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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城

市公共交通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城市公共交通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的现状、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城市公共交通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城市公共交通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在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利用公共汽（电）车（含有轨电车）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有关设施，按照核定的线路、站点、时间、票价运营，为公众提供基

本出行服务的活动。

     据国家交通运输部，交通拥堵带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5-8%，而目前国内城市公

共交通分担率不足 40%。国务院和佳通运输部相关政策文件频发，由交通部颁布的《公交都

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提出了公共交通分担率的硬性指标考核，如何使得公共交通

真正做到便利出行成为国家长期目标。

 国家关于便民出行主要政策文件                           时间             国家部门             文件                              

2018-1-1             交通运输部              《智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行动方案(2017&mdash;2020年)》       

                       2017-2-1              交通运输部             《推进智慧交通发展行动计划（2017&mdash;2020

年）》                               2017-2-1             国务院             《&ldquo;十三五&rdquo;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发展规划》                               2016-7-1             交通运输部             《城市公共交通&ldquo;十三

五&rdquo;发展纲要》                               2015-7-1             国务院             《关于积极推进&quot;互联

网+&quot;行动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大力发展&quot;互联网+&quot;便捷交通)                               2015-6-1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

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章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基本情况

 第一节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基本情况

 第二节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公共交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二、公共交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公共交通是解决优化城市发展的必要途径

 第三节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程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公共取得快速发展

 三、城市公共建设目前发展方向

  

 第二章 国内外公共交通的发展比较分析

 第一节 世界公共交通的发展概况

 一、全球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特点

 二、世界主要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三、世界公共交通发展呈多样化

 四、国外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融资

 第二节 中国的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现状

 第三节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城市公共交通的问题及原因

 在客流分析、电子站牌和行车调度等方面，可为城市智慧出行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打

造智能车载硬件+数据服务的全新智能交通服务体系。未来随合作进一步深化，以可信数字身

份技术结合支付宝和微信生态圈，有望打通线上线下，探索&ldquo;公共出行-饮食-娱乐-办

公&rdquo;一体化的全新商业模式。

     网民认为公共交通主要问题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二、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安全保障面临的挑战

 三、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隐患须重视

 四、城市公共交通经营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第四节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对策

 一、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途径与政策

 二、发展我国公共交通的经验借鉴与对策

 三、发展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应对的几个基本问题

 四、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行业前景调研与规划



  

 第三章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实际面分析

 二、货币面分析

 三、宏观经济环境对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安全法规日益完善

 二、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加速进行

 三、各地区公共交通发展规划纷纷出台

 第三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行业发展社会环境概述

 二、具体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行业主要技术术语及简要解释

 二、行业技术水平现状

 三、行业技术投资预测预测

  

 第四章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供给分析及预测

 一、供给总量及速率分析

 二、供给结构变化分析

 三、供给预测

 第三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需求分析及预测

 一、需求总量及速率分析

 二、需求结构变化分析

 三、需求预测

 第四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供需平衡及价格分析

 一、供需平衡及预测

 二、价格变化分析及预测

 第五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固定资产投资

 二、投资结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第六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运行主要特点

 一、2015-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化的成效

 二、2015-2019年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第二部分 细分行业及区域市场

 第五章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细分行业具体分析

 第一节 全国城市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交通供需情况分析

 一、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供给现状

 二、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需求现状

 三、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供需平衡情况

 第二节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趋势

     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来看，随着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的增加以及城市

人口的增多，城轨交通客运量在不断上升。根据数据，2018年末我国内地城轨交通累计完成

客运量210亿人次，增幅为13.65%。随着一二线城市人口增多，客运密度加大，同时新增投运

线路里程维持在高位。

 2012-2018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客运人数（单位：亿人次，%）

  

 数据来源:公共资料整理

 一、城市轨道交通供给现状

 二、城市轨道交通需求现状

 三、城市轨道交通供需平衡情况

 第三节 全国城市出租汽车发展趋势分析

 一、出租汽车供给现状

 二、出租汽车需求现状

 三、出租汽车供需平衡情况

 第四节 城市道路和桥梁发展趋势

  

 第六章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区域发展情况分析



 第一节 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区域分布总体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区域在行业中的规模及地位

 二、区域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三、区域子行业对比分析

 四、区域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上海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区域在行业中的规模及地位

 二、区域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三、区域子行业对比分析

 四、区域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四节 广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一、区域在行业中的规模及地位

 二、区域所属行业经济运行状态分析

 三、区域子行业对比分析

 四、区域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五节 武汉城市公共建设现状

 第六节 大连城市公共建设现状

  

 第三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七章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集中度情况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进入与退出壁垒分析

 一、公共电、汽车进出壁垒分析

 二、轨道交通进出壁垒分析

 三、出租车进出壁垒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第八章 优势企业经营与竞争分析

 第一节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二节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三节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四节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四节 强生控股发展情况分析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五节 南京中北发展情况分析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六节 北巴传媒公司发展情况分析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SWOT分析

 四、企业竞争力评价

 五、企业经营策略和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四部分 发展趋势与策略

 第九章 2021-2027年城市公共交通业的趋势预测与趋势预测

 第一节 发展环境展望

 一、经济发展持续稳步向前

 二、交通建设投资力度加大

 三、&ldquo;十三五&rdquo;交通运输整体能力展望

 第二节 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与策略

 一、大城市交通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二、中国改革城市交通模式势在必行

 三、中国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四、轻轨将成为未来城市交通的主干线

 第三节 公共交通的趋势预测与趋势

 一、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成长空间大

 二、我国高速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趋势

 三、京沪穗公共交通展望

 四、未来公共交通人才将看好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设备市场预测

 一、我国公共交通设备预测

 二、中国机车车辆制造业市场广阔

  

 第十章 2021-2027年中国公共交通业发展、挑战与变革

 第一节 中国公共交通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

 五、政府作用

 第二节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评价

 一、城市公共交通优势分析（S）

 二、城市公共交通劣势分析（W）

 三、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机会（O）

 四、城市公共交通的替代威胁（T）

 第三节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趋势

 一、&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全国城市公共交通投资会进一步增加

 二、城市公共交通融资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城市公共交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一、公共交通产业投资加速

 二、公共交通建设拉动投资与相关产业增长

 三、未来全球轨道交通34将投资在中国

 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投资预测

 第二节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投资环境的分析与对策

 一、国内城市公共交通项目的整体规划

 二、国内城市公共交通项目投资环境的现状

 三、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对策

 第三节 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投资及经营模式

 一、国外城市公共交通投资与经营模式

 二、中国城市公共交通投资与经营模式

 三、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

 第四节 融资方式

 一、设立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

 二、BOT模式

 三、TOT模式

 四、PPP模式



 五、土地开发引导投资

 六、证券融资

 第五节 行业投资建议

 一、城市公共交通应注重科学规划

 二、提高公共交通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效率

 三、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

 四、应加强技术风险管理确保建设安全

 第六节 行业前景调研与控制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供求风险

 五、相关行业风险

 六、产品结构风险

 七、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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