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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应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之邀，我先后为《2010-2014 中国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报告 (2018)》作序，今年有幸再

为该系列丛书新的成果《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报告 (2019)》写序。

感谢报告编研团队对我的信任与认可，我很高兴地看到大连海事大学综合交通运输协

同创新中心牵头组织的“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系列丛书”研究组不断壮大，他们持

续关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积极开展这项意义重大且探索艰辛的工作，值得肯

定。他们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评价研究作为一个长期的事业，我能感受到研究团队坚

持不懈的追求与工作热情，有感于他们的决心和毅力。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快速、超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交

通运输行业实现了由“跟跑型”向“引领型”转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交通运输部今年启动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2021-2050 年）》编研工作，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是国家交通强国建设实施的开创性战略规划，特别是在全国机构重大改革背景下国家规划

体系重构过程中新的思路、新的方向，从分散独立规划到全面统筹规划，从规模发展向融

合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型。综合立体交通网是交通基础设施最高层次的空间网络，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2050 年）》将指导我国未来 30 年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对于未来国家交通运输发展格局的塑造至关重要，我建议编研组在科

学审视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充分思考未来我国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

发展规模、协调水平、网络韧性、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和经济承受能力等等，科学辨识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地区差异，去寻求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答案，探索交通

强国建设策略，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交通运输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 , 正值国省市层面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研究、交通运输

“十四五”规划前期等相关研究工作全面启动之时，我期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当前交

通运输领域相关工作提供参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重要民生问题，始终要坚持以人

为本、公平发展 , 我也期盼整个团队能够不忘初心，在目前研究基础上，积极探索，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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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各方面的专家充分沟通，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和方法，并持续推出新的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我相信坚持下去，这个系列丛书必将为我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出卓越贡

献！

汪　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

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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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站在了交通大国

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意味着我们将在新时代开

启建设交通强国新征程，这是党和人民赋予交通运输行业新使命。为全面落实交通强国建

设的战略部署，交通运输部于今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研究工作，我们对

过往阶段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进行评估，旨在揭示规律、发现问题，以期为探索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提供参考。

首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多维、多层次、多功能的组织结构，涉及要素繁多，交

互影响复杂，是一个综合与复杂的巨系统，在信息化背景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大数据系统。

如何解读这个体系是评估工作的基础，我们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分解为市场需求、运输服

务、载运工具、基础设施、组织管理和科技创新六个子系统。

其次，我们将评估视角落在体系的发展，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量的变化、结

构的变化、还有质量的变化，它们体现在量的大小、结构的优劣以及质量的好坏，为此我

们选取 2011-2017 年的数据，在时间维度去刻画发展的特征。我们并不认为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的量、结构和质量有一个绝对的终极状态，恰恰相反，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

展是一个永恒的前进过程。既然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选取相对的标准，在发展的空间维

度上比较我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相对发展水平。然而各个

地区在交通运输资源禀赋上存在自然差异，如何消除差异是一个问题，为此，我们遵循“以

人为本”的发展根本，采用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作各种相关统计指标，以消除地区间自然

禀赋差异 ；采用方式分担率消除各地区因交通运输方式构成不同引起的结构差异等等。

第三，由于大家对体系中各要素的重要程度存在判断的不一致，为消除主观差异，这

里采用标准离差评价法，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等比选确定指标权重。

最后，我们使用的基础数据源主要来自于交通运输相关的统计年鉴，有少量数据来自

互联网，也有一些评价指标因客观数据的缺失不得不在本次评价中去除。

综上，我们提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指数及其测度方法，对 2011-2017 年度全国以

及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排名与分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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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对策与建议，全书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内涵及发展指

数、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总体评价、省（直辖市、自治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综述，以及总结篇四个部分。

总体来讲，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评估过程中，保持评价体系的完整性、指标数据

的合理性和结果公平性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作，但我们不忘初心，不断钻研，尽可能实

现上述目标，力求为读者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系列丛书”

研究组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的创新研究工作，在《2010-2014 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评

估报告》《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报告（2018）》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与完善，今年推出

我们新的接续成果《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报告（2019）》，以期为我国交通强国建设

贡献力量！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加上本书涉及的文献资料很多，书中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欢

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9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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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2019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tood at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large scale transportation countr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China’s Strength 

in transportation, which means that we will start a new journey in building transport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journey is a new miss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building China’s Strength in Transportatio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lanning this year. We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past 

stage, aiming at revealing the law and discovering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China’s strength country.

First of all,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level, multi-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volving many elements and complex interactions. I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giant system, and is also a big data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ization. How to interpret 

this system is the basis of the assessment work. We decompose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to 

six subsystems: market dem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vehicle, infrastructur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ly, we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quantity, structure 

and quality, which is embodied the size of the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Therefore, we select the data from 2011 to 2017, and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 time 

dimension. We do not believe that quantity, structure and quality o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ve an absolute ultimate state. On the contrary,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an eternal process. Since there is no absolute standard, we choose the relative standard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level by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spatial dimension. However, there 

are natural differences in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in various regions, so the problem is how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 thus we follow the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dividing   population size and 

economic scale by relevant indicators to eliminate regional natural differences and using mode sharing rate to 

eliminat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caused by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in various regions.

Third, in order to eliminate subjective difference caused by inconsistency in the judg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each element in the system, we use standard deviation evaluation method, entropy method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to determine index weight. The basic data sources we use are mainly from 

statistical yearbooks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a few data from the Internet, and we have to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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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ndicators due to the lack of objective data.

In summary, we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index and its measurement 

method to evaluate, rank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e national and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our country from 2011 to 2017, and propo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book contains four parts: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ex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general evaluation on China’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review o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nd 

summary.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a very challenging task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ndicator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results in the system evaluation process, but we do not forget 

the initial intention and continue to specializ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as far as possible, and 

strive to deliver more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readers. The team who works for the series of reports on Chin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regards it as a continuous innovation research work. It is 

further adjust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the first two reports. We launched our new succession work on Report 

on China’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2019),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China’s 

Strength in transportation.

Due to the limited knowledge of the author and the numerous documents involved in this book, there are 

inevitably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book. Readers are welcome to criticize and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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