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第五章 「改革開放」前後交通運輸的政策變遷對其建設

取向之影響 

 

 

  本章主要目的係分別針對（1）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中共原有的

（舊的）「交通運輸管理體制」下的「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對其交通運輸建

設取向之影響與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2）在「改革開放路

線」實施後的初期，中共新的「交通運輸管理體制」下的「整體交通運輸政策

變遷對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與既存問題」的另一輪新的「政策問題認

定」分析。其重點在於對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背後的深層結構性要因，做前

置推估；以茲凸顯其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 
 

  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年間，中國大陸的整体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部的

水路運輸部門(包括其下的「航」、「港」兩大塊)，在實際營運中所產生的既

存問題相當多。而有關這些既存問題及其成因之分析，已如本研究之第三、四

章所述。 

 

  有關整体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部的水路運輸部門種種既存問題之改善、解

決，一般而言有從硬體著手及從軟體著手兩個途徑。其一之硬體途徑，係指針

對各個運輸系統中之運具、通路、終站（樞紐、場站）等三大投入要素進行改

善，藉由增加投資（資金投入）、加強實體建設（充實其設備、提升其技

術），以提升其「運輸生產力」。其二之軟體途徑，係指針對各個運輸系統中

之組織、管理體制等控制要素進行改善，亦即藉由「體制改革」後，政府訂定

正確的政策，而讓企業調動其積極性，以提升其「運輸生產力」。 

 

上述二個途徑，其實軟體途徑的體制改革，最後還是硬體途徑的決定性因

素。因為要如何去改善三大「投入要素」其實就是政策的內容（政策問題認

定、政策規劃），以及伴隨政策而來的立法（政策法制化）、執法（政策執

行）等政府之「政策過程階段」作為。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大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所形成的既存問題，其背

後的原因，其實來自於中共的整體交通運輸政策。在不同年代中的中共整体交

通運輸政策變遷，其實也深入的影響了各個年代中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選擇

與決策。而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成問題的解決，又有賴於「改革開放」路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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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後的「體制改革」。因此在檢討「體制改革」（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及航

港體制改革）與交通運輸部門既成問題如何解決之關係前，先行檢討中共整體

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誠有必要。 

 

依此邏輯，再向前一步推估，實際上影響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的要

因，乃是中共在不同年代中的「黨國發展總路線」。而中共在不同年代中，其

「黨國發展總路線」又深受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

因此先行檢討（1）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等外部環境因素，對中共之「黨國發展總

路線」之影響，及（2）中共之「黨國發展總路線」對其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

之影響，亦有其必要。 

 

綜上，整體邏輯性之因果關係乃是：（1）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等外部環境若

為「自變數」，而中共之「黨國發展總路線」則為「因變數」。（2）中共之

「黨國發展總路線」若為「自變數」，而「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則為

「因變數」。（3）「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若為「自變數」，而「中共

整體交通運輸建設取向」則為「因變數」。換言之，「政策變遷」深入的影響

到「建設取向」之選擇與決策；而不同的「建設取向」又導致各種「既存問

題」的形成。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分析：（1）中共各項政策對整体交通運輸部門影響之關

係。（2）中共建政以來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之意涵及影響其交通運輸建設取

向之重要因素。（3）中共「對外關係」之變化對其經濟發展政策、交通運輸政

策及交通運輸建設取向影響之分析。（4）中共經濟發展政策、工業發展政策及

其他因素對其交通運輸政策及交通運輸建設取向影響之分析。（5）「改革開

放」路線實施後的初期中共交通運輸之建設取向分析。（6）交通運輸部門既存

問題背後之深層結構性要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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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共路線政策對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5.1.1   政治、經濟與交通運輸部門之關係 

「廣義的經濟」是「廣義的政治」的一部分，而「整体交通運輸部門」又

是「廣義的經濟」的一部分。而「水路運輸部門」（水運部門，以及其下的

「航運」及「港口」次部門）又是「整体交通運輸部門」的一部分。 

 

5.1.2 中共的路線、政策對其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5.1.2.1  路線 
  一個國家其政府的各項政策，無疑地對交通運輸事業或交通運輸部門有決

定性的影響，此在中共亦然如是。「社會主義基本制度」是中共政治上的基本

國策及其「建國」的基本方針。在此框架下，中共做為一個「黨國一體」的社

會主義政權，在「治國」的具體實踐上，在「政策」之上位，其實還有「路

線」的存在。 

 

    「路線」的形成與「黨國」的最高領導人之思想、人格特質有關。「路

線」從最初的設想，到實際推上檯面，通常也與中共黨內的權力鬥爭（註 1）

以及外部環境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有關。如果以「改革開放」做為切割點，在

其之前的三十年間，即為毛澤東主政時期的「自力更生」（自給自足）模式的

「黨國發展總路線」。其後的二十多年間，尤其是整個 1980 年代，則為鄧小平

主政時期的「改革開放」模式的「黨國發展總路線」；並一直延續到江澤民主

政時期。 

 
5.1.2.2  政策 
(1)「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即「國民經濟」發展政策。 

(2)交通運輸政策：即交通運輸部門以內的政策，此指「整体的」交通運輸部門

本身而言。 

(3)各交通運輸子部門的政策：如鐵路運輸政策、公路運輸政策、水路運輸政

策、民用航空運輸政策、管道運輸政策等。 

(4)交通運輸企業的業務政策：各企業本身的經營策略。 

(5)「非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如工業政策、農業政策、能源政策、對外貿易

政策等。其重點在於「非交通運輸部門」政策對「交通運輸部門」的影響。

因為前者係交通運輸之「需求面」，而後者則係交通運輸之「供給面」。 

註１:中共黨內的權力鬥爭，通常與其路線鬥爭相結合。例如「左」與「右」二條路線鬥爭的問

題，是中共黨史上長期存在的獨特政治現象，也長期的制約了中共政治的正常發展。趙建

民（1997），當代中共政治分析，(第一章：權力結構)，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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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非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對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自然「高層次」的政策應約束「低層次」的政策，但各層次政策各有其行

動和影響範圍。一般來說，低層次的政策是為執行高層次的政策而制定的。以

交通運輸政策而論，它既是「社會經濟政策」（國民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

又是為實現「社會經濟政策」而制定的交通運輸工作方針。交通運輸企業的業

務政策，又是為執行交通運輸政策而訂立的。「非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對於

交通運輸需求有決定性的影響力，從而對於交通運輸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

響。總之，一個國家建國與治國的大計是一個整体，交通運輸是其整体中的一

部分，或者說是大系統內的一個子系統，政策內的政策。 

 

就中共過去的實踐經驗以觀，「非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卻經常扮演著關

鍵性的角色；不僅左右了交通運輸政策的形成與變遷，更進一步影響了交通運

輸的建設取向之選擇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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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重要影響因素 
 

5.2.1  「資源有限性」下的「部門間」及「次部門間」的資源配置與

排擠作用 

 

  本研究雖然以中共的「航港体制改革」為主題，但是屬於水路運輸部門下

位的航運及港口次部門之問題，其實不能單獨抽離出來以觀。因為此涉及一個

總体資源之有限性框架，及其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 

 

  在「資源有限性」因素之制約下，中國大陸的「交通運輸部門」受到「非

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甚大（例如前述的「重生產、輕交通」）。而在「交通

運輸部門」的內部，「水路運輸部門」也受到「非水路運輸部門」的影響（例

如前述的「重鐵路、輕水運」）。即使在「水路運輸部門」的內部，「海運」

子部門也受到「河運」子部門的影響，尤其是在整個 1950 年代、1960 年代及

1970 年代之上半期內。 

 

  中共建政以來，以至於「改革開放」路線啟動後，其整体交通運輸部門的

發展、問題以及整体交通運輸政策之變遷，皆與此「資源有限性」下的部門間

之排擠作用有關。「資源有限性」之原因，不僅有來自於國內的，更具有影響

力的其實是來自於國際的，以及由此所牽動的中共對外關係路線。 

 

5.2.2   中共建政以來整体交通運輸政策及其政策變遷之意涵 

 

5.2.2.1  「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1949 年至 1978 年） 

  中共在全面的「國有國營」、高度「中央計劃」、「集中管制」等原則之

下所執行的經濟政策中，突出了一些重點。其中有「自給自足」、「優先發展

重工業」、「地區平衡開發」與「軍事戰略」的考慮等。但具体的優先重點，

則各時期不同。交通運輸政策，其建設與其工作、企業業務，大都是配合著這

些經濟政策進行，又可以說是為了實現這些政策的目標而發展的。雖然交通運

輸在事實上是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多年來中共在思想上、意識上，交

通運輸並未受到與工業建設同等的對待。似乎把交通運輸看作是工農業生產的

補助工具，而非首要生產項目，而且是一個不得不有的負擔。 

 

  為何所以如此?如由 1950 年代的中共處境觀察，即可理解。主要原因是中

共身為一個「封閉國家」或在「社會物質極端缺乏」的情況下，解決「產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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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問題」為第一優先，而以「運輸交換」、「商品流通」為次要，這是遷就當

時的現實環境，不得不然。 

 

  所謂「社會物質極端缺乏」，是指中共建政初期的中國大陸是一個剛從毛

澤東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狀態下被中共「解放」的社會，是一個生產力

高度落後的社會。而所謂「封閉國家」，則是毛澤東向蘇聯「一邊倒」對外關

係路線下所導致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中共之「圍堵政策」與海上封

鎖、禁運。而毛澤東的對策則是「自力更生」與「自給自足」的工業發展政

策。 

 

  但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的「重生產、輕交通」，並將其「無限上綱」到了

作為一種意識型態而固執之，思想上不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這是不妥當的。這

就導致經濟政策上、交通運輸政策上以及「計劃」上的一些問題。中共當局多

年來對於國民經濟為一体，交通運輸是其組成部分，這一事實認識不足。而在

投資上、結構上以及企業管理上，未予交通運輸以應有的重視，作未雨之綢

繆，則是 1980 年代前後形成交通運輸桎塞、瓶頸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5.2.2.2  「改革開放 」路線實施後（1979 年以後） 

  當然，由 1979 年以來中共的經濟政策與交通運輸政策，已大有改變。整個

1980 年代進行的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對

內搞活」，並在建設戰略中確定交通運輸與能源部門的優先發展，而整個 1990

年代則是進一步的深化，這些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裡進行討論。現在先行檢討

過去的經濟政策與交通運輸政策，對於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實際影響究竟如

何。 

 

5.2.3  影響中共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及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重要因素

歸納 

 
  自中共建政以來，以至於「改革開放」路線啟動前後的不同年代裡，影響

到中共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及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重要因素，主要是： 

(1)中共「對外關係」之變化、「對外關係政策」之變化，對經濟發展政策、工

業發展政策的影響；以及工業發展政策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影響。 

(2)中共經濟發展政策、工業發展政策，尤其是 1950 年代的「重工業化」政策

（模仿蘇聯的「史達林模式」的重工業化）、開發西部天然資源政策、發展

對蘇聯東歐貿易政策等，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影響。 

(3)1960 年代受「對外關係」變化而影響的「備戰」經濟發展政策下的「自給

自足」工業發展政策，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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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0 年代及 1980 年代「重工業化政策」、「開發中西部政策」逐漸調整

下，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影響。 

(5)1980 年代以來「工業發展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

影響。 

 

隨著不同年代的交替，以上這些影響中共整体交通運輸政策及交通運輸建

設取向的因素，本身也在改變。影響所及，使中共在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上，由

早期的鐵路運輸獨擔大任，逐漸地過渡到水運、公路、民航、管道「五運並

舉」之格局。尤其是水運中的沿海航運及遠洋航運、海港建設，從 1970 年代中

期以後有了較大幅度的發展。 

 

有關上述影響中共整体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及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重要因素

之詳細內容，將在本章後續各節中分別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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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對外關係對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 
 

  中共的交通運輸政策，在過去的四、五十年中，曾有過不少的發展與變

化，影響著不同時期的中國大陸不同層面的交通運輸部門及交通運輸建設取向

上的變化。而所謂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其意涵即為各個交通運輸

次部門（水、空、鐵、公、管）之間的資源配置、資源爭取與相互之間的排擠

作用。 

 

5.3.1  1950 年代的中共「對外關係」與其影響 

 

  中共在建政初期的 1950 年代，中共與蘇聯為政治、軍事同盟關係，亦即毛

澤東向蘇聯「一邊倒」的對外關係路線（註 2）；而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

封鎖禁運、貿易歧視。所以，在「國際運輸」上也就相應地比較重視鐵路運輸

而輕視海運。同時期在「國內運輸」上，也是重視鐵路運輸而輕視「沿海航

運」，此乃因沿海之海岸線及港口，受到「西方」集團之「圍堵」、封鎖的影

響所致。 

 

5.3.2  1960 年代的中共「對外關係」與其影響 

 

  到了 1960 年代，中共與蘇聯關係惡化，而來自「西方」的經濟封鎖未減，

因之「自力更生政策」大為加強。所以 1960 年代與 1950 年代一樣，在交通運

輸建設上仍然是「重鐵路」而「輕水運」（河運、沿海航運、遠洋航運）。因

此，長期以來中國大陸的鐵路運輸專門由「鐵道部」來負責，而非如一般國家

置於「交通部」之下，也是其來有自。 

 

  中共與蘇聯關係之惡化，主要在於毛澤東與當時蘇聯領導人赫魯曉夫的路

線之爭，亦即中共與蘇共誰才是共產主義集團的正統捍衛者。自此而後，中共

將蘇聯定性為「修正主義」者，簡稱「蘇修」（註 3）。 

 

  為了「備戰」，在工業、農業發展政策上，不僅要沿襲 1950 年代「全國範

圍內的自給自足」，1960 年代更要強調各「地區範圍內的自給自足」。亦即省

級、地級、縣級範圍內的自給自足。 

 

註 2：周酉村（1950），中蘇關係內幕，頁 266-273。 

註 3：彭士諤（1975），匪俄關係的演變，頁 16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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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1970 年代的中共「對外關係」與其影響 

 

  在 1970 年代裡，中共與「西方」各國的經濟貿易關係與政治關係，逐漸改

善。1970 年代後期，又發展了「對外開放政策」，於是積極開展遠洋海運，而

海港建設也大步前進。同時民用航空運輸，尤其是國際航空，得到快速發展。

而新興的民用航空運輸其主管機關，也未置於「交通部」之下，而是在「國務

院」下獨立設置了副部級的「民用航空總局」。 

 

  1970 年代中，中共與「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經濟、貿易關係與政治

關係的逐漸改善，主要原因來自於美國、蘇聯、中共三角關係的變化。三角關

係變化的動力來自於美國。（註 4） 

 

在 1970 年代之中，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等於是結束了自 1950 年「韓

戰」爆發以來「西方」對中共的「圍堵」、海上封鎖、「禁運」。自此時起，

過去 20 多年間未能發揮作用的「沿海航運」、「遠洋航運」才開始起步，而海

港部門的建設也相對的凸顯出「通過能力不足」的矛盾。這也是 1973 年時，當

時的中共國務院總理周恩出面要號召「三年改變港口落後面貌」政策的主要原

因。 

 

5.3.4  1980 年代的中共「對外關係」與其影響 

 

  1980 年代的中共對外關係政策，可以用 1982 年中共「十二大」時，當時

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 1982 年 9 月 1 日對中共「十二大」的報告《全面開創社

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註 5)，以及 1987 年中共「十三大」時，當時的中共

總書記趙紫陽於 1987 年 10 月 25 日對中共「十三大」的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道路前進》（註 6）為代表。 

   

       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對外關係政策主軸是「獨立自主」外交政策。中

共「十三大」提出的對外關係政策，基本上沿襲「十二大」，稱為「獨立自主 

註 4：吳元黎（1990），「夾縫中求生存-美蘇鬥爭下的台灣經濟」，一同走過從前，頁 184-

194。 

註 5：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1982 年 9 月 1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北京：人民日報，1982 年 9 月 8日。 

註 6：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路前進》，(1987 年 10 月 25 日在「中國共產黨

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北京：人民日報，1987 年 1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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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共為了持續平穩地發展「四個現代化」建設，除了需要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力提供資金、科技和設備，更需要有一個長期和平穩

定的國際環境。中共在「十三大」以後仍然秉持「獨立自主」外交政策的原則

及冀望達成的「和平與發展」兩大目標。亦即國際環境的和平，尤其是中共對

外關係的和平，才能為中共之經濟發展創造長期而穩定的條件。 
 
  在 1980 年代中共對外關係全方位展開的環境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路

線逐漸具体化。1980 年代裡，在先後實行農業的以及城市的「体制改革」政策

基礎上，進一步以「對外開放」，同時「對內搞活」為主要任務。這些都反映

在交通運輸政策、交通運輸建設和交通運輸企業行動上。當然 1980 年代初期以

來「改革開放」的推動，也形成「運輸需求」的上揚，與「運輸供給」間矛盾

的擴大（諸如「壓船、壓港」的日益嚴重），也為開始推動「航港部門」的

「體制改革」找到了「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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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共經濟發展政策對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 

 

5.4.1  1950 年代重工業化政策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 

  1950 年代的中共經濟政策是以迅速「工業化」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

此與中共建政初期模仿蘇聯的史達林重工業化發展模式有關。工業化，特別是

建立重工業所需的原料，如金屬礦產和燃料資源，多在西北和東北地區。當時

由於東北地區工業及交通運輸均有相當基礎，除了繼續恢復發展以外，自是以

開發西北自然資源為首要，尤其是煤炭、石油與有色金屬。中國大陸西部向來

是交通運輸比較落後的地區，故於開發自然資源的同時，也注重到開發西北、

西南的交通運輸設施，由於鐵路相對於公路運輸而言，有載重致遠、運量大、

速度快、可靠性高等技術優勢，特別適用於重工業的要求，於是鐵路便受到優

先發展。同時，1950 年代與蘇聯及其他東歐國家的貿易增長，也增加了對於鐵

路的運輸需求，促進了鐵路的建設。海運，特別是遠洋運輸，到了 1960 年代才

開始有限的進展；1970 年代以後，才有較大的發展，政策上才得到重視。 

 

5.4.2  重工業化政策與依賴鐵路運輸的相關性 

  總而言之，在中共工業發展政策的長期建設中，全面優先的發展重工業，

而相對忽視輕工業和服務業，致使交通運輸的發展及利用，突出地為重工業服

務。又由於鐵路在技術上和經濟上，特別適用於重工業，於是在交通運輸建設

的取向上，鐵路乃處於優先地位。 

 

  重工業中，如鋼鐵工業、機器工業及石化工業之產品，以及投入的原料、

燃料、裝備等，多是体積大、重量大，而供需間又有較遠的距離，這就使這類

工業對於交通運輸的「需求彈性」遠大於輕工業。因此，從整体看，重工業就

會需要密集的交通運輸設施，而重點在於鐵路。 

 

5.4.3  1970 年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首重鐵路運輸之原因與現象 
 

5.4.3.1  交通運輸建設取向首重鐵路運輸部門之原因 

  在中共前三個「五年計劃」（即「一五」、「二五」、「三五」，1953 年

至 1970 年）期間，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重點在於鐵路運輸。其主要原因在於

上述的「重工業化政策」、「開發西部天然資源政策」、「發展對蘇聯、東歐

貿易政策」等三大政策對鐵路運輸服務之依賴，尤其是發展重工業的政策。 

 

5.4.3.2  交通運輸建設取向首重鐵路運輸部門所呈現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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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  在前三個「五年計劃」中對鐵路運輸之投資佔對交通運輸部門總投

資的最大比例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鐵路取得了大規模的恢復和重建，在「一五」、「二

五」、「三五」(1953 年至 1970 年)等前三個「五年計劃」裡，交通運輸總投

資雖然佔「國民經濟總投資」的比例不高，大約只佔「國民經濟總投資」的

13.5%到 15.5%左右，此為交通運輸部門與電信部門合計，若扣除電信部門，比

例還要再降一些。比例太低，顯示著對於交通運輸的重視不足，這與印度和巴

基斯坦的情況，成為鮮明對照。這兩國在其早期「五年計劃」裡，交通與電信

即占其「國民經濟投資」的 25%以上。僅管比例不高，但在當時期中鐵路取得

較大進展，而其他交通運輸方式，如公路、水路，則未受到同等的重視。 

 

  在此期間，對鐵路運輸之投資大約佔對交通運輸部門總投資的 50%以上。

鐵路運輸主要用於對重工業的運輸需求服務。交通運輸部門總投資中，扣除了

對鐵路運輸投資之部分，其他的投資才分配給輕工業、第三產業的貨運及客運

需求之滿足上。 

 

5.4.3.2.2   在前三個「五年計劃」中所新建的鐵路路線大部份集中於中西部

地區 

  從 1950 年代後期至 1970 年代，中共修建了一些新鐵路路線。營業里程從

1950 年的 2.22 萬公里增加到 1960 年的 3.39 萬公里，到 1970 年的 4.1 萬公

里。但這些新線的 80%是在「京廣線」以西，亦即中國大陸的中西部地區。這

主要與開發西北天然資源政策及發展與蘇聯、東歐貿易政策之要求有關。 

 

5.4.4  「備戰」經濟「自給自足」工業發展政策對交通運輸建設取

向之影響 

  在 1960 年代與 1970 年代上半期，由於「備戰」的關係，在工業發展、農

業發展政策上除了全國性的「自給自足」之外，又進行各地區內部的「自給自

足」，從而對於農業與輕工業品的國內各「地區間」的流通與運輸需要，有相

對的忽略。 
 

  所謂「備戰」即為受到中共「對外關係」變化之影響，亦即「對外關係」

之變化，影響到工、農業發展政策(強調全國範圍內及各省、縣範圍內的「自給

自足」)，再而影響到交通運輸部門內的各個子部門。工、農業的「自給自足」

政策，即為將每一個地區視為一個能單獨作戰的經濟体，所以要有「五大」及

「五小」的工業項目，又要能「大而全」、「小而全」。既然強調各地區的

「自給自足」，所以有關於國內各「地區間」的輕工業產品、農產品流通之運

輸需求就不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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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地區間」(國內貿易的)輕工業產品、農產品流通方面運輸需求的忽

視，即意味著有限的交通運輸資源仍然以鐵路運輸為主，而且是以滿足重工業

的運輸需求為主，相對的水運中之河運、沿海航運及公路運輸之投資與建設就

未受到重視。 

 

5.4.5  1980 年代重工業化政策調整後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 
 

5.4.5.1  1980 年代起六大「重工業」物資佔鐵路貨運週轉量及全國貨運總週

轉量之比例已較 1970 年代下降 

  六大重工業物資佔有大比例鐵路貨運週轉量之情形，到了 1980 年代才逐漸

有所改善。1988 年上述 6 種物品佔鐵路貨運週轉量的 62.6%，而鐵路佔全國貨

運總週轉量的 58.6%，即 6 種貨物佔全國貨運總週轉量的 36.7%(遠洋運輸除

外)，這就增加了「重工業」以外的其他經濟部門之交通運輸需求的滿足程度。 

 

5.4.5.2   1980 年代期間對鐵路新路線向中西部沿伸已不再盲目上馬 

  由於自 1950 年代以來即著重發展中西部，以改善「全國範圍」內的「地區

經濟平衡」，交通運輸新線建設，多數是在西部落後地區，而不在華東沿海人

口集中、經濟社會高度發展的地區。這包括著鐵路建築與公路延伸。在一定程

度上，由於自然資源的地理區位所限，這是合理的，同時為了增強偏遠地區之

政經凝聚力，這也是必要的。但在個別線路上，交通運輸建設的效益，不無可

議之處。自然，應考慮的交通運輸效益，不只是經濟的或者財務的，也應該是

政治、社會的。在建築一條交通線以前，應該有充分的、全面的利害得失考

慮，也就是有效的「項目評估」。直到 1980 年代中期，中共當局對於建設項目

經濟評估，才予以重視。 

 

5.4.6  1980 年代初期起城市化與外貿增長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

影響 
 

5.4.6.1  「改革開放」後城市化的影響 

  除了「工業政策」影響到交通運輸發展及利用之外，其餘的因素，如人口

增加、「城市化」的進展、新經濟區的興起、對外貿易的擴大等，對於交通運

輸部門均有重大影響。中國大陸的人口總數，自 1952 年到 1988 年增加了一

倍，為 11 億人。「城市化」也迅速地進展，「城鎮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例，

從 1952 年的 12.5%增至 1988 年的 49.6%。在 1988 年底，全國範圍內按「非農

業人口」劃分，100 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有 28 個，50~100 萬人口的「大城

市」有 30 個，而 10~50 萬人口的「中小城市」有 374 個(註 7)。 

註 7：胡兆量（1996），新世紀的中國城市，頁 5~7，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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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Lin (2002)的研究指出，中國大陸的城市在「改革開放」後的 1980 年

代，其成長幅度甚大，結構也有所改變，在沿海地區部份的某些區域內，也有 

了「城鎮帶」雛形出現；大體上而言，「城市化」的走向已十分明顯。這個

「城市化」（城市數量增多、城市面積擴大、城市人口增加）的發展趨勢，自

然構成龐大的交通運輸新增之需求(註 8)。 

 

5.4.6.1.1  城鄉旅運需求的新增 

  「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城/鄉之間的人口流動與社會交往已不像過去一

樣殊少往來，城/鄉之間、城際之間的旅運需求因而增加。「城市化」發展的另

一方面，即為城市範圍的擴大，城市內部的旅運需求也因而增加。 

 

5.4.6.1.2  城際旅運需求與都市交通問題 

  應付城際間的新增旅運需求，除了鐵路之外，即要考慮民用航空、高速公

路、水運客船等運具的利用。要應付城市內部的新增旅運需求，所謂「都市交

通問題」開始浮現，「大眾捷運系統」、「地鐵」、「輕軌電車」、「公共汽

車」(巴士)、自用小汽車等運具，以及市區道路之交通規劃等議題也應運而

生。Vuchic (1981)(註 9)的研究指出，開發中國家在經濟初步「起飛」後，因

「城市化」而帶來的挑戰之一，即為新興的「都市交通問題」。 
 
5.4.6.1.3  城際物流需求 

  在城際間的貨運需求方面，由於「改革開放」有利於過去「條塊分割」之

打破，加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之發展產生新增物流需求，如何整合

多種運輸方式，發展「綜合物流」、「第三方物流」(註 10)，以利商品流通，

也成為一個新興議題。 

 

5.4.6.2  對外貿易擴大的影響 

  自 1970 年代初期中共「對外關係」中之對「西方」集團關係改善後，進入

1980 年代以來再加上「改革開放」路線的實施，中共對外貿易無論出口、進口 

註 8：C.S. Lin (2002),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 Cities, Vol.19, No.5, PP.299~316. 

註 9：V.R. Vuchic (1981),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註 10：中共對於推動物流的現代化，國際物流早於國內的城際物流。前者配合「改革開放」下

的「對外開放」，於 1980 年代初期已開始進行，其中Sinotrans (中國外運集團)扮演了重

要角色。王子訓(2001)，「中國發展物流的幾個問題」，我國外貿運輸和國際物流問題

，頁 111~126。 

註 11：王紹熙、王壽椿(1998)，中國對外貿易概論，(第一章第二節：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前後對外貿易的發展)，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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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較 1950 年代、1960 年代大為增加(註 11)。於是「遠洋航運」的船隊擴建、

船員培訓、海運市場秩序整頓、航線開辦、海港建設，乃至於 1980 年代中期以

後的「航港体制改革」等議題也一一浮現。 

 

  換言之，1980 年代後，「工業發展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對交通運輸建設

取向之影響即為，各個運輸子部門之間已出現比較均衡的發展，鐵路不再一枝

獨秀，水運等子部門逐漸獲得重視；各子部門間的協作，以及發展「多式聯

運」開始成為新興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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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交通運輸之建設取向 

 

5.5.1  增加交通運輸部門產值之比重－促使運力供給趕上運力需求 

從宏觀方面看，交通運輸是經濟整体大系統裡的一個小系統，它與其他產 

業部門(經濟部門)和社會活動部門，如農業、工業、礦業、商業、外貿等有著

「平行比例」的關係。在這一方面，中國大陸交通運輸業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

較低，而且一直在遞減。例如，在 1953~1965 年期間為 3.3~4.3%，1965~1975

年為 3.0~3.1%，1975~1988 年為 2.8~2.9%。這說明與其他經濟部門比較，交通

運輸的產出比例太少，就是說交通運輸部門「運力」之供給太低，而且又逐年

下降。同時這又表示，中國大陸全民用於交通運輸的費用，比例太小而又逐年

相對減少，這自然會妨礙經濟增長和經濟體系的貨物流通速度以及人民旅遊次

數。這個比重只等於西歐、北美以及大多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6~7%的一

半左右。 

 

  換言之，中共的交通運輸政策，應使交通運輸部門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

比重，朝向 5~6%調升，那就可以改變交通運輸落後的面貌。 

 

5.5.2  減少交通運輸供需差距之壓力－推動企業生產布局合理化 

  交通運輸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有著「供需關係」。交通運輸部門是交通運

輸「運力」和服務的供給者，其他經濟（社會）部門是交通運輸「運力」的需

求者。這種供需關係，自然是多層次、多方面、多方位的，大体上依產業結構

與其空間布局而定。在交通運輸發展、擴展運輸線路、設備與服務的同時，還

應在新產業的區位方面，在其縱向和橫向聯繫方面，予以合理的措施，減少不

必要的交通運輸量（尤其是貨運週轉量）。這裡包括著經濟政策與戰略的總體

考慮，各產業部門、各省區的不同層次的區位總體規劃。 

 

  以鐵路為例，多年來，其運量與煤、鐵、水泥等的生產量同步增長，又把

煤運作為鐵路發展的首要任務。重點在於這種壓力是否可以通過「企業生產布

局合理化」予以減輕。例如在煤礦產地，多建設一些火力發電廠(坑口電站)和

化工廠；在金屬礦附近，建設一些冶煉廠；輕工業之廠區，則應多接近於消費 

 

註 12：所謂「企業生產布局合理化」，係指在「生產地」(廠址)之區位選擇上，應儘量接近

「原料供應地」或「消費地」二者其中之一。進入 1980 年代中期以來，大陸的交通運

輸學界一再強調此點之重要性。例如：黃世玲(1988)，交通運輸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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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外運中心（即海港城市）等(註 12)。換言之，要通過「工業區位」的合

理化和經濟化，以減少交通運輸供需差距，取得較高的社會經濟效益。 

 

一種貨物的「貨運周轉量」是重量乘距離，為了減少對「運力」的需求，

不是減少「運距」，就是減少「運量」，這是一個簡單道理。反其道而行，即

是增加運輸供需差距的壓力，以致產生不合理、不經濟的運輸量。 

 

5.5.3  加強各交通運輸子部門間的分工協作－發展以集裝箱運輸為

基礎的多式聯運 
  中國大陸的交通運輸供給，應著眼於全部交通運輸系統的分工與協作，包

括著各種運輸方式的適當合理的發展與充分利用。每種交通運輸方式各有其技

術上與經濟上的優勢，應該各盡其用，各自發揮其優勢，互為補充。運輸業間

還應該有高度的協調和有效的「多式聯運」。1980 年代起的中國大陸貨物運輸

發展重點要置於集裝箱(貨櫃)運輸上，因為唯有集裝箱才能實現各運輸方式之

間的「多式聯運」(複合運輸)。為了配合「改革開放」路線下，擴大外貿的需

要；針對「加工外銷」型的外貿運輸需求，當時的中共外經貿部門認為也唯有

發展「綜合運輸」）(註 13)始克有濟。 

 

中共交通運輸政策，應首先改變鐵道、公路、水運、航空、管道「各自為

政」的現象，必須把各運輸方式作為總體考慮，合理利用，取得運輸方式間的

協作與協調，這也是發展「集裝箱運輸」的必要條件。 

 

5.5.4   追求各運輸方式間之平衡發展－終止鐵路運價背離經濟規

律 

5.5.4.1  貨運方面 

5.5.4.1.1  水運與陸運之間  

  各運輸方式間缺少平衡發展，也是中共交通運輸政策的一個弱點。就貨物

運輸而言，在 1980 年代初期，儘管陸路貨運高度緊張（尤其是鐵路運輸），到

處超負荷運行，而沿海、沿江航運，尚未受到充分發揮與利用，便是一例。水

上運輸又突出地存在著江河之航道「條塊分割」問題。這些又都反映著對於水

資源的綜合治理和利用的需要，尚有待於進一步認識。不由「體制改革」下

手，幾乎無法解決。 

 

5.5.4.1.2  陸運中的鐵路與公路之間 

註 13：王子訓(1980)，「外貿運輸是綜合運輸」，綜合運輸，1980 年第 4 期。此處之「綜合運

輸」即為「複合運輸」、「多式聯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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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路交通運輸中的鐵路運輸與公路運輸，在線路上、使用上尚未取得適當

的分工協作與協調。其中一個原因是宏觀管理與綜合計劃的短缺，另一原因是

鐵路運價背離了經濟規律。例如，鐵路運價相對於公路、水運的低廉，致使原

本應走公路的短距運輸也大量壓在鐵路上。又如原本應走水運的長距、笨重、

大量的散裝貨物，也棄水運而取鐵路。 

  就陸運來說，鐵路與公路的適當的比重是一個繁雜的問題。如何取得二者

之間的高度互相輔助合作，低度互相競爭替代；以求取得最大的社會效益，是

這一問題的核心。 

 

5.5.4.2  客運方面 

  就客運而言，飛機(民用航空)適用於長途的城際間或國際間的旅運，而公

路汽車適宜於中短距離的旅運。但當時的狀況仍然是多數旅客擠在鐵路上(而不

論長程或短程)，這顯然是由於鐵路運價背離經濟規律問題，所產生的不合理現

象。 

 

5.5.5  強化遠洋航運、沿海港口之建設－配套外貿集裝箱運輸需求 

  遠洋航運，則自 1961 年以後開始萌芽；尤其 1970 年代初期，中共對「西

方」集團關係改善以後，有了較快的發展。既有大規模港口建設，(例如：1973

年當時國務院總理周恩來所號召的「三年改變港口落後面貌」 政策等之執

行)，又有遠洋船隊的壯大(例如：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的創業與成長)。1980

年代後期，在上海、天津及黃埔三港，建立了集裝箱專用碼頭和機械化裝卸設

備。這時，「壓船、壓貨」現象一般地說有所好轉。但由於對外貿易的迅速增

加，港灣建設仍然落後於需求的增加。除了原有港口的擴建以外，又建成了一

批新港口，如湛江、石臼所、北侖、防城、錦州、丹東以及深圳市的鹽田、蛇

口等港。（註 14） 

 

  在「改革開放」路線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行，導致對外貿易的大量

增加，外資的流入以及旅遊業的興起。自 1978 年到 1988 年，出口增長率超過

了工農業生產的增長率，也就是生產量中「外運」與「外銷」之比重增加。這

就增加了工農業對於交通運輸部門，尤其是海運部門、海港部門「運力」及

「通過能力」的需求和壓力。 

 

「改革開放」以來，由於對外關係的加速擴展，全國的港口容量已經大為

擴充，並改善了對「腹地」的集疏運設施。但「運力」的增強，仍繼續落後於

「需求」的增加；這裡有政策上不協調，規劃上的缺失，與行政管理體制上的

落後等原因。過去長期以來對交通運輸投資的比重過低，也是一種失策。 

註 14：交通部運輸管理司（1990），中國主要外貿港口，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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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背後之深層結構性要因 

 

  本節之重點，在於總結分析「改革開放」前之三十年間，及「改革開放」

後之 1980 年代初期，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群背後之深層結構性要

因。這些背後的深層結構性要因，其彼此間有著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存在。 

 

  總的來說，不同年代的國際政治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影響了不同年代的

中共「黨國發展總路線」。中共的「黨國發展總路線」又影響其整體交通運輸

政策之選擇、決策與變遷。不同年代中的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又影響了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而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選擇與決策，又影響了整體交通運輸部門

及其下位之各子部門既存問題的形成。而既存問題之可能解決途徑，則為推動

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及航港體制改革。本節之作用，可做為第五章之小結。 

 

  有關「改革開放」前之三十年間，及「改革開放」後之 1980 年代初期，中

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群背後之深層結構性要因，可統整如圖 5-1 所

示。 

 

中共黨國發展總路線 

 
 

對外關係路線國際政治經濟

外部環境因素 

                影響                               影響 
交通運輸政策之選

擇、決策與變遷 

交通運輸建設取向

之選擇與決策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各

子部門之既存問題 
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及

航港體制改革之推動 

總體經濟發展路線

                                                                                      

                                 影響 

                                                              影響 

                                                                                    

 

 

 

 

                                                                          形成 

 

                                問題解決之途徑尋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5-1  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背後之深層結構性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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