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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动态 

、 

 

 国务院要求健全交通运输价格机制 

10 月 15 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意见明确，到 2017 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

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 2020 年，市场

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

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交通运输行业方面，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交通运输价格机制。逐步放开铁路

运输竞争性领域价格，扩大由经营者自主定价的范围；完善铁路货运与公路挂钩

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简化运价结构；构建以列车运行速度和等级为基础、体现

服务质量差异的旅客运输票价体系。逐步扩大道路客运、民航国内航线客运、港

口经营等领域由经营者自主定价的范围，适时放开竞争性领域价格，完善价格收

费规则。放开邮政竞争性业务资费，理顺邮政业务资费结构和水平。实行有利于

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与公

共道路资源利用的停车收费政策。进一步完善出租汽车运价形成机制，发挥运价

调节出租汽车运输市场供求关系的杠杆作用，建立健全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

制以及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办法。 

（摘自：中国交通新闻网, 2015-10-17） 

 交通运输价改提速 20 万亿元投资打造经济强引擎 

价格改革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的前提

或关键所在。一直以来，交通运输服务业是业内共识的价改“硬骨头”，作为重要

的民生领域，交通运输领域价改的进程备受关注。 

10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

到 2017 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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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同时提出要健全交通运输价格机制。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年内已批复了超过 2 万亿元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交通项目占据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了投资领域名副其实的“领

头羊”。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巡视员李国勇此前表示，“十二五”时期，我

国交通运输业完成投资预计达 13 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1.6 倍。 

分析人士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业投资预计至少达 20 万亿元，

随着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交通运输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投顾问交通行业研究员蔡建明表示，我国交通运输价格改革的重点是实现

市场化。推进该领域的价格改革有利于完善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压力；同时，对于促进市场化竞争、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公平透明的交通运

输环境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见还提出，逐步放开铁路运输竞争性领域价格，扩大由经营者自主定价的

范围。对此，方正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杨为敩对记者表示，该领域的价改对于铁

路、航空以及出租车等企业存在重大利好。一方面价格回归市场可能会推动交通

运输行业的价格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铁路和航空目前运力偏紧，即使价格略有

回升也不会影响太多需求。 

“对于交通运输领域来说，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能否真正跨越体制推行下去。

要想价格改革能够深入推进，必须要加快国企改革步伐。”蔡建明表示。 

（摘自：证券日报, 2015-10-22） 

 前 9 月我国完成公水投资近 1.27 万亿元 

日前从交通运输部网站获悉，1 月至 9 月，我国累计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固定

资产投资近 1.27 万亿元，为去年同期的 106.9%。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1.15

亿元，为去年同期的 107.1%；内河建设完成投资约 361.13 亿元；沿海建设完成投

资 646.5 亿元；其他建设完成投资 128.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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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9 月，我国完成公路货物运输量 257.29 亿吨，为去年同期的 106.0%；

完成公路货物周转量 4.66 万亿吨公里，为去年同期的 105.9%；完成公路旅客运输

量 143.32 亿人，为去年同期的 99.3%；完成公路旅客周转量 9363.87 亿人公里，

为去年同期的 102.2%；完成水路货物运输量 45.5 亿吨，为去年同期的 103.8%；

完成水路货运周转量 6.77 万亿吨公里，为去年同期的 100.2%；完成水路旅客运输

量 2.07 亿人，为去年同期的 103.3%；完成水路旅客周转量 55.86 亿人公里，为去

年同期的 99.9%。 

9 月，我国完成公路货物运输量 32.84 亿吨；完成公路货物周转量 6017.13 亿

吨公里；完成公路旅客运输量 15.81 亿人；完成公路旅客周转量 1039.91 亿人公里；

完成水路货物运输量 5.5 亿吨；完成水路货物周转量 7546.31 亿吨公里；完成水路

旅客运输量 2472 万人；完成水路旅客周转量 6.87 亿人公里。 

1 月至 9 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86 亿吨，为去年同期的 102.8%；

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27.17 亿吨，为去年同期的 10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57

亿标准箱，为去年同期的 104.9%；完成旅客吞吐量 6564 万人，为去年同期的 99.1%。 

9 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55 亿吨；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3.01

亿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776.54 万标准箱；完成旅客吞吐量 666 万人。 

（摘自：中国公路网, 2015-10-15） 

 投资融资 

、 

 国家发改委批复 8 个基建项目 总投资超 900 亿 

国家发改委 15 日公布了新批复的 8 个基建项目，包括 5 个公路项目、2 个铁

路项目和 1 个航道整治项目，总投资金额达 953.16 亿元。10 月以来，国家发改委

累计批复基建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3653 亿元。 

上述 8 个项目具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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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总投资估算约 117.12 亿元。 

甘肃省渭源至武都公路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70.54 亿元。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河北省大安镇（津冀届）至平安城段和京冀、冀津连

接线段项目，总投资为 56.34 亿元。 

湖北省白洋长江公路大桥项目，总投资为 34.65 亿元。 

湖北省棋盘洲长江公路大桥项目，总投资约为 39.1 亿元。 

江西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总投资为 67.79 亿元。 

阿勒泰至富蕴至准东铁路项目，估算总投资合计 82.1 亿元。 

渝怀铁路梅江至怀化段增建第二线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185.52 亿元。 

此前，国家发改委于 10 月 13 日批复 6 条铁路轨交项目，总投资额逾 2700

亿元。 

（摘自：中国证券报, 2015-10-16） 

 安徽前三季度高速建设投资逾 143 亿 

2015 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稳增长压力加大的形势，安徽交通投资稳

步推进。截至 9 月底，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完成高速公路建设投资 143.9 亿元，

占年度建设投资计划的 71％，同比增长 4.9％，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7 条年内通车项目加快推进。目前，该集团公司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有 16 条、

跨江大桥 3 座(芜湖二桥、池州、望东)。其中，岳武、宁千、滁马、铜南宣、望

东大桥北岸接线和济祁高速砀山段、永城至利辛段等 7 个项目计划年内通车。届

时，安徽将新增高速公路里程 414 公里，突破 4000 公里大关，该集团公司所辖高

速公路运营里程也将达到 3891 公里。目前，济祁高速砀山段、宁千、望东桥北岸

接线主体工程已完工。对于其他项目，该集团公司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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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落实奖惩、实施进度日报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 

待建项目前期取得突破。安徽大力推进滁淮、广宁高速以及合宁、合安、合

巢芜高速扩建的前期工作，力争项目早日开工。预计广宁高速、合徐高速路口至

陇西段扩建应急工程可在年内开工建设。三是谋划储备项目。积极对接国家公路

“十三五”发展规划，争取更多项目纳入规划；与各地市合作，以 PPP 模式参与

地方国省道建设，目前已与亳州、滁州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淮北、阜阳项目也正

在积极推进中。 

软硬件水平持续加强。实施通行环境以及设备升级改造，先后斥资建成济广

高速大别山东互通、宁芜高速太白互通、合徐南路面改善工程，合巢芜高速试刀

山隧道应急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同时，以路面、桥隧为重点，全面加强预

防性、专业化养护，确保道路技术状况保持良好。 

（摘自：中国日报, 2015-10-14） 

 “十三五”3000 亿元贷款支持河北交通发展 

10 月 21 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签署《开发性金

融支持河北省交通事业发展合作备忘录》，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交通一体

化率先突破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北

省分行签署《全面支持公路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十三五”期间，3000 亿元贷款

支持河北交通发展。 

据了解，2005 年至 2007 年，国开行河北省分行通过 145 亿元软贷款支持，

有力缓解了河北高速公路建设资本金短缺局面，撬动中长期贷款资金约 400 亿元。

2008 年以来，国开行河北省分行通过省级平台和地市级平台，以中长期贷款、短

期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为河北高速公路建设解决约 700 亿元贷款资金，有力

助推了京港澳、大广高速、张石高速、张承高速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 4 月，河北交投集团与国开行河北省分行签订了《开发性金融战略合作

协议》，提出向河北高速公路建设提供 2000 亿元金融资金支持，为河北破解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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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难题，特别是推进太行山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提供了资金保障。 

此外，多年来，农发行河北省分行积极参与河北公路建设，加大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路、扶贫路、太行山高速、冬奥地区路、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等项目

的资金投放力，通过专项建设债券、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及利率优惠等多

种形式、多种方式给予金融支持，“十三五”期将安排不少于 1000 亿元贷款额度

用于河北公路建设。 

（摘自：燕赵都市报，2015-10-22） 

 运营管理 

 

 2015 年全国养护国检抽签结果揭晓 

10 月 19 日，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南方片区路况检测路段抽取布臵会

在北京召开。 

南方片区南方片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 16 个省、区、市。 

检查单位部公路局通报了南方片区管理规范化检查主检单位和参检单位。 

随机抽签公开随机抽取南方片区的受检路段、规范化检查受检地市和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单位。 

1、上海，主检：黑龙江，参检：河北。 

2、江苏，主检：陕西，参检：内蒙古。 

3、浙江，主检：宁夏，参检：山西。 

4、安徽，主检：辽宁，参检：西藏。 

5、福建，主检：青海，参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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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西，主检：内蒙古，参检：青海。 

7、山东，主检：新疆，参检：黑龙江。 

8、湖北，主检：海南，参检：宁夏。 

9、湖南，主检：吉林，参检：北京。 

10、广东，主检：西藏，参检：河南。 

11、广西，主检：北京，参检：新疆。 

12、海南，主检：甘肃，参检：陕西。 

13、重庆，主检：河南，参检：甘肃。 

14、四川，主检：天津，参检：广东。 

15、贵州，主检：河北，参检：辽宁。 

16、云南，主检：山西，参检：吉林。 

（摘自：中国公路网，2015-10-19） 

 六省市合作推进“互联网+运输服务”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运输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

战，也需要交通运输行业管理部门一方面因势利导鼓励创新，激发创造活力；一

方面增加联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区域间合作，推动移动互联网与运输服务

领域深度融合。 

日前，广东、北京、江苏、湖北、湖南、福建六省市交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

人齐聚广州，深入研讨“互联网+”背景下运输服务的新思路、新举措。伴随着六

省市协同推进“互联网+运输服务”联席会议机制的建立，一系列合作即将全面展

开。 

“互联网+”全面到来的时代，“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造活力，培育新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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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提升治理能力”是当前各地运输管理部门的共同诉求。实现这一诉求的重要

前提是，各地运输管理部门工作体制机制也应与时俱进，特别是主动加强不同省

市之间的协调配合，打破此前在管理机制上的固化思维限制和区域限制，推动移

动互联网与运输服务领域的深度融合。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本次研讨会达成一大成果：建立协同推进“互联

网+运输服务”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签署《协同推进“互联网+运输服务”行

动宣言》（以下简称《行动宣言》）。 

据了解，广东、北京、江苏、湖北、湖南、福建六省市“互联网+运输服务”

行动联席会议成立后，将探索协同推进“互联网+运输服务”工作的体制机制，以

期为全国运输服务行业发展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对于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应该如何发挥行业管理的优势，激发“互联网+运输

服务”创新思维、聚合创新力量？根据《行动宣言》，在“互联网+运输服务”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下，六省市运输管理部门将协同行动、互相支持，以移动互联网

引领综合运输服务，以移动互联网引领运输产业转型升级，以移动互联网引领运

输行业治理体系构建加快推进运输服务转型升级，提高运输服务水平。 

“合作”是“互联网+运输服务”行动联席会议制度的主基调。在《行动宣言》

中，行动原则概括为 32 个字：统筹规划，共同推进；协同行动、步调一致；互相

支持、紧密合作；互联互通、价值共享。 

（摘自：中国交通新闻网，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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