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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廣州近十年來的城市發展可說是一日千
里。在第九個五年經濟計劃中，廣州在城
市建設方面的總投資約為630億元人民幣，
是前八個五年城建投資總和的三倍。從數
字中可看到近年廣州在城市發展的驚人步
伐。這些累積的發展令廣州在城市基礎及
提昇城市總體質素方面獲得頗大的成就。
本文試圖就廣州近十年來的城市建設與發
展作一回顧，並列舉其在城市規劃、整體
基建、市內交通、城市改造、環境優化及
如何提昇城市形象與內涵，甚至是綜合城
建與經濟發展的互為關係作為實案，以引
証廣州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就各種困難與
局限，所作出的政策和對應，從而最終達
到現有的成就。

江及其支流流經境內，具備優良的內河航
運條件。
於2002年廣州市國內生產總值約2980億元
人民幣，人均生產值約3.8萬元，為國內城
市中各種綜合經濟實力第三位。工業總產
值約為3940億元，列全國十大城市排行第
二。過去五年的平均經濟指標增長約為
11%，是一個經濟與發展極活躍的城市。
2. 廣州市的規劃基礎
廣州市的結構性發展規劃，最早是依據國
務院在1985年提出的要求，和參照國家計
委1987年頒發的『國土規劃編制辦法』為
基礎，而作出初步建構，並在1989年成立
廣州市國土規劃辦公室，正式負責組織編
制廣州國土規劃工作。

1. 廣州簡介
廣州是廣東省省會，亦是廣東省的政治、
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廣州地處
廣東省東南部，珠江三角州的北緣，瀕臨
南海，毗鄰香港和澳門，是華南地區的交
通要道、通訊樞紐和貿易口岸，是中國的
南大門。
廣州市管轄十個行政區（越秀、東山、海
珠、荔灣、天河、白雲、黃埔、芳村、花
都及番禺）和兩個縣級市（增城和從
化）。全市總面積7435平方公里，市區人
口約865萬，縣級市人口約145萬。
全市地勢自北向南緩緩下降，東北部為中
低山區，中部為丘陵盆地，南部是沿海沖
積平原，是珠江三角洲的組成部部份，珠

圖片 1. 廣州市城區範圍

根據國家計委和規劃工作方案的要求，全
市規劃分為專題規劃和總體規劃兩大方
向。專題規劃包括土地、水源、能源、礦
產、工農業、交通、通訊、人口、城鎮、
商業、外經貿、旅遊和環保等十多個專

題。規劃綱要經近兩年的討論和評審，於
1992年末正式通過，成為『廣州市國土總
體規劃』的文本。規劃的編制主要依從以
下的三個原則︰一、是以各種現有資源及
基礎的利用為本，從而開發和對環境作出
恰當的治理和保護；二、是遵循自然規律
和發揮自然條件優勢，作為持續發展的根
基；三、是著眼於合理的空間佈局，突出
地域個性，並在發展過程中預留一定的適
應性以滿足實際需要。
初期，廣州市委及市政府以力爭在十五年
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為工作目標。到
了九零年代中後期，此目標己修正為『對
外開放、對內攪活』，把廣州建設成一個
繁榮、高效率、文明的國際性區域中心城
市，一個適宜創業發展，又適宜居住生活
的山水型生態城市。並通過建構『大廣
州』的概念，令廣州成為繼80年代深圳、
90年代浦東後，一個能帶領國內經濟和文
明的重要城市。

北優就是以廣州北部的現有鎮、市為發展
中心，並按現代標準加以恰當開發和建
設，及充份利用其本有的天然資源如林木
和水源等，達到土地的優質化，成為廣州
的一個後花園及自然保育區。南拓就是將
番禺南向直達南沙區的大片土地納入開發
範圍，並運用其港口資源，以加強廣州作
為物流與臨海工業的開拓。東進就是吸納
由廣州至東莞一段的低開發或未能有效協
調的土地，重組後發展成為一個以工業為
骨幹及民居為配合的產業帶，並利用其廣
大的土地供應，以舒緩廣州西部舊城區內
的建築及人口密度，再恰當地從騰出舊城
內的空間，進行整治和改善環境，達到東
西相聯的效果。

3. 大廣州的形成
傳統上廣州是一個略具內河航運條件的半
內陸城市。自十九世紀中開放以來，其後
加上與經濟活躍和貿易自由的香港相鄰，
再結合其在地理地緣上的優勢，令廣州具
備其他國內城市難以比擬的發展條件。
進入了二十世紀80年代，在原先的城市框
架上，廣州的土地已經嚴重飽和，使廣州
的持績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甚至到了90
年代初中期，中小片段式的在市內及市邊
緣進行改造和開發，亦不能大規模策略性
地改善廣州的長久土地運用情況。所以在
1999年末，廣州市政府組織了一個廣州市
總體發展戰略規劃的大型國內咨詢，邀請
國內著名的大學、研究院或個別專家學者
等，從城市空間佈局、結構、發展模式、
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及整體空間形象等多
方面，提出對廣州市的發展目標以及相應
的發展策略；最後提出了一個以 『北優、
南拓、東進、西聯』為根基的發展方略。

圖片 2. 大廣州的發展規劃方略

基於這個發展方略，廣州由原先的市中心
區及邊沿地區的有限土地，可以有效地進
行優化和擴展，將人口、城市結構和土地
運用等重新建構，並強調『區域協同發
展』和『生態優先』的原則，使廣州建設
成為一個內可自給自足，外可在不同的經
濟及產業領域伸延的有效體系。
4. 從城市軸線的東移看廣州的發展
在二十世紀初直至80年代，廣州的城市軸
線一向以越秀區的解放路及北京路南北走

向一帶的區域為中心。80年代以來，廣州
經歷了高速發展期，因而對土地的供應產
生強大的需求。廣州西面的土地因受珠江
與白沙河的障礙而不便於交通和開發，城
市的擴展因而傾向續漸東移。

圖片 3. 廣州新城市軸線的北起點 – 廣州東站

根據1993年『廣州新城市中心 : 珠江新城
規劃』的綱領，為廣州市中心東移奠定了
具體的佈局。這個城市新中心軸線，北起
自燕嶺，南至珠江南岸的赤崗。軸線內包
括了現有的廣州鐵路東站、中信廣場、天
河體育中心、珠江新城及海心沙島一帶的
現有設施與預留土地。這條軸線帶南北長
約十八公里，東西闊約三公里。在規劃上
軸線帶東面主要用作居住及康樂設施等用
途，西面則以商務、行政及辦公區為主。
南部則綜合地用作為文化、休閒及高級商
住等用地設施。
這個以廣州東站為發展導引的新軸線自80
年代後期開展，前期開發以廣州體育中心
(1989) 、 廣 州 東 站 (1992) 、 中 信 廣 場
(1997)、其間的道路建設(1994至2000)，及
國際會展中心(2003)為主要的里程。現今
的基礎骨架建設基本已經完成，預留作特
定用途的土地，只留待持續的項目投入和
發展。預計整條新軸線的建設可於2010前
全部完成，實現廣州城市整體東移的規劃
策略。
5. 廣州近年城市建設發展
根據廣州市政府的公報，在最近一個五年
計劃廣州在城建方面的總投資為630億元，

是前八個五年城建計劃投資總和的三倍。
從數字看，可想見近年廣州在城市發展的
急劇投入和改變。其中尤以在城市基礎設
施、環境優化及城市景觀建設中的工作成
就最大。
具體來說，廣州的城市建設發展包括了以
下的數個方向 :
a. 調整城市發展及規劃、優化城市佈局和
空間結構。
b. 以交通設施為重點建設，完善化整體交
通綱絡。
c. 加強環境保護及其相關的基礎建設，提
高城市環境質量。
d. 加強城市園林綠化及城市形象工程建
設。
e. 加快公用事業發展步伐，改善城市公用
服務功能。
f. 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善市容及民生環
境。
g. 發展建築房地產業及其配套設施，提高
城市居住水平。
以下為一些近年完成或快將完工的重點城
建工作。
a. 交通設施方面 – 自1996年以來，建成了
的快速道路系統包括了內環路、東南西
環高速公路、華南路城市快速公路、廣
園快速路、通往新機場的花都高速公路
和其他相關的放射路線及市內一系列的
立體交匯系統等。在市內主幹道方面，
亦新建或擴建了一系列由改善舊街道而
成的新道路系統，其中包括了東風路、
廣州大道、濱江路、中山大道、康王路
及黃埔大道等道路。這些道路系統的完
成，基本解決了近年廣州市內及對外因
交通而導致的滯後問題，使人流及物流
得以改善。

圖片 4. 北環路白雲機場交匯口

圖片 6. 興建中之地鐵二線三元里站

b. 在軌道交通建設方面，廣州地鐵一號線
及二號線第一期分別於1999年中及2002
年底先後通車。此兩線地下鐵路分別以
東西及南北走向為主軸貫通大部份主城
區，為市內各重點公共設施，如廣州火
車站和東站、國際會議中心及其他主要
人口或商業區等提供了方面快捷的交通
接駁，亦為日後各新舊區的改善和發展
奠下了重要的基礎。至於全長36公里的
三號線的設計及招標工作亦已完成；此
線主要為南北走向，北起廣州東站，途
經廣州新城市中軸線，向南直達番禺
區，全線將會在2005年底建成。近期亦
因應南沙的開發，三號線第一期亦會伸
延至番禺的南沙港。

c. 環保建設方面 – 在90年代初廣州的工業
仍有超過55%集中在主城區內，造成工
業廢氣、廢渣、廢水、煙塵及噪音等問
題嚴重。在新的整治規劃中，污染工業
採用改造和易地的方式，透過合理的城
市建設和佈局，並利用新的開發區如黃
埔、珠江後航地段或南沙開發區的土
地，以降低工業區的密度，使污染問題
可以整冶和解決。除此之外，一系列市
內污水收集渠道及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
自2001年陸續建成，其中包括了猎德、
西朗及大坦沙等大型污水處理設施，令
城市污水處理量達總排放率的60﹪。其
他市內河道的淨化工作亦大致得到整治
和解決。

圖片 5. 興建中之地鐵二線越秀區途經
中山紀念堂段

圖片 7. 市內排污暗渠的修建

d. 其他大型建設 － 主要項目包括了於
2003年初落成、造價約40億元的廣州國
際會展中心，及位於花都區、總投資達
200億元的新廣州機場。機場第一期工
程亦可於2004年初投入服務。

e.
f.
g.
h.

小塊綠地的建設和維修。
提高現有居住區的綠化質素。
鼓吹單位附屬綠化地的興建及協調。
深化綠化知識及加強公眾綠化教育。

圖片 8. 興建中位於花都市的新廣州國際機場

其實，廣州近年的城建項目極多元化和繁
多，其中還有很多與改善市容、城市形
象、綠化及加設重點商業或旅遊景點設施
的各種相關項目，不易一一羅列。
6. 廣州近年的綠化成就
現時統籌整個廣州市綠化工作的機構為廣
州市政管理局屬下之園林局。作為『城市
形象工程』的一部份，自1997年起園林局
負責執行一個全市每年新增200公頃公共綠
地的工作指標，並從策略層面將全市綠化
土地的質與量提昇，以達到改善實質城市
環境，及將工作融匯其他總體城市規劃，
使廣州成為現代化的優良城市的目的。
根據市政府編制的『1999 – 2010年城市園
林綠化規劃』，廣州市的綠化政策將會是
結合城市本身的自然地理特徵，充份利用
現有之山丘及地勢，並以珠江及相連河道
為綠化的核心軸線，建立具有嶺南風貌的
城市生態園林綠地系統，並將綠化領域最
終滲入市內每片小區；並訂定綠化覆蓋率
總體不少於35%，人均綠地可達6–10平方
米。這些公共綠地及形象項目建設從執行
的層面包括以下的範圍和模式 :
a. 從宏觀角度規劃及建設城郊一體化的生
態綠化系統。
b. 珠江兩岸的綠化及整治。
c. 大型公園及景點的綠化建設和改善。
d. 大型公路及道路網絡的綠化工作。

圖片 9. 市內主幹道之綠化帶（解放北路）

經過了近五年的經營，廣州市內的綠化成
績蜚然。一些重要的大型綠化項目，如內
環高速公路網絡、地鐵沿線各站廣場及火
車東站廣場之綠化工作；珠江新城、珠江
南北堤岸、國際會議中心之臨江公園、臨
江大道及廣州大道之綠化帶；及其他很多
市內道路的擴闊和綠化改造，以及小區內
的綠化建設等，均是近年的成功例案，實
質地改善了廣州的城市內涵，大大提昇了
人民的生活素質。

圖片 10. 內環路民居旁之綠化地段

7. 廣州對舊城區的保護
廣州市是全中國其一保存了一個較完整的
舊城區的城市。這個城區粗略地東起東山
區的東川路，西至荔灣區的黃沙大道，北
面則為東風路，南至沙面及沿江大道一

帶，全區面積約有55平方千米。其中尤以
荔灣一帶的西關區，因較遠離市中軸範
圍，開發較慢，因而保存得較為完整，仍
可隱見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原貌。

配合道路的重整或擴闊，使舊城區的外貌
和起居環境作出了有效的提昇。
8. 廣州的特色主題街道
作為對舊城區保護的一部份，廣州近年一
個頗有特色的城市建設是發展了一系列的
主題街道。這些街道可以分為功能、商業
及旅遊性質等三大類。

圖片 11. 越秀區內的舊街道

二十世紀初的城市格局現今已不能滿足現
代城市的需要，例如空間狹小、佈局不
均、街道迂迴狹窄、設施嚴重不足，及樓
房老化失修等問題長期存在。近二十年廣
州市政府雖然大力加強市內整體基建，改
善全市環境，但舊區如何有效在同步建設
中融入現代化的廣州市裏，實際上在設計
與執行時仍存有一定的困難和局限。

隨著80年代的開放與經濟發展，一批以功
能為主的店鋪在一些傳統的街道首先興旺
起來，取其成行成市的集中性，方便了多
類行業的物流與銷售。這類街道的例子有
東山區沿江東路一帶專售電工與電子產品
的街道，越秀區解放路與起義路一帶集中
了時裝衣履批發的街道，泰康路裝飾用品
市場，德政路/文德路文化用品專賣街，或
在荔灣區清平路及梯雲路一帶之中藥、水
產及副食品批發街道。

圖片 13. 經過翻新的荔灣上下九甫街

圖片 12. 舊城區內新舊樓宇的混雜情況

夾雜在時代的轉型與現代的建設狹縫中，
廣州的舊城區暫仍得以留存，實在是現代
城市裏的一份重要文化瑰寶。有見及此，
自1998年起，市政府先後在區內選擇特定
的街道，以恰當的次序續漸將街道及兩旁
的樓宇翻新美化，或將違例的建築物遷
拆，甚至是清理後騰出空間加以綠化，並

進入90年代初，逢勃的經濟令到一些分類
較細及以零售為主的商業街道的產生。其
發展基礎主要仍是以傳統的興旺街道區為
核心，例如是沿中山路一帶的購物街，海
珠區江南路及東山區署前路一帶的商業街
等。這些街道因為大多位於廣州舊城範圍
內，保留著二、三十年代的風貌，而且很
多店舖均座落於古老的舊樓內，所以經過
翻新後，自然成為極其吸引的旅遊點。其
中尤以北京路與下九甫路的步行街為代
表。下九甫路座落著名的荔灣區內，其中
的西關大樓早為國內知名，是極具華南特

色的樓房。現時的北京路亦正作出類似的
全面翻新，路面並僻為永久限制車輀行駛
的步行街道，形成一個更具焦點效應，結
合了商業與旅遊的一條重點主題街道。

圖片 15. 位於越秀北的國企單位員工住樓

圖片 14. 東山區暑前路一帶的商業街

廣州政府在短短數年內發展的這些市內形
象建設及特色街道，確能在市容、經濟推
動、就業及提供市民服務與設施等方面帶
來正面的改善，亦為城市迅速建立起一些
獨特的焦點與形象，其功效是顯著的。

在過去的二十年，廣州為解決民居所需而
提供的住房或樓宇大致可分為四類形。一
是由戰前樓宇翻新後的住房; 二是單位提
供的褔利房; 三是提供給經審查後符合特
定經濟條件的住房困難戶; 四是近年大為
流行的商品房。其他還有一些利用公積金
認購的廉價房，或由政府提供土地並由單
位或團體集資而建的樓房。

9. 廣州的居住情況
廣州市主城區現有人口約665萬，散居於越
秀、東山、海珠、荔灣、天河、白雲，黃
埔及芳村等八個區內。
在60年代初期，廣州市內人口不足245萬，
大部份主要集中於荔灣，越秀及東山等較
舊的區內，大都居於傳統的平房或低層的
戰前樓宇。在整個60至70年代中後期，廣
州市內的非農戶人口增加了不足40萬，在
當時的年代民居建設基本上是停滯不前
的。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城區人口亦由
1978年的280萬急增至1998年的399萬。不
同類型的樓宇因而需求大增，以滿足人口
的增長及生活質素隨著經濟的改善而提
昇。

圖片 16. 珠江南岸之私人屋苑式樓房

總體而言，基於生活條件相對落後，廣州
大部份的公私房樓宇的居住情況在質素上
仍然與先進城市有頗大的距離; 其中在建
築設計與用料標準、居住面積、環境衛
生、樓宇基本設施，或管理與保養上的問
題最為明顯; 尤其是在一些老化的舊區，
情況更為嚴重。

自90年代起，廣州的城市規劃經歷多次的
編修，市政府亦投入恰當的資源和配合，
在十年裏將廣州的規劃和建設，基本提昇
到一個具備國際水準和持續全面發展的新
局面，這是筆者在對廣州進行城市研究時
所目睹的。按日前的發展勢態來看，廣州
的未來發展是頗樂觀的。而最重要的除了
是城市建設的硬件設施外，社會在其他的
軟件配套方面，如不同的社會制度、人力
資源和素質，或人民教育和修養等方面，
亦隨著廣州的整體改善而續漸有所增強；
這是一個城市在成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基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從一個較粗枝大
葉的角度去察看廣州的成長和發展，內容
不夠深入之處，懇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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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7. 同一座位於荔灣區樓宇在清拆違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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