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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城镇化和机动化快速发展，交通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大城市发

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落实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科学配置交通

资源，转变交通发展模式，构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对促进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和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具有长远的

重大作用，也是我国大城市发展和交通规划工作十分紧迫的任务和使

命。为了广泛交流各地城市交通发展的经验，促进城市交通规划事业

发展，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

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在苏州市共同举办了“中国大城市交通规划研

讨会”。 

30 年来，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在各地政府、学术研究机构

支持下，依靠全体委员的积极参与，已经举办了 23 次学术研讨会，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的发展。这次“中国大城市交通

规划研讨会”既是与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共同举办的一

次高层次论坛，也是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每年一次的全国性学术

会议，即“中国城市交通规划 2010 年会暨第 24 次学术研讨会”。 

这次会议共收到 180 余篇论文，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了审阅，共

录用学术论文 151 篇，将其汇编成册，供大家相互交流。 

 

会议组委会 

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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