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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全力构建现代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融入湾区路网 联通东西两岸
核心提示

规划高快速路网拉近湾区“朋友圈”

为了达到“内畅外联”的目
标，提升城市的承载力，我市规
划了“四纵五横”“十二条快线”
的高快速路网。然而，建设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依靠单一的交
通形态还不够，综合化和多样
化是未来的重点建设方向。未
来几年，中山将在加快构建现
代化、立体式、综合型大交通体
系方面进行强化，由此实现由
平面交通向立体交通的飞跃。
这意味着，中山将从原来较为
单一的干线公路交通发展模
式，提升为涵盖公路、国铁、城
际轨道、城市轨道、港口、客货
运枢纽、通用机场等在内的综
合交通发展模式，全力打造现
代立体式综合交通枢纽。据介
绍，中山近期规划建设总投资
约1500亿元交通项目。

全力打造现代立体式综合
交通枢纽，中山有哪些优势？中
山市位居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
心，距离珠海和江门30公里，澳
门40公里，广州、深圳和东莞70
公里，香港 80公里，是香港、深
圳向西辐射和广州向南发展的
交会点，同时是珠江两岸南沙、
前海、横琴 3大国家级新区（自
贸区）的衔接和转换节点。目
前，中山市已形成高速公路、干
线公路、地方公路等多层次、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
体系。另外，广珠城际中山站开
通了国铁长途列车，可直达国
内北京、上海、长沙、贵阳、昆
明、桂林、南宁等多个重要城
市。中山港升格为一类口岸，外
轮可直接进出中山港，中山港
获得发展远洋航运的机遇。中
山市周边90公里范围内分布了

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
珠海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澳门
国际机场等五大国际机场。

在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交通强
市”第一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
告。这意味着我市将开启建设
交通强市的新征程。如何建设

“交通强市”？目前我市交通部
门已有战略目标和明确的思
路。在高速公路方面，完善高快
速公路网络布局，形成纵横交
错的战略通道。其中包括南北
向战略通道：主要由广澳高速、
广珠西线高速、东部外环高速、
西环高速、G105、G228等组成；
东西向战略通道：主要由深中
通道-中开高速、伶仃洋大桥及
西延线、南中高速-中江高速、
广中江高速、西部沿海高速等
组成。在港口水运方面，重点在
于推动港口资源协作发展，强
化与湾区港口的快速对接。在
机场运输方面，重点在于充分
利用水陆铁等资源，强化与湾
区机场的快速对接。

为提升城市交通承载力，
我市将推动深茂铁路等更多轨
道资源接入中山，实施站场
TOD综合开发，打造中山站大
理高铁综合客运枢纽。加快推
进南沙港铁路建设，并规划建
设黄圃站至铁路国际物流园连
接线，打造对接欧洲快线的国
际铁路物流园。深入研究优化
城市铁路交通网。加强跨岐江
河通道建设。建设坦洲快线、古
镇快线等一批城市快线工程、
实施中心城区交通微循环近期
全要素改造计划，促进城市路
网和高速公路网快速转换。

●近期规划建设以下总投
资约1500亿元交通项目

轨道交通
深茂铁路深圳—中山—江

门段，南沙港铁路、广中珠（澳）
高铁中山段（谋划）、深南铁路中
山段（谋划）、深肇铁路中山段
（谋划），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广
州、佛山城市轨道对接项目。

公路交通
高速公路：深中通道、中开

高速、东部外环高速，广中江高
速、香海高速、西环高速（含小榄
支线）、南中高速等；

干线公路：坦洲快线、古镇
快线、黄圃快线、三角快线、民众
快线、南朗快线、大涌快线、神湾
快线、G105、新中公路、民古公
路、古神南路、新沙水公路、东阜
路接佛山一环南延线、坦洲大
道、坦神北路等。

港口码头
中山港码头东移工程、“中

山港”一港五区建设，增开至深
圳、香港、澳门的高速客轮，翠亨
新区至前海汽车轮渡、水上巴
士、中山与香港游艇自由行。

客货运枢纽
中山站、南沙港铁路黄圃站

至铁路国际物流园轨道连接线、
黄圃国际铁路物流园。

城市交通改善
中心城区交通微循环近期

全要素改造道路55条、智慧城市
交通项目、中山市高速公路出入
口改善计划。

通用航空、通用机场及一批
直升机起降点

●“交通强市”战略目标

第一阶段：到 2020 年，按照
中山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
规划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并优化
高铁、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和高
速公路的交通网络布局，进一步
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建设“交通强市”奠定坚实基
础。

第二阶段：到 2025 年，形成
高效完备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基本建成“交通强市”，进入省内

“交通强市”行列。
第三阶段：到 2035 年，实现

交通运输现代化，全面建成“交
通强市”，进入省内“交通强市”
前列，且全市交通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站在改革开放40周

年的新起点上，在新一轮

大发展中，中山要开拓城

市发展的新局面，交通将

是一个重要抓手。为积极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中山

正统筹发展轨道、高快速

铁路、港口码头、通用航

空等重点项目，全力打造

现代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近期将规划建设总投资

约1500亿元交通项目。

本报记者 何淼

■链接

8月初，深中通道工程桥
梁工程施工如火如荼，各桥梁
土建施工单位正在进行临时
钢栈桥、钢平台、桩基钢护筒
等临建设施施工，靠近中山一
侧的伶仃洋大桥东锚碇已启
动填砂筑岛施工。记者从深中
通道管理中心获悉，除桥梁工
程外，目前深中通道其他各项
工程均进展顺利。其中，西人
工岛已成岛，正在开展软基处
理施工；东人工岛正在进行堰
筑段围堰、岛壁基槽开挖及沿
江高速桥墩保护等施工作业；
沉管隧道钢壳制造已于4月份
正式启动试验段制造，目前板
单元制作约完成44%。

一桥飞架珠江东西两岸。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后，从深圳
至中山原本 2小时的车程，将
缩短为20分钟。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后粤
港澳大湾区将是世界上最发
达的城市群之一。紧抓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主动对接深圳、香港等湾区城
市，是推动中山市全面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交通一体化发展
的必由之路。为进一步加强与
湾区各城市的对接，我市在高
速公路和干线公路上分别规
划了较为完整的路网。

在高速公路方面，规划构
建“四纵五横”的高速公路网络
布局。其中四纵包括：东部外环
高速、广澳高速（现状）、广珠西
线高速（现状）和西环高速（含
小榄支线）；五横包括广中江高
速（现状）、中江高速（现状）（未
来还有延长的南中高速）、中开
高速、香海大桥和西部沿海高
速。再加上深中通道，中山市总
共有 11条高速公路，其中 4条
是现状的，全部建成后总里程
为 397.8 公里，密度为 22.1 公
里/百平方公里，跃居全省前
列。

在干线公路方面，我市规
划了城区到各镇区十二条快
线，十二条快线当中已经建成
的有 3条，分别是G105北线、
翠亨快线、三角快线，在建的有
黄圃快线、民众快线、南朗快线
等4条，还有坦洲快线、大涌快

线、G105南线、古镇快线准备
开工。

“除了公路对接外，在水
路方面，结合中山正在实施客
运港东移战略，我们规划了多
条航线对接湾区的几个城
市。”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廖
鹏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马鞍岛新客运码头已经
开工建设，有望于 2019 年建
成。下一步，等新客运码头综
合联检大楼建成后，现在的中
山港客运码头将搬迁到新码
头，航线将进一步缩短，航速
也将加快，28分钟可到深圳机
场，40分钟可到香港机场，60
分钟可到中港城，同时还会谋
划开通深圳蛇口、前海、澳门
等航线。

廖鹏表示，“四纵五横”“十
二条快线”两个高快速路网建
成后，中山市民基本可以实现
从城区到各镇区30分钟到达，
由中山到湾区各市 60分钟到
达的目标，届时中山可以凭借
位于湾区中心地带的地理优
势，实现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根据省“十三五”规划纲
要赋予中山建设“珠江西岸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定
位，中山市将成为连接珠江西
岸与东岸乃至粤西地区的区
域性交通枢纽。省委书记李希
同志到中山调研时，要求中山
奋力建设珠江东西两岸融合
发展的支撑点、沿海经济带的
枢纽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重
要一极。

深茂铁路是中山人谋划
向西轨道交通的重要抓手。深
茂铁路东起深圳西丽站，途经
东莞虎门、广州南沙、中山、江
门新会、阳江，终点茂名站，全
长 390.1公里，是深湛铁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铁路全线

通车后，可以通过茂湛铁路连
接湛江，将形成湾区城市直达
粤西的沿海大通道。今年 7月
1日，深茂铁路江门至茂名段
先行开通运营，开行至粤西地
区短编组列车经停小榄站。这
条线路的开通，为中山市民与
粤西人民开启“双城生活”创
造了可能性。

按照规划，深茂铁路深圳
至江门段有望 2023年建成通
车，届时深圳至湛江只需 3个
半小时，中山也借这条铁路打
通向西轨道交通的节点。未
来，我市还将谋划深南铁路、
深肇铁路途经中山。

为了完善向西的交通通
道，我市正加速建设中开高

速、广中江高速、香海高速，加
快广东省滨海公路中山段规
划建设，未来中山通往粤西城
市群高速公路通道将逐步成
型。特别是已开建的中开高
速，东接深中通道，西接开阳
高速公路、鹤开高速公路，它
的建设不仅对于完善广东省
和珠江西岸高速公路网，加强
粤西地区与珠三角及港澳地
区陆路通道对接有着重要意
义，其密切与粤西地区经济联
系的功能对中山来说也具有
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未来，
中开高速将做好“东承”文章、
强化“西接”功能，是肩负珠江
东西两岸连通“桥梁”使命的
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中山交通未来的思路是
‘外联内畅’，重点是铁路，对
接方向是深圳。”南京市城市
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
分院院长、高级工程师李志表
示，从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
四大体系来看，中山在水路及
航空领域的资源有限，主要在
公路和铁路方面做文章。现状

“三环十二射”的干线公路和
“四纵五横”的高速公路网络
布局，未来一旦落实到位，公
路的密度将跃居全省前列，已
经具备建设公路枢纽的条件。
在铁路方面，目前处于筹建阶
段的深茂铁路江门至深圳段，
以及仍在谋划的深南铁路、深
肇铁路均为东西向线路；广中
珠（澳）高铁为南北向线路。未
来中山应该举全市之力积极
争取高速铁路的资源，在我市

中心城区形成南北向线路的
交会点，积累建设铁路枢纽的
条件。

李志表示，目前粤港澳
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仍
在编制，佛山、肇庆、珠海等
湾区城市为争取铁路资源开
展激烈的竞争。如果中山在
这一轮竞争中，没能争取到
高速铁路途经或者线路偏离
城区，有可能被边缘化，错失
发展的先机。

“在湾区城市的交通对接
上，中山主要对接方向是深
圳。”李志表示，近年来，随着
深圳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不
可避免地需要向外延伸以拓
展发展空间。相比仍处于发展
中的广州南沙，与深圳对接，
更有利于中山接受深圳的产
业辐射和承接产业溢出。

打通节点谋划向西交通“提速”

提升城市承载力
打造综合交通枢纽

争取资源建设铁路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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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正在加快推进南沙港铁路建设，全力打造综合交通枢纽以提升城市承载力。图为8月8日，南沙港铁路跨洪奇沥水道特大桥主桥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深中通道飞架珠江东西两岸，建成通车后，从深圳至中山原本2小时的车程将缩短为20分钟。
图为6月25日，正在施工中的深中通道西登陆点的钢结构栈桥。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时代命题 中山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