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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轨道交通管理体制的特点研究 

张子栋 

 

【摘要】本文对东京、台北、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八个典型城市的轨

道交通建设运营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从主管机构与相关机构的关系、建设与运营管

理的分离与合并、轨道交通建设的推动机制、建设资金来源、轨道交通公司的组件等五方面

对轨道交通管理体制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我国各城市构建适应各自发展的轨道交通管理体

制框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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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洲典型城市轨道交通的管理体制 

1.1 东京轨道交通管理体制 

日本轨道交通管理体系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由国土交通省负责，地方则

由都道府县政府负责。日本中央政府机关在 2001 年改造重组时，将原运输省、建设省、国

土开发厅合并而成立国土交通省，其辖下有铁道局、铁道运输机构、铁道技术综合研究所及

其他私铁。国土交通省下的铁道局是日本铁路事业的最高主管机关，统筹铁路的监督与管理

相关业务，铁道局下辖总务课、干线铁路道课、都市铁路课、财务课、业务课、技术企划课、

设施课等。其中，都市铁路课重点负责都市区的铁道事业管理。而铁道技术综合研究所负责

研发职能，另有铁道运输机构负责建设铁路的事宜。 

对东京轨道交通而言，自 1987 年国铁民营化改革之后，日本铁道事业法规定铁道事业

的建设主体与运营主体必须分离，因此造就了东京轨道交通现存的多种运营形态。按运营主

体分为四类：东京都政府、政府设立的特殊法人、东京都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第三部

门和私营企业。如东京地下铁由两个单位共同运营，即东京地下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法人）

所运营的东京地下铁路线和东京都交通局所运营的都营地下铁路线（东京都政府）。而东京

轻轨公司和多摩都市轻轨公司则属于第三部门，分别负责运营羽田轻轨线和多摩地区内的轻

轨线路。私营企业如东武铁道、西武铁道、京成电铁、京王电铁等则主要负责各自私铁的运

营。 

1.2 台北捷运管理体制 

1988 年，台湾地区制定了《大众捷运法》，该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大众捷运系统主

管机关：在中央为交通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其他相

关管理机关，中央一级还有内政部等，地方一级有都市计划、地政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负责大众捷运交通政策、法令规章的制定和业务执行的督导；地方主管机关负

责监督和办理或委托办理大众捷运系统规划、建设及运营及相关事项；相关管理机关配合主

管机关进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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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北捷运而言，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负责大众捷运系统的建设管理，台北大众捷运

公司负责运营，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是大众捷运系统的主管机关，其重点是运营的监督和管

理。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为台北市政府的一级机关，依台湾现行法治而言，为一临时性派

用机关，负责大台北地区及台中市的捷运建设工程管理；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成立，始

于 1975 年推动的大台北都会区捷运系统工程，于 1987 年 2 月 23 日改制，正式成立台北市

捷运工程局。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为台北捷运系统、猫空缆车以及台北小巨蛋的营运

单位，为一特许经营机构；股东包含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交通部、唐荣铁工厂、台北

富邦商业银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及合作金库银行等七家法人，其中台北市政府持股 73.75%，

为该公司最大股东。 

1.3 新加坡捷运管理体制 

1983 年新加坡国会通过大众捷运公司法（the Mass RapidTransit Corporation Act 1983）。

大众捷运公司（Mass Rapid TransitCorporation，简称 MRTC）于同年成立，依法享有为完成

兴建大众捷运系统的各项权限，同时于必要时，经由交通部长的允许或指定，可从事其他活

动及履行其他职务。之后 MRTC 取消，改为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 

新加坡陆上交通管理机构为陆路交通管理局（LTA），全权负责综合管理所有陆路交通

事务，业务范围包括私人交通、公路、公共交通、地铁系统及轻轨系统等，职责范围包括制

定政策、规划、实施建设和维修养护管理等。陆路交通管理局是新加坡大众捷运系统（地铁

与轻轨）规划的制定者，也是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者和所有者。新加坡地铁和轻轨运营公司主

要有两家，即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及新捷运公司（SBS）。新加坡地铁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国有淡马锡控股 60%以上，而新捷运公司属于私营公司。 

新加坡模式是把建设和运营管理分开的一种管理模式，所有线路都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建

设完成以后交付运营公司使用。地铁和轻轨建设资金完全来自政府投资，政府只负责加强监

督和安全管理，为运营公司配备优秀的运营人才，营造必要的市场环境，建立相应的政策法

规予以支持和约束。运营企业要对政府负责，要保证服务质量和正常运营。 

1.4 香港铁路管理体制 

1975 年，香港政府制定《地下铁路公司条例》，继而成立香港地下铁路公司（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简称 MTRC），用以建设及运营香港地铁。该公司依据特别立法成立，

当时的地铁公司使命是为香港建造及经营一个铁路系统，采取审慎商业原则运作，配合本地

的公共交通运输需求，是地铁系统建设与运营合一的独立实体。政府对铁路采用专营权的监

管机制，专营权由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公司须根据协议提供适当而有效率的服

务。MTRC 不属于政府单位，当时香港政府是唯一的股东，MTRC 拥有经营自主权及向政

府报请备查后即可自行订定车票价格，但公司的董事长、常务董事及部份董事均由香港特首

任命。因此，政府可通过股权的持有身份与董事长成员影响公司的经营方向，以配合政府的

施政措施。 

香港特区政府在 2000 年 6 月通过公开招股，出售地铁 23﹪的股份，公司成为地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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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并于 2000 年 10 月 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7 年 12 月 2 日，九广铁路

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所运营的网络合并由地铁公司运营。地铁有限公司的中文名称改为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公司）。合并后的港铁共有九条铁路线，网络覆盖香港岛、九龙及

新界区，同时，公司在屯门及元朗为当地小区提供轻铁及接驳巴士服务。另外公司设有机场

快线，为旅客提供高速铁路专线，连接市中心和香港国际机场以及香港最新的展览及会议中

心－亚洲国际博览馆。 

香港铁路在政策制定、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涉及多个机构的监管。最重要的机构为

运输及房屋局，其为香港铁路方面各类政策制定的主要机构；运输及房屋局下辖的路政署主

要负责铁路发展规划研究并统筹铁路计划实施；港铁公司主要负责香港铁路的建设与运营；

而运营阶段的监管主要在运输及房屋局下辖的运输署；另外，发展局管辖的机电工程署下的

铁路科负责铁路安全与事故调查的监管事项。 

1.5 北京轨道交通管理体制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的监管在北京市政府。2003 年 2 月，北京市调整组建了市交通委

员会，负责全市道路（含公路）和交通运输（含公共交通、轨道交通、长途客运、货运、水

路交通等）的综合管理，参与城市轨道工程竣工验收，并组织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的交

接工作。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办公室则负责组织编制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总

体计划，并督促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协调、解决轨道交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市发展改革、

规划、公安、消防、园林绿化、住房和城乡建设、市政市容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则依照各自

职责对城市轨道交通实施监督管理。 

在城市轨道交通具体执行层面，2001 年 7 月，将原北京地铁总公司调整为北京地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设地铁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推动北京地

铁的建设与运营工作。2003 年 11 月，又将集团公司改组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北京

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形成了地铁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三分开的体制。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业主行使线路项目投融资、资产管理等功

能；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接受业主委托，行使项目建设管理功能，建成后的线

路交给业主京投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接受京投公司委托负责 1 号线、2 号线、

13 号线、八通线、5 号线、10 号线、奥运支线等的运营管理。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负责

的 4 号线 B 部分的投资和线路运营，特许运营期为 30 年。 

1.6 上海轨道交通管理体制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是市轨道交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上海市城市交通

运输管理处负责本市轨道交通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上海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负责协调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重大事项。而上海市计划、建设、规划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进行管理。上海申通集团是上海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企业主体，上海市政府授权申通集

团负责全市地铁轻轨投融资和建设、运营以及偿还债务等管理工作，而申通公司采用自建、

委托代建、自主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建设与运营模式，同区政府和其它社会投资者共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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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组成多元产权结构的各条线路项目公司进行建设与经营。 

2000 年 4 月前为两分开体制，上海地铁总公司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并具有

部分政府监督职能，上海城投公司负责投资职能。2000 年 4 月开始实行四分开体制，将投

资、建设、运营三个环节组成了三个独立公司，将监管职能按不同内容划归不同的政府部门

（发改委、建委、交通局）。2004 年开始实行三分开体制，将投资、建设合并组建了上海

申通集团，同时成立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全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和规划建设工作，

并培育完善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现代轻轨公司和上海磁悬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三家运营

公司承担运营任务的市场格局。2005 年 7 月开始实行两分开体制，将运营公司整体划转申

通集团，实现了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管理，监管职能仍然归属不同的政府部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是由申通集团公司出资组建各项目的项目公司（与各区政府共

同投资）。资产经营是将原运营公司下属三产合并，同时负责既有资产的盘活和综合开发，

资产经营收益为项目建设和运营补贴的一部分。建设是由项目公司负责各项目的建设管理，

项目公司人员由投资各方和原建设公司技术人员构成。运营由运营公司负责，运营公司仍为

独立法人企业，集团公司与其建立合同关系，对运营进行考核；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 1 号线、5 号线、9 号线、10 号线，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2 号线 、

11 号线、13 号线，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3 号线、4 号线、7 号线，上海

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6 号线、8 号线、12 号线。 

1.7 广州轨道交通管理体制 

广州轨道交通实行“一体化”管理，广州市建委作为政府层面的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广

州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及监督工作。企业层面由广州地铁总公司负责轨道建设项目的建设

与运营，具体负责轨道各条线路的规划、设计、拆迁、建设、运营和附属资源开发。政府直

接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从建设到运营的各个环节，通过发改委、财政、建设、规划等相关

职能部门参与轨道建设和运营管理。 

广州地铁投融资全部由市政府统一安排，市政府建立地铁建设基金，固定来源为市、区

土地出让收入的 40-60%和开征地铁建设附加费等。市财政、市建委按进度拨付到位,贷款本

息列入政府偿还计划。广州地铁负责组织全市地铁、轻轨线路的规划、建设和经营工作。广

州地铁总公司由市政府主管部门授权进行建成国有资产的经营，负责广州市快速轨道交通系

统的线路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广州地铁以香港地铁为目标，在机构调整中考虑到集中管理、重复纳税、运营亏损和同

时建设的实际，采用了欧美、日本大型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事业部制。在总公司下按独

立责任和利益划分出若干事业部，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只保留预算、重要

人事任免和方针战略等决策权，实现“政策管制集权化、业务运作分权化”。 

1.8 深圳轨道交通管理体制 

深圳市将国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合在一起设立了指挥部，指挥部下设轨道交通办公室（由

市交通局、发改局、规划局、地铁总公司、建设局派人组成），其职责是统筹投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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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协调工作，相关决策由指挥部和轨道办统一决定，经指挥部批准后成为市政府决定，

各相关部门必须遵照执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负责交通运输（公共交通、轨道交通、道

路交通；道路、港口、水运、空港、物流及地方事权内的航空、铁路）管理，是深圳市地铁

运营的行业主管部门。 

目前深圳市有深圳市地铁集团公司、深圳市地铁 3 号线投资公司和香港地铁深圳分公

司三家地铁公司，分别负责各自线路的建设及运营。1 号线、2 号线 5 号线由市地铁公司

负责建设和运营管理；3 号线由区政府投资，由区组成 3 号线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4 号

线由香港地铁采用 BOT 模式投资，港铁设立公司负责 4 号线的建设和运营。 

2 特点分析与总结 

通过对东京、新加坡、香港、台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八个典型城市轨道交通管

理体制的研究与分析，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1）各城市政府均有主管机构进行综合监管，同时亦有相关机构进行专项管理 

香港的运输与房屋局、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台湾的交通部、中国内地各城市的交

通委员会均为政府轨道交通的主管机构。而如香港的发展局、财经局和中国内地的计划、规

划、建设等行政管理机构则依照各自职责对城市轨道交通进行专项管理。 

（2）各城市政府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主管机构有分离和合并两种 

香港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监管均集中在运输与房屋局，分别为路政署和运输署，新加

坡捷运的建设和运营监管也集中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台北捷运的建设监管和建设推动在台北

市捷运工程局，而运营监管则在台北市交通局；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监管主要在地方政府，

但地方政府一般均成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的监管，而运营的监管一般设在市交通委员会或

其他交通部门。  

（3）轨道交通建设推动机构有政府推动和公司推动两种 

台北捷运由台北市政府成立捷运工程局，新加坡政府最早成立的大众捷运管理局和之后

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均为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均为推动轨道交通建设而由政府设立。中国内地

由于国家政策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必须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来推动建设，如

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广州地铁公司、上海申通地铁公司、深圳地铁公司等等。香港

地铁的建设是由香港政府授予香港铁路公司以专营权的方式建设。日本两种情况均存在，由

政府成立了铁道建设公团推动新干线、都市铁道等设施的建设，而各都市区则是由都市交通

局负责推动建设。 

（4）轨道交通资金来源有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种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城市轨道交通都是由政府投资，资产也归政府所有。但在亚

洲的日本却存在着许多特例，如东京地区的私铁（东武铁道、西武铁道、京成电铁、京王电

铁等）完全由民间投资，并由其建设和运营；另外，在东京地区也存在着第三部门（多摩都

市轻轨公司、东京轻轨公司、首都圈新都市铁道公司）的形式，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并成

立的公司来建设和运营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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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轨道交通公司组建主要有两种方式，即政府主导组建和市场化运作 

由政府组建运营公司，运营公司为国营公司或事业机构，有独立经营权，但要受政府主

管机构监管。此种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仅有运营职能的机构，如台北捷运公司、

日本东京都交通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等；另一种兼有建设和运营的机构，如香港铁路公司、

上海申通公司、广州地铁公司、深圳地铁公司。市场化运作组建公司一般是政府提供设施设

备及资金、运营公司承包服务、依靠合同关系实现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目标的机制。此种情况

下，较为典型的是新加坡的新捷运公司（SBS）。 

3 结语 

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城市的轨道交通管理体制为公有公营的一体化管理体制综上所述，对

于城市轨道交通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两个城市完全相同，即使在同一城市在不同线路上也存在

很大的差异。可以说由于各个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以及政治体制的不同，

造就了适合各自发展的不同的管理体制。但不同城市的轨道交通管理体制均围绕着共同的发

展目标，即政府主导，注重轨道交通公益属性的发挥，同时也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提高轨道交通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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