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交通第11卷 第5期 2013年9月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城市人口和机动车的持续快

速增长，上海市加快交通体系建设，并于2002年首次制定并颁

布了以政府名义发表的《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明确了发展

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的战略目标，提出“公交优先、区域差

别、路车平衡”三大核心政策。通过回顾 2002年《上海市城市

交通白皮书》交通政策顶层设计的战略意义，总结了“轨道成

网”和“私车控增”两大举措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支撑城市交

通发展的关键作用，也对未来人性化、法制化交通政策的制定

提出建议。

Abstract： Facing the rapid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mo-

torized traffic, Shanghai has accelerated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since 1990s. “Shanghai Metropolitan Transport

White Paper”released by Shanghai government in 2002 estab-

lishes the strategic goal of developing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for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with three core policies

on prioritiz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zon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

moting balance between roads and vehicles. Through review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ransportation policy making for the

White Paper,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re-

striction on vehicle usage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alleviating

traffic congestion and promot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

ment.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uman orient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transportation policy mak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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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世纪之交，根据连续3个“三年大变

样”的发展要求，上海市建成了“申”字

形高架快速路，开展了公交市场化改革，

显著改善了延续 30年城市交通极度拥挤

的局面。也在这一时期，上海市提出了

“浦东开发开放”政策。随着上海市城区

范围快速拓展、城市人口规模迅猛增长以

及小汽车的普及，更大规模和更多样化的

交通需求逐渐形成，使得有所缓解的交通

状况重新遇到严峻的挑战，城市交通面临

着交通体系整合性不强、交通设施容量不

足、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欠佳、个体化交

通需求快速增长等突出矛盾。

上海市政府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

通规划基本定稿的基础上，开展了城市交

通政策顶层设计工作，历时5年于2002年

正式颁布《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2002

版)》 [1] (以下简称 《白皮书》 )。《白皮

书》是上海市政府对交通发展的宣言，也

是指导各系统、各级政府交通发展的顶层

政策，同时是政府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承

诺。《白皮书》奠定了上海市交通发展的

总体方向与战略，对上海市交通发展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经过 10年(截至 2012年)

实践，《白皮书》支撑了上海市经济社会

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保障了 2010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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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是一次交通政策顶层设计的

成功实践。

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上海市政府于

2012年启动了新一轮交通政策顶层设计的研制工

作，本文通过对2002版《白皮书》战略实践的回

顾与总结，为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战略意义——坚持一体化交通发展
不动摇

《白皮书》提出上海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目标

是构筑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以优质、高效、

整合的巨型交通体系，适应不断增长的交通需

求，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同时，《白皮书》

明确了一体化交通发展的四大基本特征、交通体

系的内外关系、四大基本任务及三大交通政策。

《白皮书》前5年的研制是一体化目标反复酝酿的

过程，后10年是一体化目标不断实施和统一认识

的过程。15年的进程中，这一目标也曾受到过质

疑，但实践效果证明，长期坚持一体化目标不动

摇仍具有战略意义，新一轮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

需进一步深化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1.1 一体化交通整体目标愈发明确

一体化交通[2]的目的是使所有交通参与者享受

更好的交通条件，使交通系统具备“人性化、捷

运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基本特征”。从实践效果

来看，在“捷运化”方面，通过规划和建设轨道

交通网络，上海市已经初步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2010年上海市中心城公

共交通与个体机动交通出行比例接近2:1；世博会

期间，入园游客使用公共交通与个体机动交通方

式出行比例达到9:1，如此高比例的公共交通出行

得到了世博组委会的高度赞扬。“信息化”进程稳

步加快，上海市搭建了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实现

了交通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市民提供了有主

动性的出行选择。交通体系的长足发展进一步适

应并满足了出行者的交通需求，逐步创造宜人的

交通活动空间。

一体化交通致力于为出行者提供“畅达、安

全、舒适、洁净”的交通服务。2010年中心城市

民平均通勤时耗为 43 min，低于 1小时目标，基

本实现“畅达”。“安全”方面，上海市将道路交

通万车死亡率降低至 4人，低于《白皮书》制订

的 5 人目标。此外，上海市逐步为市民提供宽

松、良好的乘车条件，努力减少交通污染，营造

“舒适”、“洁净”的出行环境。

过去 10年，一体化交通整体目标逐步实现，

全市各层面对一体化交通目标的内涵和要求也越

来越清晰。坚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功能提升相

结合、坚持公交优先发展与小汽车需求管理相结

合、坚持综合管理与统筹协调相结合的目标更加

明确。

1.2 一体化交通基本框架日臻完善

通过整合交通系统内部关联因素、协调外部

关联因素，一体化交通的基本框架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见图1)。内部关联因素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

施、交通运行服务和交通综合管理。交通基础设

施是城市交通的物质基础，不仅强调轨道交通发

展与道路设施的快速发展保持平衡，还重视各种

交通方式间的换乘、停车和交通管理设施的建

设；交通运行服务是城市交通得以运行的基础，

强调各种交通方式间的相互协调、紧密衔接以及

安全运行，同时强调公共交通内部、公共交通与

个体交通以及客运交通与货运交通分层次的整

合；交通综合管理是城市交通有序发展、高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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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一体化交通框架

Fig.1 Shanghai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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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组织保障，强调交通各相关部门协同运作、

共享信息资源以实现高效管理。外部关联因素

中，重视交通与土地使用的相互结合，交通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交通发展与环境相互协

调，以及城市交通与对外交通的紧密衔接。

一体化交通基本框架由公共客运交通、道路

交通、交通方式衔接和运输管理四大基本任务整

合而成。近年来，上海市不断协调公共客运交通

系统的运营，各种交通方式根据各自的功能定位

进行合理分工与紧密衔接，同时结合轨道交通网

络规划和建设，优化公共汽(电)车线网，推进轨

道交通网与道路公共交通网的融合；道路交通运

行方面，逐步完善道路运行系统功能，使各种功

能等级的道路分层次、合理衔接，逐渐将道路配

套管理政策、停车设施等置于与道路设施同等重

要的地位；多种交通方式衔接方面，通过为乘客

提供便捷的换乘条件，促使对外交通与市内交通

紧密连接，与此同时将枢纽设施与轨道交通设施

平衡推进建设；建设统一、协调、高效的运输管

理系统方面，以先进的管理技术为手段，促使交

通硬件与软件形成最佳组合。

1.3 一体化交通实施途径不断拓展

《白皮书》通过制定三大核心交通政策来确保

一体化交通战略目标的实现。首先是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通过积极的引导，不断提高公共交通出

行比例，稳步提高交通机动化水平，发挥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短距离出行与接驳公共交通的功能。

其次是交通区域差别化，中心区依托轨道交通网

络完善道路等级配置，有效控制了机动车流量；

城市外围地区以公共汽 (电)车和轨道交通为主

导，加快建设快速路，适度放宽小汽车等个体机

动交通方式的使用；郊区重点建设高速公路网，

放宽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条件，推动城市空间有

序扩展。第三是道路车辆协调发展，在加快全市

道路网建设的同时，调控机动车流量，保持路车

协调发展，始终将道路网的运行状况维持在合理

的水平。在实施私车牌照拍卖过程中，不断出现

新的挑战，例如，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与以汽车为

支柱产业的要求存在不同意见、与道路交通法规

要求也存在差异、牌照价格过高影响了消费者情

绪等，上海市依据《白皮书》的相关政策，利用

行政、法治和金融等多种组合手段进行管理，使

得私车牌照拍卖措施得以持续。除三大核心政策

以外，根据城市性质和品质提升要求，一体化交

通实施途径逐步拓展到航运政策、区域统筹政

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领域。

《白皮书》历时5年的研制过程中，始终坚持

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的模

式。《白皮书》由当时的市计划委牵头研制，邀请

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咨询，由规划局、交通

局、建设委、市政局和公安局等部门共同编制，

环保局、科委、信息和经委等部门参与意见征

询，最终文本报送人大与政协审议通过。通过协

调部门利益，综合部门规划，《白皮书》的最终

文件已是各部门意见调和的产物，充分体现着此

次政策顶层设计的权威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广

泛性。

2 关键作用——轨道成网开通与控制
小客车增长

2000—2010年，《白皮书》的基本政策得到良

好的贯彻，上海市以超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整合的交通组织管理，支撑了2 300万人口的

出行，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框架基本形成。《白

皮书》的关键作用集中体现在“轨道成网”与

“私车控增”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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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 年上海市域轨道交通客流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2010 metropolitan railway
passenger volum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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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轨道成网为重点的公交整体优先发展

10 年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加了 6

倍，从65 km增加到452 km[2]，全市日均客运量增

长了 9倍，从 50万人次·d-1增加到 510万人次·d-1

(见图 2)，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客运比重从 7%提

升至 32%，轨道交通客运主体地位逐步显现。大

力发展轨道交通等集约交通方式，提高公共交通

分担率和吸引力的“公交优先政策”得到充分体

现。上海市初步建成并运营含12条轨道交通线路

(含磁浮线)的轨道交通网络，成为中国首个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突破400 km的城市，运营线路长度

在世界位居前列。中心城轨道交通网密度达到

0.41 km·km-2，其中，中心区达到 1.14 km·km-2，

基本覆盖中心城42%的人口。

同时，持续推进公共汽(电)车的发展。经过

公共交通行业第三轮深化改革后，形成了浦西、

浦东和郊区“一区一骨干”的经营格局。全市公

共汽(电)车运营线路 1 165条，运营车辆超过 1.7

万辆，日均运营里程近 300万 km，中心城公共汽

(电)车车站500 m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0%以上，郊

区行政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公交”，基本形成了覆

盖全市的公共汽(电)车网络。此外，上海市积极

促进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出租汽车总量为 5万

辆，日均里程利用率超过60%。

2010年上海市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1 600

多万人次·d-1，其中轨道交通510万人次·d-1，公共

汽(电)车770万人次·d-1，出租汽车310万人次·d-1，

轮渡 20万人次·d-1。中心城公共交通分担率(不含

步行)达到47%，其中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的比重

达到35%[3]。

2.2 私车控增为抓手的机动车与道路系统动
态平衡

10 年来，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 3

倍，从0.45万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而机动车增

幅仅1.3倍，从103万辆增加到248万辆(不含外地

车辆)，如图 3所示，其中机动车(四轮)170万辆；

全市道路总里程增加了近 1倍，从 9 500 km增加

到 1.7万 km，中心城建成“三环十射”共 300 km

的城市快速路网络(包括外环线)；中心城道路网

容量增加了 2.7倍，达到 3 000万 pcu·km·d-1(见图

4)。在社会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道路

设施容量扩增的同时，机动车总量增幅得到有序

控制，初步实现了“路车协调”的目标。

私人小汽车总量控制方面，上海市延续实施

新增客车额度拍卖制度。实践证明，以车牌拍卖

为主要手段的私车额度管理政策有效控制了小汽

车的增速，为公共交通的建设与发展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在控制机动车使用方面，

通过严格控制高污染车辆上路行驶，适度限制货

运车辆市区通行，限制发展摩托车和淘汰燃油助

动车，工作日早晚高峰高架道路禁止空载出租汽

车、实习车和外地牌照车辆行驶，以及差别化的

停车收费政策等综合措施，引导机动车减少使用

频率。

积极推进智能交通系统发展。逐步实施精细

化的交通管理措施，将中心城 85%的道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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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 年上海市中心城道路流量

Fig.4 Traffic volume within Shanghai central area in 2010

流量/(万pcu·(1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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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0 年上海市机动车增幅

Fig.3 Growth of motorized vehicles
from 2000 to 2010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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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自适应交通控制系统。同时，城市高架快速

路、地面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三个层次的交通信

息采集和发布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综合交通信息

平台和交通模型在交通管理决策、市民出行服务

和重大活动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靠“轨道成网”和“私车控增”两大举措

的保障和指导，上海市城市交通基本适应了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保障了2010年世博会

的成功举办，通过了184天7 300万人次观博游客

和单日逾百万人次超大客流的考验[5]，其中90%的

游客通过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旅游巴士等

公共交通方式入园，将集约化交通模式发挥到一

个新的高度。

3 期待——重视人性化和法治化的和
谐交通

《白皮书》在产生重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些政策难题。例如，虽然控制了中心城私

车的增长，却放松了对郊区私车的控制，郊区私

车已达50万辆且拥堵日益加剧；虽然淘汰了50万

辆燃油助动车，但对 5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放松

限制致使道路秩序和安全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虽

然轨道交通发展迅速，但未能提升公共汽(电)车

的客运水平，公共汽(电)车日均客运量长期徘徊

不前。为此，希望新一轮交通政策顶层设计的研

制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3.1 更好地处理政策与规划的关系，凸显以
人为本的和谐交通模式

“白皮书”不是规划文本，却是具有科学规划

基础的政策文本，对指导综合交通体系中各种交

通方式的规划，协调交通与社会、经济、环境等

关系具有导向作用。上海市在经历了10多年基础

设施大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后，正逐步进入转型发

展阶段，需要通过顶层政策指引，构筑以人为

本、各种交通方式有机组合的和谐交通模式，营

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

1） 注重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和统筹。2002 版

《白皮书》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的基础上研制的，依据相对充分。而新一轮交通

政策的研制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尚未启动、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尚未报批的情况下开展的，城市

区域范围、城市人口规模等重大前提依据尚未明

确，政策设计既要发挥既有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

交通规划的作用，更需要发挥引导和支撑新一轮

总体规划修编的作用。

2）注重城市可持续发展。在支撑国民经济发

展的同时，交通发展要注重财政资金可持续能力

和投资结构的优化要求，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

置与合理利用；适应国际航运中心、长三角新型

城镇化要求，协调区域综合交通系统配置；适应

并引导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调整，加强郊区交通

设施投入，逐步缩小城乡交通服务差距。

3）平衡公共利益与个性化需求的关系。为全

体出行者提供多种选择的交通方式，引导各交通

方式在各自适用范围内合理使用，使公众平等分

享有限的交通资源 [6]，避免“车本位”的理念持

续；体现公共交通的公益性，在投资、管理和使

用政策上仍要向公共交通倾斜；协调并处理好个

性化交通的合理需求，例如，对沪C牌照和外地

牌照车辆在交通管理中的差别对待政策需体现使

用范围、时间等方面的实质平等；对待车辆限行

和车辆上牌等政策方面，要平衡好公共利益与个

人利益关系，体现交通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

4）注重低碳交通、交通生态化建设。打造与

国际化大都市自然环境相适应、与上海历史文化

风貌相协调的绿色交通体系；以交通节能和交通

减排为核心，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

效率的交通供应增长方式；强化“以人为本”的

规划设计理念，改善自行车交通条件，重点关注

中心区支小道路组成的“微循环”系统和城市外

围区轨道交通沿线骑行和车站停放条件；保护步

行空间，改善步行环境。人性化规划设计交通枢

纽、轨道交通车站“最后一公里”问题及重大交

通设施周边的步行设施，保障人行横道通行权

力，同时充分考虑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通行需求。

5）加强“智慧城市”交通信息化建设。在完

善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基础上，重点打造面向社会

全体的、方便实用的信息化服务，充分运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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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移动电话、电视网络、广播电台、移动媒体

等信息服务手段向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和全天候

的交通信息服务。逐步扩大交通信息服务的覆盖

范围，加快郊区和长三角交通信息化建设步伐。

3.2 更好地处理政策与法治的关系，强化提
升交通品质的法治建设

“白皮书”不是法律文本，却是具有充分法律

依据的政策文本，是一部指导城市交通规划和发

展的综合性文件，是一份公共政策，同时体现了

政府对广大市民的承诺，其所提出并明确的政策

应当具有法律依据作用。《白皮书》在控制小汽车

发展等方面已经发挥了法律依据的作用，但总体

而言，其法律效应在覆盖面和力度上仍然较弱，

新一轮政策设计既要发挥已有法律法规的作用，

还要积极推进和完善地方和行业交通法规建设，

重点突出城市交通“有法可依”和“执法有力”。

1）完善综合交通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

系。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各类规范性文件，

充分利用法制手段规范交通规划、建设、运营、

管理和服务工作。交通政策需要正确处理公共利

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

的关系，同时必须具有前瞻性，通过政策引导来

推进和保障城市交通的发展。

2）完善和健全交通行业的政府行政法规。完

善覆盖多个层面的交通法规体系，规范交通规

划、建设、运营、管理与服务工作。建立健全交

通专业领域的法律规章，形成一套法制化管理体

系，使各项交通管理工作的开展都有法可依。针

对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汽车租赁行业、

公交专用车道路权使用、电动车的发展等制定相

应的法律和政府规章。

3）规范和加强交通依法行政。严格规范执法

程序，细化行政执法工作流程，改进行政执法方

式，科学执法、文明执法，全面实行行政执法责

任制。加强对违法经营车辆、“中国式过马路”等

突出交通和社会问题的执法管理力度。

4）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推进交通

领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支情况、公共政策、公

共服务等领域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扩大涉及民

生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范围。同时，鼓励

公众参与交通管理。建立社会公众与管理职能部

门之间双向传递和信息交流通道，提倡并促进社

会公众对交通管理从决策、实施到监督的全过程

参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5）健全、完善科学的交通决策制度。加强与

其他部门在决策、实施过程的协调，提高与政府

和社会的协调能力。建立交通规划、建设、运

营、管理与服务相协调的综合决策机制，完善专

家咨询和社会公示制度；发挥人大、政协、各民

主党派、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监

督作用。

4 结语

经过 15年的研制和实践检验，《白皮书》达

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希望上海新一轮交通政策

顶层设计在总结既有理念和核心政策基础上，针

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借鉴国际大都市交

通发展的成功经验，推进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交

通的发展，努力构建与上海“四个中心”和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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