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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key period of China’s new pattern urbanization,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lement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which could precisely reflect the rules of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y, and establish an supportive associated index system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 the “13th Five
Year” peri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y, points out that “urbanization r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two
key indic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complie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associated index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y, then furth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ssociated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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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及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的
内在关联规律，通过建立关联指标体系更科学合理的指导“十三五”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落实新
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内在关联本质入手，提出城镇化率、产业
结构是把握二者规律及表现的两大关键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指标体系研
究框架，并初步拟定关联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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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开放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源与外需并重转变，在全球经济
体系中角色的转变都将带动国内外交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需要在深刻理解全球产业布局与我国
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国家整体及东中西城市群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把握综合交通运输特征，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高效支撑国家整体及各大城市群竞争力提升的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指导我
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十三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受制于管理
体制条块分割、规划相互融合不够等因素出现了部分地区不顾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盲目建设的现象，导致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存在诸多脱节之处，为“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埋下隐患。如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地区城际铁路尚未成网，建设滞后；中西部地区城际铁路规划超前，高速公路
盲目建设。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建立能有效指导国家及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关联指标体系，优化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东中西城市群发育程度差别悬殊，城市群交通设施建设需要差异化指引。城市群的社会经济、
城镇体系、产业布局等要素千差万别，需要深入研究城市群综合交通网络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建立适
合城市群发育水平的交通指标体系，有针对性的指导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2. 研究思路、目标、意义
本研究将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交通运输与国
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现象，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关联背后的内在规律及关键指标，提出我国综合
交通网络与国民经济关联理论，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与“十三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趋势，构
建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指标框架及体系，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综合交通网络规划及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
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投资与创新驱动转型，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支撑城市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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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都市区功能布局等方面产生重大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 为国际功
能的交通网络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对于全面提高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度具有重要意义；2) 有利于加快“十
三五”时期国家城镇战略格局优化，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3) 有利于指导东中西城市群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差异化策略。

2. 以往相关研究综述及评价
2.1. 以往研究综述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研究涉及到的理论主要有运输化理论、交替推拉理论、运输成本阀值
理论和相互作用理论。相关研究集中在从多个维度去剖析、认识这种相关性的作用肌理及相关阈值计算，
试图去解释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在各个阶段的关联度。
付琳[1]将城市综合交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分为四个过程：构建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将主成分分析法运用于提取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序参变量；
利用以主成分为基础的序参变量值计算出交通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通过相关性分析探析协调度及其影
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郭卉[2]建立协调发展评价、潜在均衡评价、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运
用基于嫡权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DEA 等方法，建立以协调发展指数、潜在均衡指数、资源配置效率指
数为输出结果的评价模型，全面反映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汪传旭[3]运用大系
统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了一类反映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协调发展指数，并采用
“改进的加权加法评分法”建立了定量评价方法；后来他将灰色系统协调模型用于判断交通与经济之间
的协调关系。雷怀英[4]将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看作是互为输入输出的投入产出系统，通过建立交通
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模型(DEA)，得出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有效性
指数和状态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周伟、马书红[5]在木桶理论和 SWOT 分析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由主体指
标和补充指标组成的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与之相应的适应性综合评价方
法——改进的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法。王庆云[6]等主要从运输能力角度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进行评价，因此构建了承载能力指数、经济支撑指数、需求潜力指数三个基础性的指标，运用 DEA 方法
对公路、铁路、港口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进行经济适应性分析。王利芳[7]从供需均衡系数、综合绩效系
数、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指标对道路运输与国民经济的适应性进行评价，认为通过这三个指标分别可以反
映道路运输系统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运输需求能力、系统整体经济效益好坏、道路运输系统内部各
个方面相互协调一致的程度以及道路运输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等信息，并根据三个指标构造出综合适应度
指数来衡量道路运输与国民经济适应程度。

2.2. 以往研究评价
目前对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研领域，部分涉及到实践领域的研究多
以回顾总结型研究为主，缺乏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肌理与规律的深入考察，对综合交通网络规划
与建设缺乏宏观指导意义，这也导致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显著的“运动式”特征。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集中力量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导致铁路、水运、航空等交通网络建设滞后，到十五、十一
五时期矛盾开始越发突出。十一五开始又集中力量建设高速铁路，从国家到地方热情高涨，不少地方片
面追求所谓大项目“政绩”，不顾现实需求超前超规模建设。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将交通运输作为输入端、国民经济作为输出端，试图利用各种模
型建立两大指标群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忽略内在规律的“黑箱子”方法。事实上，交通需求作为社会
经济发展的派生性需求，二者之间是正向伴随关系，只有找到二者间的作用桥梁才能把握二者关联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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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的内在肌理研究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表现的深入分析，我们认为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是促使二者发生关联的两大关键因素。就现实发展情况来看，这两个因素又是在同步发展、相
互作用的。在城镇化低水平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以原材料及资源初步加工业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较
低，交通运输需求整体水平偏低，以长距离货物运输为主，客运需求尚处于酝酿期；随着产业升级改造
与新技术运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及辐射范围扩大，居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交通
运输需求开始快速增加，并呈现多元化。
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城镇化率 20%~26%，产业结构以二产为主，处于以出口为导
向的加工贸易阶段，以轻工产品和纺织产品为主导产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时期交通需求主要
集中在货物出口，表现为 1986~1990 年港口建设大幅提速，国内货运呈现长距离的大宗资源型物资运输，
典型的如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居民生活水平较低(1990 年人均 GDP 344 美元)，商务及居民休闲、旅游
等客运需求尚未得到释放。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城镇化率逐步快速提升，2000 年达到 36%，二产继续保
持主导态势，但三产比例快速增加。这个阶段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
整契机，在保持纺织服装、鞋帽、杂项制品等方面保持着国际竞争能力的同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机
电产品(主要是机电及音像设备、运输设备)等产业，带动国际航空、外海航运快速发展，空港、海港货物
吞吐量飞速增加。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动国内外休闲出行需求的猛涨，1999
年我国正式启动黄金周休假制度，进一步刺激了全民休闲出行。
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2001 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城镇化率保持快速提升，三产增势已经
超过二产。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直接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机电产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增加，国际交往、商务、旅游等跨江需求快速增加，带来空海双港运输量同
步增长。国内东中西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梯度格局，内需被充分释放，国内整体交通需求(主要是公路、
航空)开始出现井喷。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及时启动投资与内需拉动策略，城镇化率提升并未出现明显减速，但内
生动力已经发生改变，三产超过二产成为主导产业。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结构面临调整，服务贸易表现出
强劲增长势头，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国家借机对经济发展模式进
行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一阶段港口吞吐量、铁路货运量等大宗物资运输增速放缓或下降。东部
沿海地区已进入较高城镇化发展阶段，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升，带动国内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
出行快速增长。

4.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指标框架体系
4.1. 框架构建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指标框架应从城镇化和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
入手，需要能够真实反映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对综合交通运输带来的影响及综合交通运输对前者的互动
反馈效应，以支撑产业链体系高效整合及转型升级为目标考察相应的交通需求特征，引入服务水平指标，
提出相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指标。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将继续保持稳步提升，这将继续带动居民旅游休闲需求大幅增加，生产性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将带动公务商务出行需求快速攀升，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及现代物流发展将推动货物运输需
求发展表现出新特征。框架体系应充分考虑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国民经济与交通运输特征，提高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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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

4.2. 框架指标体系
基于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作用规律的研究，应在全球、国家、城市群、都市区四个层面的
需求特征基础上选取指标，建立相对应的关联指标体系来定量描述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作用
关系，见图 3。
框架指标体系整体包括国民经济指标体系、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两大类，二者通过关联度这一测
度指标关联起来。国民经济指标体系由城镇化、产业结构两大子类构成，前者包括社会经济指标(GDP、
人均 GDP 等)、城镇化率，后者包括三产结构、三产比例等。综合交通运输指标由交通需求、交通设施
两大子类构成，前者包括旅客需求、货运需求、第三方物流需求等，后者包括建设规模、服务水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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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与三产结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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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改革开放以来旅客与货物运输量发展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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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ssociated index system betwee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y
图 3.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指标体系

5. 总结
综合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理论的建立能够指引未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国家城镇战
略格局，有利于指导东中西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化策略。本研究试图从综合交通运输与国
民经济关联的内在规律入手，提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框架指标体系，对于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交
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联理论具有试验性意义。本文仅为该研究的起始部分，后续将结合我国以往的发展
实践对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框架体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框架指标体系，指导我国“十三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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