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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to Note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mmission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studies on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The following paper presents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nd was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organis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n 21 September 2009. The opinions and proposals contained in this
paper are those of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and posi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paper is for reference only.

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系統的協調發展策略
注意事項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規劃署委託香港學術團體就跨界交通基建規劃進行研
究。下列文件羅列了本研究的初步成果，並已於 2009 年 9 月 21 日由規劃署舉辦
的「大珠三角區域規劃研討會」發表；當中的討論及建議均屬有關學術團體的意
見，並不代表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看法及立場。文件只供參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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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commodating the increasing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ll as creating a high 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emphasising high-efficiency, safety, energy-sa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GPRD).
The coordinat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GPRD will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region to become the largest, most convenient and most efficient logistic
hub and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China, but also help the GPRD to achieve
the goal set out in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8-2020)”, i.e. to serve as the most open, convenient, efficient and
secure hub for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GRPD’s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 draws on experiences in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in some selected overseas
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s to pinpoint the existing major issue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the GPRD. These issues relate to the transport linkage among PRD cities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network.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strategic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the coordinat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the GPRD up to year 2020 including building a complex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promoting rails as the backbone of the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setting up an integrated transport information platform, etc. This
Study envisages that an efficient, safe, energy-saving, sustainable and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GPRD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coming decade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by all the GPR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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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系統的協調發展策略
薛鳳旋所長、講座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摘要
為適應香港與內地不斷上升的客貨流量，增強兩地的區域合作及經濟融
合，並為兩地創建優質的生活圈，打造一個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的綜
合交通運輸系統已成為整個大珠三角的重要發展戰略。香港與珠三角若能達致交
通協同發展並共同構建大珠三角可持續發展的綜合交通運輸系統，不但有助於推
動大珠三角發展成為全國運量最大、最具管理成效及交通最便利的物流中心和先
進製造業基地，並可促進逐步達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所提出
“與港澳及環珠江三角洲地區緊密相連的一體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使珠江三角
洲地區成為亞太地區最開放、最便捷、最高效、最安全的客流和物流中心＂的發
展目標。
本文將分析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系統的發展方向和定位，通過借鑒國外城市
群交通系統和網絡發展的模式與經驗，提出現時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網絡存在主要
的問題，包括珠三角內部的交通銜接、珠三角與香港的交通銜接，以及大珠三角
交通系統與網絡發展的規劃和管理。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將提出至 2020 年的大珠
三角交通協調發展的新要求與策略建議，包括構建複合型區域綜合交通系統、發
展以軌道交通為骨幹的城市公共交通、及構建統一的交通資訊平台等措施。期望
大珠三角各城市在未來十年力求合作，建立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的綜
合交通運輸系統。

1.

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系統發展的方向與定位
近年來，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等各個領域的合作

與交流日益增強，往來兩地公務和旅遊的人流日趨頻繁，兩地客、貨流量均不斷
上升。隨著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西方經濟受到 2008 年的金融危機的打擊而走低，
和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提升香港經濟與內地的融合，與內地共同拓展發展空間成
為香港未來的發展方向與定位。因此，打造一個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
的綜合交通運輸系統，成為大珠三角未來發展的重要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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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澳門與廣東珠三角 9 市組成的大珠三角地區是中國最發達的
經濟區域，也是最重要和最具實力的外向型經濟體系，並逐步發展成亞太區最高
效及最開放的經濟區域。目前大珠三角的面積（4.5 萬平方公里）和人口（57.5 百
萬人）僅分別佔全國的面積和人口的 0.5％和 4.5％，但本地生產總值卻佔全國將
近 20%。由於大珠三角已是中國重要的金融、物流及製造業中心，是亞太地區最
重要的交通整合點，扮演著美亞、歐亞國際運輸的樞紐，以及中國主要進出門戶
的角色，所以從區域合作發展的角度而言，增強大珠三角交通網絡的快捷性、通
達度及覆蓋面；提升不同運輸方式與系統的協調與銜接；打通交通瓶頸以保持其
國際、國內競爭優勢和進步，這都是促進這個區域合作發展的重要前提與保障。
經過三十多年的高速發展，大珠三角未來交通系統與網絡的發展應貫徹可持續發
展和優質生活圈的概念，並應建立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的綜合交通運
輸系統。這不但有助提升區內產業的發展，亦促進大珠三角發展成為全國最大運
量、最具管理成效及最交通便利的物流中心和先進製造業基地。
2009

年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下稱 “《綱要》” )，

和國家因應新的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推出的結構調整，如加強內需和創建自主知識
產權和高增值產業的發展策略，勢必產生新的人流與物流規律，對香港與珠三角
交通協同發展提出了新課題。根據《綱要》
，港澳與珠三角、環珠三角地區要共同
發展緊密相連的一體化綜合交通運輸系統，使珠三角發展成為亞太地區最開放、
最便捷、最高效、最安全的客流和物流中心。

2.

國外城市群交通系統和網路發展的模式與經驗借鑒
大珠三角作為全球城市群體系的其中一個重要構成，可以借鑒國外城市群

的一些發展經驗。所謂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範圍內具有相當數量的不同性
質、類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它們依託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兩個超大
或特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絡的通達
性，以及高度發達的資訊網絡，發展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聯繫，共同構成一個經
濟活躍和具有競爭力的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從區域發展的角度來看，城
市群的建構與發展在一個國家的持續發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隨著社會
的發展，以及經濟活動的增長，一個城市群內的各城市之間、城市與鄉郊之間的
人員、資金及貨物等流動往來亦會不斷提高。可以說，各種要素的有效流動，是
推進城市群形成及發展的必要條件。
要發展一套完備的交通系統，支持城市群的持續發展，必須從城市群內各
不同城市成員發展的角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區域內整體交通系統的通達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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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在交通模式選擇上的平等及自由度；



交通發展與環境的關係；



交通工具對不可再生能源，如汽油的依賴度；



交通吞吐量；



交通系統發展與城市和區域規劃的協調性；及



基建及配套服務的財政能力。

從區域交通系統對大珠三角區域的可借鑒性出發，本研究選取日本首都圈
(Greater Tokyo Metropolitan Region)、英國倫敦城市群(Greater London Region)、荷
蘭蘭斯塔德(Randstad)城市群以及丹麥和瑞典之間的厄勒(Øresund)城市群作為借
鑒案例 (表 1)。
表 1

四大城市群的主要特徵及與大珠三角的關聯

日本首都圈

具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快速軌道交通系統，是城市群產業聯動和一體化

(由東京都和鄰近的七個縣組

的支撐和基礎，引導城市群從“一極集中＂向“多極多圈層＂的結構

成﹔面積 3.63 萬平方公里﹔人

發展。東京都市圈在面積和人口密度上與大珠三角區域相當，完善的

口 4237 萬人)

快速軌道交通系統對於珠三角城際軌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英國倫敦城市群

以規劃為導向，制定了城市群協調機制，具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

(包括大倫敦地區和週邊通勤地

與東京一樣是世界三大金融中心之一，也是第三產業相當發達的地

帶涉及的六個郡縣﹔面積 1.63

區。未來珠三角將發展金融等服務業，同樣需要更加完善的區域規劃

萬平方公里﹔人口 1394 萬人)

和交通網絡提供支援。

荷蘭蘭斯塔德城市群

其突出特點是多中心特性，將大城市具有的多種職能分散到各個城

(由阿姆斯特丹(Amsterdam)、鹿

市，形成分散、聯繫、分工明確的有機結構，採取線形輻射的交通線

特 丹 (Rotterdam) 、 海 牙 (De n

路引導發展，並建立“綠心＂、“綠楔＂等開敞空間。區域內阿姆斯

Haag)、烏德勒支(Utrecht)及其間

特丹、鹿特丹等世界大型港口的發展模式，同樣值得大珠三角地區的

眾多中小城市組成﹔面積 0.54

港口借鑒。

萬平方公里﹔人口 670 萬人)

厄勒城市群

雖然在規模上相對其他城市群偏小，但其產業定位為高科技產業和教

(瑞典的南部地區和丹麥的東部

育產業，是大珠三角區域經濟轉型值得考慮的方向之一。厄勒城市群

地區﹔面積 2.09 萬平方公里﹔

的一大特色是，通過一條跨海大橋聯繫丹麥的哥本哈根 (C openhagen)

人口 360 萬人)

和瑞典的馬爾默(Malmö)，強化了這個邊境區域內部的聯繫，加快了區
域的一體化進程，與大珠三角的港珠澳大橋的情況類似，具有一定的
參考性。

總結各大城市群的交通網絡發展模式，主要分有硬體及軟體兩方面： (1) 硬
體方面主要需要完善交通網絡，打破瓶頸，提高區域內各節點的可達性，建立多
種交通方式及多層次的交通網絡系統；將交通建設與空間組織和土地利用互相結
合，引導城市群空間組織；整合區域內各種交通方式，加強多式聯運。(2) 軟體方
面則包括制定區域交通規劃和空間規劃，成立交通管理機構，加強交通監控和管
理等。從硬體和軟體兩方面出發，對區域交通實現協調，不斷根據區域經濟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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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做出調整，從而強化區域交通系統網絡的協調發展，是各大城市群的相同之處。
具體來說，可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2.1

建立多層次的和綜合的區域交通網絡
發達的交通網絡是國外城市群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和驅動力，各城市間的

協作都以交通網絡為依託。國外大城市群大多擁有由高速公路、高速鐵路、航空
及港口等系統所構成的區域性交通基礎設施網絡。與單一城市交通網相比，區域
性的交通網絡更強調等級層次，依照不同城市的職能建立不同等級的設施。其中，
發達的鐵路和公路設施成為了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骨架和連接樞紐。尤其是軌道交
通，它強化了城市群之間的聯繫與分工。
因此，大珠三角的交通網絡建設可以在現有及將建成的交通網絡的基礎
上，建立和完善軌道交通系統，打通高速公路的瓶頸，完善路網的等級，並構建
區域“組合港系統＂和“多機場系統＂，形成具有一定等級結構及相互分工合作
的綜合交通系統。
2.2

實現區域交通與區域空間組織和土地利用的互動銜接
一方面城市和區域的發展對交通設施建設提出了要求，使交通規劃必須適

應並支撐區域的發展需求。另一方面，區域的交通發展戰略如交通模式和交通結
構等對城市和區域發展亦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是實現區域發展戰略的重要調控
手段。例如大倫敦規劃的交通規劃完全取決於大都市地區發展的空間引導需求。
基於規劃確定的空間開發策略，規劃對區域範圍內的公共交通可達性、主要增長
中心和發展走廊的交通需求等進行了量化分析，在此基礎上確定了大都市地區的
交通結構，特別是軌道交通的線網規劃。反之，如交通規劃未能配合區域土地利
用及發展需要，則會導致交通瓶頸問題出現，影響及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
因此，按照地方的交通需求，考慮區域整體發展需求，進行交通規劃和空
間規劃的銜接，是大珠三角交通規劃與發展需要注意的地方。目前，大珠三角地
區仍未能做到根據系統方法預測交通需求，並以此為依據進行交通基建規劃，不
但整個區域的交通需求仍缺乏科學的市場調查和數量估計，個別城市內亦大多欠
缺相關的研究和科學估算。長遠來看，這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2.3

加強區域內各種交通方式之間的銜接，發展多式聯運
根據各種交通方式之間的互補性，建立“無縫銜接＂。港口與水運、鐵路、

機場及公路的銜接，可以有效拓展港口的腹地，促進物流業的發展。軌道交通系
統與公交系統、自行車和步行系統的銜接，會更方便居民的出行和商業活動聯繫。
鹿特丹港(Port of Rotterdam) 尤其重視港口與水運的聯繫，既拓展了腹地，也減少
了公路對環境的污染，鐵路對於該港口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強。厄勒大橋(Øres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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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不僅加強了區域高速公路系統的銜接，還聯通了兩岸的鐵路，打通了瑞典
和哥本哈根機場的通道，既有利國際機場的發展，亦有助區域整體對投資的吸引。
目前，大珠三角不同運輸方式之間的銜接還不盡完善，多式聯運系統也未
能有效建立，其中牽涉到各交通方式的管理部門不同而導致相互之間存在競爭關
係等因素。因此，需要借鑒國外城市群的經驗，增強不同運輸通道之間的有效連
接。目前港深正在研究的多功能而又連通兩市機場的快速鐵路，便是一個很好的
例子。
2.4

重視區域交通規劃和交通協調管理
國外城市群在區域協調過程中，都重視對交通規劃的編制，通過規劃以協

調各類交通運輸方式，打破交通瓶頸，並且與土地利用和空間發展互相結合，共
同促進區域一體化。其交通規劃並非一成不變，而是具有彈性和回饋機制的。例
如，美國的華盛頓地區的規劃機構在組織交通規劃修訂時，隨時根據區域和城市
人口、就業及住房的增長預測調整交通規劃，並根據交通模型的預測對區域的人
口、就業及住房增長及可能帶來的交通堵塞等做出必要的回饋，確保了交通和土
地利用，以及地方空間規劃的互動和銜接。規劃的實施和區域交通協調的關鍵在
於適當的管理機制和合作框架，以及跨行政聯合協調和監督機構的共同支撐。國
外城市群在比較完善的交通體系的基礎上，主要借助管理上的整合，以綜合化、
多樣化與均衡化發展為原則，建設新城鎮，完善區域性基礎設施，引導和促進區
域整體有序開發，從而達致區域空間結構和交通體系的優化。從管理上來看，倫
敦城市群自從重新組建了大倫敦政府後，組織制定政策，調控城市群的發展，使
得大倫敦區域協調和倫敦的國際地位提升。城市群管理機制的主要內容包括協調
機制、監控機制、進程報告機制、資訊回饋機制和風險機制，組織平台也以各級
委員會、專業委員會、協調會及工作組構成等為主。例如倫敦在重大項目中建立
了體制支撐，成立專門的委員會和法定機構。他們有規劃權，即審批規劃申請，
並與多部門開展合作。
目前大珠三角區域交通管理一體化程度較低，規範化及制度化的長效管理
機制尚不完善。因此，借鑒國外其他城市群的發展經驗，從區域交通規劃和管理
的方面提高區域交通一體化水準，也是大珠三角值得借鑒的地方。
2.5

建設區域交通資訊平台
區域交通資訊平台包括區域層面的和城市層面的資訊平台。在區域層面

上，以物流為例，國外城市群通常建立統一的物流資訊系統，對區域內物流進行
統一配置，日本都市圈還在組織交通系統時，實施交通需求管理，使交通需求和
供給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以便交通服務保持在一定水準，從而使社會經濟效益
最大化。在城市層面的資訊系統包括城市智慧交通系統，通過全球衞星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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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無線電通訊技術、互聯網技術及虛擬現實技術等的結合。利用空間分析技
術，構建交通數位化網絡，對交通系統的空間、時間和屬性特徵進行描述，為城
市交通管理、車輛導航、客貨運輸調度及居民出行等提供有效的資訊服務，也可
以輔助城市交通規劃和設計。區域資訊平台建設的另一個優勢是提高跨境交通的
效率。例如，在北美的交通一體化過程中，在跨境交通上存在一些技術規則的不
一致，包括貨車的尺寸和載重規定不同，駕駛者的年齡、語言和健康限制不同，
道路標誌和交通訊號不一致，及危險品的安檢規定不一致等，從而形成了邊界交
通瓶頸，延長了邊檢時間，增加了交通運輸成本。通過採取智慧交通系統可以快
速地獲得卡車的認證和貨物資訊，執行貨物重量並體積的檢查。同時，電子資料
庫可用於監控司機的違規歷史，提高了邊檢速度。
從國外其他城市群的經驗可見，建設區域交通資訊平台有利整體區域交通
規劃及交通管理。目前，大珠三角區域範圍內還未建立綜合交通運輸系統的公用
諮詢平台，智慧交通系統的開發水準仍處於初級階段。當中，廣州於今年才完成
「智能交通系統建設 2010 年發展規劃的研究」，以作編制廣州市智慧交通系統運
作體系，完成在 2010 年的發展規劃 。因此，大珠三角要參考國外其他城市群的經
驗，加快交通系統資訊化工作。並且，長遠來看，完善不同國家和地區的邊檢程
序，統一標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過境交通的技術問題，這對於改善各地的通關
邊檢程序也有極大的啟示。
2.6

重視區域交通可持續發展
區域交通的可持續發展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可持續發展要求達到經

濟、社會及環境多方面效應的整合。國外城市群處於經濟發展水準的發達階段，
不僅強調區域經濟的重要性，而且重視對環境和社會因素的考慮。例如，厄勒大
橋無論在建設還是營運中，都貫徹可持續發展的觀念。在專案立項之前，先徵求
各方意見，包括廣大公眾以及各類社會組織的意見，以求獲取專案的社會影響資
訊，進而採取措施使社會效益最大化，才繼續進行大橋的建設階段。在營運過程
中，還通過編制環境評估年度報告等措施，使環境影響減至最少。國外各大城市
群通過發展軌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減少居民對小汽車的依賴，也是區域交通
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措施。
可持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概念對大珠三角地區的意義重大。大珠三角地
區多年來的工業和交通的急速發展，已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目前大珠三角
地區也正面臨小汽車不斷增長所引致的交通堵塞和環境污染的問題。因此，構建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綜合運輸系統是大珠三角地區交通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參考
國外城市群的經驗，發展軌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將是一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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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珠三角交通運輸網絡主要存在的問題

3.1

珠三角內部的交通銜接問題
交通方式之中的無障礙換乘和銜接是地區構建綜合交通系統的主要目標之

一，它不僅能夠減少人和物的空間流動的時間和費用，而且通過發揮各種交通方
式的優勢，能提高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的通達性。目前，珠三角在交通系統銜接
上仍然存在許多障礙，具體表現為：
(i)

不同交通運輸方式之間的銜接不暢
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各種交通運輸系統存在一定的競爭，另外，各

交通方式的管理部門歸口不一，各從自身利益最大化出發亦是其中的原因。轉換
銜接不暢主要存在於兩種情況：一種是城際交通與城市交通之間，較為典型的是
鐵路系統和城市軌道系統及公交系統的銜接。例如作為廣深高速鐵路的重要樞紐
站，東莞站（常平站）周邊（1000 米範圍內）缺乏相對應的市域和市際公共交通
站點。另外一種是城市內部不同交通模式的銜接不暢，例如廣州城市地鐵站和公
交站的距離往往超過 500 米的合理步行距離，給居民換乘不便。
(ii)

跨區域交通基礎設施銜接不暢
目前，各地區在行政架構相對獨立的情況下，各自編制自己的交通規劃，

對鄰接城市的交通系統銜接考慮不足，最典型的例子就是“斷頭路＂。雖然城市
內部道路修得寬暢，但地區之間卻 “藩籬” 重重。例如廣州內環路是環繞廣州的快
速路，佛山的一環路是佛山的快速路，但兩條快速路相距僅數公里，卻不能連接
起來。還有，順德北上廣州、東向番禺和南下中山都連接不通。
(iii)

區域不同運輸方式的交通發展協調不足
目前，珠三角各種交通方式之間的銜接主要停留在通過節點實現的階段，

如空港、海港及火車站等的集疏運系統，複合交通通道難以實現。因此也出現了
種種問題，包括：(1) 公路網各個層次不完善，公路技術等級結構不合理，區域發
展不平衡；(2) 客貨運樞紐站場建設滯後，建設與養護未能做到均衡發展；(3) 運
輸結構不合理，鐵路和水運貨運量僅分別佔珠三角總運量的 10%和 19%左右，而
公路客貨運量佔有區域總量的絕大部分，鐵路中長途運輸的優勢和珠江水系的航
運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4) 沿海港口大型專業化的深水碼頭短缺，未能形成比
較完善的現代化集裝箱運輸系統；(5) 一些老港區例如黃埔港區位於城市中心，與
城市發展的矛盾日趨尖銳；及(6) 具有層次結構的內河航道網尚未形成，主要內河
航區間缺乏有效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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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珠三角與香港的交通銜接問題

(i)

欠缺區域角度規劃交通運輸網絡
大珠三角的交通一體化發展首先表現在香港與珠三角交通網絡的銜接，包

括公路、鐵路（尤其是高速鐵路）
、水運和航空網絡的聯繫。過去，香港的交通建
設規劃基本上以自身市場供求為考慮，未能追上和結合珠三角的快速經濟發展，
並落後於兩地經濟經已深度融合所導致對交通基建網絡和有效管理的需求。鑑於
香港和內地未來的經濟發展及合作日趨緊密，珠三角和香港需要多方面的交通聯
繫，因此，近年香港的跨界交通基建規劃已經適度超前考慮配合香港與珠三角未
來融合發展的需要，並以國家總體發展的中長期需求作出發點，但未來仍需繼續
加強結合考慮國家和區域的發展形勢和方向，從而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在經濟
及社會等方面的融合發展，鞏固其在內地（特別是大珠三角）的優勢及地位。
(ii)

航空及港口的分工和協調仍未明朗
香港作為全球交通網絡的重要節點，承擔著美、歐與在亞太地區海運和航

空的樞紐功能。整個大珠三角地區已經擁有廣州、深圳、珠海、香港及澳門等五
大機場，亦擁有眾多港口。眾多和分散的機場與港口，迫切需要整合，尤其是廣
州、深圳的機場和港口與香港之間的分工和協調，以保持大珠三角作為中國主要
門戶及美、歐連繫亞洲的國際樞紐的功能。
而目前最逼切的目標是穩定並擴大香港機場作為亞洲及中國最重要門戶。
在過去 20 年，香港機場一直擔當亞洲最重要的國際航空樞紐，其地位與優勢是周
邊其他外國機場，如日本成田機場、大阪國際機埸和南韓仁川機場等難以比擬的。
而縱觀內地其他大型機場，如上海浦東機場、北京首都機場、天津濱海國際機場
等，在國際航班上仍與香港機場有很大距離。保持香港機場的亞洲國際樞紐功能
及擔當中國最重要門戶的角色，不但有利於南中國提升全球及其區域航空中心角
色，亦有利國家航空業邁向國際化。
此外，在大珠三角機場分工與定位上，廣州與深圳機場的國內線與選擇性
的國際航線(如到中亞或東歐等)，也是支撐香港與珠三角作為全亞洲及全國最重要
航空軸的策略。為達到該共同目標，大珠三角各機場要做到錯位發展，優勢互補，
各機場之間的分工方向需由大珠三角各相關行政部門進一步協商與落實，擬定相
關規劃，當中將涉及各機場的連接與整合，而港深機場的合作將是最重要的一環。
在港口協調方面，則需加強香港與深圳港及廣州港的整合優勢，共同打造
成為區內最大的國際航運發展軸。隨着珠三角其他港口的發展，香港港口的腹地
正在縮小，服務於中國其他地區的地位有所减弱，但作為南中國門戶的地位正在
提高。香港港口的高效率的自動化操作系統、完善的海關及檢疫部門，以及其他
良好的配套服務，正是保持香港港口產業樞紐地位，以及香港與珠三角其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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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比優勢所在。因此，要促進大珠三角港口的整合發展，則應加以利用香港作
為南中國門戶的地位，以及其港口配套優勢，並加強與相鄰而又具規模的廣州港
和深圳港在航運角色分工方面的協調。當中，香港與深圳的港口合作將對港口整
合發展首起關鍵作用。

4.

大珠三角交通系統與網絡發展的規劃和管理存在的問題

4.1

各層次和各部門交通規劃協調程度低
大珠三角的交通規劃包括國家、區域和城市等不同層次，鐵路、公路、航

空及港口等不同方式的規劃。由於各層次和各部門的交通規劃考慮的區域範圍不
同，各自之間利益的調節原則及目標不盡相同，因此，眾多的交通規劃之間存在
協調不夠的問題。如《廣東省高速公路規劃》、《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公路水路
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要》及《國家高速公路網規劃》，其中，《廣東省高速公路規
劃》深圳至江西贛州（省界）和深圳至湖南汝城（省界）
、珠海至連州、珠海至湖
南永州（省界）
、惠州至廣西梧州（省界）
、福建漳州（省界）至廣西玉林（省界）
在其他層次的規劃中未提及，而《國家高速公路網規劃》提出的二連浩特至廣州
高速公路的建設，
《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公路水路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要》及《國
家高速公路網規劃》也未提及。同等線路的規劃在不同的規劃中也略有不同，
《泛
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公路水路交通基礎設施規劃綱要》中廣州至昆明線路與《國
家高速公路網規劃》中廣州至昆明線路的途中選點有部分不相同。問題的根本在
於缺乏有效的交通規劃的控制和協商機制，以及交通規劃的合法性。針對不同部
門和不同層次的發展需要，可以借鑒國外的交通規劃管理和制定的一些經驗，例
如，立法確保交通規劃的權威性，建立交通專案的區域規劃審批機制，通過財政
上形成重大項目財政分配制度，從而有效的推進區域交通規劃的實施。對於不同
部門和不同層次，確定區域交通戰略的主導地位，進而與地方進行協商，有效地
落實規劃。
4.2

區域交通管理一體化程度低
在管理方面，大珠三角區域交通建設普遍存在“重建輕養，重建輕管＂的

現象。公路、航道的養護方式和技術相對落後，區域開放、公平及統一的運輸市
場尚未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尚不完善，規範化和制度化的長效管理機制尚不健全。
交通安全形勢較為嚴峻，近年來道路交通安全事故呈上升態勢，運輸服務品質有
待進一步提高。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旅客換乘不方便，途中舒適性不夠，貨物運
輸途中常有缺損，供應市場不夠及時，多式聯運發展滯後，及貨運服務不能滿足
現代物流業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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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公共交通的快速發展和區域交通一體化 理念的提出，廣州和佛山，珠
海和澳門及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之間的公共交通跨市經營政策及公共交通統一定價
政策都存在一定程度的差異。跨市公共交通“一卡通＂政策未順利實施，也將阻
礙區域交通一體化的發展。各市對來自其他城市的汽車的處理政策（例如出租車
不能在本市以外的地區接載乘客的限制）
、多方式聯運政策和公路統一收費政策等
問題，阻礙區域內部機動車的流動，造成各種交通運輸方式銜接不緊湊，無法達
到貨物無縫隙接駁。同時，公路收費站的過多、過密，將製造地域分割的屏障，
嚴重影響了要素流動。
4.3

區域交通科技水準較低
大珠三角區域公路總體技術水準出現偏低和現代化設備滯後的問題，例

如：區域鐵路電氣化率和複綫率僅為 24.7%和 36.4%；大型深水專用碼頭泊位不足，
專業化程度低；內河航道可通航 500 噸級以上的航道里程僅為 1036 公里，船舶平
均噸位規模小，集裝箱等專業化運輸所佔比重小。此外，大珠三角區域內未建立
電子不停車收費系統，智慧交通系統的開發水準處於初級階段，資訊化工作進展
緩慢。區域範圍內還未建立綜合交通運輸系統的公用資訊平台，且複合型管理和
建設人才嚴重匱乏，各個城市不能共用交通運輸資訊，對交通一體化及區域經濟
融合構成阻礙。
4.4

區域交通運輸實施機制尚未健全
大珠三角區域交通一體化建設剛剛起步，區域內公路基礎設施建設在路線

走向、建設標準、建設時機、運營模式和公路收費等方面協調銜接不夠，影響了
跨市公路通道作用的發揮。運輸市場存在壁壘及地方運輸法規存在不一致或相互
矛盾的現象，運輸環境有待改善，統一規範有序的運輸市場和運輸服務體系建設
任務艱巨。目前，粵港、粵澳之間的聯席會議，未能在大珠三角交通規劃方面充
分發揮作用，而大珠三角區域內缺乏具體的機構監督執行交通一體化及綜合交通
運輸系統的相關政策，同時，未充分動用民間協調機制，未形成以政府為主導，
民間結構為輔助的協調機制。地處不同行政區的港口在公用航道、錨地等基礎設
施的建設、維護及管理方面協調不夠。多式聯運的各種交通模式之間，尚缺乏有
效的銜接機制。
4.5

跨界交通存在體制和技術瓶頸
在規劃及興建流程方面，香港興建大型基建項目需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

例如公眾諮詢等，由構思到落成需要多年時間，變數較多。而珠三角地區政府的
主導力度相對較大。此外，雖然兩地的大型項目均需經過環境評估及徵用土地的
程序，但內地在這兩個環節中所需的時間相對較短，而已被列入五年規劃或近期
規劃的重點建設項目，更會以行政措施爭取項目盡快實施。兩地在管理的體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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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對兩地的基建規劃與建設進度造成不一致，有待進一步通過多方面改善，
包括法律改革以進行銜接。
兩地所實施的標準不同，道路有左右行的區別，目前的路標也還不完善，
鐵路和公路的國內標準與日美接近，香港卻使用英國標準，銜接方面有一定難度。
另外，雖然在《内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下，兩地
專業人士的專業資格得到互認，但由於兩地人員的培訓方法不同，仍需要更多的
溝通及交流。
政府的運作模式也存在差異，過去內地的交通建設多為築巢引鳳，香港較
重視經濟效益和市場運作，如早前採取的 “建造、營運及轉移” 模式。但現時内地
也多採用 “建造、營運及轉移” 模式，而香港則不再只行這個模式。可見，兩地基
建的運作模式會因應時間及內部社會經濟等因素而轉變，步伐和方向不盡相同。

5.

大珠三角交通協調發展的新要求與策略建議

5.1

規劃理念與目標：建立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的綜合交通運輸系
統
可持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意味著在發展交通運輸過程中，要把對人文環

境和自然環境的污染與破壞程度減到最低。大珠三角地區雖然是中國經濟最發達
的地區 (本地生產總值佔全國兩成)，但由於多年來的工業和交通的急速發展以及
對環境保護意識薄弱，造成不少城市空氣質素差、土地資源緊張、能源消耗大、
交通堵塞嚴重及河流水質惡化等問題。因此，為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的綜合運
輸系統，大珠三角地區在不斷發展和完善各種交通運輸方式、滿足社會經濟的日
益增長之餘，應以高效、安全及節能三大原則，作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綜合運輸系
統的總體方向。同時，大珠三角的交通運輸系統應以區域內整體交通系統的通達
度、乘客在交通模式選擇上的平等及自由度、交通發展與環境的關係、交通工具
對不可再生能源的依賴度、交通吞吐量、交通系統發展與城市和區域規劃的協調
性、基建及配套服務的財政能力等準則來評估，並促進區內交通可持續發展的水
平。
大珠三角亦應大力優化運輸系統結構，提高運輸業的服務品質，以加強大
珠三角地區交通發展的競爭力。總括大珠三角交通協調發展的目的，應包括：(1)
對外要保持和發揮中國門戶的功能﹔(2) 對內則要提供內部經濟整合和有效運
作，以便促進 “一小時生活圈” 的實現。為達此目的，本研究就大珠三角交通系統
的總體規劃策略、規劃編制，以及具體實施提出如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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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規劃策略：構建複合型的區域綜合交通系統、發展以軌道交通為骨幹的城
市公共交通
根據日本大東京、英國大倫敦地區等世界發達城市群的經驗，軌道交通是

區域交通系統中最核心的部分，使用頻率高。例如日本大東京都市圈交通系統每
天運送旅客達 3 000 多萬人次，即 86%人依賴軌道交通通勤及通學。而小汽車通勤
的比例僅為 6%。採用軌道交通，一方面能節約能源和土地等資源；另一方面，能
有效地降低空氣及噪音等環境污染，提高人們的生活質素。最重要的是，軌道交
通速度快，安全性高，與公路運輸所造成的事故率和堵塞率有著明顯的優勢。
過去 20 多年，珠三角地區在高速公路建設上取得了長足發展，但是卻忽略
了軌道交通的建設 (圖 1)。與城際高速鐵路比較，高速公路建設佔用較多的土地資
源以及對環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內地主要城市群已經意識到要大力發展城際
軌道交通，積極構建複合型的綜合交通系統，使區域的交通運輸更加高效及快捷。
珠三角要建成以廣州為核心的 1 小時城市圈，9 個城市可以於 1 小時內互相通達，
並連通港澳地區的軌道交通網，就要建設客運量大、能耗低、佔地小、速度快及
安全性高的城際軌道交通。
圖 1

2030 年廣東省高速公路網規劃圖

按珠三角目前經濟的發展水準及趨勢，私家車輛擁有率仍有上升空間，但
從環境、資源和可持續發展角度來看，珠三角首要完善公共交通系統功能結構。
珠三角要在交通設施資源的使用上給予公共交通優先權，以抑制小汽車的過度使
用，並提倡和鼓勵短距離出行使用自行車和步行方式。同時，通過建立快捷公共
客運系統，開闢複合型客運走廊，改善市中心區交通，並為建設市區邊緣集團（即
城市次中心）及郊區新城提供交通支援。在建設軌道交通同時，重視軌道交通與
其他交通方式的銜接換乘。因地制宜建立公車專用系統、自行車系統和步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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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要在市級商業區及中央商務區等市區重點建設地區及新城的步行系統。
根據《珠江三角洲地區城際軌道交通同城化規劃（修編）》，珠三角地區將
形成 “三環八射” 的城際軌道交通網絡構架，並與香港、澳門的輕軌系統接駁(圖
2)。珠三角區域內至規劃遠期會有規劃線路 23 條，線網總長度接近 1 890 公里，
基本覆蓋珠三角所有縣級以上城市，線網密度達到 4.5 公里/百平方公里。加上城
市軌道交通、普通鐵路等，珠三角的軌道交通網絡密度將達到 11.8 公里/百平方公
里，接近現時大東京都市圈的水準。按照規劃方案，珠三角軌道交通遠期還向粵
東、粵西、粵北延伸。規劃到 2015 年，以廣州為核心，珠三角 9 個城市 1 小時內
可以互相通達。長遠並連通港澳地區的軌道交通網，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珠三角
“一小時生活圈”。由此可見，軌道交通將會成為大珠三角的綜合運輸系統的骨幹，
配合其未來以公共交通為主線的發展策略，從而達至高效、安全及節能的可持續
發展的交通模式。
圖 2

5.3

珠江三角洲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線網規劃圖

規劃編制
統一編制大珠三角區域交通規劃，並注重與其他規劃的銜接
根據國外城市群的經驗，交通一體化在區域一體化的構建中起著極為關鍵

的作用，因此，無不重視對交通一體化的建設，及交通規劃與其他規劃（如空間
規劃）的銜接。目前，大珠三角地區出台了不少規劃，包括《綱要》、《珠江三角
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
》等，但是作為綜合性的規劃綱要，區域綜
合交通系統只是報告的一部份，不足以支援規模龐大的區域交通系統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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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三角的交通發展規劃，一直都是透過粵港、粵澳之間的聯席會議進行
協調的。聯席會議討論範圍涉及大珠三角各個範疇的問題，而且會期較短。交通
發展規劃只是眾多議題中的一部分，因此無法詳細討論和交流。此外，聯席會議
的次數較少，兩地規劃有所更新，亦無法即時作出調整。更嚴重的是，港澳之間
的交通基建發展還沒有相關的協調機制，使兩地的交通發展無法作應有的協調。
有鑒於此，建議大珠三角地區內的“9+2＂成員通力合作，由高層次的相關部門牽
頭，著手統一編制專門的區域性綜合交通規劃，即大珠三角區域交通發展協調規
劃，以引領該地區的交通分階段發展，促進城市與城市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協調
與銜接，並為目前阻礙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的若干問題提供解決的思路和方向。
同時，在規劃時要充分考慮珠三角地區與香港和澳門的交通基礎設施銜接，使區
域交通一體化更好地支援區域經濟一體化。
另外，在統一編制區域交通規劃的同時，亦應與其他規劃銜接，例如內地
的土地利用總體規劃、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規劃、主要功能區規劃、旅遊、
工業及服務業等各項專項規劃等，以適應大珠三角地區目前和將來的資源條件狀
況。同時，粵港澳亦要考慮有關香港和澳門的城市和土地利用規劃與內地規劃的
銜接問題，加以協調，從而更有效地配合未來區域經濟全面發展的需要。此外，
大珠三角地區內相關部門應針對各市規劃年期不一的問題，並審慎評估區內現有
的交通基建項目的發展現況，從而統一有關區內交通協調發展規劃年期，以便有
效地促進大珠三角區域交通在高效、安全、節能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穩固發展。
加強各地方相關法規與行政制度的對接度及協調度
在“一國兩制＂下，珠三角和港澳地區在法規與行政方面有著較大的差
異。在規劃及建設交通運輸項目方面，差異也很大，當中包括基建項目審批程序
及所需時間、技術評估的準則與程序、公共諮詢程序、資金籌劃及施工程序等方
面，增加了兩地交通系統協調的難度。因此，建議在大珠三角取得區域交通協調
發展的共同目標和規劃方案前提下，最大限度地加強各地相關法規與行政的對
接，以保障要素在大珠三角區域內公平、快捷和暢順地流動。
5.4

規劃實施
構建統一的交通資訊平台，實現區域交通資訊的共用
區域性的交通資訊平台能為政府和管理部門制定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提

供依據，幫助各生產部門和製造業選擇最優質的貨運方式和物流機構，協助物流
企業優化其物流配送系統，發掘潛在的客戶和商機，並能為居民和乘客出行決策
提供資訊，使其出行更加便捷。根據國外經驗，大珠三角地區可建立統一的區域
物流資訊系統，即時發佈各成員的相關物流資訊，對區域內物流資源進行統一配
置，使交通需求和供給之間保持平衡，從而實現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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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香港與珠三角的交通銜接
香港與珠三角的交通銜接可以分為硬體和軟體兩個方面。硬體方面主要表
現在交通網絡和跨境基建的銜接，及機場和港口的分工合作上；軟體方面主要包
括交通規劃、過境制度及口岸管理等。只有這兩方面共同配合，才能實現區域內
人口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流動，進而提高區域一體化的程度和城市群的綜合競爭
力。
(i)

平衡珠三角東西兩岸銜接發展
在香港和珠三角的陸路基建網絡建設方面，應考慮如何將珠三角的道路網

絡延伸至香港，做好兩地的道路和鐵路系統的銜接工作。在規劃中，不僅考慮與
珠三角東岸的聯繫，也不能忽視與珠三角西岸的聯繫，借此擴大香港和珠三角的
內陸腹地。例如，規劃中的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鐵路、深圳東部過境高速公路，
以至香港西部通道相銜接的高速公路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將促進兩地的交通銜
接，但亦要考慮香港的道路系統在與珠三角融合的過程中能否容納珠三角龐大的
車流，並要採取相對的管理措施。在交通網絡暢通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考慮增
加客運巴士及貨運專線等，方便客貨運聯繫。
(ii)

海港與機場的互補合作、錯位發展
香港與珠三角在海港與空港的分工合作上也應按《綱要》精神，考慮錯位

發展，加強相互合作，共同擔當進出中國門戶的角色。在航空方面，香港可定位
為國際航空中心，主要處理國際航空物流；廣州定位為國內及國際物流並舉，側
重國內物流；深圳機場定位為國際及國內物流並舉，側重國際物流；珠海機場要
重新檢視其目前地位，考慮逐步發展為工業和貨運專業機場，成為亞洲的貨運樞
紐；而澳門機場因為兩岸三通，客貨運量大減。在港珠澳大橋通車後，香港與深
圳機場更只在與澳門約三十分鐘距離內。因此已有建議澳門機場在未來需要關
閉，或只可定位為輔助性國際客運為主及國際貨運支線機場。而香港與廣州、深
圳的港口未來可能形成以下不同的格局：結構一，以香港為國際航運中心，廣州
港和深圳港為主樞紐港；結構二：香港和深圳融和為組合港，與廣州港形成區域
雙核心；結構三：香港港與深圳港相互融合，成為國際航運中心，廣州港成為其
喂給港，作為以服務大珠三角產業為主的物流支撐。三地優勢互補，共同打造成
為區內最大的國際航運發展軸。具體的格局演化與香港、深圳之間所採取的合作
策略有關，如果港深能夠形成良好的港口合作機制，結構二和結構三就有可能實
現，按照現有的發展趨勢，最有可能出現的是結構一。
(iii)

加強口岸通關協調性及靈活度
此外，通關問題是珠三角與香港的交通協調的重要課題，涉及口岸的管理

和通關政策。如果能夠統一兩地的通關制度，減少通關時間的不確定性，將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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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珠三角之間通關和過境的速度。提議建立港深兩地海關的聯網系統，推廣
“一地兩檢＂，以及參考將深港間的通關管理放在特區邊界等措施。
(iv)

建立粵港交通協調機制及劃一標準
在交通收費政策等方面也應加強大珠三角區域內部的協調，建立地區之間

的協調機制，儘量減低交通成本。香港與珠三角還要共同制定私家車使用管理政
策，以促進公共交通發展和環保，提高商務出勤的便利。兩地城際交通的建設要
以快鐵為主，公路公共交通為輔﹔兩地城際軌道的建設應注重精效選線，並高效
節約土地。兩地還要解決城市之間的合作及規劃的差異，包括工程、安全及環保
標準等。
5.5

總結
目前，大珠三角區域交通發展的中長期硬體規劃已有一定的成墨在胸，但

還要按經濟和社會需求，作出詳細的階段性發展規劃。具體而言，應以構建複合
型的區域綜合交通系統，和發展以軌道交通為骨幹的城市公共交通為主要策略。
首期重點在於解決目前的瓶頸，通過合理的並精簡的選點選線，較快地提高通達
度及便利度。同時，在規劃編制層面上，更要馬上考慮建後的營運和管理方案，
統一編制大珠三角區域交通規劃，並注重與其他規劃的銜接，以及加強各地方相
關法規與行政程序規劃審批制度的對接度及協調度，從而令綜合交通系統保持高
效、具經濟效益和高水準服務質素。
此外，為加強大珠三角各市之間的協調度，可考慮共同構建統一的交通資
訊平台，令相關交通資訊得以在區內共用，從而打造一個高效、安全、節能及可
持續發展的綜合交通運輸系統。
而香港要全面地配合大珠三角的長遠交通協調發展，首要加強口岸（特別
是港深）通關的協調性及靈活度，以便利兩地的客貨往來。而在中長期規劃而言，
香港不僅要強化與珠三角東岸的協調，同時也不能忽視與珠三角西岸的聯繫，以
作全面平衡發展。此外，為加強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在交通發展的協調度及整合性，
兩地可考慮建立粵港交通協調機制及劃一標準，在城際交通的建設應以快鐵為
主，公路公共交通為輔，並注重精效選線及高效節約土地。而在港口與機場的互
補合作問題上，香港應按《綱要》精神，考慮與廣州及深圳錯位發展，加強相互
合作，共同擔當進出中國門戶的角色，從而有利推動大珠三角發展成為全國運量
最大、最具管理成效及交通最便利的物流中心和先進製造業基地，並逐步達到《綱
要》所提出“與港澳及環珠江三角洲地區緊密相連的一體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使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亞太地區最開放、最便捷、最高效、最安全的客流和物流
中心” 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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