界

航运中心、陆路枢纽。

1) 航空：亚太地区大型复合航空枢纽

巩固白云机场在全国三大枢纽机场的地位，建成华南

地区最大，以广州市、广东省、泛珠三角为依托，辐射东

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型复合式航空枢纽机场；建设国

际、国内航线均衡发展的干、支线航线体系，强化白云机

场在泛珠三角地区枢纽机场地位，形成以白云机场为核心

的“枢纽－干线－支线”机场网络；完善高速铁路、城市

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衔接，将白云机场建设

成为泛珠三角地区拥有多种交通方式换乘的综合交通枢

纽。预计2010年旅客吞吐量达到4 000万人次/年，货物吞

吐量达到 200万 t /年；2020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7 500万人

次/年，货物吞吐量达到400万 t /年。

2) 水运：亚太地区现代化综合枢纽港

强化广州港区域性枢纽港口和广州市、广东省、泛珠

三角对外贸易口岸地位，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枢纽

港、我国沿海集装箱运输干线港；加快南沙港区建设发

展，确立南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强化港口发展对临港工

业和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

换代。预计2010年货物吞吐量为4.0亿 t /年，集装箱吞吐

量为1 400万标箱/年，客运吞吐量为155万人次/年；2020

年货物吞吐量为 6.0亿 t /年，集装箱吞吐量为 2 000万标

箱/年，客运吞吐量为250万人次/年。

3) 铁路：华南地区铁路主枢纽

确立全国四大铁路客运中心地位，成为辐射湖南、广

西、贵州等泛珠三角地区的华南铁路主枢纽，国家高速铁

路、城际轨道交通等干线铁路中心；加强铁路运输在广州

市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引导运输结构优化调整。预计

图 5 广州交通枢纽腹地发展图

Fig.5 The hinterlan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transport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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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货运量为 11 200 万 t /年，客运量为 5 000 万人次/

年；2020年货运量为16 000万 t /年，客运量为14 500万人

次/年。

4) 公路：华南地区公路运输中心

构筑以广州市为中心的区域高速公路网格局，成为华

南地区高速公路网络中心、公路客货运输枢纽；加强机

场、港口、铁路枢纽与高速公路的联系，强化高速公路、

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构筑一体化综合运输网络。预计

2010 年客运量为 4.64 亿人次/年，货运量为 3.0 亿 t /年；

2020年客运量为6.87亿人次/年，货运量为4.8亿 t /年。

3.2 任务

1) 优化枢纽布局，带动地区发展

以广州市初具规模的海、陆、空枢纽体系为基础，适

应城市发展和城市布局结构调整的要求，将城市内两类

(客、货)、三级枢纽整合为层次分明、功能分工明确的枢

纽体系，围绕一级客、货运枢纽(空、海港、铁路新客站)

建设临港经济区，优化枢纽整体布局，扩充枢纽运输能

力，强化枢纽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2) 完善交通衔接，扩展腹地范围

适应运输需求快速增长和枢纽进一步发展要求，在加

快空港、海港、铁路、公路建设的同时，改善枢纽交通衔

接条件，大力促进区域“双高”网络和城市“双快(快速

道路、快速轨道交通)网络的一体化衔接，扩大枢纽的小

时时空圈，将枢纽的传统腹地——两广地区扩展到整个泛

珠三角地区(见图 5)，为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心城市

建设提供支持和保证。

3) 加强战略合作，强化多式联运

适应区域整合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加强区域机

场、港口之间战略合作。打破部门和行业壁垒，加强多式

联运发展，发挥各种运输方式优势，优化综合运输组织，

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整体效率，促进区域交通协调发展。

3.3 政策

1) 区域交通共享

坚持整体规划、统一部署，加强对外交通内部各方式

之间、区域交通及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协调，完善

对外交通设施交通衔接，实现空港、海港、铁路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共享，从而协调多种运输方式，降低区域客流、

物流运输综合成本，建立以广州市为中心，辐射华南和亚

太的“陆路走廊”和“蓝色通道”。

2) 交通一体化发展

优化、整合、完善区域交通和城市交通管理体制，在

理顺部门关系的基础上，强化航空、水运、铁路、公路和

城市交通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实行对外、市内交通一盘棋

和统一管理政策，提高综合交通系统效率，支撑城市拓

展，强化城市辐射能力。

3) 重点项目扶持

继续加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政策倾

斜，保证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加强对公益性项目的财政扶

持力度，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土地有偿使用等；拓

宽融资渠道，积极引进民间资金，促进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发展；对机场、港口等对外口岸，改善通关条件，提升国

际竞争力。

4 结语

区域中心定位不断提升的形势要求区域交通发展战略

规划应不停地完善和深化，正如广州市前任市委书记林树

森在《规划广州》中所说：“过程比目标显得更加重要，

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准规划和建设广州，步步为营，

10年，20年……人们将会明白广州的城市定位。哪怕是

50年，比起2000多年也只是一瞬间”[5]。未来年，广州市

将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整体运作效

率，跨越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基础设施“门槛”，成为华南

地区的“门户”城市。通过空、海港辐射东南亚，连通全

球；通过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与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紧

密联系，努力为周边地区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优质服

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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