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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 industry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of public transport industr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Transport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the Standard) in October, 2007. It also discussed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such as its applicability with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 industry, and the low-carbon transpor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inclu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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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自 2007 年 10 月实施以来，我国城市客运行业，特别是公

共交通行业的发展形势和特点，然后针对《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的主要内容，依次分析了其与现行法规政
策的适应性、与行业发展现状的适用性、与低碳交通(节能减排)的适应性等。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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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运输部。近年来，城市客运行业发展迅速，呈现出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于

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一是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

2007 年 6 月经原建设部批准发布，2007 年 10 月正式

得新突破。截至 2010 年底，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实施，它是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标准，

辖市)已经全部将城市公共交通和出租管理职能划归

是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在选择公交方式、建设前期策划、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其中 10 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已经明确将所辖全部城市的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管理

2008 年，国家进行“大部制”机构改革，将指导

职能划归交通运输部门管理。城市客运管理体制的逐

城市客运(包括城市公共交通)的职责划入新组建的交

步理顺为规范城市客运行业管理，提高城市客运服务

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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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推进城乡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Table 1. Sort of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CJJ/T 114-2007)
表 1.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CJJ/T 114-2007)

二是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迅速。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向多
元化方向发展，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建设取得新进展，

大类

中类

小类

轨道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期，到“十二五”末全国轨道

小型公共汽车

运营里程将超过 3000 公里。以公共交通引领城市发

中型公共汽车

[2]

展的理念逐步确立 。三是城市交通拥堵日益加剧，

常规公共汽车

大型公共汽车

拥堵治理受到重视。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在缓

特大型(铰接)公共汽车

解交通拥堵中不断创新思路，注重通过综合手段治理

双层公共汽车

拥堵问题，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四是交通行业节能减

大型公共汽车

排受到重视。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推广应
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和方式，合理

城市道路
公共交通

快速公共汽车系统

超大型(双铰接)公共汽车

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和燃油标准，已经成为交通行业

中型无轨电车

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具有绿色、无污染特点的公

无轨电车

共自行车在国内部分城市出现发展热潮，并受到各级

小型出租汽车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自 2007 年实施以来
出租汽车

已经历经 6 年时间，这 6 年期间我国城市客运行业也

A型车辆

适应性进行分析势在必行。
地铁系统

2.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主要内容

C型车辆
轻轨系统

目标都是安全运送乘客，但建设规模、运输能力、工

LC车辆

程造价都各有不同，其技术支撑条件和技术水平也各

跨座式单轨
单轨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

悬挂式单轨车辆

技术水平、道路状况有密切关联。

单厢或铰接式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按系统形式、载客工

导轨式胶轮电车

具类型、客运能力，对城市公共交通进行分类，采用

中低速磁浮车辆
磁浮系统

大类、中类、小类三个层次。《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

高速磁浮车辆

准》将城市公共交通分为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城市轨
道交通、城市水上公共交通和城市其他公共交通四大

自动导向轨道系统

胶轮特制车辆

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地铁车辆或专用车辆

类(见表 1)。

常规渡轮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是指在城市地区各级道路上
城市水上公共
交通

城市客渡

城市车渡

城市轨道交通是指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

8

往复式索道

向的车辆运输系统，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

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

快速渡轮
旅游观光轮

公共汽车系统、无轨电车和出租汽车四个中类。

车形式，运送相当规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包括

B型车辆
LB车辆

目前全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类别很多，虽然共同的

设置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以列车或单

中型出租汽车
大型出租汽车

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对《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

行驶的公共客运交通方式，包括常规公共汽车、快速

大型无轨电车
特大型(铰接)无轨电车

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3]。

有特色，采用何种公交方式与客流大小、经济条件、

特大型(铰接)公共汽车

客运索道
城市其他公共
交通

循环式索道
客运缆车

-

客运电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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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和市域快速轨道系统七个中类。

车、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车辆和有关设施，按照

城市水上公共交通主要指连接被水域阻断的两

核定的线路、站点、时间、票价运营，为社会公众提

岸接驳交通，与两岸平行航行且有固定站点码头的客

供基本出行服务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不包含出租汽

运交通，以及水上旅游观光交通三种方式；包括城市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
车[4]。2012 年 12 月，

客渡、城市车渡两个中类，其中城市客渡系统是城市

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 号)也不将出租汽车

水上公共客运交通的主体。

《交通运输“十二五”规划》
归入城市公共交通范畴[5]。

城市其他公共交通的设置，主要是考虑还有一些

将出租汽车视为综合运输的组成部分，在第二章第三

特殊类型客运交通工具的存在，并为今后交通发展留

节“加强城市客运管理”中提出完善政策法规，加强

有余地而设。包括客运索道、客运缆车、客运扶梯、

出租汽车市场管理[6]。

客运电梯等中类。
在《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中，
每个中类又细分了若干小类，并给出了每个小类在车
辆长度、额定载客量、平均运行速度以及适用道路等
级等主要指标特征。

3.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适应性分析

因此，《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关于出租汽车
相关内容的规定与现行政策法规不适应。

3.2. 与行业发展现状的适应性
近年来，汽车租赁、公共自行车等新兴的城市客
运方式发展迅速，对于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客运
服务系统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发布

汽车租赁作为我国新兴的交通运输服务业，是满

实施 6 年来，对于城市客运的健康发展、建设项目的

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商务活动需求和保障重大社

评选和运营管理等起到了统一认识的作用。城市人民

会活动的重要交通方式。近年来，我国汽车租赁业快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在进行城市客运规划、设计和建

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至 2011 年底，全国租

设时，可以依据该标准规定的各种公共交通类型适用

赁汽车已超过 20 万辆。北京、重庆、山西、昆明等

范围合理地选择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公共交通类型，

地先后制定发布了汽车租赁(业)管理办法等法规，以

这对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节省建设投资和保护城市

促进汽车租赁业的健康发展[7,8]。2013 年，国家质量

环境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

监督检疫检验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客运，特别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汽车租赁、

国家标准 GB/T 29911-2013《汽车租赁服务规范》，该

公共自行车等新兴客运方式日益壮大；同时国家相关

标准的发布和实施，适应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以及市

法规政策和行业管理职能设置为了顺应改善民生和

场经济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会进一步促进和指导了

构建综合运输体系的要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

我国汽车租赁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9]。

有必要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

自行车是中短距离出行的理想交通方式，在公共

2007)与现行政策法规、城市客运发展现状以及国家生

交通出行中承担着两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

态文明发展等方面的适应性，为修订完善该标准奠定

无污染、低成本的优点。在缓解交通拥堵、发展低碳

基础。

交通的大背景下，我国许多城市将公共租赁自行车纳

3.1. 与现行政策法规的适应性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将出租汽车归为城市

入公共交通发展规划。自 2008 年起，我国已先后有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便民自行车项目，包括由政府财政
出资建设的杭州、太原、无锡、台州、池州、海口、

道路公共交通类别，但近年来国家相关法规政策不把

广州、烟台、石家庄等城市的公共自行车车，以及由

出租汽车归入公共交通领域，而是归入城市客运领域。

企业参与投资的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如武汉、上海、

如，2010 年 10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城市公共交

成都、济南、青岛、南昌、深圳等。目前，杭州市、

通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六条“城市公共交通，

武汉市、上海市等公共自行车系统不仅在倡导低碳环

是指在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利用公共汽(电)

保出行，解决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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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成效、而且在旅游观光、休闲健身等方面取得良
[3,10]

好的社会效益

造价、道路运行条件等与常规公共汽车有不同的特点。
现行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没有包含新能源和

(图 1)。

现行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没有覆盖汽车
租赁、公共自行车等新兴的城市客运方式，难以满足
城市客运发展需要。

清洁燃料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需要修订。

4. 对策建议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原来

面对我国城市客运的快速发展及其多样化的需

用于客运经营的索道、缆车、扶梯和电梯等运输方式

求，城市客运在客运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逐步退出了城市客运市场，而转为城市观光旅游

[11]

。

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关的标准提供依据和给予引导。

因此《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已经与当前城市客运

但是，目前我国尚无完备的城市客运分类标准，而现

的现状不符。

行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只涉

3.3. 与低碳交通(节能减排)的适应性
随着各级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视，混合动力、

及了城市公共交通，没有涵盖整个城市客运系统，并
且在行业发展现状和现行的政策法规等多方面存在
不符或缺漏，难以满足当前城市客运发展的需要。因

纯电动、天然气等新能源和清洁燃料车辆在城市公共

此，建议一是制定《城市客运分类标准》替代现行的

交通和出租汽车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多。截至 2011 年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在新制

年底，全国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公交车辆占公交运

定的《城市客运分类标准》中提出一套具有通用性、

营车辆总数的 58.0%，同比上升 10.2%，见图 2。

普适性的城市客运分类标准，包括分类依据，每类客

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国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中

运方式的定位、功能、性能、适用范围等。二是修订

新能源车辆总数为 7831 辆，同比增长 176.5%。新能

现行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 114-2007)》，

源车辆出租车 448 辆，约是 2010 年的 8 倍。全国新

将内容上的缺漏和不符部分进行完善和修订，以适应

能源公交车辆的快速增长，将对推进交通节能减排工

当前行业发展的需求。新标准的制定或者原标准的修

作具有重要意义。新能源和清洁燃料公共汽车的性能、

订都将为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及领导的研究、决
策提供具有普适性、通用性的参考和依据。对于城市
客运不仅在客运方式构成、资源配置、组织架构等方
面的规划上提供依据而且还将为城市客运营运、服务
标准的制定提供支持和依据，为城市客运技术的发展
方向及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Figure 1. Public bike rental site
图 1. 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

(201348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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