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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际轨道作为区域交通的骨干，对引导和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并分析了衡量城际轨道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提出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方法，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运用双重差分

模型验证城际轨道线路开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以粤港澳大湾区 11 座城市为例，进一步研究

不同年份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际轨道的开通运营对城市经济具有显著正
效益，其弹性系数为 0. 012 8．交通与经济发展越协调的城市，城际铁路开通带来的正向影响越明显．本方
法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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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backbone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tercity rail trans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driving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variables that measure the level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Furthermore, it construct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quantitatively
evalu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ccessibility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odel. Finally, by taking 11 cities in GBA as examples, the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accessibility on urban economy in different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city

rail transi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benefits on urban economy, and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is 0.012 8. The m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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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y is coordinated, the more obviou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is brought by the opening of the intercity railway. This proposed method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ccessibility; intercity rail transit;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1］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发布，要求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规划，完善大湾区铁路骨干网络，加快城际铁路建
设；2020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粤港

统的阐述；LI 等［11］构建一种考虑高铁出行时间和价
格的可达性指标，发现高铁可达性的提升极大促进
了中国 200 座城市的经济增长；段政［12］通过聚类分

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构建城市轨道交通和城

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复》 ，要求进一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研究模型，得到不同城市

步加大城际铁路建设力度，做好与大湾区内高铁、

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性关系．

［2］

普速铁路及市域（郊）铁路等轨道网络的融合衔接，

由以上内容可见，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交通可

形成“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

达性、交通与经济间的关系，但城际交通因素往往

完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可达性与便捷性
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与重要支撑，优化铁路
运输网络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与人员良性
流动．
纵观全球，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及东京湾区
发达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有力促进了其经济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居世界 4 大湾区之首，但其城

际轨道线网络密度仅为 7. 14 km/100 km2，人均里程
仅为 0. 55 km/万人．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

大湾区的城际轨网密度和人均里程均处于较低水
平，交通上的制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发展．
在道路交通和轨道交通的可达性测算研究方
面，GUTIÉRREZ 等［3-4］将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可达性
指标与路线系数指标相结合，提出可达性测度公
式，并对西班牙国家路网进行测度；朱晨曦等［5］从
等时图与可达时间角度对中国江苏省的国道进行可
达性分析，结果表明，近 10 a 间南京市与各区的交

通通达性越来越强；姜雯［6］基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

被忽视，鲜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可达
性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本文结合理论与实例分
析，研究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的
时空演变，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基于 2008—
2019 年广东统计年鉴（http://stats.gd.gov.cn/gdtjnj/in⁃

dex.html）数据分析大湾区经济与城际铁路的发展趋
势，研究两者间的相互作用．

1 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性研究
1. 1 研究方法

图 1 为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研

究流程图，研究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

便捷与站点之间通达便利，基于 ArcGIS 软件提出
城市轨道交通可达性计算模型；YANG 等［7］采用逻

辑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村空间分布特征，认为乡镇
的交通可达性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大；

测算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加权平均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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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韵诗等［8］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研究轨道交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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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性与站点服务区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采用空间句

法和 Boyce-Clark 形状指数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轨道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方面，

李红昌等［9］构建轨道与经济间的影响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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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流程

2003—2013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认为城市轨道交通

Fig. 1 Flow chart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何金财等［10］通过数据分析，

accessibility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and urban economic

对轨道交通在重庆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进行较为系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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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测算

时间、可达性系数值及经济发展水平．
步骤 2

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交通与经济

步骤 3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交通与经济间

大湾区经济，无需采用复杂的指标体系．选取指标

基于大湾区内各城市可达性及经济发

称人均 GDP）、就业人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的关系．
步骤 4

展时空演变分析结果，进一步得到耦合协调度．对

不同协调度的城市进行实例分析，通过 2008—2019
年的广东统计年鉴（http://stats.gd.gov.cn/gdtjnj/index.
html）数据分析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研究
两者间相互作用．

2 交通可达性与经济水平测算

1）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从节约时间成本角度直观衡
量区域或城市间的连通水平，是可达性常用评价指
标之一［9］．考虑到发车频次［13］、车站数量与规模［10］
对可达性的影响，建立本研究可达性模型为
j=1

∑M N

j

n

Mj =

3

j=1

j

（1）

j

（2）

S ij B j

（3）

其中，Ai 为节点城市 i 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Tij 为
城市 i 至城市 j 的最短旅行时间；n 为城市个数，本

研究取 n = 11．经济影响因素 Mj 采用城市 j 的总人

口数 Pj、地区生产总值 Gj 及城市总面积 Fj 的几何平
均值表示；交通影响因素 Nj 采用 24 h 内城市 i 至 j 的

发车趟次 Sij （若两地无直达列车，则 S ij = 1） 和城
市 j 的车站指数 Bj 的几何平均值表示．
2） 可达性系数

为体现大湾区内部不同城市的地位与作用，引
入可达性系数反映区域内可达性的相对高低，构建

( )

1 n
Aˉi =
A i /A i
（4）
n∑
i=1
其中，Aˉi 为节点 i 的可达性系数，Aˉi 越大，城市 i 的

可达性水平越高．

度．通过计算不同指标的权重对各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评价，为
Os
Ks =
Ps

（5）
（6）

其中， K s 为指标 s 的变异系数； O s 为指标 s 原数据
标准差；P s 为指标 s 原数据算术平均值；L s 为指标 s
的权重．
2. 3 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测算
耦合协调度既能反映各系统的发展水平高低，
也能反映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表征各功能之间
的相互制约关系．本研究通过测算耦合协调度，反
调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越高，表明可达性与经济
发展水平相互促进作用越好，发展更为协调．
由于选取指标差异性较大，因此，进行耦合度

PjGj Fj

可达性系数模型为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

映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与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协

n

j

为消除各项评价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采用各

s=1

度，影响城市经济联系，其具体衡量指标如下．

ij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以及接待过夜旅游者．

n

交通可达性反映城际之间客货流动的便利程

∑T M N

s = 1，2，3，4，5 分别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

L s = K s / ∑K s

2. 1 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测算

Ai =

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通常采用单一指标法
或综合指标法［15］．因本研究仅针对城际轨道交通及

间协调程度．

Nj =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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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前需要先对可达性与经济指标进行标准化处
理，为方便后续讨论，将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与经济
发展水平标准化后的数值分别称为交通评价值与经
济评价值．耦合度模型［14-15］为
Ci =

u 1i u 2i (u 1i + u 2i ) 2

Aˉi
u 1i =
max Aˉi - min Aˉi
u 2i = ∑L s Q s
5

（7）
（8）
（9）

s=1

其中，u 1i 为交通评价值；u 2i 为经济评价值；Ci 为交
通与经济两者耦合度； Q s 为指标 s 原数据值； L s 为
指标 s 的权重．
在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该城
市耦合水平也会体现出较高的协同程度，为避免此
类情况发生，将耦合协调模型改进为
Hi =

Ci Di

（10）

D i = αu 1i + βu 2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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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 i 为城市 i 交通与经济两者耦合协调度； D i
为城市 i 交通与经济的加权之和；α 和 β 为系数．假
设交通与经济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 α 和 β 均取
0. 5．对不同协调类型

进行耦合协调度划分，结

［15］

果见表 1．
表1

（average gross domestic product，AGDP）指标，以衡
量城际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d u 为

分组虚拟变量；d t 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α 0 为截距

项； α 1 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固有差别； α 2 为处理
期前后的固有时间趋势；δ i 为变量系数；X it 为其他

城市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Table 1

第 39 卷

Divis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ity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协调类型

Hi

高水平耦合

（0. 8 ，
1. 0］

中高水平耦合

（0. 5，0. 8］

中低水平耦合

（0. 3，0. 5］

低水平耦合

［0，0. 3］

3 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验证
3. 1 建模准备

相关研究表明，每投资 1 亿元的轨道交通项

目，可带动 2. 63 亿元的 GDP 增长，并增加 8 000 个

以上的就业岗位［16］，对于城市群来说发展城际轨道
交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益，可带来明显的社会经济

效益 . 为更好评估城际轨道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
响，将城际铁路开通视作一种“自然实验”，利用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法评估城际

轨道开通对城市经济产生的影响 . 借鉴文献［17-18］
对高铁发展时间节点的确定原则，选取 2013 年作
为政策执行的时间节点，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8—

2019 年，其中，2008—2013 年视为政策执行前期；
2013—2019 年视为政策执行后期 .
3. 2 构建模型

DID 模型的面板数据分为受到政策冲击的实验

组与未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 . 根据 DID 模型建立的

一般步骤，首先构建两类虚拟变量：① 分组虚拟

控制变量；d u d t 为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系数 α 3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反映了
政策实施的净效应；ε it 为常量 .

4 实例验证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首先计算大湾区各城市

2008、2013 及 2019 年的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得到不同时间节点城市的协调
发展情况；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使用 2007—2018
年 广 东 统 计 年 鉴 (http://stats. gd. gov. cn/gdtjnj/index.

html)数据，验证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间的因果
关系；最后，以不同协调度的具体城市为例，进一

步研究不同年份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的
影响变化 .

4. 1 数据选取

1） 车站指数选取

本研究中车站指数综合考虑城市的车站等级及
车站个数，令不同等级车站所得分数不同［19］，若车

站为特等或一等站，则得分为 2. 0；若车站为二等
或三等站，则得分为 1. 5；其他情况均取 1. 0. 车站

指数为该城市各个车站得分之和，以广州为例，截

至 2019 年，广州拥有广州南站、广州东站和广州
站 3 座特等站以及广州北站 1 座二等站，因此，取

B i = 7.5. 其他城市算法相同，不同年份城市的车站

个数不同，具体数值请扫描论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
查看表 S1.

2） 节点旅行时间选取

应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中“1 小时生活圈”要求，
考虑到大部分城市同属广东省，因此，不考虑中转

变量，实验组为城际轨道经过的城市，取值 1，控

情况，仅考虑直达，节点旅行时间选取方法为：

施虚拟变量，根据设定的时间节点，将研究样本中

短时间；② 若两市之间无直达列车，则记录两市

制组为城际轨道未经过的城市，取值 0；② 政策实

① 若两市之间有直达列车，则选取直达列车的最

2013 年及之后的时间取值为 1，2013 年之前的时间

的驾车最短时间 .（采用高德地图数据）

取值 0. 建立模型为

Y it = α 0 + α 1 d u + α 2 d t + α 3 d u d t + δ i X it + ε it （12）

其中， Y it 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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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变异系数法赋权

由式（5）和式（6）计算城市经济情况评价指标权

重，如表 2.

第3 期
表2
Table 2

城市经济情况评价指标权重 1）

香港西九龙正式与内地通车，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

Urban economic situation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指 标

2008

Ls

2013

0. 195

0. 232

0. 20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187

0. 197

0. 177

0. 139

就业人数

0. 329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0. 150

接待过夜旅游者

0. 154
0. 269
0. 148

道对城市可达性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 基于表 S2 数

据，使用 ArcGIS 软件分析得到不同年份加权旅行
时间变化热力图，见图 2.

0. 188

4. 3. 2

0. 149

（9）得到粤港澳大湾区 11 市不同年份下的经济发展

水平，结果请扫描论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查看表
S3. 可见，除了被旅游博彩业深度影响的澳门在经

4. 3 城际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济上有上下波动外，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随年份均
有不同程度增长 . 其中，2008—2013 年广州、深

可达性测算结果

圳、珠海及江门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率排名前 4，

通过式（1）与式（4）计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加
权平均旅行时间 Ai 和可达性系数 Aˉi，结果请扫描论

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均超过 80%；2013—2019 年，

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查看表 S2. 可见，城际轨道开

变化率前 4 的城市为香港、惠州、东莞及中山，表

通后，各城市间的加权旅行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缩

明城际轨道线路的开通及车次车站的增加，对经济
具有促进作用 . 基于表 S3 数据，使用 ArcGIS 软件

减，其中，2011 年开通广珠城际铁路、2016 年开
通莞惠城际铁路和广佛肇城际铁路，以及 2018 年

分析得到不同年份城市经济变化热力图，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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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通过式（5）和式（6）得到各指标权重，并由式

0. 285

表内指标数据均来自大湾区 11 市 2008、2013 及 2019 年统计年鉴

1）

对应城市的旅行时间均有大幅度缩减，发展城际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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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 2008、2013 及 2019 年加权旅行时间热力图
Fig. 2

Thermal chart of weighted travel time of cities in GBA in 2008, 2013 a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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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 2008、2013 及 2019 年经济发展水平热力图
Fig. 3 Thermal char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ies in GBA in 2008, 2013 and 2019

4. 4

大湾区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

协调度分析
由式（11）可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城际轨道交通
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柱状图，见图

4. 可见，大湾区整体协调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广

州、深圳和香港明显优于其他城市，协调值均超过
0. 800，分别达到了 0. 885、0. 866 及 0. 858，属于

高水平耦合协调；珠海、惠州、江门及肇庆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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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大湾区边缘，协调程度与中心城市相比具有较
大差距，耦合协调度值均未超过 0. 500，属于中低
1.0

0.885

水平耦合协调 . 大湾区中粤西地区的发展相对
滞后 .

0.866

0.85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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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7

0.6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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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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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384

0.2
0
0

!"

$%

&'

()

*"

+,

-)

./

01

23

4/

56

图4
Fig. 4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柱状图

Histogra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intercity rail transit in GBA

4. 5 DID 验证结果

通过查询广东省 2014 年统计年鉴 ，由地区生
［2］

4. 6 案例分析

依据表 1 与图 4，可将大湾区城市分为 4 类，为

产总值中交通运输一列，可以得出 2013—2014 年

更直观看出不同耦合协调度下交通与经济之间的影

涨幅最大的项目；由客运量统计结果可见，除了铁

市、中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中山市以及中低水平

的交通运输业生产总值上升了 2. 9 亿元，是近几年

响程度，本研究选取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广州

路运输客运量从 2. 045 9 亿人次大幅上升至 2. 374 4

耦合协调发展的肇庆市作为实例进行分析，通过计

亿人次之外，公路、航空及水运客运量的涨幅均较
小，因此，本研究单独分析城际铁路运输对城市经
济发展的影响．
广珠城际铁路作为广东省内首条城际专线铁

路，连接珠江三角洲地区西岸多座城市 . 2013 年广

珠城际铁路正式运营，对加快广州、佛山、中山、

算不同年份的协调发展程度，得到 3 座城市在开通

城际轨道交通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况 . 为统一表示，
交通评价值为 Aˉi；经济评价值为 u 2i. 由于案例选取
的城市需要排除澳门数据较大偏差造成的干扰，因
此，重新定义协调程度分类为：协调值小于 0. 5 为

低水平耦合协调；0. 5～1. 0 为中低水平耦合协调；

江门、珠海及澳门的交通一体化进程有历史性意

1. 0～1. 5 为中高水平耦合协调；大于 1. 5 为高水平

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4. 6. 1

义 . 本研究以广珠城际铁路为例，探讨城际铁路开
由式（12）可得

Y it = α 0 + 0.454 228 1d u + 0.531 528 8d t +
0.012 814 1d iu d it+1.903 364X 1 0.335 333 4X 2 + 0.061 143 8X 3 +
0.184 121 7X 4 + ε it
（13）

其中，X1 为劳动力水平；X2 为产业结构；X3 为城市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X4 为开放水平．

DID 验证结果请扫描论文末页右下角二维码查

看表 S4. 可见，DID 值系数 α 3 = 0.012 814 1，表明

城际铁路的开通对城市经济具有正效益；GDP 指标

弹性系数为 0. 012 8，表明城市轨道交通人均运营

里程每增加 1%，所在城市的经济产出将会增加
0. 012 8%. 此外，劳动力水平、开放程度及居民可
支配收入均为正向影响因素．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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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和协调．

案例 1

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城际轨

道交通与经济发展处于高度耦合阶段 . 图 5 为
2008—2019 年广州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 . 可

见，自 2011 年开始，广州市的经济评价值开始有
较大增幅，交通评价值从 0. 766 升至 1. 298，耦合

协调度也从 0. 878 升至 1. 202，均有明显提升 . 广

州市在 2011 年之前城际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度处于
中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交
通，表明交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 . 2010 年

底广州南站开通运营，2011 年广珠城际铁路开通，
使得广州的城际交通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 在 2012—
2013 年，交通发展水平一度超越了经济，表明期间

广州的城际轨道交通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增城际轨
道线路可增加城市的交通评价值 . 2016 年之后，随

着广佛肇城际、广深高铁及广九线路等城际轨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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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8—2019 年广州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Fig. 5

Trend char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ispatching in Guangzhou city from 2008 to 2019
2.0

平耦和协调发展阶段 .

1.5

1. 510，交通与经济的评价值非常接近，达到高水
4. 6. 2

案例 2

中山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城

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处于中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

0.5
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趋势图 . 可见，中山市的交通评价值在 2011—2013

值却始终处于缓慢增长趋势 . 中山站和中山北站均

于 2011 年开通营运，开通后中山市的加权旅行时
间大幅减少，客流量达 120 万人/a，将中山市纳入

珠三角 1 小时生活圈，为其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2011—2012 年耦合协调度也从 0. 526 升至 0. 866，
再到 2013 年升至 1. 011，从中低水平耦合协调变为
中高水平耦合协调 . 中山市 2012—2015 年交通与经

()*+,-./01
&'#$%

1.0

阶段 . 图 6 为 2008—2019 年中山市耦合协调度变化
年涨幅较大，自 2014 年后走势平缓，而经济评价

()*+,
!"#$%

Hi

路的陆续开通，广州交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度变为

23

图6

2011—2019 年中山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Fig. 6 Change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ispatching
in Zhongshan city from 2011 to 2019

2019 年的耦合协调度升至 0. 890. 然而，肇庆市依

旧处于中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经济评价值增

长缓慢，甚至在 2019 年交通评价值有了较大增长
时，经济评价值相比上一年略微下降，表明肇庆市

济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最大原因是其经济发展质

交通发展为经济带来的效益并不显著 . 肇庆市的交

随着近几年中山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基础建设

势，经济发展缓慢扼制了交通发展 . 肇庆市的地理

的大力投入，两者差距在逐年减少，2019 年的交通
与经济评价值仅相差 0. 15，整体发展趋于协调 .
4. 6. 3

案例 3

肇庆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其

城际轨道交通与经济发展处于中低水平耦合协调发
展阶段 . 图 7 为 2015—2019 年肇庆市耦合协调度变
化趋势图 . 可见，肇庆市的交通评价值在 2015—
2016 年涨幅较大 . 肇庆东站 2015 年开通营运，广

佛肇城际铁路于 2016 年开通，开通后肇庆东站客
流量能达到 5 000 人/d 以上，出行人次与到站客流
量 均 有 大 幅 增 加 ， 耦 合 协 调 度 也 从 0. 403 升 至

0. 774. 2018 年 肇 庆 站 升 级 改 造 后 重 新 运 营 后 ，

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且有继续增大的趋
位置处于大湾区边缘，在线路规划与建设上力度较
小，即使增加了车站与车次，与中心城市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整体发展的协调性较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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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 年肇庆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Fig. 7 Change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Zhaoqing city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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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研究基于城际轨道交通，通过加权平均旅行
时间距离指标模型、耦合协调度及双重差分法验
算，认为城际轨道交通可达性受发车频次和车站数
影响较大，对城市经济影响有显著正效益，不同城
市的效益体现程度不同，取得的研究结论如下：

1） 大湾区目前城际轨道网络密度较低，集中

在广深两地，部分城市城际交通可达性较低，广州

市是加权旅行时间唯一低于 30 min 的城市，超过一

半的城市可达性系数低于大湾区平均值 . 交通重心

过于集中，实现一体化发展有一定困难，部分城市
呈现一定的边缘化现象．

2） 大湾区整体城际轨道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

度不够高，超过一半的城市发展处于轻度失调或严
重失调状态，如江门、肇庆等城市，经济发展与交
通发展互相制约，处于失调状态 . 政府需要加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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