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江：当前城市交通政策若干思考

摘要：城市交通问题已不仅是建设问题，而更多的是政策问

题。首先通过分析典型城市交通政策案例，指出不能滥用交通

政策，要注意政策的协调性。然后从交通系统的组成要素人、

车、路入手，从需求与供给层面阐述了制定城市交通政策的影

响因素。接着，从经济性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

如何限制私人机动交通，并对当前针对私人小汽车、出租汽车、

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以及非机动交通所采用的城市交通政

策进行评价。最后强调，城市交通政策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

并使交通系统的负外部性最小化，对低外部性的交通方式应给

予鼓励和保护。

Abstract：The key issue in urban traffic is no longer on construc-

tion: it is the development policy. By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ransportation

policy should be made carefully in coordination with social re-

sources. Concerning on the component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such as pedestrians, vehicles, and road,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n-

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with consider-

ation of traffic demand and supp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co-

nomic and non-economic policy to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ri-

vate motorized traffic, and reviews current urban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in several aspects: private cars, taxi, rail transit, buses,

and non-motorized traffic. Focusing on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ur-

ban transportation policy making, the paper urge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bsidies on individual travel with low external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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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年，北京、上海、广州都投

入巨量资金建设了大量道路。未来两三

年内，北京、上海、广州将建成世界上

最大的三个地铁交通网络，然而这三大

城市的交通状况是：北京极度恶化，上

海、广州恶化的趋势也没有减缓。目

前，城市交通问题已不再是建设问题，

而是政策问题，因此，需要更加关注对

城市交通政策的探讨[1]。所谓交通政策应

当包括政策配置交通资源与资金的所有

方面，包括所有交通使用者使用交通设

施与服务的方式。

1 典型城市交通政策的实施效果

交通政策的出发点是对交通使用者

的行为产生影响，交通政策的效果还取

决于政策的协调性。

首先看一个颇具喜感的案例——广

州亚运期间的免费公交。为给亚运会创

造通畅的交通条件，广州市从2010年11

月 1日开始施行为期 46天的机动车尾号

单双号限行，期间的 30个工作日内公共

交通免费提供服务[2]。免费公交在全社会

形成了“搭便车”效应，产生了大量非

必要的公交出行，结果是客流比收费时

的高峰时段高出一倍[3]。公共汽车客流剧

增，公交系统最终难以维系。免费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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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5天后宣布恢复收费，改发交通补贴。这一

事实告诉我们，优惠或补贴型的交通政策可能导

致对交通供给的滥用。同样在广州，由于外环线

的南北环车流极不均衡，政府采取的南环免费、

北环收费的政策，把交通量引到了南边，起到了很

好的交通供需调节作用。过去北京在讨论五环路

(快速路)是否取消收费时，笔者观点认为可以保

留一条收费路，在紧急时和有比较重要的需求

时，支付了费用也许还能使用这一相对畅通的通

道。全市快速路、高速公路都免费看起来是好事，

最后可能所有车都走不动了。好心不一定办好事！

如果说广州亚运公交免费是个突发奇想的喜

剧，那么上海1996年的公交改革可称之为一场深

思熟虑的悲剧。上海的公交改革方案包括：把当

时全世界最大的公交公司分解成13个公司；分三

年逐步取消政府对公交公司的补贴，把对公司的

补贴转为给个人；对上海几十个行业进行收入细

分，再对个人收入进行细分，按个人收入水平

发放现金补贴，低的每月几元、高的 100 多元；

最后取消公交月票。这个颇为精致的补贴方案忽

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市民拿到现金会采取

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消费，而不一定会继续乘用公

交！上海一年内增加了40万辆燃油助动车。由于

助动车油箱容量小，导致拥有助动车的家庭基本

都备有一桶汽油。不久，地处南京路、四川路的

一个里弄的住宅区发生火灾，由于众多汽油桶助

燃，造成惨重伤亡。该方案实施后，当月上海的

公交客流量下降 40%。最终，这个精致的改革方

案，由于对政策改变后的出行行为变化缺乏必要

的评估和正确的判断，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国内另两个典型例子是北京和上海当前采

用的交通政策。北京公共交通的补贴在全国是最

高的，每年达 100多亿元，但北京的小汽车使用

成本也最低，所以导致北京一方面大量补贴公共

交通，一方面大量投资建设道路，结果是交通拥

堵越来越严重，公共交通运行速度也无法提高。

上海则是公共交通高票价政策，汽车使用成本也

很高，导致城市交通成本偏高，但交通拥堵问题

也没有根本缓解。而在巴黎和东京，虽然有非常

高的拥车率，但低价而便捷的公交系统使公交出

行比例保持较高水平；在纽约，由于保持公交优

先的同时又采取高收费停车政策，使公交出行比

例较高，机动车拥有率非常低。究其原因是交通

政策的配套问题，不能对竞争交通资源的两组人

群同时采取激励政策，这将使政策效果相互抵消。

2 城市交通政策的影响因素

交通系统由人、车、路构成，所以对城市交

通政策的评判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如果说人与

车或车的一部分(如私人小汽车)构成交通需求，

那么另一部分车(如公共汽车)与路就构成整个交

通体系的供给，见图1。

1) 交通需求。

各种交通需求的存在都具有其合理性。交通

政策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最需关注的问题是需求

的成本与外部性。个体交通行为者首先考虑的是

个人要支付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与费用成本，

这直接影响其出行行为。其次是效用，包括可

达、可靠、速度、舒适、私密等方面。可靠性主

要体现为准点率；速度对通勤交通非常重要；关

于私密性，有一个德国案例：某两个城市间每天

费用成本

时间成本

效用：可达、可靠、速度、舒适、私密

成本

供给：政策与投资

车

路

满足移动需求

提高运行效率

外部性最小化

帮助弱势群体

个体交通行为

需求

人

外部性：资源使用、排放、拥挤

图 1 交通政策的影响因素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ransportation policy

8



李晓江：当前城市交通政策若干思考

都有大量的小汽车通勤客流，为此政府修了一条

轻轨线，但机动车流量并没有下降，调查发现，

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继续选择驾车出行，是为了

享受每天在路上的独处时光，既没有工作压力，

也没有家庭压力。因此，个体交通行为既有成本

方面的考虑，又有效用方面的考虑。

2) 交通供给。

在整个需求链中，出行者有多样化诉求，制

定交通政策时应加以尊重与思考。同时，任何一

种需求都会产生外部性，既有正面的，如减少污

染；也有负面的，如增加污染、加重交通拥挤、

增加资源使用等。这些外部性是制定交通政策的

重要依据。

交通供给既包含公共交通，如轨道交通、公

共汽车，也包含道路系统。供给对政府来说是政

策和投资问题，一般地，投资的承受力决定了政

策取向，但交通政策往往会有满足需求以外的目

的，如提高城市效率、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未来

的交通结构，甚至为了拉动投资需求。例如有的

城市政府建设地铁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满足居民的

出行需求，可能只是为了增加投资，至少隐含了

GDP导向的动机。这种目的使政府宁愿花更多的

钱修建道路和地铁，而不是补贴公共交通或其他

应扶持的交通方式，从而出现政策扭曲。

3 限制私人机动交通的政策手段分析

3.1 经济性政策

限制私人机动交通的经济性政策包括机动交

通工具的拥有与使用，这两方面又可细分为交通

工具的购买、行驶与停放三个环节的各种手段，

见图2。

1) 购买环节的相关税费政策。典型的有消费

税、排量税(根据车辆的排量来征收能源税)、车

船税与牌照税。在购买阶段，这些税费的作用分

别是：消费税涉及所有车辆；排量税与车船税根

据排量或载客量一次性或按年缴纳的使用税，若

没有行驶环节的税费配合，一般存在刺激使用的

潜在效果，会导致单个交通工具的使用率趋向于

提高；牌照税可以降低小汽车的增长速度，牌照

的数量与价格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总体来

说，牌照税最终的作用是延缓机动车的增长速

度，而无法停止或改变其增长进程。

2) 停放阶段的费用(停车费)。停车费对小汽

车的使用影响很大，例如，在北京开车去王府井

(中心区)就餐的停车费大约是 25元，而在上海的

同类地区大约是 85元，显然，上海开车到中心区

就餐的人会少很多。同时，上海市中心地区停车场

地供给短缺也是原因之一。北京机场的停车费是5

元·h-1，上海是 10元·h-1；上海开车进一次居住小

区，停车费用至少是 5 元，但在北京几乎是免

费。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停车费政策效果可以发

现，停车费的作用非常大。

3) 行驶过程中的税费政策。这是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式，一般包括交通拥挤收费和燃油税。

利用经济杠杆作用、用税费来调节是解决城市交

通拥堵的核心措施。而最明显、最有效的措施是

燃油税，燃油税是最公平的税种，多用多交，少

用少交。中心区交通拥挤收费的效果最直接，但

操作上的难度很大。

交通工具使用者对各种税费政策以及收缴方

式的反应是不同的，在政策设计时要特别关注。

从收费周期看，一次性收费(如牌照税、排量税)

是最难跨越的门槛，但一旦跨越这种税费就毫无

意义；年费与月费缴费的周期越短，效果越好；

效果最明显、最好的是计时收费与计程收费。最

可怕的是免费，如广州亚运的公交免费和完全不

计成本使用的公务车。据统计，几年前北京市一

辆公务车一天的出行里程是私人小汽车的 4~5

倍，现在可能有所降低，但同时公务车数量大量

增加。从税费支付方式看，预付 (总付)效果最

差，其次是刷卡，效果最好的是现金支付。美国

的大量研究表明，在控制高速公路交通量方面，

与电子卡、人工卡、本票相比，现金形式收取通

行费对减少流量的效果最好。对于私人机动交通

使用者来说，税费缴纳是否能在每一次使用时所

使用

购买(消费税、排量税、车船税、牌照税)

停放(停车费：夜间、上班、临时)
拥有

行驶(拥挤收费、燃油税)

图 2 私人机动交通的经济性政策

Fig.2 Economic policy of private motorized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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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被感知的成本才会被使

用者纳入边际成本的考量，长周期或一次性缴费

往往被使用者所忽略。

3.2 非经济性政策

非经济性政策包括错时上下班、泊位证明、

通勤巴士和校车、尾号限行、牌照限额(如北京)

等政策。错时上下班政策以最典型的洛杉矶为

例，其开始上班时间从早 6点至中午 12点，但仍

没有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泊位证明至少在北京曾

经是一个滑稽的案例，街道居委会以 100~500元

卖一个泊位证，导致“全民腐败”；通勤车和校车

可以减少接送孩子上下学带来的交通量，在中国

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住房商品化的条件下，

难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尾号限行合法性一直受到

质疑，牌照限额的合理性同样受到质疑，是对

“后富”者的不公平，都是“强势政府”的产物。

因此，非经济性政策最终都不能起到或至少不能

单独起到抑制车辆使用的作用，只能作为辅助性

措施使用。

还有一些政策长期、普遍地应用于各城市，

例如摩托车、电动车以及货车禁行政策等，表面

看效果都挺好，但对其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这些

政策对经济运行、城市效率的影响，却缺少相关

评估。

4 当前城市交通政策的评价

近年来，城市政府对道路交通进行了大量投

资或给予财政补贴。下文试图评价分析政府的投

资与补贴情况和效果。

1) 私人小汽车。

就目前的交通政策看，最大的获利者仍是小

汽车使用者。政府一年几十亿几百亿用于道路交

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投资几乎全部无偿给了小

汽车使用者，大量现代化交通管理者和管理手

段，以及交通研究人员70%~80%的努力都在为小

汽车使用者服务。

2) 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不是私人交通工具，但从乘用特性

看，与私人交通工具基本没有差别，而且还多出

“空驶”里程，享有城市为小汽车使用者提供的全

部“补贴”与服务，在有些城市出租汽车还能获

得燃油补贴。出租汽车管理还存在体制性问题，

即以非常高的成本(通常由政府或乘客支付)养了

一个庞大的出租汽车公司系统。这往往导致政府

给予出租汽车的“补贴”，并没有被乘客所享用。

3)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获得的补贴很多，车辆与建设费用

基本由政府无偿提供，且大多数城市对轨道交通

的财务考核不包括这些投资。除北京外，各城市

对轨道交通的运营补贴并不多，几乎所有城市的

轨道交通均实行高票价政策。在上海和广州，轨

道交通是“白领”阶层的交通工具，“蓝领”根本

坐不起，而北京的轨道交通票价使其成为“蓝

领”与“白领”合用的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的环

境、能源、拥挤等方面的外部性很低，如果政府

采取补贴和低票价政策，它能成为既绿色又扶贫

的交通工具。而高票价政策意味着政府把巨额的

建设、车辆、设备投资补贴给了中等收入阶层，

这显然有失公平！

4) 公共汽(电)车。

目前，政府对公共汽(电)车的补贴也较多，

公交场站、公交车辆由政府投资，有的城市还建

有公交专用车道、BRT等。但很多城市政府希望

对公交的运营补贴越低越好。当前城市公共汽

(电)车存在几个典型问题：①为追求运营收支平衡

提高票价以减少补贴；②管理落后，公司、线路

之间过度竞争，线路重复率高、载客率低；③对

公交补贴缺少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④公交公司

内部运营管理效率低，国有公司的弊端长期难以

改变。因此，尽管政府一直在增加公共汽(电)车

的车辆与运营线路、建设公交专用车道与BRT，

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因此，公交补

贴未能起到改善公交服务的作用，在速度、准点

率、线路覆盖率、直达性等方面无法与私人小汽

车竞争。

5) 非机动交通。

非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步行)系统在某

些方面(如道路建设与维护、交通管理等)也获得

了有限的政府补贴，但同时也承受了交通拥挤与

污染排放的外部性，且其路权被机动车大量占

用，行人和骑车者已成为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

以北京为例，与20年前相比，自行车出行环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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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恶劣，因此，目前其出行比例快速下降。

与自行车相比，步行出行环境更糟糕。显然，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作为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出行方

式所获得的补贴是最少的，可能还难以弥补其承

受的其他交通方式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些交通系

统中的绿色、低碳贡献者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

或补偿。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谁不会有购买或

使用私人小汽车的冲动呢？

5 交通政策的原则与取向

1995 年 10 月，笔者参加由建设部、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组织的“中国城市交通发

展战略”课题。作为课题的核心成果——《北京

宣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提出了两个非常

重要的原则，对今天的城市交通政策仍十分有

效：1)交通的目的是实现人和物的移动，而不是车

辆的移动。应当根据各种交通方式运送人和货的

效率来分配道路空间的优先使用权。确切地说，就

是为公共交通、自行车和行人提供优先。2)交通收

费和价格应当反映全部社会成本。社会成本包括

交通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全部费用与损失，尤其应

包括：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医疗和生产效率的

损失；交通拥挤导致的时间和费用的损失 [4]。因

此，城市交通政策首先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公

平包括为低收入阶层(往往是交通弱势群体)提供

可承受的交通服务；效率包括交通运行效率和城

市发展效率。其次应该使交通系统的负外部性最

小化，对低外部性的交通方式给予鼓励和保护：

若一个人的交通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成本低于社会

平均外部成本，就应当享受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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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发挥作用，而道路交通某方面的改善亦可

通过若干策略来实现。

4 结语

道路交通改善与建筑项目开发是可以紧密结

合的，而这种结合是多方位的，相应的一体化策

略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不论是城市规划、管理

部门，项目开发方，还是规划师、建筑师，都应

有意识地将山地城市建筑项目开发与城市道路交

通改善相结合，而在城市道路交通与建筑项目规

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协同工作中，应根据具

体情况，选择采用具有较强可行性的一体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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