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镇密集区综合交通一体化规划——以漳州市为例 

顾志康 
 

【摘要】城镇密集地区的综合交通规划需要立足于区域，突破行政区划进行一体化规划，以

引导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以漳州市为例，以厦漳泉都市区为背景，首先介绍了漳州城市和区

域概况，然后针对漳州市的港口水运、干线公路、铁路、城市轨道和机场等方面进行交通一

体化研究，并提出规划建议和交通发展策略。 

【关键词】城镇密集区；厦漳泉都市区；综合交通；一体化规划 

 

1. 引言 

城镇密集区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是世界区域经济和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我国海峡西岸，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市地域邻近、人缘相亲、要素

互补，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50%，是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引擎。 

现状厦漳泉都市区内的经济与人员往来非常频繁，要素的密集度、发展的繁荣度、联系

的紧密度，堪称全省之最。厦漳泉同城化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厦漳泉从目前的一般性区域

合作、城市联盟向紧密型、实质性、一体化融合的大都市区发展，探索建立共同发展的城市

功能区和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交通设施一体化，促进公共服务共享和资源要素整合，形成

协同建设和同城化机制。 

漳州市从 2010 年开始着手编制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年份为 2030 年。在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中，规划人员的眼光不能局限于漳州市域范围内，应借助厦漳泉同城化

的契机，加强区域交通设施一体化规划，促进厦漳泉地区间的融合，以带动整个海西地区城

镇群的发展。 

2. 漳州城市与交通现状 

2.1 城市现状 

漳州市位于台湾海峡西岸，地处福建东南。东邻厦门、东北与厦门同安县、泉州市安溪

县接壤，北与龙岩地区漳平、龙岩永定等县毗邻，西与广东省大埔、饶平县交界，东南与台

湾省隔海相望。 

漳州市辖有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南靖县、平

和县、长泰县、华安县等二区一市八县。漳州市区包括芗城区和龙文区，漳州开发区位于离

市区 50 公里的东部沿海，与厦门岛隔海相望。漳州的临厦区位使得漳州较低的土地开发成

本、劳动力成本得到发挥，在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占据一定优势。目前漳州开发区、

龙海市等临厦地区是漳州目前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2.2 交通现状 

漳州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有招银、后石、石码、古雷、云霄、东山、诏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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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港区，可形成吞吐能力货运 4 亿吨、客运 840 万人次的规模。特别是招银－后石、古雷港

条件优良，港湾不淤且避风条件好，水深和锚地条件可满足建设第六代集装箱码头需要。但

是目前漳州港口与岸线开发利用不足，与福建省其它地区相比略显滞后。疏港铁路还在建设

中，制约着港口的进一步发展。 

漳州市域范围内有两条高速公路：沈海高速与厦蓉高速。沈海高速贯穿福建省东部，

将福州、泉州、厦门和漳州联系在一起。厦蓉高速从厦门出发，经漳州后向内陆江西方向延

伸。国道 324 和国道 319 的走向与高速公路类似，构成 T 字形的国道干线公路网。 

漳州市域内已建成的铁路有鹰厦铁路、龙厦高铁和福厦漳高铁，在建的有厦深高铁和

港尾铁路（疏港铁路）。鹰厦铁路在漳州境内单线运营，级别较低，客货混用，设计时速仅

有 80 公里/小时。福厦漳高铁的设计时速为 200 公里/以上，是福建省内第一条高速铁路，

它将厦漳泉都市区与福州都市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龙厦高铁从福厦漳高铁线上引出，经南

靖后至龙岩，并与赣龙铁路相接，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小时，为客货混用的高速铁路。 

漳州市域内暂无民用机场，现在的民用航空运输主要依靠距漳州市区约 50 公里的厦门

高崎机场以及距南部诏安县约 1 小时车程的汕头机场。 

目前漳州市域交通存在的问题主要为： 

1）港口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一是自身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缺乏足够的货源；二是港口

集疏运系统薄弱，特别是缺乏疏港铁路，难以组织内陆地区的出海货物到漳州港装船；三是

邻近的厦门港吸引力强，周边地区的货物大都从厦门港进出。 

2）区域范围内目前仅沈海高速公路联系沿海城镇群。由于厦漳泉都市区正处于经济快

速发展时期，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明显，局部经常发生拥堵。沈海高速福州至漳州段已于前

几年全线扩建，但预计仍难以满足未来需求，必须开辟新的区域高速通道。另外，区域内公

路城市化特征明显，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干扰。 

3）福建省的铁路建设以往一直比较薄弱，2010 年运营的福厦高铁从开通之日起即经常

爆满。实际上福建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多平原少，走廊通道稀缺，交通设施建

设成本高，因此适合铁路运输为主的模式。从福厦高铁的运营情况看，其运输能力必然无法

满足未来需求，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规划城际铁路已提上日程。 

4）区域内厦门机场是干线机场，服务于整个厦漳泉地区。由于未来厦门机场将搬迁至

厦门与泉州的中间，漳州居民至厦门机场的空间距离被拉大。漳州市域内有 500 万常住人口，

同时也有很多旅游资源，是否建设自己的机场也是规划中需要考虑的。 

5）在漳州区位优势中，最具优势也是未来对漳州影响最大的是临厦优势，二者之间同

城化的基础已初步成型。但是现在从漳州市区至厦门市区只有国道 109 和沈海高速两条路，

与厦门岛一海之隔的漳州开发区至厦门岛只有轮渡一种方式。加强漳厦交通设施一体化建

设，对于实现漳厦两地同城化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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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交通一体化规划 

3.1 港口水运 

规划漳州港首先必须了解厦门港。在《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中，厦门港定位为东

南沿海的集装箱干线港，以集装箱为主，散杂货为辅。2009 年厦门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世界第 19 名、国内第 7 名，是东南沿海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和中转港。但厦门港一直面临着

被城市用地包围、后方作业区和临港工业用地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而且

随着厦门城市发展和车辆增多，岛内港区的货物集疏运对城市交通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 

为了实现跨行政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相互对接，2006 年厦门湾内港口实行一体化整

合，由新组建的厦门港口管理局统一管理厦门湾内分属厦门和漳州的东渡、海沧、嵩屿、刘

五店、客运、招银、后石、石码等港区。2010 年漳州东山湾内的港区也并入厦门港，由厦

门港口管理局统一管辖厦漳两市行政区划内的所有港区。厦漳港口一体化管理给漳州港带来

发展机遇，原厦门港区享受的税费、补贴、口岸通关等各项优惠政策可以延伸至漳州港区，

原运往厦门港的货物也可以运往漳州港，这为漳州港开拓货源腹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很

好的机遇。 

可以预计，未来厦门岛内港区的货运功能必然会逐步调整至外围港区，而其会以客运、

高端航运服务为主。厦门岛内的东渡港区将搬迁改造，大宗散货、远洋集装箱和部分散杂货

运输功能要转移到后石、海沧、嵩屿及刘五店港区。同时，重点推进翔安、古雷两大深水港

区的建设，适时扩大海沧、招银、东山、石码等港区的规模，促进漳州南部中小港区的起步

开发。 

在对外招揽业务时，漳州港可以共享厦门港的品牌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货

源。未来通过漳厦跨海大桥和厦深铁路，漳州港可以吸引原运往厦门港的货物，针对厦门港

集装箱为主的特点，吸引厦门湾北岸的散杂货到南岸港区。 

漳州港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的港口之一，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环境和沿海对台的区位

优势。在两岸直航背景下，漳州港应积极开展与台湾港口的合作，使自己成为 ECFA 协议实

施后台湾货物进出大陆的承接地，并努力吸引台湾支线港口的国际集装箱在此中转，同时发

展对台客运以及滚装运输。 

随着漳州港货物吞吐量的增加，其对货物集疏运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疏港铁路的

引入必然改变以往只依赖公路集疏运的局面。根据已有研究，铁路的经济运距大致在 200

公里以上，公路的经济运距在 200 公里以内。换句话说，200 公里以内应以公路集疏运方式

为主，200 公里以上应以铁路集疏运方式为主。 

（1）铁路集疏运 

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将漳州港区的疏港铁路接入全国铁路网络中，拓展自身腹地。漳

州铁路应加强与内陆集装箱中心站的联系，以发展江西、湖南等货源腹地为主，兼顾其他地

区，表现在铁路网络中即龙厦铁路西延，接至京九铁路和京广铁路。 

在建的港尾铁路联系后石港区，未来应考虑从港尾铁路上引出一条支线接入作为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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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主力港区的招银港区。沿海货运专线是规划的联系福建省沿海城镇的货运专用铁路，未来

适时建设东山湾各港区的疏港铁路，并接至货运专线。 

（2）公路集疏运 

纵观世界级的大港口，铁路集疏运比例一般不超过 30%，因此未来公路运输仍将是港

口集疏运的主力。漳州市域、龙岩、粤东距离漳州港 200 公里以内，均适合公路集疏运。保

证疏港公路与区域高速公路网有良好的衔接，漳州以外区域至港口的货运主要通过高等级公

路完成。 

加强漳州港与市域内各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的道路联系。规划专门的疏港公路，分离

客货运交通。对于近期无计划建设疏港铁路的港区，应建立港区与附近铁路货站之间的快捷

联系，充分发挥公路运输的接驳作用，形成公铁水联运局面。 

   

图 1 漳州港铁路和公路集疏运 

3.2 干线公路 

在厦漳泉城镇密集区内，公路城市化现象比较普遍。中小城镇大都沿干线公路发展而

来，部分公路段被当作城市道路使用。即使是漳州市区，国道 109、国道 324、省道 207 和

省道 208 也是穿城而过。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混杂，运输效率降低。 

现状沈海高速与厦蓉高速上的交通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沈海高速位于沿海城

镇密集区内，其承担了大量的相邻城镇间的联系交通，交通量大且趋于饱和，而厦蓉高速沿

线城镇少，道路饱和度较低。 

根据功能，规划的干线公路可分为区域干线公路与都市区干线公路。区域干线公路联

系区域中的重要城镇，主要承担相距较远城市间的长距离联系交通，组织区域过境交通。都

市区干线公路联系都市区内的城市和重要城镇，主要承担相距较近城镇间的中等距离的联系

交通。 

远期漳州市域高速公路网呈现“一环七射”的布局形态。其中，环城高速公路经过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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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长泰、龙海、开发区，环绕未来漳州市发展的核心地区；福广高速作为区域干线公路，

其走向与沈海高速平行，分担沈海高速的压力，组织长距离的广东-福建一线的过境交通；

沈海高速功能转变，未来更多承担都市区内部的城际功能；厦蓉高速作为区域干线公路，联

系厦漳泉与内陆地区。 

其他国省道干线公路以满足相距较近城镇联系需求为主，承担都市区干线功能。这些

干线公路尽可能从城市外围经过，避免过境交通特别是货车干扰城市交通。都市区干线公路

承担少部分城市交通功能，其城区段的横断面可按城市道路标准规划设计。 

3.3 铁路与城市轨道 

（1）铁路 

由于客货分线以及出行差异化的需要，未来区域范围内存在客运专线、普通高铁、城际

铁路、货运专线、普速铁路等多种铁路系统。 

表 1 不同铁路线的功能定位和站间距要求 

类别 功能 速度目标值 站间距要求 

客运专线 
满足省与省之间的长距离客运需

求，兼顾省内不同城市间客运联系
运营速度 300 公里/小时以上 >50 公里 

普通高铁 
满足省内不同城镇间的中长距离

客货运需求 
运营速度 200～250 公里/小时 >20 公里 

城际铁路 满足厦泉漳龙地区间的客运需求 运营速度 120～160 公里/小时以上 5～10 公里 
货运专线 满足城镇带内及港口货运需求 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 根据需要设置

普速铁路 满足客货运需求 设计速度 80～120 公里/小时 根据需要设置

 

目前沿海方向上已建成福厦高铁，厦深高铁在建，贯通后即可形成从长三角经海西至珠

三角的快速客运通道。该线路时速为 200~250 公里/小时，兼顾货运。根据福建省十二五规

划，未来将建设宁德至漳州的客运专线，时速在 300 公里/小时以上，该客运专线建成后若

继续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延伸，将会形成贯穿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条客运高速通

道。沿海客运专线建成后，福厦深高铁将转变为城际功能，沿线可以适当加站，承担中等距

离的城际客运任务。同时福厦深高铁仍承担货运功能，在无法满足货运需求时，可启动沿海

货运专线的建设。 

往内陆方向上，龙厦高铁通过在建的赣龙复线可以联系江西、湖南等地区。龙岩距漳厦

约 100 公里，龙厦高铁完全可以承担城际功能。龙厦高铁同时承担货运需求，可为厦门湾港

区扩大货源腹地。 

在福厦高铁客运量趋于饱和的背景下，《海西城镇群城际铁路线网规划》中考虑新建城

际铁路，其中 R1、R2 线加强厦门湾内城镇群的联系，R3 线加强漳州沿海地区间的城镇联

系。本次规划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配合漳州与龙海总规，将城际铁路 R3 线龙海段并入 R2

线先期建设，以带动龙海地区的发展，同时 R2 线改接至漳州南站，加强区域性枢纽的辐射

范围；二是城际铁路 R3 线至云霄后继续延伸至东山和诏安，实现对漳州沿海城镇的全覆盖，

同时可以促进东山国际旅游岛的开发。 

除新建城际铁路外，还可以考虑利用既有铁路开行漳厦城际列车。未来海西地区的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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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建成后，鹰厦铁路的运力将得到充分释放，因此可以考虑将鹰厦铁路改造，作为漳厦城际

铁路使用。新建的城际铁路 R1 线上运行的是站站停的列车，而鹰厦铁路上可以开行点到点

的直达城际列车，两者互为补充。鹰厦城际线的起终点均位于城市中心区内，如果城际直达

列车的时间能够控制在半小时内，则该城际线路对于出行者会有较强的吸引力。 

（2）城市轨道 

根据漳州市总体规划，远期漳州中心城区分为西边的老城区和东边的角美片区，两片区

距离约 20～30 公里，而角美片区与厦门海沧接壤。规划的城际铁路 R1 线自厦门向西依次

穿过漳州角美、老城区，不仅加强漳厦城际联系，同时也可以满足两片区间的出行需求。 

厦门远景城市轨道线网由 6 条线组成，其中轨道 3、5 号线的终点在漳厦边界处。根据

厦门方面的设想，轨道 3 号线已经预留了往漳州开发区延伸的可能性。厦门城市轨道 5 号线

目前未有计划延伸至角美，但这是条远景线路，现在还未提上日程。未来可考虑让 5 号线继

续向西延伸至角美，与城际铁路 1 号线换乘。这条延伸线既可以服务于角美片区，也能使城

际客流换乘城市轨道进入厦门。 

目前国内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跨界城市轨道在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

但可喜的是，部分地市已经在跨界城市轨道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成功实践。比如广佛城际、

上海轨道 11 号线延伸至江苏昆山花桥。漳州市应积极与厦门方面协商，力争实现漳厦城市

轨道交通一体化。 

 

图 2 远期漳州市域铁路网建议方案 

3.4 机场航空 

（1）机场选址 

厦门高崎机场是目前厦泉漳龙地区共用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突破千万人次，将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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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达到满负荷，并且受用地条件制约无法扩建。厦泉漳龙地区目前总人口约 1800 万，

其中人口最多的泉州市不到 1 千万，厦门市 300 万左右。本着区域交通设施共享的理念，建

设区域性的枢纽机场已成为共识。《海峡西岸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提出在厦门与泉州中

间选址建设新枢纽机场，后经多次论证决定在翔安建设新机场。 

枢纽机场的搬迁对漳州市来说不利。从漳州市区至翔安机场约 80 公里，按车速 80 公

里/小时估算的话约需 1 小时，如果遇上堵车时间更长。在漳州市区附近规划建设新机场显

得十分必要。而对于漳州市域南部地区来说，可以利用新近建设的揭阳潮汕机场。 

海西地区由于政治原因，境内多军用机场。然而在当前和平发展及对台交流合作日渐

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注重军用机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军民

航协同发展。现状漳州市区附近的石亭军用机场可加以改造利用，该机场距离城区很近，对

于时效性要求高的航空乘客来说极为便利。 

考虑未来发展，沿海的龙海市、漳州开发区、漳浦将是重点开发地区，市域人口也将

向沿海地区集中。因此，也可考虑在龙海市或漳浦市境内进行新机场选址。另外在内陆南靖

地区选址建设机场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发展市域西部旅游业，同时兼顾龙

岩地区的客源。缺点是偏离城市发展方向，难以服务沿海地区客源。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首选将石亭军用机场改造为军民两用机场，若无法实现，可考虑

在沿海的龙海、漳浦一带建新机场。未来区域内将形成以厦门翔安机场、揭阳潮汕机场为枢

纽干线机场，漳州机场、泉州晋江机场、龙岩连城机场等支线机场为辅助的干支机场体系。 

（2）机场发展策略 

高铁和支线机场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漳州市至珠三角约 600 公里，至长三角约 800

公里，乘坐高铁只需 3~4 小时，航空并无绝对优势，未来漳州支线机场的发展受到制约。而

且支线机场航班较少，厦门枢纽机场由于航班多、航线资源丰富必然会分流部分乘客，因此

应控制漳州支线机场的建设规模。 

由于漳州机场为支线机场，应注意自身发展策略，与高铁错位竞争，加强与厦门枢纽

机场的合作，积极开发货运业务，并适时发展对台直航。 

 适当减少高铁优势区内的航线班次，避免与高铁直接竞争，可增加发往其他干线机

场的中转航班。开辟高铁难以覆盖地区的航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引入支线飞

机机型以节省成本，避免运力浪费； 

 与厦门机场开展合作，积极开发航空货运，分担厦门机场货运业务，承担高附加值、

时效性要求高的货物及鲜活产品的空运业务。 

 漳州与台湾有深厚的血缘文化关系，未来应积极发展对台直航，建立与台湾机场的

联系，争取成为台湾至祖国大陆的中转地。 

4. 结语 

厦漳泉都市区内城镇密集，漳州市编制城市和交通规划必须着眼于区域。目前针对厦漳

泉地区编制的规划众多，但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各地市利益协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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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复杂，规划修编也在不断进行之中。本文从漳州市的角度出发，对区域交通一体化规划进

行了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思考和研究区域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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