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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道路交通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特别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有限的时空资

源无法全面满足不同主体的各类出行需求，科学的交通政策制定非常必要。交通政策的主体在于政

府，核心在于选择，价值取向是追求整体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1986年以后，上海在城镇化、机动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交通特征和所面临的问题。从社

会公共政策与治理的视角剖析不同发展阶段上海交通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取向、总体思路、实施路

径和保障机制。同时，结合个体机动化管理、公共客运服务等重大交通政策的发展沿革，探讨政府

管理、市场手段在管理实践中的利弊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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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oadway transportation has obvious non-exclusive and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Espe-

cially in large cities where under high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the limited spatial resources cannot ful-

ly meet the travel needs of different travel purpos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scientific transporta-

tion policies. The main element of transportation policy lies in the government, the core of the policy is the

choice, and pursuing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policy’s value orient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in Shanghai,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

marizes the transpor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particularly after 1986. Aiming at soci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val-

ue orientation, general idea,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in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pol-

icy design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such

as individual motorized management and public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market means in managem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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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交通进入加速

发展的新时期。1985年上海市政府决定编制

首轮综合交通规划，并于 1986年开展第一

次全市综合性交通大调查，迈出了系统谋划

交通发展的重要一步。城市交通的加速发展

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城市总

体规划为上海城市空间发展和交通设施建设

指明了方向，财税体制、土地批租等重大制

度改革试点为交通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汽

车和住房产业化政策的改革成为促进城镇化

和机动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城市交通在

宏观制度的变革中迎来发展机遇和挑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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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策起源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 21世

纪前 10年得到了规范和丰富，在新的发展

形势和要求中不断调整优化。梳理上海交通

政策 30年的发展沿革，有利于更好地总结

经验和发现不足，为后续政策完善提供依据

和方向。

11 上海交通发展阶段划分和特征分析上海交通发展阶段划分和特征分析

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设施供

给、城镇化、机动化等要素，可将上海交通

发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11..11 起步阶段起步阶段：：道路交通补欠账道路交通补欠账((19861986——

19991999年年))

20世纪 80年代，上海市城镇化和机动

化进程刚刚起步，集中建成区 230 km2，全

市人口规模 1 200 万人，日均出行总量约

2 000万人次·d-1。城市功能高度聚集的中心

区，平均人口密度5万人·km-2，平均就业岗

位密度 2.8万个·km-2，出行总量占市区出行

总量的60%。由于市区面积不大，超过60%

的出行通过步行和自行车等非机动交通方式

解决。公共汽车是最重要的机动化出行方

式，分担率高达35%，高峰时段公共汽车内

每平方米站立 11个人，拥挤严重。1986年

上海交管部门对私人机动车辆实施专用号段

(自备车 Z)和总量控制管理，采取有底价、

不公开拍卖形式，但小客车尚未真正进入家

庭，个体机动交通分担率仅为2.5%。受制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供给严重滞后，中

心区人均道路面积仅 2 m2。从“七五”

(1986—1990)开始，上海在道路交通设施建

设方面大规模投资，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中

心区路网总体处于交通饱和状态，加上机非

混行干扰，交通秩序、交通安全等问题均非

常突出。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随着浦东开发开

放战略的实施，外围区和浦东新区的新建居

住区不断增加，居住配套设施迅速完善，城

市持续向外拓展。与之相适应，交通分布发

生明显变化，长距离和跨江交通需求不断

增长。

这一阶段城市交通体系出现一些新的变

化：

1）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超常规的交通投资力度下，中心城“申

字型”快速路，“三横三纵”主干路网，越

江桥隧，1，2，3号轨道交通线路等一大批

骨干交通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使城市交

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2）小客车发展开始加速，道路拥堵形

势依然严峻。1994年国家颁布了《汽车工业

产业政策》，开始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九

五”期间，机动车拥有量增长 47%，达到

104万辆，其中小客车增长 68%。道路设施

体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小客车的

快速增长，道路交通周转量也快速增长至

5 000万车公里·d-1。中心区主要干路在高峰

时段仍处于饱和状态，车辆平均行程速度仅

为20 km·h-1，外围放射性道路交通矛盾也非

常突出。

3）公共汽车服务水平和吸引力持续下

降，传统运营模式难以为继。受制于道路交

通拥堵、运力紧张等瓶颈，公共汽车客流从

1988 年峰值 1 500 万乘次·d- 1 快速滑落至

1995年 800万乘次·d-1，分担率下降至历史

低位22.9%(见表1)，同期非机动车分担率快

速上升。公共汽车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

大幅转向小客车，而是公共汽车对出行者的

吸引力不如自行车。

11..22 成长阶段成长阶段：：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

((20002000——20102010年年))

进入 21 世纪，上海开始重塑城市功

能，着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第二轮

城市总体规划对上海城市空间布局进行重大

调整，突破原有中心城的狭小空间，着眼全

市域，面向长三角，有序引导人口和产业向

郊区疏解。同时国家层面的住房政策、汽车

产业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福利性住房制度

在 1998年转型为市场化房地产政策，鼓励

小客车进入家庭写入“十五”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中，成为城镇化和机动化发展的重要引

表1 上海市区居民出行方式构成

Tab.1 Travel mode share of resident in Shanghai urban area

年份

1986

1995

2004

2009

步行

36.6

36.5

28.9

26.5

非机
动车

24.9

34.4

22.7

19.5

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

35.2

22.9

25.1

25.8

出租汽车

0.2

1.5

9.2

8.8

小客车和
摩托车

2.5

4.5

14.1

19.4

其他

0.6

0.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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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经济活力的增长拉动交通总量快速增

长，全市人口达到 2 302万人，日均出行总

量5 200万人次·d-1。

这一阶段城市交通特征是：

1）交通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支撑城

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这一时期轨道交通、客

运枢纽、高等级公路和对外交通设施得到跨

越式发展，并形成中心城以快速路和轨道交

通为骨架、郊区以高等级公路为骨架的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全市平均出行距离延长至

6.5 km，但全市平均出行时耗仍控制在30 min，

中心区人口已出现下降，近郊区成为人口增

长最快的区域(见表2)。

2）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初步形成，公共

交通服务不断规范，集约均衡交通模式初步

成型。2010年，全市 12条轨道交通线路(含

磁浮线)投入运营，线路长度 453 km，比

2000 年增长 5 倍多，日均客运量 516 万乘

次·d- 1。经过几轮改革形成了“国有主导、

多方参与、规模经营、有序竞争”的线网总

体格局。2010年全市注册机动车快速增长至

248.8万辆，但随着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服

务水平的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持续提

升，为交通模式优化以及 2010年世博会高

质量交通服务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33 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综合交通体系功能提升综合交通体系功能提升

((20112011年至今年至今))

世博会后的上海交通体系进入了一个相

对成熟和稳定的发展阶段，但城镇化和机动

化的发展已超出规划预期，交通与用地规

划、产业布局、人口及就业岗位分布等缺乏

综合统筹协调，中心城周边地区已蔓延约

1 000 km2，人口近 500万人。潮汐交通特征

加剧，交通供需矛盾难以调和。

这一阶段城市交通特征是：

1）交通设施规模增长明显放缓，拥堵

时空范围扩大，难以适应都市圈交通服务需

要。个体机动化趋势持续增加，高架快速路

系统日趋饱和，中心城路网容量、停车容量

和环境容量均无法支撑机动车的快速增长，

传统城乡差别的二元交通设施结构难以满

足市域和都市圈长距离、集约化通勤服务

需求。

2）公交优先发展模式面临个体机动化

和新型交通方式的挑战。公共交通客流增长

主要依靠轨道交通网络快速发展，轨道交通

部分区段高峰时段严重拥挤与郊区区段运营

效率偏低的矛盾并存，公共汽车客流强度低

且增长乏力，新城内部公共交通体系缺乏等

问题日益凸显。小客车已成为小康社会背景

下市民提高出行品质的民生需求，而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兴起，网约车、合乘、分时租赁

等新型交通方式层出不穷，在便利个体机动

化出行的同时，对于传统公交优先发展政策

和车辆调控政策的影响仍很难预判。

3）交通发展面临更大空间尺度和可持

续发展的更高要求。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

化、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三轮

城市总体规划将上海发展愿景定位为“卓越

全球城市”。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上海在

服务全国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作用，如何兼

顾交通需求快速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和碳

排放成为新时期交通发展面临的多元目标

选择。

22 上海交通政策的原则和策略上海交通政策的原则和策略

22..11 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社会效益最优—社会效益最优

公共政策的核心是选择，20世纪 80年

代开始编制的第一版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明

确了客运交通发展战略，即“以优先发展包

括有轨交通在内的公共交通为主导，逐步缩

小自行车的使用范围，控制小客车的发展速

度和规模，在市区严格限制摩托车的发

展”。纵观上海 3个阶段的交通特征，其核

心问题始终围绕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提升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为核心展开，进而关注生

态、公平等可持续发展问题。

交通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追求整体的

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城市都不

可能无限制地满足机动车的增长，即便是美

国一些以小客车为主导发展模式的城市也在

反思其后果和转型的必要性。在机动化的发

表2 上海人口发展区域分布变化特征

Tab.2 Change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Shanghai

年份

2000

2010

增幅/%

中心城/万人

小计

974

1 150

18.1

中心区

380

350

-7.9

外围区

594

800

34.7

郊区/万人

小计

667

1 152

72.7

近郊区

239

485

102.9

远郊区

428

667

55.8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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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道路供应与交通需求的平衡很难

依靠自觉行为维持，必须把公交优先、绿色

交通优先等理念落实到交通设施建设、制度

设计和具体的管理措施中。

22..22 总体思路总体思路———建设管理并举—建设管理并举

纵观上海 30 年实践，上海交通政策的

着力点始终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管理，

基于设施严重滞后、设施建设推进、设施基

本成型等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了建设主导，

建管并举，管建并举、以管为主等不同策

略。整个建设高潮从“七五”开始，一直延

续到“十一五”，市区两级交通建设投资在

2009年达到 1 000亿元的高峰，目前仍保持

每年 500亿元的水平，但区域和重点已发生

变化。持续的高强度投入，实现了基础设施

从“还债型”向“功能型”转变，对于改善

交通服务水平、培育交通模式意义重大。同

时，上海始终注重交通管理的调控和挖潜作

用，在交通工具发展、道路组织管理、运输

服务规范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路

车平衡政策就是在“七五”建设主导阶段提

出的。政策设计始终坚持区域差别化理念，

中心城始终是实施通行管理、收费调控、运

输规制等政策最集中区域。

22..33 执行保障执行保障———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

交通综合管理涉及规划、建设、公安、

交通、发改，以及区县街镇等各条块。在交

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大建设时期，行政管

理资源相对集中于建设部门以有利于设施建

设推进。但随着交通体系复杂性的增加，应

进一步加强系统之间的平衡与统筹，交通政

策的研究和决策进一步上升为一项持续性、

经常性的工作，市政府专题会议不能取代牵

头部门经常性、基础性的决策准备工作，决

策的重心宜落在委(局)层面，因此应当有一

个明确的牵头部门。上海从 2004年开始进

行综合交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探索，经历

了联席会议体制(2004—2005)的过渡阶段、

市建交委体制 (2005—2013)的实体机构阶

段，到目前的市交通委员会阶段。实践证

明，一个具有综合统筹能力的交通大部门管

理机构，是交通科学决策及后续推进落实的

必要体制保障，而两轮交通白皮书可以看作

是统筹管理体制下的交通施政纲要。除了横

向交通相关职能部门的整合外，纵向市区管

理的分工合作也非常重要，这有利于交通政

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在 20世纪 90年代中

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上海通过一系

列地方性法规明确了交通各业态的事权下放

和市区分工的管理模式，促进了交通基础设

施的有序建设和发展。

22..44 实施路径实施路径———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

为筹措设施建设资金、扩充公共交通运

力、缓解道路拥堵，上海于 20世纪 90年代

即开始在市政公用行业、小客车管理等方面

进行市场化制度探索，在经营模式、管理体

制、法律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市政

设施建设通过世界银行贷款、政府融资平

台、BOT等模式扩展建设资金渠道。公共汽

车方面确立了线路经营权制度作为行业市场

准入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车辆发展

和使用方面，源于 20世纪 80年代的上海私

人汽车额度拍卖政策，以及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的“六级六类”收费停车场(库)计费规

定，均是利用市场化手段来调控，1997年颁

布实施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通过

地方立法明确了对车辆号牌发放实施总量控

制的政策，为上海车辆管理奠定了总体基调。

22..55 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量化分析辅助支撑—量化分析辅助支撑

上海从编制第一轮综合交通规划开始，

就建立了综合交通调查、小样本调查、交通

规划模型等工作机制和技术手段。目前上海

已经开展 5轮综合交通调查，并形成 5年进

行一次综合交通调查的机制，每年都进行的

小样本调查涉及道路车速、控制点流量、居

民出行、客运服务等，为全面掌握交通发展

动态创造了条件。在交通调查的基础上开发

建立的综合交通规划模型，以反映一般性交

通规律为主，并可结合具体实际工作开发应

用。上海市政府于 2006年初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市交通信息中心，建成了上海市交通综

合信息平台，进一步拓展了交通相关数据的

采集、发布和共享。

33 重大交通政策的发展沿革与反思重大交通政策的发展沿革与反思

个体机动化管理、公共客运服务是城市

交通管理中与市民出行关系最密切的重大政

策板块，本文以此为对象就其政策沿革进行

梳理，并对其后续演进进行探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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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政府主导的个体机动交通方式调控政府主导的个体机动交通方式调控

引导引导

33..11..11 小客车管理的政策框架及成效小客车管理的政策框架及成效

道路交通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

特征，道路通行资源由政府向公众免费提

供，但受制于道路资源的时空约束，不可能

放任小客车规模任意发展。道路交通管理的

主体是政府，上海自个体机动交通发展初期

就始终保持谨慎态度。第一轮综合交通规划

充分预见到个体交通工具的一般发展规律是

自行车—摩托车—小客车的升级模式，因此

在机动化交通方式普及前就开始调控车辆的

发展，为后续个体机动交通的政策明确方向。

小客车管理坚持“总量控制”和“区域

差别”两个基本原则。总量控制主要是针对

具有中心城通行权的车辆实施通行额度总量

管理，以拍卖手段来实施。区域差别指在中

心城和郊区实施差别化的交通政策，在郊区

投放仅具有郊区通行权的沪C专用号段，但

不实施总量控制；除了通行权的差别，停

车收费、车位供给和设施功能体系也体现了

区域差别。总体来看，小客车政策效果非常

显著，目前上海市小客车千人保有量仅为

165辆·千人-1(含常驻上海使用的外地号牌车

辆)，其中郊区新城160辆·千人-1，中心城为

132辆·千人-1，分布格局相对合理。

33..11..22 小客车管理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思考小客车管理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思考

1）常驻上海外省市号牌车辆的快速增

长打破了上海小客车总量控制和区域差别管

理的总体设计框架。

与上海小客车政策相似的是新加坡的汽

车总量配额管理政策，两者差别在于新加坡

是一个国家型城市，而上海无法对非本市注

册车辆进行总量调控管理。截至 2015 年

底，常驻上海外省市号牌小客车保有量约

124万辆，近年年增量约15万辆，大大削弱

了以非营运小客车额度拍卖为核心的中心城

车辆总量控制政策效力。

2）小客车调控已不单是效率最优的交

通政策设计，还有很强的社会民生问题属性。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客车的拥

有需求逐年增长，导致额度拍卖价格持续高

涨，进而也诱发大量投机、投资需求。2014

年开始，非营运小客车额度拍卖制度开始优

化调整，调整的总体导向是规范拍卖准入条

件，消除拍卖投机炒作，并对拍卖价格进行

动态调控。额度拍卖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市场的非理性投机行为和拍卖价格

过快增长，但拍卖人数累积现象仍非常突

出，月度参拍人数超过 20万人。这背后反

映了社会道路通行权的稀缺性，以及对通行

额度投资价值的认同，如何让额度拍卖政策

真正回归通行管理值得思考。

3）新能源车、共享出行等管理模式是

对后续小客车政策的有益探索。

2013 年起，为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

度，上海实施了购买新能源车可免费获取专

用牌照额度的配套政策，但一车一牌不能更

新，并将充电设施作为购置新能源车辆的前

置条件。上述政策可以理解为对“有期限额

度”以及“购车自备车位”政策的实践。此

外，新能源分时租赁商业模式也可看作是车

辆使用管理政策的探索。调查显示，63.0%

的已购车用户表示不会放弃私人小客车，但

尚未购车的人群中 46.6%表示会考虑放弃私

人小客车[3]，即分时租赁业态可能对第二辆

车保有及无车人购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

此看来，基于既有政策约束制度基础上的增

量政策设计可以发挥综合效能。

33..22 企业主体的公共客运服务规范和多企业主体的公共客运服务规范和多

元发展元发展

33..22..11 公共客运服务的政策框架和成效公共客运服务的政策框架和成效

公共客运服务相对道路交通出行具有一

定的排他性特征，即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才

能获得相关服务。公共客运服务的主体是企

业，政府对客运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和

监管，对公益性和完全市场化的业态进行差

异化的价格管理及配套补贴政策。上海对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服务基本采取

先发展再规范的政策导向，即前期通过市场

手段培育规模，再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市场准

入、制度规范、法律责任等来规范行业发

展。2002年上海市开始实施公共汽车线路经

营权制度，在强化市场秩序和提高营运服务

水平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上海出租汽车也

以白座套、白手套、统一制服等规范印象成

为城市流动的一张名片。

33..22..22 公共客运服务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公共客运服务政策面临的挑战和

思考思考

1）完全市场化的公共客运服务无法确

保服务规范和公益性。

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在发展初期均出现

过类似问题。公共交通行业在 1996年“体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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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票制”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后，

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缓

解了供需矛盾，但也淡化了行业公益性特

征。公交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以赢利为目

的，导致客源不足的区域和线路公共汽车服

务不足。政府开始反思企业盈利、行业公益

性以及线网优化调整间的协调问题。2001年

颁布的《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

例》进一步重申公交行业公益性的定位，在

明确线网布局优化和服务规范原则的同时，

还设计了与公益性票价相配套的专项补贴制

度。此后的两轮公共交通改革基本围绕公交

行业的公益性定位进行。同样，出租汽车行

业在经历了 20世纪 80年代多元市场主体的

快速发展后，由于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和服

务标准，导致出租汽车服务投诉急剧增多。

20世纪 90年代，公司化经营和规范服务成

为出租汽车行业转型的客观要求，1995年出

台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将公司化

经营、规模控制、政府定价、规范服务等要

求上升到地方法规层面，并在出租汽车行业

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坚持[4]。

2）政府过度介入企业运营监管往往造

成企业内生动力不足。

经过近 20 年发展，随着轨道交通、个

体交通方式的发展，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出

租汽车行业均面临深刻挑战。传统监管模式

在有序规范的同时，企业内生动力欠缺的问

题逐步显现，在应对新技术、新模式等外部

环境变化时有些迟钝。公共汽车客流持续下

降，企业收支缺口逐步增大，政府补贴日益

增加，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财政补贴

的利用效率也受到社会质疑。传统出租汽车

在数量、价格、服务等方面均不具备与互联

网平台网约车的竞争优势。除了公共汽车和

出租汽车，采用公私合营模式的传统公共自

行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运营企

业的财务平衡，但服务区域孤立、用户体验

一般，在面对社会资本兴起的无桩智能租赁

自行车时也存在劣势。

44 结语结语

上海目前相对完善的交通政策体系是长

期累积的结果，21世纪编制的两轮交通白皮

书是梳理固化交通政策体系的重要实践和举

措，后续交通政策仍将根据新形势和要求进

行动态调整。在无排他性的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如道路资源的使用分配，政府应该始终以

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政策设

计；在有一定排他性的公共客运服务领域，

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参与作用，政府做

好服务规范监管工作，在配套政策设计上应

进一步加强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特别在当

下“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大背景下，政府

对新兴业态发展应持鼓励和规范的态度，引

导传统业态转型升级，但不能任由交通发展

为社会资本和利益所绑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上海市

历次综合交通调查[R]. 上海：上海市城乡建

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1986—2016.

[2]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2002白

皮书后评估[R]. 上海：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

通发展研究院，2012.

[3]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电动汽

车分时租赁发展状况调研及政策建议[R]. 上

海：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2016.

[4]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上海交

通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R]. 上海：上海市

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2015.

06

[11] Gabor Havis. Urban Renewal in the Heart of

Budapest (Hungary) [EB/OL]. 2015[2015-

10-27]. http://www.eltis.org/discover/case-

studies/urban-renewal-heart-budapest-hungary.

[12] 姜洋，解建华，余军，Kristian S Villadsen.

城市传统商业区步行交通系统规划：以重

庆市解放碑商圈为例 [J]. 城市交通，

2014，12(4)：37-45.

Jiang Yang, Xie Jianhua, Yu Jun, Kristian S

Villadsen. Pedestri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in Urban Traditional Business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Jiefangbei

Business District, Chongqing[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4, 12(4): 37-45.

(上接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