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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政策发展回顾与展望 

薛美根 邵丹 朱洪  

 

【摘要】本文以上海两轮交通白皮书编制为研究对象，对上海交通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首先对 02 版上海交通白皮书重大政策进行评估。其次围绕未来上海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通过层次分析法梳理了影响交通发展的主要因素，结合战略情景分析确定了未来上海交通发

展的战略方向，并分析了新老白皮书在顶层设计上的继承性和拓展性关系。最后就新一轮交

通白皮书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交通战略；交通规划；交通政策；交通白皮书；上海交通 

 

1．引言 

2002 年，上海市政府编制完成《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成为全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城

市交通发展的公共政策性文件，科学指导了上海交通十年的发展，初步建立的一体化交通体

系有力地支撑了本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保障世博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十年是上

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长三角世界级城市

群正在形成，上海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这为未

来交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为此，2012 年上海市政府启动新一轮交通白皮书的编

制工作。论文以两轮白皮书的编制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两者在顶层战略设计、目标选择、

具体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和变化，体现了上海交通政策在发展中的继承和拓展关系。 

2．2002 版交通白皮书重大政策评估 

2002 版交通白皮书以构筑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为总体目标，形成以“公共交通优先、

交通区域差别、道路车辆协调”为核心的顶层政策框架。通过对 2002 版交通白皮书的评估，

可以为制定新一轮白皮书提供依据和支撑。 

2.1 公共交通优先 

（1）执行情况 

公共交通优先政策指按照公众利益优先和效率最优的原则，实施公交优先发展，在公交

用地、资金投入、运营和换乘等方面提供优先保障，逐步形成公共交通为主、个体交通为辅

的交通模式。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推进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快速成网，加快枢纽换乘设施建设；

实施地面公交体制改革并优化线网；加大油价、车辆购置、换乘优惠、老年人免费乘车等方

面的财政补贴扶持力度等。十年来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轨道交通投资比重超

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40%，拉动轨道交通里程增长 6 倍；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

客运枢纽建设，大大增强换乘便利性和多样性；公交运营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公交企业和线路

资源，线路经营权和服务规范约束等机制逐步健全；公交补贴额度逐年增加，为稳定票价、

提升公交公益性提供了保障。2012 年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 1701 万乘次，较 2002 年增加 54%，



2 
 

其中轨道交通承担 37%的客运量，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结构（不含步行）达 46%，以

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2）存在不足 

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存在重建设，精细化管理仍有所欠缺的问题，导致公共交通在机动化

交通方式的竞争优势仍不明显，具体体现在：轨道交通的功能层次不够清晰，区域快线功能

未能实现，导致轨道交通部分区段高峰时段严重拥堵与郊区段运营效率偏低的矛盾并存。地

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融合不够，部分换乘设施未能实现预期的同步规划和同步建设。地面公交

的可靠性、运营效率有待提高，郊区特别是新城公共交通体系不健全。 

2.2 道路车辆协调 

（1）执行情况 

道路车辆协调政策指在加快全市道路网建设的同时，调控机动车流量，保持路车协调发

展，始终将道路网的运行状况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主要措施包括：以私车牌照额度拍卖为核

心的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以快速路、高速公路等骨干路网为核心的道路建设政策，以精细

化管理为核心的交通组织政策。十年来道路车辆协调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全市骨干路网

基本建成，道路设施容量达 3000 万 pcu 公里/小时。注册小客车保有量控制在 75 辆/千人, 10

年累计削减 150 万辆潜在私车增幅。在全市路网容量扩容 1 倍，车辆规模增长 2.4 倍的前提

下，主要干道高峰平均车速维持在 15-18 公里/小时，与 2002 年基本相当。 

（2）存在不足 

首先是政策效应逐步弱化，随着中心城的路网容量和停车容量逐步达到上限，若延续现

有小汽车增长趋势，到十二五末中心城道路服务水平将显著下降。其次，政策的公平性受到

挑战，本地注册车辆增长得到了控制，但持外省市号牌长期在上海使用的车辆规模快速增加，

此外郊区沪 C 号牌车辆的无序发展，也为郊区道路拥堵埋下了隐患。 

2.3 交通区域差别 

（1）执行情况 

交通区域差别政策指针对不同区域的交通供求状况，在内环线以内、内外环线间、外环

线以外实施差别化的交通管理政策。内环线内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交通模式，内外环线

以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为主导，外环线外鼓励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主要政策包括：区域差

别化的设施建设政策、停车管理政策、小汽车发展政策等。交通区域差别政策大大提高了政

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弹性，中心城通过强化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发展，设定了较高的停车收费

标准最高，引导形成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模式。郊区重点推进高速公路建设，推出

仅能在郊区通行使用的沪 C 牌照，引导了机动车拥有和使用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2）存在不足 

既有交通政策区划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要求。中心城与周边蔓延发展地

区城市化水平相当，交通联系紧密，但受区域差别化的交通设施供给、交通工具使用管理政

策约束，交通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郊区新城尚未形成完善的交通体系，随着人口规模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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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快速增长，对小汽车拥有和使用的放任发展已经造成道路拥堵、停车矛盾突出等现象。 

2.4 小结 

2002 版白皮书的顶层政策体系总体适应了前十年上海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需要，对未

来的发展仍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交通发展阶段的变化，部分政策需要

调整和优化。 

3．交通发展战略情景分析 

未来上海交通面临发展和可持续的双重挑战。发展意味着交通需求的持续增长或交通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设施和管理能力应能满足多元化交通出行的需要，可持续则意味着

交通的发展要实现 3E 目标（环保、公平、效率），从近阶段看，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更

加迫切。 

3.1 关于更大范围的交通统筹发展 

根据国家战略，未来十年是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

上海经济社会仍将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将进一步增加人口、岗位

规模和交通出行量。预计人口规模达 2650-2800 万，岗位规模达 1500 万，交通出行总量约

6900 万人次，较 2012 年增加 30%。 

（1）核心影响要素 

核心影响要素包括空间要素和交通模式要素。 

“空间要素”中关于中心城周边地区的发展定位、培育郊区新城独立发展能力是影响未

来交通发展的关键。根据总体规划，上海要规划建设 9 座新城，经过 10 年的发展，上海的

城乡空间体系未完全按照规划实施到位，城市核心功能依然集聚在中心城，并呈现围绕中心

城蔓延发展的态势，蔓延拓展用地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以居住为主，人口规模

485 万，增加了 1 倍，是上海人口和就业岗位增幅最快的区域，闵行、宝山等紧邻中心城的

新城已经与中心城融为一体。而其他的新城由于综合功能不健全，产城融合度不高，高端服

务业发展滞后，外来人口占 45%，对中心城人口分流作用有限，也未能发展成为整个长三

角区域城镇体系中的节点。 

“交通模式要素”中都市圈范畴的客、货运交通体系的发展完善是影响交通发展的关键。

从客运交通发展看，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功能单一，与铁路系统缺乏整合，郊区新城内部尚未

形成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无法适应市域城镇体系一体化及未来区域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要求。

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使城际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均面临更大挑战。从货运交通发展看，上海

航运中心定位将产生巨大的货运需求，但目前腹地型的航运中心区位，决定了公路运输方式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重要的集疏运方式。 

（2）战略发展情景分析 

重点对空间和交通发展模式要素中市域客运交通部分进行战略发展情景分析。若延续既

有的空间拓展和交通发展模式，未来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将达 10km，增加 54%。中心城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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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行比重进一步增加，其中小客车出行比重达到 25%，路网高峰饱和度 0.65，快速路拥

堵路段比重 20%。出行空间分布进一步向中心城集聚，进出中心城的出行量达 800 万人次/

日,通道交通负荷增长 75%。交通特征分析数据表明，若延续既有发展态势，中心城的交通

服务水平将恶化，难以满足交通发展对需求增长和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 

表 1 惯性发展情景主要交通特征比对 

 2012 年 2020 年（延续性） 
交通出行总量（万人次） 5300 6900 

小客车规模 200 450 
平均出行距离（km） 6.5 10 
出行空间分布1（%） 49:9:42 43:12:45 

进出中心城出行量（万人次/日） 460 800 
道路交通周转量（万 PCU 公里/日） 6900 9500 

高峰饱和度 0.59 0.65 
高峰车速 23.4 18.6 

快速路拥堵比例 9% 20% 

3.2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低碳交通 

（1）核心影响要素 

2011 年上海城市客运交通能源消费量约 600 万吨标准煤/年，产生碳排放 1320 万吨 CO2/

年。相比十五期末，城市客运交通能耗及碳排放总量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单位客运周转

量的能耗和碳排放也呈现增长态势，因此可判断上海低碳交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离总

量减排的绝对低碳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 2 2005 年和 2011 年城市交通能源消费基本情况 

年份 
人口规模 
万人 

出行量 
万人次/日 

平均出行距离 
km 

交通能耗 
万吨标煤/年 

碳排放 
万吨 CO2/年

人公里能耗 
吨标煤/人公里 

人公里碳排放

kgCO2/年 

2005 1778 4295 6.2 361.7 795.74 0.04  0.08  
2011 2347 5308 6.5 597 1313.4 0.05  0.10  

 

根据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议定书(GHG Protocol),其中的移动源排放量计算首选方法是

按照出行距离、燃料消耗及排放因子来计算的，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下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大致

受四方面因素影响，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综合交通政策、车辆技术和运输组织管

理水平、能源消费结构。 

城市空间布局形态直接决定了交通出行距离，并对交通出行方式结构有较强的锁定作用，

特别是对机动化交通出行的比重具有较大的影响。综合交通政策则在设施供给和交通出行方

式选择上对交通方式结构起到调节引导作用。车辆技术和运输组织管理水平可以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从而减少耗能和碳排放。燃油、电力、天然气等不同的能源消费品种对应不同的碳

排放水平，不同的能源消费结构可能产生不同的碳排放规模。 

（2）战略发展情景分析 

下面以 2011 年城市交通碳排放为对象，就不同影响要素变动下的碳排放与实际排放情

况进行比对测算，以判断4类影响因素的碳减排效益。情景1假设空间布局实现多中心结构，

                                                              
1  中心城内部：进出中心城：郊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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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出行水平得到控制。情景 2 假设在机动化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公交比重进一步提升。

情景 3 假设交通工具能耗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情景 4 假设能源结构中电力和天然气比重提

升至 30%。 

表 3 不同情景对能耗和碳减排的影响汇总 

削减能耗量（万吨标准煤） 碳减排（万吨 CO2） 
情景 1：空间政策 -81.62（-13%） -179.57（-13%） 
情景 2：交通方式政策 -50.7（-8%） -111.5（-8%） 
情景 3：能效管理政策 -4.90（-1%） -10.78（-1%） 
情景 4：能源政策 未知 -20（-2%） 

表 4 各类客运方式
2
单位人公里能源消费量（单位：吨标准煤/万人公里） 

地面公交 轨道交通 出租车 小客车 大客车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0.26 0.25 1.21 0.9 0.6 0.3 0.06 

 

空间政策有效控制了平均出行距离的延长，从而在源头上抑制了机动化交通的出行需求，

即使在出行总量相同的前提下，由于机动化出行方式比重控制在较低水平，使得最终的能耗

较实际能耗减少 13%，即紧凑型组团化发展的空间政策对碳减排的效果是最明显的。交通

方式结构中由于公共交通方式结构的提升，也使碳排放总量显著下降。能耗管理效率对能耗

规模有一定影响，但考虑到能耗效率的提升难度较大，在总体能耗规模控制上未有明显变化。

相对燃油，电力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强度较低，因此对碳减排有一定作用。但以柴油、汽油为

主体的燃料结构未发生改变，因此能源政策短期内对减排的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3.3 未来的交通政策方向 

无论从城际、城乡交通统筹发展的要求看，还是从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看，城市空间

与交通的互动、以及公共交通导向的交通模式依然是未来交通发展的方向，可作为整个交通

政策的顶层构架。即要构建与国际大都市功能相匹配、与特大型城市空间布局相协调、与社

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交通发展格局，促进人口、产业合理布局，发挥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引导

作用。同时要倡导公共交通导向（TOD）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公共交通体系，

提升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和吸引力。 

4．新一轮交通发展政策顶层架构设计 

4.1 目标和战略 

（1）发展目标 

上海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构筑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加快建成国际海空枢纽城市，

着力打造绿色交通都市，努力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为“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未来十年，上海交通发展要继续保

持国内领先水平，力争接近目前东京、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水平，并努力实现安全、畅达、

高效、绿色、文明等五方面的具体指标。 

                                                              
2公交方式来源于 2011 年行业统计数据，社会交通方式为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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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战略 

设置了交通与城乡空间统筹发展、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小客车需求调控、绿色发展、精

细管理 5 大战略。从功能定位上看可以划分为 2 个层次，交通与城乡空间统筹发展、公共交

通优先发展处于整个交通政策的顶层，是整体战略的核心。为保障顶层战略的实施，结合当

前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配套一些具体策略，一是加强小汽车的需求管理，强调对小汽车

拥有和使用的双控管理，是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重要保障。二是绿色交通发展，重视绿色交

通发展自身面临的一些污染控制、交通能源结构调整、改善慢行交通出行环境等问题，以此

追求更高的交通发展要求。三是完善综合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进一步强调信息化、市场化、

公众参与等精细化方式手段的应用，以此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4.2 与 2002 版白皮书顶层政策体系的关系 

对比 2002 版交通白皮书，新一轮白皮书的顶层政策体系是继承和拓展的关系。 

（1）发展目标间的关系 

构筑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的发展目标没有变，但新一轮白皮书由于研究范围由以中心

城为主扩展至全市域并着眼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且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更高要求，因此在

在一体化交通的描述上突出对外和城市交通的不同发展要求，即在对外交通发展强调构筑国

际海空枢纽城市，在城市交通发展上强调打造绿色交通都市。 

（2）发展战略间的关系 

新增交通与城乡空间统筹发展战略。2002 版白皮书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出台后编制，

在交通发展的行动上，已经充分考虑交通与城乡空间发展的关系，因此未明确提出交通与城

市用地的协调发展。而新一轮白皮书的编制处于城市发展已经突破既有总体规划，但新一轮

总体规划尚未编制的特殊时期，城市蔓延发展的态势使得交通发展和环境均面临较大挑战，

因此有必要将其上升至顶层，其中的核心思想也延续了 2002 版白皮书关于区域差别管理政

策的内涵，当然新的交通政策区划需要根据市域城镇体系发展要求进行动态调整。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是城市交通发展将长期坚持的政策。2002 版白皮书的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政策重点推进了轨道交通的快速成网，新一轮白皮书仍将继续坚持，但在重点上将转向

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通过不断强化轨道交通骨干作用，加快提升公共汽（电）车服务水平，

并加强与各类交通方式的衔接，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 

加强小汽车需求管理是对道路车辆平衡政策优化调整。2002 版白皮书强调道路设施建

设与车辆拥有管理的同步推进，但在目前在路网容量扩容空间不大，而小客车快速进入家庭

的大背景下，路车矛盾的优化必须强调小汽车拥有和使用的同步管理，以保障一定的道路交

通服务水平，对机动车周转量进行政策调控。 

绿色低碳发展和精细化管理则是对既有政策体系的创新。新一轮白皮书面临的环境可持

续发展问题和综合管理问题，较 2002 版白皮书严峻的多，因此也将其上升到顶层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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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老白皮书核心战略的差异 

5．未来上海交通发展的主要政策与行动 

5.1 关于交通与城市 

加强交通规划与城乡规划的统筹编制。总规阶段，结合总体规划的修编，同步修编综合

交通规划，并加快编制新城综合交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加强重点地区和交通敏感

地区的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在总规和控规之间“中观层面”制定交通规划导则，细化交通设

施的布局安排、配置要求、用地规模等要素。项目阶段，将交通影响评价制度作为落实重大

建设项目的前置性条件。 

5.2 关于主要交通方式 

（1）公共交通 

更加关注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完善。进一步强化轨道交通建设，优化轨道交通线网功能， 

加强铁路与城市轨道的融合。重视地面公交线网的完善和服务水平提高，提出要形成基于路

权优先的公共汽（电）车线网，确保拥挤路段公共汽（电）车在运行车速上对社会车辆的竞

争优势。郊区新城要逐步构建以现代有轨电车或快速公交为骨干的公共汽（电）车网络。 

发挥公共交通票价票制对公交吸引力的提升作用。建立完善公交行业成本规制和行业考

核监管体系，科学合理制定公共交通票价，完善票价形成机制。实施以常乘客为主要对象的

优惠票价，鼓励企业推出多样化票制。 

（2）小客车 

完善小客车额度牌照制度，实现额度拍卖政策属性由物权向通行权的转移。目前的拍卖

政策为物权属性，无限期使用且可以转让，但其效果只是缓解了车辆增长的时间，且存在投

机倾向。研究并适时出台小客车额度有期限使用、限制转让等政策措施，实现额度拍卖向通

行权拍卖转型。 

加强小客车使用管理。在管理手段上，进一步加强停车需求管理对车辆使用的调控和引

导作用，并根据道路拥堵情况和大气环境状况，深化研究并适时出台区域或通道拥挤收费、

车辆限行等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在管理对象上，要实现对沪牌、郊区号牌和外省市长期驻沪

使用车辆的全覆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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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关于交通出行环境 

保障交通运行安全。强化企业的主体安全责任，加强客货运输行业重点企业（省际道路

客运、危化品、渣土运输等）、重点运营车辆的安全整治和管理。坚持贯穿交通规划、设计、

建设、运营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坚持覆盖交通参与者、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全方位的安

全管理。 

改善交通环境质量。加强排放控制，新车力争适时实行更高的排放标准，出租汽车全部

达到“国Ⅴ”及以上排放标准，公交车辆全部达到“国Ⅳ”及以上排放标准，加快淘汰高污

染汽车。加快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在重点运输行业的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重不低

于 50%。 

5.4 关于综合管理 

发挥技术手段对交通管理的提升作用，进一步提升交通信息化水平，通过技术手段的提

升挖掘交通设施容量，更详实了解政策受众交通特征。发挥市场机制对交通发展的带动作用，

营造适度竞争的公交企业运营环境，推进交通信息服务的产业化发展，鼓励多元化资金参与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发挥文明交通建设对交通管理的促进作用，完善交通立法，加

强交通文明宣传和教育，推进交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全社会共同营造文明交通环境。 

6．结语 

交通政策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变化，并满足一定时期内的发展需要。上海两轮交

通白皮书的编制过程充分体现了上海交通政策的延续性和发展变化。当前上海应抓住区域一

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强化公交优先与小汽车需求管理并举，不断降低交通

能耗和排放，并发挥科技、市场、公众对交通发展的综合促进作用，实现国际海空枢纽城市、

绿色交通都市的战略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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