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第六章 「改革開放」形勢下的交通運輸部門及其體制改革 

 

 

  本章主要目的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初期，中共的整體「體制

改革」與「對外開放」對當時「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發展，及對當時「整體交

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影響，與其既存問題、新生問題的另一輪新的「政策問

題認定」分析。其重點在於分析 1980 年代初期「改革開放路線」的發動，對於

中共在「改革開放」前三十年間，其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之問題是否有所解決

或舒緩；及「改革開放」後初期，其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新生問題何以形成的關係。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路線之具體操作，係分成「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

兩個面向。二者都對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以及其下的各運輸子部門造成影響，也進

一步的影響了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以及其下各運輸子部門的「體制改革」，其中當

然包括了水路運輸部門中的「航港體制改革」。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分析：(1)中共整體「體制改革」的執行，及其對交通運

輸部門的影響。(2)中共「對外開放」的執行，及其對交通運輸部門的影響。(3)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發動；以及「改革開放路

線」與航港體制改革間之關係。(4)「改革開放」之發動與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

題解決及新生問題形成之關係。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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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對其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6.1.1 中共「體制改革」之目的與其執行步驟 

6.1.1.1 中共發動「體制改革」之目的 

中共執行「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了克服既有的「體制」約束，以進一步

建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體制。舊體制有許多缺點和弊端，成為「生產

力」發展的桎梏。其中包括「所有制」形式過於單一，決策與計劃過分集中，經

濟組織管理全面由政府行政機關執行。在生產方面，各個產業部門間缺少協調合

作，省區間有「條條塊塊」的分割與阻隔。在分配方面，存在著「平均主義」，

造成「大鍋飯」、「鐵飯碗」等的不良影響；以及忽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律」

的作用等。 

 

    1980 年代初期的中共「體制改革」方案的原始總目標，是要建立「有中國

特色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其短期目標是要在「七

五計劃」(1986 年 1990 年)期間或者再多花一些時間，基本上形成上述經濟體制

的雛形。至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一直要到 1992 年召

開的中共「十四大」始告確立。 

 

6.1.1.2 中共「體制改革」的執行步驟 

6.1.1.2.1 全面「體制改革」三大階段的原始設想 

  1980 年代初期的中共「體制改革」方案原始設想，為全面的「改革」要經

過三個階段：1978 年～1984 年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城市的改革

為配套改革試點；1985 年～1990 年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進行全面

的配套改革；1990 年～2000 年為深化、鞏固完成階段。 
 

6.1.1.2.2 「七五計劃」中「經濟體制改革」的執行步驟與交通運輸部門的關係 

  「七五計劃」中所規定的「體制改革」，分成三步進行。第一步：在頭一、

二年內繼續搞活大中型企業，大力發展橫向聯合，同時發展「宏觀控制」體系。

第二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逐步縮小「指令性計劃」的範圍，管好「生

產資料」（若干重要的生產用原料、物料、中間財）價格體系和改革價格管理制

度，改善稅制，改革財政體制和金融體制。第三步：逐步建立新體制的組織機構，

最終實現「政企分開」之目標。 

 

這些「體制改革」的目的和作為，自然對於交通運輸部門大有影響。作為社

會經濟（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交通運輸部門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之一；

同時其他經濟部門的「改革」，又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交通運輸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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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以下吾人將整體的分析「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等對交

通運輸部門的影響。 

 

6.1.2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對交通運輸部門的影響 

 

6.1.2.1 「體制改革」與交通運輸部門之關係 

  「體制改革」對於交通運輸部門的影響有兩個方面，第一方面，它促進了工

農業生產，增加了人民收入，從而提高了對於交通運輸設施與「運力」的需求（亦

即產生了新生需求）；第二方面，在交通運輸範圍內進行一定程度的「體制改革」，

從而也增強了交通運輸設施與「運力」的供給能量。 

 

  換言之，整體的「體制改革」首先將促成「運輸需求」（其他經濟部門對交

通運輸部門的）之進一步增加；而同時若也對交通運輸部門實施「體制改革」，

也將促成「運輸供給」的增加，使其能與「運輸需求」的增加儘可能的互相適應。 

 

6.1.2.2 工農業生產總值成長與對交通運輸部門運輸需求增加之關係 

「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初期，在社會上仍然存在著大量未滿足的交通運

輸需求，成為交通運輸新生「緊張」的根源。這種貨運週轉量成長率與工農業生

產總值成長率之對比情形如表 6-1 所示。 

 

表 6-1 「體制改革」前後工農業生產總值成長率與交通運輸部門貨運週轉量成 

       長率之比較 
時  期 工農業生產總值（％） 貨運周轉量（％） 

(一)增長百分比 

1975 年比 1970 年 

1980 年比 1975 年 

1988 年比 1980 年 

 

45.3 

47.4 

149.0 

 

59.8 

57.9 

80.9 

(二)平均年增長百分比 

“四五＂時期(1971 年~1975 年) 

“五五＂時期(1976 年~1980 年) 

“六五＂時期(1981 年~1985 年) 

“七五＂中(1986 年~1988 年) 

1952 年~1978 年 

1979 年~1988 年 

 

7.8 

8.0 

11.0 

13.9 

8.2 

11.3 

 

9.8 

9.6 

7.7 

7.7 

10.3 

7.8 

註：1、工農業生產總值指數按可比價格計算。 

    2、本表所示，1978 年以前，工農業生產總值之增長率低於貨運周轉量之增長率；1978 年以

後則反之，前者領先於後者，此點表示了「改革開放」後的初期，交通運輸的供需之間

的新生「緊張」關係。 

資料來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1989)，中國交通年鑑(1989 年)。本研究統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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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體制改革」的發動與交通運輸新生桎塞的關係 

  自 1979 年開始，及在整個 1980 年代期間推動的「體制改革」，其大部分的

交通運輸設施，如鐵路、公路、航空、海運、汽車隊、河運船隊等，其發展與規

劃皆未適當地計及「體制改革」的影響。其結果是交通運輸部門未能與工農業生

產和商業流通之發展同步前進。除了極少數「個體運輸業」，如汽車與其他機動

車、自行車等有較大發展以外，交通運輸投資與運力之增加率，和 1984 年以前

相比較仍然成長有限。這樣就使運力供給更加落後於運輸需求，以至於在 1980

年代的後期，便出現了交通運輸的新一輪桎塞現象。 

 

    這增加的運量供給中，一部分為新增的交通線路和設備所完成，一部分則來

自於挖掘潛力，但大部分則出自於「超負荷運輸」。這裡也就証明交通運輸之運

力的嚴重不足，造成很多的不同形式的浪費。這種浪費具體的例子很多，如山西、

寧夏的煤礦，常常「以運定產」，而發生存煤自燃；上海和長江下游三角洲一帶

工廠，常常「停工待料」（原料進廠）或「停工待運」（成品上市）；鐵路列車一

般存在著超負荷運營情況，不但行車事故經常發生，而且設備折耗也大。 

 

  「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交通運輸之供需緊張反而擴大的現象，並不表示

「改革開放」路線下「體制改革」的不見成效；應將其解讀為總體經濟的成長（如

以工農生產總值成長率為代表）促成對運輸需求的增加，但運輸供給之增加則追

趕不及，而有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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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對外開放」對其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6.2.1 「對外開放」政策的二個面向與航港體制改革之關係 

  中共「改革開放」路線，除了「對內搞活」也同時是「對內開放」的「體制

改革」之外；更具有企圖發展「外向型經濟」之目的者，即為「對外開放」。而

「對外開放」政策主要表現在中國大陸「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以及「沿海地區

經濟發展戰略布局」等二個面向（註 1）。這兩個面向也直接影響了交通運輸部

門中的航港子部門之發展及其航港體制改革，尤其是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中之「港

口下放」政策。茲分別分析如下述。 

 

6.2.2 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與航港子部門之關係 

6.2.2.1 沿海「對外開放」之區域性布局 

（1） 中共最早在 1979 年秋，就確定了廣東、福建兩省首先實行「特殊政策」、

「靈活措施」，並在 1980 年先後建立深圳、珠海、汕頭、廈門 4個「經濟

特區」作為中共「對外開放」、「體制改革」試驗的窗口。 

 

（2） 1984 年 4 月，中共國務院進一步決定，在沿海由北向南開放大連、秦皇

島、天津、煙台、青島、連雲港、南通、上海、寧波、溫州、福州、廣州、

湛江、北海等 14 個「沿海開放港口城市」。 

 

（3） 隨後，在 1985 年，中共又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

泉三角地區」（廈門、漳州、泉州）開闢為「經濟開放地區」。 

 

（4） 1988 年 5 月中共國務院又批准了遼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實施「對外開放」，

大力發展「外向型經濟」，並享有與前述開放地區同樣的優惠政策。 

 

（5） 1988 年 8 月海南省成立，實行全島的對外開放，成為中共最大的「經濟

特區」。如此，在海岸帶地區即已經形成了「經濟特區」、「沿海開放港口

城市」及其「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開放地區」相結合的，有層次、有

重點的總体戰略布局。（註 2） 

 

6.2.2.2 海岸帶產業開發戰略 

  在眾多的「海岸帶產業」中，尤其是「海港建設與海洋運輸業」及「臨海工

業」的發展，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前者的發展將為後者帶來交通運輸上「外引內 

註 1：R. Kleinberg (1990),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註 2：楊君森(1990)，中國海洋開發戰略，頁 86。 

 171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聯」的方便性，而後者之發展又將為前者創造出新的進口、出口遠洋航運或南北

向沿海航運之貨源與物流。 

 

6.2.2.2.1 海港建設與海洋運輸業之發展 

  在水路運輸部門之中的海洋運輸部門(包括有外貿屬性的「遠洋航運」及有

內貿屬性的「沿海航運」二個次部門)，其海洋運輸業是「運具」(船舶)的經營

者，而海港則是海洋運輸系統中的「終站」。海洋運輸業與海港建設是發展海運

部門的兩大支柱。 

 

    「海岸帶」地區是建設海港和發展海洋運輸業的基地。世界各沿海國家的經

驗証明，經濟發達的國家都重視海港建設和發展海洋運輸業，都注意利用相對比

較廉價的海運來解決國內資源短缺，發展出口貿易等問題，從而帶動整個經濟的

發展。 

 

6.2.2.2.2  臨海工業之發展 

  臨海工業是「海岸帶產業」的主体。在中國大陸，海岸帶地區的工業年總產

值平均占沿海省(市、區)工業年總產值的五成左右，占全國工業年總產值的四成

左右，占海岸帶本身的工農業年總產值的八成左右(註 3)，其重要性由此可見。 

 

臨海工業中使用「三來一補」(註 4)的加工外銷工業，無論其資金屬性為「鄉

鎮企業」或「三資企業」(註 5)，由於其原料、零件、組件自外國輸入，而加工

後的半成品、成品又將輸出至外國市場上；這種「兩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營運

方式，將為海港及海洋運輸業創造出大量的進出口雙向貨源、物流；使工業部門

與交通運輸部門之間產生最大的互惠互利之協作效用。這種加工外銷工業的發

展，是 1990 年代以後中國大陸海洋運輸業(包括遠洋航運及沿海航運)及海港，

取得比較快速成長的主要動力所在。 

 
6.2.2.3 「沿海城市」開發－與「港口下放」政策之關係 

對於海岸帶中的沿海城市的開發戰略有了基本的認識，將有助於理解「航港 

註 3：楊君森(1990)，前揭書，頁 91。 

註 4：所謂「三來一補」係指 1980 年代初期起，中共大力發展的「來料加工」、「來樣加工」、

「來件裝配」及「補償貿易」。1979 年中共國務院也頒佈了《開展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型

補償貿易辦法》等系列文件。石廣生(2003)，世紀之交的中國對外經濟貿易，頁 117~124。 

註 5：所謂「三資企業」係指中共對外招商引資時，外資企業依其持股之比例，可分為「外商獨

資經營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三種。法源包括了 1979 年 7

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以及 1986 年國

務院頒佈的《關於鼓勵外商投資的規定》等。石廣生(1998)，「我國利用外資 20 年回顧」，

中國外資，1998 年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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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政策中，為何將主要海港由中央「下放」給沿海港口城市之市級政府

管理的原因。（註 6） 

 

  所謂「沿海城市」，是海岸帶地區人口、產業的集中點，是中共實施「對外

開放」的窗口和開發海洋的後勤基地。就其所處的地理位置，它們可劃分為「沿

海河口港城市」、「海岸港口城市」和「未占用岸線的城市」等三種。 

 

6.2.2.3.1 沿海河口港城市—港口外移、城市港口工業區外移與「港口下放」之關

係 

海運船舶不斷向大型化方向發展，多數海船在五千至兩萬噸以上，有的甚至

達到十萬噸、幾十萬噸，其吃水深度達 7~12 米，甚至更深。因此，絕大多數河

口港的天然航道往往無法適應這種船舶日益大型化的需求。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

辦法，是設法在河口外另建「外港」，或在河口以外的海岸上另建「前港」。所以，

在「港口外移」的同時，城市港口工業區也隨之外移，城市由原來的「單中心沿

河帶狀分布」，逐步變為向「多中心沿河、沿海岸分布」。例如，中國大陸現在主

要的沿海河口港城市：上海向金山方向推移，天津向塘沽方向推移，廣州向深圳、

珠海方向推移，寧波向鎮海、北侖方向推移，丹東向大東鎮方向推移等；都正遵

循著這一發展進程。 

 

  河口港的「港口外移」，即為將港口向海岸方向推移，這是大多數河口港城

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為城市的發展保留一定量的岸線，特別是保留其附近

的「深水泊位岸線」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適於建港的深水泊位

之港址不是恰好就在河口，而是位於河口兩側一定距離的地方。 

 

  因此，在海岸帶開發過程中，應預留出一定量的海岸線，尤其是「深水泊位

岸線」，以便為城市發展創造良好條件和滿足其建立「外向型經濟」的需要。 

 

  「港口外移」也帶動了「城市港口工業區」的外移（向海岸、出海口方向推

移），這就須要市級地方政府的充分參與及建設經費支持、都市計劃配套等，也

就為中共將沿海河口港「下放」給地方政府管理埋下了伏筆。 

 

6.2.2.3.2 海岸港口城市與「港口下放」之關係 

到了近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世界經濟聯繫日趨密切，船舶規模日益大型

化，「海岸港」的優勢逐漸突出。因而以海岸港口為依托的港口城市，不斷得到

發展擴大。例如，中國大陸的大連港和大連市由大連灣向大窯灣方向之沿岸擴

展，青島市向黃島和浮山方向擴展，秦皇島市向東西兩側擴展，這些都代表了海

岸港口城市的一般發展趨勢。正在執行中的福建省之湄州灣秀嶼港的開發與今後 

註 6：胡兆量(1996)，新世紀的中國城市，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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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也將是如此。 

 

  「海岸港口城市」是純粹的濱海城市，其「岸線區」除具有港口功能外，還

具有發展臨海工業、濱海旅遊、海上娛樂、休閒療養、海水養殖等多種海洋產業

的有利條件。但是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與港口之間，對於如何利用、分配此

一長度有限、面積有限的岸線區，卻是有其利害衝突與內部矛盾的。 

 

  此即為西方港埠規劃及都市計劃學者 Patrick Malone（1996）所說的「港

灣城市再生論」（註 7），港口城市（尤其是海岸港口城市）治理之重點，即在於

搞好「岸線管理」。 

 

  因此，如果說「海岸帶」是「黃金寶帶」，那麼「海岸港口城市」的岸線則

是真正的「黃金海岸」。隨著港口城市的發展，在岸線利用上的矛盾也日益突出。

因此，搞好岸線的統一規劃、綜合利用和合理分配，對海岸港口城市極為重要。

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協調好各個產業部門與部門之間爭奪岸線的矛盾，以便

合理開發利用岸線(註 8)。當然，這也就為中共將海岸港口「下放」給地方政府

管理埋下了另一伏筆。 

 

6.2.2.3.3 原未佔用岸線城市對岸線及海港的爭取與「港口下放」之關係 

  這類城市雖然在海岸帶範圍內，但其形成和發展與海洋沒有直接聯繫，或聯

繫不大。它們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其處於陸上的交通要衝或具有資源開採優勢。錦

州市對葫蘆島港的爭取即為一例。 

 

  錦州市的形成，是由於其地處「遼西走廊」的「關內」與「關外」交通要衝

的地理位置。但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它們也要求占有海岸線或

開發港口。當然這種由海岸帶內原未佔有岸線之城市主動出面爭取港口，以茲作

為其「外引內聯」窗口的模式，也為港口行政管理的「地方化」(在地化)埋下了

另一伏筆。換言之，這類城市解決了「苦海無邊」的心頭大患，就等於解決了原

本因為「苦無海邊」而無法發展的煩惱。 

 

6.2.3 「對外開放」的政策執行對交通運輸部門及航港子部門之影響 

  「改革開放」路線下的「對外開放」政策主要表現在(1)海岸帶開發戰略布

局，及(2)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略布局等二個面向。前者主要影響了航港體制改

革中，「港塊」部門的「港口下放」政策之形構。後者主要影響了航港體制改革 
註 7：Patrick Malone（1996），胡琮淨（1999）（譯），港灣城市再生，頁 387-396。 

註 8：H. M. Yu (1995) , “China’s Coastal Ocean Uses：Conflicts and Impacts”, Oceanographic 

Literature Review , Vol.42 , No.12. PP.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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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塊」部門的「條塊分割」弊病之去化。 

 
6.2.3.1 「以港興市」與「港口下放」的新生需求 

中共的「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係透過一系列的地域性的沿海「對外開放」，

包括 4 個經濟特區、14 個沿海開放港口城市(及其所屬的經濟技術開發區)、5

個沿海經濟開放區(由點、線之開放，擴大為塊狀之開放)、海南建省等，導引出

對於海港建設及海洋運輸業之需求，以便滿足臨海工業發展後大幅新增的外貿運

輸需求。一系列的地域性的沿海「對外開放」，也帶動了「沿海河口港城市」、「海

岸港口城市」的興起，甚至於原來沒有岸線的海岸帶範圍內的城市，也要爭取岸

線及將海港劃入市轄範圍之內。「以港興市」已成為一個帶動港口城市經濟發展

的新思維。也為「航港体制改革」中，對於海港的「下放」給地方政府管理的「地

方化」（在地化、港市合一化）走向，埋下了伏筆。 

 

6.2.3.2 「港口下放」是理順「中央/地方關係」的策略之一 
 
6.2.3.2.1 中共的「中央/地方關係」之特徵 

    由於中共長期一黨專政的結果，必然導致權力向中央集中的現象(中央集權

導向)；但是，經濟發展又必須仰賴地方的「積極性」，必須放下權力(地方分權

導向)。這兩方面的現實，使得中共歷代領導人在處理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問題上，

經常顯然態度矛盾。毛澤東早在 1956 年所提出的「論十大關係」一文中，中央

與地方關係即是重點之一。 

 

  毛澤東強調要統一中央領導，同時又要創造地方的積極性，達到「中央與地

方兩個積極性」都好的境界(註 9)。毛澤東顯然希望同時處理此一矛盾關係，這

些矛盾，奠定了在他統治期間「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不斷循環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復出掌權以後的經濟改革，乃是建立在中央

對地方的「放權讓利」的基礎上；但是，他也面臨了集中與放權如何平衡的矛盾。

為此，鄧小平則強調「中央要有權威」(註 10)。 

 

  長期以來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受制於上述的體制矛盾，加上建政前共產

革命時期的現實與傳統、毛澤東個人的獨特治術，以及 1980 年代以來「改革開

放」的考慮，大體上呈現了三種特徵：(註 11) 
（1） 高度的中央集權體制，「以黨領政」，甚至「以黨代政」。 
（2）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週期不斷循環。 
註 9：毛澤東(1956)，「論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1977)，第 5 卷，頁 275-276。 

註 10：鄧小平(1982)，「中央要有權威」，鄧小平文選(1993)，第 3 卷，頁 277-278。 

註 11：趙建民(1997)，當代中共政治分析，(第三章：中央與地方關係)，頁 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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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致力於理順中央與地方關係，乃是 1980 年代以來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任

務。 
 
6.2.3.2.2. 中共的「中央/地方關係」的主要問題與「港口下放」 

    中共的「中央/地方關係」長期以來主要問題的爭議點有以下三個方面：(註

12) 
（1） 整體經濟發展的戰略問題：中央政府以穩定為重，要求壓抑「基建」，經

濟發展速度不宜過高，以免景氣過熱，也要重視投資的實際效益。地方政

府則希望發展速度要快，儘量吸收及利用外資，要求中央下放更多權力。 
（2） 區域發展的平衡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主張「讓一部份人先

富起來」及「讓部分地區先富起來」的「區域傾斜發展政策」；但在「改

革開放」十餘年後，中共中央的政策似乎已調整為力求區域之間的平衡發

展，以免差距拉大。但是落後地區的地方政府固然不滿意中央政府給予沿

海地區過多優惠，也要求比照；沿海地區省分對於區域平衡政策也不熱

衷，以免分散資源，影響自己的發展。沿海省市反而要求中央政府給予更

多的「權力下放」。所有的地方政府，不分內陸與沿海，都在要求中央政

府實施權力下放。 
（3） 財政權力的分配問題：中央政府主張回收權力，以強化中央。地方政府則

以財政困難為由，不願配合。雙方在稅制上的長期紛歧，即為一證。 
 
  中共中央要解決全面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三大問題，其實並不容易。但

是針對沿海城市及長江沿岸城市的「以港興市」發展戰略，順水推舟的採取「港

口下放」政策，以滿足地方政府對於港口之「在地化」、「港市合一化」需求，

卻是簡易可行。換言之，實施「港口下放」有助於理順「中央/地方關係」。 
 
6.2.3.3 航運企業經營資格管制上鬆綁的新生需求 

  中共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略布局」，係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目的，要參

與「國際大循環」，要發展勞力密集型傳統產業(輕工業、民生工業之消費品)的

加工外銷業務，要吸收外商投資，要採取「兩頭在外、大進大出」等。這就形成

了大幅成長的新增海洋運輸需求(包括遠洋航運、沿海航運)；也為「航港体制改

革」中，對於經營航運企業之資格管制上的鬆綁創造了條件。換言之，去除「航

塊」中的「條塊分割」弊病，是為航港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 

 

6.2.3.4 運力新生需求與航港體制改革之關係 

  總而言之，「對外開放」與「對內搞活」的「體制改革」一樣，都取得了可

觀的成效，推動了工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擴大了國內商品流通和地區交換，促

進了對外貿易與旅遊事業，提高了國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這就從許多方面增加 

註 12：吳國光、鄭永年(1995)，論中央—地方關係，頁 1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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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對於交通運輸部門之運力的需求，對於交通運輸設施增加了更大的壓力。此一

新增的運力需求與壓力，不僅出現在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上，而且也出現於航港

子部門之上。 

 

  事實上，很多新出現的交通運輸之「供需緊張」現象，是在「改革開放」路

線大力推動期間產生的。而交通運輸部門本身的「體制改革」及其下位的航港體

制改革，或許也就在尋求此一問題的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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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發動 

 

6.3.1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與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關係 

6.3.1.1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對交通運輸部門之影響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的啟動與執行，其主要期間是在 1980 年代，而 1990

年代只是進一步的改革之深化。在整個 1980 年代的「體制改革」中，交通運輸

部門的「體制改革」相對於其他部門比較少，也比較遲。但也有一些進展，如「港

口下放」於市級政府，允許個體戶經營運輸業等；但其影響所及，基本上未能改

變交通運輸運力的「供需失衡」。事實上，這種「供需失衡」並未減輕，而是日

益加重。反映著「體制改革」影響於農業、工業部門者多而早，影響於交通運輸

部門者少而遲。 

 

6.3.1.2 交通運輸部門的「體制改革」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關係 

交通運輸體系的「體制改革」的原則，也和「城市體制改革」類似。當然，

「城市體制改革」係以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而「城市體制改革」又

是中共整體「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交通運輸的體制改革，是「城

市體制改革」的推衍和延伸，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交通運輸企業的公司所在地

(企業總部及營業據點)、貨源市場、客源市場等，大都也在城市裡。城市是交通

運輸之運力及交通運輸工具設備的主要供給者，城市內部各經濟部門又是其主要

的需求者。 

 

6.3.1.3 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原則 

交通運輸領域体制改革的原則，和一般城市体制改革一樣，也是在於「對內

搞活」，亦即提高企業活力，建立「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行機

制，開展宏觀管理制度，以經濟和法律的手段來控制交通運輸活動，而不再以政

府的行政命令來指導交通運輸部門的營運活動，朝向「政企分開」之情境發展等

等。當然，各交通運輸方式(亦即水、空、鐵、公、管等子部門)的體制改革，又

因本身的特點與環境而各自有所不同。 

 

6.3.1.4 交通運輸部門各子部門之「體制改革」的面向 

此處所謂「體制改革」的面向係指(1)政府的行政管理體制之改革，及(2)

企業本身的體制改革；前者是宏觀的，而後者是微觀的。這二個面向間之關係，

即為「政企關係」，在政企關係上如何由原來的「政企合一」逐漸走向「政企分

開」，則為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 

 

在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內部各子部門的體制改革方面，有關水路運輸部門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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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海運及河運）及海港兩個次系統（航塊與港塊），因與本研究之主題「航

港體制改革」直接有關，在後續有關章節中將有詳細的論証，在此只做概括的分

析。亦即在政府及企業二個不同面向上的概括式分析。 

 

6.3.2 鐵路運輸部門的體制改革 

6.3.2.1 「政企合一」與特殊的發展背景 

中共對於鐵路運輸部門的管理體制係自成一局，由「國務院」下的「鐵道部」

既執行管理（行政管理）又執行經營（企業經營及業務營運）。所以吾人可說「中

國鐵道」是一個龐大企業集團，又是一個行政單一部門。它的業務是獨佔性的。

不僅經營客、貨運輸業務，也包括了有關運具製造、線路及終站建造的龐大鐵路

工業體系。 

 

6.3.2.2 承包責任制的實施 

由於鐵路運輸在中共經濟發展上與政治、軍事上的特殊角色背景，其「體制

改革」上可操作的空間就沒有其他運輸子部門來得大。 

 

1980 年代以來，鐵道部門有不少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 1986 年的「承

包責任制」的實施。在「承包責任」制下，鐵道除了按規定上繳國家稅、費以外，

全部利潤留在「鐵道部」，用於國家計劃裡的鐵道事業的發展，其中包括建設新

線，改善舊線，製造機車、貨車、客車等等。在這些方面，國家不再直接投資，

而由鐵道企業裡的「積累」進行建設。這個改革產生了明顯的效果。1986 年實

行全面「承包」後，鐵路客貨運輸量有很大的增加，反映了效率的提高。1988

年鐵路「承包責任制」又有了進一步發展，全中國大陸有十二個「鐵路局」都實

施了以三年為期的「承包」。 

 

6.3.2.3 鐵路運輸部門企業經營策略上的改善 

在鐵道系統內部，同時有一些重大的改變。(1)在經營上，從單一作業為主

改為多種經營，多功能服務；包括利用汽車經營「從門到門」(From Door to Door)

的「一條龍」服務。(2)在鐵道運輸、基建、物資、儲備、車輛製造等方面，實

行「廠長負責制」或「經理負責制」。(3)在勞動力使用上，由內部招工改為外向

招工，實行「包乾合同制」。 

 

6.3.3 公路運輸部門的體制改革 

6.3.3.1 在通路管理方面(公路之建設與養護) 

  在公路建設與維修方面，仍是中央、省（直轄市、自治區）及市（地區）、

縣、鄉鎮分別負責承擔。1988 年起，河南、廣西、山東、貴州各省的「交通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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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與省政府簽定了公路建設與養護「包乾合同」或「目標管理責任制」。 

 

主要國道幹線，由國家投資建設，省道與縣鄉公路，則由地方集資建築，中

央予以補助。一些地方公路，實行「民辦公助」或「以工代賑」方式修建。 

   

    一般在公路建築施工方面，實行「招標」與「承包」制度，代替過去幹線由

「交通部」一家包辦的辦法。交通部施工單位也逐漸實行專業化、企業化。自

1986 年 10 月起，全中國大陸的城鄉道路包括交通安全業務方面，均由各級「公

安」機關統一管理，以代替過去由「公安」、「交通」、「農業」等部門分別管理，

機構重疊，政出多門的作法。 

 

6.3.3.2 在汽車運輸管理方面(運具管理及運輸業管理) 

在汽車運輸方面，交通部執行了「簡政放權」到地方的市、縣政府的「交通

局」，也按照「政企職能分開原則」(政企分開)，把一些經營管理的權力下放給

企業。 

 

6.3.3.3 汽車運輸企業在內部組織、經營策略上的改善 

汽車運輸企業的內部組織與經營策略，也進行一些改革。例如在汽車運輸企

業的公司內部，以利潤為中心，實行車隊、班組、單車等層層「承包 」，又推行

「租賃制」，以增加收入。在分配制度上採取工資與津貼等浮動制，以提高勞動

生產效率。在工人的雇用方面，開展「合同招聘制」。 

 

6.3.4 民用航空運輸部門的體制改革 

6.3.4.1 「政企分開」、「簡政放權」的體制改革原則 

  「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簡稱：民航總局)的體制改革之目的是「政企分開」、

「簡政放權」，減少管理層次，先將民航中的「行政管理系統」與「航空企業」

分離。再將原來的民航企業，分成幾個航空公司，以開展相互競爭，提高效率。 

 

6.3.4.2 行政管理系統的改革 

  在行政管理系統上，「民航總局」的四級（民航總局、地區管理局、省市區

分局和航空站）管理改為二級（民航總局、地區管理局）管理。「民航總局」和

其附屬地區管理局，是政府機構，執行行政管理職能，實施「行業管理」，但不

再直接經營航空運輸業務，亦即與原有的兼辦企業功能分開。 

 

  「民航總局」原有的省、市、區的分局，改為機場管理單位。各地民用機場

（航空站）成為獨立經營的企業。機場（航空站）向各民航公司、旅客、貨主提

供服務，收取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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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骨幹航空公司與新增航空公司的組建 

    將「民航總局」原本自己經營的飛航業務部分，組成六個骨幹航空公司，各 

公司皆為「獨立核算」的經濟實體。各航空公司和機場，都實行「自負盈虧」及 

「承包經營責任制」。 

 

  在新航空公司的開放申請設立方面，截至 1980 年代晚期，成立的「地方」

或「部門」所屬的航空企業已有十幾家。所謂「地方航空企業」，係指由各級地

方政府（省、市）出資興辦者；所謂「部門航空企業」，係指「國務院」下主管

某產業部門的「部」級機關出資興辦者。如此也就打破了原來屬於「政企合一」

情境下，「民航總局」的「中國民航」（企業）一家獨占市場的格局。 

 

6.3.5 河運部門的體制改革概況 

6.3.5.1 內河航運企業的體制改革 

河運部門的體制改革主要表現在內河航運企業的體制改革面向上。內河航運

也逐漸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減少「指令性運輸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運

輸」。部分航運企業已實行 「政企分開」、「企業承包制」。到了 1989 年一部份航

運企業實行「廠長負責制」或「經理負責制」、「任期目標責任制」和「承包經營

責任制」。部份地方航運企業，也實行了「包乾工資制」、「職務工資制」和「廠

長負責制」。「國營」、「集體」、「個體」航運企業逐漸形成一個多成份、多方式、

多家數經營的市場，打破了「國營」和「集體」航運企業的獨占某一河道區段內

河航運。由於取消了「運輸航區」的限制，內河航運展開了跨地區、跨行業的聯

運。又共同組織開辦「幹支直達」和「江海直達」的航運業務。 

 

6.3.5.2 航運個體戶企業、航運聯戶企業之船舶艘數逐漸大於航運集體企業 

由於交通部及地方各級交通單位的新政策，航運個體戶企業和航運聯戶企業

的船舶迅速增加，1988 年達 46 萬多艘，總噸位約 1,000 萬噸，為內河「集體所

有制」航運企業船舶的 200 倍左右。為河運市場之活潑化增加了助力。 

 

河運部門中的航運個體戶企業、航運聯戶企業的興起，這些企業類似資本

主義社會中的民營企業(就資本屬性而言)與中小企業(就企業規模而言)，其在營

運上、組織上十分有彈性與機動性；相對的，政府的「航政管理」職能(航運行

政管理職能)就要加強，才能維持穩定的市場秩序。 

 

6.3.5.3 內河航政管理體制改革 

    中央及地方各級交通部門加強了水上運輸管理（內河航運行政管理），建立

了地方各層級的管理機構，對於航運市場、水上交通安全等問題、特別產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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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督管理、宏觀控制等項，逐漸進行「統一領導」與「分級管理」。但是關卡

林立與「條塊割據」問題，仍然是一個嚴重的河運障礙。 

 

6.3.6 海運及海港部門的體制改革概況 

6.3.6.1 海運部門的海運企業體制改革 

海運企業的體制改革，可用「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簡稱：中遠公司）為

例，「中遠公司」從 1988 年開始在其所屬的 600 多條船上，全部實行「船長負責

制」。 

 

所謂「船長負責制」，其性質等於是工業企業的「廠長負責制」與商業企業

的「經理負責制」，也是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外在表現。 

 

6.3.6.2 海港部門的體制改革概況 

沿海港口，進行了「雙重領導，地方為主」的體制改革，擴大港口自主權，

「政企職能分開」，「包乾工資」，多勞多得。1986 年天津、上海與大連完成了海

港体制改革，煙台、青島、連雲港、南通、黃埔五港也進行了改革。這樣改革的

原意是「以港養港」，「以收抵支」，「財務包乾」，從利潤中按規定提取「企業留

利」和折舊基金，再減去應減應還的債務、利息和每年上繳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

金和建築稅。留給企業的利潤和外匯，主要用於港口建設和改造。所謂「雙重領

導，地方為主」，係指中央政府的(國務院的)交通部對海港部門實行「行業管理」，

港口所在地的市政府則領導港口的日常生產和具體建設，以配合當地經濟發展的

需求。 

 

6.3.7 對「改革開放」初期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初步檢討 

  由以上各小節之分析可知，鐵路、公路、水運、航空等主要交通運輸方式分

別都進行了各自的「體制改革」，有共同處，也有不同處，但尚無交通運輸部門

全體的、綜合全局性的「體制改革」。各主要交通運輸方式間仍然是各自為政，

不相連屬，成為「條塊」關係上的大戶，產生了不少的交通運輸上的浪費。增加

交通運輸各子部門間的協調，提高經濟效益，正是「體制改革」的目的，但這種

改革尚未觸及交通運輸系統的綜合觀照與全局統整。也就是因為各子部門間的各

自為政、「條塊分割」仍未能大幅度去化，而使其「體制改革」原本應有的效益

大打折扣。 

 

6.3.8 「改革開放」路線與航港體制改革之關係 

    1980 年代初期啟動的「改革開放」路線，究竟如何影響了交通運輸部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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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及其下位的航港體制改革，其環環相扣之關係，可歸納為如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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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中共的政治體制改並非西方觀念下的政治民主化層級，而只及於行政管理體制改革之層

級，其實施之重點在於「政府機構改革」（如何組織整併、簡政放權、理順中央/地方關

係、政企分開等）。 

   （2）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是聚焦於經濟行政管理體制改革上，並不涉及產權「公有制」及

「計劃經濟制」的根本變革。前者僅及於如何在「公有制」之外發展「多種經濟成份並

存制」，與如何走向「企業化」、「商品化」、「市場化」的經營，暫不碰觸「私有化」、「民

營化」等西方觀念。後者則僅及於在經濟日常運作上，如何在「計劃之外另造市場」，

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6-1 「改革開放」路線與航港體制改革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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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解決與新生問題形成之關係 

 
  本節之重點，在於總結分析 1980 年代初期「改革開放」路線的發動，對於

中共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年間，其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是否有所解

決或舒緩；及「改革開放」後的初期，其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新生問題何以形成的

關係。本節之作用，可作為第六章之小結。 
 
  總的來說，交通運輸部門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年間，由於前述相關各章

所分析的各種原因，確實呈現了種種的既存問題群。而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

推動，其目的也就在於企圖解決或舒緩這些既存問題。但是中共整體的體制改革

之發動，係由農村（農業）、城市（工業、國有企業）之體制改革做起，其在時

間上早於交通運輸部門之體制改革，其在規模與影響力上也大於交通運輸部門之

體制改革。 
 
    整體的體制改革之發動，將促使農業、工業部門在面對交通運輸部門時，形

成新一輪的運輸需求增加。稍為滯後發動的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也促成某種

程度上的運輸供給成長與原來既存問題的舒緩。而關鍵在於運輸供給成長之速

度，相對慢於新生運輸需求增加之速度；於是乃形成了所謂的「改革的吊詭」現

象。整個 1980 年代愈深化的推動整體的體制改革，反而形成了新一輪的交通運

輸之供需「緊張」問題。此一「改革的吊詭」現象，可統整歸納如圖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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