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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等问题凸显，以及

能源、土地等资源约束，针对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和交

通战略的讨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首先回顾中国

不同阶段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从

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交通小汽车化、城市交通制约因

素三个方面，分析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城

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要求。提出促进城市交通发

展模式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围绕科

学决策、协同集成、公交优先、科技创新四个方面提出战

略对策建议。

Abstract： Due to the worsening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pollution, as well as very limited energy and land re-

sources, reform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pat-

terns and strategies is becoming the focal point of heated

discuss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during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

opment and the urgent needs in reforming development pat-

terns in three aspect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motorization, constraints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The pa-

per propose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urban

system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ioritized public transit service,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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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交通经

历了从大规模自行车交通、汽车快速进入家

庭，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到建立可持续交通

系统的曲折发展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取向一直是学者研究和决策者关

注的核心。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小汽车交

通在城市中快速发展而引发的交通拥堵、交通

污染等诸多问题的凸显，以及能源、土地等资

源瓶颈的约束，针对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和

交通战略的讨论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1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与政策回顾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城市建设刚刚复

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城市公共交

通落后，乘车难的矛盾十分突出，自行车是绝

大多数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1982年中国城市

自行车保有量约为 3 500 万辆，人均 0.36 辆，

而同期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足 200万辆。自行

车交通量大而集中、公交服务水平极低、道路

设施严重不足是这一时期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

矛盾。例如，天津市1981年早高峰小时自行车

流量超过2万辆的交叉口有22个，广州市1982

年高峰小时自行车流量超过 1万辆的交叉口有

19个[2]；1985年底中国21个特大城市每万人拥

有公共交通车辆仅为 5.69标台[1]；1985年中国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仅为3.1 m2[3]。因此，国家制

定的城乡建设技术政策明确了科学确定交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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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城市应以公共交通为主、各种交通工具协

调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了大城市对自行车应适

当控制发展，限制社会团体车、公务车发展，控

制高能耗高污染的摩托车发展，有条件的大城市

要逐步建设快速轨道交通，积极发展出租汽车等

政策[4]。

20世纪90年代中叶，国家颁布实施《汽车工

业产业政策》，明确提出到 2000年汽车总产量要

满足国内市场 90%以上的需要，轿车产量要达到

总产量一半以上，并基本满足进入家庭的需要。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转型，私人小汽车开始进

入家庭，对城市交通后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极大

影响，城市中小汽车交通快速增长。同时，中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城镇化进程，人口

向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十分明显。在城市交通供

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城镇化、城市交

通小汽车化所带来的城市交通需求总量激增和需

求结构调整的问题，成为当时城市交通战略研究

和应用实践的重大课题。中国科学院针对中国城

镇化、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趋势，对城市交通相

关政策、规划、经济、技术、工程等进行了系统

研究[3]，认为中国城市交通要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构建现代化多层次的综合交通体系。原建设部与

世界银行合作深入探讨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的深层次问题[5]，发布了《北京宣

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在发展战略方向上

形成的共识——五项原则、四项标准和八项行

动，对中国城市交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6]。这一

时期的城市交通战略重点开始转向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战略核心开始关注大城市如何引导小汽车合

理发展，加快公共交通发展，加强交通需求管理，

以及交通发展与城市功能布局及空间结构的关

系。例如上海市加快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

并采取了宏观调控小汽车发展规模的政策——小

汽车牌照拍卖制度。北京市将重点放在了调整城

市空间结构、改善公共交通发展环境等方面。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交通面临的发展形势

更加严峻，小汽车交通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均增

长率长期保持在 15%以上。城市规模快速扩张，

居民出行距离逐渐加大。为了应对急剧增长的交

通需求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2001—2006年

中国各城市普遍加大了道路交通设施的投入，主

要用于拓宽道路、修建快速路和高架道路等，城

市公共交通投资比例仅为 14.7%，虽然人均城市

交通投资年均增长21%、投资总额占全国GDP的

比例由 1.92%提高至 2.4%，但仍然无法延缓城市

交通拥堵的蔓延趋势。为此，国家制定了优先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7–9]，2012年，国务院对城

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进一步明确了树立优先发展

理念、把握科学发展原则、实施加快发展政策、

建立持续发展机制等要求[10]，为城市交通发展模

式转型奠定了政策基础。

2 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形势

1）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加快，交通需求持续

增长。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

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在城镇

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快速

聚集。由于土地资源的约束，中国城市呈高密度

紧凑发展。“严格控制人均建设用地增长”在新国

标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规定不同气候区的城市规划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上下限幅度为65~115 m2·人-1，

新建城市(镇)的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宜在

85.1~105.0 m2·人-1内确定[11]。其中，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控制在 10%~25%，人均不足 30 m2，仅相

当于一辆小汽车的停车面积。同时，随着城市中

心区改造和新城建设，城市扩张和人口向外围迁

移的趋势加快，中心区就业岗位呈显著增长，城

市功能集聚和空间扩张并存，交通需求保持旺盛

的增长趋势。

2）城市交通小汽车化趋势显著，交通供需矛

盾激化。

在汽车产能产量不断攀升、居民购买力提高

和相关鼓励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大多数城市已进

入小汽车快速增长阶段，部分特大城市正在迈入

小汽车普及阶段。2012年中国共23个城市的机动

车保有量超过 100万辆，而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

突破500万辆，千人保有量达到250辆以上。城市

交通小汽车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显著，保有量、使

用频率呈爆发式增长，小汽车出行比例逐年增

大，交通结构持续向小汽车为主的模式转化。相

反，公共交通发展缓慢，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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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共交通总体容量不足，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与交通需求不适应，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普遍

在 20%以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内涵和相关政

策还有待进一步深化[12]。而且随着小汽车交通出

行增多，城市中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被逐步蚕

食，人的活动空间逐渐丧失。在城市道路交通设

施供给增长空间已经不大的情况下，道路交通供

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城市交通拥堵成为一种常

态，城市中心城区尤为突出。

3）城市交通制约因素增多，发展模式转型需

求迫切。

城市交通是城市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和载

体，城市的特性和多样化需求决定了城市交通不

仅仅是服务于运输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营造人性

化的城市活动空间[13]。中国城市正处于全球最大

规模的汽车进入家庭时期，又面临着城市形态、

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城市交通发展既要适应交

通需求的增长与结构变化，也要处理好与土地、

能源、生态等外部约束条件的关系。特别是在中

国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交通拥堵不断加剧的情形

下，任何期望通过单纯的工程和管理措施能够改

变城市交通拥堵状态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出路

在于加快推进城市交通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绿

色、节能、低碳交通方式的发展[14]。

3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取向

3.1 战略目标

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关键在于观念和理念的转变，而交通战略取向既

要符合城市交通发展基本规律，更要植根于中国

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和长远需求。要把支撑中国

城镇化发展战略，构建与城市空间布局相适应、

与土地使用相融合、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总目标，切实推

进城市交通系统科学规划、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理

性建设、城市交通需求智慧管理，营造以绿色交

通为主体、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

3.2 发展理念

针对中国城市和城市交通发展趋势，必须坚

持节约资源、服务民生、和谐有序、科学决策的

发展理念[15]，鼓励和支持与高密度紧凑城市相匹

配的公共性、集约化交通方式发展，强化对小汽

车交通需求有序引导和控制，协调不同交通参与

者的交通需求、权益和设施安排，加快城市交通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创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

与管理的决策机制。

在战略取向上应遵循以下原则：1)以人为

本。营造与人的活动相适宜的交通空间，保障人

民群众的交通权益，满足多样化交通需求，促进

社会公平和谐。2)绿色低碳。促进占用资源少、

使用效率高、人均排放低的绿色交通系统建设，

鼓励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3)需求管理。优化

交通供给与资源配置，加快推动城市交通由个体

汽车化发展模式向绿色交通发展模式转变。4)综

合治理。统筹协调城市居住、就业和交通等空间

布局，从源头上减少交通生成，科学安排交通设

施建设，标本兼治，注重长效。

3.3 战略对策

1）以科学决策为基石，统筹城市与交通发展。

加强城市与城市交通发展的科学决策能力建

设，建立完善、公开、共享的城市交通出行基础

信息库和交通模型系统，增强交通需求分析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为规划决策和工程设计提供依

据。进一步理顺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衔接、传承、互补

关系，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城市规划、交通

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过程

中，处理好与城市功能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及布

局调整的同步协调推进，减少大规模单一性质土

地使用安排，正确处理各类交通设施与周边城市

土地开发密度的匹配关系。加强对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的论证，引导和支撑城市空间结构

调整和土地开发，加快完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制度和实施机制。

2）以协同集成为主线，构建城市综合交通

系统。

应对城市多元化交通需求，统筹城市交通各

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加强次干路和支路建设，按

照“小街坊、高密度”布局要求加快完善道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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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优化城市道路网功能结构和等级配置，慎重

决策城市快速路建设，在路网密集的城市中心

区，应避免新建快速道路和高架道路。大城市应

加快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特大城市积极推进

多种形式的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优化出租

汽车发展定位，使其回归特殊需求和高端服务的

功能，严格控制发展规模。采取有效措施，加快

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谨慎应对小汽车发展，在差别化策略指导下，从

时间、空间上对小汽车交通加以引导和调控，科

学推进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努力打造绿色交通

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相互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

系统。

3）以公交优先为手段，促进城市交通结构

优化。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不是城市交通发展的

战略目标，而是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促进城市与

交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16]。要结合城市的发展

阶段、规模和布局特点合理确定公共交通的功能

定位、发展目标，在投资、财税、用地等各个方

面制定具体措施。大城市应将公共交通作为引导

城市建设开发的关键要素，贯穿于规划建设之

中，加强交通走廊的公交干线建设和重点地区的

公交网络建设。特大城市在积极推进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的同时，应加快公共汽车网络的优化调

整，形成相互配合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在推进

公共交通发展的同时，要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在

政策、经济、用地等方面为公共交通、步行、自

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发展提供保障，加快城市交

通结构向绿色、节能、低碳的方向转化。

4）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提高城市交通服务

效率。

在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各个领域加快

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促进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发展。打破行政管理壁垒，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信

息与交通运行管理信息的集成应用，建设面向公

众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和面向政府决策的智能化

支持系统。加快城市交通信号系统的联网联控技

术应用，增强城市道路通行能力。以提升服务效

率为目标，普及公共交通智能调度、公交车辆优

先通行系统和电子票务系统。

4 结语

城镇化和城市交通小汽车化进程同步快速发

展，引发了中国城市交通需求剧增、交通供需严重

失衡的矛盾，在土地、能源、生态等外部条件约束

下，转变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推动城市交通向以人

为本、绿色、节能、低碳方向发展，已经迫在眉

睫。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发展的关系、树

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选择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对中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取向既要遵循交通发展的

普遍性原则，更要符合城市自身发展的规律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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