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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中心区交通问题及改善对策研究 

——以福建石狮市为例 

徐彬 
 

【摘要】我国沿海地区商贸型中小城市经济较为发达，机动车保有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城

市中心区交通矛盾突显，拥堵区域不断扩大。通过对此类城市交通特征及问题的剖析，从交

通组织优化（面）、重要道路设计优化及改善（线）、典型拥堵点改善（点）入手，提出系统

改善城市交通拥堵的思路及措施，逐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关键词】中小城市；交通拥堵；交通管理；交通改善；石狮市 

 

我国诸多中小城市凭借其自身的区位及经济产业优势，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经济一

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快速机动化出行需求不断增加，机动车保有

量不断增多，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及管理手段落后，城市中心地区均出行不同程度的拥堵，

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和居民出行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此类中小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在解决交通

问题时，仍然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因此，迫切需要针对此类城市交通特征及交

通问题的特点，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思路及改善措施，逐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市域三面临海，市域面积 187 平方公里，中心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素有服装之都的美誉。现状人口约 65 万人，户籍人口占一半。2012 年，全市生

产总值 500.1 亿元，增长 1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500 元，城镇化率达到 75.5%，

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百强县第 23 位，多年保持福建省第 2 位。 

一、居民出行总体特征 

根据 2012 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全市全方式出行总量 154.2 万人次/日，比 2008 年（133.6

万）增长 15.4%。全方式人均出行率 2.42 次/日，比 2008 年（2.45 次/日）略有下降。 

机动化出行总量 86.7 万次/日，比 2008 年（72.4 万）增长 20%。人均机动化出行率 1.36

次/日，略高于 2008 年 1.33 次/日的水平。 

与其他同等规模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比，平均出行强度的指标并无明显的变化规

律。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收入的增加必定会刺激居民文化、娱乐消费，从而提高

出行强度，但是现代社会通讯手段日益完善、居民有能力购买上班、上学地点附近的住宅等

因素又会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二者相抵，是居民出行强度变化不大的原因。与国内同等规模

城市相比，石狮市人均出行次数处于中等水平。 

表 1 国内同等规模城市出行率情况 

城市 人口规模（万人） 人均 GDP（万元） 人均出行率（次/日） 调查年份 
辽宁—丹东 76 0.72 2.25 2000 
浙江—瑞安 71.7 1.5 3.32 2003 
湖北—黄石 64 1.47 2.45 2000 
福建—福清 20 2 2.6 2003 
湖北—安陆 14.3 0.5 2.5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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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动车保有量情况 

截至 2010 年 9 月，全市机动车拥有量达 170923 辆，其中汽车 41924 辆，摩托车 127873

辆，摩托车所占比重为 74%，已经成为石狮机动化主要的交通工具。 

 

图 1 石狮市车种比例及历年机动车保有量 

从增长情况看，全市小汽车和摩托车保有量由 2005 年的 1.1 万辆和 6.3 万辆，增长到

2010 年（截止到 9 月）的 4.2 万辆和 12.8 万辆，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 27%和 13%，平均增

长 16%，机动化交通工具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机动化出行的大幅增长。 

三、中心区核心交通问题 

石狮市中心区是石狮市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和服务中心，人口最为集中，交

通矛盾最为突出。从规划、建设、管理、人的素质等角度分析，总结其交通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点： 

（1）早期不重视规划，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停车配建不足，微循环不畅 

与诸多城市类似，由于早期不重视规划，城市开发建设处于无序状态，形成了很多低密

度开发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普遍存在停车位不足、内部无贯通性道路、拆迁难的问题，且

位于城市中心区最为繁华地段，改造成本较大，属于城市发展中较难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2）建设上重道路，轻统筹，交通系统发展不平衡，出行结构趋于恶化 

在交通系统建设过程中，仍然是以道路建设为主，对停车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公交发

展的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的小汽车的使用，整体出行结构趋于恶化。根据调查，石

狮市公交分担率从 2008 年的 4%，下降到 2012 年的 3%，而小汽车分担率则由 5.4%上升到

10.9%，翻了一倍多，城市主要交叉口流量年均增长率均在 5%-10%之间，拥堵区域逐年扩

大。 

（3）管理及处罚力度不足，高科技管理设施缺乏，管理效率差、水平低 

交通管理部门编制少，警力不足，人员构成复杂，经费、装备、科技投入等方面都有诸

多困难，直接影响交通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缺乏高科技的管理设施，如智能监控平台，管

理基本处于人管的阶段，无法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管理，导致日常管理存在较大盲区，顾此

失彼，尤其是乡村道路长期处于失漏管状态。 

（4）出行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违章现象普遍，交通秩序混乱 

由于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面相对较窄，群众的交通安全知识普及程度较低，相当一部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摩托车 小型汽车

重型货车
1%

中小型货车
4%

摩托车
74%

小型客车
19%

大中型客车
1%

挂车
1%



3 
 

分交通参与者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常识，不遵守交通法规，随意行车走路现象十分普遍。特

别是中小城市摩托车比较多，由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逐年增多。目前，无论是行人还是驾

驶员都存在严重的安全意识淡薄问题，行人随意横穿马路、驾驶员超速、随意掉头、不让行

的情况随处可见。 

四、中小城市交通改善思路及对策 

1、 交通改善思路 

中小城市的交通问题纷繁复杂，且人们对城市交通拥堵的容忍度和对交通措施的理解能

力与大城市居民相比均存在较大不同，不能照搬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改善经验，否则会得到适

得其反的效果。 

对于中小城市交通问题，必须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入手，才能达到较好的

效果。“广度”主要指研究的要系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深度”主要指研究的要越

微观、越细致越好，要具有可实施性。 

2、 交通改善对策 

根据上述的改善思路，针对石狮市这类中小城市交通问题特点，从“面、线、点”、管

理及设施完善角度，系统性提出八项中小城市交通改善对策，具体如下： 

策略一：片区调节，优化交通组织，调节道路资源 

对于交通问题，首先要从区域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把区域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先解决

掉，否则单纯以问题节点进行研究，往往是将问题转移或者是临时解决，过段时间问题会重

新出现。因此，针对石狮市中心区城市开发特点及道路资源情况，首先对区域交通组织进行

优化，设置了单行道网络和限行措施，理顺了交通组织脉络，是后续措施提出的必要前提条

件。 

 

图 2 石狮市旧城片区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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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改造主治，完善内容方案，改好关键线点 

在区域交通组织优化的前提下，提出既有道路设计方案的优化方案和即将开展设计道路

的设计要点，研究内容包括标线、护栏、路口车道划分、路段过街、公交设施等，并对一些

关键节点提出设计方案，对于个别有条件的道路要提出绿波设计方案。 

策略三：微调整治，整改仍存堵点，重视慢行公交  

对于个别拥堵难点、热点地区，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并与区域交通组织及道路改善方

案相协调。同时对慢行系统提出系统性改善措施，改善步行出行环境。 

   

图 3 市民广场交通改善措施              图 4 核心区步行网络改善方案 

策略四：管理秩序，补充基本设施，加强违规处罚  

对标线、标志、护栏、信号灯等管理设施提出详细的完善方案，满足《城市道路交通管

理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要求，保证城市交通正常运行最基础的交通设施需求。同时在管理

上应提出警力配备指标、加强管理的建议性措施。 

   

图 5 中心区人行护栏、标志、标线完善方案 

策略五：改善安全，消除黑点隐患，加强安全教育  

对交通事故情况进行分析，找出事故的特点及产生的根源，结合交管部门事故黑点排除

情况，提出各个事故黑点的改善措施。同时对交通安全教育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从软、硬

两方面提出改善交通安全的管理措施。 

策略六：提升技术，提高智能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对智能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提出具体的建设时序及资金安排，并提出近 2年首先需要完善

的智能化平台子系统，指导智能化平台的建设。 

策略七：综合疏堵，改善货运交通，适时需求管理  

在货运通道规划及交通需求管理方案应提出建议性改善措施。结合城市用地布局及路网

规划方案，提出货运通道布局方案，对货运交通进行合理引导。在需求管理方面，应结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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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需求管理措施，如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摩托车分路段限行、错峰上下

班（学）等。 

表 2 石狮市智能管理平台建设投资计划表 

序号 类别 名目 
投资 

(万元) 
备注 优先度

1 
前端

设施

建设 

高空监控 80 
200 万高清云台监控，安装于高空，能看到 2-4km 远，方便发现交通

异常和配置路口线控，布置 10 个点。 
优先 

改造倒计 
时显示屏 

100 改用通信倒计时，时段切换不会显示错误，改造目前 88 个路口。 优先 

二次过街 
街灯控 

20 
便于行人快速、安全横穿路口，特别是子芳路新国泰、赛特、豪富

华等做线控的支路口，先做 10 个路口。 
优先 

更换信号机 300 
统一信号机品牌，便于全部整合联网。现有网络信号机主要有江苏

大为、厦门成利吉 2 种，均没用几年，可考虑先按路段优化调配，

资金具备再实施。 
次优先

电子监控设施 4000 
建设电子警察（按 50 个点）、智能卡口（按 10 个点）、交通数据采

集（按 100 个点）、诱导（20 个点）等系统 ，用于非现场执法、车

辆查询布控、采集城区交通拥堵状况等，此项资金可分三年投资。 
次优先

2 
中心

系统

建设 

升级服务器 100 信号、监控、存储各系统服务器等设备。 优先 

中心大屏系统 200 用于实时监控显示。 优先 

各类软件系统 300 通信号管控、GIS 地理信息等中心各系统软件安装、整合 优先 

合计 5100   

 

策略八：统筹计划，滚动编制计划，统筹各项建设 

结合改善方案，分年度、分系统梳理建设计划，有序知道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并明确交

通管理设施建设计划于道路建设计划的关系，哪些与道路同步建设，哪些需单独投资需明确。

逐步形成年度建设计划的滚动编制机制。 

 

图 6 道路系统建设时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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