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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策略——以佛山市为例 

陆虎 韩平超 

 

【摘要】本文立足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总结了轨道交通在其间能够发挥优化区域和城

市空间结构、带动区域产业升级与一体化发展、提升城市品质等作用，并梳理了国外大城市

城区拓展中轨道交通的发展经验。然后针对佛山市“人口城镇化率高，但城市发展质量欠

佳”、“强区弱市，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中心”的特点，确定了“产城人融合”的城镇化

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佛山市轨道交通系统“四网合一，枢纽带动”的发展思路，明

确了各轨道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轨道交通；发展策略；佛山市 

 

1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交通的要求 

1.1 新型城镇化特征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

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1]。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久增长的巨大引擎，

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新”主要体现在城乡统筹、城乡

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

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

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

适宜人居之所。 

1.2 新型城镇化对交通的要求 

交通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驱动力之一，对城市、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和空间布局形

态具有重要影响。新型城镇化对交通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第一、引导并锚固城镇化空间格局。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城镇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和纽带，

能够引导城镇空间开发、产业布局以及整体空间格局的形成；而交通设施的长期性使得其能

在一定时期内锚固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态[2]。 

第二、满足日益增长且多样化的客货运输需求。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诱发

多样化、多频率、多层次的客货运输需求，需大幅提高客货运输服务能力，并进一步强化各

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推动一体化运输服务，全面提升客货运输的服务效率和水平[2]。 

第三、提供更高品质的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要能较好地预防或解决城镇化可能引致的“城

市病”，如城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提升市内交通的畅达水平，建设宜居城市交通。 

第四、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着力于低碳交通建设。新型城镇化将沿着以人为本、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推进，交通运输也应提升自身的绿色发展能力，着力于集约化

交通发展。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加快建设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以公

共交通引导城市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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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轨道交通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功能 

轨道交通作为高效、集约、低碳的交通工具，能够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轨道交通能够优化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外延不断扩展，

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往来逐步增加，轨道交通可以便捷地将城市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群

链接在一起，有效缩短城市时空距离，并能带动部分城镇可达性的改善与区位的变化，带动

沿线经济发展。 

其次，轨道交通能够带动区域产业升级与一体化发展。轨道交通建设带动生产要素和人

力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产业要素根据产业层次从高到低进行梯度转移，带动区域产业升级。

而轨道带来的“时空压缩”允许两个城市建立在商业、居住、就业方面的广泛合作伙伴关系，

从而使两地市场一体化，形成同城化功能区；同时小城镇郊区城市人口、产业转移也能够获

得更多发展空间[3]。 

再次，轨道交通能够加速土地集约化进程。以轨道交通建设驱动沿线片区的新建和改造，

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土地集约化开发，并带动沿线土地增值。 

最后，轨道交通能够推动低碳交通建设、城市品质提升。随着城市机动化进程的推进，

交通拥堵、大气和噪声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而据相关研究，同等运力下轨道交通的能耗只

相当于小汽车的 1/9、公交车的 1/2，在二氧化碳排放和噪声方面也有较明显的优势。轨道

交通在为市民提供良好出行条件的同时，也能够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2 国外大城市轨道交通在城镇化发展中的案例 

2.1 东京——围绕轨道交通枢纽建设多中心、分散型城市副中心 

20 世纪 60 年代起，政府开始有意识抑制商务功能继续向都心的聚集，通过建设副都心

引导城市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转移，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七个副都心和多摩地区五个核

都市的多心型城市结构。七个副都心基本上位于山手线与各个铁路放射线的交汇处，充分利

用了交通枢纽对于商务及人流的聚集效应；五个核都市分别位于西部地区进入东京市区的交

通枢纽处。以新宿副都心为例，共有 6 条铁路线和 3 条地铁线经过或始发于新宿车站。目前，

大东京区都市圈已建成包括城市铁路、地铁、单轨与新交通线（AGT）在内的 2300 多公里

轨道交通线路，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密集的区域，日运量达到 3000 多万人次。公共交通已

成为城市副中心的主导交通方式，在进入东京核心地区的交通出行中（不含步行）87%是采

用公共交通，其中轨道交通占到 86%。东京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副中心

的成功与其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完善的多轨道方式换乘衔接密不可分。 

2.2 伦敦——以市郊铁路和地铁应对市区扩张和城市拥堵 

伦敦完善的轨道网也是在城市发展史上几次大的交通危机后促成的。19 世纪中叶，为

缓解人口增长和市区扩展带来的交通拥堵危机，伦敦将客运铁路引入市内；19 世纪末，经

济发展和市区不断外延再次导致城市拥堵，伦敦开始大量修建地铁，至 20 世纪初已具备了

较完善的内城地铁系统；2003 年 2 月起，针对市中心交通拥堵问题，伦敦开始对非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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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征收入城费，鼓励使用公共交通。目前，伦敦已形成放射状轨道网络，包括 12 条线计 415km

地铁和 3000km 市郊铁路，日客运量 300 万人次，占伦敦公交总运量的 48%。地铁与轻轨线

可与开往英国各地的 42 个火车站和汽车长途站连接、换乘。 

2.3 巴黎——以市郊铁路和市域快速线支撑城市多中心空间拓展 

20 世纪 70 年代巴黎开始在距市区 25~30 km 外建设 5 座新镇，而为支持新城建设，60

年代起巴黎市已经开始在在地铁网的基础上，修建放射状结构的市郊铁路和贯穿市中心的市

域快速线（RER），形成了混合型结构的城市快速轨道网。巴黎市区地铁分为两类，运行范

围在巴黎二环内的为 14 条 Metro 线，总里程 215km，承担了巴黎 70%的公交客流；运行范

围超出二环的为 5 条市域快速线（RER 线），以原铁路资源为基础修建，运营线路总长 363km，

其中 114km 与地铁共线运营。 

2.4 纽约——引领城市建设、与城市共同成长的高效率地铁网络 

纽约营运总长达 1162km 的庞大地铁网络历经百年历史，与城市共同成长，承担着超过

40%的公交客流量，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铁系统。为使地铁能提供快速服务又能覆

盖更为宽广的区域，在双向流量较为均衡的市中心区设置快慢线，地铁线路设有 4 条主干线，

2 条供快车行驶，2 条供慢车行驶，地铁系统站台设于快慢线的中间，快、慢线之间可以同

站换乘，在满足不同层面乘客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轨道系统的运行效率[4]。 

2.5 经验总结 

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经验表明，多层次、多模式的轨道交通系统在城市人口集聚、规模

扩大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托于一体化的轨道枢纽打造的城市副中心在整个城

市或都市圈的发展中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而灵活的运营模式能够保证在满足不同层面乘客需

求的同时，提高轨道系统的运行效率。 

3 佛山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3.1 发展特点 

佛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东部紧邻广州

市，2002 年底撤市设区后下辖禅城、南海、顺

德、高明、三水五区，市域总面积为 3797.72 平

方公里。2012 年常住人口为 726.18 万人，GDP

总量为 6709 亿元，人均 GDP 达 9.2 万元，经济

总量位列广东省第 3 位、全国第 15 位。佛山的

城镇化发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人口城镇化率高，但城市发展质量欠

佳。目前佛山市人口城镇化率为 94.1%，位列全

国第三，高城镇化率一方面缘于早年的户籍改革，另一方面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外来常住人

图 1 佛山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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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比例，这一数据在 2012 年底已高达 48%。2013 年公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

从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三个方面对国内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

评价，佛山市三项排名分别为第三十四、第一和第十四位，综合排名第五位[5]。劳务输入多

的产业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城市发展质量相对欠佳，这些与佛山展现出的城市印象也

是吻合的。 

第二、强区弱市，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中心。佛山市存在较为严重的强区弱市、中

心城区带动力不足的状况，顺德、南海二区在撤县设区前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全国百强县

前列，甚至超过佛山市原辖区，自行政区划调整以来，禅城区与其他四区间的差异并未减小，

反而呈缓慢扩大态势，“强区弱市”的格局已趋于稳定。在这一格局下，非但四区的二产发展

强于禅城，其第三产业增加值也高于禅城。顺德、南海区更多接受广州商业、商务等服务设

施的辐射，而以禅城区为主体的中心城区在辐射市域、带动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3.2 发展方向 

《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0

年）》提出构筑“1+2+5+X”的“强中心、

多组团”空间结构，也即：1 个市级主中

心（中心城区），2 个市级副中心（狮山、

大良－容桂组团），5 个区级中心（西江、

西南、大沥、西樵、北滘－陈村组团）

和其他外围重点镇，形成市级主中心和

市级副中心功能互补，区级中心向市级

主中心融合聚集发展，各级中心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的功能协调发展格局。 

在“强中心、多组团”的空间格局下，

如何提升包括经济、社会和空间发展水

平在内的城市发展质量，改善城市形象，

如何促进外来就业人口真正融入这座城

市，是佛山未来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基于产业城市、组团城市的实际特点，“产城

人融合”是佛山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即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的智慧为动力，

促进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实现产城之间的功能契合，使人可以安居乐业。 

轨道交通以其在优化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带动区域产业升级与一体化发展、加速土地

集约化进程、推动低碳交通建设、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的功能，将在佛山城镇化发展“产城

人融合”的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4 佛山轨道交通系统发展策略 

4.1 发展现状 

图 2 佛山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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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 3 条国家铁路、1 条城际轨道和 1 条城市轨道（地铁）经过或位于佛山境内。

广茂铁路呈东西走向横穿佛山，设佛山、三水站；京广－广深港客专沿佛山东缘切过，不设

站；广珠铁路暂为货运铁路，设官窑、丹灶站。广珠城际轨道由广州南站途经佛山市顺德区、

中山市至珠海拱北口岸，在顺德境内设 5 站。广佛地铁首通段为 20.67 km，设 14 站，其中

佛山境内 14.777 km，设 11 站，可在终点站西朗站换乘广州地铁 1 号线。另外，贵广/南广

铁路、佛肇城际轨道、广佛线南延线及佛山西站综合枢纽正在建设，广佛环线城际轨道、城

市轨道二号线一期工程（南庄—广州南站）、三号线，以及南海区新交通（现代有轨电车）

线等将于近期启动建设。 

综上，佛山的轨道交通已经进入大发展时期，近期将形成集合国家铁路、城际轨道、城

市轨道和现代有轨电车等要素于一体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 

4.2 发展思路 

应根据城市的发展特点来确定个性化的轨道系统构成要素、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构建

不同轨道运输方式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区域对外联系、市域组团间联系及组团内联系等各

层次需求均能得以满足的轨道交通系统。 

4.2.1 对外轨道交通发展思路——立足现实，打造枢纽 

佛山与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密切接壤，具有良好的区域轨道交通条件。京广－广深港客

专（现状）、贵广/南广铁路（在建）、以及深茂铁路引入广东枢纽（规划）沟通南北、纵贯

东西，使得佛山有条件与国家主要城镇群建立起高速的轨道交通联系；而广珠城际及规划的

广珠、广佛肇、广佛环线、广佛江珠、肇顺南等 5 条城际线路在佛山境内形成网络，覆盖中

心城区及两个城市副中心和五个区级中心，保障城市各组团与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快捷直通。

因此，应立足于既有及规划区域轨道设施布局，并结合城市各组团空间发展格局，打造综合

交通枢纽，重点强化与综合枢纽的道路及公共交通衔接。 

4.2.2 市域轨道交通发展思路——锚固空间，快速联系 

佛山的发展历史及城市空间结构决定其不像一般大城市，中心城区和外围区域之间不存

在大量的通勤客流，市域跨组团及组团之间的主要是商务、公务出行，其对出行的效率和乘

坐环境要求较高。因此，市域轨道交通的发展重点应是利用轨道线路及站点锚固城市空间格

局，并提供快速便捷的轨道客运服务，以此促进各区级中心向市级主中心的融合聚集及各外

围组团之间的协调发展。 

4.2.3 组团内轨道交通发展思路——TOD 发展，品质服务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在优化城镇用地格局、为老城区产业升级和新城发展提供动力、改善

市民的出行条件、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因此，组团内

轨道交通的发展要点主要包括：第一、重点服务市民在组团内部的通勤、生活、休闲、娱乐

出行需求；第二，以轨道交通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在轨道站周边地区践行 TOD 模式，提高

城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第三，利用新型轨道交通打造独特的现代风貌，提升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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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构成及功能定位 

基于佛山市既有及规划的轨道设

施，构建国家铁路、城际轨道、城市

轨道和现代有轨电车“四位一体”的轨

道交通系统。 

国家铁路——承担佛山与全国主

要城镇群的快速联系。 

城际轨道——承担佛山各组团与

珠三角主要城市，以及市级主、副中

心与区级中心的快速联系。 

城市轨道——区分为地铁快线和普通线，其中地铁快线串联佛山市域各大组团。 

现代有轨电车——与地铁普通线共同组成城市组团内部公交网络的骨干。 

4.4 发展策略 

4.4.1 建设多层次综合客运枢纽体系，引导城市用地开发 

共享共建区域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加强与广州南站的轨道和道路衔接，推进佛山西站综

合枢纽建设，共同形成广佛都市圈国家级铁路枢纽体系。加快构建城际轨道综合客运枢纽，

依托城际轨道网络，重点建设广佛环线佛山新城交通枢纽、广珠城际顺德学院枢纽、佛肇城

际三水站等珠三角区域交通枢纽，形成佛山市区域性门户节点；加强公路客运枢纽与高铁、

城际轨道站、城市轨道站的融合，重点构建公路、轨道复合型现代化枢纽。强化各级枢纽的

集疏运设施建设与服务，加强与城市轨道交通、现代有轨电车、常规公交、出租车、社会车

辆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一体化衔接。 

开展枢纽周边地区城市设计，加强枢纽周边用地开发，充分发挥枢纽引导城市发展的作

用，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4.4.2 灵活运营，提高轨道系统运行效率 

结合城市空间布局特点及不同出行距离下的客流特性，采用灵活的运营模式，提高轨道

系统运行效率。考虑将地铁系统区分为地铁快线和普通线，以地铁快线佛山市域各大组团，

满足跨组团及组团之间的主要是商务、公务出行需求；以地铁普通线构成城市组团内部公交

网络的骨干。 

4.4.3 差别化发展，在有条件的城市组团内发展现代有轨电车 

积极推进现代有轨电车系统的统一规划与建设，作为城市轨道的重要补充。加快启动南

海区和高明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建设，近期争取在中心组团和大良—容桂组团建设

2-3 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 

4.4.4 发展轨道交通产业，促进产业发展转型 

图 3 “四位一体”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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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 号）》提出“科学研究

确定城市公共交通模式，根据城市实际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建设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地

面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快速公共汽车、现代有轨电车等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有条件的

特大城市、大城市有序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可见，我国有轨电车产业极可能面临井喷

式快速发展时期，当前建设有轨电车试验线和设备制造基地，有利于抢得市场先机，促进产

业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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