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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內容 

 

引言 

本文作者自上世紀 90年代中便開始對廣州進行以城市建設發展為主的研究，

當時因正陸續開展《1991-2010廣州市國土總體規劃》(簡稱總規劃) 內的各個

項目，廣州正推出一系列的大型建設，因而引動筆者以廣州作為重點研究的一

個方向。 

與此同時，廣州也承擔了一個機會難逢的重要任務，就是被選定於 2001年，

作為第九屆全國運動大會(簡稱九運會)的主辦城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總規劃」也涵蓋了對「九運會」的一些支援項目。因需如計劃開展各項所制

定的建設，在這三、五年間，廣州仿如一個忙碌的超大型工地。 

當時社會和經濟條件其實仍是有所不足的，所以當時規劃的內容，只算是提供

了一個框架；但，這也成功地訂定了一個發展方向，迎向當時仍未能完全掌握

的整個灣區的急劇變化和發展，成就了為一個仍未成形，但更宏闊的泛珠三角

建設，甚至是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構思，奠定了廣州作為一個核心，帶領著一

個跨世代跨區域的全球發展焦點。 

這 20多年來廣州的發展過程，本文會為各讀者提供一個宏觀的展述。 

 

 



因應「1991-2010廣州市國土總體規劃」而展開的建設 

根據國務院頒發的《城市規劃條例》和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

覆》，廣州市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於 1986 年正式通過《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

的實施。總規劃主要涵蓋以下的主要網領: 

1. 加強城市建設規劃管理; 

2. 廣州地區內進行各項建設，必須符合總規劃的各項細節要求及規劃管理; 

3. 執行“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方針; 

4. 著重發展技術密集型工業; 嚴格控制耗能多、占地廣、污染嚴重、交通源

大的工業項目; 

5. 城市建設需實行新區開發與舊城區改造相結合的方針，搞好相應的各種

配套設施的建設。 

6. 廣州市城市規劃局作為主管機關，將會負責全市的建設規劃管理工作。 

其後根據《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1-2010）》及《廣州市近期建設規劃

（2002―2005）》提出的發展重點，推出“拉開建設，優化佈局，新區先行，

帶動老區”的思路，堅持新區建設為主，舊城更新為輔的原則，積極實施“南

拓、北優、東進、西聯”的空間發展策略，優先推進廣州南部、東部地區開發，

並兼顧新白雲國際機場帶動區的發展。 

自 2000年前後，另一批重點建設包括在廣州市內建造首批的地鐵線(1，2及 3

號線)、開發南部的南沙地區作為廣州的重工業區及港口、建設廣州大學城，

及東部的天河-黃埔-新塘地區等新區建設。在主城區內，也積極推進政府主導

的舊城改造更新步伐，加強歷史文化遺產的管理和傳統建築的保護；同時也加

強公共服務設施的配套，改善舊城環境，以滿足區內居民的起居需要和提升生

活素質。 

除此之外，具備長遠策略發展的基建項目也同期展開，其中包括興建白雲國際

機場、廣州港南沙港區，和琶洲貿易及資訊中心三大建設，實現以多中心、組

團式及網絡型的城市結構，作為發展的主體構思。 



上述這些策略性發展，實現了“南拓、北優、東進、西聯”的發展大方向，將

廣州以規劃為主導的建設，影響伸延至周邊的區域，在一定帶領和協調之下，

基本奠立了以廣州作為龍頭的發展定位，連成一個互補的整體，等待著一個成

熟的環境與機遇的到臨，隨時可以加速發展落實下去。 

至於這期間的代表性建設項目(1990 -2005)，也可大致歸納如下: 

1. 發展天河新區及以廣州東站為主的廣州新軸心區 

廣州新軸心區的理念主要是透過合理地規劃，打造一個新的城市軸線成

為擴展廣州舊市的一個伸延。其佈局是自火車東站到珠河南岸的赤崗為

主軸。計劃內裡再進一步明確劃分城市功能分區，對城市各大組團如中

心商務區、 中心商業區、旅遊休閒區、科學體育區、工業開發區、居民 

住宅區等各種功能分區，進一步作調整，並進行分階段的建設發展。 

天河區於 80年代末基本已完成規劃及進行初期的建設。發展過程以軸

線北面的廣州東站為基點，圍繞於中軸邊旁及東站南段的土地，發展為

一個中央商務區，並以樓高 80層的中信廣場作為此區的地標建築；在

商務區以南，再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以文娛、康樂及體育為主的中心區；

再南下並向東西邊旁伸延，是個商住混合的住宅區。在這樣的規劃佈局

下，天河區於 2005年前後，已基本定形，為廣州舊市提供了一個新的

開發區，集對外交通樞紐、康體活動、商務，及可容納眾多人口及預留

土地作未來城市優化擴展等功能於一身的片區。 

2. 市內地鐵 1線及 2線的建設 

廣州舊城區以荔灣、越秀及東山三主區所組成，現有主要的街道平面佈

局，大致於清末民初期間已建成，有過百年的發展歷史。亦因此，在舊

平面佈局的限制下，道路較狹窄迂廻，難於滿足現代及人口宻集的城市

所需。有見及此，於 90年代中「總規劃」已預留一個由多條線路所組

成的地下鐵路系統，以 30年為中、長期目標，為廣州提供一個高效的集

體運輸網絡，最終伸延至周邊的城市(如佛山、中山、東莞及惠州等) 。

其中地鐵 1線及 2線的首期路段，已於 1999及 2003分別開放，令位於



天河新區的廣州東站首次可以接通至舊市區內，使東站能更實質地成為

廣州的一個主要交通樞紐，並為原有位於舊城內的廣州站作分流。  

3. 市內及周邊交通的改善 

90年代期間，廣州市對內對外的交通仍未能建立一個暢順的道路網絡。

當時與深圳及香港的交通聯系，鐵路方面只能依靠平均 1.5小時一班的

廣深列車；高速公路方面，只有由香港合和集團投資興建的廣深高速公

路，用公路從深圳到廣州，車程平均要花 3小時。至於從廣州至周邊的

地區如佛山、中山、江門、順德、肇慶、珠海或惠州這類主要區市，仍

未有標準的高速公路連接。 

1997年，廣州用了約四年的時間，在廣州主城區靠近邊沿之區段，建設

了一組全長近 35公里，名為內環路的環形高架公路，將市內各主區連

接，大大舒緩了市內擁擠的交通。2000年後，再在市外周邊外圍，分階

段興建了多組外環公路(環城高速)，接通來自粵北及其他周邊城市，並

南下至番禺、中山及珠海等地的交通。 

4. 琶州會議展覽貿易區 

傳統上廣州自清代已是個重要的對外貿易窗口。解放後不久，每年均舉

辦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廣州交易會，春交、秋交會)，早已為外國商

家所熟悉。「總規劃」的制訂，更以加強廣州作為對外貿易核心發展的

一個重點。計劃的落實點是在天河新區珠江對岸的琶州，建設成為一個

集會議展覽、貿易採購、商務及相關的交易服務綜合支援區。其間的建

設包括一個能舉辦大型展覽(總建築面積 110萬平方米，室外展場面積

4.36萬平方米) 的綜合會展中心，及多個以進行展銷、採購及貿易洽商

為主的服務大樓/中心，組成一整套能串聯及推廣內外貿易的一個經濟核

心。此綜合區自 1999年開展工程，第一期的會展設施於 2003年完成，

並投入服務。 

5. 興建廣州新國際機場 

作為發展廣州成為中國南方一個航運中心，廣州於 1998年開始於白雲

區以北的花都，興建新的廣州國際機場，以取代有應用超過 60年歷史



的白雲機場。新機場於 2004年完工並投入服務。自開啓應用至今，新

機場己完成多期的擴建，現今擁有三條跑道，旅客年輸送量近 7000萬

人次，貨郵輸送量近 200萬噸，起降架次接近 50萬架次；此數字 2018

年位居中國第 3位。 

2004年白雲機場搬離後，白雲區這片土地，亦開始重新規劃，建設白雲

新城，成為一個城市副中心，及現代化的生態型商貿文化中心，成為

「北優」環節的一個起點。 

6. 其他為支援舉辦第九屆全國運動大會的建設 

九運會於 2001年 11月在廣州舉行，全國預計會有數以百萬人次到臨廣

州參加或參觀各項賽事。上述多項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已為九運會作了支

援作用。最重要的，除加強及改善廣州現有的體育設施外，還要興建一

個合乎世界標準的運動場館作大型賽事之用。為此，廣州在天河區黃村

附近興建了一個可容納 80000座位，名為廣州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的綜合

設施，作為舉辦開幕儀式及其他大型賽事之用。這亦為廣州日後舉辦一

些大型賽事，甚至是其他文娛活動，提供了一個重要設施。 

 

廣州的另一發展里程 - 藉著舉辦 2010年第十六屆亞州運動會對城市內涵的提

昇 

2004年 7月，亞運理事會在卡塔爾舉行的「申辦城市競選陳述會」中，正式

宣佈廣州獲得 2010年第 16屆亞洲運動會的主辦權。自此以後，廣州便正式將

籌辦亞運會的議程，作為廣州城市規劃的一個考慮。除建設進行亞運相關的場

館及設施外，廣州更藉此機會調整其對未來城市發展的規劃內容和佈局，目標

是加強及優化廣州日後城市發展的整體內涵和素質。 

為此而規劃並於舉辦亞運會期間初步完成的建設大致有如下數項： 

1. 於番禺石碁興建亞運村及相關的支援設施，包括運動員起居房舍、運動

員活動中心及數個運動比賽/練習場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A1%94%E7%88%BE


2. 建設多個主要位於廣州大學城內，舉辦專項賽事的場館 (如單車、游泳

及球類比賽的場館) 

3. 改建部份現有體育場館以支援亞運會的一些賽事 (主要是建於 80年代的

天河體育中心) 

4. 改建位於天河區珠江岸旁的海心沙島，成為舉辦亞運會開幕儀式的場地。 

5. 擴建天河中心區，成為廣州城市的新軸線及現代綜合功能區(包括中央商

務及重點文化區)，其中尤以位於海心沙以北一帶的花城廣場，提供一個

廣闊的公共空間，為廣州打造了一個新焦點，同時亦將廣州的舊城與新

開發區，構成一個串連的作用。 

6. 加快地鐵 3線及 4線的興建，及其他中、長期地鐵線的規劃。地鐵 3線

及 4線，為貫通亞運各場館的主要交通設施。 

7. 從政府的層面投入資源，改造、翻新及美化舊區內各主要街道、樓房及

社區，以改善舊市的市容環境，為廣州帶來更好的國際形象。 

以上各項建設，以擴建天河中心區成為廣州城市的新軸線及現代綜合功能區，

實為一個深遠的規劃及城市改造重點，同時亦留下充足的空間，以配合未來的

發展規劃需要。其建設內容，包含了以下多個策略性項目： 

1. 開拓一個廣州有代表性、能有效匯集群眾的公共空間 - 佔地近 6公頃的

花城廣場；這是整個廣州舊城區所欠缺的一個設施。 

2. 在花城廣塲地底，建設一個集公眾活動區、人流接駁、多線地鐵中轉樞

紐、商場、大型商務區共用停車場，及中央機電裝備設施為一體的地下

空間。這規劃結合兩旁的中央商務大樓，實質地將此區打造成一個環保、

與人友善、有前瞻性的綜合商務區。 

3. 在花城廣塲東西兩旁，建造多座能代表廣州地標式的現代建築或設施，

其中包括廣州少年宮、亞運廣場、廣州大劇院、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圖

書館、廣州東塔及西塔(廣州金融中心及周大福大樓)、環球都會廣場、

廣州塔，及多間五星級酒店。這些建設實質地將此區打造成一個世界級



的中央商務區，成為現代廣州的一個城市焦點，每年吸引眾多國內國外

的旅客訪遊，同時納了不少的國際商業機構，進駐於此。 

4. 遷徙及改造在中軸隣邊兩片被視為城市環境癥結的「城中村」(獵德村、

冼村)，利用股權作安置補償的形式，發展成為中、高級的大型住宅屋苑。 

 

2010年後廣州與周邊城市群邁向泛珠三角及大灣區的相關發展 

自 2010年以還，基於廣州的發展，包括在整體交通基建、城市建設改造、經

濟定位、社會民生、法制，甚至是人才建設或人文素養方方面面的提昇，已達

到一定的成就，廣州因而進入了一個更快速騰飛的發展階段。 

在交通方面，在大廣州範圍內現已建了近 12條地鐵線，基本上全市各主要區

域均有地鐵可以通達，而且多條新線或伸延線仍在建造中。長遠一點而言，廣

州地鐵可通至邊鄰的城市，包括惠州、東莞、中山，甚至是深圳。地鐵至佛山

的支線，已於 2010年末通車。  

對外交通方面，廣深鐵路在 2007年完成擴建及提速後，開始應用「和諧號」

列車行走兩地，時速可達 200 公里以上，平均 30 分鐘內最少有一班列車開出，

車程不多於 80分鐘，大大縮短廣州與深圳的距離。 

除此之外，城際軌道交通也是珠三角區內的一個重點建設，目的是接駁區內每

一個城鎮，達至同城化，並朝向一個「一小時生活圈」的實踐。在珠江西岸，

廣珠城際鐵路已於 2012年末全線通車，將廣州、順德、小欖，中山及珠海等

地連接，並設有支線接連至江門及新會。 

在東岸方面，穗莞深城際鐵路大致沿珠江東岸走線，最終連接廣州、東莞和深

圳機場。首期的工程已於 2015年分段開始施工，因需時與沿線各區市的規劃

作子細的配合，預計全線至 2024年才可通車。 

城際鐵路的建設，從廣州輻射開來，沿線主要的車站亦預留與高鐵的對接設計，

方便日後與高鐵的接通。至 2030年前後，這規劃會切實地將廣佛都市圈，以

及珠三角東、西岸經濟發達的地區直接相連，這對構建珠三角綜合交通體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8%B0%90%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8%BB%8A%E7%B5%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8%8E%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9C%B3%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9C%B3%E6%A9%9F%E5%A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D%9B%E9%83%BD%E5%B8%82%E5%9C%88/4213432


推動沿線城市一體化進程，打造成具有強勁核心競爭力的區域，從而帶動整個

大灣區以至泛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至於公路方面的建設，過去十年，廣州作為一個中心點，已朝四方建設了一個

暢順的高速公路網。東向至惠州潮汕一帶，再接入福建；西向至肇慶雲浮，再

接入廣西；北向至清遠、韶關及連州等粵北區份。南下高速公路網再分東、西

兩路，東有廣深高速，及 2016年全線開通的廣深沿江高速。因珠江西岸乃是

個平坦廣闊、珠江及西江匯流的三角州地帶，河道與市鎮宻集，因此珠江西岸

的高速公路如棋盤般伸延，主要覆蓋了佛山、順德、新會、江門及中山等位於

廣州西南面的區市，最終到達珠海及澳門。另一線則自江門至開平、陽江、茂

明及湛江，最終接入廣西。 

廣州或珠三角的交通方面，近這五、六年間也不能不談談高鐵的發展。最早在

廣州開通的高鐵線是於 2012年全線通車的京廣線。廣州至深圳段的高鐵，自

廣州南站至深圳北站，於 2011 年末通車；2015 年末，再伸延至市中心的福田。

高鐵從福田至香港西九龍站的一段，則於 2018年 9月通車。至於在廣東省內

的其他高鐵支線，如東線至潮汕及福建方向，或西線至湛江或肇慶的高鐵，亦

於差不多同期內以動車，或部份應用高鐵的方式開通。一般而言，自廣州開出

至其他省外的高鐵，每天至少有一、兩班車次可以開出；至於去其他一、二線

主要城市，班次會更為頻宻，這令廣州可與全國各地，透過高鐵構成一個緊宻

的聯繫網。 

跨越珠江東、西兩岸的交通對珠三角而言一向都是個不易解決的難題。為此，

於 1993年用了近四年的時間，興建了虎門大橋，接通了珠江兩岸的虎門與南

沙。可惜，隨著兩岸的人口、經濟及工商業迅速發展，虎門大橋很快便不敷應

用，亦長時間出現堵車的現象。 

2013年末，在虎門大橋以北約 8公里的海鷗沙附近，開始建設一組由兩條大

跨度吊索橋、其他相連的高架道路和多組交匯設施所組成，名為南沙大橋的跨

江接道。南沙大橋除將虎門大橋的交通分流外，亦將虎門至廣州以至粵西的距

離拉近。大橋已於 2019年初通車，功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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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大橋通車後，駕車自深圳至廣州從以往近三小時，縮短至兩小時多便可到

達，但要達到兩岸能迅速交通的期望，仍是不足夠的。作為更長遠的規劃，

2008年出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啓動

了「深中通道」這個大型計劃。深中通道是一個全長 24公里、集 “隧、島、

橋” 於一體的世界級超大型工程。通道從深圳機場作起點，向西利用大跨度橋

樑，及人工島接駁隧道的設計，橫越珠江，在中山市翠亨新區接回地面。深中

通道首期工程已於 2016年末開工，全線預計可於 2025年前完成。到時除了

大大減輕虎門大橋的交通壓力外，透過相連的接道，再匯入粵西方向的高速公

路網，使經虎門前去陽江，茂名，湛江的交通，會更為便捷暢順。 

作為理順珠江兩岸的交通建設，當然還有港珠澳大橋這個國家級的工程，這建

設雖與廣州本身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對大灣區整體長遠的發展，尤其是促

進與粵西的連系，是不可或缺的。 

至於在金融商貿方面的建展發展，廣州於 2013年推出國際金融城的方案，作

為廣州總規劃針對未來核心政策發展的一個部份。計劃內容是在廣州新軸線東

面沿珠江岸邊，將總面積近 8平方公里的土地，闢為廣州國際金融城。 

這區內原先由一系列老舊的廠房所佔用，屬於典型的鐵鏽區帶。因此金融城計

劃，亦有藉此將這類高染污的地塊更新的作用，並與鄰邊的功能新區相互支援，

以滿足一個大策略發展的需要。 

這新區距離廣州新軸線的中央商務區不足 3公里，與珠江南岸的國際會議展覽

中心只是隔江相對。東向與珠三角另一重點城市東莞，相距只是 20多公里。

因此無論在地理位置，產業或經濟互補方面考慮，國際金融城實具備良好的發

展地位。首期工程已於 2015年開展，加上將會興建多幢地標建築及其他相關

基建等工作，金融城預計可於 2025年全部完成。 

給廣州與大灣區作個階段性小結 

泛珠三角、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構思分別於 2003，2009 及 2013 推出，因此，

早期的廣州總體規劃，除預留了一定向外延伸發展的步處外(東進、南拓) ，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F%A0%E4%BA%A8%E6%96%B0%E5%8C%BA/389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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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各種地方行政差異的因由，未能為大灣區或一帶一路這類國家層面的政策，

做了太多「度身定造」的規劃細節。 

同一道理，珠江兩岸的其他城市，尤以佛山、中山、江門、珠海、東莞、深圳

等地，自 2000年開始，基於各自的發展歷程和基礎，已先後制訂了自己的規

劃藍圖；城市群互相間雖有一定程度的協調，但在規劃上能細節地互通，仍是

有所不足的。 

自大灣區的大政策由中央拍板後，加上改革開放到了一定的成熟期，尤以顯現

在專業性及執行能力方面，情況與以往已不能同日而語；因此，除了延續各區

市的自身規劃發展外，政策級的協調小組或專項工作組紛紛成立，目標是達至

一個綜合的、可協調或互補的共同發展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大致亦可分為區

市各自的總體規劃，城鎮群的協調發展規劃、跨區的重點規劃及建設、鄉鎮及

城市融合，及整體水土資源、生態結構、人文體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保護

及提昇等方面的發展。 

大灣區內各核心城市，在改革開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在某程度上已確立了各

自的實力和定位。憑藉廣州長久建立的地位，作為大灣區的龍頭，實在無庸置

疑。從國家層面而言，廣州亦負有多個策略性的重任，其中包括建設成為一個

國家級的中心城市、中國南方的經濟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對外交往中心、文

化中心及生態城市，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個典範，起著引導性的作用。 

回顧廣州一步一步的經歷，可見廣州過去近三十年所凝聚的發展成就，陸續拼

湊出一個大藍圖，同時結合珠三角鄰近先後冒起的城市群，已清晰出現一個大

灣區的格局。現時只是冒起過程的初、中階段；不難想見，不久將來，珠三角

所形成的一個大灣區，將會成為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和生活環境上，均是個

舉世無匹的實體，甚至為整個華南區域帶來無窮的機會。其中，希望香港也在

此過程中，能掌握此千戴難逢的時刻，並能善用自己的實力，帶動香港也一同

參與其中，共享發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