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9 ●責任編輯：鄭慧欣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4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關於港珠澳大橋的「單Y」與「雙Y」方案，其實在大橋建設之前曾引
發粵港澳三地較大的爭論。

2004年「雙Y」方案新版
曾參與「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權威部門人士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透露，2003年8月初，國務院批准粵港澳成立由港方牽頭的「大橋
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全面開展各項前期工作，一開始便出現港粵政府
「單Y」（一橋連港珠澳）與「雙Y」（一橋連港深珠澳）方案的爭論，
最後以粵方「退一步」了結。大橋工程可行性報告中也提到，至2004年4
月「廣東方面希望『一橋連四地』，但最終尊重特區意見，服從中央決
定。」
而今次《規劃》公布緊跟《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有分析人士
稱，在兩大「合作區」驅動的背景下，先行一步的交通規劃必然對
發展理念和城市定位作出一定的反映，成為新的風向標。
《規劃》明確「加強與港澳交通銜接」，提出「研究深圳經港
珠澳大橋至珠海、澳門通道，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作用」。這
也是港珠澳大橋建成運營後的新「雙Y」研究正式列入廣東省
政府相關規劃文件。廣東相關交通部門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
報記者分析說，此舉旨在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的作用，包
括進一步提升大橋的使用率與效益；同時，可新增深圳到
珠海、澳門的通道，滿足大灣區經濟聯繫日趨頻密，珠
江東西兩岸連接互通的緊迫需求，對加強前海與橫琴兩
大「合作區」、深圳與珠澳等珠江西岸地區的合作具
有重要意義。

專家倡與深中通道形成「內環」
廣東相關交通部門負責人表示，據初步設想規
劃，可望從深圳前海引出支線銜接香港大嶼山
的港珠澳大橋；但該支線的具體線路或可行性
仍要待粵港澳三方進一步研究磋商。對此，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
認為，該支線有望將香港機場、深圳南頭
半島、前海自貿區、深圳機場等串聯起
來，形成港珠澳大橋「雙Y」新走向。
鄭天祥認為，深中通道與港珠澳大
橋之間是非「競爭」關係，兩者可以
形成大灣區核心「內環」，是相互
促進、共贏的關係。港珠澳大橋
將港澳地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貫通，而與深中通道形成灣
區「內環」後，還可將深圳前
海、中山翠亨新區、東莞濱
海灣新區、廣州南沙自貿
區等灣區重點發展平台與
產業園區連通。「這樣
的『內環』區域不僅車
流量繁忙，更好發揮
港珠澳大橋作用，而
且是大灣區的經濟
重心，成為區域
乃至全國發展的
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港珠澳大橋可望「單

Y」變「雙Y」。廣東省政府官網近日發布《廣東省綜合交通運

輸體系「十四五」發展規劃》（下稱《規劃》），明確提出「研

究深圳經港珠澳大橋至珠海、澳門通道，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

作用」。「按初步設想，可望從前海引出支線銜接大嶼山的港珠

澳大橋。」廣東相關交通部門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

此舉在提升大橋使用率與效益的同時，有利於打造粵港澳大灣

區樞紐集群，進一步促進珠江東西兩岸的互聯互通，也是目前

大灣區發展、《橫琴方案》與《前海方案》實施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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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新規劃提出「研究深圳經
港珠澳大橋至珠海、澳門通道」。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鄭天祥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要
提升大橋的使用率，他建議「一放

一收」。其中，「一放」就是放寬港珠澳大橋上
橋牌照的申請條件，同時降低收費，增加上橋吸
引力。譬如，公眾申請上橋牌照不再受目前兩地
牌關於投資額等條件限制，合規合法的車主均可
提出申請。

對進港車輛推收費管理
至於港方擔心的環保、塞車問題，鄭天祥稱，

新能源車是目前的發展趨勢，對於入香港市區的
車輛可提出新能源車等條件。同時，可借鑒新加
坡的做法，對於進入香港市區的車輛進行收費管
理，並在不同入口處設立體式停車場，如此將可
增加港珠澳大橋的車流量。

倡小船舶改經大橋運輸
同時，鄭天祥建議「一收」，即收緊中流作

業。中流作業是指船隻不透過貨櫃碼頭，而直接
在貨船上分派貨櫃，並利用躉船將貨櫃運送到附
近的中流作業區起卸。在香港，中流作業區包括
公眾貨物起卸區以及私營倉庫碼頭。現時除了香

港以外，中流作業基本上已經式微。
鄭天祥說，現在內地到香港中流作業的船

隻包括大船和內河船，船多且中流作業時易
出事故。他建議，出台規定不再允許小於
3,000噸的船舶到香港中流作業，而改為
經港珠澳大橋直達香港，以此提升大橋
使用率。鄭天祥算了一筆賬，目前內地
到香港中流作業每天船舶日均1萬標準
箱左右，而轉換成經過港珠澳大橋車
次，往返程日均2萬車次；而現在經
大橋車次最高日均6,000輛，加上放
寬上橋牌照新增的車流量，屆時可
達到大橋設計車流量日均3萬車
次以上。

鄭天祥稱，同為跨珠江口
通道的虎門大橋平時車流
量日均達10萬車次，高峰
期更達 20 萬車次。因
此，一旦港珠澳大橋全
面放寬上橋牌照申請
條件，並與深中通道
形成灣區「內環」
後，港珠澳大橋的
使用率與效益將大
大提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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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廣東省政府官
網近日新發布《廣東省
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十
四五」發展規劃》（下稱
《規劃》），明確提出聯
合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樞紐集群」。「十四
五」期間，廣東將安排交通基
礎設施重大項目投資約20,020
億元人民幣。到2025年，廣東將
總體建成貫通全省、暢通國內、連
接全球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規劃》對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在「十四五」時期如何推進交通運輸
建設畫出了「藍圖」，以強化極點聯
繫、聯通珠江口兩岸、連接內地與港澳

為重點，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高
等級公路為骨幹的大灣區快速交通網。

推穗深珠「1小時通勤圈」
《規劃》提出，加快形成以粵港澳大灣
區為中心，汕頭、湛江、韶關為極點的
「一中心三極點」戰略樞紐布局。其中，
依託國際航空樞紐、國際樞紐海港和國際
鐵路樞紐建設，強化廣州、深圳國際性綜
合交通樞紐功能，建設珠海「全國性綜合
交通樞紐」，完善廣佛—深港、廣佛—珠
澳以及跨珠江口通道布局，聯合港澳共同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樞紐集群。加快建設汕
頭、湛江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提升韶關
綜合交通樞紐能級，增強粵東粵西粵北地
區聯繫粵港澳大灣區、輻射周邊地區的交
通區位優勢。
《規劃》進一步明確，以增強軌道交通、

公路等連接性貫通性
為重點，建設廣州、
深圳、珠江口西岸等都
市圈「1小時通勤圈」。
加快廣佛環、深圳至惠州
等城際鐵路建設，增強廣
州、深圳中心城區與周邊城
市的快速軌道交通聯繫。
此外，《規劃》還首次提出

建設「環珠江口直連鐵路通
道」。結合深圳至江門高鐵同步
建設廣珠城際中山聯絡線，形成
珠海經南沙至深圳的「環珠江口直
連鐵路通道」。同時，完善粵港澳
大灣區鐵路樞紐布局，強化高速鐵
路、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高效銜
接，推動城際鐵路與城市軌道交通系統
互聯互通。

廣東2萬億元交通規劃
攜港澳建灣區樞紐集群

1. 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
建設廣州至珠海（澳門）高鐵、珠海
至肇慶高鐵等項目，推動廣深港高鐵
和廣珠城際進入廣州中心城區，研究廣
州至深圳高鐵新通道，建設廣深、廣珠
快捷走廊等。

2. 完善跨珠江口通道布局
推動形成以公路、軌道交通、水上高速客運
等多方式跨江通道格局。加快深中通道、黃茅
海跨海通道、獅子洋通道、蓮花山通道等公路
通道建設；研究論證以鐵路功能為主的伶仃洋通
道，謀劃深圳至中山城際鐵路。

3. 增強高快速路網功能
推進南沙至中山、南海至新會等高速公路建設；着力
化解廣深高速、廣澳高速等局部路段常態化擁堵問
題。優化廣深沿江高速與沿線港口集疏運道路銜接；推
動解決灣區城市「進城難、出城難」的問題。

4. 加強與港澳交通銜接
加快深圳東部過境公路建設，規劃研究港深西部快軌，研究
深圳經港珠澳大橋至珠海、澳門通道。推動實現內地高鐵、城
際鐵路與澳門輕軌在珠海站、橫琴站便捷銜接。推進皇崗口岸重
建以及羅湖、深圳灣、沙頭角等口岸改造升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粵重提港深西部快軌 專家倡跨境磁懸浮

●●廣東提出研究建設深圳經港珠澳大橋廣東提出研究建設深圳經港珠澳大橋
至珠海至珠海、、澳門通道澳門通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東規劃五年
內投資超2萬億
元開建交通基建
重大項目，圖為
近日拍攝的高鐵
列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方俊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
俊明 廣州報道）《規劃》
明確「研究港深西部快
軌」。廣東相關交通部門負
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隨着《前海方案》出台實施，
前海與香港的交通聯繫將更加緊
密。目前港方也在洪水橋發展區預
留位置，可望建設連接前海的跨境
鐵路。有交通專家更建議，深港可前
瞻性磋商規劃磁懸浮的接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深港雙方早

年曾研究連接香港機場和深圳機場的
「港深西部快速軌道」，但港方後來以
不符經濟效益等原因而擱置。廣東相關
交通部門負責人指出，隨着《前海方
案》實施，特別是前海新增的土地有三
分之一預留給港企落戶，同時吸引越來
越多港人到前海創業就業，為香港融入
大灣區發展拓展了新空間。如此，前海
連接香港的跨境軌道項目需求大大增
加，也有助於提升深港兩地的競爭力。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

天祥表示，由於香港已投資約500億港

元建設屯門海底隧道連接大嶼山，短期
內港方未必會與深方磋商港深西部快
軌，但該快軌長遠而言仍有需求。他也
建議，深港兩方其實可將眼光進一步放
遠，可優先布局考慮接駁內地磁懸浮線
的樞紐站。按目前廣東乃至內地的磁懸
浮規劃，時速達600公里，到時從廣州
至上海僅需3小時，到北京也只需3到4
小時。
他建議， 深港可在兩地邊界規劃共用

的磁懸浮樞紐站，可先多方案從造價、
旅客便利、兩機場銜接等方面磋商。

深圳擬連港珠澳橋 雙Y促聯通
或在前海引支線接大嶼山入琴澳 利四地合作區方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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