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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北京市进入社会经济现代化、城市

化和机动化高速发展时期，交通形势十分严

峻的背景下，北京市颁布了《北京交通发展纲

要（2004—2020）》(以下简称《纲要》)。对《纲

要》颁布以来北京交通取得的成就进行评估，

在此基础上总结北京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

反思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纲要》的进

一步修编提供参考。

Abstract： Facing the rapid economy develop-

ment,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and in-

creasingly worsening traffic problems,“Bei-

jing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Plan (2004―

2020)”was released by Beijing government in

2004.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progress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plan. 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Beijing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which will be used for the plan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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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21世纪初，北京市进入社会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

机动化高速发展时期，交通形势十分严峻。2003年，北

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市区路网负荷在整体上

已接近饱和。与此同时，公共交通优先地位尚未确立，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仅 114 km，小汽车成为居民主要出行

方式之一[1]，且小汽车出行需求仍在急剧膨胀，北京市开

始进入交通拥堵时期，而 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对北京交

通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200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编制《北京交通发展

纲要(2004—2020)》 (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提出

“坚定不移地加快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调整”、“坚定

不移地加快城市交通结构优化调整”两大战略任务和以

公共交通优先为代表的 5项基本交通政策。《纲要》的制

定实现了北京交通在关键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调整，同

时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发展成就

《纲要》的实施对北京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行和管

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纲要》发布7年来(截

至 2012年)，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净增 531万人、小汽车保

有量净增 255万辆、出行需求量增长 50.5%的形势下，北

京交通基本适应了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居民出行需

求快速增长的需要，并圆满完成奥运会和国庆 60周年等

重大活动的交通保障任务。主要成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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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交通基础设施承

载能力大幅提高。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已基本形成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规模与保障体系，并且对投资结构进行

优化调整，公共交通投资比例稳步提高，供给策

略由传统需求追随型转向引导型。2005—2012

年，市级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年递增 19.3%，公共

交通投资占市级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 45.1%

上升到 69.6%，完成了《纲要》中“公共客运交

通在交通建设投资中所占份额提高到 50%以上”

的目标。建成地铁4号线、5号线、大兴线等12条

轨道交通线路，新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328 km，

总里程达到 442 km，城市道路里程由 4 073 km增

至 6 281 km，高速公路里程由 548 km 增至 923

km，年均递增7.7%，实现了交通设施承载能力明

显提高的近期发展目标。

2）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显

著提高。

《纲要》发布以来，北京市全面贯彻落实公共

交通优先政策，通过实施“两定四优先”和低票

价政策，不断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投入运营南

中轴、安立路、朝阳路、阜石路 4条大容量快速

公交线路，并在京通快速路创造性地开设了国内

首条快速公交通勤走廊。优化调整全市近1/3公共

交通线路，开通袖珍公交和社区通勤快车，公共

汽(电)车线路和覆盖面大幅增加。既有轨道交通

线路先后24次缩短运营间隔，轨道交通服务水平

显著提高。2005—2012年，公共交通年客运量由

51.8亿人次上升到 76.2亿人次，交通结构进一步

优化；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 29.8%上升至 44%，

增幅在国内领先。

3）交通管理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交通需求

管理初见成效。

在机动车由 2005年的 258万辆增加到 2012年

的 520万辆过程中，通过分步实施机动车工作日

高峰时段区域限行、错时上下班、小客车数量调

控、停车价格调整等多项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中

心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得到了初步缓解，机动车

快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增速由 14%降至

5%，小汽车交通需求引导政策初见成效。

4）智能交通取得重大进展，有力提升交通管

理水平。

北京市初步构建了交通运行监测调度平台

(TOCC)，实现全市综合交通运输的统筹、协调和

联动；构建交通运行智能化分析平台，实时采集

和发布交通运行指标；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用户

达到 86 万个，通行量占高速公路总通行量的

20%；构建智能交通管理指挥控制系统，实现指

挥调度、信号控制、综合监测、信息服务四大功

能。北京市初步实现了智能化交通系统管理，提

高了交通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5） 重视交通环境治理并取得初步成效。

为落实“发展绿色交通，进一步改善交通环

境质量”的要求，近年来北京市不断优化运输车

辆结构，新能源汽车在公共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

规模达到1 000辆；北京市于2013年2月正式实行

国V排放标准，引导运输企业使用节油型车辆和

低排放柴油车；支持引导货运企业更新淘汰黄标

车，组建了 2万辆以上的道路货运“绿色车队”；

推广使用温拌沥青混合料、橡胶沥青等节能环保

筑路材料，使用量分别达到30.6%和9.5%。

3 经验

在《纲要》实施的过程中，北京交通发展取

得的一系列成就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

1）坚持《纲要》的目标和定位不动摇。

北京市政府始终坚持将《纲要》作为长期交

通发展纲领和重大决策、规划制定的依据。“十一

五”、“十二五”期间编制的交通发展规划以及出

台的《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北京市

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关

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加大力度缓解交

通拥堵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政策文件

均是在《纲要》的指导下制定的。

2）落实责任主体，各部门、各区县政府通力

协作。

对《纲要》确定的八项行动进行任务分解，

明确责任主体，分阶段推进，建立考评、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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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紧紧依靠各部门、各区县的支持，10年来持

续制定并组织实施《关于缓解北京市区交通拥堵

分阶段工作方案》，形成举全市之力缓解市区交通

拥堵的共识。

3）加强政策保障，确保《纲要》落地。

轨道交通线路里程的大幅提升为北京市空间

结构调整提供了适度的支撑条件，丽泽商务区、

园博园等重大建设项目中均充分发挥了轨道交通

的重要支撑作用。贯彻落实“两定四优先”(确定

公共交通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确定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定位，保证公共交通

设施用地优先、投资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

财税扶持优先)，通过构建交通投融资平台，改革

票价，保障公共交通路权等手段，为公交优先提

供支撑。通过分步制定并实施多项交通需求管理

措施，常态化的小汽车需求管理框架构建初见

端倪。

4）审时度势，及时完善调整。

在《纲要》实施的过程中，不断跟踪评估其

正、负面效果，并根据城市总体发展目标适时调

整和完善交通发展目标。2009年，北京市结合奥

运会后交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提出建设

“人文交通”、“科技交通”和“绿色交通”的发展

理念。2010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井喷式增长，

道路交通拥堵持续加剧，北京市委市政府按照科

学规划和“建、限、管”的思路，从进一步完善

城市规划、加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力度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28项缓堵措施。面临绿色出行日益萎缩

的严峻形势，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自行车分担率保

持在 18%左右作为强制性指标纳入“十二五”交

通发展规划。

4 存在的问题

《纲要》的实施对北京交通发展起到重要的指

导作用，但反思近几年城市及交通的发展历程，

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空间结构调整。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交通与产业、人

口布局以及城市功能布局的互动关系重视程度不

够。近年来，北京市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同

时，城市功能布局未能同步优化和调整，中心城

区就业岗位密度大幅攀升，人口与就业分布愈发

失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导致中心

城区的交通需求积聚程度并未缓和，向心交通格

局依然如故，引发潮汐交通问题日益严重。此

外，交通影响评价执行度不够，尚未充分发挥应

有的作用。

2）交通结构优化调整。

虽然北京市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有所提升，但同期小

汽车出行比例也在增长，其结果是共同挤压了作

为绿色出行方式的自行车交通的出行比例，出行

结构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优化[3]。此外，公共汽

车路权缺乏保障，专用车道尚未成网，导致公共

汽车运行速度较低。同时，公交线网密度低、步

行距离长、换乘不方便、准点率低等因素进一步

降低了公共汽车对居民的吸引力[4]，成为交通结构

优化的瓶颈。

3）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模式的推行

受建设、现行运营体制和土地供应制度的制约，

成效甚微。一是区域交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脱

节。受现行规划、建设、运营、行政管理体制的

束缚，城际交通和城市交通在规划的编制与实

施、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等方面均有待协调整

合。二是从区域规划来看，北京市人口、城市功

能的疏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北京市 16 410 km2面积

内，而要放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视角下进行协

调，而目前尚未建立相应的协调沟通机制。

4）小汽车需求引导。

与国际上大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情况

相比，目前北京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小汽车保

有与使用(如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小客车数

量调控等)，经济、技术和法律手段运用不足。忽

略市场价值规律，缺乏基于小汽车真实资源消耗

和社会外部成本的调控是造成小汽车高速度增长

和高强度使用的根本原因。同时，政府和社会之

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难以达到通过价格杠杆

精细化调控小汽车保有与使用的统一认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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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停车问题，管理部门尚未明确停车的定

位及其在缓解交通拥堵中的作用，且缺乏相应的

停车产业化政策，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定位与协同

关系不清晰，停车执法管理缺失，停车“以静制

动”的作用收效甚微。

5）交通产业化。

近年来，北京交通产业化进程缓慢，投融资

体系尚未健全。目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

主体是政府，还本付息的主体也是政府，资金链

很难维持。政府亟须考虑如何改变投资政策，鼓

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改革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运营模式，实现交通基

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在《纲要》的指引下，首都交通发展取得了

长足进步，已初步建立起“新北京交通体系”的

框架，初步形成了一体化交通体系的新格局。但

是，近年来北京城市以及交通发展的大环境和大

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思城市及交通的发展

历程，仍然存在众多深层次的问题，北京交通亟

须立足于世界城市的大视角来寻求面向2030甚至

更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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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通系统在温州市中心城区和龙港镇中心城区

的运用，得到支路系统薄弱、交通拥堵、交通管

制成熟的温州市中心城区并不适宜在干路上组织

单向交通，而支路系统发达、交通混乱、停车矛

盾尖锐的龙港镇中心城区组织单向交通却相对成

功。研究结果显示，高密度路网是设置单向交通

系统的首要考虑因素，路网形态、道路横断面、

交通种类、公共交通、静态交通、交通管理等对

单向交通的适应性也有不用程度的影响。

将翔实的现状交通特征反应在交通预测与仿

真模型中并对方案进行模拟、分析，是单向交通

系统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单向交通系统不能

孤立存在，而应配合道路交通系统进行重要节点

优化、交通组织改善，以及交通设施完善。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GA/T 486—2004 城市道路单向交通组织原则[S].

[2] 赖比尔. 城市道路单向交通规划研究[D]. 西安：

长安大学，2000.

[3] 王国晓，杨涛，陆原，郭晟. 城市中心地区单向

交通系统研究[J]. 城市交通，2006，4(5)：50–54.

Wang Guoxiao, Yang Tao, Lu Yuan, Guo Sheng.

Developing One-Way Street Systems in Urban Core

–Areas[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06, 4(5): 50

–54.

[4] 夏正丰，林忠梅，陈建军. 城市单向交通的设置

和分析评价[J]. 公路与汽运，2011，5(3)：32–36.

[5] 段英侠，闫攀宇，余村，关仕罡. 单向交通组织扩

展与优化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1，5(3)：3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