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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竞合背景下城市群外缘地区的城市交通规划 

——以汕尾市综合交通规划为例 

林涛 王岳如 刘轼介 
 

【摘要】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圈和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区域内城市间的合作和竞争越来越深入，

而交通系统是支持城市在区域竞合中获取优势的必要条件。本文以汕尾市综合交通规划为

例，提出了汕尾市综合交通系统“加强区域融合，促进市域一体化，支持中心城区建设”的

发展目标和策略手段，以积极对接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区，抓住“深汕合作”的历史机遇，

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字】区域竞合；城市圈；外缘地区；综合交通规划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竞争与

合作不断加深，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局面。当前，面对

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珠三角经济圈正谋求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产业腹地，这带动了环珠

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深汕合作区的成立正是汕尾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大成果，将有机

会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另外，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形成，两大经济体之间竞

争与联系日渐加强，汕尾市正在力求发挥“西接珠三角，东靠海西”左右逢源的区位优势[1]。

汕尾市区位如图1所示。 

 

图 1 汕尾市区位图 

面对区域一体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汕尾市迫切需要通过综合交通规划落实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指引重点项目建设，完善交通体系，并配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

编。本文以汕尾综合交通规划的为例，研究区域竞合背景下城市群外缘地区的城市交通规划

方法，以期为类似城市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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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汕尾市基本情况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总面积5271km²，2012 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610.41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常住人口296.9多万人。近年来，汕尾市经济发展提速，如

图2所示，多项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在全省位居前列。然而从经济总量看汕尾仍然处于广东省

较低位置（倒数第二），粤东地区末位，且与汕头、揭阳等市存在较大差距。如图3所示。 

    

图 2 汕尾市近年来 GDP 及增速                图 3 汕尾经济总量在广东省的位置 

2 问题识别 

近年来汕尾市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快速追赶态势。随着“双转移”、“深汕合作”等一系列

政策的出台，汕尾后发优势正在显现，经济社会保持快速增长，区域客货运量及城市客运需

求大幅增加。随着交通需求的增加，交通设施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区域层面——缺乏大型对外客货运枢纽，区域辐射力不足 

目前汕尾境内尚无运行铁路，中长距离区域客运交通需求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对外联系

基本依靠深汕高速，高峰期通行能力不足，且缺乏有效替代道路（仅 G324）；生产性码头较

多，但仅汕尾港一个港区开展集装箱业务，港区规模均较小；航空需求依靠深圳、广州机场，

距机场距离远，接驳时间长。 

厦深高铁将于近期通车，汕尾在国家铁路中处于厦深和京九支线、京广支线交汇点，并

规划有支线机场，但汕尾对上述接驳考虑不足，枢纽地位难以确立。规划高速公路存在并线

段、覆盖不足等结构缺陷，对经济腹地服务不足，难以支撑城市对外客货运联系需求。内需

驱动型货运需求增长迅猛，产业园区域港区缺乏互动，以港兴市目标亟需交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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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汕尾现状重大交通设施布局图 

 

图 5 汕尾已有规划重大交通设施布局图 

2.2 市域层面——市域组团间联系不畅，缺少客运骨干设施服务 

现状各组团间之间联系道路等级较低（多数为双向两车道的二级公路）、客货车流比为

1.0~2.8，主要通道缺乏，客货运混杂现象较为明显。同时汕尾城区与陆丰、碣石与甲子、陆

河与海丰等多个片区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或联系道路等级较低，导致车辆绕行过多，运行效率

低下。根据调查，现状公交设施不完善，财政扶持力度较低，全市公交全方式分担率仅 4.4%，

且正面临摩托车和小汽车快速增长的巨大压力。 

2.3 中心城区——城市交通设施现代化水平不高，居民出行品质亟待提升 

现状中心城区道路网络不完善，功能不健全，路网运行不畅；城东新区缺乏整体交通组

织方案，制约新区建设的推进。慢行出行比例达 64.9%，其中自行车比例为 15.8%，是重要

出行方式，但慢行网络破碎化，设施缺乏且受停车、占道经营影响严重，机非混行、人车混

行现象普遍。中心城区停车供需矛盾突出，路边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影响交通运行，且缺乏收

费和管理措施，公共资源利用效率低。交通管理措施和手段不足，整个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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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水平需提升。 

3 规划目标与思路 

3.1 规划目标 

汕尾市交通发展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拓展和民生改善三个核心诉求，提出总体目标为： 

依托现代化对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粤东地区枢纽城市，支持区域融合及产业发展；

构建高效、一体、低碳的城市交通体系，支撑城市功能拓展；以人本、公平、品质、精细为

导向，提升交通质量并改善社会民生。 

 

图 6 汕尾综合交通规划总体目标 

3.2 规划思路 

（1）着眼远期，理顺综合交通发展体系，预留弹性发展空间  

当前潮莞高速、天汕高速、龙汕铁路等一系列区域重大交通设施正在推进研究和实施，

虽然汕尾目前经济总量及近期需求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道路设施建设，但仍然需要着眼全局，

充分利用当前两大经济圈辐射、交通设施一体化的重大利好。通过系统研究，优化上层次规

划方案，理顺综合交通发展体系，明确城市发展方向。 

（2）紧抓近期，识别城市交通存在问题，落实可实施方案，以方案指引近期交通改善 

针对汕尾市目前紧迫的交通问题，提出近期行动计划，充分研究厦深高铁接驳、市域高

快速路改善、公交系统综合提升、中心城区交通改善等迫切问题，深化细化方案，至上而下

指导实施[2]。 

3.3 规划策略 

为实现城市交通发展目标，汕尾需重点实施区域交通建设、城市交通建设、中心城区交

通建设三大总体策略，包括十二项分项策略。具体如下： 

（1）区域篇：落实重大区域交通设施，提升区域辐射力 

策略一： 落实“两横一纵”国家铁路，形成一主五辅铁路客货运枢纽；规划预留“三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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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城际轨道走廊，对接珠三角和海西两大核心区域。 

策略二：加快“两横一纵”高速公路建设，规划预留“三横四纵”网络，服务重点发展区域。 

策略三：完善港口及货运交通体系，支持区域协作和产业发展。 

策略四：加强与深圳、广州机场联系，规划预留海丰城东机场。 

（2）城市篇：构建支持城市空间布局发展的骨架交通网络，大幅提高设施容量  

策略五：构建市域“两横三纵”快速路网、“七横四纵”干线性主干道（干线公路）网，支

持城市空间拓展。 

策略六：结合道路改造，新建或预留快速公交骨干走廊，带动公交系统升级，并引导城

市布局优化。 

策略七：构建“快、干、支”三级公交线网，实施公交优先，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策略八：构建一体化客运枢纽体系，整合多元交通方式并支撑城市开发。 

（3）城区篇：建设中心城区现代化交通系统，尽快提升交通质量  

策略九：推进中心城区骨架路网建设，支撑现代化城市建设。 

策略十：大力推进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打造高品质慢行交通环境。 

策略十一：合理平衡停车供需关系，协调动静态交通发展。 

策略十二：加强交通管理和科技利用，调控交通需求，提高设施利用效率。 

4 规划方案 

本次规划本着预留远期、落实近期的原则，充分构思未来汕尾城市交通体系，形成近中

远结合的规划方案。规划方案涵盖：铁路及城际、高快速路、港口货运、支线机场、市域干

线道路、公交骨干走廊、城市公交、客运枢纽体系、中心城区骨架路网、公共自行车系统、

停车、交通管理等十二个方面，本文重点论述铁路及城际、高快速路、港口货运、市域干线

道路、公共自行车系统等五个方面内容。 

汕尾市 2020 年建设用地面积 554 平方公里，本次规划道路网可支持 650~950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开发，区域层面城际轨道走廊、“三横四纵”高速公路网络均以规划预留为主，明确

道路用地空间，腾出城市发展空间。同时明确近期行动计划，细化立即实施方案。 

4.1 铁路及城际轨道 

根据上层次规划，汕尾市境内有在建的厦深高铁和规划广汕铁路、龙汕铁路，其中厦深

高铁年底通车，广汕铁路和龙山铁路预计 2020 年前建成。另外目前广东省内的城际轨道规

划建设基本集中在珠三角，与汕尾相关的是深惠城际轨道东延线。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正

在筹划建设粤东城际轨道交通。 

本次规划提出积极推动广汕铁路建设、加强与汕尾站的接驳、优化龙汕铁路线位、力促

厦深铁路兼顾城际功能、规划市域城际铁路等方案，如图 7、图 8 所示。 终形成汕尾枢纽

站（5 台 15 线）+鲘门、陆丰、赤石 3 个一般站+红海湾、赤坑 2 个普速铁路站+赤坑大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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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站铁路枢纽体系。形成“三主二支”5 条城际轨道线路，分别为珠江东岸沿海城际、惠东至

海陆丰城际、汕尾至揭西城际、海丰-红海湾支线、陆丰-陆河支线。其中珠江东岸沿海城际

向西对接深惠城际线，向东对接潮汕揭城际规网；惠东至海陆丰城际对接惠东稔平半岛轨道

线；汕尾至揭西城际对接粤东北部轨网。规划期内推进深惠城际线东延线（主线-珠江东岸

沿海城际线）前期工作。 

 

图 7 国家铁路优化方案 

 

图 8 城际轨道方案 

4.2 高快速路 

目前汕尾东西向联系主要依靠深汕高速，通道负荷较大，交通拥堵时有发生；上层次规

划的天汕、潮莞高速存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市域范围尚缺乏快速路系统。为有效应对日益

增长的交通需求，形成市域范围内高效畅达的交通体系，支持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的需要。

规划新建深汕合作区纵向高速公路（纵一线），服务乌山港，并向惠州、河源延伸；天汕高

速西线（纵四线）向北延伸，接规划汕河高速； 建设天汕东线连接线（纵六线），使高速直

接服务碣石港；普惠高速连接线（纵七线），直接服务三甲；新增珠东快速（横一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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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与粤东快速联系，规划高快速路网如图 9 所示。 

 

图 9 规划高快速路网 

4.3 港口及货运交通 

汕尾市现状区域性货运体系不完善，缺乏区域性货运枢纽和便捷通道；对外及过境货运

通道单一，各区市之间及主要产业走廊等货运交通主要有国道、省道承担，缺乏高、快速路

货运通道；现状道路货运站场设施主要以临时性货代市场为主，数量少、规模小、专业化程

度低；货运业呈现“弱、小、散、乱”散的局面。 

针对港口货运存在的问题，为有效支撑“以港兴市”的目标。本次规划提出加强汕尾四大

港区十大港口建设，近期重点建设汕尾新港、城区游艇码头，推进配套铁路、公路设施建设；

建立和完善货运站场布局，设置 39 个货运场站融入它 10 所示，引导货运进场经营；完善产

业园区综合货运体系及对外联系通道及内部道路体系，规划疏港道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0 港口及货运场站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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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疏港道路规划布局 

4.4 市域干线道路 

目前汕尾市已经初步形成由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县乡公路为基础，沟通城乡、

辐射周边的公路网。然而由于高快速路及干线道路缺乏，导致目前 G324 承担多种交通功能，

客货交通混行严重。另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市域主要道路衔接不畅，城区与陆丰之间联系

道路绕行较远。 

针对以上问题，本次规划结合快速路网体系和需求形态，充分利用现状道路，完善骨架

路网体系，加强各县（市、区）之间及内部组团之间的交通联系功能，实现市域组团心间

60 分钟可达，城区到周边组团 40 分钟可达，中心城区内部 30 分钟可达。形成市域“两横三

纵”快速路网、“七横四纵”干线主干道，如图 12 所示。市域“两横三纵”快速路 254.5 公里，

利用现状道路 114.9 公里，利用已规划公路 57.7 公里，规划新建 81.9 公里。“七横四纵”干

线主干道（干线公路）719 公里，利用现状道路 440.4 公里，利用已规划公路 52.5 公里，规

划新建 226.1 公里。 

 

图 12 市域干线路网规划图 

4.5 中心城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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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汕尾市中心城区违章停车及占道经营现象严重、道路空间狭窄、整体公共交通水

平较低、摩托车、三轮车等载客方式滋生，城市整体面貌呈现脏、乱、差的特征，严重影响

汕尾市滨海旅游城市形象的打造。为有效破解汕尾市城市交通发展难题，系统改善城市综合

形象，本次规划通过特征分析、出行调查、经验调研，充分论证可行性，制定近期实施方案，

直接指导下阶段工程建设。通过完善的方案和配套措施，直接促成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近期实

施[3]，同时系统的建设也成为汕尾市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系统、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抓手。 

（1）通道及租赁点规划布局方案 

根据城区建设时序，制定两期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布局方案。一期根据道路功能构建二

级主次廊道，保障自行车道的连续性。接驳公交站，串联居住区、商业点、旅游景点，规划

200 个租赁点位。主次廊道及租赁点方案如 13 所示。 

 

图 13 一期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实施方案 

二期规划形成“七横七纵”自行车通勤走廊，串联新老城区重要居住片区、就业片区、商

业片区。同时打造环湖、游山休闲廊道，并沿商业集中区设购物、娱乐生活走廊，满足居民

及游客休闲、购物需求。加密老城区租赁点至 250 个，并在新城区建设 350 个租赁点。如图

14 所示。 

 

图 14 二期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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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车通道建设指引 

针对老区路网中主干道部分路段路边停车严重、次干道非机动车道预留空间有限、支路

及街巷道路宽度不足等问题，根据道路实际条件采用六级的非机动车道建设标准，合理安排

机动车、自行车、人行及停车等空间需求，争取自行车通行空间。 

（3）配套开展中心城区综合整治 

目前中心城区路段停车、占道经营现象比较突出，大量车辆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未来将对非机动车道的连续性产生较大威胁。规划制定中心城区停车规划，梳理出路内、路

外停车空间，缓和片区停车矛盾；制定二级占道经营管制道路，保障交通功能，缓和矛盾冲

突；并建议成立专门执行机构，协同各部门全力推进清障工作的开展。 

同时配合自行车道的建设，对双向通行困难、停车问题突出的片区，采取单向交通组织，

释放慢行及部分停车空间。 

（4）配套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 

由于市民城市意识不高，针对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盗损现象可能比较严重，直接影响系统

运营的可持续。规划制定包括引入坚固耐用的自行车系统、建立全天候巡逻队伍、推进自行

车管理条例立法、调动群众和社会舆论参与自行车管理等一系列安全保障措施。 

5 结语 

在区域竞合的大背景下，汕尾市综合交通规划区域层面重点关注区域联系的轨道、高快

速路体系，加强与两大经济圈的联系，尽快融入区域发展。市域层面重点梳理疏港道路体系，

构建干线公路网，完善客货运场站设置，支撑汕尾“以港兴市”、“产业兴市”的发展理念，在

区域竞争中提升自身优势。与此同时，综合提升中心城区的吸引力，打造汕尾站为市域枢纽，

制定汕尾大道改善、公共自行车系统实施方案。实现融入区域发展、促进市域一体化、支持

中心城区建设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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