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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铁路运输建设环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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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点决 定了铁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综合 交通运输 体系中的骨 干

地位. 建设和谐社会和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 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 展的客观 需求又 对铁路 发展提 出了新 的要求.
为了又好又快地促进铁路现代化建设, 需要继续 调整优化铁 路建设 项目审批 程序、加大 对铁路建 设项目 的资金 支
持力度、
加大对铁路公益性运输的财政支持力度 、
积极推进铁路运价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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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显改善, 旅游休闲等开放型消费模式不断增强, 对运

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 随着我国经

输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快速化和品质化等特征,

济社会发展的工业化、
城镇化、
国际化等不断推进,
特别是如何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保持经济平稳

运输需求结构将不断升级, 客货运输质量将日益提

较快增长、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

能力提升, 更需要向更高水平的转变, 对铁路发展提

式等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对铁路发展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也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为加快铁路建设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营造健康良好的环境.

1

高, 无论旅客运输还是货物运输不仅需要铁路运输

1. 2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迫切需要铁
路提供有力的运力支撑

铁路运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面临新
形势, 获得新机遇

不平衡,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铁路作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在社会

比较明显. 国家将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发挥比较

我国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 资源分布和工业布局

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是全
面完成/ 十一五0规划目标, 为/ 十二五0规划顺利实

优势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形成若干带动力强、

施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 铁路发展担负重要使命.

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新格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别

1. 1

联系紧密的主体功能区, 构建人口、
经济和资源环境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进一步加快铁

是新疆、
西藏等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 区域间经

路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 十二五0期间, 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

济交流将更为频繁, 区域间运输联系更为紧密, 既有

增长, 预计 GDP 年增长保持在 8% , 城镇化 率将达
到 55% . GDP 平稳增长, 经济结构、
城乡结构和消费
结构调整升级, 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向需求结构、供
给结构、
要素投入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和消费需求的
扩大, 蕴藏巨大的需求潜力, 中西部和广大城乡市场

区际间铁路运输通道运能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更加突
出, 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以客运专线和区际干
线为骨架的快速铁路通道和能源运输通道建设, 为
区域经济合作发挥/ 桥梁纽带0 作用, 为畅通区际间
客货交流提供强大、
快捷的运力支持, 同时进一步拓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必将带动全社会人员、
物质加速
流动, 全社会客货运输需求迅速增加, 对铁路发展的

展西部路网和覆盖面, 充分发挥铁路对地区经济引

需求将持续增长, 同时高附加值的产业及产品将不

期间将更加注重通过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来调

断上升,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和消费支出结构明

整城乡结构, 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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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为依托, 推动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
城镇带, 城乡间、
城市群内及各城市群间的客运需求

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 积极有效地推动铁
路相关企业实施/ 走出去0战略, 大力开拓国际铁路

增长迅速, 迫切需要建立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

建设和装备市场, 逐步输出我国铁路技术和标准体

铁路快速网和城市群内部的城际轨道交通网, 满足
大流量、
高密度、
高强度的旅客运输需求.

系, 积极参与世界高速铁路建设运营和装备制造业

1. 3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强铁路在现代

发展, 充分利用铁路在地缘政治和经贸往来优势, 更
好服务外加/ 战略0, 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综合运输体系中骨干地位

两种资源, 努力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十分严峻,
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迫切需要规划建设与我
国人口分布、
资源禀赋、产业布局、
生态环境等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交通运输体系, 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 十二五0期间将节能减排、
建设两型社
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

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
体系中的地位.

2

加快现代化铁路建设是推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迫切选择

党的十七大从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出发, 明确提
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去年底召

低碳经济, 加大绿色投资、
倡导绿色消费来增强发展
可持续性. 铁路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大众化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交通工具, 具有运力大、成本低、
占地少、节能环保、

比较优势将会得到进一步显现. 首先, 从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阶段来看, 当前仍处于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

安全舒适、
高效便捷等多种比较优势, 是符合我国国

作了全面部署. 铁路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

情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绿色交通工具, 在保持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交通运输体系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中, 客货运输总量不断增加对加快交通运输发展提

和骨干地位. 加快铁路建设与发展, 以最小的能源消

中, 综合交通实现绿色、
低碳、
可持续发展, 铁路运输

耗和最低的社会成本满足经济社会运输的总需求,
承担起节能减排、降低成本、
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的

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 市场份额明显恢复并实现
新的提升, 铁路将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

重任,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的有机统

极大的促进作用[ 1] .

出了更大的刚性需 求; 其次, 在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

一, 对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交通体

第一, 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

系,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现实意
义.

作用. 城市化是中国重振内需和结构转变的枢纽, 也
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纵观人类发

实施/ 走出去0战略需要铁路在国际合作和竞

展史, 交通运输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可或缺的保证.

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建设一条铁路, 就能够形成一条工业走廊和城市带.

1. 4

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 十二五0期间我

目前, 我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阶段,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 标, 到 2020

国将在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
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参

年, 我国工业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城镇化水平将由

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近年来, 我国铁路在建
造技术、
装备水平、
建设管理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取得

2008 年的 45. 7% 提高到 60% .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巨大成就, 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通道建设战略合作

的数量和频率将大幅度提升. 高速铁路具有全天候
运输、
方便快捷和运能强大的特点, 最适应现代社会

和实施铁路/ 走出去0 战略时机基本成熟. 铁路作为
陆路重要的联系渠道, 在能源、
资源及其他重大物资

进程的加快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口流动

城镇人口的出行. 在我国发展以高速铁路为重点的

的国际运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与周边国家在铁

快速客运网, 对于保证城镇人口的大量流动, 对于实

路领域开展合作, 加快建设国际铁路运输通道, 形成

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 对于发挥中心
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于强化相邻城

以我国为中心的周边铁路互联互通网络, 有利于加
快实施/ 走出去0战略, 对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睦邻

市的/ 同城0效应, 都具有重要作用. 去年底开通的武

友好关系的发展,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地区经

广高速铁路, 纵贯鄂湘粤三省, 3 小时由武汉到达广

济合作和保证国家安全等具有重大意义. 充分利用

州, 给沿线人民群众提供了最 快捷的交通方 式. 目
前, 武广高铁每天运送旅客最高时达到 8 万多人, 不

我国铁路在高速、
重载以及高原铁路建设、
运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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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促进了武汉、长沙、广州三个省会城市经济、文化
的融合, 而且韶关、
郴州、衡阳、
株洲、
岳阳、
咸宁等沿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5美国科学院学报6 2008
年刊登的研究报告称, 过去 10 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

线地区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速度在加

放总量增加了 13% , 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增

快. 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速铁路, 跨越 7 个省市, 贯穿
我国最大的城市带, 这条高铁开通后, 北京到上海只

长率达 25% . 运输业对二氧化碳排放的/ 贡献度0为

需 4 个小时, 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心城市对其他城

是最低的, 研究表明, 在等量运输下, 铁路、
公路和航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大幅提升, 每个中心城市与周

空的能耗比为 1 B9. 3 B 18. 6, 铁路是最为节能的运
输方式, 京津城际 CRH 3 型/ 和谐号0动车组一个单

边城镇之间将融为一体, 将极大地推助沿线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

30% 以上. 铁路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

程人均耗电仅 1. 5 度, 单位能耗是波音 747 飞机的

第二, 在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

3% 、
是私人汽车的 20% . 另外, 铁路也是最环保的

作用. 促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高速铁路连接区域、
覆盖

运输方式, 电气化列车运行几乎没有污染, 高速列车

城乡, 对缩小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差距, 具有十分积

沿线没有生活垃圾的污染.
第四, 在刺激内需、
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发挥重要

极的作用.

不仅没有尾气排放, 而且采用真空密闭式集便器, 对

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看. 加快发展高速铁路, 在
各区域之间构建起最快捷的铁路通道, 将大大缩短

作用. 高速铁路是高新技术的集成, 产业链长, 能够

各区域间的时空距离, 我国东西之间、
南北之间将不

快捷的运输方式, 可以大大促进旅游等服务业的发

再遥远, 可以实现区域间劳动力尤其是人才、信息等

展, 对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要素的快速流动, 带动相关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
欠发达地区的转移, 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

带动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高速铁路作为最

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看. 高速铁路大量采用冶
金、
机械、
建筑、
橡胶、
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
等高新技术产品, 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强劲的带动

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看. 建设高速铁路, 不仅可
以直接增加沿线农民就业, 有效拉动当地消费, 增加

作用. 近年来, 地方党委 政府对高速铁 路有关的技

农民收入. 更重要的是, 高速铁路能够使城乡的联系

造厂家为龙头, 建设配套产业基地.

术、
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极为重视, 以高速列车设计制

更加紧密, 为人才、技术、资金流向农村和农业创造

从促进旅游业发展看. 我国人口众多, 旅游资源

有利的交通条件, 同时, 对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形成重要影响, 增强他们的现代化观念.

丰富, 旅游业发展潜力极大. 由于我国旅游胜地多集
中在中部和西南、西北地区, 过去受交 通不便的限

第三, 对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

制, 大量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可以预料, 随

重要作用. 铁路是世界公认的节约资源、
有利环保的
交通工具, 大力发展铁路尤其是发展高速铁路, 对于

着高速铁路网的建设, 我国旅游业会出现/ 井喷式0

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 发展低碳经济, 具有重 要意

游业迅猛发展, 2009 年全区接待旅游人数达到 475

义.

万人次, 比 2005 年增长了 164% . 京津城际铁路的
开通运营, 促进了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旅游、
商贸

在节约土地资源方面. 在各种运输方式中, 铁路
的用地是最少的. 在高速铁路建设中, 我们大量采用

的发展. 青藏铁路自 2006 年开通运营以来, 西藏旅

等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 尤其是天津市接待游客的

了以桥代路的方法, 与铁路路基相比, 每公里可节省

数量和旅游收入大幅度增加, 许多餐饮店和观光景

土地 44 亩, 对于保护珍贵的土地资源有重要作用.
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 相对于其他交通运输方

点人员爆满. 武广高铁开通运营后, 许多中心城市的

式, 铁路具有明显的节约能源的比较优势. 目前, 每

第五, 在加快实施/ 走出去0战略中发挥重要作

年我国铁路用不到五分之一的能源消耗完成了全社

用. 近年来, 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
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会二分之一的客货运输量. 高速铁路的节能效果更
为突出, 是陆路运输方式中最节省能源的. 由于高铁

游客涌向沿线景点, 产生了明显的高铁旅游效应.

为中国铁路/ 走出去0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对

都是电气化铁路, 不依赖石油资源, 使用的电力可以

于实现/ 中国制造0由低端向高端发展、由劳动密集

来自于火力发电, 也可以来自于水电、核电、风电等

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能源, 有利于我国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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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又快推进铁路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力
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继续调整优化铁路建设项目审批程序. 当前我

国铁路发展进入了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期, 客运专
线、
城际铁路、煤运通道等大规 模铁路建设全 面铺
开, 在建客运专线达到 1 万多公里; 2010 年 安排新
开工项目 70 项, 投资规模 1 万亿元左右, 开展前期
工作的项目 90 余项, 规模 1 万亿左右; 到 2012 年我
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1 万公里, 其中投入运营的
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将达 1. 3 万公里. 要确保铁路
建设项目的快速推进, 加快项目审批是关键. 建议国
家有关部门继续调整优化现行 咨询评估和审 批程
序, 加快项目审批进度, 缩短前期工作周期, 使铁路
重点项目早开工、
早建成、
早见效[ 2] .
进一步加大对铁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力度. 铁
路项目标准高、投资大, 要确保 铁路建设的顺 利实
施, 资金保障是基础. 近年来, 铁路建设实施了/ 政府
主导、
多元化投资、
市场化运作0的铁路投融资体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随着大规模铁路建设的持续
推进, 需要政府在资金方面的给予大力支持, 加大直
接融资力度, 尤其是对国土开发、国防建设、扶贫等

大

学

学

险救灾运输, 对化肥、
粮食、棉花、
磷矿石等支农物资
实行优惠运价和减免铁路建设基金; 我国铁路西部、
东北、
中部部分铁路是属于国土开发型的公益性线
路, 运营亏损, 为确保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转, 铁路部
门采取内部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补贴. 为保证铁路
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应对低于运输成本的支农物
资、
学生、
军运等公益性运输任务给予财政补贴; 对
青藏铁路等公益性铁路运营亏损给予补贴等.
积极推进铁路运价市场化改革. 当前, 大部分的
铁路新线建设都采取铁道部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合
资合作建设方式, 经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是一个成功
的模式, 目前合资铁路公司累计达到 150 多家, 投资
规模超过 3 万亿元, 合资建路规模不断扩大, 每年都
有几千公里新线投入运营, 合资公司的运营管理、
运
价制定等都必须按照5 公司法6要求进行规范运作,
国家应对采用合资、
项目融资方式建成的铁路、改制
上市的铁路公司以及民间资本参与建设的铁路, 抓
紧确立市场化运价形成机制, 确保合资铁路的正常
运转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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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家的补贴, 而且承担了大量公益性运输任务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of Railway Transport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W ANG L a-i x iang
( D evelopment & Planning Bureau of t he R ail w ay M inist ry, Beijing 100084, C hina)

Abstract: T he eco nom ic developm ent st ag e and t he charact erist ics of t he indust rial st ruct ure in our count ry
det erm ine t he import ant position of t he railw ay in t he chang e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 he opt-i
m ization of co mpr ehensive t raff ic and tr ansport . T he object ive requir em ent of keeping the economy deve-l
o ped st eadily requests t he new requirement f or railw ay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t ernat io nal cr-i
sis and building harm onio us societ y. In order t o adv ance t he const ruct ion of railw ay m odernization f ast er
and bet t er, w e m ust cont inuously adjust and o pt imize t he review and approv al procedure o f t he r ailw ay const ruct ion pro ject, increase t he f unds f or railw ay const ruct ion pro ject, impr ove t he financial support f or rai-l
w ay public tr ansport and po sit ively prom ot e t he market r ef orm of r ailw ay t ranspor t.
Key words: railw ay co nst ruct io n; po licy suppor t; public tr ansport ; t ranspo rt price ref 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