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充分认识城市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回顾

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历程。初

步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基础研

究阶段、20世纪 90年代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方法体系开创

阶段以及90年代后期至今现代理论与实践方法的成熟应用阶

段，并总结每个阶段的重要理论取向与重大实践突破。阶段特

征总结过程中，回顾了北京市交通发展的不同背景、理论与规

划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建设实践的重大举措，旨在为今后北京

市城市交通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Abstract：Through a close look a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

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view of ur-

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Bei-

jing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3 classif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stages, i.e. fundamen-

tal theory study in the early 1980s, the initial phase of planning

theory development for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in

the 1990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planning theory and

methods from the late 1990s till now, the paper summarizes im-

portant theories and main practice in each stage, respectively. Re-

garding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stage, the paper reviews the back-

grounds, relevant achievements in planning research, and the im-

plementation of key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urban trans-

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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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北京市城市建设

与交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革。以“交通拥

堵”为核心的“城市问题”一直是社会各

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

高规划研究与建设实践力度；另一方面，

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城市交通需求特征

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北京交通事业的发展

既需要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又需要立足

北京城市交通现状，采取新型实践模式，

推动北京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因

此，有必要总结北京市改革开放 30年来

城市交通规划与实践的过程及经验，通过

转换视角，立足新的规划发展理念，系

统梳理各研究领域，总结失败教训，阐

述成功经验，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在科学

发展观的基础上，提高北京市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促进北京市城市运行效率的

提高。

1 20世纪80年代初，交通规划理

论基础研究阶段

20世纪 80年代，首都经济的复苏和

繁荣带来了出行需求的迅速增加，城市交

通供求出现矛盾；与此同时，国外先进交

通规划理论受到重视，我国现代交通规划

理论正在酝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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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展背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北京第 1次出现了交通

拥堵现象。从出行方式和时空分布上看，一是自

行车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公共交通。1986年

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显示，当时北京居民出行，

58%依赖自行车，32%依赖公共交通，步行占

13.8%，单位小汽车出行占 5%，出租汽车仅占

1%。二是时间和空间分布集中。如居民出行一

半以上集中在城市三环以内；出行高峰集中，早

高峰占全天出行量的1/4[1]。这一时期的交通拥堵

点主要集中在三环以内主要道路交叉口和瓶颈

路段。

1.2 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和探讨的气氛非常活跃，

开创了新时期交通规划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新纪

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1983年完成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方案》，提出对旧城道路在保存原有棋盘式路网

基础上加以打通、展宽，并开辟新的道路；在近

郊新建地区发展放射路和环路；同时提出要继续

建设地铁和发展郊区轻轨交通。中央政府对该方

案做出了 10条重要批复，并为了加强对首都规

划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负责审定实施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近期计划

和年度计划，组织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法规，

协调解决各方面的关系。

2) 成立了专门的城市交通学术研究机构。如

1979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

学术委员会的大城市交通规划学组，并于 1985

年更名为中国建筑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

会，200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建筑学会城市交通

规划分会。1986年成立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其职能之一是落实交通等专项规划的布

局和用地的调整。

3) 开展了大规模的应用性研究。如 1980年

大城市交通规划学组组织了国家重点课题：关于

“改善交叉口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研究。其成

果直接用于解决当时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现象[2]。

1.3 建设实践

这一时期城市交通的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交

通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足，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的扩充、加快路网建设与发展

公共交通。例如建设了二环路、三环路、十几座

立体交叉路桥以及行人过街立交设施；地铁建设

一期工程1969年10月建成，试运行12年，1981

年 9 月正式运营，主要承担从市区到西郊的客

流；二期环线1984年9月底建成，1987年底正式

通车[3]。“修路”成为当时解决交通拥堵的基本

手段和主要措施。这是城市交通发展初级阶段的

必然经历，这个时期完成了北京市区路网的基本

格局建设和基础设施储备。

1.4 研究方法

在理论研究层面，交通规划摆脱了从前单纯

依靠经验判断的模式，开始重视交通规划基础研

究。1986年北京市开展了第1次全市居民出行调

查，这是北京城市交通规划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

分析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为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查工作首次将定量

与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探索北京大城市居民出

行需求特征、规律及其形成原因；采用了科学的

抽样和交通小区划分方法，分级实施，组织和培

训专门的调查人员[1]。此次调查得到了北京市政

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调查成果有效地支

持了公共交通线网评价、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及可

行性研究等实践工作，为北京交通研究建立现代

规划体系创造了条件。

2 20世纪 90年代，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理论方法体系开创阶段

20世纪 90年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的大跨步时期，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

2010 年)》的指导下，交通规划理论走向系统

化，并引导实践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2.1 发展背景

1) 进入机动化进程加速时期。20世纪 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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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期北京城市交通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机

动化进程加速。1949—1983 年，机动车总量增

长平缓，1984年后，民用汽车拥有量年递增率

猛增到 20%以上，到 1997年突破百万辆。机动

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出行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2) 交通需求特征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底

民用汽车达到 26.8万辆，比 1981年增加 1倍多；

自行车达到 670.5 万辆，比 1981 年增长了

104%；公共交通客运量达33亿多人次，比1981

年增长了25.2%。交通需求总量的激增和机动化

进程给北京带来了新一轮的交通拥堵，不仅在主

要的道路交叉口，而且在二环和三环内大面积区

域都发生了拥堵现象[4]。引发拥堵现象的深刻原

因在于首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人口和物

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人与物的流动范围和距

离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客货运输上表现出追求

便捷、安全、舒适等方面，交通需求向多样化方

向发展。

2.2 规划理论研究

时代背景的改变带动了北京市城市交通研究

方向和战略重点的变化，对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体

系形成与发展机制有了认识上的突破。北京市政

府组织 25 家单位共同完成的重大软科学项目

《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以下简称

《研究》)，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为城市交通理论系统研究与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如

《研究》中提出“城市交通综合体系”的概念，

首次提出“适应现代化城市活动集约化需要的综

合交通体系理论框架”，剖析了城市交通综合体

系的属性和基本特征。

2) 揭示了城市交通的内在运行机制与外部条

件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认为城市交通综合体系

是一个动态的大系统，既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

又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城市交通规划研究是

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掌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特

征，及其与城市总体发展的协同关系，才能使城

市交通协调持续发展。

3) 推出了“交通需求二重性与双向控制模

式”。首次提出交通需求管理的思路，即围绕解

决北京交通面临的基本矛盾——结构失衡条件下

的供需总量失衡问题，探讨交通双向控制模式，

控制交通流源头及交通流发生后的科学诱导。

4) 强调了城市交通与系统外部环境的协调发

展问题。包括城市交通与城市形态、城市规

模、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等因素的制约关系和协

同效应。

这些研究成果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交

通规划理论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成为北京城

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的基本指导思路，并在当前

北京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政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2.3 规划研究实践

按 照 《 北 京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1991—2010

年)》，确定北京城市交通发展方向是“完善城市

道路网和轨道交通网，建立一个以公共运输网络

为主体，以快速交通为骨干，功能完善，管理先

进，具有足够容量和应变能力的综合交通体

系”。北京城市交通规划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

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转变：

1) 实现了规划战略导向的转变。即由单纯的

治理道路拥堵对策转向总体战略发展构想，在掌

握内在机制规律和外部条件因素的基础上，明确

了战略目标、实现途径和模式等，真正确立了城

市综合交通规划体系框架、研究思路和战略发展

方向。

2) 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变。如由“一边倒”

的道路规划建设转向综合交通规划，侧重公共交

通规划。即在道路规划中对传统的路网密度、路

网结构等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客运

发展目标，进行专门的公共客运设施布局规划，

对公共汽(电)车场站和轨道交通线网做了详细的

规划，完成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枢纽场站及道

路交通管理设施的规划方案等；同时，还纠正了

从前公共交通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欠帐问题。

7



城市交通 第7卷 第1期 2009年1月

3) 实现了战略思想的转变。即由单纯基础设

施扩容转向“建管并重”，注入了交通需求管理

的思想。提出继续完善交通指挥、控制与实时监

视系统，进一步完善道路标志、标线及安全诱导

和保障设施，优化市区道路行车组织方案，合理

使用道路空间等，提高现有道路交通设施运营管

理水平。

4) 实现了研究方法的革新。即将交通模型广

泛应用于规划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逐步成熟。如建立了一系列交通分析模型，包

括城市交通宏观制约因素分析模型，出行量生

成、出行量分布、方式分担及路网交通量分配模

型，公交线网评价模型，城市交通建设投资合理

额度的分析模型等，增强了北京交通规划科学分

析和动态评价的能力，开创了北京城市交通规划

研究的新篇章。

3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至今，现代理论

与实践方法的成熟应用阶段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北京城市现代化、城

市化和机动化进程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北京城区

交通拥堵的紧张局面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北京城市交通发展带来了

新的挑战和机遇。

3.1 发展背景

1) 机动化进程明显加速。北京市机动化发展

速度是世界国际大都市中极其罕见的，机动车拥

有量1997年达到第1个100万辆，2003年突破了

第2个100万辆，4年后的2007年已经超过了300

万辆，平均每年递增12.6%。目前北京市机动车

拥有量超过350万辆，机动车日出行总量是20世

纪80年代的17倍以上[5]。

2) 出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05年北京市

居民除步行外，在各种出行方式构成中，选择包

括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在内的公共交通的比

例为 29.8%，较 2000年增长了 3.3个百分点。而

小汽车出行比例达 29.8%，较 2000年增长了 6.6

个百分点。此外，自行车出行比例下降明显，为

30.3%，较2000年下降了8.2个百分点[5]。

3) 城市人口激增，出行总量攀升。截至

2007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 1 680万人以上，近

5 年增加了 50 万人，年增率 2.9%[5]。出行规模

上，1986 年全市居民出行总量为 939 万人次，

2000年上升为2 301万人次，2000年北京近郊区

居民出行总量也比1986年增长了69%[7]；2007年

居民出行总量又比2000年增长了约62%[5]。

4) 出行时空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城市交通早

晚高峰持续时间增加，高峰与平峰间差距缩小；

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长时间高负荷运行，高峰时

间常规公交和小汽车出行时耗分别增加了10%和

8.3%，潮汐式交通现象明显；平均日出行距离从

20世纪80年代的6 km上升到约10 km[5]。

5) 出行目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居民通勤交

通比例持续下降，生活类出行上升，约占总体的

1/4，如购物、商务、旅游等出行比例不断增加[5]。

3.2 规划研究

3.2.1 颁布了《北京交通发展纲要(2004—2020年)》

随着首都经济的繁荣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临近，“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为了促进北京交通建设的长远可持续发

展，北京市政府向社会颁布了《北京交通发展纲

要(200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作为

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制定全市交通规划、交通政策

和实施计划的纲领性文件，并成为引领现代城市

交通的理论与实践方法进入成熟应用阶段的标

志，是北京城市交通发展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

里程碑。

1) 梳理了北京城市交通现状问题、历史演变

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北京中心地区交通变化

趋势，郊区城市化进程、北京与周边地区互动发

展导致的未来北京地区出行特征、交通需求的变

化趋势以及信息化、法制化对交通带来的影响

等。由此对北京交通未来发展方向和可能发展趋

势进行判断。

2) 提出了建设“新北京交通体系”的新时代

目标。即以现代先进水平的交通设施为基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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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公共运输为主导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信

息化与法制化为依托，提供安全、高效、便捷、

舒适和环保的交通服务；城市交通建设与历史文

化名城风貌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引导、支持

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优化调整，实现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

3) 提出了北京未来交通发展模式。即从北京

交通发展环境和条件出发，提出了有别于北京传

统交通发展模式的“新北京交通体系”，及其结

构、发展途径、运行模式与可实施的战略设计方

案。《纲要》紧密配合了 2004年北京新一轮城

市空间战略调整，为北京今后的城市交通规划研

究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4) 提出各类交通发展政策。包括交通先导政

策、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区域差别化交通供给政

策、小汽车交通需求引导政策等战略决策。这些

政策正在为当前北京的交通建设和管理发挥重要

作用。

3.2.2 系统编制专项规划

近几年，北京城市交通规划在研究、实践的

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不同

层面上编制了相关规划，为规范北京市城市交通

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制定了一系列宏观战略规划。如《北京市

“十一五”时期交通发展规划》、《东部发展带交

通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北京市轨道交通近

期建设规划》、《北京市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线

网规划(BRT)》等。

2) 组织规划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各项专项规

划。如北京每年编制“疏堵工程”计划方案，形

成了标本兼治、建管并举、突出重点、综合治理

的工作指导原则和思路。另外，针对重点地区进

行了专项规划研究，如“北京站地区交通改善方

案”、“北京南站地区交通改善方案”、“北京

CBD 综合交通规划”、“西城区综合交通规

划”、“宣武区综合交通规划”、“北京市区域性

交通组织优化方案研究”等，针对北京城市交通

发展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调整。

3.2.3 开展专项研究

在《纲要》的指导下，北京开展了多领域多

层次的专项研究，并吸收和运用了相关领域先进

的研究方法，将战略指导思想建立于严谨的技术

分析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上，并通过专项规划研

究和政策赋予战略目标以丰富性和实践性。

1)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研究。着重强

调了交通在引导土地利用和支持城市空间布局调

整中的作用。如“北京综合交通规划”研究中制

定了交通与城市空间布局、交通与土地利用、交

通枢纽与土地协调发展的策略，分别在公共交通

设施、轨道交通发展、道路网络调整以及枢纽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划方案。在“北京

市交通与社会经济适应性综合分析评价平台”研

究中，也着重分析了交通与土地利用和周边土地

价格的影响等问题。在中、微观研究层面，开展

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土地发展模式研究

(TOD)、交通基础设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改革方

案研究、交通对就业岗位分布影响研究等。

2) 城市交通结构的调整优化研究。在各项规

划建设中重点调整路网结构、运输结构和投资结

构，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分配、建设次序、

运行秩序上协调并进，实现交通资源的合理分配

和使用。例如，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环

路之间快速联络通道建设，调整主干路系统空间

布局不均衡的状况，大力扩充支路“微循环”系

统，优化完善路网结构；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城

市公共交通改革，确定公共交通在城市可持续发

展中的战略定位，确立了“两定四优先”的原

则，即从设施用地优先、投资安排优先、路权分

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等四个方面全面落实公

交优先发展战略，提高公交吸引力，优化出行

结构。

3) 加强交通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和

智能化是建设“新北京交通体系”的重要支柱，

也是北京交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代交通规

划实现了量化分析、实时监测、科学决策、智能

管理等方面的跨越性变革。“北京市智能交通

(ITS)发展规划”初步确定了以综合信息平台为

核心，包括道路交通管理、公共交通调度、货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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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电子收费、应急指挥、公众信息服务和电

子政务等七大系统组成的基本框架。“动态交通

信息服务平台示范研究”、“浮动车交通信息采

集关键技术研究”、“城市路网可靠性评估关键

技术研究”等课题的开展，为提高交通管理、监

控、安全以及服务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撑。

4)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研究。交通需求管理政

策研究是近年来城市交通建设和发展中的新课

题，对此，北京先后开展了“北京市商业错峰研

究”、“城市中心区拥堵收费研究”、“北京交通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政策措施研究”、“奥运交通

需求管理研究”、“奥运交通需求管理长效机制

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在分析北京交通需求变

化的基础上，提出对策方案并进行效果分析，旨

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合理分配有限的交通资源。

这些政策在中非论坛、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交

通组织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 现代研究方法在交通规划中的应用。北京

市在 2000年和 2005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以居民

出行调查为主的全市综合交通调查。在交通数据

积累和GIS等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

交通模型”，模型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建筑

体交通影响评价分析工作，可用于预测城市交通

特征的变化，评估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和效果

评估，并为各种规划的实施和政策的落实提供了

科学分析的平台。

3.3 组织管理

为了加强对全市交通建设和管理的宏观决策

能力，2003年北京市政府组建成立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这不仅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实现了对全市交

通资源的统筹和总体把握，而且在城市交通研究

层面赋予了综合规划和宏观决策的战略高度，是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交通事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交通规划理论研究与实践向纵

深发展。

此外，“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2

年初成立，挂靠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是为政府出

台交通政策提供科学决策和技术支持的研究机

构。中心主要组织开展了有关北京交通发展战

略、综合规划等研究工作，跟踪分析北京城市交

通体系运行状态，并针对首都交通发展的重大问

题开展深入研究，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基础上

提出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3.4 城市交通发展新篇章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出色的城市

交通保障开创了北京城市交通发展的新篇章。奥

运会期间交通保障工作圆满完成，兑现了北京申

奥交通承诺，赛事交通和城市交通和谐运转，取

得了“3个满意”：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

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服务奥运的交通保障与北京交通长远的发

展目标齐头并进

从 2002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制定和颁布了

《奥运行动规划——交通建设和管理专项规划》、

《北京交通发展纲要(2004—2020年)》、《缓解北

京市区交通拥堵工作方案》、《关于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的意见》、《北京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等交通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规划，明确了

以举办奥运为契机，建设“新北京交通体系”的

近远期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使奥运交通规划建

设服从于北京交通发展的长远利益，同时在整体

建设进程中重点满足奥运大型赛事的特殊交通需

求，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奥运交通成

功的必要前提。城市对外交通方面，大规模扩

建首都机场，新北京南站投入运行；道路方

面，新建 98 km的五环路、35 km的城市快速路

联络线和扩建 105 km的城市主要道路；设置奥

林匹克专用车道，85%的比赛场馆在奥林匹克交

通环沿线，且各场馆均有2条以上交通线路与奥

林匹克公园连接；轨道交通线路增加到7条，总

里程191.9 km，专门修建直达奥林匹克公园的地

铁；地面公交系统有650余条线路，年客运量达

45亿人次，调整公共交通网络，开设公交专线等[8]。

2) 交通运行组织规划细致完备，交通需求政

策成效显著

奥运交通的成功不仅在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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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的保障，交通运行组织规划和交通需求管

理政策也发挥了显著效力。交通运行组织规划强

调了在静态交通设施基础上对动态交通流的控

制、分配和引导，是对传统交通规划理论的丰富

及延伸。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强调从交通需求源头

入手，改变过去一味“供满足于求”的管理模

式，充分考虑现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条件，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调整和引

导合理的交通结构。奥运期间，为每个比赛场馆

做了详细的交通运行组织方案；为开闭幕式设计

了完备的观众集散方案，如奥运会开幕式，约9

万观众，疏散用时75 min，比原计划90 min缩短

了 15 min；开设奥运公交专线、奥运专用车道，

并提供班车服务等，满足不同奥运会参与群体的

交通需要。与此同时，出台并实行了机动车单双

号停驶、控制过境车辆、弹性工作制、黄标车治

理等多项需求管理措施，保证了奥运交通良好运

行。数据显示，奥运期间，机动车流量总体下降

32.57%，路网早晚高峰行驶速度分别提高26.9%

和22.8%[9]。

3) 奥运交通运行实时监控与运行评价成果

颇丰

奥运会前，北京建成并启用了现代化的公安

交通指挥中心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在公共

客运管理方面，建成了公交运营组织与调度系

统、公交车辆抢修救援调度系统、轨道交通路网

指挥中心、交通客服中心、出租汽车调度及信息

采集系统、省际长途综合客运枢纽信息系统；在

公路交通管理方面，建成了北京市高速公路电子

收费系统和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在综合交通管理

方面，建成了北京市交通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与综

合信息服务系统、交通应急指挥系统等。奥运期

间，跟踪开展了奥运交通运行检测，利用集数据

采集、实时处理和应用分析功能于一体的浮动车

交通信息系统，持续对路网交通运行进行全天候

和大范围监测，实时反映北京市路网总体运行的

速度、状态等详细特征[10]，便于交通组织管理在

交通预测、运行监测、效果分析等一系列过程中

及时调整应对，强化了政府决策科学性、及时性

和可靠性。奥运交通运行监控和评价，为奥运车

辆限行、错峰上下班等交通管理措施的出台提供

了大量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持。奥运期间的评价

结果，直接支撑了“每周少开一天车”等后奥运

政策的实施。

4) 奥运交通理念为未来北京交通发展提供新

思路

畅通、有序、安全和环保的奥运交通是多年

北京交通建设和发展积累的浓缩，也是交通规划

理论和实践不断进步的结晶。北京奥运会三大理

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深刻影响

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奥运会为北京交通

留下了扎实的物质条件和宝贵的管理经验。首

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未来北京交通发

展的核心目标，倡导绿色、健康出行方式，鼓励

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提倡节能减排，从而将城市

交通发展与环保有机结合。其次，注重“以人为

本”的交通规划和发展理念，实施交通人性化服

务和精细化管理；提倡公平性原则，交通服务满

足大多数市民的出行需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出行

需求。再次，创造“全民参与”的社会舆论环

境，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是奥运交通政策有

效实施的关键，也是未来北京交通规划实施和组

织管理中面临的新课题。

4 结论

1) 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

交通需求特征的不断变化，推动了理论研究内容

的不断丰富和研究体系的日趋完善；现代科技手

段的结合与应用，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可靠性及其实践意义。

2) 交通规划的编制实施是推动北京市城市交

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即综合性交通规划以及

各类专项规划能够有效反映新时期基础理论和方

法论的导向，为实践方法与途径的选择提供了有

效的支撑。

3) 交通的组织与管理在北京市城市交通发展

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包括组织机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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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管理与管治政策的出台以及先进管理手段的

出现，都将成为推动城市交通优化升级的有效

工具。

4) 北京城市交通管理模式逐渐成熟，越来越

接近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水平。奥运交通保障工作

的成功，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 30年来北京城市

交通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各层面取得的成

绩。现代交通理论研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北京

城市交通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初具规模，向世界展

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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