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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动态 

、 

 

 10 月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10 月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但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

指标出现了小幅负增长，但基础尚不牢固。 

客运降幅收窄 

10 月份，公路水路完成客运量 16.9 亿人次，同比下降 0.1％，降幅较前三季

度收窄 0.5 个百分点，其中公路客运量下降 0.1％、水路客运量增长 0.1％。1 月至

10 月，公路水路累计完成客运量 162.3 亿人次，同比下降 0.6％，其中公路客运量

下降 0.6％、水路客运量增长 3％。 

货运平稳增长 

10 月份，公路水路完成货运量 37.9 亿吨，同比增长 6.5％，增速与前三季度

基本持平，其中公路货运量增长 6.5％、水路货运量增长 7％。1 月至 10 月，公路

水路累计完成货运量 340.7 亿吨，同比增长 5.8％，其中公路货运量增长 6.1％、

水路货运量增长 4.1％。 

港口货物吞吐量出现负增长 

10 月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5 亿吨，同比下降 1.3％，增速较前

三季度放缓 4.1 个百分点。其中，内贸吞吐量下降 2％、放缓 5.4 个百分点，外贸

吞吐量增长 0.4％、放缓 1.3 个百分点。1 月至 10 月，规模以上港口累计完成货物

吞吐量 95.5 亿吨，同比增长 2.4％，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别增长 2.8％和 1.5％。 

从重点货类看，前三季度煤炭、原油、铁矿石外贸进港量同比分别下降 26.7％、

增长 10.6％和下降 0.8％。10 月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744 万 TEU，

同比下降 0.4％，增速较前三季度放缓 5.4 个百分点。1 月至 10 月，累计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17412 万 TEU，同比增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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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价指数继续低位震荡 

10 月份，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BDI)均值为 793 点，较第三季度均

值下跌 18.6％，进入 11 月继续呈下跌趋势，11 月 20 日仅为 498 点，创历史新低。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周均值为 1078 点，较

前三季度均值上涨 0.9％，但仍处于低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放缓 

1 月至 10 月，公路水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577 亿元，同比增长 6.5％，增

速较前三季度放缓 0.4 个百分点。分结构看，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13312 亿元，同

比增长 7％，增速与前三季度基本持平，其中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

分别完成投资6347亿元、4264亿元和2701亿元，分别增长1.9％、11.9％和12.5％；

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1121 亿元，同比下降 0.6％。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地区分

别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4739 亿元、3525 亿元和 631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12.8％和 6.3％。 

（摘自：中国公路网, 2015-11-26） 

 投资融资 

、 

 湖北 45 个道路建设项目同开工总投资超 130 亿 

湖北总投资超过 130 亿元的 45 个公路水路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为“十二五”

即将收官、“十三五”大幕开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 19 日召开的 2015 年全省公路水路建设项目集中开工视频会上，省交通厅

厅长尤习贵宣布：“318 国道荆州段改扩建工程等 23 个公路项目、蕲河河口至西

河驿段航运开发工程等 12 个港航项目、鄂州客运换乘中心等 10 个客货运站场项

目开工建设。”“十二五”以来，全省交通系统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

大战略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建设“祖国立交桥”和“一元多层次”战略，强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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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湖北交通大建设、大发展。今年前 10 月，全省交通投资继续逆势上扬，累计完

成投资 952 亿元，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预计“十二五”期间，

全省交通投资将超过 4200 亿元，为“十一五”的 2.2 倍，投资规模有望连续三年

稳居全国三甲行列，为全省经济社会“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作出

贡献。 

（摘自：湖北日报, 2015-11-26） 

 山东公布 15 条政府还贷高速公路收支情况 

今天上午，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发布会，省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娥

介绍山东省高速公路收费专项审计有关情况。2015 年收费 15 年的 15 条（段）政

府还贷高速公路中，有 8 条需要五年及以上时间收回贷款，2 条 5 年内收回贷款，

2 条收不抵支。 

关于 2015 年收费 15 年的 15 条（段）政府还贷高速公路情况，发言人介绍，

自通车至 2014 年底累计通行费收入 397.65 亿元，累计支出 369.71 亿元，其中：

归还到期银行贷款本金 81.85 亿元，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支出 131.29 亿元，大中修

及专项支出 77.79 亿元，小修保养支出 8.47 亿元，工资及五险一金支出 22.74 亿

元，公用经费支出 11.64 亿元，ETC 及信息系统支出 3.7 亿元，税费支出 11.92 亿

元，收支相抵结余 27.94 亿元用于归还农村公路贷款利息支出。 

15 条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建设初始总投资 154.67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和借款

111.95 亿元，后期大中修和信息系统建设又增加银行贷款 49.6 亿元，到 2014 年

底尚未归还银行贷款余额 79.69 亿元。 

15 条高速公路中，京沪高速化马湾至临沂段、临沂至红华埠 2 条高速公路可

以在 5 年内收回贷款；博山至莱芜、济聊高速德州段等 4 条高速公路预计在 5 至

10 年收回贷款；荣乌高速烟台绕城、济聊高速聊城段 4 条高速公路预计在 10 至

20 年收回贷款；泰安至莱芜、东营疏港 2 条高速公路收不抵支，归还利息困难，

需要补充资金才能维持运转，基本无力收回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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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齐鲁网, 2015-11-20） 

 前 10 月福建公路水路交通投资增长 10.7％ 

记者 23 日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15 年 1～10 月，该省共完成公路水

路交通投资 742.60 亿元，同比增长 10.7％。 

据统计，今年前 10 个月福建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304.42 亿元，同比增长 4.2％；

普通公路完成投资 315.03 亿元，增长 17.2％；水运工程完成投资 86.07 亿元，增

长 4.8％；运输场站完成投资 14.55 亿元，增长 33.4％；公共运输配套设施完成投

资 20.15 亿元，增长 35.2％；交通支持系统完成投资 2.38 亿元，增长 23.5％。 

（摘自：新华网, 2015-11-25） 

 宁夏：银川市 PPP 模式改扩建银兴公路   

日前，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交通建设局获悉，宁夏路桥集团公司

中标宁夏首个非经营性 PPP 项目——金凤区银兴公路改扩建工程，标志着宁夏深

化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银兴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长 19.2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建设标准，总投资约 1.5

亿元。金凤区政府利用社会资本建设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减轻了政府直接财政支

出负担。 

（摘自：交通运输部，2015-11-26） 

 运营管理 

 

 全国 11 省区高速公路因大雪封闭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因受降雪及道路结冰影响，河北、山西、内蒙古、

山东等 11 个省区高速公路受阻封闭。目前，北方各地全力以赴除雪保障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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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提前制定预案，配备清融雪人员

和设备，保证高速公路路面尽快达到通车条件；协同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疏导车辆，提前制定分流和绕行方案，加强对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

确保路网正常运行；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和普通公路道班、养护站，积极

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此外，通过网络、热线电话、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及高速

公路沿线情报板，实时发布路况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安排出行，特别是在省界主

线收费站和封闭匝道收费站入口及时发布提示信息，引导公众行驶未封闭的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 

24 日上午，京港澳高速原阳服务区启动应急预案，各部门纷纷快速行动，组

织铲车、一台柴油小四轮车、两台奔马运雪车，200 多名职工挥舞着几十把大扫

帚、一百多把铁锹奋战在除雪一线。 

23 日河南省迎来首场降雪后，服务区分公司按照保通预案要求，当天即出动

员工 3000 多人次，在服务区停车场等场所撒布融雪剂 70 吨；及时在服务区电子

显示屏上播放路况及天气信息，为过往司乘提供出行参考；餐厅、超市、后厨、

物业等部门充分满足广大司乘人员需要，并配备了急救箱，与临近医院、消防部

门建立联系，以便及时救援。目前，服务区除雪保通及服务保障工作还在有序进

行中。 

（摘自：中国新闻网，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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