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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区发展经验及对南沙新区交通的借鉴思考 

李道勇 李林 
 

【摘要】2012 年南沙新区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第六个国家新区，为探索新形势

下适合南沙新区的交通发展之路，本文从发展功能定位、产业特征和交通发展策略三个方面，

总结借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三大国家新区的发展经验，提出适宜南沙新区特

点有别于其它新区的“追赶型”建设模式，从南沙新区与广州主城的发展关系，提升南沙新

区自身区域节点的必要性，品质化城市交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交通发展思考建议，为南沙新

区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新区；建设模式；交通策略；南沙新区；交通规划 

 

1．引言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和兰州新区之后的第六个国家级新区。由

广州的南沙，发展到珠三角的南沙，进而上升到国家战略，南沙新区将建设成为服务内地、

连接港澳、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承载着引领区域转型、促进民族融合、

推动国家崛起的历史使命[4]。为了从国家新区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本文对上海浦东、

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三个已建设较为成熟的国家新区进行详细调研，围绕新区发展功能定位、

产业发展特征和总体交通发展策略等进行分析总结，以南沙新区供借鉴思考。 

2．国家新区发展解读 

2.1．国家新区战略 

国家新区的成立以及开发建

设都上升至国家战略，总体发展目

标、发展定位等由国务院统一规划

和审核，并给予政策、体制上的相

对独立。从深圳到浦东新区、滨海

新区、两江新区，国家新区以特殊

的政策、特殊的支持、特殊的使命

和特殊的声誉，轮番成为直接带动

4 大核心城镇群发展的引擎[1]，通

过新区建设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

快速发展。国家新区的交通发展特

征与新区的发展功能定位、城市产

业布局等密切相关，交通发展策略需要考虑新区与主城的关系、区域交通位置及新区城市内

部发展特色。重点总结借鉴国家三大新区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及产业布局特征和采用的交通

图 1 改革开放从南向北逐步开发的 30 年历程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海岸线从南到北逐步开发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海岸线从南到北逐步开发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海岸线从南到北逐步开发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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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策略。 

2.2 上海浦东新区 

2.2.1 功能及产业布局——扩展延伸老城区功能 

（1）发展功能定位。上海浦东新区承载着“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的历史责任，浦东新区的建立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新突破口。90 年代，浦西由于交通过于密

集，拥挤的城市空间已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振兴上海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提出了开

发浦东的方针政策。20 多年开发建设，使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外向型、多功

能、现代化的新城区的雏形已在黄浦江畔凸现[5]。 

  

图 2 上海浦东新区 20 年沧桑巨变 

（2）产业特征。上海浦东新区围绕高端服务业形成“7＋1”生产力布局特点。其中“7”

即浦东的陆家嘴板块、上海综合保税区板块、金桥出口加工区板块、张江高科技园区板块、

临港产业区板块、临港新城板块以及国际旅游度假区板块，而“+1”则是世博板块。其主要特

征为在提升二产的同时，加快发展三产，重点发展金融、航运、商贸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形成和优化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图 3 浦东新区“7+1”生产力布局 

2.2.2 交通设施布局策略——融合发展，注重与主城区的对接及内部品质提升 

上海浦东新区是中心城区用地的拓展，发展关键在于与主城各层次交通设施的对接以及

内部城市品质的提升。新区在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区内骨干道路，注重与浦西老城区的联系

对接，初步形成了基础设施与发展要求基本吻合的新格局，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

时注重内部交通品质的提升发展，如开展张江现代有轨电车试验线建设，同时大力推进改善

交通环境及创新交通方式的措施，目前新区的开发进入了全面建设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

新城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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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浦东至浦西道路通道 12 条轨道通道 6 条 

2.3 天津滨海新区 

2.3.1 功能及产业布局——打造北部新门户 

（1）发展功能定位。天津滨海新区战略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

面向东北亚、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

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5]。 

  

图 5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 

（2）产业特征。天津滨海新区围绕各类产业划分九大功能区，形成以产业为主导的“一

城、双港、三片区”的新区空间布局结构。九大功能区包括航天航空产业区、滨海高新区、

先进制造业产业区、中心商务商业区、海港物流区、临港石化产业区、临港重型机械产业区、

滨海生态休闲旅游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一城”是指双城之一的滨海新区核心区；“三片”

是南部石化生态片区、北部宜居旅游片区、西部临空高新片区。从产业发展上看，天津滨海

新区发展的关键是引入制造业和加强交通建设引导新区发展，以工业发展兴城，目前第三产

业发展仍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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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九大功能区及“一城双港三片区”空间结构 

 

图 7 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理变化 

2.3.2 交通设施布局策略——相对独立，以加强交通建设引导新区发展 

新区交通特点主要表现为相对独立，与主城联系强度较弱，新区内部平衡度高且对周边

片区吸引力相对不强。八大功能区的开发建设过多强调生产职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不

完善，许多高端的城市服务职能需依赖中心城区。 

（1）区域交通方面，新区提升海空两港功能，建设现代化国际深水大港、国际集装箱

枢纽港、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国际物流和资源配置的枢纽港，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空物

流中心、大型门户枢纽机场，强化区域枢纽服务辐射带动功能。对外铁路和公路网上，4 条

综合疏港廊道，高速与普通铁路组成综合疏港廊道直接入港。轨道交通上，形成快慢结合、

长短有序、层级分明的布局结构。 

（2）与主城交通联系。新区着力打造区间快速、大容量，区内便捷、高可达性的多层

级、差异化布局的以公交为主导的客运系统。区间出行方面，提供公交与小汽车出行比例相

对均衡的出行结构。在为公共交通提供便捷出行条件的同时，考虑区间交通对出行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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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新区内鼓励低碳绿色出行，整体鼓励以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为主导的绿色

交通出行方式，但各片区又有差异性：核心区绿色出行比例近 80%，以轨道交通为主导，

其他片区鼓励多样化公交出行方式。 

   

图 8 滨海新区铁路、公路及轨道交通布局结构 

2.4 重庆两江新区——促进西部门户发展 

2.4.1 功能及产业布局——打造西部门户 

（1）发展功能定位。重庆两江新区定位为立足重庆市、服务大西南、依托长江经济带、

面向国内外，形成“一门户两中心三基地”，一门户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两

中心为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和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三基地为国家重要的现代

制造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内陆国际贸易大通道和出口商品加工基地、长江上游的科

技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发动机”[6]。 

 

图 9 重庆两江新区区域位置及范围图 

（2）产业特征。重庆两江新区发展的关键，是引导人口迁入和新区内产业更新。以高

端（金融业）培育和低端（制造业）迁出并举的方式优化产业用地的配置，强调建设金融和

高端产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加快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加强对需要依托特定交通资源的

战略性产业用地的控制，以集群发展的思路在周边预留核心配套产业用地。针对现状工业用

地布局分散的问题，建立产业退出和园区更新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用地布局，布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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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江北金融城、嘉陵知识城、龙盛产业城和空港产业城四大片区。 

 

图 10 两江新区四大组团 

2.4.2 交通设施布局策略——与主城联系加密，依托区域交通设施形成门户枢纽 

在交通发展方面，按照建设国家级新区的高要求，构筑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核心，打造

以两江新区为中心、水陆空联动的对外交通网络，营建融入整体、带动全城的骨干交通系统，

构建畅通的现代山城交通体系和低碳的绿色交通体系。其交通特点表现在面向西部区域辐

射，重庆市 60%以上的区域设施分布于两江新区内且机场、港口、铁路枢纽全都集中于此，

具有较强的区域间联系功能，且与主城区联系较为紧密。 

  

图 11 两江新区区域交通设施布局及城市轨道网规划图 

3．对南沙新区交通的借鉴启示 

南沙新区定位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综合示范区，坚持科学开发，从容建设，走新型城镇化

道路，对于南沙而言，其建设模式有别于上海老城扩展延伸背景下的浦东新区，打造北部建

设门户背景下的滨海新区以及打造西部建设门户背景下的两江新区，同时，以上三个国家新

区走过的经验，对南沙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南沙新区将以一种“追赶型”建设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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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大新区发展特点总结 

特征 浦东新区 滨海新区 两江新区 

战略定位 
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外向

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

城区 

对外门户、高水平现代制造

业和研发转化基地、航运中

心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

新区 

立足重庆市、服务大西南、

依托长江经济带、面向国内

外，形成“一门户两中心三

基地” 

产业布局 

提升二产，发展三产，重点

发展金融、航运、商贸等为

主的现代服务业，形成和优

化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

结构 

九大功能区，形成以产业为

主导的“一城、双港、三片

区”的新区空间布局结构，

引入制造业引导新区发展 

以高端（金融业）培育和低

端（制造业）迁出并举，规

划强调建设金融和高端产

业与服务业的结合 

交通设施布局 

中心城区用地的拓展，发展

关键在于与主城各层次交

通设施的对接以及内部城

市品质的提升 

与主城联系强度较弱，相对

独立的新区独立交通系统 

60%以上的区域设施，机场、

港口、铁路枢纽全都集中于

此，与主城区联系较为紧密

发展特点 承接老城延伸 北部建设门户 西部建设门户 

 

3.1 正确处理与广州主城的关系 

3.1.1 产业及功能关系 

南沙新区距离广州中心城区约 50 公里，产业引入不依赖主城转移，因此其与主城关系

不同于上海浦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关系相当。由于空间距离关系，南沙

新区不承担广州主城区功能疏解职能，与主城区联系不如浦东新区和两江新区。同时，其产

业发展也不同于滨海新区走产业主导模式，未来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同时又需要与广州

中心区紧密联系。 

  

图 12 南沙新区在广州及珠三角区域位置 

3.1.2 交通功能联系 

南沙新区与广州主城区快速联系方面，未来道路交通主要依托 5 条高快速路，轨道交通

主要依托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共 4 条线路实现快速轨道联系。南沙新区的交通发展，

依托有限的轨道快线、城际线和快速路联系主城区，需要重点建设内部与自身城市布局形态

相适应的、高密度的、相对独立的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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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南沙新区对外交通及内部交通规划 

3.2 依托区位提升为区域性节点 

3.2.1 打造区域节点中心 

南沙新区周边辐射范围众多成熟镇区，都缺少区域节点功能及条件，离各自主城也较远。

从区域位置来看，南沙具有辐射周边多个独立发展镇区的交通优势及条件，其区域定位与浦

东新区、滨江新区和两江新区不同，具有形成区域节点的天然优势。其中南沙与广州番禺区

仅 15 公里，与佛山顺德仅隔 25 公里，与中山小榄镇、中山火炬开发区、东莞长安镇等周边

城镇也在 30 公里的范围内，服务周边人口约 300-400 万人。 

南沙

中山火炬开发区

20万人

佛山顺德区

115万人

广州番禺区

200万人

东莞长安镇

60万人

30km

25km

15km

30km

中山小榄镇

32万人

30km

 

图 14 南沙区周边 30 公里范围存在多个成熟区镇 

3.2.2 强化区域交通设施建设 

南沙新区打造区域服务中心，一要强调与周边镇区联系通道的建设，拉近与走遍重点镇

的时空距离；二要强调区域交通设施的便捷性。近期重点强化庆盛枢纽及港澳码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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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打造区域服务中心措施 

3.3 走品质化城市交通建设之路 

南沙新区城市建设强调“钻石水乡”，强调绿色宜居、生态环保，其城市起步建设品质化

要求不同于其它三大新区[4]。同时借鉴浦东新区、滨江新区和两江新区城市内部发展经验，

走品质化城市交通建设之路。交通城市建设依托轨道节点，采用 TOD 建设模式，引入多种

公共交通方式，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和慢行系统，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鼓励低碳绿色出行。 

单元·社区·街区·新城
生态

休闲

智慧

从容

城市内部的有轨电车城市内部的有轨电车 水上巴士和小型电车水上巴士和小型电车 慢行系统慢行系统

 

图 16 品质化城市建设 

4．结语 

南沙新区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得这片地区骤然升温。南沙新区虽地处珠三角地

理几何中心，但缺乏与广州中心等周边地区快速联系通道，尚未形成区域交通中心。在国家

新区定位下，南沙新一轮的发展要尤其重视产业布局及交通设施建设，以追赶的发展姿态打

造区域高端服务中心、形成较强吸引力，将空间优势转化为交通优势，同时注重城市建设品

质化要求。本文通过对建设较为成熟的三个国家新区发展之路分析解读，从定位、产业、交

通等方面对比分析，提出南沙新区发展思路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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