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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支撑湛江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编制

本规划。规划范围为湛江所辖市域范围，规划对象包括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规划研究以区域交通

为重点，协调衔接城市内部交通。规划期至 2035年，远景展

望到本世纪中叶。

第一章 规划基础

第一节 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湛江市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703.09万人，城镇

常住人口 326.66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6.46%，全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3560亿元。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湛江

市综合交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形成了公路、水运、铁

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是

广东省为数不多的五种运输方式齐全的地级城市。

全球联接度日益增强。湛江国际区位优势明显，是内陆通

往东南亚、欧洲、非洲和大洋洲航程最短的城市，已成为全球

运输网络节点城市。湛江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 14个沿海

城市之一，截止 2021年底，湛江港已开通至新加坡、越南、

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外贸集装箱航



2

线，已与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拥有 25条集装箱航

线（外贸 11条，内贸 14条）。湛江机场已开通至泰国曼谷、

柬埔寨金边及西哈努克、越南芽庄 3条国际航线，年飞行班次

360余班，年旅客运输量 3.7万人次。

全国综合交通枢纽条件基本具备。湛江港是全国沿海主要

港口，湛江港 40万吨级航道、霞山港区 40万吨级散货码头建

成投用，湛江港升级为华南地区唯一通航 40万吨船舶的世界

级深水港口；全球最大的客滚轮渡码头徐闻港建成开港，琼州

海峡海上航程缩短 1/3以上。港口年货物通过能力超过 3亿吨，

2021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2.56亿吨，完成旅客吞吐量 1262

万人次，集装箱吞吐量 140.47 万 TEU，滚装汽车吞吐量 377

万辆次。《湛江铁路枢纽总图规划》获批，湛江成为广东第三

个全国铁路枢纽城市。粤西唯一干线机场湛江吴川机场投入运

营，开通国内航线 42条，通达 41个国内城市，与国内主要城

市均建立了航空联系，2021年湛江机场吞吐量达到 250.82万

人次，与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北京等城市联系紧密。国

家沿海通道和二连浩特至湛江通道交汇于湛江，湛江以唯一地

级市身份参与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湛江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地

位突出，是原 45个国家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是国家 179个

公路运输枢纽之一。

区域中心城市影响力逐步显现。沈海高速和兰海高速两条

国家高速公路在湛江交汇，湛徐高速徐闻港支线、汕湛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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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湛高速、调顺跨海大桥、东雷高速建成通车，湛江大道、茂

湛高速改扩建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湾区成环、半岛成网”

的高快速路网已见雏形。深湛铁路江门至湛江段建成运营，结

束了湛江不通高铁的历史。广湛高铁全面动工建设，合湛高铁、

湛海高铁及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

上通道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建成运营铁路 5条 344公里。湛江

至茂名、湛江至北海原油管线、湛江至珠三角成品油管线建成

运营，“Y字型”运输通道不断夯实湛江枢纽中心地位。湛江

按照省域副中心城市定位，谋划推动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

局，在区域交通协调发展中，总体处于龙头地位。

市域交通保障能力不断夯实。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至 2021 年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2.25 万公里(全省

第一)，公路密度 170公里/百平方公里(全省第四)，无等外公

路，规模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475

公里（全省第十），高速公路密度 3.58公里/百平方公里，二

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2400公里（全省第七），平均技术等级 3.66。

载运工具能力不断提升，全市载客汽车 68万辆，其中，大中

型载客汽车 5840 辆，小型载客汽车 67.27 万辆；轿车保有量

达到 48.49万辆；载货汽车 8.5万辆，其中重型载货汽车 1.47

万辆。机动船 198艘，其中，客船 30艘、客货船 29艘、货船

139艘。建立健全了公交优先发展制度，建成海滨大道等一批

公交专用道并实施“潮汐式”交通管理，公交路权优先和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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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成效显著。公交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全市公交车达到 1249 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 85.9%），运营

线路 67条 1271公里，2021年完成 3117.3万人次客运量，有

力保障了群众公交出行需要。市内客运站场 20个，二级以上

汽车客运站均建成旅客进出通道风雨连廊，并实现全省联网售

票；农村客运服务实现三个百分百（100%镇有站、100%符合

通客车条件的行政村通客车和 100%有候车亭）。新投入的 3

条水上巴士航线，打造成了湛江湾美丽风景线。鼓励绿色出行，

打造脚印城市，初步构建起公共自行车系统。

与建设交通强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支持国家和省

对湛江的定位要求相比，湛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仍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外运输通道不够完善。东融粤港澳大湾区方向，交

通时效性不强，湛江（市行政中心，下同）至广州铁路最快需

约 3时 40分钟，公路最快需约 5时 20分钟，至深圳铁路最快

需约 4小时 50分钟，公路最快需 5小时 45分钟，陆路对接通

道效率有待加强；西联广西北部湾方向，直连铁路通道缺失，

公路通道仅有兰海高速公路一条，去往临近的北海需要约 3

小时；南向海南自由贸易港方面，高速公路仅通车了湛徐高速

公路，四车道标准，铁路只有粤海铁路，设计速度 120km/h，

速度标准较低，湛江至海口，公路（琼州海峡）最快需要 3

小时 40分钟，铁路最快需要超过 6个小时；北拓连接中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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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方面，铁路仅有黎湛铁路一条，设计速度 120km/h，

速度标准较低，高速公路方面只有玉湛高速公路一条，通过铁

路方式去往南宁最快需要约 6小时，成渝地区约 20个小时。

民航国际国内影响力还不强，周边区域港口竞争日益激烈。

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够充分。区域交通发展不平衡问

题仍然存在，廉江、雷州、徐闻等县市尚未通高铁，难以享受

到高铁带来的便利和经济效益。市域高速公路发展还不够充

分，湛江湾环湾高速公路尚未贯通，南向高速公路通道较为单

一，遂溪西部、雷州和徐闻东西沿海区域高速公路服务仍不方

便，高速公路对产业和城镇发展的支撑还不足，高速公路密度

全省排名靠后。低等级公路比重较大，待改造和待改建的项目

仍较多，平均技术等级 3.66。城市快速交通体系不够完善，霞

山等地上高速公路不够快捷，湛江湾东西两岸跨湾通道较少，

东海岛对外通道能力不足，坡头与南三岛、南三岛与中心城区

等组团之间快速通道缺乏。中心城区与机场缺乏轨道交通衔

接，宝满港区、东海岛港区等重要港区疏港铁路建设滞后。总

体而言，市内交通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运输

服务便捷性、舒适性、高效性等方面仍有较多“短板”，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三是交通发展的要素保障难度加大。交通行业是资金密集

型行业，交通建设需要大力的资金投入。受建设成本上涨和投

资预期减弱的影响，交通建设项目的社会投资吸引力不足。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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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和省交通补助资金以外，湛江财政配套可用于支撑交通

建设的资金有限，资金短板较为明显。用地、用海等约束日益

严格，支撑交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能力有待加强。

第二节 形势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

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

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经

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增强，社会大局稳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但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

国际国内新形势对湛江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更加突出创新的核心地

位，注重交通运输创新驱动和智慧发展；更加突出统筹协调，

注重各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和城乡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更

加突出绿色发展，注重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突

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重对外互联互通和国际供应链开放、安

全、稳定；更加突出共享发展，注重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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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着力推动交通运输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发挥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扩大循环规模、提高循环效率、增强循环

动能、降低循环成本、保障循环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节 需求预测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日益完

善，湛江市经济社会将继续保持较好较快发展。人口吸引力进

一步增强，常住人口仍将处于上升的趋势，城镇化率进一步提

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出行次数也将显著提升，

交通需求依旧较为旺盛。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也要求提

供更加多元、更加人文的交通运输服务。

旅客出行需求稳步增长，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不断增强。疫情对客运需求影响较大，短时间内客运需求仍将

处于恢复阶段，未来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客运需求进一步

恢复和激发，预计 2035 年湛江市客运总量将达到 1.3亿人次

左右，年均增速约为 9.87%（以 2019年为基数年均增长 1.3%

左右）。客运出行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高铁、民航、小汽车需

求占比不断提升，高品质、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

求快速增长。铁路客运量快速增长，由 482万人增长到 3000

万人，占比将由 14.15%提高到 23.58%左右，年均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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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民航客运量也实现快速增长，由现状的 250.82 万人

次提高到 720万人次，年均增长速度 7.82%。公路客运呈现一

定萎缩态势，水路客运基本维持平稳增长。

货物运输需求稳中有升，高价值、小批量、时效强的需求

快速攀升。疫情对货运需求影响有限，随着湛江产业进一步完

善，货物运输需求继续稳中有升，高价值、小批量、时效强的

需求快速攀升。预计2035年货运需求达到约3.9亿吨，为2019

年的 1.5 倍，年均增速为 3.11%（以 2019 年为基数年均增长

2.45%左右），通过深入实施运输结构调整，铁路货运和水路

货运需求增长明显，预计到 2035 年，铁路货运和水路货运需

求将分别达到 6500 万吨和 1 亿吨，占比将分别达到 16.6%和

25.6%。高价值、小批量、分散性、时效性强的货运需求依旧

旺盛，公路货运和民航货运需求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

2035 年，公路货运需求将达到 2 亿吨左右，占比为 51.3%，仍

占主导地位，民航货运需求将达 4 万吨左右。

表 1-1 湛江市综合运输需求预测一览表

指标 单位

2021 年（2019 年） 2025 年 2035 年 年均增长率

实际值 占比 预测值 占比 预测值 占比
2021-2035

（2019-2035）

客运量 万人
3407

（10300）

100%

（100%）
8300 100% 12720 100%

9.87%

（1.33%）

公路 万人
2123

（8691）

62.30%

（84.38%）
6000 72.29% 8000 62.89%

9.94%

（-0.52%）

铁路 万人
482

（563）

14.15%

（5.47%）
1000 12.05% 3000 23.58%

13.95%

（11.02%）

水路 万人
552

（748）

16.19%

（7.26%）
800 9.64% 1000 7.86%

4.3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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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2021 年（2019 年） 2025 年 2035 年 年均增长率

实际值 占比 预测值 占比 预测值 占比
2021-2035

（2019-2035）

民航 万人
250.82

（298.35）

7.36%

（2.89%）
500 6.02% 720 5.66%

7.82%

（5.67%）

货运量 万吨
25391

（26469）

100%

（100%）
31502 100% 39004 100%

3.11%

（2.45%）

公路 万吨
16337

（16921）

64.34%

（63.93%）
18000 57.14% 20000 51.28%

1.46%

（1.05%）

铁路 万吨
3180

（3047）

12.52%

（11.51%）
5000 15.87% 6500 16.66%

5.24%

（4.85%）

水路 万吨
4389

（5255）

17.29%

（19.85%）
7000 22.22% 10000 25.64%

6.06%

（4.10%）

管道 万吨
1486

（1245）

5.85%

（4.70%）
1500 4.76% 2500 6.41%

3.79%

（4.45%）

民航 万吨
0.58

（0.60）

0.00%

（0.00%）
2.00 0.01% 4 0.01%

14.80%

（12.59%）

备注：2021 年括号中的数据为 2019 年的数据。公路、水路、管道预测数据基于历史数据，

利用趋势外推法、弹性系数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计算；铁路、民航、港口的预测数据基于既

有相关专项规划；民航客运量指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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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把握深化与海南相

向而行，全方位对接“双区”和三个合作平台建设，深度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全面参与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

机遇，落实省委省政府赋予湛江“服务重大战略高质量发展区、

陆海联动发展重要节点城市、现代化区域性海洋城市、全省区

域协调发展重要引擎”四个战略定位要求，进一步完善综合立

体交通网络，优化运输体系结构，提升服务品质，增强系统韧

性，强化陆海交通转换承载能力和枢纽功能，加快推进高水平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构建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

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为湛江全面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

发展极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先行引领、支撑发展。精准对接国家、省和市重大战

略布局，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功能布局，补齐发

展短板，确保运输能力适度超前，更好发挥交通运输对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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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城镇及产业布局、功能区发展等的支撑引领作用。

——开放互联、协调发展。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双

区”、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全面融入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增强湛江陆海交通转换

承载能力和辐射聚集能力。立足“核”“带”“区”互联互通

要求，强化与毗邻区域交通衔接协调，推动湛茂都市圈能级提

升。统筹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推动区域城乡交通协同发展。

——优化结构、统筹融合。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规划统筹，

优化网络布局，创新运输组织，调整运输结构，实现供给和需

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推动融合发展，加强交通运输资源整

合和集约利用，促进交通运输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强化衔接

联通，提升设施网络化和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提升综合交通

运输整体效率。

——创新智慧、安全绿色。坚持创新核心地位，注重科技

赋能，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数字化、网联化，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发展水平。统筹发展

和安全，加强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交通运输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峰，降低污染

物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促进交通与

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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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到规划期末（即2035年），湛江全国枢纽地位

全面夯实，以海港、空港、高铁站为龙头，以快速交通网络为

骨架，普通交通网络为基础，特色网络为补充的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123小时出行交通圈”基本形成，综

合交通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列，成为交通强省的主要支撑

和交通强国的重要支点，有力支撑和保障湛江全面建成广东省

域副中心城市、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展望2050年，

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绿色、更加经济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建成，全国交通枢纽地位更加牢固，

国际中转功能全面凸显，成为世界综合运输网络重要支点。

具体目标如下：

“123小时出行交通圈”基本形成。基本实现湛江湾区半

小时通勤圈、湛江城区与周边县城30分钟可达、县城1小时可

达所辖乡镇；基本形成湛江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广

西北部湾1.5-2小时高铁交通圈；基本实现湛江与全国主要城

市3小时通达。

“县县通高铁”目标全面实现。广湛高铁、合湛高铁、湛

海高铁，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上通

道等高铁通道建成运营，“五龙入湛”高铁格局基本形成，高

速铁路里程达到361公里。廉江、吴川、遂溪、雷州、徐闻等

市县均建有高铁站场，铁路枢纽地位更加明显。“十字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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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干线铁路格局基本形成，一批疏港铁路和铁路专用线投产运

营，港口集疏运条件更加完善。

“外联内畅”公路网络全面构建。“两环十射五联”高速

公路网络加快构建，通车总里程达到90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

网络枢纽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普通国道基本达到一级公路标

准，普通省道基本达到二级公路标准，农村公路基本达到四级

及以上公路标准，所有建制村实现通双车道等级公路。公路平

均技术等级和路况水平显著提高，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

4200公里左右，群众出行条件明显改善。

华南地区深水大港地位全面巩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加快推进，一批港口码头和高等级航道项目建成运营，“环

一湾绕半岛辖十二区”港口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港口货物年通

过能力达到8.8亿吨（吞吐量达到5.2亿吨），集装箱吞吐能力

达到730万TEU（吞吐量达到400万TEU）。疏港铁路、疏港公路

更加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更加高效，陆海交通转换功能更加

突出，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功能

更加完善。

区域性航空门户枢纽全面建成。以民用运输机场为主体，

通用机场为补充的机场体系基本形成。4E级湛江吴川机场全面

建成运营，机场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与国内主要城市航空运输

联系更加紧密，旅客吞吐量力争超过7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超过4万吨。“运输机场（兼通用航空功能）—跑道型通用机



14

场（兼表面直升机场）—直升起降点—水上机场”层次化通用

机场体系日益完善。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集疏运体

系加快完善，区域枢纽功能，全面加强，立足粤西地区、面向

全国的区域枢纽机场全面建成。

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更加完善。以铁路、水路、民航为主导

方式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进一步完善，多层级综合客运枢纽体

系和现代化货运物流枢纽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客运枢纽衔接更

加高效，功能布局更加紧密，多种运输方式发展更加协同。货

运物流枢纽衔接更加紧密，货物多式联运模式应用更广。以交

通枢纽为内核的枢纽经济体大力发展。

表 1-2 湛江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035 年主要发展指标

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35 年
2021-2035

增加值
备注

一、时效性指标

1.湛江城区与周边县城 30 分钟可达

率
% 20% 100% 预期性

2.区县至所辖乡镇 1小时可达率 % - 100% 预期性

3.铁路到达三大战略区核心城市的

时间
- ≥3 小时 ≤2 小时 预期性

二、覆盖性指标

1.高速铁路县级节点覆盖率 % 33.3 100 66.7 预期性

2.高速公路镇级节点覆盖率 % 63 95 32 预期性

3.中心镇通一级公路比重 % 66.7 100 33.3 预期性

4.乡镇通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 % 95 100 5 预期性

5.重要港区铁路覆盖率 % 20 100 8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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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35 年
2021-2035

增加值
备注

三、网络规模结构

1.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公里 75 361 286 预期性

2.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475 900 425 预期性

3.普通国道一级公路比重 % 83 100 17 预期性

4.普通省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 % 73 100 27 预期性

5.沿海万吨级以上航道里程 公里 82 340 258 预期性

6.内河 1000 吨级以上航道里程 公里 0 71 71 预期性

7.油气管道里程 公里 564 996 432 预期性

四、综合交通枢纽

1.港口货物吞吐量 亿吨 2.56 5.20 2.64 预期性

2.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万 TEU 140.47 400 259.53 预期性

3.港口滚装汽车吞吐量 万辆 377.00 500 123.00 预期性

4.机场旅客吞吐量 万人 223.17 720 496.83 预期性

5.机场货邮吞吐量 万吨 0.57 4.32 3.75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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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构建高效率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

依据国家和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结合区域发展

战略、国土空间布局、交通需求特征，规划打造湛江市“一核

五廊”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主骨架。

一核：强化湛江陆海交通转换枢纽功能和“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支点功能，加快提升机场、港口、铁路枢纽能级，构

建区域性航空门户枢纽、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和南部沿海重要铁

路枢纽，高标准建设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走廊 1：湛江-粤港澳大湾区走廊。湛江市区经吴川、茂

名电白、阳江至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交通组成：广

湛高铁、深湛铁路（及机场支线）、河茂铁路+广茂铁路、沈

海高速、汕湛高速、汕湛高速吴川支线及东延线，普通国道

G228 等。

走廊 2：湛江-广西北部湾走廊。湛江市区经遂溪、廉江、

广西北海至南宁等广西北部湾核心城市和昆明等滇中城市群

核心城市。交通组成：合湛高铁、河唇至合浦铁路、兰海高速，

普通国道 G228、普通国道 G325 等。

走廊 3：湛江-成渝城市群走廊。湛江市区经廉江、广西

玉林、桂林至成渝城市群。交通组成：黎湛铁路、玉湛高速、

南湛高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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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 4：湛江-海南自贸港走廊。湛江市区经雷州、徐闻、

至海南自贸区。交通组成：湛海高铁、粤海铁路、湛徐高速、

雷州半岛东线高速、雷州半岛西线高速、普通国道 G207 等。

走廊 5：湛江-长江中游城市群走廊。湛江市区经吴川、

茂名、永州、至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组成：湛江经广湛高铁

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上通道、洛湛铁路、化廉高速、

玉林至湛江机场高速、普通国道 G207 等。

湛江市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由湛江境内最为关键的线

网构成，是湛江对外对内交通运输的主动脉，是支撑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的主轴线，也是各种运输方式资源配置效率最高、运

输强度最大的骨干网络。

图 1 湛江市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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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第一节 构建“客内货外”铁路枢纽体系

规划构建衔接合浦（南宁）、广州、海安（海口）、深圳、

黎塘等方向，引入合湛、湛海、广湛、深湛高铁，及宝满港区

铁路专用线、粤海铁路乌石支线、黎湛、粤海、河茂等铁路的

“客内货外、客货分线”的枢纽格局。

打造“一主三辅”客运枢纽格局。形成以湛江北站为主要

客站，湛江西（客）、湛江站、湛江东站（预留站）为辅助客

站的“一主三辅”格局。湛江北站主要办理合湛、广湛、湛海

等高铁动车始发终到作业和东西向动车通过作业。湛江站主要

办理黎湛铁路普客始发终到作业。湛江西站主要办理江湛铁路

动车始发终到作业，粤海铁路及东海岛铁路通过作业。湛江东

站（预留站）主要办理广湛线通过作业。枢纽内铁路客运站同

步配套建设站前广场、市政道路、公交、地铁、水电气管网等

市政配套设施。

完善铁路货运系统布局。推动湛江西铁路物流基地打造成

为全国一级物流基地，完善物流基地配套市政道路等市政设

施。湛江北站枢纽新建动车所段规划配套高铁快运作业条件。

规划建设宝满港区、东海岛港区铁路专用线、粤海铁路乌石支

线。规划宝满、东海岛站为港区技术作业站，塘口站承担枢纽

其他解编作业。规划建设乌石铁路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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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枢纽重大工程建设。推进合湛高铁、湛海高铁、

广湛高铁等高铁引入枢纽及相关工程以及湛江西（货）站一级

物流基地工程等项目建设。

图 2 湛江铁路枢纽总布置示意图

第二节 建设综合性全国一流强港

推进湛江港集装箱运输发展，强化陆海联动交通转换枢纽

功能，拓展油气资源开发和邮轮客运功能，拓展商贸物流、保

税服务和航运服务等综合服务功能。集聚临港工业、物流、贸

易、航运服务等要素，逐步将湛江港发展成为布局合理、设施

先进、功能完善、智慧绿色、高效便捷、安全环保、港城协调

的综合性全国一流强港。

明确湛江港功能定位。湛江港是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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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是湛江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国

际性大宗散货集散中心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出海口、对接服

务海南自贸港的重要战略资源，是粤西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

重要依托，是调整优化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布局的重要支撑，

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

合理保护开发港口岸线。坚持“统筹规划、远近结合、深

水深用、科学开发、有效保护、优先发展公共码头”的原则，

规划湛江港保护开发岸线总长 159.3公里。

完善港区布局和功能分工。构建形成“环一湾绕半岛辖十

二区”的港口总体发展格局，即环湛江湾和绕雷州半岛布局发

展，划分为调顺岛港区、霞海港区、霞山港区、宝满港区、坡

头港区、南三岛港区、东海岛港区、吴川港区、雷州港区、徐

闻港区、遂溪港区、廉江港区等共十二个港区。其中，宝满港

区、东海岛港区、徐闻港区和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为重点发展

港区（作业区）。依托广东湛江临港大型产业集聚区建设，构

建面向东盟各国需求，打造以新能源汽车、高端化工产品、优

质钢材、船舶、新能源装备等为主要产品的现代化高端制造业

产业链，推动形成湛江临港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充分对接利用

好北部湾主航道条件，加快雷州半岛西海岸廉江、遂溪、雷州、

徐闻等县域港口发展，推动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打造成为建设

RCEP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新节点的重要依托，加快融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的枢纽平台，对接海南自贸港货运主通道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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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现代化港区；将徐闻港区打造成为对接海南自贸港、服务

陆岛交通运输的核心港区；将廉江港区、遂溪港区等港区打

造成为以服务临港产业和本地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为主

的现代化港区。

专栏 1 湛江港港区发展定位和功能分工
1.调顺岛港区。以散、杂货运输为主，兼顾特种物资运输，主要

承担腹地铁矿石、非金属矿石运输以及临港电厂煤炭供应。条件成熟

后结合城市发展进行功能调整。

2.霞海港区。以邮轮运输及相关产业发展为主，兼顾水上巴士等

客运服务功能。重点规划项目：招商湛江国际邮轮码头工程。

3.霞山港区。以原油、成品油、铁矿石等大宗散货和杂货运输为

主，兼顾散装粮食和化肥运输，主要为西南、中南、粤西、桂东以及

湛江市服务，并承担水上客运和港口支持保障基地功能，远期结合城

市发展进行内部功能优化调整。

4.宝满港区。以集装箱和通用散杂货运输为重点，承接霞山港区

部分通用散货转移，逐步发展为区域性集装箱物流中心和港产城融合

发展的现代化港区。重点规划项目：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

扩建工程、湛江港宝满港区湛航集团霞海港码头迁建工程、湛江港宝

满港区交通战备码头搬迁工程。

5.坡头港区。近期以中海油保障基地功能为主，服务石油企业设

备运输，逐步拓展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和科研保障基地功能。

6.东海岛港区。以大宗能源、原材料和临港工业产品运输为主，

兼顾散杂货运输，主要服务大型临港工业布局发展，兼顾腹地物资中

转运输，拓展大宗商品储运贸易功能，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化、集约化

的综合性港区。重点规划项目：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日光通用杂货码头

项目、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液体散货码头、湛江港东海岛港区

40万吨级散货码头工程、湛江港东海岛港区公共液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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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湛江港港区发展定位和功能分工
7.南三岛港区。以邮轮、游艇客运以及服务海工装备制造、修造

船和智慧海洋军民融合产业为主，兼顾南三岛、坡头等东岸片区生产

生活物资运输，逐步综合开发利用。重点规划项目：南三岛港区通用

码头工程。

8.雷州港区。以液体散货、煤炭、货滚、集装箱运输为主，服务

油气资源开发、电厂等临港产业，积极拓展港口物流功能，逐步发展

成为对接海南自贸港货运主通道的大型现代化港区。重点规划项目：

湛江港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通用码头工程、湛江电厂迁建项目配套码

头工程。

9.徐闻港区。以客货滚装（车客渡、铁路轮渡）运输为主，兼顾

服务临港产业、港口物流、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发展成为对接海

南自贸港、服务陆岛交通运输的核心港区。适时研究深水货运码头功

能及相关布局。规划建设项目名称。重点规划项目：琼州海峡客滚运

输应急保障基地、湛江港徐闻港区四塘作业区货运码头工程。

10.吴川、遂溪、廉江港区。以服务临港产业和本地城市生产生

活物资运输为主，结合旅游、临港重大项目和区域合作形势，逐步综

合开发利用。重点规划项目：广东廉江核电项目大件码头工程、廉江

港区进港航道疏浚工程、湛江港吴川港区集装箱码头工程、北潭港

5000 吨级码头升级改造项目。

规划建设重要港区疏港铁路。加快落实疏港铁路专用线建

设条件，推进湛江港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东海岛港区铁路专

用线、粤海铁路乌石支线等规划建设，打通铁路进港口、进园

区“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切实改善疏港条件。

研究预留河唇至合浦铁路廉江港区龙头沙支线、奋勇大产业园

区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建设条件，推进铁路进港、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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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湛江港锚地规划布局。构建形成以湛江港湾内港区锚

地为重点、其他港区（作业区）锚地为补充的湛江港锚地系统

规划布局。规划建设 20个湛江港湾内港区锚地，18个其他港

区（作业区）锚地，满足大中型船舶锚泊的待泊、应急要求，

保障港口生产服务。

强化港口区域合作。加密湛江港至粤港澳大湾区、至海南

的集装箱内贸航线和内外贸同船航线，共同拓展东盟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航线。推动实现西南地区出口的远洋集装箱运

输由湛江港喂给，粤港澳大湾区进口的大宗散货由湛江港中

转。加强与设立在重庆的总营运平台的合作，增强湛江参与新

通道建设的主动性和话语权。鼓励湛江市国有企业和航运、铁

路运输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等以资本融合、资源共享为纽

带，组建多式联运专业化经营主体，搭建海铁联运平台，参与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海铁联运业务和中欧班列的运营。推进琼州

海峡港航一体化进程。积极推动湛海高铁规划建设，加强高铁

与徐闻港区南山作业区的衔接，构建琼州海峡快速集疏运体

系。加快推进雷州港区规划布局，构建面向东盟、对接海南自

由贸易港、服务临港经济发展、辐射粤西地区及广大西南腹地

的专业货运通道。协调推进构建服务海南的“岛外仓”湛江基

地建设，争取共同打造华南地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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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打造区域性航空门户枢纽

完善湛江吴川机场区域枢纽功能，强化与国内主要城市航

空运输联系，将湛江吴川机场打造成为立足粤西地区、面向全

国的区域枢纽机场。加强轨道交通、高快速路网与机场枢纽的

一体化衔接，打造粤西地区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加快通用机

场规划建设，全面提升机场体系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打造区域性航空门户机场。完善湛江吴川机场功能，推进

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精密进近系统、30 个停机坪、6.18 万平

方米的航站楼，以及货运、机务维修、场务、消防救援、生产

生活辅助用房、供电、供水、供气、排污等配套设施建设。挖

掘潜在航空需求，完善航线网络，提升航空服务水平，增强航

空运输服务吸引力。预留控制机场二期工程相关建设条件，择

机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推动航空口岸及配套工程建设，争取建

设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引进飞机维修、航空电子、精密加

工飞保税物流等空港配套产业。

优化提升机场集疏运网络。强化机场交通枢纽功能，构建

以铁路和高快速路为主体的湛江吴川机场集疏运网络。推进湛

江机场高速、汕湛高速公路吴川支线东延线、沈海高速公路茂

名至湛江段扩建工程、协同推进玉林至湛江吴川机场高速公路

等项目建设，打造“三横一纵”高速公路集疏运网络。推进深

湛铁路湛江吴川机场支线工程建设，研究规划建设湛茂阳滨海

城际、机场至廉江城际、机场至茂名高州城际、城市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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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线等项目，强化铁路枢纽与机场枢纽的一体化衔接，打造

粤西地区门户型综合交通枢纽。

构建“四基地多点位”的通用机场布局。规划构建

“1+4+N+1”的“运输机场（兼通用航空功能）—跑道型通用

机场（兼表面直升机场）—直升起降点—水上机场”层次化通

用机场体系，满足区域通用航空发展需求。结合湛江吴川机场

建设通用航空功能区，发展短途运输、公商务出行、航空应急

救援、培训作业等功能，完善通用航空保障。规划建设雷州通

用机场、徐闻通用机场、廉江通用机场、南三岛通用机场；支

持各具特色的直升机场发展，鼓励在三级甲等医院、4A 级以

上风景区、重点海岛、应急救援基地、海岸线重点区域、高速

公路服务区、重点工业园区、大型企业总部、酒店及会展中心

等适宜地点建设直升机场（起降点）或水上机场；支持水上机

场发展，规划建设鼎龙湾水上机场。

专栏 2 湛江机场体系规划布局
民用运输机场（1 个）：湛江吴川机场，区域枢纽机场，区域性

航空门户机场，4E级运输机场。同时兼顾通用航空功能。

跑道型通用机场（兼表面直升机场）（4 个）：雷州通用机场、

徐闻通用机场、廉江通用机场、南三岛通用机场。

直升机起降点：支持各具特色的直升机场发展。

水上机场（1 个）：鼎龙湾水上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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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构筑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第一节 构建“五龙入湛”高速铁路网

构建“五龙入湛”高铁格局。强化湛江陆海客流转换枢纽

功能，完善对外高铁网络，打造我国南部沿海地区重要铁路枢

纽。规划建设广州至湛江铁路、合浦至湛江铁路、湛江至海口

铁路、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上通

道、深湛铁路湛江吴川机场支线等项目，加快完善东南西北四

向通达网络，形成湛江与大湾区、北部湾、海南岛 1.5-2 小时

高铁交通圈，实现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快速通达，成为名副其

实的南部沿海地区重要铁路枢纽和全国性高铁枢纽。未来根据

需求和上位规划等情况，远景预留“二湛通道湛江经玉林至桂

林高铁北上通道”建设条件。

加快推进高速铁路项目建设。加快湛江融湾步伐，推进广

州至湛江高铁湛江段等续建项目建设，推进深湛铁路湛江吴川

机场支线工程前期工作，推动铁路与航空枢纽互联互通。完善

西向运输通道，落实建设条件，开工建设合浦至湛江铁路湛江

段。支撑湛江与海南相向而行，推进湛江至海口铁路湛江段规

划建设。完善湛江北上铁路通道功能，协同推进湛江经广湛高

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上通道项目规划建设。

专栏 3 湛江市高速铁路规划布局

1.深湛铁路：既有铁路，路线自深圳向西，途径东莞、广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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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湛江市高速铁路规划布局
山、江门、阳江、茂名，进入湛江衔接湛江西站，湛江境内设置吴川

站、湛江吴川机场站、塘缀站（越行站）、黄略站（越行站）、湛江

西站。设计速度 200km/h（预留 250 km/h 条件）。深湛铁路湛江境内

75公里，已建成运营。深湛铁路湛江吴川机场段预埋结构工程已完成，

深湛铁路机场支线全长 16.1 公里，规划待建。

2.广湛高铁：在建铁路，路线自广州向西，途径佛山、肇庆、云

浮、阳江、茂名、进入湛江衔接湛江北站，湛江境内设置吴川站、湛

江东站（预留站）、湛江北站。设计速度 350km/h，湛江境内 65公里。

3.合湛高铁：待建铁路，路线自广西合浦向东进入湛江，途径廉

江、遂溪，衔接湛江西站通过联络线引入湛江北站，湛江境内设置廉

江南站、遂溪南站、湛江西站。设计速度 350km/h，湛江境内 78公里。

4.湛海高铁：待建铁路，路线自湛江北站引出（衔接湛江西站），

途径麻章、雷州、徐闻，衔接北港轮渡站，湛江境内设置湛江北站（衔

接湛江西站）、雷州北站、龙门站、徐闻南、徐闻南山港站。设计速

度 350km/h，湛江境内 127 公里。

5.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接线北上通道：待建

铁路，路线自湛江北站引出，与广湛高铁共线，途径海东新区、吴川、

茂名，在茂名南站向北，经茂名高州、信宜，衔接深南高铁岑溪东站。

设计速度 350km/h，湛江境内 65公里（利用广湛高铁）。

第二节 完善“十字型”普速铁路网

构建“十字型”普速干线铁路。打造以河茂铁路、河唇至

合浦铁路为横轴，黎湛铁路、粤海铁路、东海岛铁路为纵轴的

“十字型”普速干线铁路布局，境内普速干线铁路规划里程约

314公里。提升南北纵向客运服务品质及货运能力，研究粤海



28

铁路电气化改造及增建 II线工程可行性。

推进重要港区疏港铁路建设。加强铁路与港口的衔接，提

高铁水联运能力和效率，推进适合铁路运输的货物尽可能从公

路运输转向铁路运输，推进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完善港口集疏

运条件，规划建设湛江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湛江东海岛港区

铁路专用线、粤海铁路乌石支线。推进铁路入园入企，规划建

设奋勇大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研究河唇至合浦铁路及廉江港

区龙头沙支线。

专栏 4 湛江市普速铁路规划布局
一、普速干线铁路

黎湛铁路：既有铁路，是西南出海通道的组成部分。线路北起广

西宾阳县黎塘站，经贵港市、玉林市，终止湛江市湛江站，连接湛江

港口，全长 318 公里。技术等级为Ⅰ级客货共线双线铁路，湛江境内

约 87公里，设置河唇站、廉江站、遂溪站、塘口站、湛江站。

粤海铁路：既有铁路，又称湛海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

又“两线一渡”工程组成，其中湛江至海安段 139 公里。湛江境内设

置塘口站、湛江西站、雷州站、徐闻北站、北港站。目前为单线铁路，

按 I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进行规划。

河茂铁路：既有铁路，又称黎湛铁路茂名支线，是连接廉江河唇

镇至茂名市公馆镇之间的一条普速支线铁路。线路从黎湛铁路河唇站

引出，经化州市，终止茂南区公馆镇，连接茂名石化基地，设计时速

80公里/小时，全长 61公里，客货共用，为单线铁路按 II 级干线标

准建设。湛江境内约 7 公里，设置河唇站。按 I级双线铁路进行规划。

东海岛铁路（干线）：既有铁路，客货共线铁路，粤西首条海岛

铁路。路线起于黄略站，止于钢厂站，线路全长约 57公里（其中 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8%E6%B5%B7%E9%93%81%E8%B7%AF/72055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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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湛江市普速铁路规划布局
公里为茂湛铁路线路，实际长度为 39 公里），共设置 6 个车站。黄

略至湛江西（客）为 I 级双线铁路，设计速度 200 公里/小时（预留

250），并入深湛铁路正线；湛江西（客）至钢厂段为场间联络线单

线铁路，设计速度 120 公里/小时。

河唇至合浦铁路：研究铁路，又称河茂铁路西延线，湛江境内约

42公里。

二、疏港铁路及铁路专用线

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衔接东海岛铁路和宝满港区，路线长度 15

公里，规划待建。

东海岛港区铁路专用线：衔接东海岛铁路和东海岛港区，线路规

划待建。

粤海铁路乌石支线：衔接粤海铁路和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路线

长度 28公里，规划待建。

廉江港区龙头沙支线：衔接河唇至合浦铁路和廉江港区龙头沙作

业区，路线长度 28公里，远景研究项目。

奋勇大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衔接粤海铁路与奋勇大产业园区，

路线长度 15公里，规划铁路专用线。

第三节 谋划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

推进城际铁路规划建设。构建形成以湛江中心城区和湛江

吴川机场双支点对外辐射的城际铁路网络，支撑现代化沿海经

济带发展和机场集疏运体系完善。规划建设玉林经廉江至湛江

西站、湛江北站城际铁路，北海经遂溪至湛江北站城际铁路，

湛江吴川机场至吴川市区城际铁路，衔接远期的滨海城际铁

路。东向形成深湛铁路及其支线、广湛高铁以及湛江吴川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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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吴川、至茂名滨海新区、阳江滨海新区的滨海城际三个层次

的铁路出行体系。

研究市域（郊）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市域（郊）铁路总

体以利用既有铁路为主，新建为辅，构建形成以湛江北站为中

心，以深湛铁路、黎湛铁路、粤海铁路、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

东海岛铁路为走廊，对外辐射吴川、廉江、遂溪、雷州、徐闻

的市域铁路布局。做好城市轨道具体线路的前期深化工作，适

时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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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完善外联内畅的公路网

第一节 构建“两环十射五联”高速公路网

提升市域镇级节点高速公路覆盖率，畅通功能区之间高速

联系，打造“两环十射五联”高速公路总体布局，实现 3 条通

道东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2 条通道西联对接广西北部湾，2

条通道北接成渝城市群，3 条通道南拓对接海南自贸港，全面

巩固和提升湛江交通区位优势。

一环线：湛江环城高速公路，152 公里。

功能定位：湛江市区环城快速通道，满足外围组团快速出

行需要，组织对外交通和过境交通、组织港口集疏运交通、形

成区域网络形心。

项目情况：湛江环城高速共有 5 段组成，其中沈海高速公

路高阳互通至林屋互通段为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按双向 8 车道

进行改扩建；汕湛高速公路林屋互通至坡头段，已建成通车，

为双向 6 车道；汕湛高速公路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

为在建项目，计划 2023 年建成通车；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至

东海岛段为规划项目，计划“十四五”开工建设；玉湛高速公

路高阳互通至民安互通段已建成通车。

二环线：湛江绕城高速公路，262 公里（共线 76 公里）。

功能定位：组织市域对外交通和过境交通，满足沿线群众

出行需要，组织港口集疏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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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湛江环城高速共有 8 段组成，其中化廉高速已

建成通车；汕湛高速公路樟檬互通至坡头段，已建成通车，为

双向 6 车道；汕湛高速公路南三岛大桥（坡头至南三岛段）为

在建项目，计划 2023 年建成通车；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至东

海岛段为规划项目，计划“十四五”开工建设；东雷高速公路

2021 年已建成通车；东雷高速公路西延线为新规划项目；雷

州半岛西线高速公路安铺至纪家段为新规划项目。

一射：玉湛高速公路，73 公里，对接广西玉林。

功能定位：主要承担湛江北上运输主通道功能，是湛江港

拓展大西南内陆腹地的重要依托，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的重

要抓手和依托。

项目情况：已建成通车，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二射：玉林至湛江吴川机场高速公路，78 公里，对接广

西玉林。

功能定位：是湛江吴川机场北部快速集散通道，是茂名化

州地区沿线群众出行的快速通道。

项目情况：由两段组成，北段为玉林北流（省界）至茂名

化州高速，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均在茂名境内；南段为

汕湛高速，已建成通车。

三射：汕湛高速公路，54 公里，对接广州。

功能定位：该项目是湛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快速通

道，是“东融”第二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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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已建成通车，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四射：沈海高速公路，55 公里，对接广州、佛山。

功能定位：该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湛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快速通道。

项目情况：正在按双向 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

五射：湛江至吴川高速公路，42 公里，对接珠海、香港。

功能定位：该项目是湛江吴川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湛江融

入粤港澳湾区的重要快速通道，是粤西沿海经济带发展的重要

支撑。

项目情况：由两段组成，西段为汕湛高速公路吴川支线，

已建成通车，东段为茂名至吴川高速公路湛江段，是省高速公

路网新规划项目。

六射：雷州半岛东线高速公路，121 公里。

功能定位：该项目是雷州至市区主要高速通道，是雷州半

岛东部地区群众出行的快速通道。

项目情况：由两段组成，北段为玉湛高速雷州支线，省高

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南段为玉湛高速雷州支线南延长线，新

规划项目。

七射：湛徐高速公路，126 公里，对接海口。

功能定位：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湛江

城镇体系主轴线交通功能，承载组织过境交通和港口集疏运功

能。琼州海峡通道建成后，是海南与内陆联系的主要陆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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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湛徐高速公路及徐闻港支线已建成通车，预留

8车道扩建条件，结合需求情况，适时开展扩建。琼州海峡跨

海通道属于国家事权，湛江将积极配合通道的规划建设。

八射：雷州半岛西线高速公路，124 公里。

功能定位：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去往雷州半岛西海岸滨

海资源区的快速通道，是对接海南自贸港的重要通道，是雷州

港区的重要集疏运通道。

项目情况：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

九射：兰海高速公路，66 公里，对接北海、南宁。

功能定位：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湛江与北

部湾城市群联系主要通道，是湛江辐射市域西北部城镇的主要

通道，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和依托。

项目情况：已建成通车，预留 8车道扩建条件，结合需求

情况，适时开展扩建。

十射：湛江至南宁高速公路，80 公里，对接南宁。

功能定位：湛江与南宁两座中心城市之间的直连高速公路

通道，是湛江与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联系的第二通道，是北

部湾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和依托。

项目情况：由两段组成，北段为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

约 23公里，衔接玉湛高速公路，南段为已通车的玉湛高速公

路，南段预留扩建 8车道建设条件。

一联：湛江机场高速公路，24.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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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湛江市区联系湛江吴川机场的主要快速通道。

项目情况：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由 3段组成，总里

程 24.5 公里，其中新建路段 11.596 公里，改造路段 7.198 公

里，利用既有路段 5.744公里。

二联：湛徐高速公路乌石支线，22 公里。

功能定位：湛徐高速与滨海公路快速联系通道，雷州乌石

港疏港高速公路。

项目情况：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在建项目。

三联：东雷高速公路西延线，41 公里。

功能定位：是西海岸中段滨海资源区的重要集散线路，是

东海岛下游产业布局重要廊道。

项目情况：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

四联：湛徐高速公路调风支线，36 公里。

功能定位：是滨海公路与湛徐高速快速联系通道，是雷州

半岛东部地区横向联系快速通道。

项目情况：省高速公路网新规划项目。

五联：湛徐高速公路前山支线，44 公里。

功能定位：是徐闻东部区域与湛徐高速快速联系通道。

项目情况：新规划项目。

专栏 5 湛江高速公路规划布局

两环：一环：湛江环城高速公路，152 公里，按 4-8 车道规划控制。

二环：湛江绕城高速公路，262 公里，按 4-6 车道规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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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湛江高速公路规划布局

十射：一射：玉林至湛江高速公路，73公里，按 4-8 车道规划控制。

二射：玉林至湛江吴川机场高速公路，78 公里，按 4-6 车道规划控制。

三射：汕湛高速公路，54 公里，按 4-6 车道规划控制。四射：沈海高速

公路，55公里，按 8 车道规划控制。五射：湛江至吴川高速公路，42 公

里，按 4-6 车道规划控制。六射：雷州半岛东线高速公路，121 公里，按

4车道规划控制。七射：湛江至徐闻高速公路，126 公里，按 8车道规划

控制。八射：雷州半岛西线高速公路，124 公里，按 4 车道规划控制。九

射：兰海高速公路，66 公里，按 8 车道规划控制。十射：湛江至南宁高

速公路，80公里，按 4-8 车道规划控制。

五联：一联：湛江机场高速公路。二联：湛徐高速公路乌石支线。三

联：东雷高速公路西延线。四联：湛徐高速公路调风支线。五联：湛徐高

速公路前山支线。

预留湛徐高速公路角尾支线建设条件，近期通过提升省道 S547 和

S376 能力满足徐闻西部片区出行需要，远期根据迈陈、西连、角尾等乡

镇发展情况，择机规划建设。

第二节 构建能力充分的普通公路网

提升普通国道路网效率。贯彻落实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升

境内普通国道通行能力和保障能力，最大限度发挥国道路网整

体效益。对标国家和省的要求，加快低等级路段和瓶颈路段升

级改造，加快完善路网结构，推进一批普通国道新改建项目建

设，力争境内普通国道达到一级公路标准，切实增强普通国道

保障能力。强化养护管理，注重服务品质与服务质量，加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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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公路养护，科学安排大中修和预防性养护。推进一批路面改

造工程建设，推进道路安全隐患整治，全面提高路况水平。加

快滨海旅游公路湛江段建设，促进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完善

连接旅游景区的公路网络，提升旅游交通路网运输效率。拓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鼓励普通国省道结合旅游公路建设，因地制宜设置自驾车营

地、房车营地、观景平台等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旅游交通

的服务质量，满足出行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完善普通省道网络布局。贯彻落实广东省普通省道网规

划，推进技术等级较低、路况较差路段改造提升。推进新规划

省道前期工作进展，形成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滚动机制。

推进一批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建设，完善普通省道路网功能，基

本实现普通省道达到二级公路标准，中心镇通一级公路、一般

镇通二级公路。加强普通省道养护建设，提升路况水平，推进

一批普通省道路面改造工程和危桥改造项目建设。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完成农村公路通行改造工

程、通畅改造工程、通达改造工程、生命安防整治工程等任务

要求。推动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和路面铺装率大幅提

升、镇到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四级双车道公路。按照建立事权与

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构建符合农村公路特点

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建立健全“县为主体、行业指导、部门协

作、社会参与”的养护工作机制，落实县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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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发挥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作用。坚持“城乡统筹、

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邮结合”总体思路，完善

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建立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联合审核

机制。淘汰老旧农村客运车辆，提升客车性能。完善农村客运

站点（招呼站）规划布局，推进县、镇、村三级物流站场设施

和信息系统建设，推广货运班线、客运班车代运邮件等农村物

流组织模式。

专栏 6 湛江市普通公路规划布局

一、普通国道（3 条）。G207，既有国道,182 公里，按一级公路

规划控制。G325，既有国道,50公里，按一级公路规划控制。原 G228，

原有国道，153 公里，按一级公路规划控制。新 G228，广东滨海公路

湛江段，按一级公路规划控制。

二、普通省道（20 条）。S284 宝圩-坡头；S285蓬利-吴川；S286

湛江-南三；S287 六深-附城；S288 湖光-硇洲；S289南兴-前山；S290

白桔-流沙；S293 石角-东简；S373 塘尾-企水；S374平乐-杨柑；S375

客路-江洪；S376 外罗-西连；S388 那霍-界炮；S540雅韶-吴川；S543

平田-南海；S544飞鹅头-塘缀；S545百龙-草潭；S546火炬-白岭；S547

新寮-角尾；S548 北港公路。普通省道按二级及以上公路标准规划控制。

三、农村公路（超 2 万公里）。县道：2631公里。乡道：6300公

里。村道：1.14万公里。农村公路均按照四级及以上公路标准规划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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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完善功能区互联互通交通网络

推进功能区互联互通。强化干线公路先行引领功能，加强

干线公路与城市快速路网衔接，提升功能区之间的通行效率。

打造湛江城区“一环十快”对外快速路体系，构建形成以湛江

大道+调顺快线+东强快线+霞南快线等项目组成的快速环线，

推进湛江大道北延、湛廉快线、东强快线+S286、海川快线、

霞南快线、湛江大道南延、S373+雷湖快线、湖光快线、西城

快线+北部湾快线、原国道 G228等市区对外路网项目规划建

设，实现湛江湾区半小时通勤圈、湛江城区与周边县城 30分

钟可达。谋划推进县城至乡镇路网体系，按照县到中心镇一级

公路标准、毗邻镇二级及以上公路标准，加快完善县域干线路

网体系建设，基本实现县城至中心镇半小时可达，至县域所有

乡镇 1小时可达。强化重要功能区与综合交通枢纽的衔接，完

善功能区与重要交通枢纽的衔接通道规划建设，提升公路出行

效率。

推进城市快速路规划建设。构建以赤坎-霞山-东海岛、坡

头-海东-空港为纵轴，以赤坎-海东、霞山-坡头为横轴，辐射

廉江、吴川、雷州三个组团以及周边各功能区的“两横两纵三

射”快速路网布局，规划总里程约 220公里。一横：调顺快线，

21公里；二横：霞南快线，50公里；一纵：东强快线，46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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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二纵：湛江大道及北延线，56公里；一射：湖光快线，

23公里；二射：东强快线北延线，5公里；三射：海川快线，

10公里。

图3 湛江市区对外快速路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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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设高能级航道网

第一节 构建高能级沿海航道网

构建多层次沿海航道体系。推进构建“主要航道-重要航

道-一般航道”三级航道体系，形成布局合理、能力充分等多

层次沿海航道网络。打造以湛江港 40 万吨级航道（主航道）、

东海岛港区航道、徐闻港区南山作业区进港航道等航道为主要

航道，以湛江港内航道（主航道）、东海岛南航道、亚士德航

道、雷州湾港区进港航道、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进港航道、遂

溪港区北潭作业区主航道等航道为重要航道，以廉江港区营仔

作业区主航道等其他 30 条航道（段）为一般航道的沿海航道

体系。规划总里程约 803 公里，主要航道 7 条 117 公里，重要

航道 10 条 200 公里，一般航道（段）30 条 486 公里。

推进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湛江港 30万吨级航道改扩

建工程、湛江港东海岛港区航道工程（10万吨级）、湛江港

亚士德航道工程（5万吨级）等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强化

沿海主要港口航道集疏运能力。推动航道与港口发展规模相互

适应，科学合理实施沿海超深水航道工程，推进湛江港进港主

航道（40万吨级）、东海岛港区航道（30万吨级）、亚士德

航道（15万吨级）、徐闻港区荔枝湾作业区主航道（5万吨级）、

徐闻港区火车轮渡北港航道（5万吨级）、徐闻港区南山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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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港航道（5 万吨级）、雷州港区流沙作业区主航道（20

万吨级）、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进港航道（15 万吨级）、遂

溪港区角头沙作业区主航道（10万吨级）、廉江港区龙头沙

作业区进港航道（10万吨级）、吴川港区塘尾作业区进港航

道（5万吨级）等项目规划建设。

专栏 7 湛江市沿海航道规划布局

1.沿海主要航道 7 条 117 公里。分别为：湛江港 40 万吨级航道

（主航道）、东海岛港区航道、徐闻港区海安作业区主航道、徐闻港

区荔枝湾作业区主航道、徐闻港区火车轮渡北港航道、徐闻港区南山

作业区进港航道及硇洲水道。

2.沿海重要航道 10 条 200 公里。分别为：湛江港内航道（主航

道）、东海岛南航道、亚士德航道、雷州湾港区进港航道、雷州港区

流沙作业区主航道、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进港航道、遂溪港区北潭作

业区主航道、遂溪港区角头沙作业区进港航道、廉江港区龙头沙作业

区进港航道、吴川港区塘尾作业区进港航道。

3.沿海一般航道 30 条 486 公里。分别为：廉江港区营仔作业区

主航道、南三河航道、斗龙村航道、利剑门航道、王村航道、安铺（营

仔）航道、安铺（北潭）航道、安铺（龙头沙）航道、安铺（犁头沙）

航道、草潭航道、港门航道、乐民航道、江洪航道、企水航道、海康

航道、乌石航道、流沙航道、六锦航道、新外航道、沙外行水道、外

罗航道 2、和南航道（和北（北莉岛）航道、北南航道）、三吉航道、

北沙航道、雷州航道、通明航道、东硇航道、博茂航道、石门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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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进内河航道特色化发展

构建内河高等级航道网络。推进南渡河、营仔河、城月河、

鉴江、鹤地水库等航道高质量发展。南渡河出海口至南渡船闸

段按一级航道（重要航道、河口航道）进行规划建设，营仔河

口灯浮至营仔段按二级航道（重要航道、河口航道）进行规划

建设，城月河河口至东岸段按三级航道（重要航道、河口航道）

进行规划建设，鹤地水库石角至河唇（水库大坝）段按三级航

道（绿色航道）进行规划建设，鉴江沙角漩至黄坡段按三级航

道（重要航道、河口航道），九洲江 1航道犁头沙（九洲江 1

号标）至安铺大桥段按二级航道（重要航道、河口航道）进行

规划建设。

推进一般航道可持续发展。鹤地水库其他 9 段按照 V 级

航道进行规划建设，重点打造绿色航道。鉴江黄坡至积美段按

照 VI级航道进行规划建设，重点打造绿色航道。城月河东岸

至卜巢段按照 VI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袂花江梅菉中村

至袂花镇按照 VII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南渡河南渡船闸

至港头按照 V 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南渡河港头至倜傥

段按照 VI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小东江梅菉至高山段按

照 VII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营仔河营仔至高墩按照 VII

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九洲江 2航道安铺大桥至龙湾按照

VII级一般航道进行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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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湛江市内河航道规划布局

1.内河高等级航道（III 级及以上），6 条 68 公里。分别为：南

渡河 1、营仔河 1、城月河 1、鹤地水库 1、鉴江 1、九洲江 1 航道。

2.Ⅳ-Ⅶ级航道 242 公里。其中，绿色航道 17 条 89 公里。规划

的绿色航道有：鹤地水库 2、鹤地水库 3、鹤地水库 4、鹤地水库 5、

鹤地水库 6、鹤地水库 7、鹤地水库 8、鹤地水库 9、鹤地水库 10、鉴

江 2、城月河 2、袂花江、南渡河 2、南渡河 3、小东江、营仔河 2、

九洲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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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构建能力充裕油气管道网

建立覆盖广泛、互联互通、公平开放的油气管网输送平台

以及多层次储备调峰体系，构建布局合理、内畅外通、安全高

效、智慧绿色的现代油气管网。

完善原油传输网络。加强原油码头配套输送管道和原油储

备基地输送管道建设。发挥好国家管网原油管道湛江港至粤桂

边界段，中石化原油管道湛江港—廉江—茂石化，中石化原油

管道湛江东兴炼厂油库—码头段等原油管道体系的功能，构建

完善的原油传输网络，规模 185 公里。

推进成品油管道互联互通。发挥国家管网华南公司珠三角

一期湛江-珠三角段，国家管网华南公司湛江-廉江段、中石化

管道湛江东兴炼厂厂区—码头及分销库等成品油管管道体系

功能，推进成品油管道体系互联互通，规模 250公里。

合理规划建设天然气管道。完善天然气主干管网“市市通”

功能，推进琼粤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县县通龙门-徐闻天然

气主干网项目等项目规划建设，实现天然气管道“县县通”。

加快推进城镇配气管网建设，并有序向重点城镇延伸。

专栏 9 湛江市境内油气管道网规划布局

1.原油管道（3条）。国家管网原油管道湛江—粤桂边界、中石

化原油管道廉江—茂石化、中石化原油管道湛江东兴炼厂油库—码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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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湛江市境内油气管道网规划布局

2.成品油管道（3条）。国家管网华南公司珠三角一期湛江-珠三

角段、国家管网华南公司湛江-廉江、中石化管道湛江东兴炼厂厂区

—码头及分销库等。

3.天然气管道（3 条）。国家管网广西 LNG 外输管道粤西湛江-

茂名支线、琼粤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县县通工程（建设龙门-徐

闻天然气主干管网工程）。

图 4 湛江长输油气管廊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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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构建“人享其行”综合客运体系

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综合客运枢纽为引领，层次清

晰、网络畅达、品质优越的综合客运网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

第一节 打造衔接紧密的综合客运枢纽

规划建设 4 个一级综合客运枢纽。构建以机场、高铁站、

客运港口为内核的，衔接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客运枢纽，推进

综合客运枢纽一体设计、同步建设、同期运营，实现各种运输

方式在枢纽内便捷高效换乘。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规划建

设湛江吴川机场、湛江北站、湛江西站、徐闻南山港四个一级

综合客运枢纽，支撑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擦亮湛江综

合交通枢纽名片。推进“枢纽+社区+产业”的开发模式，建

设与城市空间、产业发展联动融合的立体式、复合型综合体和

城市功能区，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规划建设以湛江吴川

机场为内核的空港新城、以湛江北站-湛江西站为内核的高铁

城市片区、以徐闻客运港为内核的滨海旅游新城，通过综合交

通枢纽的发展引领城市功能片区的开发，实现交通与产业和国

土空间统筹融合发展。

规划建设 5 个二级综合客运枢纽。构建铁路主导型综合客

运枢纽体系，完善综合客运枢纽功能，打造一批多种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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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紧密的综合客运枢纽，提升县级节点及重要功能片区对外

枢纽能级，规划建设吴川站综合客运枢纽、遂溪南站综合客运

枢纽、雷州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南站综合客运枢纽、湛江

东站（预留站）综合客运枢纽等。

规划建设 8 个三级综合客运枢纽。优化完善综合客运枢纽

服务功能，推进湛江站综合客运枢纽、廉江站综合客运枢纽、

遂溪站综合客运枢纽、雷州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北站综合客

运枢纽、廉江南站综合客运枢纽、雷州龙门站综合客运枢纽、

东海岛客运站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

专栏 10 湛江市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布局

4 个一级综合客运枢纽。湛江吴川机场综合客运枢纽、湛江北站

综合客运枢纽、湛江西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南山港综合客运枢纽。

5 个二级综合客运枢纽。吴川站综合客运枢纽、遂溪南站综合客

运枢纽、雷州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南站综合客运枢纽、湛江东站

（预留站）综合客运枢纽。

8 个三级综合客运枢纽。湛江站综合客运枢纽、廉江站综合客运

枢纽、遂溪站综合客运枢纽、雷州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北站综合客

运枢纽、廉江南站综合客运枢纽、雷州龙门站综合客运枢纽、东海岛

客运站综合客运枢纽。

第二节 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客运网络

构建高品质对外客运骨架网络。依托湛江吴川机场，引入

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等，建设区域性航空门户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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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湛江北站和湛江西站，规划引入广湛客专、深湛铁路、合

湛铁路、湛海铁路、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溪连

接线北上通道等 5条高速铁路，增加客站始发终到功能，完善

综合交通功能，打造我国南部沿海地区重要铁路枢纽；以徐闻

客运港为中心，引入公路客运、公交等，打造对接海南自由贸

易港主枢纽。

优化完善便捷的市内客运网络。改进提升客运服务水平，

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公路客运竞争力，打造高品质县际直达班

线和县至乡镇的农村客运网。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规划建

设“五横七纵”的公交专用道网络，优化完善公交线路及站点

设置，研究发展公交MaaS 服务，满足定制公交出行需求。

推进公交站点和农村客运站点更广覆盖，研究落实公交场站政

府建设和民用建筑配建，切实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研究整

合东海岛至硇洲岛水上交通资源，提升硇洲岛居民通道安全、

通畅的保障能力。

发展特色客运网络。支持“交通引导开发（TOD）”发展

模式。研究布设湛江水上公交系统。建设绿道与自行车出行服

务系统，建设连续、安全、舒适的人行网络，沟通居民出行集

中点，弥补公交服务范围在部分地区的空白。

第三节 推进琼州海峡运输一体化

继续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谋划交通大平台建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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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构建形成以综合客运枢纽为核心，以滚装接驳运输为基础，

以水上飞机、直升机、快速客船为补充的一体化客运体系。加

快雷州乌石港区发展，强化与海南货运对接，形成北接雷州乌

石港区南联海南洋浦港的货运大通道。

完善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形成以海口港

新海港区、湛江港徐闻港区南山作业区为主，海口港秀英港区

（南港区现状泊位）、湛江港徐闻港区荔枝湾作业区为辅，海

口港秀英港区（北港池部分泊位）、湛江港徐闻港区海安作业

区为备用的空间布局。完善徐闻港区码头布局，完善调整海安

作业区功能定位。加强港区锚地建设，研究推进流沙湾防台锚

地、角尾湾作为北岸备选防台锚地等项目。深化危险品滚装码

头选址论证。

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发展。推进琼州海峡两岸港口

“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推动港

口布局优化和提质升级。创新完善港航服务模式，提高港口及

船舶作业效率，塑造粤海客滚精品航线。完善徐闻港综合客运

枢纽功能，加强信息化应用，建立快速集散、功能完备的集疏

运系统。推进南山客滚码头“智慧港口”建设及应用。探索建

立专业化的货车滚装运输通道，推进危险品货物车辆过海分类

滚装。规划建设恶劣天气条件下停车场地及配套服务设施。建

立健全海上搜救应急反应协调机制，规划建设统一的应急处置

平台和救助基地。加强海上航行船舶动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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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构建“物优其流”货运物流体系

第一节 完善现代化货运物流枢纽布局

依托铁路、港口、公路网络，构建以优化货运组织、强化

货物中转服务为主要功能，服务产业聚集发展需要，能力充分、

分工合理的“综合物流园区—专业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三级

货运枢纽体系，支撑湛江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陆海交通转

换枢纽和“一带一路”重要支点。

构建功能完备的综合物流园。开展物流枢纽节点布局研

究，构建形成分工合理、功能明确、能力充分的物流园区布局。

强化铁水联运能力和大宗货物及散杂货集散能力建设，依托铁

路网络和铁路枢纽站场，推动湛江西站规划建设成为全国一级

铁路物流基地，完善货物中转、换装、仓储等功能，将湛江西

站物流园打造成为远距离铁路分拨中心。依托湛江吴川机场和

湛江市空港经济区产业布局，规划建设空港经济区物流园，完

善仓储运输、分拨配送、流通加工、信息服务等功能，打造区

域快运中心。依托湛江港强大的辐射集聚能力，规划建设宝满

港区物流园、东海岛港区物流园、雷州乌石港口物流园，完善

支撑配套物流服务，支撑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依托公路

站场区位优势，规划建设黄略物流园，主要承担中短距离货物

中转运输服务功能，打造成为公路物流分装中心。

构建专业高效的物流中心。以支撑市县产业发展需要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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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县域货运需求为重点，规划建设麻章物流中心、海东新区物

流中心、遂溪物流中心、廉江物流中心、吴川物流中心、雷州

物流中心、徐闻物流中心等专业物流中心，完善其储运、配送、

车辆停放等物流配套服务等功能。

灵活布局物流配送中心。根据用地布局规划及城市发展需

求，规划建设湛江市中心城区汽车总站配送中心、新华配送中

心、霞山配送中心和湖光配送中心等配送中心。其他县城的配

送中心根据需要灵活布局。

第二节 构建经济高效货运物流网络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化为手段，构建面向商品生产

地、消费地，以港口、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为基点大宗货物

运输网络，打造“宜水则水”、 “宜铁则铁”、 “宜空则空”、“宜

路则路”的“四宜”货运体系。完善普通货物转运及配送网络，

强化生产生活物资转运及配送服务。

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网络。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一

带一路”建设，完善大宗货物中转服务功能，构建以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等为基点，依托铁路、水运等运输方式的大宗货运运

输网络。加快推进重要港区疏港铁路建设，加强港口码头与铁

路货运站无缝衔接，大力发展铁水联运，提高一体化衔接水平

和中转换装效率，打造大宗货物运输转运中心。

完善普通货物运输服务网络。构建面向商品生产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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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普通货物运输网络。培育和支持平台型龙头骨干企业整合

“小散弱”市场主体，以信息流引导实体流集约高效组织。鼓

励传统货运企业积极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优

化运输组织，实现物流资源的有效聚集和优化配置。推进客运

班车小件快运系统建设，推进资源高效利用。

加快城市物流配送网络建设。规划建设便民的城市快递物

流配送体系。推动城市配送车辆统一标识管理，规范快递物流

配送车辆管理，保障配送车辆便利通行。鼓励货运枢纽站场升

级完善快递配送功能，加强具有电子商务功能和服务电子商务

发展的货运站场及中转、分拨、配送等设施建设。鼓励发展共

同配送等配送组织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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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推动智慧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推进智慧交通发展

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培育智慧交通发展新动能。推动新技

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探索并推广新技术新业态应用场景，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促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化。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BIM、5G和北斗导航系统等先进信息技术与交通基础

设施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公路、水路、铁路、民航向数字化

转型、智能化升级。积极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航、智能铁路、

智慧民航规划建设，着力提升湛江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

提升客运服务智慧化水平。以服务品质生活为导向，积极

拓展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在运输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

创新服务产品和模式。全面推广应用交通运输电子客票，进一

步扩大全省公交“一卡通”使用领域，加快推广人脸识别、无

感支付、无感安检等非接触式服务。加快推动交通出行大数据

共享共用。积极探索城乡公交智慧站点建设。

提升货运物流信息化服务水平。鼓励货运物流企业深化信

息资源共享、共建信息平台。支持仓储企业改造建设立体仓库

及自动化仓库，提升现有搬运、包装、仓储等作业装备的成套

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在有条件的重点物流设施开展无人

化的作业。完善智能末端配送设施，发展无接触配送。推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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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车联网与物流园区、仓储设施、配送网点等信息互联，实现

物流运输在线调度、全流程监测。

第二节 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交通能源结构调整，促进交

通运输结构优化，加快形成交通运输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

促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充分发挥铁路、水运和城市公共

交通的运输优势，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

水”，倡导公交优先出行理念，推动交通运输结构性节能减排。

落实支持江海联运和铁水联运发展的财政税费、用地用海等政

策，加大柴油货车承担港口大宗货物集疏运的管控力度，推动

港口大宗货物集疏运输向水路和铁路转移。强化公路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治理，加强重点源头单位出场（站）装载情况检查。

完善绿色出行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价格调节机制对公交出

行的引导作用，优化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出行方式的路

权分配，不断提升城区绿色出行比例。

加强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扎实推进碳达峰工作。加大清

洁能源和新能源在运输装备中的应用，推动氢能源公交、电动

汽车、电动船发展，加快 LNG动力船舶应用。推进港口岸电

建设，鼓励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在港口装卸机械和运输装备中

优先使用电能或天然气。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老旧车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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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积极推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中的应用，完善施工现场和驻地污水垃圾收集处理

措施，加强施工扬尘、噪音等方面防治。

推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统筹规划布局交通线路和枢纽设

施，优化工程设计，集约利用土地、线位、岸线等资源。积极

推进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综合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

工程取土、弃土与改地、造地、复垦，高效利用沿线土地。鼓

励使用机制砂等资源丰富、质量可控的资源节约材料，推广路

面材料、施工废料等废旧资源再生和综合利用，开展疏浚土、

建筑垃圾等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的无害化处理与利用。

以绿色物流为突破口，推行实施货物包装和物流器具绿色化、

减量化，推广循环包装。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将生态环境保护贯彻交通基础设施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和养护全过程，推进交通运输发展与自

然和谐共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选线

和唯一性论证，严格开展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论证，减少交通基

础设施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域的影响。积极推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在交通

工程和运输领域的应用，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要求，有

效控制公路、铁路、机场等对周边区域噪音、振动敏感设施的

不利影响，打造一批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开展铁路、高速

公路、普通国省道、干线航道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沿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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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化建设。

第三节 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提升交通运输安全发展水平和应急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系统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增强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强化交通运输战略安全保障，推

进战略通道多方式、多路径建设，健全能源、粮食、大宗物资

等战略物资运输保障体系，完善重大民生保障的城乡物流设施

布局，提升交通网络系统韧性。全面增强交通基础设施本质安

全，实施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落实质量安全终身责任制。持

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投入，建立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机制，完善关键通道、重要节点的安全运行监测与

预警系统建设，健全恶劣环境和突发事件下的防护体系。落实

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养护，强化常态化预防性养护，保障

交通系统运行安全。

提升安全运行监管水平。健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法规制度

和标准规范，完善安全监管权责清单，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诚信管理体

系。建立运输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完善轨道交通、干线公路、空（海）港、综合交通枢

纽、“两客一危一重货”运输等运行监测监控体系，进一步完

善新业态监管平台建设，探索“互联网+安全监管”模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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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体系，强化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

理念培训。加强载运工具质量治理，保障运输装备安全。健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加强交通信息系统安全防

护。

增强应急保障能力。完善交通运输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和应

急预案体系，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

急会商与联动处置。提升琼州海峡应急救援能力。完成市、县

二级交通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建设，优化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设

置，加强应急救助抢险打捞专业装备、设施、队伍建设，完善

应急救援和应急运输体系，提高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加强应急

保障单位相关人员培训管理和应急演练，增强应急响应速度。

建立应急保障管理信息平台，提升基础设施监测预警、应急指

挥等功能，推进重点桥隧、港站、船舶、车辆和高速公路监测

预警系统建设。

第四节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树立全局思维，打破传统发展边界，推进交通运输与关联

领域资源共享、协同联动，进一步拓展交通运输发展新空间。

深化交通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完善合理的“大交通”管理

体制，实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综合交通运输的规

划、建设与管理，统筹公路、港口、地方铁路、轨道交通和机

场发展。理清理顺交通运输领域市级与县级事权和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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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协调机制，不断加强铁路、

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平衡，进一步

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融合各种运输方

式。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物流综合

成本。通过改革，增强交通运输发展内生动力，提升行业现代

化治理水平，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健康发展。

加快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和落实地方政府对普通

公路建设和养护管理的主体责任，推行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

的建设、养护一体化管理。全面建立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建立

健全高速公路养护与管理市场化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体制，实现有路必养；探索运用公共财政预算资金，为农

村公路购买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的可能性。推进普通国省道大修

工程市场化。建立路域环境综合治理长效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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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节 规划实施环境影响分析

本规划是以发展战略为主的指导性规划，是指导和协调湛

江市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规划的依据。规划贯彻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采取了优化交通运输和能源

结构、提高资源利用和运输效率、对接国土空间与生态保护要

求等积极举措，加强了对境内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运输

方式统筹规划引导，进一步优化了综合交通网的布局。

本规划涉及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等多种类型交

通方式，规划的实施可能会对部分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主

要体现在资源能源消耗、生态影响、污染排放、气候变化四个

方面。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消耗一定的土地、岸线、通

道资源。交通工程建设养护和运输活动可能对局部陆生和水生

生态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与部分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目标，以及生态保护红

线存在空间冲突。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工具将产生一定废

气、污水、噪声和固体垃圾等污染物，特别是机动车、船、飞

机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运行业的危化品泄露风险，如未得到妥

善处理，可能对区域环境和人群健康带来损害。综合交通运输

活动将消耗大量能源，可能产生一定规模碳排放，影响气候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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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以及湛江市的相关

国土空间和生态环保规划等相衔接协调，以保障经济社会环境

协调发展。

总体上，规划提出的建设规模、项目布局、交通方式结构、

建设时序等环境合理性较为充分，资源能源消耗、生态影响和

环境影响总体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

底线、环境准入清单”的基本要求，重点项目安排较为合理。

规划从各种交通方式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在规划前期开

展管控，节约土地资源，提升资源综合利用。通过实施绿色公

路、绿色航道、新能源利用等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规划对各

类项目的建设的污染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减少对大气环境、水

资源等影响。规划满足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符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满足“三线一单”要求，规划实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

总体可控，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将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节 预防和缓解不良影响的措施与建议

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战略方针。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预防和减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和运输活动产生的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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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严守《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严格项目审批和土地、

岸线、环保等准入，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建设安排。

加强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衔接。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保障生态空间性质不转换、面积不减少、功能不下降；

调控综合运输结构和发展模式，保障区域环境质量底线；调控

规划时序和资源占有规模，保障区域资源利用上线。加强规划

实施效果跟踪评估。



63

第十三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综合立体

交通网建设全过程。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建设

高质量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以党建引领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组织协调。推动建立省市协调机制，解决综合立体交

通网建设中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建立区域联席会议制

度，加强与毗邻地市、粤港澳大湾区、广西北部湾、海南相关

地市交通部门的区域协调合作，强化规划对接和信息互通。强

化部门协同，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工作衔接对接，形

成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建设的合力。加强与国土空间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等规划的衔接，做好规

划项目预留控制，推动规划落地实施。

第二节 强化要素保障

强化资金保障。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加大预算内投资对交

通建设、养护的支持力度。积极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统筹用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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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依法合规为市场

化运作的交通发展提供融资，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交通项目与土地资源一体化开发，探索公益性

项目与经营性项目相结合的投融资模式。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专

项投资补助。

强化用地用林用海等保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等部门要做好项目用地、用林、用海等要素支持保障工作。

用足用活国家现行土地政策，保障重点交通建设项目用地。积

极争取更多交通项目由省立项，由省统筹解决项目所需的用地

计划指标；对于市重点建设交通项目，要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

的衔接，把交通用地指标纳入规划，在市年度用地计划指标中

优先安排，应保尽保。积极争取将规划建设项目纳入国家级的

规划，力争解决湛江交通发展所需的用海问题。

第三节 强化实施保障

建立综合交通规划管理制度。完善不同运输方式专项规

划，做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工

作。通过若干个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逐步实现中长期规划战略

目标，形成“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良好机制。

强化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衔接。

落实责任有序实施。建立市县联动机制，细化任务，明确

职责，有序推进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可先期开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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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研究。定期开展规划实施评估，依据全市发展规划进行动

态调整或修订，加强重点项目监管，建立动态监测评价机制。

第四节 强化项目支撑

积极谋划推进本规划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重大工程，

重点推进铁路工程 14项、公路工程 54项、港航工程 15项、

机场工程 6项、综合客运枢纽工程 7项、货运物流枢纽工程 4

项等重大工程建设（详见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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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湛江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布局表

类别 名称

一、主骨架通道布局

一核
打造以港口、机场、铁路枢纽为内核高能级枢纽体系，高标准建设全国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五廊

走廊 1：湛江-粤港澳大湾区走廊；走廊 2：湛江-广西北部湾走廊；走廊

3：湛江-成渝城市群走廊；走廊 4：湛江-海南自贸港走廊；走廊 5：湛

江-长江中游城市群走廊。

二、枢纽体系布局

1.“客内货外”铁

路枢纽体系。

“一主三辅”客运枢纽：湛江北站为主要客站，湛江西（客）、湛江站、

湛江东站（预留站）为辅助客站。

全国一级物流基地：湛江西站铁路物流基地；其他铁路枢纽：湛江北站

规划配套高铁快运作业条件，宝满、东海岛站为港区技术作业站，塘口

站承担枢纽其他解编作业。规划建设乌石铁路物流枢纽。

2.“环一湾绕半岛

辖十二区”港口格

局。

港区布局

调顺岛港区、霞海港区、霞山港区、宝满港区、坡头港区、

南三岛港区、东海岛港区、吴川港区、雷州港区、徐闻港区、

遂溪港区、廉江港区。

重要港区
湛江港霞山港区*、宝满港区*、东海岛港区*、徐闻港区*、

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带*为国家规划的沿海重要港区)。

3.区域性航空门户

枢纽

民用运输

机场
湛江吴川机场

通用机场

跑道型通用机场：徐闻通用机场、廉江通用机场、雷州通用

机场。水上机场：鼎龙湾水上机场。直升机起降点：支持以

满足公共应急、旅游消费、作业飞行、商务飞行等功能为主

的直升机机场发展，鼓励在三甲医院、重要交通站点、高层

建筑、主要学校，4A 级及以上景区，大型工业企业，高层

大厦、企业总部等地建设若干个直升机起降点。

三、铁路网规划布局

1.“五龙入湛”四

向通达高铁格局

（361 公里）

东向通道：深湛铁路（及机场支线）、广湛高铁；西向通道：合湛铁路；

南向通道：湛海高铁；北向通道：湛江经广湛高铁与深南高铁茂名至岑

溪连接线北上通道。

2.“十字型”普速

铁路网（311 公里）

横轴：河茂铁路、规划研究河唇至合浦铁路；纵轴：黎湛铁路、粤海铁

路、东海岛铁路。

3.疏港铁路及铁路

专用线（96 公里）

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东海岛港区铁路专用线、粤海铁路乌石支线，规

划研究奋勇大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廉江港区龙头沙支线。

4.城际铁路

规划建设玉林经廉江至湛江西站、湛江北站城际铁路，北海经遂溪至湛

江北站城际铁路，湛江吴川机场至吴川市区城际铁路，衔接远期的滨海

城际衔接。

四、公路网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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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环十射五联”

高速公路网（987

公里）

两环 湛江环城高速公路，湛江绕城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共线）

十射

一射：玉湛高速公路；二射：玉林至湛江吴川机场高速公路；

三射：汕湛高速公路；四射：沈海高速公路；五射：湛江至

吴川高速公路；六射：雷州半岛东线高速公路；七射：湛徐

高速公路；八射：雷州半岛西线高速公路；九射：兰海高速

公路；十射：湛江至南宁高速公路。

五联

一联：湛江机场高速公路；二联：湛徐高速公路乌石支线；

三联：东雷高速公路西延线；四联：湛徐高速公路调风支线；

五联：湛徐高速公路前山支线。预留湛徐高速公路角尾支线

建设条件，远期择机规划建设。

2.普通国道（968

公里）

G207
控制点：廉江良垌、遂溪遂城、城月、雷州客路、松竹、南

兴、龙门、英利、徐闻下桥、海安。

G325
控制点：廉江城北、石岭、雅塘、青平、高桥、广西山口(粤

桂界)。

原 G228
控制点：吴川塘尾、黄坡、龙头、官渡、遂溪黄略、廉江横

山、青平、高桥、广西山口(粤桂界)。

G228
控制点：吴川、湛江、雷州、徐闻、遂溪、廉江。（广东滨

海公路）

3.普通省道（1780

公里）

S284、S285、S286、S287、S288、S289、S290、S293、S373、S374、S375、

S376、S388、S540、S543、S544、S545、S546、S547、S548 等 20 条

4.农村公路（2万公

里）
县、乡、村道等。

五、航道网规划布局

1.沿海航道（803

公里）

主要航道

湛江港 40 万吨级航道（主航道）、东海岛港区航道、徐闻

港区海安作业区主航道、徐闻港区荔枝湾作业区主航道、徐

闻港区火车轮渡北港航道、徐闻港区南山作业区进港航道及

硇洲水道等 7 条 117 公里。

重要航道

湛江港内航道（主航道）、东海岛南航道、亚士德航道、雷

州湾港区进港航道、雷州港区流沙作业区主航道、雷州港区

乌石作业区进港航道、遂溪港区北潭作业区主航道、遂溪港

区角头沙作业区进港航道、廉江港区龙头沙作业区进港航

道、吴川港区塘尾作业区进港航道等 10 条 200 公里。

一般航道 廉江港区营仔作业区主航道、南三河航道等 30 条 486 公里。

2.内河航道

高等级航

道

南渡河 1、营仔河 1、城月河 1、鹤地水库 1、鉴江 1、九洲

江 1 航道等 6 条 68 公里。

一般航道 鹤地水库、鉴江、城月河、南渡河等 17 条 242 公里。

六、油气管道网

1.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原油管道湛江—粤桂边界、中石化原油管道廉江—茂石化、中

石化原油管道湛江东兴炼厂油库—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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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品油管道
国家管网华南公司珠三角一期湛江-珠三角段、国家管网华南公司湛江-

廉江、中石化管道湛江东兴炼厂厂区—码头及分销库等。

3.天然气管道
国家管网广西 LNG 外输管道粤西湛江-茂名支线、琼粤天然气管道、天

然气管道县县通工程（建设龙门-徐闻天然气主干管网工程）。

七、综合客运枢纽布局

一级综合客运枢纽
湛江吴川机场综合客运枢纽、湛江北站综合客运枢纽、湛江西站综合客

运枢纽、徐闻南山港综合客运枢纽。

二级综合客运枢纽
吴川站综合客运枢纽、遂溪南站综合客运枢纽、雷州北站综合客运枢纽、

徐闻南站综合客运枢纽、湛江东站（预留站）综合客运枢纽。

三级综合客运枢纽

湛江站综合客运枢纽、廉江站综合客运枢纽、遂溪站综合客运枢纽、雷

州站综合客运枢纽、徐闻北站综合客运枢纽、廉江南站综合客运枢纽、

雷州龙门站综合客运枢纽、东海岛客运站综合客运枢纽。

八、货运物流枢纽布局

综合物流园
湛江西站物流园、空港经济区物流园、黄略物流园、雷州乌石港口物流

园、宝满港区物流园、东海岛港区物流园。

专业物流中心
麻章物流中心、海东新区物流中心、遂溪物流中心、廉江物流中心、吴

川物流中心、雷州物流中心、徐闻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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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湛江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项目建设时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时序
投资估算

（亿元）
资金来源建议

一、铁路工程

1 广州至湛江铁路湛江段 新建铁路 412 公里，其中湛江段 64.71 公里 2020-2025 186.44

省级财政资金、站场土

地综合开发收益、企业

资金

2 合浦至湛江铁路广东段 新建铁路 141.7 公里，其中广东段约 77 公里 2023-2027 134.00
省级财政资金、企业资

金

3 湛江至海口铁路广东段 新建铁路 127.84 公里（陆路）及配套轮渡工程 2023-2027 188.00
省级财政资金、企业资

金

4 湛江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 新建铁路 14.8 公里 2022-2025 15.38
省市财政补贴、政府债

券资金

5 粤海铁路乌石支线 新建铁路 28 公里 2024-2027 17.66
财政补贴、政府债券资

金

6 湛江东海岛港区铁路专用线 新建铁路 9.94 公里 规划研究 13.10
财政补贴、政府债券资

金

7 深湛铁路湛江吴川机场支线 新建铁路 16.2 公里，设计速度 200 公里/小时 十五五

36.91（不含

机场预埋

段）

待定

8
粤海铁路电气化改造及增建 II 线

工程
139 公里，电气化改造，增建复线 十六五 83.40 待定

9 雷州奋勇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 新建铁路 14.7 公里 十六五 11.76 待定

10 河唇至合浦铁路（河茂铁路西延线） 新建铁路 98 公里，其中广东境内 43 公里 远期规划研究 25.8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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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唇至合浦铁路龙头沙支线 新建疏港铁路约 28 公里 远期规划研究 待定

12
玉林经廉江至湛江西站、湛江北站

城际铁路
- 远期规划研究 待定

13 北海经遂溪至湛江北站城际铁路 - 远期规划研究 待定

14
湛江吴川机场至吴川市区城际铁路

（衔接远期的滨海城际铁路）
- 远期规划研究 待定

二、公路工程

（一）高速公路

1
沈海高速公路茂湛段改扩建工程

（湛江段）
改扩建高速公路 108.593 公里，其中湛江段 51.2 公里 2019-2023 58.03 企业资金

2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新建高速公路 16.077 公里 2020-2023 28.59
省市财政资金、银行贷

款

3 湛江机场高速公路
建设高速公路 24.537 公里，其中新建段 11.596 公里，

改造段 7.198 公里。
2020-2024 35.26

省市财政资金、银行贷

款

4 湛徐高速公路乌石支线
全长 22.30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主线 16.583 公里，连

接线 5.726 公里
2021-2024 20.06

省市财政补贴、银行贷

款

5 南宁至湛江高速公路广东段 新建高速公路 23.419 公里 2023-2025 30.91 待定

6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至东海岛跨海

通道工程

新建高速公路 38.23 公里，其中海底隧道段约 5.78 公

里
2025-2030 126.75 待定

7
玉林（省界）至湛江高速公路二期

工程
新建高速公路 7.8 公里 2025-2027 9.3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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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渝湛高速公路龙头沙互通式立交工

程
建设高速公路互通立交 1 处，匝道长 1.67 公里 2023-2025 1.85 市财政补贴、企业资金

9
汕湛高速公路吴川支线东延线（茂

名至吴川高速公路湛江段）
新建高速公路 14.8 公里 十五五 19.35 待定

10 湛江东海岛至雷州高速公路西延线 新建高速公路 40.72 公里 十五五 44.79 待定

11 兰海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高速公路约 66 公里 十五五 75.00 原业主企业资金

12 湛徐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高速公路约 126 公里 十五五 143.00 原业主企业资金

13 雷州半岛西线高速公路 新建高速公路 124 公里 十六五 151.10 待定

14 雷州半岛东线高速公路 新建高速公路 91.046 公里 十六五 98.22 待定

15 湛徐高速公路调风支线 新建高速公路 27.396 公里 远期 31.10 待定

16 湛徐高速公路前山支线 新建高速公路 50 公里 远期 56.74 待定

17 湛徐高速公路角尾支线 新建高速公路约 25 公里 远期 32.50 待定

18
玉湛高速公路塘蓬至海田段改扩建

工程
高速公路改扩建约 57 公里 远期 64.41 原业主企业资金

（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1
国道 G325 线廉江向阳村至青平段

改建工程
新改建国道 56.009 公里 2022-2025 20.55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市

县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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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雷州半岛先行段

（乌石至江洪段）

新建国道 G228 线 70.89 公里，其中一期工程约为 31.81

公里，二期工程约 39.08 公里
2022-2027 50.53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专

项债券资金

4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坡头区奥体中心

至调顺大桥段
新建国道 G228 线 17 公里 2024-2027 17.00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专

项债券资金

5
国道 G207 线遂溪县穿城段改线工

程
改建国道 15.808 公里 2023-2026 15.66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市

县配套资金

6
广东滨海旅游公路吴川、麻章、雷

州东海岸、徐闻、遂溪、廉江段
新建国道 527 公里 十五五 316.20 待定

7 国道 G228 线吴川穿城段改线工程 新建国道 40 公里 十五五 16.66 待定

8
国道 G228 线廉江石圭坡至广西交

界山口段改建工程
改建国道 27.59 公里 十五五 12.40 待定

9
国道 G228 线遂溪县穿城段改线工

程
改建国道 19.8 公里 十五五 13.80 待定

10
省道 S374 线霞山区百蓬至麻章区

田寮村段改建工程（湛江大道）
新建快速路 21.9166 公里 2018-2022 55.00 PPP 融资资金

11
省道 S286 线湛江至廉江新塘仔段

新建工程
新建省道 26.02 公里 2025-2029 20.56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专

项债券资金

12
省道 S286 线坡头平坦至坡头镇段

改建工程
改建省道 28.1 公里 十五五 12.6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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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省道 S287 线廉江市石岭镇至新民

镇段改建工程
改建省道 26.311 公里 十五五 23.68 待定

14
省道 S289 线雷州市南兴至前山段

改建工程
改建省道 68.5 公里 十五五 29.54 待定

15
省道 S376 线外罗至西连段改建工

程
改建省道 84.157 公里 十五五 42.08 待定

17
省道 S290 雷州那双至乌石段改建

工程
改建省道 31.26 公里 十五五 14.07 待定

18
省道 373 线疏港大道至雷湖快线段

改造工程（新湖大道）
改扩建省道 10.15 公里 十五五 15.38 待定

19
省道 S373 线雷州邦塘至企水段改

建工程
改建省道 46.072 公里 十五五 20.63 待定

20
省道 S388 线廉江萧屋至多浪段改

建工程
改建省道 83.108 公里 十五五 39.19 待定

21
省道 S545 线麻章里光至港门段改

建工程
改建省道 43.908 公里;一、二级公路，双向四车道 十五五 29.82 待定

22
省道 S544 线吴川梅录至塘缀段改

建工程
改建省道 30.04 公里 十五五 12.29 待定

（三）其他公路

1
坡头区乾塘至龙头（省道 S081-官

滘段）道路工程
新建一级公路 13.372 公里 2018-2023 4.38 PPP 融资资金

2 海川大道扩建工程 改扩建一级公路 10.848 公里 2021-2023 9.33 企业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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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顺岛至海东新区跨海通道工程 新建跨海通道 10.95 公里 十五五 75.00 待定

4 霞山至麻斜跨海通道工程 新建跨海通道 4.46 公里 远期 54.11 待定

5 西城快线三期工程 新建一级公路 3.8 公里 十五五 5.14 待定

6 雷湖快线快速化改造工程 改建一级公路 30 公里 十五五 32.00 待定

7
县道 X668 线水粉至厚高段改扩建

工程（麻章大道）
改扩建县道 23.4 公里 十五五 27.51 待定

8
麻章区太平镇雷湖快线至通明港公

路工程
新建一级公路 7.61 公里 十五五 8.92 待定

9 吴阳至机场快速公路 新建一级公路约 21 公里 十五五 11.50 待定

10
吴川市火车站至茂名公馆公路新建

工程项目
新建二级公路 15 公里 十五五 6.50 待定

11 北潭港港口快线 新建一级公路 38.22 公里 十五五 19.11 待定

12 东海岛出岛通道工程 新建跨海通道 8.7 公里 十六五 10.00 待定

13 湖光快线西延线 新建一级公路 38 公里 十六五 26.60 待定

14 遂溪北部湾快线 新建一级公路 36 公里 远期 25.20 待定

三、港航工程

1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日光通用杂货码

头项目
建设 3 个 2 万吨级通用杂货泊位，结构按 5万吨级预留 2014-2025 11.18 企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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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商湛江国际邮轮码头工程

新建 1 个 8 万吨级、1个 3万吨级邮轮泊位，配备上下

船设施、登船廊道和行车通道等其他配套辅助服务设施

设备

2021-2024 5.74 企业资金

3
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扩

建工程

项目建设规模为建设 2 个 5 万吨级集装箱专用泊位（水

工结构按靠泊 15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可减载靠

泊 7 万吨级集装箱船舶，设计年通过能力 142 万标箱

2022-2025 29.66 企业资金

4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液体散

货码头

4座液体散货泊位，其中 12 万吨级油品化工泊位，2个

8万吨液化烃泊位和 1个 5万吨油品化工泊位
2022-2025 25.30 企业资金

5 广东廉江核电项目大件码头工程 新建一座满足 3000 吨驳船靠泊的大件码头 2023-2024 2.51 企业资金

6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航道工程

航道长 4.56 公里，其中满足 10 万吨级散货船满载单向

通航标准段长 2.76 公里，满足 5 万吨级油船、LPG 船

满载单向通航标准长 1.8 公里

2022-2023 6.76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县

级配套资金

7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日光通用杂货码

头进港支航道工程

航道总长 9.7 公里，按满足 2万吨级散杂货船满载乘潮

单向通航标准建设
2022-2025 1.93 企业资金

8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应急保障基地

设置 2 座水平船台，配置接驳用浮船坞 1 艘，透水平台

一座；设置应急客滚泊位、消拖轮泊位、交通艇泊位及

维修船舶靠泊泊位

2022-2024 2.93 企业资金

9 湛江港亚士德航道工程 拓宽、浚深航道 10 公里 2025-2027 12.76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市

级配套资金

10 湛江港湾内锚地改扩建工程

锚地面积约 6 平方千米，新建 1#、2#危险品锚地，将

8#-11#锚地连片并往东北方向改移，将 12#锚地向西南

改移并进行浚深

2025-2027 18.40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市

级配套资金

11
湛江港宝满港区湛航集团霞海港码

头迁建工程
新建 2 个 5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结构按 10 万吨级预留） 十五五 22.04 企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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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湛江港宝满港区交通战备码头搬迁

工程

建设 1 个 5 万吨级通用泊位（结构按 10 万吨级预留）

及 1 个 2 万吨级登陆舰泊位（兼顾 6000HP 工作船靠泊）
十五五 7.40 企业资金

13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 40 万吨级散货

码头工程

新建 1个 40 万吨级散货卸船泊位和 1个 20 万吨级散货

装船泊位
十五五 23.00 企业资金

14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公共液散码头
经开区拟在京信电厂与中科炼化间新建 8 万吨级以下 3

个液散泊位
十五五 15.00 企业资金

15
湛江港徐闻港区四塘作业区货运码

头工程

建设2个10万吨级散货码头、2个 5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2个 5000 吨级集装箱泊位，2 个 5 万吨级通用泊位、3

个 5000-10000 吨级通用泊位

十五五 20.00 企业资金

16 湛江港吴川港区集装箱码头工程 新建 1 个 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十五五 3．00 企业资金

17
湛江港雷州港区乌石作业区通用码

头工程
新建 2 个 5 万吨级通用码头泊位 十五五 5.00 企业资金

18 北潭港 5000 吨级升级改造项目
建设含 5 个 5000 吨级通用泊位的码头、码头硬件起货

设备以及配套设施
十五五 20.00 企业资金

19 湛江港廉江港区进港航道工程 航道长约 20 公里 远期 12.00
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市

级配套资金

四、机场工程

1 徐闻通用机场

飞行区建设等级为 4D 级，新建跑道 1800×30 米，12 个

机位站坪，配套规划建设助航滑行道、联络道、停机坪、

机库、必要的通信设施、气象设施、综合业务楼、生活

用房及其他公用设施

十五五 5.00 待定

2 雷州通用机场

新建跑道 1200 米×30 米，配套规划建设停机坪、机库、

必要的通信设施、气象设施、综合业务楼、生活用房及

其他公用设施等

十五五 5.0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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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塘机场迁建工程
新建跑道 800 米×30 米，配套规划建设停机坪、机库、

综合业务楼、生活用房及其他公用设施等
十五五 3.00 待定

4 湛江吴川机场二期 新建 T2 航站楼 十六五 待定

5 廉江通用机场 新建通用机场 1 座 十六五 待定

6 南三岛通用机场 新建通用机场 1 座 十六五 待定

五、综合客运枢纽工程

1
广湛高铁湛江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配

套工程

湛江北站站房及同步建设的综合换乘设施、交通接驳设

施、停车场及相关配套附属工程；站场周边道路建设工

程、土方工程、南北站前广场建设工程、地下综合管廊

和停车场

2022-2025 37.87 专项债券资金

2 广湛高铁湛江北站一体化工程

湛江北站红线内的升级改造工程，铁路红线外的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照明工程和停车场等相关工

程

2022-2025 18.50 专项债券资金

3 湛江市西连接线综合公交枢纽站场 占地面积 104 亩，建筑面积 7.36 万平方米 2023-2025 3.20 专项债券资金

4 合湛高铁遂溪南综合客运中心站

新建二级客运中心站，占地约 79 亩，建设内容含站前

广场、综合客运站、公共汽车站、出租车站及地下停车

场等

2025-2027 3.16 专项债券资金

5 湛江市水上旅游中心工程
占地约 208 亩，拟以城市公共客运码头为驱动，打造城

市水上旅游会客厅，建设新型港城综合体
2025-2029 20.00 企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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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估算

（亿元）
资金来源建议

6 廉江市汽车总站迁建工程
占地面积 100 亩，拟建集物流、快递、维修等功能的综

合客运站
十五五 0.80 待定

7 琼州海峡（徐闻）综合交通枢纽

规划总用地面积 0.8 万平方公里，建设客货兼备的多功

能综合交通枢纽、数字化综合交通管理服务中心、“交

通+”智慧融合发展中心、绿色交通示范高地

十五五 8.00 待定

六、货运物流枢纽工程

1
湛江西（货）站货场改扩建二期工

程

湛江西站货场货 1、货 2 道由尽头式改建为贯通式货线，

货 3 道尽头式延长，并增设安全线 1 条，以及相配套货

场设备和设施

2021-2023 1.70 企业资金

2 湛江西（货）站铁路物流基地
占地面积约 2280 亩，货场装卸有效长达 5800 米，铁路

货运量 1450 万吨/年，公路港仓储量 19 万吨
2024-2028 46.45 企业资金

3 湛江(吴川)空港物流园区 一期占地面积 1500 亩 十五五 30.00 待定

4 徐闻临港国际物流园区 新建规划能力 1000 万吨/年，占地面积 57 万平方米 十五五 5.0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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