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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现状 

1、交通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 

——网络规模大幅扩展 

——技术等级明显提升 



单位 2005年水平 2013年水平 2013年世
界排名 

铁路运营里程 万千米 7.5 10.31 2 

#：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万千米 --- 1.1 1 

公路通车里程 万千米 334.5 435.6 2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万千米 4.1 10.44 1 

民用机场数 个 142 183 

输油气管道里程 万千米 4.4 9.85 

城市轨道交通里程 千米 460 2746（19）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万千米 12.3 12.6 1 

港口泊位 万个 3.52 3.2 

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前10
位的中国港口（8个） 

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天津港、广州港、苏州港、
青岛港、唐山港、大连港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2、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客货运输量规模快速扩大 

——客运快速化发展趋势明显 

——货运物流化组织水平提高 

 



2005年 2012年 

单位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全社会客运量 万人 1847018 100.0 3804035 100.0 

#：铁路 万人 115583 6.3 189337 5.0 

公路 万人 1697381 91.9 3557010 93.5 

水运 万人 20227 1.1 25752 0.7 

民航 万人 13827 0.7 31936 0.8 

客运周转量 亿人千米 17466.74 100.00 33383.09 100.00 

#：铁路 亿人千米 6061.96 34.71 9812.33 29.39 

公路 亿人千米 9292.08 53.2 18467.55 55.32 

水运 亿人千米 67.77 0.39 77.48 0.23 

民航 亿人千米 2044.93 11.71 5025.74 15.05 

中国旅客运输量发展水平 



中国货物运输量发展水平 

2005年 2012年 

单位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全社会货运量 万吨 1862066 100.0 4099400 100.0 

#：铁路 万吨 269296 14.5 390438 9.5 

公路 万吨 1341778 72.0 3188475 77.8 

水运 万吨 218648 11.8 458705 11.2 

民航 万吨 307 --- 545 --- 

管道 万吨 31037 1.7 61238 1.5 

货运周转量 亿吨千米 80258.1 100.00 173770.7 100.00 

#：铁路 亿吨千米 20726.0 25.8 29187.1 16.8 

公路 亿吨千米 8693.2 10.8 59534.9 34.3 

水运 亿吨千米 49672.3 61.9 81707.6 47.0 

民航 亿吨千米 78.9 0.1 163.9 0.1 

管道 亿吨千米 1087.7 1.4 3177.3 1.8 



3、运输装备技术水平迈上新台阶 

——主要运输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 

——交通信息化水平取得进展 

 



单位 2005年 2013年 

铁路机车拥有量 台 17473 20835 

民用汽车拥有量 万辆 3159.7 12670.1 

（1）#：载客汽车 万辆 2132.5 10561.8 

载货汽车 万辆 955.6 2010.6 

（2）#：私人汽车拥有量 万辆 1848.1 10501.7 

民用运输船舶拥有量 艘 20.73 17.26 

民用运输船舶净载重吨 万吨 9076 22849 

民航飞机总数 架 1246 4004 

#：运输飞机 架 863 2145 

通用飞机 架 383 1519 

中国主要运输装备发展水平 



4、中国交通运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尚不完善，技术等级、网络

覆盖广度和通达度有待提高，区域间、方式间、
方式内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存量设施系统效
率偏低。 

——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尚未完全形成，
综合交通枢纽和一体化服务发展滞后。 

——运输装备和整体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自主创新及产业化发展能力不强。 

 



——运输服务整体水平不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薄
弱。 

——交通运输安全保障能力亟须提升，交通能耗与
排放水平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运输市场环

境有待优化，政策、法规、标准、人才结构等仍
需健全和完善。 







二、中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与政策取向 

1、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要求 

“十二五”规划总体要求：加快转变交通发展
方式，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从分散、独立发展转
向一体化发展，初步形成网络设施配套衔接、
技术装备先进适用、运输服务安全高效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出行需要。 



2、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目标 

单位 2010年 2015年 

铁路营业里程 万千米 9.1 12.0 

公路通车里程 万千米 400.8 450.0 

#：国家高速公路 万千米 5.8 8.3 

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 万千米 1.03 1.3 

输油气管道里程 万千米 7.85 15.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千米 1400 3000 

沿海港口深水泊位数 个 1774 2214 

民用运输机场数 个 175 230 



3、主要发展任务 

——完善“五纵五横”区际综合交通通道 

     五纵：黑河-三亚、北京-上海、满洲里、港澳台、包
头-广州、临河-防城港 

     五横：天津-喀什、青岛-拉萨、连云港-阿拉山口、上
海-成都、上海-瑞丽 



    铁路 

     发展高速铁路，基本形成国家快速铁路网 

     加强西部干线建设，强化重载货运网建设 

    公路 

     基本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 

     加大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力度，提升技术等级与通行能力 

    水运 

     完善港口布局，提升沿海港口群现代化建设水平 

     推进航运中心建设 

     加快实施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 



    民航 

     优化空域资源配置，提升空中交通网络运行能力 

     加强机场建设，新城层次清楚、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
机场布局 

    管道 

     统筹油气进口运输通道和国内储备系统建设 

     加快形成跨区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连的油气运输通
道 



——建设城际快速网络 

     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以国省干线公路、通勤

航空为补充，加快推进城市群（圈、带）多层次城际快速
交通网络建设，适应城市群发展需要。 

——强化城市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分担比例 

     发挥大容量公共交通在引导城市功能布局、土地综合开
发和利用等方面的作用 

     统筹考虑城市内多种轨道交通方式的衔接协调发展 

 



——推进农村交通发展 

     统筹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公路的通达度、覆盖广度和技术标准。 

——发展综合交通枢纽 

     按照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的要求，全面推进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 

 



4、交通运输发展政策要求 

——运输服务 

     加快运输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运输市场准入制度，规

范市场行为与经营秩序，积极推动运输市场全面开放，加
快构建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 

     完善政府监管：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政策，运用经济、法

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政府对运输市场的监管，
引导运输市场结构合理化，着力提高运输服务的集中度和
组织化水平。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对公共运
输服务的供给力度。 

     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与合
作，提高客货运输服务效率，减低社会物流成本。 



——技术装备 

     推进先进、适用的轨道交通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应用，
全面实现现代化。 

     积极发展公路专用运输车辆、大型箱式货车、多轴重载

大型车辆和城市配送车辆，推进客货运车辆结构升级和节
能化进程，加快老旧车辆更新。 

     优化船队结构，加快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加速淘汰老

旧船舶，船队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高港口现代化
装备水平。 

     继续完善和优化我国民用机队结构，积极发展支线飞机
和通用飞机。 

     提高交通运输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安全保障 

     强化交通安全理念 

     完善安全管理体制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安全监督管理 

     加大安全设施投入 

     增强安全科研力量 

     推进安全队伍建设 

     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节能环保 

     节约利用土地、线位、岸线、空域等资源 

     提高交通运输能源利用效率 

     鼓励应用清洁环保交通技术和装备，保护生态环境 



辆/百人, 1980, 

0.18 
辆/百人, 1990, 

0.48 

辆/百人, 2000, 

1.27 

辆/百人, 2010, 

9.31 

辆/百人, 2020, 

16 

三、中国——走向汽车大国之路 

1、快速机动化改变了中国交通发展的轨迹 

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 



2、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对汽车消
费产生巨大需求 

 1990 2000 2010 2020 

城镇化率（%） 26.41 36.22 49.95 ±60.0 

汽车保有量
（万辆） 

551.4 1608.9 9356.3 ＞20000 

汽车大国！？ 



3、中国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资
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淘汰高污染车辆 

——提高油品质量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运输方式替代汽车出行 

——…… 



4、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之殇 

——日益严重的混合交通拥堵与停车困境 

——行政手段治堵与经济手段治堵：限购、限行…… 

——呼唤汽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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