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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方向与路径。城市交通

治理应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公平、集约、绿色、效率、安全、有序、共享、智慧的发展目

标。实施交通系统内部协同，以及交通与土地使用、经济、环境、社会、科技的协调发展策略。重

点指出应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治理体系。政府层面发挥主导作用，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

市场层面推进运营投资和服务创新，实现外部负效应内部化；社会层面强化公众参与、法规意识，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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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mod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irection and path for reform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mode. The reformed mode should be

the people-centered, an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issues of equality, intensity, green, efficiency, safety, sus-

tainability, and sharing. The new mode ai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ter-coordination within the transporta-

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land use, economy, environment,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mphasis is to construct an updated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s able to coordinate govern-

ment, marke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process, government is recommended to play as a leading role in pro-

tecting public interests, while marke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invest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achiev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negative effects. The role of society is to strengthe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warenes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ccomplish social equity, justice and soci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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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城市交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道路、轨道交通、综

合交通枢纽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对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促进城市社会经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新型城镇

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愈发凸现，以小汽车为主的机动化快

速增长，城市建设用地蔓延，大量公共空间

被机动车占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

入对财政支撑能力构成挑战，而大量已用于

城市交通的建设投资未能取得应有的效益

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国第三次人

类居住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提出了人

人享有城市的共同愿景，倡导公平和包容性

发展[1]。

需要反思的是当前我们推行的城市交通

治理策略是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还存在哪些差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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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的治理体系应该如何构建才能提高治

理水平和能力？城市交通如何与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与财政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在

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呼唤城市交通治理模

式的变革。

11 城市交通治理模式现状问题城市交通治理模式现状问题

本文提到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是指围

绕既定的城市交通发展目标，通常采用的规

划、建设、管理、运行等策略和措施。长期

以来，中国城市普遍将城市交通治理责任归

于城市政府，城市交通规划由政府组织编

制，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由城市财政负担，公

共交通由少数国有公交企业垄断经营，城市

交通管理由政府部门分工负责等。城市政府

单一治理模式的好处是：1)总体运作效率

高，项目决策、建设、运营周期短，实施

快；2)由于项目建设采用财政资金，资产属

性单一，资产管理和运作简单明了。

交通治理模式与城市的发展阶段紧密相

关。近 10年，大城市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过

程，城市空间拓展成为必然。城市交通作为

支撑城市空间的重要载体，受到城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加速建设的

同时，也显现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发展理念：注重效率，忽视公平；

注重机动车交通，忽视人的出行需求和品质

提升。

许多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目标主要关注

于交通在空间上的可达性，例如“一小时交

通圈”指标，而往往这些指标还是建立在高

(快)速路网基础上小汽车的通达时间。尽管

有些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同时提出了较高的公

共交通出行分担率指标，但是缺乏公共交通

方式的可达性指标，特别是欠缺公共交通与

小汽车全程出行时间的比值等方面的指标，

造成公共交通与小汽车交通的比较优势难以

定量体现，忽略了小汽车的高可达性对公共

交通出行选择的影响，公交优先发展在交通

规划的落实上存在不系统、不连贯的问题。

在道路空间分配上过度考虑小汽车的通

行需要，经常以小汽车的通行能力和运行速

度作为评价城市交通运行水平的主要指标。

在追求小汽车通行效率的同时，忽视了公共

交通、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等其他交通方

式的发展。毕竟大城市小汽车出行分担率一

般不应超过30%，而小汽车的行驶和停放往

往占用了70%以上的道路空间。此外，小汽

车停车占用公共空间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造

成社区空间缺乏连续的人行道，甚至出现停

车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不仅造成了秩序混

乱，也存在明显的侵权行为和安全隐患。

2）设施规划建设：注重规模扩张，忽

视交通系统的协同效应；同时城市交通设施

建设需求持续增加，财政风险加大，财政支

撑能力受到挑战。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不仅要求规模适宜，

更重要的是交通体系结构合理并衔接便利。

但是不少大城市存在以下常见问题：①新区

道路网络等级结构不合理，快速路和主干路

比例偏高，次干路和支路相对缺乏；②缺乏

交通枢纽体系，各种交通方式衔接不便，例

如高铁站与城市交通，特别是公共交通衔接

不畅并缺乏信息共享；③停车规模与区域特

征、道路容量不匹配，对于城市中心区有盲

目追求高停车供应的倾向；④同时追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城市快速路网规模扩大，而

忽视两者之间及其与城市主导交通模式的内

在关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城市交通

规划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

有效应对。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盲目追求规模

扩张，许多大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超过

1 000 km，但是土地使用集约化程度低，人

口聚集度低，轨道交通的建设投资难以从土

地溢价中得到补偿。

长期以来城市以行政区配置资源，城市

之间是竞争关系，政府不惜降低地价甚至零

地价招商引资，政府还要负责拆迁和基础设

施配套，资金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即土地

财政)和平台融资获得。这种方式在快速城

镇化背景下对城市建设起到了支撑作用，但

是当前限定大城市发展边界的情况下，这种

模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近期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规范资金运作、防范财政风险的措

施，原来城市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渠道

难以为继。在土地财政和政府融资平台受到

限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交通基础设施的持

续投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3）城市交通管理：主要依靠政府自上

而下的管理，行政手段为主，忽视市场手段

和社会层面共同参与治理。

许多大城市社区停车问题成为难以解决

的顽疾。由于停车需求的快速增长，停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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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限且扩容的难度极大，尽管有些城市规

划了社区公共绿地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但是

往往对地面绿化和社区公共空间产生诸多负

面影响，社区居民对这种方式存在诸多反对

意见。晚间违章停车现象十分普遍，交警部

门的执法又极易与居民产生冲突，为减少矛

盾，交警部门也只能降低执法力度，违章停

车数量和影响程度逐步扩大。社区道路免费

车位被部分车辆长期占用，有限的路内停车

位使用效率低下。

交通需求管理缺乏市场调节手段。在交

通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交通设施建设固

然是满足需求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受到

建设条件、资金、拆迁等制约，只靠设施增

长难以满足快速机动化交通的发展需要，还

需要从需求侧入手，调整出行方式，优化交

通结构。当前大多数城市几乎没有系统的交

通需求管理措施，有的超、特大城市采用

了限购、限行等行政措施，难以起到标本兼

治的作用，也容易引起市民对公平公正性的

质疑。

对市场推动的共享交通模式缺乏应对手

段。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城市交通的应

用，共享单车、网约车、共享驾乘、共享车

位等方式出现并快速发展。理论上，共享交

通可以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改变原来只有

通过交通设施增长来满足交通需求增长的模

式，但是由于市场逐利意识，会造成对公共

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导致“公地悲剧”和

“市场失灵”(如共享单车占用人行道)。城市

政府既不能严格限制，又不能任其发展，政

策的滞后和管理的单一是一种普遍现象，如

何合理引导市场化交通发展，改善城市公共

空间环境，促进城市交通有序发展也是摆在

城市政府面前的一个课题。

4）政府体制：多部门分散管理，缺乏

对发展战略目标的统筹把握和持续跟踪；综

合性政策措施缺位；公路与城市道路难以有

效对接；区域交通缺乏统筹；难以适应一体

化交通发展要求。

城市交通是一个综合系统，不仅需要各

子系统内部的完善，也需要达到整体协同，

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当前，比较普遍的问题

是政府管理体制多元，政府相关部门的交通

治理目标限定在部门事权划分范围，只关注

事权范围内的目标，而忽视了城市综合交通

的发展目标，造成局部改善，整体难以优化

的窘境。例如：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

原来公路的实际使用功能向城市道路转变，

而由于管理权限、养护资金来源等因素，城

区内的公路和城市道路存在二元化管理，各

自建设计划不协同的情况时有发生，标准不

统一，衔接难度大。再者，城市道路建设和

公共交通建设投资的比例关系对城市交通发

展的整体目标关系重大，但由于体制障碍和

建设资金来源渠道不同等问题却难以有效调

控。有的城市存在重视高等级道路建设，忽

视公共交通和交通枢纽建设的情况，过于追

求满足小汽车的快速通行需求，而忽视次干

路、支路建设，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以及

交通环境难以同步改善。

未来城市将向区域化方向发展，区域交

通一体化要求机场、港口等重大设施区域共

享、分工协作。但是目前各自为战的现象还

比较普遍，城市群层面的规划缺乏权威性，

城市之间路网系统不衔接、不匹配的情况时

有发生，区域交通枢纽布局难以满足城市群

交通发展需要。

5）决策机制和公众参与：政府在重大

城市交通决策方面与公众的诉求有时存在差

异，城市交通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方式单

一、力度不足，决策机制有待完善。

在规划层面，普遍采用政府组织，委托

专业设计团队编制完成，进行必要的专家咨

询和社会公示后批复实施。而城市政府通常

会受到换届及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规划

决策，城市发展方向的左右摇摆导致城市建

设用地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放存在不

确定的弊端，造成有限的土地资源和资金难

以有效持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机会成本过

高，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从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问题的症结是

政府追求的城市交通发展目标与公众的诉求

未必完全吻合，甚至有的会有较大偏差。在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更加强调城市建设

空间的拓展，需要快速交通设施作为支撑，

拉近新区与城市中心的时空距离，从而促进

新区土地升值，利用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

积累财政资金，用于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

建设。而公众出行需求大多在建成区，出行

距离相对较短，大量公众的诉求是改善建成

区出行环境和服务水平。那么在有限资源的

前提下，如何做到既要通过大量交通设施建

设支撑新城区拓展，又要改善建成区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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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服务水平？政府的交通发展计划在多

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取得公众的认可方可

付诸实施？尽管几乎所有城市政府在重大规

划和建设项目决策过程中会安排公众展示等

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但是这些意见往往有

以偏概全的问题，机动车使用者对“缓解机

动车交通拥堵”的呼声高于弱势群体改善

基本出行条件的诉求。在这种背景下，在

道路空间分配上，增加小汽车路权，减少公

共交通、自行车、步行路权的现象就难以避

免了。

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

下，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但是目前往

往是注重长远规划，忽视过程评价和动态

调整。

总之，上述问题的出现有城市所处时代

的背景特征。例如，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上，过去国家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今后将转为“在公正基础上追求效

率，以公平促效率”。此外，也有发展目标

上的偏差、体制机制障碍、管理方式落后、

治理主体单一等弊端。其中，许多问题并非

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关联性。核心是需要重

新审视和修正城市交通的顶层设计——城市

交通治理模式。

22 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方向与路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方向与路径

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还需要遵循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发挥理念导向的指引作

用。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

根本目标；2)“五位一体”，强调了目标和

手段要统筹兼顾；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了包括社会在内的

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体上阐明了政府与

市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系，也为城市交

通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5)“城市规划要由

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

间结构的规划”，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发展重

要标准。

22..11 修正城市交通治理目标修正城市交通治理目标

城市交通治理的总目标应当充分体现和

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2]。

1）城市交通要体现公平性。城市交通

要为全体市民和外来者提供服务。每一个交

通参与者均应得到应得的权利，同时承担应

承担的责任，也就是权责对等。应当公平享

有交通方式使用权利并承担义务(小汽车的

拥有和使用)；公平分担交通运输带来的利

益和影响(交通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公平

获取交通服务实现出行目的的权利(交通可

达性、覆盖率)。体现包容性，体现对包括

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民众的尊重。

2）城市交通要走集约发展路径。建立

与土地集约化使用相适应的集约化交通体

系，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建立多层次公

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强

化交通枢纽建设和管理，方便换乘，增强公

共交通的可达性和可靠性。促进土地混合使

用、职住平衡的土地使用布局模式。

3）倡导和鼓励绿色交通。发展有利于

城市环境改善和能源节约的交通方式，减少

个人机动车辆的使用，尤其是减少高污染车

辆的使用；提倡步行，提倡使用自行车与公

共交通；提倡使用清洁干净的燃料和车

辆等。

4）提高交通运行和运输效率。建立健

全城市道路和公路网络、城市轨道交通和公

共汽车网络。优化网络层次和网络结构，完

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各种交通方式按

照合理运距、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和可靠性

要求均衡发展。

5）保障交通安全有序。建立健全道路

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法规体系和行为规范，

逐步在社会层面强化路权意识、规则意识、

文明意识。完善道路交通设施，依法依规查

处交通违章行为，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交通

秩序维护。

6）推进智能和共享交通。鼓励和规范

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车位等共享交通

模式，积极应对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电

子车牌、无感支付等交通新技术变革，促进

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满足多元化、个性

化交通需求。

22..22 实施一体化交通治理策略实施一体化交通治理策略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大系

统，既包含人、车、物、交通设施(道路及

公交网络、枢纽场站、停车场等)等基本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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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又涉及城市土地使用、经济与财政、环

境、社会、科技等外部要素。因此，难以将

城市交通归于单一属性，需要结合城市交

通多因素关联的特征，实施一体化的治理

策略[3]。

1）综合交通系统内部协同。促进各种

交通方式之间的高效配合和有机衔接，提高

综合交通体系的整体效能。

2）交通与土地使用协调。提高土地集

约化程度，推进交通系统与土地使用在空间

布局、实施时序、开发模式上的协同。

3）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可持续。积极探

索交通供给侧市场化改革和交通需求侧市场

化手段。

4）交通与环境的可持续。推进绿色交

通、推广新能源汽车，改善大气环境、减少

噪声污染。

5）交通与社会的可持续。降低小汽车

的社会公共成本，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众

参与决策的程度和水平，加强社区交通环境

治理。

6）突出科技创新引领。积极推进和有

效应对交通工具的进步，推动共享交通，促

进交通信息化。

22..33 建立适应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建立适应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

城市政府应在城市交通治理中起主导作

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治理体

系。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

1)规划制定与实施：政府按照法律赋予的职

责组织编制并实施城市交通规划，在依法依

规按程序的基础上，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

性、公平性、前瞻性，适时开展规划实施效

果评估。2)制定调控政策：促进综合交通系

统协同，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调，交通在经

济和财政、环境、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3)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城市道路、公共

交通等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营。4)执法监管：维护交通秩序，保护公民

合法交通权益和交通安全，保障交通运行。

重视和加强市场在城市交通治理中的作

用[4]。按照经济学原理，城市交通具有外部

性特征，即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产生的外部

效应或溢出效应。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

和负外部性。综合应用经济和市场手段配置

交通资源，使交通设施产生的溢出效应内部

化，外部负效应内部化。1)在城市交通设施

建设的资金来源上，创新PPP，BOT等投融

资模式，注重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结

合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推进TOD模式，将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土地溢价回馈轨道交通建

设，实现轨道交通与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协

同、开发时序协同、开发模式协同，促进轨

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推进停车产业化发展。

2)采用市场规则和手段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采用区域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拥堵收费

等，通过收费方式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所

得资金用于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发展公共交

通等公益事业。3)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的基础上，引入市场要素参与公共交通运

营、共享自行车、网约车等个性化服务，满

足多样化的交通需求，弥补政府基本公共服

务的不足。4)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推进交通信息化服务、交通工具更新换

代、大数据对交通决策支撑等。

社会治理是指在一定共同价值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

程，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及社会效率[5]。将社会治理引入城市交通治

理体系是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主要体现在：

1)以人为本理念在城市交通领域不断强化，

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为公众服

务，应最大程度上体现公众的意志，重大交

通规划建设决策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2)公众参与交通治理对树立共同价值趋向，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6]。社会层面治理主要从社区交通及公共

空间治理、规划及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法

规意识的不断强化、公共利益的观念、对交

通治理成效评价等方面加以推进。

22..44 探索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手段探索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手段

城市交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府、市

场、社会治理模式(见图 1)。例如在社区停

车治理方面，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停车场在公

共经济学意义上的属性。停车场的使用由于

存在排他性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特征，不属于

公共物品，根据不同停车场的功能，应分别

属于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根据这一特

点，停车场并非属于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建设

并免费提供使用的设施。停车产业化方向是

必然选择。

其次，推进停车产业化发展，治理停车

问题需要多层面共同参与。具体措施：1)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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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加强停车秩序的管理，对违章停车依法

查处；2)采用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方式建设部

分停车设施；3)政府出台政策促进既有停车

设施共享，并制定合理的收费政策；4)政府

组织对路内停车位进行评估和精细化设计；

5)利用智能停车和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

提高停车信息采集发布、停车缴费、共享停

车位等服务水平。

最后，需要在老旧城区探讨采用社会治

理模式整治停车问题的方法[7]。老旧城区普

遍存在停车位不足、停车需求大、缺乏停车

场建设空间、违章停车严重、公共空间被停

车占用等问题。简单采用处罚措施治理乱停

车虽然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易造成居民和

政府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建议对周边道路进

行精细化设计，划定可用于夜间停车的停车

位，把原来部分非法停车空间合法化，对路

内停车位收费，资金反哺当地居民用于公共

设施、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改善。有停车

需求的居民可以缴费停车，无车居民可以得

到相应的公共服务补偿，实现政府与当地居

民的利益共同体，保障必要的步行空间，提

升环境品质。

33 结语结语

城市正面临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城市空间由扩张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以人为本和可持续成为基调。城市交通治理

需要顺应形势，在发展理念、目标体系、实

施策略、治理体系、治理手段、责权划分、

执法监管、评估调控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

特别是针对长期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如社

区停车治理)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先试

点，总结经验和教训，再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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