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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交通系统研究 

王 波，谢泽斌 

 

【摘要】为将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打造成为新型城市化示范区，提出“全球视野、立体分

流、绿色智慧”的规划理念以及“地下快节奏、地面慢生活”的理想城市交通环境目标，按

照“轨道扩容、道路分流、内外衔接、交通引导”的交通系统规划策略，重点打造金融城对

外交通综合换乘枢纽和地下交通系统，为高强度开发提供交通支撑。 

【关键词】国际金融城；地下交通系统；立体分流；慢生活：策略 

 

0 引言 

广州国际金融城位于都会区东部，西距珠

江新城 CBD 约 6 公里，与琶洲国际会展中心隔

江相望，总面积 8 平方公里。建设广州国际金

融城，是市委市政府贯彻实施“金融强市”战

略，推进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战略部

署[1]。根据市政府建设“宜居宜业、世界一流

金融聚集区”的要求，在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

的指导下，以将国际金融城打造为规划创新的

综合实践示范区为目标，2012 年 5月开展了广

州国际金融城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从 120 家中

选取国内外 11 家具有全球金融城规划经验的

知名设计团队参加，随后在三家优胜方案基础

上，以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领衔的团

队对金融城起步区（1.32 平方公里）的规划方

案进行了深化[2]。毫无疑问，交通是广州国际

金融城规划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必要吸取国内外金融城开发的成功经验，力争实现超越

邻近的珠江新城 CBD 的一流交通环境。 

1 广州国际金融城交通现状分析 

1.1 主要对外走廊饱和，沿江道路可达性差 

规划范围内现状以过境交通为主，区内交通比例较低，黄埔大道、中山大道、科韵路、

天府路等主要交通干道的现状交通流量接近饱和或超饱和，其中，黄埔大道高峰小时交通量

达到 13000pcu/h，断面饱和度高达 94%，科韵路高峰小时交通量达到 9000pcu/h，断面饱和

度高达 85%[3]。由于黄埔大道和科韵路形成的两堵“屏蔽墙”，致使金融城起步区对外通道

不足，现状仅有 6 处且分布不均，与东、南方向的联系通道都不够畅顺。 

图 1 广州国际金融城交通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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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内的沿江道路（车陂路、临江大道东段）均开通不久，道路条件较好（双向六

车道+中央绿化带），但由于对外衔接节点不畅，道路利用率和便捷性均较低。从更大范围来

看，临江大道和阅江路（琶洲）的利用率低也降低了广州整个沿江地区的可达性。 

1.2 轨道站点覆盖不足，对外枢纽联系不便 

规划范围内规划有 2 条地铁线经过（地铁四号线、地铁五号线），共设 2 个地铁站（科

韵路站、车陂南站），规划 7 个出入口（已开通 5 个），轨道站点 600 米覆盖率为 55%。不仅

站均规划出入口数量偏少，仅 3.5 个（东京银座 CBD 核心区站均出入口数 7 个），而且站点

覆盖范围严重不足（珠江新城 CBD 轨道站点 600 米覆盖率为 100%）。参照国际大都市 CBD

平均轨网密度 3.5 公里/平方公里和平均站点密度 2.8 座/平方公里计算，则金融城起步区的

轨网规模分别为 4.6 公里，3.7 个站。考虑到地铁站点的辐射和服务范围，规划区内实际有

效站点数量约 1 个（1╳1/2+2╳1/4=1），与国际大都市标准相差 2.7 个（3.7‐1=2.7）。 

现有轨道主要联系市中心，与对外门户枢纽衔接不便：从金融城至广州南站（五号线

转二号线）需 40 分钟，至白云机场（五号线转三号线再转三号线北延线）需 60 分钟。   

图 2 金融城交通设施现状分布示意图 图 3 轨道站点 600 米覆盖范围示意图 

2 世界上成熟金融城核心区交通系统特征 

从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核心区发展情况来看，强大的交通支撑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以

综合换乘枢纽为核心的轨道交通系统、地下车行系统以及立体人行系统是主要三个方面。从

表 1 可以发现，越是发展成熟的 CBD，如纽约曼哈顿、巴黎拉德芳斯、东京新宿，交通支撑

系统越是全面完善，国内新发展的 CBD，如天津于家堡、深圳前海，规划起点也很高。 

表 1 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核心区概况与交通支撑系统构成一览表 

序号  城市  地区 
占地面积 

（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容积率

综合换

乘枢纽

城市 

轨道 

城际 

铁路 

地下车

行系统 

立体人 

行系统 

1  香港  中环 CBD  1.25  >400  3.20  ○  ○  ○  ×  ○ 

2  北京  金融街  1.18  402  3.41  ×  ○  ×  ○  ○ 

3  上海  陆家嘴  1.7  472  2.78  ○  ○  ○  ×  ○ 

4  天津  于家堡  3.86  950  2.46  ○  ○  ○  ○  ○ 

5  深圳  前海  15  2600  1.73  ○  ○  ○  ○  ○ 

6  广州  珠江新城 CBD  1.14  460  4.04  ×  ○  ×  ○  ○ 

7  伦敦  金丝雀码头  0.4  140  3.50  ×  ○  ×  ○  ○ 

8  纽约  曼哈顿  3.2  1500  4.69  ○  ○  ○  ○  ○ 

9  东京  新宿  1.64  >200  1.22  ○  ○  ○  ○  ○ 

10  巴黎  拉德芳斯  1.6  350  2.1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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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高道路网络密度，支持混合开发和步行交通  

根据国外成熟 CBD 的经验，一般均采用高密度支路网（街区宽度 80‐250 米）和较高的

道路面积率，以有利于提高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减少行人步行距离等。确定道路交通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选择一个合理的道路网密度。在满足规范“人口大于 200 万城市的支路网

密度应达到 3~4km/km²，道路面积率达到 15%～20%”要求基础上，应坚持“疏密有致”的原

则，即该密的密，该疏的疏。以珠江新城为例，珠江新城规划路网密度 6.5km/km2，道路面

积率为 25.6%，干道网长度与支路网长度比例为 3∶1，支路网密度不足（仅 1.4km/km2），

另有小区路密度 2.5km/km2，将会导致部分地块的出入交通不便[4]。 

 

图 4 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核心区与金融城起步区的道路网对比 

2.2 构建综合换乘枢纽，满足新区高强度出行需求  

从世界上主要 CBD（金融业集聚区）开发规模和轨道交通发展经验看，一般都通过高密

度的轨道网络支持高强度的开发（3000 万平方米的开发量，15 条以上的轨道线路），并且在

高强度开发条件下，交通出行高度依赖轨道网络（高峰轨道分担率大于 75%）。对于类似广

州国际金融城区位而言，最重要是两点启示：一是金融城核心区与市中心区交通衔接方面，

提供覆盖范围广泛的大运量公共交通网络，如东京‐新宿通过新干线连接，衔接时间 14分钟，

道克兰‐伦敦旧金融中心通过轻轨和地铁的衔接时间约 20 分钟；二是金融城核心区与对外交

通枢纽之间均有直达快速轨道联系，通过引进高速铁路，接驳机场、铁路总站等一级交通枢

纽，提高金融城的区域辐射影响力，如香港中环 CBD 至机场 26 公里，25 分钟（机场快线），

至火车站 6.2公里，12 分钟（地铁），巴黎拉德芳斯至机场 38公里，30 分钟（RER‐A，RER‐B），

至里昂高铁车站 11 公里，10 分钟（RER‐A）。总体而言，金融核心区至机场的出行时间一般

在 30 分钟内，至市中心（或主要铁路枢纽）的出行时间一般在 10‐20 分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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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巴黎拉德芳斯与机场和火车站联系 图 6 香港中环 CBD 与机场和火车站联系 

2.3 建设地下车行系统，分离区内交通与过境交通 

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核心区都建设了

地下车行系统，以达到分离区内交通与

过境交通，减少进出车库绕行的目的。

如法国巴黎拉德芳斯，交通系统将行人

与车流在立面上彻底分开，互不干扰；

地下建成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包

括 3条高速公路上下行共 6条地下道路、

区域快速铁路(RER)上下行两条隧道、停

车库，以及 3 条公共汽车的终始站；地下停车库的容量超过 2.6 万辆；地面上商业和住宅建

筑以一个巨大的广场相连，实现完全绿化和步行化。   

3 广州国际金融城客流需求预测 

3.1 出行总量 

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总面积 1.32平方公里，总开发量 499 万平方米，容积率 3.8，仅

次于珠江新城 CBD 和纽约曼哈顿（如下图）。起步区规划总人口 1.32 万，就业人口 17.8 万，

将产生大量通勤出行和商务出行，预测早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约 11.27 万人/小时。   

预测起步区高峰小时内部出行仅占约 3.3%，超过 90%的交通需求来自起步区外。 

 

图 8  金融城起步区规划结构示意图 图 9  金融城起步区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图 7 拉德芳斯地面实现完全绿化和步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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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式结构 

按照瓶颈道路饱和，轨道交通运能全部用完，剩余采用常规公交的方法进行计算，本规

划方案高峰小时交通出行需求，要求常规公交承担较多的通勤交通。为支持金融城起步区的

开发规模，起步区规划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必须达到 80/70；在此前提下，考虑到既有交通设

施不满足需求，还需要增加 1 条新型交通线路以及足够规模的公交场站设施。   

规划区早高峰小时交通方式结构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 2 金融城起步区早高峰交通方式结构 

需求 慢行 小汽车 出租车 常规公交 轨道交通 合计 

内部 69.1% 10.9% 3.3% 10.3% 6.4% 100.0% 

离开 4.2% 25.3% 5.2% 19.1% 46.2% 100.0% 

到达 5.3% 13.4% 6.1% 12.9% 62.3% 100.0% 

整体 7.1% 13.9% 6.0% 13.0% 59.9% 100.0% 

备注：常规公交出行方式比例包含水上巴士，轨道交通出行方式比例包含新型交通。  

3.3 交通供应 

根据客流预测，新交通系统需要承担起步区早高峰小时客运量约 3 万人次。参照轨道高

度发达并且已经网络化运营的地区（如东京），枢纽站到发量约每线 1.2万人次/高峰小时，

过境站到发量每线 1 万人次/高峰小时，据此估算在起步区内设置 3 个站点较合适。 

同时，按地面公交途经线路 40 条，每条线发车间隔 3 分钟，每辆车容量 70 人，有 20%

运能给起步区使用，推算起步区公交首末站面积需求为 1.7公顷。如下表所示。   

表 3 金融城起步区公交场站设施用地需求预测（单位：公顷） 

交通设施供应 
首末站常规公交需求

（万人/小时） 

首末站公交线路需求

（条） 

首末站面积需求 

（公顷） 

地铁四号线+地铁五号线 4.4 39 3.9 

2 条地铁线路+新型交通系统 1.9 17 1.7 

 

本次研究对新型交通系统的建设型式进行了多方案比选论证，最终选择了地下方案，既

提高了轨道运能（从高峰小时单向 1‐2 万人次提高到 4 万人次），保证了“地面慢生活”的

交通环境，又提高了土地出让收入。按照“花城大道长 1600米，节约宽度 10 米，平均容积

率 3.8，土地出让楼面地价 1.2 万元/平方米”计算，地下方案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约 7.3 亿元

（即使不考虑增加地铁后的楼面地价的提升），与增加的轨道工程造价 6‐10 亿元接近。 

4 广州国际金融城交通系统规划策略 

本次研究提出“全球视野、立体分流、绿色智慧”的规划理念以及“地下快节奏、地面

慢生活”的理想城市交通环境目标，按照“轨道扩容、道路分流、内外衔接、信息引导”的

交通系统规划策略，重点打造金融城对外交通综合换乘枢纽和地下交通系统。 

4.1 策略Ⅰ：轨道扩容 

从区域层面考虑，本次研究提出“高铁直入 CBD”的城际轨道规划方案，规划区内设置

广佛环城际轨道国际金融城站，满足天河中央商务区快速直达城市对外交通门户（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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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广州南站、20 分钟至白云机场），以及金融城与珠三角的便捷交通联系。城际线路基本沿

棠下涌走向，站点位于黄埔大道与花城大道之间。以城际轨道国际金融城站为核心，整合地

铁五号线车站、新型交通车站和公交枢纽站等，形成金融城综合交通枢纽。如下图所示。 

 

图 10 金融城对外交通时空圈示意图 图 11 金融城综合交通枢纽分层功能示意图 

从城市层面考虑，本次研究提出“增加新型交通系统”的轨道交通规划方案，规划区内

沿花城大道东西方向增设新型交通系统，定位为大运量轨道交通，敷设方式为地下线，运能

满足高峰小时单向 2.5‐4万人次，平均车速 30Km/h，规划区内站间距约 500 米，设置车站 3

个，分别为翠岛站、方城站、江源半岛站（地下车站）。此外，为应对未来交通需求，沿临

江大道预留控制第二条新型交通走廊。如下图所示。交通测试结果显示：起步区内三个站点

的早高峰上下客流量为 3 万人次/小时，其中：金融城枢纽、方城换乘中心、车陂南换乘中

心的早高峰上下客流量分别为 1.32万人次/小时、0.98 万人次/小时和 0.71 万人次/小时。 

 

图 12 新型交通系统线路走向示意图 图 13 花城大道新型交通系统断面示意图 

4.2 策略Ⅱ：道路分流 

为实现核心区地面道路无车（机动车）的目标，本次研究在“四横五纵”干道网络基础

上，充分吸收和借鉴珠江新城地下车行系统的经验，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地下车行系统，包括：

过境隧道（花城大道、临江大道），车库环路（翠岛环路、方城环路），外围联系隧道（黄村

隧道、一融路隧道、春融路隧道、绿融路隧道）。以方城地下车行系统为例，环路主通道为

单向三车道，其中外侧车道作为车辆进出车库的汇入车道，平均 160 米设置一个车辆汇入点，

共布设 6 个车辆汇入点，组织车辆右进右出，地下环路平均测试车速 10‐15 公里/小时。 

结合规划方案需要，本次规划新增街坊公共通道（S5）用地，主要位于金融办公区内部，

其用途分为地上地下两部分，其中地上部分主要结合周边商业商务用地开发为步行空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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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分则开发作为车行道。街坊公共通道规划长度 4.4 公里，地面无车区面积 45 公顷。 

为满足大规模地下空间的防灾疏散要求，核心区范围内地下车库出入口除联通到地下车

行系统（包括过境隧道和车库环路）外，在地面也各设置 1对应急出入口，同时，在核心区

内街坊公共通道的断面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应急车道（消防车）和电瓶车道的设置。 

图 14 道路系统规划图 图 15 地下车行系统交通组织示意图 

从道路总供应来看，规划区内道路面积率为 35.35%（远高于珠江新城的 25.6%），其中

纯步行区域面积 45 公顷，占规划区总面积 1/3。从对外道路供应来看（含地上和地下），起

步区规划对外通道 12 个，车道总数 84 条，地块机动车道总长度为 76.7（车道•km），总密

度为 58.1（车道•km/km2），均高于珠江新城中央广场。如下表所示。 

表 4 金融城起步区与珠江新城 CBD 道路系统供应指标对比一览表 

区域 

地块信息 对外通道 道路供应 

面积 

（km
2
） 

开发规模 

（万 m
2
） 

出入口 

（个） 

车道数 

（条） 

长度 

（车道公里数）

密度 

（车道公里数/km
2
）

金融城起步区 1.32  499 12  84  76.7  58.1  

珠江新城 CBD 1.05  464  9  54  52.0  51.5  

4.3 策略Ⅲ：内外衔接 

本次规划在金融城起步区范围内依托城际轨道、城市地铁和新型交通系统站点设置 3

个交通枢纽，在枢纽范围内设置金融城巴士、电动车、自行车等交通设施，通过“公交+步

行”的方式实现枢纽对整个金融城起步区对外交通的转换和接驳服务。规划区内设置金融城

巴士系统，统一公交车辆颜色、统一线路编号（如 J1、J2等）、统一采用电力能源、统一实

行信号优先等，确保平均运行车速达到 20Km/h，规划区内设置 7 个公交首末站（含 2 座地

下枢纽站），公交场站用地 2.65 公顷。规划区内结合交通枢纽设置若干条电动车线路，在主

要通行电动车的道路上设置电动车专用道，总长度约 5 公里，规划设置公共自行车停放点

33 处，每处停放点规模 50 辆。规划区内沿珠江设置九号码头和游艇会码头，联系珠江两岸

重要节点，开通多条水上巴士路线，并沿花廊水街开通观光内河线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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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公交站点 300米覆盖范围示意图 图 17 无车区范围与自行车停靠点示意图 

4.4 策略Ⅳ：交通引导 

针对金融城起步区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对交通组织方案进行优化，如：将地下停车系统

与地下主干道直接连接，地下车行系统在每个地块地面均设置车辆紧急出入口，与地面连接

的出入口设于次支路上；在方城及翠岛各方向共设置 8 个双行出入口（双向 27 条车道），  作

为地面车辆进出地下车行系统的通道，其中：在方城地下设置约 1 公里的逆时针单向车行环

路，翠岛地下设置约 500 米的逆时针单向车行环路，作为车库车辆汇入及分离的主通道。   

本次研究对指路标志信息进行合理分类，其中 1类信息包括黄埔大道、华南快速等高快

速路，2 类信息包括科韵路、车陂路、花城大道、临江大道等交通主干道和金融城交通枢纽、

金融城地标建筑等重要标志性建筑，3 类信息包括一融路、湾融路、春融路、绿融路等次支

路和一行三局等重要公建。如下图所示。 

 

图 18  地面车行系统交通组织示意图 图 19  指路标志信息布点示意图 

在采用“适度从紧、保障基本需求”的停车供应策略基础上，考虑到核心区（翠岛和方

城）范围内通过发达的地下车行系统贯通所有地下车库，该地块的车库可互通互联，停车资

源共享，达到最大利用率，本规划对该地块的停车配建规模进行 20%的折减。规划核心区范

围内地下停车位总量约 1 万个（出入口车道总数 27 条），占规划区总停车位数量的 1/3。   

5 结论 

珠江新城 CBD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金融商务区建设经验，这对于广州

国际金融城的建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金融城起步区的规划建设立足于超越珠江新城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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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体交通系统和用地功能配置等方面均进行了大胆创新，交通系统的支撑条件甚至优于珠

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目前在金融城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市重点办负责统筹推进起步

区地下空间和公共设施建设，城际轨道国际金融城站点已经协调稳定，正在开展地下空间竖

向设计整合和河涌水系等专项工程设计[5]，首批开发地块已顺利招标出让。下阶段重点是如

何确保地下交通系统和公交枢纽站的行车安全性和满足地下空间消防要求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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