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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汕头市城市交通战略探索 

林木山 李耘博 杨振宇 

 

【摘要】本文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采用协同式研究方法。首先，判断转型期城市

现状经济发展、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和交通发展所处的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其

次，采用 SWOT 决策分析的方法，借鉴国内外城市的交通战略，以汕头市为例提出了“协同、

引导、治序”三大交通战略；再次，协同城市空间规划，将交通战略在空间上进行概念方案

布局；从设施、运行、管理、政策的协同一体化试着解决转型期密集型城镇群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的“城市交通区域化”、“区域交通城市化”的难题，为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类似城市及

城市群提供借鉴。 

【关键词】转型期；协同式；交通战略；城镇群 

 

1 引言 

一般范畴上的城市转型是指城市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折，是一种

多领域、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转型。我国城市转型的实质是指城市发展方式和动力的重大

变革与调整，即城市发展方式从粗放式、资源高消耗式转向内涵式、资源集约式的转型，城

市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国内外在城市群交通规划、区域交通一体化、港城一体化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主要是以综述性为主，而对于面临城市群大发展、城市扩张、港城共同发展等趋势的转型

期的城市的交通问题研究比较匮乏的。国内基于“智慧型”概念的交通需求管理理论与方法

研究比较适合中国快速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环境资源约束下交通战略的实践[1]。本文以转

型期的汕头市为例，对处于转型期城市的交通战略进行探索，为汕头市和同类转型期的城市

的发展提供依据，为城市群交通规划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 

2 转型期的城市特征分析 

转型期间城市的特征主要可以从产业，社会结构及空间环境三个方面来阐述[2]。 

（1）产业特征。转型期城市普遍经历了制造业从业人员持续下降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

员持续上升的过程。 

（2）社会结构特征。以人口的总量及其结构作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包括年龄结构及社

会结构，其特征包括人口持续增长、外来移民涌入、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特征。 

（3）空间环境特征。转型期城市空间格局随着城市能级的提升而不断扩张，城市建设

用地一般经历了“缓慢增长－加速增长－低速增长－基本稳定”的变化轨迹；城市建设用地

从规模扩展转为内部空间重组。 

汕头市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是粤东城市群的区域中心城市。目前汕

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服务和金融行业不够发达；传统贸易优势未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丰富的华侨、港口资源和地域优势未能被充分利用；狭小的特区地域空间范围难以满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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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功能布局与产业集聚的需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3]。 

3 转型期城市交通发展态势预测 

转型期，交通拥堵成为“大城市通病”。交通从以前满足城市居民出行已慢慢提升到引导

城市发展的高度上来；密集城镇群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面临“城市交通区域化、区域交通

城市化”的挑战。在汕潮揭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汕头交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城市交通区域化。城镇密集地区城镇之间，由于职能的交错，已经出现居住于汕

头市区，而在潮州、揭阳市区工作的人群，这些人群通勤交通的解决中所涉及的跨界城市公

共交通通勤交通组织等，都使城镇密集地区内部城镇联系交通逐步走向城市化，也带动这些

地区城际交通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城市化[4]。 

（2）区域交通城市化。通过对汕头市各客运站年旅客运送量及公路观测点流量情况的

分析与反推可知（表 1、图 1），汕潮揭三地的区间交通频率日趋变高，联系强度基本和汕头

中心区与濠江区、朝阳区、澄海区、潮南区之间的联系强度一致。经过深入分析，三地之间

的区域交通呈现早晚高峰的特点，接近城市内部通勤交通的特征。 

在“城市交通区域化、区域交通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下，以国省道公路为依托的时代因

不能满足公路交通与城市交通双重需求已经终结，以高、快速路为依托的满足商务出行的时

代也即将步入尾声，而以高铁、城际轨道、新型公交系统为主的绿色、低碳、高效、公平的

通勤、休闲交通体系将成为时代主流。 

4 城市 SWOT 分析 

一个城市类似一个特大型的综合企业，城市群就像是几个竞争合作的特大型企业，因此，

在战略阶段采用 SWOT  决策分析方法可以更好的综合城市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在转型期所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运用 SWOT  决策分析方法，协同城市发展战略对汕头市综合交通系统

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交通发展战略。 

4.1 优势（Strengths）分析 

基础设施扩容机场能级提升，新建 4E  级（近期 4D  级）揭阳潮汕机场，厦深高铁潮汕

站即将开通；新港口具备区域合作条件与发展空间，粤东各港区分工已明确，未来合作大于

竞争。 

4.2 劣势（Weakness）分析 

（1）外部制约。港口、特区政策优势不断弱化。汕潮揭三市同质化竞争激烈。港口重

复建设，缺乏分工。汕头经济发展近似低水平均衡，城市发展亦呈低质量均衡。 

（2）与战略性交通资源联系通道不畅，汕头市与潮汕机场的唯一联系国道 324 拥堵严

重。 

（3）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效率低。汕头市现状骨干道路以国省道为主，不同性质的交通

相互集中；对外铁路交通仅有广梅汕铁路；汕头港仅能吸引腹地 50％左右的外贸集装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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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量。 

表 1 汕头市 2010 年客运站部分线路及旅客发送量 

线路类型 线路名 线路（条） 平均日发班次（班） 旅客发送量（人/日） 满员率% 

跨市线路 

潮洲 12 187 4810 57.2 
饶平 5 87 1804 49.4 
揭西 10 55 807 34.9 
揭阳 13 251 5320 53 
普宁 9 186 3201 41 

本市区间

运输线路 

贵屿 2 63 1025 65.1 
海门 2 73 1436 65.6 
河浦 3 94 1099 58.5 
金玉 3 65 1182 64.9 
两英 3 80 1620 84.4 
南澳 1 1 26 86.7 
田心 3 103 1578 38.3 
仙城 2 56 1839 93.8 

 

 

图 1 汕潮揭地区交通联系城市化示意图 

4.3 机会（Opportunities）分析 

汕头特区扩围，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分割局面，解决城市发展空间狭小等问题；政府推

进汕潮揭一体化发展战略明确了汕头的区域中心定位；“海西战略”、对台合作、珠三角产业

转移带来区域产业转移与合作。 

4.4 威胁（Threats）分析 

主要表现为三个锁定[5]：首先为中低端产业锁定，区域生产整合能力弱，产业升级乏力；

城市综合配套能力弱，将进一步导致产业及商贸利润流失、高端人才的流失，部分产业和企

业的高端环节外迁。其次是中等收入锁定：汕头市目前处于低投资率、低财政收入、低

R&D/GD  的中等第三个最后是低品质空间锁定：汕头市建成区建设质量低下，结构松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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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单位土地产出低。 

5 交通战略研究 

5.1 国内外战略研究经验借鉴 

交通战略的制定都是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从国外大城市的发展经验和国内数十个大

城市的规划和研究实践总结来看，用于解决城市当前重大的交通问题的交通战略包括四方

面，即综合协同战略、公交优胜战略、机动交通畅达战略和交通发展优先战略[6]。 

综合交通动态协调战略是以可持续为最高准则，充分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全

面高效地整合各种交通系统，持续动态地协调交通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市空间的繁杂

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综合交通的整体效应[7]。公共交通持续优胜战略是根据城市布局特点

与市民出行要求，在不同的地带、不同的人群中，通过与其他交通方式的竞争，确保公共交

通的乘客量与周转量在全部交通方式中达到高效合理的程度。机动交通畅达并重战略是体现

“畅达”与“易达”并重的原则，充分运用交通规划、交通工程、智能交通、交通经济等多种理

论与技术，在城市不同地带，确保尽可能的机动车在可承受的服务状态中，实现机动车辆内

人与物的空间移动。交通发展先导战略是坚持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适度超前、优先发展、充分

发挥交通建设对城市改造与拓展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综合协同战略可应用于汕头市在粤东城镇群中的主枢纽位置的协同，以及航空、港口、

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区域快速路以及城市内部交通之间的协同；公交优先战略可应

用于面对区域交通城市化的压力，提前构建预留公交走廊，引导交通方式的转变；机动交通

畅达战略可应用于汕头市市域城镇体系架构的构建，利用高快速路引导产业布局、产业分工、

新城镇布局以及城市框架的优化、与战略型交通资源的快速联系；交通发展优先战略可应用

于，城镇群未来交通面临的“区域交通城市化、城市交通区域化”难题，需要经历交通区域设

施、运行、管理及政策动态整合一体化的进程。 

5.2 城市发展战略 

汕头市总体定位为“立足汕潮揭、辐射更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彰显现代化服务与高端品

质生活的海湾都市”，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为真正承担起“区域发展引领带动”、“创新实验和

改革示范”以及“深化开放和跨界合作”的特区使命。发展核心战略主要为以下四点： 

（1）一体三市，极化中心重塑龙头。中心极化，打破“低质量均衡”，形成以汕头为核

心，揭阳城区、潮州城区为次级中心的区域空间框架结构。 

（2）服务引领，打造产业升级平台。服务引领，强化城市的服务区位，加速区域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强化高端生活服务业优势；加速升级，强化产学研创新平台，提升传统产业

集群化发展，推荐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3）三港联动，建设强大的区域功能节点，推动区域商务港、保税港、高铁‐空港的联

动发展，并带动“三大流域”整合与治理。 

（4）两大板块，分区整合差异发展。分区整合构建东、西两个板块；东部板块将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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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澳县纳入中心城区统筹发展的空间版图；西部板块通过平台提升促进产业升级。 

5.3 交通发展战略 

通过 SWOT分析，结合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根据汕头市交通发展目标，提出汕头市交

通发展坚持协调战略、引导战略、治序策略。协调交通与区域、城市发展关系，协调各种交

通方式之间关系；以高快速网络和轨道网络引导城市发展；加强管理措施，构筑合理的路网

与公共交通体系，保障汕头市交通持续、快速发展。 

5.3.1 协调战略 

（1）区域交通设施协同发展策略。协调区域重大交通设施发展，打造揭阳潮汕机场为

复合性综合交通枢纽，完善机场集疏运系统；合理分工粤东港口群，营造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关系，推进集疏运系统建设，实现共赢。构建汕揭潮重要城镇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引导区

域交通同城化发展（图 2）。结合机场、高铁、轨道枢纽站，布设客货运枢纽，协调资源配

置，打造区域交通设施一体化的节点设施。铁路客运站外迁综合枢纽建设适度超前，为城市

发展做充分准备。分别规划“两核三主五辅”客运枢纽和“两主四辅”的货运枢纽（图 3）。 

（2）交通设施与城市协同发展策略。打造便捷、通畅的高快速路网结构，协同引领城

市发展；合理布局港口用地，适度进行相关开发，完善港城交通运输体系，实现港、产、城

一体化发展，增加港口对城市的贡献。 

 

 

图 2 区域城际轨道布置模式图               图 3 粤东区域客运枢纽协调布局模式图 

（3）各种交通方式协同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汕头市交通运输区位优势，建设集空、铁、

海、河、公为一体的立体化运输体系、实现多式联运、高效便捷的现代化运输体系；重视城

际交通、对外交通、城区交通、城市交通之间的衔接，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区域间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无缝衔接。 

5.3.2 引导战略 

（1）高快速通道建设引导新城发展策略。沿中心区外围布局高速公路，联系战略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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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设施，引导新区发展（图 4）；布设快速路联系主要城区与中心城镇，联系产业走廊与运

输通道（图 5）。 

（2）以轨道为骨干的公交网络体系建设带动高品质城市化实施策略。利用轨道建设，

走 TOD  开发模式，带动新城建设、郊区改造，实现土地高效集约化及高品质城市化。 

       

图 4 区域高速公路规划结构模式图                 图 5 快速路规划布局结构模式图 

5.3.3 治序战略 

（1）供需均衡有序策略。加强交通需求管理，从源头上调控交通生成（分布）与设施

供给（交通网络体系）的均衡有序，强调对出行方式的优化势管理，强调区域职居平衡片区

交通需求与设施供给相对平衡，以达到交通供需给在不同层次、不同时空的适度均衡与有序。 

（2）构造等级分明的城市路网体系策略。按照过境交通外围疏解、客货运交通适当分

离、城市交通组织快慢有序的原则，构造分级路网体系（表 2），重视支路网密度及微循环

建设。 

表 2 城市化地区一体化的道路功能分级体系 

道路等级 主要功能 
高速公路 承担过境交通、疏港交通及城市对外交通需求 
快速路 承担城市内部各组团间的长距离快速交通需求 

主干路 
交通性主干路 承担城市内部邻近之间的中长距离交通需求 
生活性主干路 承担组团内部各功能片区之间的交通需求 

次干路 次干路 
承担组团内部各功能片区之间及片区内部的交通，并对城市主干路

交通进行集散 

支路 
集散性支路 进行城市干道系统与小区道路之间的交通集散 
出入性支路 解决通达各建筑物的交通 

 

（3）构造层次分明、构成合理、高效公平的城市公交体系策略。根据不同层次的客流

出行特征及需求，相应配备不同层次公交线网，使不同层次线网承担不同的功能，汕头市打

造专线、快线、干线、支线四个层次的公交体系（表 3）。 

6 战略方案适应性分析 

城市战略规划层面的交通战略探索研究着重城市发展的方向、空间布局、重大设施协调

以及一体化政策探索，缺少详细的交通数据进行量化评价，因此一般采用综述性描述结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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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图进行适应性分析，并以粤东城镇群发展、城市空间布局以及产业布局为评价对象。 

表 3 不同层次公交线网布设准则建议 

线路形式 功能 布设道路 形式 线路站距 线路长度 线网比例

专线 

承担区域各主要城区之

间的出行需求，承担各

主城区与客运枢纽之间

的直达快速联系需求。 

高、快速路 
直达大巴、轻

轨、城市铁路
- - - 

快线 
承担跨组团、长距离出

行需求，联系大型集散

点、客流枢纽。 

快速路、交通性

主干路、生活性

主干路 

大站快车、快

速公交、地铁、

轻轨 
>800m >20km 15%~20%

干线 
承担相邻组团间出行需

求，串联组团内较大的

客源产生、吸引点。 
生活性主干路 公交大巴 500~800 m 12~20km 25%~30%

支线 
组团内零散客流的集

散，串联各居住片区与

公交枢纽点。 

生活性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
中巴、小巴 300~500 m <12km 50%~60%

 

6.1 交通战略与粤东城镇群发展适应性分析 

交通战略提出了构建汕潮揭三市之间的快速、高效的联系通道，以区域交通枢纽塑造汕

头的中心地位，契合“一体三市，极化中心重塑龙头”的城市发展战略。 

高、快速路网络建设一种多中心弹性网络的区域交通框架，适应规划形成“区域核心—

城市中心—片区中心及节点”的三级城镇网络，强化了城市规划定义的“两主三副”五条区

域发展轴（图 6），形成以汕头都市区为区域核心，以揭阳城区、潮州城区和普宁城区为城

市中心，以惠来城区、潮南城区、饶平城区为片区中心及节点，促进汕潮揭区域中心明确、

重点突出的等级化的区域城镇体系，进一步加强汕头都市区以及揭阳、潮州、普宁等增长极

的区域地位。 

 

图 6 “两主三副”发展轴空间布局模式图 

区域设施协调方面，交通战略提出了统筹规划布局区域机场、港口、轨道等交通设施，

与城市发展战略所提的“快速推进‘三市一体’”是高度一致的。建设复合型枢纽——揭阳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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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辐射粤北、赣南、闽南地区，很好的支撑城市发展战略所提的“汕头市立足汕潮揭、

辐射更大区域的城市中心。结合临港产业布局以及运输条件，加强粤东港群分工合作，促进

三市港口一体化。通过预留区域城际轨道线位引导区域同城化发展，既有效缓解了区域交通

城市化所带来的出行压力，同时可以推动以轨道引导城市开发、城市品质提升的模式。 

6.2 交通发展战略与城市空间布局适应性评价 

转型期港口用地及布局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推进港城一体化，通过土地置

换，结合港口合理布局，进行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战略预控，为城市‐区域不确定性需求储备空间。城市发展战略中确定了战略性重

点拓展地区、策略性引导发展地区、重点储备地区和限制发展地区，相应的在交通政策上、

交通设施布局上有比较明显的倾向。 

6.3 交通战略与产业布局适应性分析 

城市发展战略提出“创新平台，整合优化全市产业发展空间配置”，本次交通战略研究

探索中，体现了汕头市集群化的产业轴带布局模式，形成依托交通走廊轴带布局、梯度扩散

的布局结构（图 7）。 

 

图 7 粤东区域产业布局模式图 

7 结语 

（1）转型期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应协同编制。本文提出了协同式方

法进行交通战略的研究，通过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协同编制，确定适合汕头市转型期的交通

战略。 

（2）交通发展战略不能单一化，需根据城市发展阶段、交通发展需求以及发展趋势进

行合理调整。 

（3）城市规划受到政府发展思路影响较大，城市空间形态、产业布局、区域合作等变

动较大。本次交通战略采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做到近期可行，中期可控，远期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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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预留战略增长点。 

在进一步研究中，可在客货 OD、交通模式、城市群区域交通联系及特征等数据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反馈、支撑，并通过对更多城市的研究提炼交通战略探索方法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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