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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纵观世界历史，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帆影，到
航海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
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
——习近平 2021-10-14

《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出版 聚焦交通现代化
（新华社2021-11-25，记者：张泉）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
究中心25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交通现代化研
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交通体系建设、交通服务优
化、交通效率提升和交通治理改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目前
部分交通指标如高铁线路比例等已位居世界前列。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
题组组长何传启表示，交通现代化包括从传统交通向现代交通
和综合交通的范式转变，以及交通技术、交通效率、交通质
量、交通满意度和环境友好性的提升等。报告构建了交通现代
化指标体系，共遴选了100个核心指标，包括交通体系指标32
个，交通服务指标44个，综合治理指标24个，并定量分析了世
界和中国交通现代化100个指标的发展趋势。
报告分析了世界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概述了世界交通
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和国际经验，并完成了中国交通现代化的实
证和前景分析，提出中国交通现代化路线图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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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交通指标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光明日报2021-11-26，记者：张亚雄）11月25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报告
从交通需求角度，定量分析世界交通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趋势，探讨21世纪中国交通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提
出中国交通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政策建议。

聚焦交通现代化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研究员表示，交通是现代生活的旅伴，运输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广义而言，交通是交通和运输的统称，指人和或物从一个时空移动到另一时空，它要求安全、
高效、准时、便捷、舒适、成本可接受等。交通现代化是交通领域的现代化，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交通的安全性、
高效性、准时性、便捷性、舒适性、可及性、可达性、环境友好性等。交通现代化既有普遍规律和共性特点，也
有时代和国别差异，具有需求和模式多样性等。
何传启认为，交通现代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交通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其世界前沿水
平、同时适应和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交通需求的行为和过程。在18～21世纪期间，世界交通现代化大致分
为两大阶段（表1）。第一次交通现代化是从传统平面交通向现代立体交通的转型，主要特点包括机械化、电气
化、自动化、标准化、交通体系形成、交通产业比例先升后降等。第二次交通现代化是从现代立体交通向综合智
能交通的转型，主要特点目前包括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便利化、交通体系转型升级、交通产业比例下降并
趋向合理值等。
表1 世界交通现代化的前沿进程的两大阶段
项 目

工业时代的交通现代化

知识时代的交通现代化

大致时间

1760～1970年

1970～2100年

道路运输

交通工具改变，机动车取代牛车马车等

人均轿车数量和高速公路比例增加，趋向合理值

基本内涵
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
交通产业
交通经济

从传统平面交通向现代立体交通的转变
交通体系建立，主要适应发展需要
19世纪20年代诞生，并快速发展

交通工具改变，机动船取代帆船人力船
20世纪初诞生，持续和快速发展
19世纪诞生，20世纪快速发展
交通产业比例先上升、后下降

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从现代立体交通向综合智能交通的转变
交通体系转型升级，更多适应社会需求

人均铁路里程下降，部分国家高速铁路比例增加

人均内陆水运周转量先升后降，人均集装箱海运量上升
人均航空客运量增加，人均航空货运周转量趋向合理值
国别差异大，部分国家人均管道运输周转量下降
交通产业比例下降，趋向合理值

转型升级，信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

提出交通现代化100个核心指标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雷在会上系统介绍了交通现代化指标体系和发达国家100个核心
交通指标的发展趋势和世界交通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刘雷指出，根据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的交通统计指标体系等，遴选和构建
交通现代化指标体系，它包括100个核心指标（表2），涉及交通现代化的3个层次和26个分析维度；其中，3个层
次分别是交通体系、交通服务和综合治理（图1）。100个指标包括交通体系指标32个，交通服务指标44个，综合
治理指标24个；其中，水平指标35个，特征指标25个，状态指标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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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交通现代化的100个核心指标
项 目

水平指标/个

特征指标/个

状态指标/个

合计/个

其中,合理值指标/个

交通服务

14

8

22

44

10

25

40

100

20

交通体系

14

10

7

综合治理

7

35

合计

8

10

32
24

9
1

注：合理值指标是指标数值的变化，不会“无限”增大或减小，而是存在一个“合理值”的指标。

交通治理体系
治理层：科学合理，持续发展
交通服务体系
运营层：安全高效，满意服务
交通物理体系
物理层：物理构成，合理布局
图1 交通体系（广义）的分层结构模型（示意图）
注：交通物理体系（Transport physical systems）指交通体系的物理构成子系统，是交通体系的物理基础。交通服务体系（Transport service
systems）指交通体系的动态运营子系统，是交通体系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实际表现。交通治理体系（Transport governance systems）指交通体系
的综合治理子系统。

三个层次涉及 4 个研究主题、6 个亚主题和 26 个分析维度（表 3），分析维度与研究主题的对应关系是相对的。
其中，交通体系层次涉及 4 个分析维度，包括运输需求、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和交通网络；交通服务层次涉及
12 个分析维度，包括私人交通、公共交通、商业交通、特殊交通、产业水平、产业效率、产业质量、质量管理、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需求结构和交通强度；综合治理层次涉及 10 个分析维度，包括交通科技、智能交通、交
通环境（生态环境）、交通能源、交通安全、人力资源、交通制度、交通观念、交通建设和交通维护。
表3 交通现代化研究的分层结构、研究主题和分析维度
层 次

交通体系
现代化

交通服务
现代化

综合治理
现代化

主

题

交通体系

交通服务

交通效率
交通治理

分析维度

亚主题
交通体系

运输需求、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交通网络

交通行为

私人交通、公共交通、商业交通、特殊交通

交通经济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需求结构、交通强度

交通产业

交通效率
交通治理

产业水平、产业效率、产业质量、质量管理
交通科技、智能交通、交通环境（生态环境）、
交通能源、交通安全

人力资源、交通制度、交通观念、交通建设、
交通维护

关键理念

先进性、便捷性、
可及性、可达性

合理性、准时性、
舒适性、便利性、
经济性、满意度

高效性、安全性、
稳定性、灵活性、

环境友好、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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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处于交通初等发达国家的前列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西君则介绍了中国交通现代化关键指标的趋势分析和水平分析。
赵西君表示，中国部分交通指标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赵西君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交通体系建设、交通服务优化、交通效率提升和交通治理改进等方面取得
巨大成就。2018年在参与国际比较的42个交通指标中，中国有3个指标达到发达水平，8个指标达到中等发达水
平，19个指标达到初等发达水平；其中，高铁线路比例和高速公路比例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在可以获得统计数据和人口超百万的国家中，2018年中国高铁线路比例排名世界第
一位，人均高铁里程排名第四位（表4），高速公路比例排名第六位。根据交通现代化综合得分和交通体系综合
得分，2018年中国属于交通发展中国家，具有初等发达水平，处于交通初等发达国家的前列。
表4 2018年中国铁路交通指标的国际比较
国 家
中国
韩国

西班牙
日本
法国

比利时
土耳其
意大利
德国
荷兰

奥地利

人均铁路里程
（公 里 / 千 人）

人均高铁里程*
（公 里 / 千 人）

高铁线路比例*
（%）

铁路密度
（公 里 / 百 平 方 公 里）

0.081

0.017

21.1

4.3

0.095
0.334
0.151
0.422
0.316
0.125
0.278
0.403
0.186
0.550

0.021
0.053
0.022
0.041
0.018
0.007
0.015
0.012
0.005
0.007

22.7
15.9
14.8
9.7

1.4
3.1
5.2

5.2

5.8

11.9

5.4

5.7

5.8
3.0
2.8
1.4

1.3

9.6
9.5
5.9

注：*日本和奥地利的数据为2017年值，德国为2016年值。

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交通强国
(中国新闻网 2021-11-25节选，记者：孙自法）聚焦“交通现代化研究”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25日在北
京发布，其提出的中国交通现代化路线图显示，未来30年，中国可分三个阶段推进交通体系、交通服务、交通效
率、交通治理四个交通现代化建设，到2050年前后，全国实现交通现代化，全面建成现代化交通强国。
中国交通现代化未来30年三阶段发展路线图：在2025年前后，部分(地区和方面)实现交通现代化，部分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在2035年前后，全国基本实现交通现代化，基本建成现代化交通体系和交通强国；在2050年前
后，全国实现交通现代化，全面建成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交通强国。中国交通现代化的综合性目标包括实现交通设
施网络、交通服务、交通技术装备、交通治理等现代化，实现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现代化。
报告建议，未来30年，中国要以交通需求为导向，以交通服务为中心，以交通体系为优先，以交通创新为动
力，以交通治理为保障，全面推进交通现代化。交通体系现代化是优先领域，优先建设“装备先进、布局合理、
全民可及、全域可达”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交通服务现代化是重中之重，重点建设智能化的交通服务体系，
交通服务质量和交通满意度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优质客运服务全民可享、全境可达、全途愉快、全员满意
等。交通效率现代化是关键所在，全面提升交通科技发展和应用水平，持续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交通
能耗和交通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交通技术、交通效率、交通安全和交通绿色发展等达到世界前沿水平。交通治
理现代化是基本保障，重点推进交通观念和交通制度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现代化和可持续的交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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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8年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成新兴工业化国家
(中国新闻网 2021-11-25，记者：孙自法）25日在北京正式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披露，根据统计数
据截至2018年的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定量评价，2018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首次达到100分，全国平均完成第一
次现代化和工业化，基本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具备向第二次现代化
进军的物质基础。
《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最新编纂完成，这
也是该研究团队自2001年以来连续推出的第20部现代化年度报告。

图1《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专家座谈会会场

图2 何传启研究员介绍报告

这份最新出炉的报告显示，从定量评价看，中国2018年全国第一次现代化10个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人均国民
收入、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增加值比例、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城市人口比例、医生比例、婴儿死亡率、平均预
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等首次全部达标，都达到或超过1960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
1950-2018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从26上升到100；1970-2018年，第二次现代化的许多要素传入中国，
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从21上升到45。2018年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和综合现代化指数分别约为45和48，在131
个国家中分别排名第48位和第65位。根据第二次现代化指数，2018年中国现代化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45%。
分区域来看，中国现代化地区发展不平衡，2018年中国34个省级地区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
广东、福建、重庆、山东、香港、澳门、台湾等12个全地区平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其中，北京、上海、香港、
澳门、台湾等5个地区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发达水平的特征。
在当天报告发布的专家座谈会上，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
研究员表示，2018年全国平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
个里程碑，为后续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也提醒，2018年中国仍是一个具有初等发达水平的发展
中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位置(水平)。
《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还显示，在131个参评国家中，2018年有46个国家已完成第一次现代化，85个国家
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其中，28个国家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101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2个国家仍处于农
业社会，有些原住民仍然生活在原始社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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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简表：1840-2080年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2021-11-25，记者：王振红）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现
代化报告2021》专家座谈会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
题组组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教授何传启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和介绍了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时间简表（表1），比较直观地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和光明前景。�
表1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简表:1840～2080年
项目

大致时间

1840-1860年

起点

1912-1949年

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

1840-1911年
回顾

1949-2020年
1840-2020年
（180年）
2020-2035年

展望

阶段或进展

2035-2050年
2050-2080年
2020-2080年
（60年）

特点或成就

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

工业化优先

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等

工业化优先

1840-1949年，现代化起步和局部现代化
1950-2018年，全国平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从欠发达
国家升级为初等发达国家，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位置（水平）
2000-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适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全国平均达到中等发
达水平，国家水平排名进入世界前40位

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国平均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全国平均达到世界
前沿水平，国家水平排名进入世界前10位

全面实现现代化

全国平均达到发达水平，国家水平排名进入世
界前20位，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国平均实现现代化

2020-2050年，从初等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
2050-2080年，从发达国家升级到世界前列，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

注：根据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国家现代化水平可以分为四组：发达水平、中等发达水平、初等发达水平和欠发达水平；其中，达到发
达水平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现代化科学的基本原理和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21世纪国家现代化建设主要有五
个目标，其中，两个目标属于阶段目标，三个目标属于水平目标。两个阶段目标：一是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转变；二是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转变。三个水平目标：一是达
到中等发达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达到发达水平，全国平均实现现代化；三是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全面实现现代化。2078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100周年。

何传启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简表包括回顾和展望两个部分。前者展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成就，
后者展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前景。前者覆盖的时间范围为1840～2020年，后者覆盖的时间范围为2020～
2080年。
首先，简要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大致可以追溯到1840～1860年。在1840～2020年期间，中国现代化进程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主要特点是工业化优先。二是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主要
特点是工业化优先。三是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主要特点包括四个现代化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大体而言，
1840～1949年，是现代化起步和局部现代化；1950～2018年，中国全国平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成为一个新兴工
业化国家，并从欠发达国家升级为初等发达国家，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位置（水平）；2000～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其次，前景展望。在2020～2080年期间，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20～2035年，中国将
适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现代化水平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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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2050年，全国平均达到发达水平，国家现代化水平排名进入世界前20位，全国平均实现现代化，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2050～2080年，全国平均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全国平均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国家
现代化水平排名进入世界前10位，全面实现现代化。大体而言，2020～2050年，从初等发达国家逐步升级为发达
国家，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2050～2080年，从发达国家升级到世界前列，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
“从定量预测看，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在建党100周年时，全国平均完成第一次现
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国平均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三是在改革开放100周年时，全国平均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何传启说。
据悉，《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交通现代化研究》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
究中心完成的第20部年度报告，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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