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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兩 樞 紐 站 細 節

深圳機場站
車站總規模：6站台14線，規模較之前
規劃擴大；深圳機場成為大灣區首個明
確引入國家鐵路幹線的機場
匯聚軌道線：深江高鐵、至深圳北站聯
絡線（駁通廣深港高鐵）、廣深港新通道
（廣深第二高鐵）、深圳地鐵一號線等

南沙站
車站總規模：14台30線，比肩廣州南
站，將成為大灣區又一超級交通樞紐

匯聚軌道線：深江高鐵、南沙港鐵
路、廣中珠澳鐵路、肇順南虎城際、
廣州地鐵15號和18號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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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俊明 江門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將新增跨

珠江口高鐵通道。香港文匯報

記者19日從江門市發改局發佈的

《新建鐵路深圳至茂名鐵路深圳至

江門段環境影響評價徵求意見稿公

示》獲悉，深圳—江門高鐵最新線路

走向與站點設計曝光。其中，工程在

跨越珠江口時將使用隧道下穿形式，

並將新建聯絡線連接深圳北站並駁通

廣深港高鐵。廣東省政府有關部門透

露，該高鐵擬今年底開工，屆時不

僅為珠江西岸帶來繼深中通道之

後、跨越伶仃洋直連深港的快

速通道，而且國家「八縱八

橫」高鐵主幹道之「沿海

通道」亦貫通。

據公示最新線路規劃，新建深茂鐵路深圳至江
門段（下稱「深江高鐵」）工程建設標準為

高速鐵路，設計速度目標值為正線「西麗至南沙」
段及「深圳北至深圳機場」聯絡線每小時200公
里，正線「南沙至江門」段每小時250公里；新建
設西麗（不含）、深圳機場、濱海灣、南沙、中山
北、橫欄、江門共7個車站。

隧道讓路郵輪 拉近灣區與西部
其中，東莞濱海灣站向西，將新建近14公里長
的隧道下穿珠江口，連接廣州南沙站；而非之前討
論的公鐵兩用大橋方案。業內人士分析，這對南沙
港區超大郵輪母港、集裝箱貨輪的進出大有益處。
廣鐵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該高鐵項目整體位於
大灣區中心，東起深圳，中段經由廣州南沙、中
山，溝通珠澳，西至江門樞紐，西端在江門樞紐組
合銜接多條高鐵，輻射粵西、海南及西南廣大片
區。「地理位置和徑路特點決定了該高鐵是深港及
珠江西岸等地聯繫粵西、海南及西南等地的便捷客
運新通道的重要組成，顯著拉近了大灣區與西部廣
大片區的時空距離，進一步提升深港、珠澳發展極
對外輻射帶動能力」。
其中，深江高鐵將在深圳西麗站與在建的贛深高
鐵（連接香港的京九高鐵廣東段）交匯，並新建超
20公里的聯絡線將深圳機場站與深圳北站連接，進
一步駁通廣深港高鐵。而且，深圳段幾乎全部為地
下段，屆時深圳北站、西麗站、深圳機場東站都可
以始發終到。

北通廣州南站 最快2024建成
同時，深江高鐵江門站也將新建一條近2公里
的聯絡線與廣珠城軌新會站連接，這意味着借道
現有的廣珠城軌江門支線，可與廣州南站實現貫
通。此外，江門站還將預留與廣佛江珠城軌之間
的聯絡線，為日後開通更多跨線路列車預留空
間。
更值得關注的是，深江高鐵是國家「八縱八橫」
高鐵主幹道之「沿海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
「沿海通道」深圳以東杭州至深圳段已運營數年；
江門以西的江茂段、茂湛段也已通車；湛江至廣西
沿海的合湛段已在建；「沿海通道」全線僅深江段
未建。因此，深江高鐵的建設，將打通「沿海通
道」跨珠江口「斷頭路」。
廣東省政府有關部門透露，目前深江高鐵項目籌
建工作正在加緊推進，爭取今年內盡早開建。而按
全線總工期5.5年算，該項目最快於2024年建成運
營；屆時，將貫通遼中南、京津冀、山東半島、長
三角、海西、珠三角和北部灣城市群，成為支撐全
國「沿海發展軸」主要基礎設施。

深圳江門高鐵將接通廣深港
擬今年底開工 以隧道過珠江 貫通沿海通道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江門報道

江門市民
鄒先生：
江門在大灣
區屬後發地

區，繼廣珠城軌、江門
至湛江高鐵之後，深江
高鐵讓江門高鐵網進一
步完善，而江門站規劃
可望成為珠江西岸綜合
交通樞紐，這有利於江
門地區加速發展。

中山市民
張先生：
深江高鐵為
中 山 「 賦

能」，成為深中通道之
後，中山與珠江東岸城市
取得快速聯繫的又一補
充。這條跨越伶仃洋直連
深港的快速通道，將讓中
山居民更快捷融入灣區生
活圈。

廣州市民
黎先生：
深江高鐵建
設，讓大灣區

高鐵網絡更完善。譬如在
江門站規劃新建聯絡線接
上廣珠城軌新會站，與廣
州南站實現貫通。而該高
鐵南沙站的優勢凸顯，匯
聚至少4條高鐵城軌線，成
為廣州又一交通樞紐。

港青
郭先生：
深江高鐵將讓
港人到粵西、

西南地區更便捷，而深圳西
麗站與在建的贛深高鐵（京
九高鐵廣東段）交匯，連通
香港；還新建聯絡線與深圳
北站連接，進一步駁通廣深
港高鐵，這使到港人北上擁
有四通八達的高鐵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交通強國
建設綱要》，明確到2035年，基本
建成交通強國，形成「三張交通
網」、「兩個交通圈」。

三張交通網快速完善廣泛
交通運輸部黨組成員、綜合規劃司

司長王志清表示，「三張交通網」即
發達的快速網，主要由高速鐵路、高
速公路、民用航空組成，服務品質
高、運行速度快；完善的幹線網，主
要由普速鐵路、普通國道、航道、油
氣管道組成，運行效率高、服務能力
強；廣泛的基礎網，主要由普通省
道、農村公路、支線鐵路、支線航
道、通用航空組成，覆蓋空間大、通
達程度深、惠及面廣。

兩個交通圈覆蓋全國全球
王志清說，「兩個交通圈」是指

圍繞國內出行和全球快貨物流建立
的快速服務體系。一是「全國123
出行交通圈」，即都市區1小時通
勤、城市群2小時通達、全國主要城
市3小時覆蓋；二是「全球123快貨
物流圈」，即國內1天送達、周邊國
家2天送達、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
達。
綱要明確，到2020年，完成決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交通建設任務和
「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
展規劃各項任務，為交通強國建設奠
定堅實基礎；到2035年，基本建成
交通強國；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
人民滿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
通強國。
王志清表示，下一步，交通運輸

部將聯合各部門扎實推進各項工
作。建立統籌協調的交通強國建設
實施工作機制，深化交通投融資改
革，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部署若
干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鼓勵有條
件的地方、企業在交通強國建設中
先行先試，建立交通強國評價指標
體系，確保交通強國建設扎實有
序，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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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江門報道）作為珠三角城際軌
道交通網的骨幹線路之一，穗
莞深城軌已全面進入運營通車
倒計時階段。香港文匯報記者
19日從廣東省政府有關部門獲
悉，目前穗莞深城軌正進入聯
調聯試，靜態驗收報告順利通
過專家評審，預計最快於9月
30日開通運營，屆時可望每5
分鐘就有一班列車，旅客幾乎
實現「隨到隨走」。而該城軌
還將在深圳機場站，與深江高
鐵等線路實現銜接。
穗莞深城軌位於大灣區廣深

港主軸，連接廣州、東莞、深
圳三市。該項目工程正線全長

近74公里，設計時速為每小時
140到160公里，設新塘南、中
堂、望牛墩、東莞西、洪梅、
東莞港、厚街、虎門北、虎門
東、長安西、長安、沙井西、
福海西、深圳機場北、深圳機
場15個車站。

5分鐘一班車
廣州至深圳1小時
值得關注的是，開通後的穗

莞深城軌將實施公交化運營管
理模式。運營初期將開通跳站
停車模式，每兩站經停一次，
可望平均每隔5分鐘就有一趟
車；旅客可直接手機掃碼進
站，幾乎實現「隨到隨走」。

屆時，從廣州新塘站到深圳機
場全程運行時間為60分鐘左
右；從東莞西站到廣州新塘站
最快僅需10分鐘，而從東莞西
站到深圳機場最快也僅30分
鐘。
廣鐵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

穗莞深城軌規劃連接琶洲支
線，將引入廣州中心城區，未
來還可以直達廣州白雲機場；
而經深圳機場至前海段，也將
進入前海自貿區；並通過佛
莞、莞惠、廣佛環線和新塘至
白雲機場城際等線路連通珠三
角地區其他城市。該項目對促
進區域一體化、提升綜合競爭
力具有重要意義。

穗莞深城軌最快月底通車銜接深江高鐵

■■深江高鐵將新建聯絡線連接深圳北站深江高鐵將新建聯絡線連接深圳北站，，駁通廣深港高鐵駁通廣深港高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江門新市容江門新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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