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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交通，作為城市和區域公共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地區發展的重要引擎，也

是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1建設已提升為國家

重要的發展策略，其目標是要將大灣區建設成世界級的城市群，從而帶動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地區的發展，交通建設正是整個大灣區發展的基礎。大灣區地理條件為

「三面環山，三江匯聚」，其港口和城市綿延分布。只要經過適當的規劃，通過興建

不同的交通基建，大灣區內便能形成高效率的交通網絡，從而帶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2. 交通基礎建設概況 

發達的交通網絡是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截至 2017 年，大灣區內已建成或興建

中的鐵路共 20條、高速公路共 38條、主要機場共 6個2、港口共 16個、大型橋樑共 26

座，以及城市軌道交通共 16 條（廣州日報及數字化研究院，2018）。根據中央政府的

「十三五規劃報告」，未來大灣區的交通建設將以共建「一中心三網」為重點。「一

中心」即世界級國際航運物流中心；「三網」是指多向通道網、海空航線網和快速公

交網，目標是形成輻射國內和國外的綜合交通體系。 

 

大灣區的交通基礎建設可分為海、陸和空三類。海即港口；陸即公路和鐵路；空即機

場。三者形成一個緊密連接的交通物流網絡，不僅有助於區域融合，加速一小時生活

圈的形成，同時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1
 珠江是中國南部最大的河流，由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主要支流及其他支流所組成。這些支流的搬運

物被河水帶到河口（珠江口），並在河口處沉積下來，形成肥沃的三角洲，稱為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

放後，廣東省政府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東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以及惠州和肇慶的市

區劃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成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其後更在此基礎上加入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延伸出「大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概念。在 2017 年，國家提出深化粵港澳三地的合作，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包括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山、江門和肇慶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2
 大灣區共有六個主要機場，包括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

場、惠州機場和珠海機場；另擁有兩座規模較小的機場，包括中山機場和佛山沙堤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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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機場與港口 

作為一個經濟整體的大灣區，集中了大珠三角地區主要的機場群和港口群。目前，大

灣區已建成廣州港、深圳港和香港港等 23 個重要港口，區內也擁有以香港國際機場、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和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為中心的機場群，並有澳門國際機場、惠州機

場和珠海機場三大輔助空港。 

 

圖 1: 大珠三角地區主要機場及港口的空間分布 

 

圖片來源: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7）可持續大嶼藍圖 

 

對比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以六個主要的空港群成為全球最大空港群的灣區，

這不僅可以滿足華南地區的運輸需求，同時可以承擔乃至全球範圍內的航空運輸需要。

2015 年，大灣區內的香港國際機場的旅客量位列全國第二，貨運量則居於全國和全球

的首位。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的旅客量和貨運量均位列全國第四；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的

旅客量和貨運量則分別排名全國第七和第五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2018）。同年，粵港澳大灣區以年均 1.75 億人次的機場旅客吞吐量（粵港澳大灣

主要機場及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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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研究院， 2019）和超過 6000 萬噸的貨物吞吐量（詳見表 2），位居全球灣區之首，

競爭優勢十分明顯。 

 

表 1：世界各個灣區的主要機場和旅客吞吐量 

灣區 
機場

數目 
區內主要機場 

2015 年旅客吞吐

量（億人次） 

粵港澳大灣區 6 

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場、

惠州機場、珠海機場 

1.75 

東京灣區 2 成田國際機場、羽田機場 1.12 

三藩市灣區 3 
舊金山國際機場、奧克蘭國際機場和

諾曼‧峰田聖荷西國際機場 
0.71 

紐約灣區 3 
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紐華克自由

國際機場、拉瓜迪亞機場 
1.3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2019) 

 

表 2：2015 年世界各個灣區的主要港口及其吞吐量 

灣區 主要港口 世界排名 吞吐量（TEU） 

粵港澳大灣區 

深圳港 3 24,204,000 

香港港 5 20,114,000 

廣州港 7 17,624,900 

東莞港／虎門港 43 362,657 

三藩市灣區 
洛杉磯港 19 8,160,457 

長灘港 20 7,192,066 

紐約灣區 
紐約港／新澤本港 22 637,200 

弗吉尼港 63 2,549,270 

東京灣區 

東京港 29 4,629,000 

橫濱港 54 2,787,296 

神戶港 57 2,706,967 

名古屋港 58 2,630,804 

資料來源：英國勞氏新聞 (2017)及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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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是大灣區交通系統中重要的一環，它直接關係到灣區內部人員和各項資源的

有效調動和區內城市的活力。在香港，連接內地的港鐵東鐵綫已難以支撐客運流量，

2014年該綫便曾滿載運作（按每平方米站立人數計算）；至 2015年，滿載率雖然有所

下降，但仍高達 93%，難以滿足現時的需要。 

 

圖 2: 大灣區的主要交通網絡 

 

 

圖片來源:  粵港澳大灣區網頁—基礎建設地圖 

 

廣深港高速鐵路是香港首條高速鐵路，香港段全長 26 公里，並接駁全長 19,000 公里的

國家高速鐵路網絡，其總站設於香港西九龍。乘坐高鐵從深圳市的福田站到達香港西

九龍站僅需約 14 分鐘，從廣州南站到香港西九龍站則只需約 48 分鐘，大大加強香港

與內地的聯繫。 

 

主要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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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深高速鐵路，北起江西省贛州市贛州西站，南至深圳市深圳北站；該鐵路連接京滬

高速鐵路，設計行車時速為每小時 350 公里，預計於 2021 年開通運行。贛深高鐵建成

後，將成為廣東省另一條通往其他省份的陸上通道，大大縮短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和長

江三角洲的人員往來。由此可見，高速鐵路的建設有助香港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連接，甚至通連內地更廣大的鐵路網絡。 

 

2.3  道路交通 

有別於世界其他灣區的首要特徵，大灣區的道路交通網絡發達，城市之間能實現數小

時內通達（例如：珠海到中山、廣州到東莞只須一小時左右；深圳到中山只須兩小時

左右），故能有效實現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速流轉和集約配置。物流行業將成為道路

交通的直接受惠者，雖然陸路運輸較海上運輸價格稍高，但陸路交通的運輸時間更為

靈活，交通工具選擇性更大、可靠性更強。 

 

3. 交通建設 

3.1  現有／興建中／規劃中的交通基礎設施概況 

大珠三角城市的基礎建設不但能有效縮短往返各個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形成多個一

小時生活圈；更重要的是，便捷高效的交通網絡能加強區內人才、貨物及服務的流通。

在未來五年，大灣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將更趨完善。三層級便捷的軌道交通將覆蓋整個

大灣區，包括第一層級：國家層面的高速鐵路；第二層級：區域層面的城際快速鐵路

（詳見表 3）；以及第三層級：各城市地鐵網路的連接。這將對加強大灣區內各個城

市之間的合作、大灣區內經濟活動的擴張，以及大灣區向國際知名灣區方向發展。 

 

表 3：大灣區的第一級和第二級交通基礎設施 

 建設專案 類別 狀況 

1 武廣高速鐵路 

城際鐵路 

（高鐵） 

於 2009 年落成啟用 

2 廈深鐵路 於 2013 年落成啟用 

3 南廣鐵路 於 2014 年落成啟用 

4 貴廣高速鐵路 於 2014 年落成啟用 

5 廣深港高速鐵路 整段於 2018 年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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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贛深高速鐵路 預計於 2021 年落成啟用 

7 廣汕鐵路 預計於 2024 年落成啟用 

8 廣湛高速鐵路 預計於 2024 年落成啟用 

9 深湛鐵路 部分已落成啟用 

10 廣珠城際鐵路 

城際鐵路 

於 2012 年落成啟用 

11 穗深城際鐵路 於 2019 年落成啟用 

12 佛莞城軌 於 2020 年落成啟用 

13 廣佛環線 於 2021 年落成啟用 

14 穗深城際鐵路南延段 規劃中 

15 廣佛珠城際鐵路 規劃中 

16 深惠城際鐵路 規劃中 

17 深珠城際鐵路 規劃中 

18 珠三角環線（花都至增城

段） 

高速公路／ 

大橋 

於 2018 年落成啟用 

19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屯門至赤臘角連接路 

港珠澳大橋和香港口岸於 2018 年

落成啟用；屯門至赤臘角連接路於

2020 年啟用 

20 南沙大橋 於 2019 年落成啟用 

21 廣佛肇高速公路 於 2019 年落成啟用 

22 深中通道 預計於 2024 年落成 

資料來源：世邦魏理仕研究部 (2019) 及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2019)  

 

 

3.2  在建的跨境工程專案  

廣東十三五規劃指出，廣東省將實現「12312 交通圈」，即廣州與珠三角各個城市 1小

時通達；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各個城市陸路 2 小時左右通達，與周邊省會城市陸路 3 小

時左右通達；廣東省與全球主要城市 12 小時通達。為實現此目標，佛山市政府預計投

入 4,775 億人民幣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中山市政府報告中指出，未來六年將投入

1,400 億元人民幣規劃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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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澳門是大灣區重要的核心城市，為提升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的人員、貨物、

資金和服務往來，加快進出的自由度，並提升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發揮港澳地

區與珠三角地區的優勢互補，近年大灣區積極推進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的基礎設施

連接，當中包括數個跨境基建項目（詳見表 4）。 

 

表 4：大灣區的主要跨境項目 

主要跨境項目 狀況 

港珠澳大橋 於 2018 年落成啟用 

廣深港高速鐵路 整段於 2018 年落成啟用 

蓮塘／香園圍口岸 於 2020 年落成啟用 

東部過境高速公路 梧桐立交至蓮塘口岸段於 2020 年落成啟用 

粵澳新通道 於 2021 年落成啟用 

中珠澳沿江高速 規劃中 

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2019) 

 

 

3.3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的大型跨海大橋（圖 3），項目包括位處中國內

地水域的主橋、東人工島、西人工島及連接兩者的海底隧道，以及香港、珠海和澳門

三地的口岸和連接線，全長 49.94公里。港珠澳大橋啟用後，從香港到珠海的時間將從

原來的 4 小時（陸路）／1 個多小時（海路），縮短至 20 至 30 分鐘，使珠海、香港和

澳門形成「1 小時交通圈」，繼而改變過去 20 年因地理位置差異所造成的珠三角東西

兩岸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珠海和中山等珠江西岸的城市，將能如同珠江東岸的城

市（如香港和深圳）般高速發展。據中央估計，港珠澳大橋建成後 20 年，將為香港、

珠海和澳門三地帶來約 426.4 億港元的直接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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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大灣區主要橋樑及通道位置圖 

 

 

 

 

 

 

 

 

 

 

 

 

 

 

3.4 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是集「橋、島、隧道、地下互通」於一身的世界級工程，在 2017 年底正式動

工。相較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的工程規模更大，特別是長約 6.7公里的海底隧道，建

造難度極高。該項專案預計於 2024 年 12 月落成啟用，屆時深圳到中山、珠海及粵西

等地區的車程，將從目前的 2 小時縮短為 20 分鐘左右，對推動兩岸區域社會經濟發展

帶來深遠的影響。 

 

 

3.5  南沙大橋 

南沙大橋（前稱虎門二橋）是連接廣州和東莞的重要通道，西起廣州南沙東涌，東至

東莞沙田，全長 12.89公里。該大橋於 2013年 12月動工興建，並於 2019年落成啟用。

建成後，珠江三角洲東西岸的交通連接變得更方便，整個區域的聯動變得更緊密。 

 

 

 

註：在港珠澳大橋

建成之前，從深圳

到珠海／澳門的陸

路通道只能先經原

有的虎門大橋，再

南下經中山前往。

港珠澳大橋建成

後，來往香港與珠

海／澳門的時間從

原來的 4 小時（陸

路），縮短至 20 至

30 分鐘。 

南沙大橋 

虎門大橋 

深中通道（興建中） 

港珠澳大橋 

香港 

澳門 

東莞 

廣州 

中山 

珠海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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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大灣區三大新建橋樑／通道簡介 

 長度 連接地區 狀況 

港珠澳大橋 約 50 公里 

東接香港國際機場人工

島，西接廣東珠海拱北

及澳門北區東方明珠 

已落成啟用 

南沙大橋 

（虎門二橋） 
約 12.89 公里 

西起廣州南沙東涌，東

至東莞沙田 
已落成啟用 

深中通道 約 24 公里 東接深圳，西接中山 預計於 2024 年竣工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2018) 

 

 

4. 大灣區交通建設面對的挑戰  

在交通建設方面，近年大灣區各地的政府積極展開多方面的合作，道路和鐵路網路日

漸完善。然而，大灣區在航運業和航空業方面仍面對不小的挑戰。為打造世界級的港

口群和空港群，大灣區仍需作出較大的努力，以提升競爭力。 

 

4.1  航運業  

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航運業一直是大灣區的中流砥柱，其規模領先全球。其中，香

港、深圳和廣州三大主要樞紐港口發展迅速。2016 年，這三大港以 6,247 萬 TEU（20

呎標準貨櫃）的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而大灣區港口的總吞吐量則達 6,520 萬 TEU，

是世界三大灣區包括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及三藩市灣區港口吞吐量總和的 4.5倍，其龐

大港口群的貨櫃運輸能力毋庸置疑（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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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6 年世界四大灣區港口集裝箱吞吐量統計 

 
資料來源：高盛 (2019) 

 

然而，大灣區內的三大樞紐港口卻出現功能重疊的現象。例如：香港和深圳的港口貨

物均以外貿為主，存在明顯的競爭關係。若要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內各個港口的運作效

率，我們必須避免各個港口之間的惡性競爭，減少資源重疊，浪費運力。若要保證大

灣區內航運業的可持續發展，各個港口應當提高其服務品質，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

有序的功能互補，才能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單一港口並不能支撐整個大灣

區的經濟發展，只有在港口功能上擁有清晰的定位和分工後，大灣區內的港口才能實

現多方共贏的局面。 

 

4.2  航空業  

在航空市場規模方面，大灣區在世界灣區中也居於領先地位。2016，大灣區以 1.75 億

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超過紐約和東京灣區及倫敦都會區；但其人均航空出行次數較低

（約 3.28 次），僅為紐約灣區的四分之一（13.76 次）和倫敦都會區的五分之一

（16.16 次）（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2019），因而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未來，若

能提升其人均航空出行次數，將為大灣區帶來龐大的客流量，進一步鞏固其全球航空

樞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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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灣區也出現樞紐機場聯通性不足、國際直達航班航點數量有限及面向全球航

空網路不夠完善的問題。事實上，在機場的連通性方面，大灣區內以香港國際機場的

連通性最佳，深圳和廣州兩大主要航空樞紐則仍有改善空間。根據英國歐艾吉航國際

有限公司在 2017 年發布的全球航空樞紐指數排名，香港國際機場以連接度指數 233 分，

位居第 12 位；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則以連接度指數 141 分，排名第 32 位；大灣區內的

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和其他機場均未入圍。從數據上不難看出，除香港和廣州外，大灣

區內的其他機場，仍需在機場的連通性、協調性和服務水平上進一步加強，以提升大

灣區內整體航空業的競爭力。 

 

4.3  鐵路業  

相較航運業和航空業，大灣區內鐵路業所面對的挑戰相對較小。目前，大灣區內的鐵

路網絡已形成較完善的三層次全國性鐵路系統：（1）全國高速鐵路網、（2）珠三角

城際快速鐵路網和（3）各城市的地鐵網絡。隨著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的建成，將有利加快大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也加快香港融入大灣區的發

展當中。 

 

5. 總結 

現時，大灣區內的航空港和港口分布密集，區內陸路和鐵路網絡完善，大灣區在交通

方面已具備成為世界頂級灣區的基礎條件，但在距離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全球物流中

心和全球航空樞紐等方面仍有進步的空間。在未來，如何發展高效率和妥善規劃的交

通基礎設施，讓大灣區的社會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實現一小時生活圈，仍需大灣區各

地政府進行深入研究。 

 

大灣區的交通建設橫跨粵港澳三地，不但涉及多個地方政府，還涉及三種不同的行政

制度；航運、航空業的發展更涉及地域、空域和流量等多項複雜的技術問題。因此，

要妥善處理地區發展差異所衍生的矛盾和阻礙並不容易。各地政府仍需加強協調和合

作，推進各項工程的有效落實，實現互利共贏，產生協同效應，才能打造大灣區航運

業和航空業的全球樞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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