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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交通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如

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资金，科学、透明地比选不

同地区不同的交通投资项目，是决策者必须

面对的难题。介绍了德国公共交通投资项目

标准化评估过程中采用的量化、程序化和标

准化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以期为中国进行

公共交通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Abstract： Transit projects absorb large invest-

ments, and consume long construction periods.

How to make efficient use of the limited

amount of money, hence to identify transit in-

vestment project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a

scientific and transparent way proves to be a

challenge to decision makers. This paper intro-

duces a quantified, routinized, and standardized

method used in Germany for cost-benefit calcu-

lation in evaluation of transit investment proj-

ect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ol for China

to fulfill similar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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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德国公共交通投资项目标准化评估是联邦交通部和

各州交通部追求的目标。德国联邦交通财政行动纲领规

定，超过 2 500万欧元的投资项目必须进行标准化评估。

通过标准化评估，不同的项目可以综合各地的情况，例

如技术和交通经济等因素，得到可比的结果。标准化评

估方法是联邦政府交通规划和交通经济研究的指导。标

准化评估能为投资决策者提供重要依据，评估系统本身

虽不能产生绝对完美的项目，但在比选项目时会产生相

对较优的投资决策。

标准化评估是德国交通预算法(General Transportation

Financial Law，GVFG)的基础，它要求被评估的交通项目

必须着眼于中长期，并将被评估项目融入整个现存和规

划的交通网络中。根据国家预算法联盟关于预算第6节和

联邦预算法第7节的规定，成本收益分析是申报项目不可

或缺的基础。为保证投资效益，成本收益指标的国民经

济总效益要超过总投资成本：总效益/总成本＞1.0。因

此，德国的标准化评估系统也可以用来评估不同的交通

规划及投资效果。但是标准化评估过程既不能替代区域交

通概念性规划或总体规划，也不能替代长期交通发展规划。

2 德国标准化评估的方法论

2.1 有项目和无项目原则

标准化评估过程是基于有项目和无项目原则(with

and without project)进行的。通过比较交通规划在有项目

和无项目条件下的实施效果，显示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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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项目情况是指规划中计划新建的项目，该项目

可有多种可能的其他比选项目；无项目情况是指

在规划期中新建项目不存在的条件下，现有交通

模式如何应对将来的交通需求，在此条件下，要

调动所有潜在资源，也将执行已存在的规划。与

此相适应，个人交通系统(主要是私人小汽车)也

应在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分开讨论。无项目情

况显示了规划期内交通发展的供给和需求状况，

对界定新建项目的意义有重大作用。

2.2 社会和经济效益

评估过程包括不同的成本收益主体。公共交

通项目的投资者更多地关注社会和国民经济效

益，比如项目要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便利，要保

护环境和景观、保证安全、减少事故等。而运营

者的兴趣则更多地在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德国

标准化评估通过后续成本计算，解决了两者间的

冲突。后续成本分析既给出了项目的社会收益，

又包含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成本。后续成本计算

也会因基础设施模式和运营主体不同而推算出不

同的结果，在社会和国民经济评估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区域整合和项目的影响。区域整合需要综

合相关单位成本，德国国家统一的单位成本标准

有时不能满足各地具体的要求，因此，在当地运

营公司单位成本数据存在的情况下，后续成本计

算应采用当地的数据。

优化公共交通投资

1.乘客

1.1-1.6

2.运营商

2.1-2.3

3.公众

3.1-3.13

上层目标

下层目标

图 1 根据目标群体划分的目标体系

Fig.1 Objective system divided based on objective groups

指标下层目标

将出行时间按成人和学生分类1.1 减少出行时间

出行起点至车站步行距离

换乘次数

系统提供座位数/(座位-公里)

运量

定性描述

1.2 改善出行舒适度
例如：
- 设置起点站
- 直达和换乘
- 正点率
- 客运量
- 座位数量
- 站台与车厢等高
- 车内空调
- 车内广播
- 车站保护措施

车票价格

私人交通成本

1.3 减少出行成本

不同的可达性指标
- 从城市中心
- 从城市副中心

1.4 改善可达性
- 从城市中心
- 从城市副中心

定性描述1.5 改善区域交通网络

定性描述1.6 改善和适应交通需求波动

上层目标

1.
改
善
乘
客
收
益

图 2 乘客目标体系

Fig.2 Passenger objec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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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下层目标

收入状况指标2.1 收入最大化

线路维护成本指标

车辆维护成本指标

运营成本指标

2.2 成本最小化
- 线路维修成本
- 车辆维护成本
- 运营管理(人员、动力成本)

公共交通投资最小化指标
2.3 线路投资最小化
- 包括环境保护投资的最小化

上层目标

2.
公
共
交
通
运
营
主
体
的
责
任

图 3 公共交通运营主体目标体系

Fig.3 Principal objective system of transit

指标下层目标上层目标

排放气体
- H2S
- 其他气体

3.1 减少尾气排放

噪音对居民的不同影响3.2 减少噪音

事故
- 死亡数量
- 重伤数量
- 轻伤数量
- 财产损失

3.4 提高安全性

3.
改
善
公
众
交
通
状
况

初次能源的需求3.3 减少初次能源耗费

3.5 减少用地面积
用地面积
- 市内
- 市郊

定性描述3.6 减少对水资源的影响

定性描述3.7 减少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定性描述3.8 对重点区域的影响

定性描述3.9 减少对其他景观的影响

定性描述3.10 减少对休闲活动的影响

定性描述3.11 减少与主干路的分离

定性描述3.12改善区域社会和经济结构

定性描述3.13 减少对城市定位的影响

图 4 公众目标体系

Fig.4 Public objective system

85



城市交通 第7卷 第4期 2009年7月

3 标准化评估目标及过程

3.1 评估目标

为了优化投资评估效果，评估指标要根据目

标群体进行分类。目标群体包括乘客、运营商和

公众(见图 1)。图 2—图 4是围绕目标群体的评价

目标和指标[1]。

3.2 指标确定原则

评估指标以内、外部成本及收益为分类原

则，部分成本收益指标以投资额或收益额计算，

部分指标只能进行文字性描述。

1) 可量化的内部成本。包括动力成本、车辆

和设施维护成本、人员成本以及纳税。

2) 可量化的内部收益。包括票款收入以及其

他营运和非营运收入。

3) 外部成本通常是项目之外的费用，并且占

用社会资源。包括环境、景观、安全保卫和城市

发展，这部分指标通常以文字性描述为主，作为

项目比较的参考。

4) 外部量化收益。包括出行时间、空气和噪

音污染以及事故成本。

3.3 评估步骤

标准化评估共有9个步骤(见图5[2])：

1) 与投资者讨论。作为标准化评估的第一

步，与投资者确定研究领域(比如投资额度等)是

非常重要的，以下内容应由项目各方共同讨论：

投资额度、有项目和无项目评估、预算和资金计

划 (融资渠道和期限)、项目期限、被选择的项目

性质以及项目影响。

2) 项目描述，包括重要的区域信息和车辆类

型。具体为：①给出项目在该区域的总体特征；

②项目的经济特征，包括车辆类型。

3) 交通供给和需求的基础数据 (包含私人交

通)。公共交通项目的目的是解决交通供给和需求

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规划期内预测有项目和无

项目情况下的交通供给和需求是很重要的一个环

节。预测目标是在交通供给和需求之间找到平

衡，同时为如何有效控制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之

与投资者界定研究领域
- 投资额界定
- 预算和融资计划
- 研究变量的选定
- 规划期限

项目描述，包括区域重要信息和车辆类型

交通供给和需求的基础数据(分为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

与投资者统一交通供给和需求的理念(有项目和无项目条件)

从基础数据计算相应指标

计算国民经济指标

后续成本计算

敏感性分析

报告(包括经济评估、后续成本和敏感性分析)

图 5 德国交通投资标准化评估步骤

Fig.5 Standardized procedures for evaluation of transit investment projects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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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提供基础。

4) 基于步骤 3的结果，与投资者统一交通供

给和需求的理念(有项目和无项目条件)。包括：

有、无项目情况下的线路和服务，交通供给和需

求数据以及投资人的必要调整。

5) 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指标。交通供给和需求

的数据确定后，可以将其转换成标准化评估指标

形式的数据。原始数据通常有不同的形式和单

位，需要转化为统一度量的数据。

6) 确定国民经济指标。国民经济指标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

成本收益指标E1：①指标形式可以是原始的

可用金额或转化后的可用金额；②衡量单位为

1 000 欧元·a-1。

收益价值分析指标E2：E1中可衡量的指标和

一些难以转化为金额的指标。

附加指标E3：①无法转化为金额或数值的指

标；②以文字作为表述。

总的来说，成本收益指标E1已充分评估了项

目的经济可行性，收益价值分析指标E2和附加指

标E3可作为补充文件使用。例如，当成本收益指

标的结果近似于 1时，投资者就需要补充文件作

为决策参考。

表 1—表 4是德国 2000年版标准化评估的详

细内容[3]。表 2—表 4的指标，需要从有项目和无

项目两方面考察，比较其不同之处，然后优选项

目。表 2 中各指标以量化的投资额为计量单位，

根据出行时间，分为成人和学生两类，以各类群

体每小时的价值计算；私人交通成本以私人小汽

车运营的年成本计算；CO2和其他气体的排放成

√

E1分类

原始金额或可转换为金额的指标/(1 000欧元·a-1)

依据得分评估，无法转换成金额但可量化的指标

无法量化的指标(文字描述)

E2

√

√

E3

√

表 1 标准化评估指标

Tab.1 Standardized indices of evaluation

单位

1 000欧元·a-1

1 000欧元·a-1

h·a-1

h·a-1

1 000欧元·a-1

1 000 kg·a-1

1 000欧元·a-1

被影响的居民数量

人·a-1

人·a-1

人·a-1

1 000欧元·a-1

公共交通不含道路建设的投资

有项目情况下有关公共交通的道路建设投资

出行时间不同
- 成人
- 学生

私人交通运营成本

CO2排放

其他气体排放成本

噪音

事故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轻伤人数
-财产损失

指标

E1

E1

E1

E1

E1

E1

E1

分类

表 2 部分可以用金额表述的指标

Tab.2 Partial indices described b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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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治理投入计算；噪音污染以影响的居民数

量和用以治理的成本计算；伤亡成本按国家统一

标准计算。表 3 中，E2 是难以量化为投资的指

标，但是仍可以量化计算，得分越高越优；指标

E1同样以打分的形式计算，同时附加部分其他指

标，比如系统的舒适度、接入性等。表 4中E3的

指标全部是专家的文字性描述，是定性的专家意

见；当E1，E2的评价结果无法满足评估要求时，

才评估指标E3。

7) 后续成本计算。根据德国交通预算法的规

定，有项目情况下必须进行公共交通运营公司成

本收益评估，后续成本计算必须符合国民经济评

估的投资决定，同时又要符合当地情况。表 5描

述了国民经济评价和后续成本计算的特征。

8) 敏感性分析 。必须对项目中存在的不确定

因素或多种可能进行敏感性分析。

9) 汇总报告。这是评估过程的最后一步，也

是对评估过程的总结，包括对项目本身、数据和

评估过程的总结，国民经济评价结果、后续成本

计算和敏感性分析也应涵盖其中。

4 结语

德国的公共交通项目标准化评估，以有项目

和无项目作为基本原则，结合本地情况，量化公

共交通项目投资相关指标，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

单位

1 000欧元·a-1

1 000欧元·a-1

h·a-1

h·a-1

1 000欧元·a-1

1 000 kg·a-1

1 000欧元·a-1

被影响的居民数量

人·a-1

人·a-1

人·a-1

1 000欧元·a-1

J·a-1

103 min·a-1

103 次·a-1

106 座位-公里·a-1

103 km·a-1

103 人次·min
103 人次·min

hm2

hm2

公共交通不含道路建设的投资

有项目情况下有关公共交通的道路建设投资

出行时间不同
- 成人
- 学生

私人交通运营成本

CO2排放

其他排放成本

噪音

事故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轻伤人数
-财产损失

初次能源消耗

提高舒适度：
- 系统供给
- 换乘次数
- 线路提供座位数
- 步行距离

系统接入性
-城市中心
-城市副中心

土地占用
-市内
-市郊

指标

E1

E1

E1

E1

E1

E1

E1

E2

E2

E2

E2

分类

表 3 部分可量化指标

Tab.3 Partial qualified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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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选出解决当地交通问题的优选方案，为决

策者和投资人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指导。将类

似的标准化评估程序引入中国，将有项目和无项

目原则引入我国交通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量化

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指标(包括经济、环境、人文

等)，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式为公共交通投资决策

提供依据，将对我国在公共交通投资方面的科学

性、透明性、民主性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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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3

E3

E3

E3

E3

E3

E3

E3

E3

E3

指标

系统与周边区域的关系

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公共交通沿线发展状况

对水保护区的影响

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对景观的影响

对休息区的影响

对首末站周边区域的影响

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对城镇景观的影响

表 4 不可量化的指标

Tab.4 Non-quantified indices

后续成本计算

尽量真实体现运营公司的财务状况

当地价格

只表示运营年份的资产

运营年份的收入和支出

不同的名义利率

尽可能少

营销、维护、安全、不可预见成本等

研究不同区域公共交通投资

标准化平均价格

以年为单位

不变价(以2000年为基础)

3%

设施和车辆

主要目标

价格

评估方法

通货膨胀

利率

投资

其他成本

国民经济评估

表 5 国民经济评价和后续成本计算的特征

Tab.5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economy evaluation and follow-up cost calculation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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