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交通引领和公交引导，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模式
——《佛山交通发展白皮书》战略任务解读之一
杨涛 顾耀辉 何小洲 於昊
【摘要】认识佛山战略区位优势与城市空间特色及其交通发展特殊使命；分析佛山交通与城
市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适应性；明确和解析佛山交通发展愿景、策略与任务。
【关键词】交通引领；公交引导；发展愿景；紧凑布局；集约开发

0 引言
佛山位于中国最具经济实力和发展活力之一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部核心区域，既是中
国改革开放最典型的先发地区之一，也是城镇、产业、土地、交通等各种发展矛盾与问题最
先暴露、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政府与社会各界均已深切感受到这些发展问题、矛盾和瓶颈
的尖锐性以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的紧迫性，并已经做出了重大决策与实际行动。编制和出
台《佛山交通发展白皮书》正是其中的重大举措之一。
佛山当前所面临的诸多交通问题与诉求，在国内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既有交通
系统内部本身的诸多问题与原因，更是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与发展阶段，佛山所处区域的
发展背景、环境、阶段，尤其是佛山自身的管理体制机制、城镇与产业布局、发展模式与路
径高度关联、交错影响的。其中，交通与城镇、产业的互动协同关系，既是佛山在过去 30
多年城市与交通联动高速发展中的成功之经验、问题之根源，也是《佛山交通发展白皮书》
明确提出的未来佛山城市与交通发展的首要战略任务。本文就此试作较为系统的剖析与说明，
期望对兄弟城市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有所启发借鉴。

1 认知：突出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对佛山交通的要
求
1.1 突出的战略区位要求佛山尽快建立高度便捷的全球、广域交通联系
珠江三角洲是当前我国最重要、最具发展活力、最有发展潜质的经济区之一，也是亚太
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现代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将形成以全
方位的发展轴带为主线，以多层次的中心城市和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为节点，构建由一条环
珠江口湾区的区域发展“脊梁”（“一脊”）、三条东西向分布的功能拓展带（“三带”），以及
五条南北向贯联的“城镇－产业”聚合轴（“五轴”）等共同组成的网络状发展轴（带）体系，
以线（发展轴带）聚点（城镇和产业地区）、以点带面（都市区和城镇群），整合、优化城镇
群空间结构，并形成向内陆和海外多方向强劲辐射的空间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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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空间结构

图 2 佛山区位示意图

2008 年底，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正式公布，标志着珠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纲要》以世界的眼光明确指出：要建设开放的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亚太地区最开放、最便捷、最高效、最安全的客
流和物流中心。广佛都市圈是珠三角中部都会区的核心区，以广佛都市圈为核心的中部都会
区将形成合理有序的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将成为珠江三角洲辐射能力最强的综合服务中
心和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中心之一，这为广佛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与要
求。
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出台，《广州市佛山市同城
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广州、佛山合作的概念走过了“广佛经济圈”
、
“广佛都市圈”、
“广佛一体化”的构想后，终于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广佛同城”。因此，广佛同城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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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合力形成双核型的大都市区，城市交通出行规模、出行分布、出行模式等方面的特征将
发生质的转变，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配置以及交通管理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针对上述外部重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浪潮，如何抓住现阶
段国家拉动内需战略，全面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加快建立高度便捷的全球交
通联系和发达的广域交通联系，将关系到佛山城市的合理定位与竞争力的提升。
1.2 佛山城市空间与产业发展战略要求佛山突出交通引导下重塑城市空间结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佛山市城市框架迅速拉开，城市用地和
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大佛山”城市形态初步显现。
新一轮总规确定未来佛山将形成以城区“2+5”组团为集聚区的“指状发展，网络联系”
的空间结构，从而改变目前城市结构不清晰、土地利用蔓延式发展的格局。未来佛山将成为
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功能与空间结构的不断优
化是佛山发展新的历史机遇。佛山应抓住这一机遇，适应城市规模、城市功能扩张和城市功
能布局优化的要求，明确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与城市空间拓展功能布局相适应的集约化、
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优化调整区域交通与城市功能布局关系，优化调整功能布局与交通
枢纽关系，优化调整城市功能布局与城市交通体系模式的关系。以交通引导城市功能提升和
空间结构的调整、促进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支持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
同时，佛山市的城市化呈现典型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特征，大量的工业用地在佛
山市域范围内沿交通干线全面铺开，从而一方面对佛山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
又导致了目前佛山市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局面。在上述特殊的背景下，如何突出交通引导下
的紧凑集约发展，重塑城市空间结构，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土地低效使用，已成为佛山市落
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市空间转型战略的关键所在。
1.3 独特的岭南文化与自然山水特色要求塑造独特的佛山交通模式与特色
佛山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佛山规划重点历史文化
保护区 17 处，全市历史文化街区共 21 处。同时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27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51 处；其它登录文物保护单位 77 处；共计 259 处。
交通体系的发展要适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需要。
佛山水网密布，有西、北江及其支流贯穿全市，是典型的三角洲河网区。河流不仅造成
了地区之间的天然分割，同时限制了运输通道的数量，导致了地区之间联系不紧密，运输需
求走廊不明显。城市发展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很大，交通体系的发展也受自然地理条件的
严重制约，未来交通体系的发展要适应这一特点。

2 反思：交通对佛山城市发展的适应性和引导性均不足
2.1 对外交通体系不足以支持中心城市地位的提升
未来佛山将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中北部城市功能拓展带以及城镇-产业聚合轴的重要节点，
带动市域以及周边地区整体发展的地区性主中心城市，同时，广佛同城化也要求佛山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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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融合，共同实现面向国内和亚太地区的辐射。然而，佛山交通系统长期缺乏整合，交通
体系不完善，设施水平低，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系统运行协调不够。
在运输通道方面，通道规模有限、通道结构不合理和功能叠加使得难以突出佛山作为区
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佛山缺乏航空、铁路运输通道，在公路运输通道中，广佛之间的公路运
输通道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客货运输需求，东西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北部的 321 国道、广
三—广肇高速等通道上，而佛山西向、北向的运输通道则较为缺乏。此外，通道结构不合理，
导致 105 国道、325 国道、321 国道等道路交通功能混杂，既承担过境交通，又承担对外交
通，既承担组团间长距离交通又承担组团内的短距离交通，不能充分发挥区域高快速路的辐
射带动作用。
在运输枢纽方面，佛山公路客运枢纽布局分散，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功能完善、等级合
理的综合运输枢纽，同样无法满足中心城市地位发展要求。
在运输结构方面，佛山目前公路运输主导的对外交通模式难以适应未来沿线土地利用规
划的发展变化，不利于形成大容量的运输通道与功能完善的综合运输枢纽，不能支持中心城
市地位的提升。
2.2 城市用地规模和产业模式主导下的交通弱结构特征明显
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和以“一镇一品”为特征的专业镇模式导致佛
山用地结构的扁平化，产业人口、就业街镇内平衡，物流、仓储等无法集中，街镇化的点状
蔓延，导致产业做大易，做强难。
粗放式的产业模式和扁平化的用地结构导致跨区出行比例低，客货运输通道不明显，通
道结构不合理，缺乏综合的客货运枢纽，交通联系的弱结构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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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佛山居民出行结构图

城市空间形态和布局结构尚不稳定，中心组团功能不强，五区联系不畅、协调发展存在
差距，导致了高比例的机动化出行，低水平的机动化出行结构，使用摩托出行在居民机动化
出行中比重很高，公交的出行比例较低，交通结构的弱结构同样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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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系统引领城市发展的
的水平不够
地方自主发
发展的模式是
是佛山城市化 进程的主要动
动因，交通系
系统水平低， 公共交通滞
滞后，
共交通系统在
在面向前期摩
摩托化和后期 小汽车化过程
程中处于被动
动竞争状态，缺乏大容量
量、高
公共
快速
速的轨道交通
通系统和快速
速公交系统，交
交通系统在适
适应现有土地
地利用方面尚
尚显不足，在引领
在
城市
市发展方面则
则更加乏力。
地方自主化
化发展导致地
地区交通系统难
难以整合，交通发展水平
交
平参差不齐，交通设施建
建设未
能充
充分发挥“集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不能引领向
向城市规划目
目标不断迈进
进，尤其在新
新城开
发、新区建设、三旧改造、土地出让等方
方面缺乏统筹
筹，且与交通
通系统的互动
动协调不够。
2.4 用地开发和交通设施规划
划控制不够
国内外许多
多城市突出公
公共交通的引领
领作用，在轨
轨道交通或快
快速公交沿线
线和站点周边
边实现
居住、商业、办公、娱乐为
为一体的功能
能混合的高密
密度开发。而
而目前，佛山
山轨道与快速
速公交
集居
建设
设不足，缺乏与轨道等大容
容量公交系统
统整合的开发
发模式，空间
间轴向发展和
和差别化土地
地利用
尚未
未建立，综合
合土地利用和用地复合开 发程度不够。
各区交通的
的自主发展也
也使交通设施 用地控制不够
够，轨道发展
展滞后，道路
路扩容有限，公交
线路
路、场站缺乏
乏，停车设施、
、慢行交通设
设施严重不足
足，制约了用
用地的合理开
开发和交通的健康
发展
展。

3 愿
愿景：构建
建畅达、绿色
色、公平的
的健康交通体
体系
按照佛山市
市城市发展战
战略目标，以实
实现畅达、绿
绿色、公平的
的健康交通体
体系为愿景，建成
广佛
佛一体的国家
家级综合运输
输枢纽，建成现
现代化、一体
体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实
实现“健康交
交通，
幸福
福佛山”。
畅达 构建发
发达开放的对
对外交通系统
统和高效畅达
达的城市交通
通系统，使佛
佛山具备较强的区
域辐
辐射力和良好
好的交通可达
达性，从交通上
上支持佛山经
经济转型发展
展、产业强市
市建设和城市竞争
力的
的提升。
绿色 形成以
以轨道交通为
为骨干、绿色
色交通为主体
体、多方式协同发展、
“集
集约环保、低碳节
能”的综合交通
通体系，从交
交通上支持佛 山成为岭南文
文化特色更加
加鲜明的国家
家历史文化名
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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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为全体市民的生产、生活、商务交流和休闲娱乐等出行提供必需和满意的公平、
多样化交通服务，从交通上支持佛山成为人居环境优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幸福城市家园。
健康 构建安全、有机、活力、宜人的健康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具有可持续的自我发展
能力，保障和引导市民选择健康出行方式，从交通上支持“幸福佛山”发展目标的实现。

4 策略：交通引导区域差别化发展
结合佛山市不同区域城市发展、用地强度、产业结构、交通设施及交通需求等资源及运
行特性，制定区域差别化的交通引导策略。
4.1 老城区：绿色交通主导区
重点是改善老城区交通环境和品质，改造和充分利用现有交通资源，加强交通需求管理，
积极倡导“公交+步行或自行车”的绿色交通发展模式。
提供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鼓励市民和外来游客首选公共交通进入老城区；整理和整
治老城区支路、街巷，加强微循环交通组织，为步行、自行车交通创造安全、连续、舒适的
空间与环境，提供便捷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以经济和管理相结合的手段，管控老城区机
动车交通，减少市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
4.2 中心城区：公交优先发展区
重点是加快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系统建设，构建多层次、一体化公交服务体系，以优质
公交和适度的需求调控，促进中心城区的交通结构优化。依托大中运量公共交通走廊和大型
综合客运枢纽进行高效集约化用地开发；在主要干道上设置公交优先走廊，完善公交服务体
系，保持公共交通在中心城区内的强大吸引力和竞争力；建设连续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体系，
加强步行、自行车交通与公交之间的接驳换乘；完善新城、新区的道路交通体系，保持合理
的路网容量和停车设施容量，以价格杠杆调控停车供需关系；加强跨瓶颈地区通道建设；以
高品质的公交服务和交通可达性支持中心城区功能发挥。
4.3 都市区：公交引导发展区
重点是坚持 TOD 的发展理念，通过“双快”（快速轨道、快速道路）交通体系引导城市
发展，提高各组团职住平衡水平，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积极发展大中运量公交系统，坚持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区轴向发展，实现沿公交走廊、公
共交通枢纽积聚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将以城际轨道枢纽为中心的新区建设作为新一轮城市
规划发展的重点；完善城区路网结构，组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货运物流系统，以建筑物配
建为重点强化停车设施建设。
4.4 市域：健康交通示范区
重点是提供全体市民交通出行的基本条件，改善市域交通可达性，构建多元和谐的健康
交通发展模式。
加强市域公交覆盖，实现基本公共交通服务均等化；构建起区域、城市、社区无缝衔接
6

的绿道体系；在城市外围地区，通过完善道路网络体系、高标准建设停车设施，为小汽车交
通提供相对宽松的使用空间，构建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和谐发展交通模式；加强交通用地的控
制性发展，构建区域交通通道复合走廊，明晰城市建设用地发展边界，保护开敞空间和自然
生态环境。

5 任务：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模式
佛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全面互动协调要从三个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5.1 宏观层面
实施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广域开放的区域对外交通体系。


全面推进珠三角城际轨道的建设。强化城际轨道与城市交通的衔接，发挥城际轨道
交通在市域内的服务作用，促进组团发展。



加快推进干线铁路建设。推进广珠铁路、贵（南）广铁路及佛山西站、南沙疏港铁
路、西部沿海铁路广州支线工程建设。



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综合客运枢纽体系。共享共建空港枢纽，完善空港运输服务体系。
共享共建区域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加快构建城际轨道综合客运枢纽。整合优化公路
客运枢纽。强化各级综合客运枢纽的集疏运设施建设与服务。



加强航道港口建设，提升水运功能作用。充分发挥佛山市水运优势，加强与周边国
际港口的联系，共享区域港口资源。



提升高速公路网络化水平。以高速公路建设强化与周边城市的便捷联系，促进高速
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化。



提升物流运输服务。推进物流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努力培育有竞争力的骨干企
业；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发展多式联运;统筹谋划生产性物流、生活性物流，
构建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

5.2 中观层面
加快推进公交引导城市空间与产业发展战略，引导紧凑集约型城市空间布局和低碳生态
型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快速公共交通（含城际、轨道交通）、高快速路网“双快”系统和铁路、
公路、港口、机场等综合交通枢纽。



以大容量交通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多级组团、轴向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化。



推动城市建设重点集中、空间转移，重点推进新城、新区建设，要处理好新城、新
区建设和“三旧”改造之间的关系，有效控制老城土地开发强度，减轻中心区交通
压力；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和建设总量。



依托重要客流走廊和轨道枢纽，引导组团之间以及组团内部各分组团或片区选取
TOD“点-轴”结构布局模式，引导土地利用集约开发，高效利用。



充分利用交通通道、枢纽建设契机加强广佛两市、佛山五区之间跨行政区的用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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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完善新城功能，优化用地结构，鼓励相融性的土地混合布局和新区公共配套设
施同步建设，引导人口和就业的区域平衡。

5.3 微观层面
着力落实公交引导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塑造岭南山水城市交通模式与特色。


落实 TOD 理念，加强交通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枢纽车站、大型综合客运枢纽及周
边空间的复合利用，促进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同时，利用枢纽物业开发的
收益支持佛山轨道交通的建设。



以交通设施容量作为论证和评价地区改造、发展与规划的前提条件，加强城市规划、
城市交通规划中提出的交通设施控制和建设。



严格控制交通规划发展空间。严格预留各类交通通道沿线规划发展用地，严格预留
各类客、货运交通枢纽场站设施用地，严格预留枢纽场站周边配套交通设施用地和
换乘接驳空间。



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保护佛山老城、历史街区和岭南水乡风貌，尽
量减少交通设施的影响。



积极鼓励以公交导向的土地开发，并做好地铁车站、公交枢纽与步行、自行车、小
汽车交通的“无缝衔接”以及与周边建筑物的连通。



充分重视支路网络和微循环系统，避免采取“大院”、“大区”式封闭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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