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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ongqing, transport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it also bring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traffic environment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rowth of private
cars,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nd slow moving system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ways to realiz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in Chongq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compact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transport-oriented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public transport plann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low traff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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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城镇化发展迅速，交通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领了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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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和交通环境问题。通过对重庆小汽车增长、公共交通服务及慢行系统的分析，提出在重庆市城
镇化进程中，低碳交通的实现途径是城镇化的紧凑集约发展、构建公交导向的低碳交通体系、在公交规
划中应用新技术以及完善慢行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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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进程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数目的增多，
二方面是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进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各个国
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 50%，有一
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还是居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实
质性转变。2007 年底，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 44.9%，重庆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8.3%；2017 年全
国城镇化率为 58.52%，重庆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4.08%。无论是城镇化的一般理论，还是从中国城镇
化当前的任务来看，中国城镇化都将继续快速推进。
在城镇化进程中，交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领了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展，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交通建设。我国快速机动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耗、交通拥挤、车速
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交通部门产生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这一比例还会持续增长。
汽车尾气排放的碳氢化合物、铅化物以及碳、氮、硫的氧化物等污染物，已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一
个重要来源[1]。
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的节点上，
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衔接和联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在公元前 11 世纪，巴国就
在此建都，是我国最大的山城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城镇化进程的交通问题比其他城市复杂，因此，
亟需探索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低碳交通的问题。

2. 重庆城镇化进程中低碳交通问题
重庆市由于地处中西部，其城镇化进程相比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区及环渤海地区发展稍慢一些，
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城镇化进程中交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机动车拥有量增长过快
随着国民经济的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得到提升。过去被认为是只有地位显赫或富余
的家庭才能购买的汽车，如今也逐渐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庭，重庆由于是山地城市，没有自行车道，自
行车和摩托车不能成为居民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人们对机动车的依赖更强，造成了重庆机动车保有量
增长迅速。2016 年底重庆市机动车 508 万辆，其中小汽车 281.7 万辆，2010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3%%、27.7%，2016 年重庆市主城区：2016 年底机动车 139.8 万辆，其中汽车 124.7 万辆，小汽车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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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2010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3.2%、17.3%、19.5%。可见，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很快，2012 年~2016
年重庆主城区机动车增长如表 1 所示。
2016 年重庆主城区城市道路总里程为 4654 公里，仅增加了 281 公里。这就导致重庆主城区城市道
路增幅难以满足机动车高速增长这一态势。由于过快的机动车增长，造成了重庆市高峰交通压力增大，
平均车速降低，2016 年主城区干路网高峰车速为 23.1 km/h，比 2015 年降低 2.2%；内环以内干路网高峰
车速为 20.7 km/h，比 2015 年降低 1.9%。在早晚高峰时期，城区交通拥堵现象十分严重，在交通运输节
点上如桥梁和隧道，交通拥堵现象更为严重。

2.2. 公交出行分担率不高
城市公共交通是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公益性事业，具有集约高效、节能环保、安全可靠、便捷经济
等优点，在城市交通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私家车的保有量增多意味着更多的人选择自驾出行。2016 年，
重庆市主城区公共交通总客运量和分担率近年来首度出现双下降。重庆主城区公共交通分担率由 2008 年
的 68.2%下降到 2016 年的 59.3%，重庆主城区的小汽车分担率由 2008 年的 18.6%提升到了 2016 年的
33.5%。2016 年重庆主城区全方式公交分担率 32.6%，低于北京(38%)、上海(34%)、郑州(35%)等城市，
更低于国外优秀城市水平如首尔(63%)，东京(51%)。

2.3. 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
2016 年，重庆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 190 万人次，在机动化出行比例中仅占公共交通的 27%，
占比较低，与北京(38%)，上海(51%)等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可以看出重庆现在的交通还是以
地面交通为主。重庆内环以内地区的轨道线网密度 0.31 公里/平方公里，站点 500 米覆盖率 16%，远低于
东京、巴黎等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目前承担的客流中，有 62%的客流出行距离在 7 km 以下，其中有 48.78%
出行属于组团内部出行，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方式中承担跨组团、中长距离出行的骨干作用不突出，同
时，由于核心区人口集中且轨道出行依赖度较高，重庆现在的轨道交通没有联网，没有其它轨道线路分
担一部分客运量，导致核心区轨道交通高峰时段部分断面客流过饱和，最大满载率达到 148%，客流强度
达到 2.24 万人/公里日，而一些线路的拓展区线路仅为 0.32 万人/公里日。
从地面交通来看，城市核心区的公交运营车速来看，公交准点率仅为 26.6%，平均车速已经从 2010
年的 17.94 km/1 降低到了 13.4 km/h，车速慢、准点率差已经成为市民放弃公交出行的重要原因。

2.4. 公共交通线网覆盖不足
重庆主城区内的公交线路总体呈辐射式布局，没有脱离单中心的布局，主要辐射中心是渝中半岛、
沙坪坝、南坪、观音桥和北陪等几个次级辐射中心和菜园坝火车站、汽车北站、陈家坪客运站、四公里
长途汽车站等主要交通集散点。重庆市内环以外区域 300 米站点覆盖率为 21%，500 米覆盖率为 46%，
Table 1. Motor vehicles in Chongqing’s main urban areas increased from 2012 to 2016
表 1. 2012 年~2016 年重庆主城区机动车增长
年份

机动车拥有量/万辆

机动车增长量/万辆

机动车增长率/%

2012

93.3

12.1

14.9

2013

99

5.7

6.101

2014

115.1

16.1

16.263

2015

126.4

11.3

9.818

2016

139.8

13.4

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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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规范要求 70%、90%，而支路系统公交覆盖率仅 16%，支路公交沿线覆盖严重不足。据 2014 年居民
出行调查显示，都市区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约 44 min，其中：乘坐公交车出行时间为 42.9 min，两端
步行时间约 16 min，占 36%。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时间为 53.1 min，两端步行时间约 20 min，占 40%公共
交通两端步行时间较长。这表明公共交通站点的可达性、线路的覆盖范围以及换乘便捷程度较为欠缺，
市民最后一公里覆盖出行不便。因此，重庆市公交站点覆盖率有待提高。

2.5. 慢行系统设施不连续、出行环境差
慢行系统的主体是自行车和步行，由于重庆市的地理环境的限制，没有自行车道。长期以来，重庆
市居民短距离出行以及连接公交两端的出行主要依靠步行，重庆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全方式出行结构中
的步行出行比例虽由 2002 年 62.7%下降到 2014 年的 46.3%，但是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由于重庆市机动
车发展迅速，停车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许多步行道被停车位挤占，造成了步行地面
严重损坏，步行和车辆混用，一方面使行人的步行环境变坏，另一方面增加了行人的安全隐患。有些道
路的步行道不连续，行人不得不借助机动车道完成步行，增加了行人出行的危险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重庆市城镇化的交通问题主要集中在小汽车发展太快，公共交通的分担率
比较低，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步行系统不完善等问题，造成了交通资源的浪费，增加能源的消耗，并
带来交通环境问题，如空气质量降低、交通噪音扰民及交通拥堵问题。

3. 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低碳交通的实现途径
对于城镇化低碳发展，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了“CIRCLE”原则：即紧凑型城市遏制城市膨胀(Compact)、
减少资源消耗潜在的影响(Reduce)、保持土地的生态和碳汇功能(Land)、个人行动倡导负责任的消费
(Individual)、提高能效和发展循环经济(Efficiency)、减少能源消耗的碳足迹(Carbon)。这六项原则决定了
低碳的城市形态主要特征是“紧凑型城市”，即高密度高容积率(High Portico)、(High Density)、高层(High
Rise)的“3H (高)”城市[2]。
城镇化进程低碳交通措施主要是在低碳约束条件下，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交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一般来说“低碳交通”实现途径，从需求方面来说是通过城市空间规划与管理，形成面向低碳的城市空
间结构。从供给方面来说主要包括：① 使用高效节能的交通工具，降低单位里程的能源消耗量，单位能
源的碳排放量随之降低；② 通过调整城市的交通出行方式，支持公共交通或步行、自行车出行等非机动
交通模式，减少高耗能的交通工具如小汽车的出行[3]。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交通运输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高效节能的交通工具如新能源汽车能够
为低碳交通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但是，仅通过技术手段尚不足以完全解决低碳交通的所有问题。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交通结构对居民交通出行的行为及其相应的能耗和排放问题有
着深远的影响，这两者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因此，需要从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和城市交通结构的根源
出发探索减少机动化交通的有效途径。

3.1. 实现城镇化紧凑集约发展
针对城镇化引发的问题，美国开始检讨城市蔓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提出了未来城市发
展应采取公共交通主导的紧凑空间形态和混合土地用途，推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欧洲城镇化的结
构特点以中小城镇为主体，56%的欧洲城市人口生活在总人口为 5000 人至 10 万人的城镇。是小城镇高
度发达，大城市少，分布比较均衡，城镇化空间格局上呈“紧凑型”发展，每个城镇之间形成分工、竞
争和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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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长江、嘉陵江、南山把重庆天然的分成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
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多个组团，组团之间通过桥梁和隧道来连接(见
图 1)。笔者认为重庆城镇化进程应紧凑集约发展，城市空间布局采取紧凑型、多中心、组团化和网络式
的形式。目前桥梁和隧道在高峰小时拥堵严重，说明组团内职住不均衡。应全面实现功能上的多中心，
就近上学、就近上班、就近活动。为了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在生态城市单元建设完善的公共设施和生活
配套设施，这样，降低了交通需求的产生，减少了交通压力，减少了居民出行的时间及成本，提高了生
活质量。

Figure 1.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Chongqing in 2007
图 1. 2007 年重庆城市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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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公交导向的低碳交通体系
引导人们选择公共交通，降低小汽车出行，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重庆目前正处于大规模的城市建
设和新一轮的空间结构调整期，交通规划从交通体系重构入手，将有利于推动城市规划的绿色低碳转型。
法国巴黎的郊区火车和德国城市的郊区火车，对减少小汽车出行、改善大都市拥堵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各种公交线路组成便捷的公众出行网络，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换
乘，不需要重新购票。
构建公交导向的低碳交通系统的目的是大力度全环节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引导人们选择公共
交通出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优化公交线网布局，增加公交专用道，同时合理增设公交站点以及完善公交港湾式停车站，提高
公交站点覆盖率和直达率。
② 轨道交通应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架，应发挥其长距离、大运量运输的特点，重庆市目前需加强主
城区轨道交通的联网建设，过多的资金投放到郊区和郊县的轨道交通建设，将造成资源的浪费。
③ 科学规划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层次和结构，发挥城市支路网的交通功能，适时开通微循环公交，
推动末端公交。

3.3. 新技术在公交规划的应用
重庆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技术是对传统技术领域的体系性冲击，从而引起
交通行业变革要求，新技术将对交通运输带来巨大的冲击。自动驾驶及车联网是交通发展的趋势，智能
网联实现车辆与车辆之间、车辆与网络之间以及智能交通系统服务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在大数据和新
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公交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定制公交”和“共享班车”应该是一种新的公交运行
模式。在新技术的引领下，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政府部门应该提前作好相应的变革。这不仅仅是
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全国乃至全球都将面临的共性问题，但如果我们不做出变革，就会
处于落后的局面。

3.4. 完善慢行交通系统
交通拥堵、交通环境等问题，小汽车出行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使以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为主要构成的慢行交通越来越受到关注。慢行交通在城市交通中主要承担短距离出行，是连接两
端公共交通的重要换乘方式，合理利用慢行交通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同时，慢行交通能够降低能源消耗、
减少大气污染。此外，城市慢行交通可以实现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释放人们的紧张生活压
力。
重庆是一座具有 3000 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地处大西南，位于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之处，中国著名
的山城，在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的文化景点和自然景点。重庆没有自行车道，慢行交通主要是以步行
为主体。因此，重庆的慢行交通的布局：① 主要围绕文化景点和自然景点，布局慢行交通体系；② 连
接两端公共交通的步行道应该美观和实用，充分考虑行人的需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提高步行舒适
度。依靠重庆的两江和山城特点，重庆的慢行交通可以成为重庆靓丽的风景线。由于慢行交通的发展不
仅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还涉及到社会公共管理体系，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发
展慢行交通比较成功的国家有德国、丹麦、荷兰、英国等，都从国家层面发布了相关规划、明确在城市
道路设计中优先考虑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使用人群，而且行人和自行车的路权要优于小汽车。重庆
在慢待交通规划中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城市慢行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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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目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重
庆城镇化进程中的低碳交通问题，要从城镇化紧凑集约发展、以公交导向的交通体系、公交规划中的新
技术和慢行交通系统等方面来着手。解决城镇化中的问题，需全社会重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交
通智能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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