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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动态：

新理念、新服务



主要内容

中国城市交通面临的挑战

城市和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

城市交通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交通系统供求关系的演化机理

中国城市交通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结论



中国城市交通面临的挑战



建国初期
6万多辆

78改革开放
160万辆

1986年
800多万

1998年
4500多万

2008年
近1.7亿

2008年，中国机动车数量

近1.7亿辆，汽车保有量6467
万辆

1987年～2008年间，中国

机动车保有量年均增长超过

14% 
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由1949

年的2300 辆，到1978年约7.7 
万辆，走了整整29年；但

是，从100 万辆升至200 万
辆，仅用了6年时间；从200 
万辆升至300 万辆，仅用了4
年时间

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



城镇人口由1993年33173万增

加到2007年59379万，城镇化

水平从27.99%提高到2007年的

44.90%
2007年，设市城市总数达655

座，建制镇总数为19369个
据城市规划专家预测，到

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

到58%～60%，在这一期间，

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8～9亿

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迅速扩张

空气污染

温室气体排放

交通拥挤日益严重 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能源紧缺

城市化

机动化



城市和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



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

建设生态城市的理念为现代城市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建设生态

城市“不应该仅仅纠正技术与城市发展带来的污染及其灾害”，而

应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地不断演进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倡导的“生态园林城市”，也是建设“生态

城市”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对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生态城市具有“合理的建筑布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选择使用

清洁能源；有效控制污染，环境质量达到优良状态；城市有较高

比例的绿化覆盖率；居民具有强烈的环境意识”（全国人大环境资

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语）



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
生态城市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

共存、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融入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

的关系上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

废物循环再生

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化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既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

协调的发展

整体性 生态城市并不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

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区域概念，建立在

区域平衡的基础上。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

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未来城市交通的理想模式未来城市交通的理想模式

城市交通发展不仅关乎交通自身发展，而且与城市、社会、经济、环境、资

源和人类的发展密切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城市交通应该满足如下要求：

协调性 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对交通质量的要求相一致。为

此，要实现交通与土地利用、不同交通方式、交通网络与枢纽、交通规划与管理、

交通建设与使用的高度协调和整合

可达性 强调交通的本质是人与物的空间位移，用可达性指标评价交通系统的优劣

安全性 利用各种交通方式的出行者均有安全放心的出行环境条件

高效性 提供畅通、可靠的多方式、多层次的交通服务，实现多模式间的快速转

换，实现人和物的高效移动。为此，要建立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的综合交通系统

生态性 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既保证城市交通系统自身发展的可持续

性，又能够强有力的支撑城市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以人为本 从人的需求出发，关注人的发展，注重社会公平，实现高效舒适、环境

友好、以人为本的交通模式



城市可持续交通的发展目标城市可持续交通的发展目标

城市可持续交通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满足交通需求、优化资

源利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安全水平，从而实现社

会、经济、交通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具体目标如下：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系统的需求

提高交通效率，缓解交通拥挤

促进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促进社会公平，增加交通出行的可选择性

提高交通安全水平

整合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实现交通方式间的快捷转换

建立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城市交通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交通系统供求关系的演化机理



城市交通系统供求关系的演化机理城市交通系统供求关系的演化机理



解决中国城市交通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19个城市、69条线路、2033.92公里轨道交通
在规划中





上上
海海
市市
城城
市市
轨轨
道道
交交
通通
近近
期期
建建
设设
规规
划划

上上
海海
市市
城城
市市
轨轨
道道
交交
通通
远远
景景
规规
划划



广州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图广州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图 广州城市轨道交通远景规划图广州城市轨道交通远景规划图



畅通工程的探索与实践



杭州案例

从2006年起，杭州市畅通工程有了理念

上的创新，进入了跨越发展期。2006
年，杭州坚持公交优先，坚持“规划、建

设、管理、素质”四管齐下的方针，提出

要构建“民本、精细、和谐”的畅通工程



民本，就是把缓解交通“行路停车难”和其他事关民生的“困难群众生活就

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办事难、清洁卫生”问题，合成市委、

市政府着力破解的“七难”问题，这期间，突出交通安全体系建设，万车

死亡率从2000年的23.36降至2006年的4.57；突出公交优先和慢行交通体

系建设，实施背街小巷改善工程，让城市发展和市政建设成果真正惠及

于民

精细，就是坚持“道路资源精耕细作、信号配时分秒必夺、道路渠化寸土

必争”的原则，大力发展智能交通建设，力求通行安全和效益的最优化和

最大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交通

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交通与环境、执法者与交通参与者、交通建设和

深厚文化底蕴等多元和谐，体现社会公平、法治有序、安全至上、便捷

高效等基本原则，大力建设低能源消耗、低资源占用、低环境污染、低

财政负担、低使用成本、“环境友好型”的交通运输系统，以最小的资源

环境代价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从这

一理念出发，杭州的畅通工程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



改善背街小巷
“白墙黛瓦，庭院春

深”，背街小巷改善工

程是杭州江南水乡的又

一标志色。作为事关百

姓家门口的实事工程，

从2004年起，市、区两

级累计投入资金15.5亿
元，改善背街小巷2172
条，总长度627公里，

新增停车泊位14100个



以文晖路上塘路口为例，该路口

日均交通流量超过10万，交警部门因

地制宜、因情施策，有效提升了该路

口的通行能力：

一是设立了掉头车道，分开左转弯和

掉头车流，目前市区共开辟掉头车道

65个

二是设立了动态导向车道，根据流量

变化，车道牌机动提示为左转弯或直

行，目前已在30个路口推行

三是在左转弯待转区的基础上，创造

了直行待驶区并推广到32个路口，效

益明显

四是利用支小路提前右转，将直行和

右转的车流分离

五是缩小路口车道宽度，从3.5米缩

小至3米左右,以此再增辟出一个车道



2006年4月，杭州市借鉴巴西库

里提巴发展城市快速公交、解决

市民出行的做法，投入资金2.2亿
元，沿城市东西向主干道，建成

28公里的公交BRT一号线。开通

以来，日均运载乘客4.53万人

次，最高峰达到7.3万人次，开通

一年累计运送乘客1606万人次







People are waiting for traffic signal in People are waiting for traffic signal in 
order ( order ( HuHu--HeHe--HaoHao--TeTe city) in 2000city) in 2000



People are waiting for traffic signal in People are waiting for traffic signal in 
order( Kunorder( Kun--Ming city) in 2003Ming city) in 2003



Bicycle parking in order( Bicycle parking in order( ShenShen--Yang city) in Yang city) in 
20002000



公交优先公交优先

实施城市公交优先

规范管理城市停车



Public transport priorityPublic transport priority





Provide safe, 
convenient, comfort, 
continuous walking 
way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Traffic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aking 
supporting system in Beijingsupporting system in Beijing



注重城市整体景观注重城市整体景观



Organize vehicle and peopleOrganize vehicle and people



Green space is considered (Green space is considered (DaDa--lianlian))



Transport, landscape and ecologyTransport, landscape and ecology



Harmony the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Harmony the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Qingand landscape( Qing--Dao)Dao)



Land use, transport and Land use, transport and landscaplelandscaple



Promote the use of bicyclePromote the use of bicycle



公共单车出租公共单车出租

北 京

贝科蓝图：海淀区单车出租点贝科蓝图：海淀区单车出租点
贝科蓝图：清华东门出租点贝科蓝图：清华东门出租点





杭州：支路、胡同利用和行人引导系统

杭州：精品工程



昆明：昆明：BRTBRT系统系统

1994年, 昆明与苏黎士合作，在国内首次明确

提出“公交优先”的交通发展政策

2006年北京路北延长线BRT系统建设

2007年广福路BRT系统专用通道通车

昆 明



香港：轨道交通香港：轨道交通++高密度开发高密度开发

香港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全港人口在2008年超过700万
公共交通分担率：从80年代开始，公共交通一直负担着全港80%以上的客流量

换乘：与地铁及机场快线接驳的巴士线共约105条线路

香港新市镇计划：1972年港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的一项庞大决策，目的在于分散

市区的人口，对新市镇的住房、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工业、交通等设施统

一规划建设。按计划先进行的三个最大新市镇是荃湾（70万人）、沙田（50万
人）、屯门（40万人）；稍后是元朗、大埔、粉岭和将军澳、西贡与离岛等地

香港轨道交通线路图香港轨道交通线路图

香港地铁香港地铁 香港轻轨香港轻轨



香港：轨道交通香港：轨道交通++高密度开发高密度开发

高密度开发：与地铁站联合修建的住宅和商业区。上世

纪80年代建成的荃湾绿杨新（22万平方米）、太古城（80
万平方米）、康颐花园（67万平方米）都是与地铁站密切

结合的大型住宅区

全港约有45%居住在仅离地铁站500m的范围内，绝大多

数位于非铁路沿线的住宅也围绕巴士站点形成高密度组

团，如果仅以居住在九龙、新界以及香港图岛的居民计，

这一比例更高达65%  
在新界，约有78%的就业岗位集中在8个位于地铁站附近

的就业中心内，其用地面积之和仅占新界总面积的2.5%
中环—金钟—铜锣湾地铁沿线的平均就业密度超过每公

顷2000人香港居住人口密度香港居住人口密度



滨海带状新城，东西长约9公里，南北平均宽约1.2公里，总
规划用地面积为10.41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西部，相距8公里

三亚市：道路系统与环境景观资源的一体化



快速交通轴：过境交通、新城快速通道；海榆西线承担此轴任务，为交通性主干路，

为过境交通以及内外、外内交通提供快速通道

机场

市区

亚龙湾
天涯海角区域

崖城镇、西线高速

三亚湾滨海带

形成三条新城轴线，突出热带滨海休闲度假新城特色

快速交通轴

生活景观轴

滨海景观轴

景观休闲性增强

快速交通

逐渐过度到

慢行交通

生活景观轴：贯通整个新城并将诸多功能用地串在一起的新城路是新城内部的生
活景观轴，它是新城的生活性主干路，以满足新城的生活性交通需求为主要功能，
是公交加步行为主体的新城综合交通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支撑，适当弱化交通功
能，重视道路景观和温馨宜人的步行空间

滨海景观轴：滨海景观大道是整个新城的最大亮点。它是休闲度假活动、观景、
漫步、交流的最佳去处，是魅力和活力所在，应提供良好的照明、与自然协调的路
侧与绿带休息设施、必要的活动和观景餐饮设施等



济宁-曲阜都市区：
多中心组团城市、支撑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系统





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公交一体化

2008年1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决定把城市客运管理职责纳入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为促

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从源头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00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

实施意见》中指出，各地区要对从事农村客运服务以及岛屿、库

区、湖区等乡镇渡口和客运经营等方便农民出行的运输行业，比

照城市公交客运政策，给予政策支持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指出，要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

运网络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已开始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



要点总结要点总结

阶段特征：精品意识、开拓创新

交通设施：科学建设、充分利用

交通服务：以人为本、方便出行

交通文化：细心哺育、改变行为

系统工程：需求特性、资源环境、公平和谐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