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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大城市

的交通发展经验，从初期的大规模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到大力发展轨

道交通、公共交通，再到交通需求

管理政策的应用以及对绿色交通

的关注，指出只有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并辅之以需求管理政策才能解

决交通、环境、能源等问题。在分

析北京交通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成效基础上，探讨了

“公交城市”的发展模式，明确了

“公交城市”的内涵以及必须体现

人文、科技和绿色的理念。最后，

提出建设“公交城市”的相关措施，

包括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完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构建物流

配送体系、推进交通文明建设等。

Abstract： First this paper reviews

experiences gained at home and

abroad in transportation develop-

ments ranging from the initial con-

struction of large scale transporta-

tion facilities, to mass development

of railway and transit systems, and

to implementation of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TDM) policies as

well as concerns to green transpor-

ta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only through a prioritized transit de-

velopment in association with

TDM policies can such issues as re-

lated to transportation, environ-

ment, and energy be addressed.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a develop-

ment pattern to construct a tran-

sit-oriented city based on an analy-

sis of the accomplishments resulted

from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that

favor transit development in Bei-

jing, and specifies the definition of

transit-oriented city as well as other

concepts that materialize human-

ism, technology, and green trans-

port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es-

ents some measures to construct a

transit-oriented city, and these mea-

sures include raising transit LOS,

improving ped and bike systems,

building a cargo delivery system,

and promoting civilization in trans-

port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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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0月 7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北京交通，乘坐地铁 4号

线，并对城市交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总书记指出，交通问题是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各国大城市普遍遇到的难题。北

京作为特大型国际城市，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公共交

通的重要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快捷、安全、方便、舒适的公交服

务，使广大群众愿意乘公交、更多地乘公交。总书记强调，要采取多

种措施，切实解决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1]。这一指示高屋建瓴，精

辟论述了交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揭示了交通

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学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式

方法。总书记在指出城市交通的民生定位、公共交通的重要作用同

时，也对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要求，为北京市下一步交通发展和改革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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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大城市交通发展经验

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城市化、机动

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机动车快速增长，大城

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普遍面临着交通拥堵这一问

题。如何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以发挥公共交通

的作用，如何在开始拥堵之时甚至出现交通拥堵

之前，就能够有预见性地提出交通发展的思路、

确立公共交通发展目标，以避免或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为城市交通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需要着

力研究的内容。

从国内外大城市交通发展经历来看，各城市

在不同时期都遇到了交通拥堵问题。纽约20世纪

30年代人口总量 700万，小汽车保有量 25万辆，

交通非常拥堵；20世纪60年代大伦敦地区机动车

保有量为 300 万辆，高峰期道路运营速度只有

10 km·h-1左右，交通拥堵十分严重；东京在二次

世界大战后快速崛起，机动车保有量从 1950年 6

万辆增加至 1969 年 200 万辆、1979 年 300 万辆、

1991年 400万辆，饱受交通拥堵的困扰；首尔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机动车快速增长，1995年达

到 200万辆，交通拥堵也十分严重。这都是小汽

车无序发展、无节制使用的结果。

10多年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成几何级数增

长，由 100万辆到 200万辆历时 6年半，200万辆

到300万辆仅用了3年9个月的时间，预计2010年

元旦前后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将会达到 400万辆

(见图 1)。这就意味着北京市要在 6年多的时间里

应对东京20多年所要应对的交通压力。

在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世界各

大城市都在积极寻找缓解交通拥堵的办法，采取

了不同的缓堵措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纽约

试图依靠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市民机

动化出行需求，但交通拥堵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60年代后，许多城市逐步意识到仅靠扩大供

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东京、伦敦等

城市率先依靠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缓解拥

堵。70年代后，拥有良好公共交通出行环境的城

市相继实施了一些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以进一步

提高公交出行比例，缓解交通拥堵。

21 世纪以来，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

力，加上投资运行成本的压力，世界各国城市又

掀起了绿色交通回归的浪潮，在以轨道交通为主

体、地面公交协调配合的城市交通模式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满足

交通需求以及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这就需

要给予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更多的关注，更加

有效地整合各种运输方式。这几年，我国住房和

图 1 北京、东京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趋势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vehicles' growth trends between Beijing and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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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展的公交周、无车日等活动也

都是应对气候变化、倡导绿色出行的具体行动。

总结国际成功经验，作为一个特大城市，要

实现交通可持续发展、满足城市市民出行的要

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拥堵，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必须达到 40%甚至更高，而我国大多数城市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都在 20%左右。城市如果不能在

这个时候出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就可能遇

到北京现在面临的巨大交通拥堵压力。因此，必

须研究城市交通发展阶段，向香港、新加坡等城

市学习，在机动化初期，机动车还没有快速增长

时就出台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措施，为市民

建立起比较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时辅之以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只有这样，城市的环境问题、能

源问题、交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国内外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增加交通供给的

方法无法根本解决交通问题，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然选择。在城市交通

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四管

齐下，使城市交通逐步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1)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系统、轨道交

通和枢纽体系，构建较为完善的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2)投入相当资金发展公共交通，建立和完善

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努

力改善交通结构；3)加大综合交通管理力度，通

过科技管理手段、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提高交通

基础设施利用效率和交通运行服务水平；4)加大

对市民现代交通意识的引导，努力改善交通消费

观念，有节制、合理地使用小汽车，强化现代交

通安全意识，科学安全地参与交通。

2 北京交通发展模式

2.1 交通发展战略

2003年，北京市整合政府各方面交通职能成

立了交通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交通

委员会负责综合、协调、决策北京市交通发展。

交通委员会成立之初就着力研究和推进北京市交

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2005年，北京

市政府颁布了《北京交通发展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明确提出两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

不移地加快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调整，控制

市区建成区的土地开发强度与建设规模。这意味

着交通的问题决不能仅仅就交通论交通，交通也

不能仅仅看成是交通部门的事。城市交通的科学

发展首先是规划，城市应该有个合理的布局形

态，与布局形态相适应的应该有合理的产业布

局、合理的交通系统，而交通系统应该有合理的

交通结构，这样才能使城市走向健康发展的道

路。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的缺陷将给交通带

来长时间的缺憾，要解决规划上的问题需要花费

巨大代价。二是坚定不移地加快城市交通结构优

化调整，尽早确立公共客运在城市日常通勤出行

中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必须使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达到 40%甚至 50%以上，要通过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并结合必要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引导

小汽车合理发展和有节制的使用，城市交通才能

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2]。《纲要》将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解决市民出行这一

民生问题最重要的、首选的手段。

2006年，北京市又发布了《关于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的意见》，明确提出“两定四优先”的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两定”首先是确定了公共

交通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交通

问题与土地、能源、环保一系列的问题紧密相

关，如果交通不能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会受到

很多制约。同时，明确了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

性，将原来更多地要靠市场化、竞争来运作的公

共交通系统，明确作为城市必须要提供的公共服

务，让老百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

果，鼓励更多的人选择公共交通，让交通走入比

较健康的发展道路。基于“两定”的基础，确定

了设施用地、投资安排、路权分配、财税扶持优

先政策。

按照“两定四优先”的思路，北京在近几年

实施了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优化地面公交线网、

建设换乘设施、施划公交专用车道、实施低票价

政策等一系列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措施，努力推

进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得到

显著提高。2008年年底，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达到 36.8%(见图 2)，比 2003年提高了 8.6个百

分点。这样的交通结构改善来之不易，因为这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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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北京的机动车增加近 150万辆。如果没有这

些措施的实施和交通结构的调整，就很难有更好

的交通条件支持2008年奥运会，也很难统筹实现

国庆60周年运输服务保障和社会交通服务保障两

者的和谐运转。

2.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成效

1) 轨道交通建设。

2007年以来地铁 4号线、5号线、10号线一

期、奥运支线、机场线等 5 条新线路建成通车，

新增运营里程 114 km，全网达到 9 条线路 228

km，见图 3。先后 14次缩小地铁线路发车间隔，

实现地铁 2 号线最短发车间隔 2 min 的高水平运

营。增加了13号线、八通线列车编组，运输能力

大幅度提高。新增、更新地铁空调列车 606 辆，

极大地改善了乘车条件。

2) 地面公交建设。

网络方面，优化 430条公交线路，不仅提高

了线网覆盖率，还减少了中心区重复线路，基础

设施方面，开通 3条BRT线路，开辟公交专用车

道 260 km，不断改善换乘条件。与此同时，几乎

所有的公交车辆都进行了更新，公共交通的服务

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公共交通

出租汽车

小汽车

自行车

其他

37%

2%7%

20%

34%

图 2 2008 年北京市交通结构

Fig.2 Modal structure of Beijing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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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状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

Fig.3 Existing rail transit network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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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票价政策。

2007 年 1 月 1 日，地面公交实施低票价政

策，2007年 10月 7日，地铁也实施全网每乘次 2

元的低票价政策，2008年 1月 15日开始，对市郊

线路实施与市区线路同折扣的优惠，城乡一体化

公交系统初步形成。这些措施使广大市民得到了

实惠，出行更加方便，交通出行结构得到改善，

有效地缓解了中心城区交通压力[3－4]。

2.3“公交城市”的探索

2008年奥运会以后，北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

点上，市民对公交优先、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认

识有很大提高，环境对交通发展也提出更高要

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北京市对城

市公交发展进行了全新探索，提出了以建设“人

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为特征的新北京

交通体系目标，北京市政府在 2009年 7月颁布了

《北京市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

(2009年—2015年)》，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公交

城市”建设的目标。

“公交城市”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目标。

首先，“公交城市”的交通系统包含客运和货运的

城市交通系统，这两者都需要集约化，是不可分

的；除机动化交通方式外，还包括自行车、步行

系统，公交、轨道交通与自行车、步行系统不可

分；既包括市内交通，也包括对外交通，对内对

外也不可分。其次，“公交城市”最重要的标志是

交通结构，关键是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和货物运输

按照物流配送的比例。因此，“公交城市”应该是

具有以集约化社会化的公共运输方式为主导、多

种交通方式协调运转的交通系统城市，“公交城

市”的交通系统必须与城市形态、城市发展、城

市的历史文化风貌相协调。

“公交城市”的建设既包括网络化的轨道交

通、地面公共交通系统、自行车和步行系统，便

捷的多方式换乘系统、无障碍交通运输系统、中

心区物流配送系统，还包括低能耗、低排放、高

效率的交通工具。

“公交城市”的建设还必须体现人文、科技和

绿色的理念。人文理念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城市交通的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和服务之中，使交通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全体市民；科技理念就是要突出“科技创

新”，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交通系统的运营效率和服

务水平，充分发挥交通设施的效率；绿色理念主

要是“节能减排”，要关注绿色能源、采用绿色交

通工具，节约能源、节约交通费用，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交通运输系统。

北京市建设“公交城市”的主要目标：到

2015年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45%(见图4)；城市

中心区正常运行货运量的 70%通过物流进行配

送；在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中心城

区交通拥堵指数不增加，机动车排放总量不高于

2008年等。

推进北京“公交城市”的建设也面临着很多

矛盾。首先是路权问题，如何不断地增加公交专

用车道并使其形成网络，使依托公交专用车道的

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搭建起城市快速通勤系统，

这是建设“公交城市”的重要内容。不仅北京，

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也都不敢承诺城市交通不拥

堵，但政府和交通部门要提供一个相对方便、舒

适、快捷、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是城市政府

的责任，也是政府必须重视且要认真解决的民生

问题。其次是应进一步改善自行车、步行环境，

更好地适应公交的发展。地面公交、轨道交通都

不可能真正实现门到门的运输，还需要一定的步

行、自行车出行，这既是绿色出行的要求，也是

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支撑。此外，由于缺乏能够

有效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的措施，北京市小汽车

公共交通

出租汽车

小汽车

自行车

其他

44%

2%6%

20%

28%

图 4 2015 年北京市交通结构

Fig.4 Modal structure of Beijing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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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出行比例一直高居不下，这都是今后

一段时间要着力改进的方面。

3 推进“公交城市”建设的措施

根据“公交城市”的内涵和建设目标，北京

市2015年以前将着力开展以下工作：

1) 提高轨道交通服务水平。轨道交通要实现

“三环、四横、五纵、八放射”共 561 km 的网

络，见图5。进一步缩短发车间隔提高系统运营效

率，新投入运营线路最小发车间隔3~4 min，既有

线路发车间隔最小达 2 min。到 2015年，预计轨

道交通客运量要达到1 000万人次·d-1。

2) 构建地面公交快速通勤系统。构建快线、

普线、支线三级地面公交服务网络，骨干线路候

车时间为 3~5 min。进一步完善便捷的换乘系统，

使中心城区 90%的乘客步行到达公交车站不超过

500 m。公交专用车道增加至 450 km，以此为依

托建设快速通勤系统。优化郊区客运，实现城乡

一体化公共交通服务。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使公

共交通调度水平、运行效率、运行质量得到进一

步提高。到2015年，地面公交客运量预计在1 800

万人次·d-1。地面公交依然是公共交通的主体，如

何进一步改善地面公共交通服务，使其更加方





⑤

④

⑧



②



⑨

⑦
①

⑥

⑩

昌平线

西郊线

S1线

房山线

大兴线

亦庄线

机场线

北

图 5 2015 年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

Fig.5 Rail transit network of Beijing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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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明：科学推进北京交通发展 努力建设“公交城市”

便、快捷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3) 完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编制步行与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在中关村西区、CBD等区

域规划建设步行、自行车交通示范街区，并逐步

推广。鼓励和支持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设置约

1 000个自行车租赁点。使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

稳定在20%左右，交通出行结构更加合理。

4) 加快城市货运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组建 5

万辆规模的城市货物配送“绿色车队”；重点建设

邻近六环路的10个货运场站；建设道路货运管理

与城市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中心城内物

流配送系统承担城市正常运行货运量的70%。

5) 完善交通出行无障碍系统。新改建道路随

路建设无障碍设施，既有道路加快实施无障碍改

造。继续实施公交、地铁车站站台和车辆的无障

碍建设改造，规划建设中心城区无障碍出行公交

网络，所有的轨道交通新线都配备直梯，已有线

路每个车站都进行无障碍改造，实现更好的人性

化服务。加强对侵占盲道和损害无障碍设施行为

的执法管理。

6) 大力推进交通文明建设。交通需要每个市

民参与，政府和企业的工作只是解决一部分供给

问题、服务问题，没有市民的广泛参与、交通消

费意识的转变，政策措施很难真正落实到位，必

须加大舆论宣传，加大对市民出行观念的引导。

7) 为“公交城市”的建设提供保障措施。“公

交城市”的建设需要规划用地保障、资金政策保

障，还要有体制机制和法制标准的保障，才能使

“公交城市”的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4 结语

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北京市公共交通改

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市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

划》、特别是“公交城市”的建设为下一步交通发

展提供了依据和努力方向，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北京市的交通发展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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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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