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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十月 

 

“十一五”期间是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综合运输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性、服务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合理配置资源、提

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基础。制定《江门市综合运输

体系发展“十一五”规划》是我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

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大城市宏伟目标的重要举

措。客观总结和分析“十五” 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基本情况和

“十一五”发展面临的形势，科学编制“十一五” 综合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能够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以便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全面促进综合运

输体系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服务于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需要。 

  一、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 

  （一）发展基础 

   “十五”是我市建市以来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最快的五年，

交通建设共完成投资 108 亿元，各项交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

展，为“十一五”时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1、公路建设取得显著成绩，路网总体服务水平达到新

的高度。 

  “十五”期间，我市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97.2亿元，

创历史新高，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完成 50.7 亿元，国省道及县

乡公路建设完成 35.3 亿元，中心城市出口路建设完成 11.2

亿元。至 2005 年底，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 6828 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 330 公里，一级公路 631 公里，二级公路 763 公

里，三级公路 1170 公里，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393%、35.9%、

41.6%、9.4%，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为 71.6 公里，比 2000

年提高 10.9%。 

  高速公路联网建设是我市“十五”期间交通建设的重中之

重，我市陆续建成了新台高速公路、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江门

段、开阳高速公路、江中高速公路、江鹤高速公路（二期），

是全省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地级市，另外，江珠高

速公路江门段、佛开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正在建设中，江肇高

速公路也已进入建设程序。在国省道建设方面，完成了国道

G325 线开平、恩平段路面改造和省道砂土路改造，彻底消

灭了市域省道低级路面公路，我省最长的公路隧道工程——

全长 5公里的双和公路彩虹岭隧道公里全面贯通，滨江大道、

东海路与新会大道连接线（S364 线）、西环路等城市过境公

路、出口路建设工程以及镇通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建设工程

陆续建成或在建中。县通镇公路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农村

公路建设的步伐也明显加快。到 2003 年底，我市已基本实

现了市到各县级市通高速公路，县到镇通二级以上公路，镇

到行政村通四级以上公路的目标，公路运输在综合运输的作

用得到进一步加强。 

  2、港口与航道建设取得新突破，水运优势日益明显。 

  “十五”期间我市港口与航道建设完成投资 8.9 亿元，主

要干线航道的升级整治全面展开，西江下游 3000 吨级航道

整治工程和潭江 1000 吨级航道整治工程全面完成，推动劳

龙虎 1000 吨级航道和崖门 5000 吨级出海航道已陆续开工。

我市第一个万吨以上级泊位——台山电厂 10 万吨级泊位建



成投产，川岛深水港总体规划研究工作已全面展开。另外，

2001 年新会港被国家列为一类货运口岸，进一步促进了银

洲湖港口群的规划和建设，“十五”期末新会港区多个万吨级

泊位将开工建设。至2005年底，全市有内河航道1013公里，

沿海航线 79 公里；有港口泊位 295 个，年通过能力为 2420

万吨，分别比 2000 年新增 11 个和 595 万吨，全市航运业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同时，我市交通及港航管理部门按照《港口法》赋予的

管理职能，建立健全了港口管理机构，实行政企彻底分开，

积极做好本辖区港口行政管理工作，推进了我市港口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 

  3、汽车站场设施迅猛发展，已初步形成有形、有序的

公路客货运输市场。 

  “十五”期间我市汽车站场建设完成投资 1.9 亿元，江门

市汽车客运站、新会区汽车客运站、鹤山汽车客货运输中心

等 3 个市（区）汽车站和开平水口汽车客运站等多个镇级中

心客运站已陆续建成或建设中，全市现有专业货运站 1 个，

客运站 17 个，其中一级站场 2 个，二级站场 4 个，三级 4

个。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和农村客运发展也十分迅速，全市

79.3%的行政村通了班车。在站场硬件设施日益改善的同时，

信息化管理的软件建设得到全面推进，大部分客运站在售票

系统、车辆调度等方面的信息技术得到了全面应用，货运站

的物流信息平台逐步建立。 

运输管理体制与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实现

了政企分开，运输市场经营呈现多元化，企业效益显著。同

时，连续几年开展的道路运输市场整治以及 2004 年开展的



公路超限超载运输大整治，进一步规范了运输市场的经营行

为和经营秩序。 

  4、轨道交通建设步伐加快，新的运输方式即将形成。 

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江门段已进入实施阶段，经过

我市以货运为主的广珠铁路也进入了复工相关程序，上述轨

道交通的建设将彻底改变我市目前以公路、水路为主要方式

的运输体系，标志着我市公、铁、水综合联运方式即将形成。

同时，在省政府批准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

划（2004—2020）》铁路发展规划中，还将建设广茂线经新

兴至开平、斗山—广海的铁路，以及建设贯穿我市南部沿海

地区的国家东南沿海快速客运铁路专线，路线规划工作即将

展开，我市综合运输体系将进一步得到完善。 

5、运输生产稳步发展，促进了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 

  至 2005 年底，全市公路年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

量、货物周转量分别达到 8230 万人、47.2 亿人公里、3483

万吨和 12.4 亿吨公里，分别比 2000 年增长 26.6%、26.2%、

89.5%和 105%；水运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货物

周转量分别达到 119 万人、1.02 亿人公里、2143 万吨和 21.2

亿吨公里，分别比 2000 年增长 95%、减少 7.3%、增长 761.9%

和 479%；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2438.2 万吨,比 2000

年增长 177.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65.4 万 TEU，比 2000

年增长 115.3%。  

6、路桥收费站清理整顿及收费方式改革逐步深入，公

路运输越来越通畅。 

  从 2002 年开始，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我

市对辖区内的公路收费站点展开了清理整顿工作，重新核准



了收费站的收费年限或还贷基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

运输成本。从 2004 年 10 月起，市区试行机动车辆通行费年

票制，撤并了 7 个收费站点，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有效

地平衡了路网的交通流量。另外， 随着江中高速、江鹤高

速二期工程和新台高速公路与佛开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建成，

全市所有高速公路实现了联网收费，确保了公路运输安全通

畅。 

  7、运力结构逐步得到优化调整，客货运输发展迅猛。 

  经营性车辆保有量持续增长，至 2005 年底，各种营运

货车达到 38142 辆 93323 吨位，分别比 2000 年增长 30.7%

和 59.2%，营运客车 1852 辆 68017 个座位，分别比 2000

年减少 39.3%和增长 13.5%。客运市场发展迅猛，客运车辆

不断向高档化、舒适化、个性化发展，经营方式由分散型向

集约型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班车客运为主，出租客运、

旅游客运、城区公共交通客运为辅的运输模式。全市货运业

发展较快，运输车辆逐步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调整，运输

方式也由零散货运向整车货运、集装箱运输方向发展，多种

货物运输服务形式开始起步。 

  运输船舶数量稳步增长，至 2005 年底，全市有营运船

舶 1007 艘，256790 载重吨，3918 客位，分别比 2000 年

减少 18.6%、增加 116.6%和减少 22.9%。船舶平均载重吨

由 2000 年的每艘 98 吨增加到 2005 年每艘 255 吨。挂桨船

已全部淘汰，水泥船正处于逐步淘汰中。 

8、交通运输体系专项规划编制全面展开，为我市“十一

五”和中长期交通运输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五”期间，我市基本完成了《江门市公路网规划（2004



—2030 年）》、《江门市港口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和

《江门市运输枢纽布局规划（2004—2020 年）》的修编工作，

《江门市市区城市公共交通总体规划》和《江门市农村客运

站场及农村客运线路规划》正在编制中，广海湾及川岛深水

港总体开发方案研究已通过专家评审，这些规划的编制为我

市“十一五”和中长期交通运输良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

我市打造珠三角地区西翼区域中心地位，为我市积极参与

CEPA 的实施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现代化大城市

奠定了坚实基础。 

  9、综合运输体系对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综合交通是适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产业，

是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条件，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物质

基础，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前提条件。在我市进入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是综合运输发展提升了城市形象。交通作为社会发展

的先行官，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十五”

期间我市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高等级干线公路主骨

架逐步形成，城市过境公路和出口路不断完善，城市区域交

通和对外交通日益方便，使市区及所属各市城区面貌焕然一

新，城市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我市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称号作出了重要

贡献。 

  二是综合运输发展拉动了经济发展。当前，我市经济平

稳快速发展，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纷纷聚集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产业链，并逐步形成了产业基地，以新会银洲湖为代表的临



港工业发展十分迅猛，世界 500强企业已有 30强落户我市，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综合

运输体系的快速发展还直接拉动各产业的发展，“十五”期间

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年度投入资金均达到 20 亿元左右，

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 3%左右，巨大的资金投入，不仅有力

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对缓解我市就业压力、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综合运输发展有助于我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抢

占有利位置。我市近年的交通事业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江门作

为粤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在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促进区域内紧密结合及加强区域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助于我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抢占有利位置。 

  （二）发展环境 

  “十一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经济发展具有持

续、巨大增长潜力的时期，我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明显

加快，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将使各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因此，

这一时期既充满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综合运输发展

面临巨大压力。 

  1、“十一五”形势对综合运输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种运输方式需求旺盛。

“十一五”期间，我市国民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趋势。经

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以摩托车、纺织、化工、造纸、五金、

建材加工等产业为代表的规模工业化进程快速扩张，对能源、

原材料需求大幅度增加，市场活力增强，物流和人流加快，

必然使“十一五”期间各种运输方式需求保持持续增长势头，



客观要求铁路等新的运输方式分担公路、水路运输的压力。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交通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镇和乡村居民对“行”的需求

更加迫切，个性化出行成为新趋势，旅游、休闲、度假、探

亲、访友等出行比例大幅提高，人均乘用交通工具次数将明

显增加，交通出行方式也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私人小汽车

的迅速增长将使自驾车出行更为盛行，且在出行频率、出行

距离、出行时间等方面呈现多样性，这对公路的舒适、快捷、

安全性要求逐渐提高。 

  三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综合交通必须努力相适应。随

着 CEPA 的进一步实施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和中国、

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广珠铁路、珠三

角城际轨道中山至江门支线、港珠澳大桥的兴建和江珠高速

公路的建成，将使江门市作为珠三角地区西翼交通区域中心

的地位进一步突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逐步进入实质性发

展阶段，加速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形成

联合互动、分工合作的紧密关系将成为可能，通过区域交通

一体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保障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

息流在区域内的交融畅通无阻，要求综合交通必须努力适应

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加大综合交通的建设力度。 

  四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综合运输服务水平

要求更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加上我市在土地资

源、陆路交通、江海联运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我市的经济发

展将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一是我市接纳其他珠三角发达城

市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明显加快；二是我市一些特色经

济如纸业、纺织、化工等迎来了产业升级的大好机遇，纸业



基地、化工基地等逐步形成，三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钢

铁加工、汽车零配件、精细化工、精密制造等产业和行业将

逐步形成我市新的支柱产业群，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物资的

大量流动，对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交通网络建设需提供有力支撑。

预计到 2010 年，我市的城镇化率将由目前的 52％提高到 65％

左右。人口聚集带动产业集聚，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城镇消

费群体逐步扩大，将引起人员、物资的大量交流，交通既要

为城镇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创造条件，也要适

当超前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以逐步适应城市之间、城乡之

间人流、物流快速增加的需要，并做到通达便捷、运行快速

和安全高效，这就要求加快城镇道路建设，加快城际间快速

交通网络的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客货运输服务。 

  六是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日益完善，各种运输方式应协调

发展。随着全市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应

该充分考虑“十一五”期间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各种运输方式

协调发展，必须加快我市航运发展，实现江海联运，加快珠

三角城际快轨、广珠铁路等轨道交通的建设，实现多种运输

方式并存，在运输通道建设、综合枢纽和港口集疏运通道建

设上协调发展，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在运输通道中实现有序

竞争，在运输枢纽上实现客运“零换乘”、货运“无缝衔接”，最

大限度地发挥综合交通的整体效益。 

  七是资源约束加剧，综合运输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能源制度、环境保护和

监管制度，交通运输发展必须提高土地、能源等稀缺或不可

再生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公路、铁路建设中，要考虑合理选



择和利用线位资源。港口建设要在保护江河、海洋生态环境

前提下，考虑合理利用岸线，加快内河航运、海洋运输发展。

在综合运输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方面，要围绕

土地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目标，通过科技创新、规划协调、精

心设计、精心施工等手段，节约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 

  八是社会的进步，要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交通。促进

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以人为本、关

注公共安全、建设和谐交通，也是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必须考

虑的重要任务。必须实施公路安全保障工程，提高公路设施

的功能和服务水平，努力减少和降低因公路设施不完善导致

的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建设绿色通道，以改善居民的出行

环境。同时随着我市航运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创造安全畅

通的水上运输秩序。 

  2、存在问题 

  虽然“十五”期间我市综合运输体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按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结合我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综合运输体系发

展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我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还存在不足，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我市综合运输业发展。公路上等级建设滞后，高

等级公路通车里程所占的比例还偏低；市与市之间、镇与镇

之间尚缺乏较多的高等级公路连接，农村公路上等级改造和

硬底化建设有待加快，路网结构尚不够合理；公路建设的土

地资源、通道线位资源紧张，建设成本逐年加大。个别先期

修建的公路因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工程管理不严及超负荷运

行等因素影响，尚未达到大修年限或使用寿命年限就出现路



面破损、毁坏；航道和港口建设相对滞后，航道等级仍不能

适应港口的发展；全市港口泊位吨级普遍偏小，机械化程度

较低，区内尚未拥有万吨级以上的公用泊位；港口体制改革

后，专业运输部门普遍存在重挖潜力轻建设的思想，专用泊

位偏紧，与珠三角其他城市港口相比，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

不利于港口货物运输的发展；站场建设滞后，农村客运发展

不平衡，相当部分中心城镇没有正规的客运站场，全市货运

站也存在数量少、规模小的现象，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对

交通运输业的要求不相适应；轨道交通建设滞后，我市目前

尚未通铁路，区内运输方式单一，大宗货物运输仍需依赖水

路运输方式完成，不利于我市物流业的发展。 

二是运力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有待进一步优化。道路

运输供给能力低水平过剩，高档客车和高效低耗的重型货车、

厢式货车、集装箱拖挂车和特种专用车辆比重偏低。客运企

业公营化程度不高，公交车辆、出租汽车结构单一、档次较

低，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货运运力过于分散，个体运力占

了 57%，难以形成聚集效应；内河船舶技术落后，船型、机

型、材质杂乱，且能耗高、吨位小。在现有的 1007 艘船舶

中，水泥材质船舶占总数 65%，一旦国家强制报废水泥材质

船舶，我市将面临运力紧张的局面。 

  三是交通建设市场、运输市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部分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特别是个别市（区）、镇

的工程建设项目在管理上仍不够规范，个别项目还存在违规

开工的现象，施工管理不到位，既影响工程安全、质量、工

期，又容易孳生腐败。在运输市场方面，非法营运和超限、

超载运输仍时有发生，执法队伍和执法手段有待加强。 



二、“十一五”形势与需求分析

（一）“十一五”综合交通运量预测 

  1、公路客货运输量、公路通道交通量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到 2010 年，公路客运量将达 14300 万人次，年均

增长 11.17%，公路旅客周转量 57.7 亿人公里，年均增长

4.10%。公路货运量将达到 5030 万吨，年均增长 8.48%，

公路货物周转量 22 亿吨公里，年均增长 12.15%。 

   2、水路运量持续增长。 

  预计到 2010 年，水运客运量为 200 万人次，年均增长

10.94%，水运旅客周转量 1.6 亿人公里，年均增长 9.42%。

水运货运量达 4100 万吨，年均增长 13.86%，水路货物周转

量 40 亿吨公里，年均增长 13.54%。 

  3、港口主要货物吞吐量继续增长。 

  预计到 2010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4194 万吨，年均增

长 11.46%，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20 万 TEU，年均增长

12.91%。 

4、铁路客货运量将初具规模。 

随着“十一五”后期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中山至江门

支线和广珠铁路的建成，铁路年客货运量将达到 4745 万人

次和 1216 万吨。 

  三、“十一五”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目标与重点 

  （一）指导思想 

   “十一五”期间我市交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总任务、总目标，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科技先导、法



制保障、环保节约”的方针，构建适应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

建设目标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推进交通现代化。 

（二）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综合运输业发展要适度超前我市经济发展，到 2010 年，

公路水路基础设施能力明显增强、网络结构明显合理、运行

质量明显改善，铁路运输初具规模，并完成相应配套设施。

初步建立起能力充分、运行高效、管理上乘、服务优质、安

全环保的公路水路运输系统，与铁路等运输方式共同构筑布

局合理、运行通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综合

运输体系，服务能力和质量明显提升。进一步提高综合运输

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综合运输业推动新一轮产业

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我市建设和谐江门、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并将我市发展成为连

接粤西地区、西南地区与珠三角、港澳地区交通运输的重要

城市。 

2、具体目标 

公路。全市形成以江门市区为中心，东通中山、珠海，

西接阳江、云浮，北至佛山、广州、肇庆，内连各市（区）

的高等级公路主骨架网。镇到高速公路出入口公路达到二级

以上标准，市（区）到镇通二级公路，2008 年镇到行政村

公路基本实现通四级以上标准中高级路面，2010 年镇到

1000 人以上自然村基本实现通四级标准以上中高级路面，

全市公路绿化实现全面达标。到 2010 年，全市公路通车总

里程将达到 9500 公里左右，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395

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 99.5 公里/百平方公里，实现各市 1.5



小时生活圈的目标。 

站场。争取交通部将我市列入国家主枢纽公路站场建设

城市，中心城市具备 2 个一级客站场和 1 个货运站，县级市

至少具备 1 个二级以上客运站和 1 个等级货运站。同时充分

利用我市水运、陆运优势，以第三方物流为突破口，大力发

展现代物流业，努力构建珠三角西部重要物流基地。 

港口与航道。2010 年，全市内河干线航道完成升级整

治，三级及以上航道达到 228.5 公里，其中 3000 吨级及以

上航道达 145 公里。结合航道整治和临港工业项目的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 3000 吨级以上深水码头和专用码头，适时开

发建设广海湾及川岛深水泊位，到 2010 年新增港口吞吐能

力 2340 万吨。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控制，全市港口资

源得到有效整合，全市港口布局更趋合理。 

  铁路。“十一五”期末，我市将实现铁路客货运输，公路客

货站场及主要港口设施建设要做好与轨道交通的统筹协调，

实现无缝衔接，促进综合运输的协调发展。 

  运输装备。“十一五”期间，新增营运客车 400 辆，2010

年全市营运客车达 3700 辆，其中高级客车比例占 50%；新

增营运货车 4000 辆，2010 年全市营运货车达 4.3 万辆，其

中集装箱货车占 5%以上。新增船舶载重吨 8 万吨，达到 33

万吨载重吨，5000 客位。平均载重吨到每艘 400 吨以上。

运输船只逐步向江海轮船型转变，并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2008 年前基本淘汰水泥材质船舶。 

  运输服务。以高速公路等干线公路网为依托，建立快速、

高效的干线客运网络。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要不断完善，“公交

优先”在中心城市和各县级市城区得到重视和充分落实。随着



农村公路通达深度的提高，进一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的通达

深度和广度，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100%。以珠三角高等级航

道网以及崖门出海航道为依托，到 2010年实现“航运业四化”，

即货运船舶大型化、船队专业化、企业经营集约化、内河船

舶标准化，使航运业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智能交通运输。建立客运快速化和物流智能化运输体系。

根据全省的统一部署，逐步建立道路运输公共服务信息系统，

提供联网和网上售票，提供旅客出行、货运交易、交通运输

信息服务。另外，还逐步建立航运信息服务系统，提供航运

价格指数、运力供求指数和其他航运信息等。 

市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完善的城市综合运输

体系，实现不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以城市快速路及城市

主干线为基础，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科学布局公交、客运班

车、轨道等交通方式的客运站场及停靠站点，创造城区快捷

方便的交通出行环境。 

 管道运输。积极发展管道运输，重点建设广东省 LNG

二期工程江门段项目（含珠海高栏至新会 LNG电厂支干线）。 

 （三）发展重点 

 高速公路联网建设、港口航道建设、铁路建设将是“十一

五”期间我市综合运输的发展重点。“十一五”期间综合运输体

系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208.3 亿元。 

1、综合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以下

项目： 

 公路。“十一五”期间公路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112.5 亿元，

新增高速公路 65 公里，完成改建高速公路 15 公里，新改建

一级公路 474 公里，二级公路 383 公里，三级公路 223 公



里，新改建独立桥梁 15792 延米，隧道 5106 米。 

 ——完成江珠高速公路、江肇高速公路江门段以及佛开

高速公路九江大桥至昆东段扩宽工程，并加快高速公路出入

口及连接线的建设，开展江门至罗定、新（会）开（平）和

江（门）新（会）高速公路前期工作，结合新会银洲湖产业

发展的需求，适时开工建设。 

 ——完成国道 325 线鹤山路段改建工程建设，加快国道

325 线开平段复线以及鹤山城区段过境公路（黄宝坑至蟠龙）

新建工程的建设，提高国道325线我市辖区段运营服务水平。 

——配合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继续抓紧以省道为主的省

市经济干线新改建工程的建设，加快省道肇珠线外海至睦州

段、沙坪过境段、高铜线台山段、麻阳线崖南至横山段、圣

贵线恩平段、稔广线台山段的改造建设、古崖线龙古段（西

江大堤至龙口），完成双和公路、新中一级公路的建设，进

一步加快农村公路的建设改造。 

 ——配合港口疏港和产业基地建设，筹建新会区疏港快

速干道工程，适时改建环银洲湖快速公路南门公路、金门公

路的桥梁，进一步提高疏港公路的通行能力。 

 ——加大城市出入口公路建设，完成国道 325 线九江大

桥至江门市区公路（滨江大道）、江顺大桥、东海路与新会

大道连接线（S364 线）、西环路隧道工程、开阳高速公路梁

金山互通至开平市区公路（开平大道）、开阳高速公路恩城

互通至恩平市区并接国道 325 线（即牛皮仔－国道 325）、

新台和沿海高速公路连接线、新台高速公路水步互通出口、

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横山出口等项目的建设。 

 汽车运输站场。“十一五”期间站场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6.8



亿元，新改建汽车客运站 15 个，货运物流中心（站）5 个。 

——客运站场重点建设江门市汽车客运站、新会区汽车

客运站、江海区汽车客运站、台山市西湖客(货)运站、恩平

市汽车中心客运站，以及一批镇级客运站场。 

 ——货运站重点建设为市重点物流园区配套的站场，包

括新会区天马汽车货运站、蓬江区棠下汽车货运站、江海区

高新汽车货运站和为江门市西江国际物流园区、江门市江会

走廊物流中心、鹤山市物流中心配套的货运站场。 

 航道。“十一五”期间航道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5.2 亿元，完

成内河航道整治里程 86.5 公里，沿海航道整治里程 57.2 公

里，沿海进出港航道 3 公里。 

 ——内河航道完成劳龙虎 1000 吨级航道整治工程、崖

门 5000 吨级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崖门水道 5000 吨级航道整

治工程和 300 吨级新会区双水镇下沙河的疏浚工程，并适时

开展 3000 吨级镇海湾航道、3000 吨级石板沙水道等整治工

程的建设和崖门 10000 吨级出海航道整治工程前期工作。 

 ——完成台山港区渔塘作业区码头 10000 吨级进入港

航道的疏浚。 

 港口。“十一五”期间港口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32.8 亿元，

新增泊位 36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5 个，新增港口吞吐

能力 1633 万吨。 

 ——江门港区重点建设外海作业区 2#码头 2 个 3000 吨

级石油制品泊位和 3#码头 1 个 3000 吨级煤碳泊位（即西江

电厂现有油码头改建煤码头），荷塘作业区2# 码头2个3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 

 ——新会港区重点建设天马作业区二期工程 2个万吨级



集装箱泊位，适时建设三期 2 个万吨级集装箱泊位；牛牯岭

作业区建设 1 个 1 万吨级和 1 个 5000 吨级化工品泊位；古

井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建设 2 个万吨级通用泊位，适时建设

二期 6 个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古井作业区临港工业区 1#、

2#、3#码头建设 7 个 5000 吨级和 2 个 3000 吨级件杂货和

散货泊位；红关作业区 1#、3#码头 2 个 5000 吨级散杂货泊

位和 6 个 500 吨级散货泊位；双水第一、第四作业区 5 个

5000 吨级多用途泊位；崖门作业区 1#码头 1 个 3000 吨级

件杂货泊位；适时建设古井南作业区 2 个 1 万吨级多用途泊

位。 

 ——台山港区重点建设公益作业区 2 个 1000 吨级集装

箱码头的配套工程，渔塘作业区建设 3 个 5000 吨级通用泊

位配套工程，台山电厂码头二期工程 1 个 10 万吨级煤炭专

用泊位等，适时开发建设广海湾及川岛深水泊位（包括 5 万

吨、10 万吨、15 万吨、20 万吨、25 万吨及 30 万吨级不同

泊位）。                                                                     

——恩平港区扩建 2 个 5000 吨级通用泊位。 

 ——开平港区重点建设聚龙港区 3 个 1000 吨级泊位，

包括 2 个集装箱泊位和 1 个件杂货泊位。 

轨道交通。“十一五”期间铁路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53.8 亿

元，建设广珠铁路江门段和广珠城际快速轨道江门段，新增

铁路 86 公里。适时开展广茂线经新兴至开平、恩平、斗山

—广海的铁路和国家东南沿海快速客运铁路专线建设前期

工作。 

 2、智能交通运输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预计完成投资

0.5 亿元，重点建设以下信息系统：道路运输公共服务信息



系统、航运信息服务系统、公共物流信息系统和市区公交 IC

卡收费系统等。 

 四、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十一五”时期是江门市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和实现

综合运输体系新的跨越式发展重要时期。为保证“十一五”综

合运输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创新发展环境，创新规划实施机制，切实转变政

府职能，正确履行职责，为规划实施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

和市场环境。 

 （一）转变政府职能，积极营造有利于综合运输业发展

的良好外部环境。 

 1、优化政务环境，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各级交通主管

部门以及运政、港航管理机构要切实实行政企、政事分开，

将技术性、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社会中介机构办理，将工作重

点转移到行业管理上来，以行政许可审批改革为重点，健全

各种规章制度，公开办事指南，简化办事程序，减轻运输经

营者的成本负担。 

 2、规范市场秩序，完善交通建设市场和运输市场体系。

强化市场准入和监管机制，加强交通建设各从业单位的资质

管理，完善和落实运输市场的退出机制，严格规范市场经营

行为，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设市场和运输市场

环境，促进从业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确保交通事

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 

 继续坚持“国家投资、社会集资、企业融资、利用外资”

的良好机制，广开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基础设施特别是



重点项目的建设力度。 

 积极争取上级政府部门加大对我市公路、水路、铁路建

设补助资金或资本金的投入，稳定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保持

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在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长期、稳

定的资金来源和投资强度。  

 继续经营好“路桥一盘棋”，以现有路产路权进行抵押贷款、

转让经营权、租赁等方式进行融资，变存量资产为流动资产，

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良性滚动发展。 

 鼓励以“BOT”、参股、成立合作公司等各种方式，吸引国

际金融机构、港澳同胞以及民间资本参与交通建设。 

（三）加强运力结构调整，创建企业品牌。 

 鼓励道路运输企业发展向高等级客运车辆、重型货车、

集装箱车辆等技术先进、高效低能耗的车型方向发展，鼓励

农村使用安全经济、适用型的客货运输车辆，实现运力结构

优化升级。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快淘汰水泥材质等落后船型，

鼓励水运企业发展大型化、标准化、专业化适合江海联运的

船舶。 

 积极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重组，吸收民间资本，组

建投资多元化、能主导行业发展方向的大型股份制或民营运

输企业，引导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提升服务质量，逐步形成

具有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运输企业集团公司。特别在航运

方面，要适当引进一、二家颇具实力的国外船舶运输公司，

或通过政府邀请国内一些有实力的国际航线船舶运输公司，

近期先开通新会港至东南亚等近洋定期国际班轮，通过陆运

或江海联运方式，吸引粤西和大西南地区的货源经我市港口

进出口。 



 （四）加强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提高综合运输效率。 

在我市综合交通一体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

做好公路、站场、港口、铁路的规划建设，使各种运输方式

合理衔接和协调发展，共同构成经济、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

发挥综合交通最大效率和效益。 

（五）加大科技投入，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实施“科教兴交”战略，要加大对交

通科技的投入，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管理和推广机制，

加强交通建设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科技开发与应用，

加快智能交通运输平台的建立及其他管理硬件的升级改造。

要努力建设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型、专业型技术人才队

伍，建立完善一整套人才选拔、任用、考核及监督的制度体

系，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多层次、多渠道

开展人才培训，全面提升运输行业的科技文化素质。 

 （六）实施综合运输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综合运输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从加强环境、

生态保护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角度出发，重视未来资金制约、

资源制约、环境制约以及交通事故等带来的重大挑战，以交

通安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核心，推进现代交通建设，

建设节约型交通行业，实现洁净运输和绿色交通。 

 针对我市目前尚处于经济跨越式增长阶段，要以科学的

发展观审视、修订和补充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建立规划实施的监测、绩效评估和规划调整机制，当内外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其他重要原因需要调整规划目标和重

点时，要按法定程序及时调整。 

 建立完善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加强源头管理，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建立长效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附表：1、江门市公路“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建议表 

       2、江门市客货站场“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建议表 

    3、江门市港口“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建议表 

       4、江门市航道“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建议表 

       5、江门市轨道交通“十一五”规划建设项目建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