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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高速公路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2012-2016）》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gonglu/132334132334.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0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高经理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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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重要成就是基础设
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自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实现了我国大陆
高速公路零的突破之后，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2008年，总规模3.
5万公里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全面建成，标志着我国高速公路网骨架的基本形成。
到2010年底，全国高速公路由“十五”期末的4.1万公里发展到7.4万公里，新增3.3万公里。整
个“十一五”阶段，全社会高速公路建设累计投资达2万亿元，是我国公路交通发展速度最快
、发展质量最好、服务水平提升最为显著的时期。

从总量上看，我国高速公路已经得到了飞跃式发展，基本能够满足经济和生活的需求
；从面积密度来看，东部等发达地区并不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还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

目前我国各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情况同其经济发达情况大体保持一致。经济发达的地区
，高速公路面积密度比较大；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高速公路面积密度也相对滞后。这一局面
的形成主要同我国之前推行的优先发展发达地区交通基础建设的战略规划有很大关系。从我
国高速公路规划布局情况来看，高速公路发展将参考经济发展状况的同时，兼顾区域间的均
衡化发展。这将有助于减小和改善东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建设的巨大差距和区域协调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国交通运输仍处于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5月26日，交通
运输部正式发布了《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到“十二五”末，我国国家高速公路网将
基本建成，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届时将覆盖90%以上的20万以上城镇人口城市
。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高速公路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2012-2016）》
共二十章，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交通部、各省市交
通厅、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概
述了全球高速公路的发展现状，详细分析了二十年年来我国各省市地区的高速公路发展状况
，对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现状、我国高速路网建设进展状况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对高速公路
的投资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还对高速公路的发展趋势、发展策略等进行
了阐述，揭示了高速公路发展的机遇，以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等，是高速公路经营企业、相
关单位、投资公司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
可多得的精品，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高速公路定义及相关概述
第一节 高速公路简介
一、高速公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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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公路的分类
三、高速公路的特征
四、高速公路的功能和经济效益
五、高速公路的规划原则及设计要求
第二节 高速公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高速公路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二、高速公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
三、发展高速公路建设小康社会
第二章 世界高速公路
第一节 世界高速公路发展概况
一、世界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
二、世界各国高速公路发展概况
三、全球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
第二节 美国
一、美国高速公路发展概况
二、美国高速公路的管理情况
三、美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情况
第三节 德国
一、德国高速公路概述
二、德国高速公路—世界上最高科技的高速公路
三、德国高速公路对卡车实行收费
四、德国计划所有高速公路限速
五、德国高速公路信息化管理分析
第四节 法国
一、法国高速公路建设的特点
二、法国高速公路收费变动情况分析
三、法国高速公路私有化及其原因分析
四、法国高速公路的经营与管理
第五节 日本
一、日本收费高速公路的建设及管理体制分析
二、2010年日本高速公路通行费下调
三、日本高速公路科技含量高
第六节 其他国家
一、意大利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概况
二、意大利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及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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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及俄罗斯高速公路收费情况
四、英国高速公路建设及收费简况
五、2005-2020年西班牙高速公路建设计划
第三章 中国高速公路
第一节 我国高速公路总体发展分析
一、中国高速公路的高速发展
二、2011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三、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快速发展的原因
四、中国成亚洲高速公路网主要组成部分
五、京津塘高速公路建设的发展启示
第二节 西部高速公路发展分析
一、西部高速公路发展概况
二、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建设遭遇两难局面
三、高速公路助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四、西部大开发十大工程之一宝天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五、2011年中国西部将建成高速公路大环线
第三节 中国西部高速公路资本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高速公路资本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二、西部高速公路资本管理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三、西部高速公路建设资本筹集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分析
四、西部高速公路建设资本筹集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影响及措施
第四节 高速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一、中国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交通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问题
三、高速公路建设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四、国内山区高速公路设计观念的思路研究
第五节 国外高速公路发展经验借鉴
一、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发展的启示
二、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三、美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第四章 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宏观环境
第一节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1年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分析
二、2012年宏观经济展望及政策前瞻
第二节 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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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年中央财政计划安排交通运输支出增长情况
二、十二五末期将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主骨架
第五章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第一节 高速公路网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性
一、高速公路在现代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高速公路网产生的规模效应
三、高速公路网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必需
第二节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情况
一、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背景和意义
二、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功能和布局目标
三、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布局方法和过程
四、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方案
五、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特点及效果
第三节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实施及前景
一、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建设进展情况介绍
二、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实施与经济分析
三、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及投资思路
四、国家高速公路网发展前景广阔
第六章 华北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北京市 1
一、北京高速公路服务区触摸可查适时路况
二、北京市高速公路将全面实现电子收费
三、北京高速公路将启用便携式收费机
四、2011年京开高速公路北京段今全线贯通
第二节 天津市
一、天津高速公路网规划情况
二、2011年春节期间天津市主要高速公路全线开通
三、2011年天津三条高速公路年内通车
四、天津市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分析
第三节 河北省
一、河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
二、河北省高速公路突破4000公里
三、2011年河北省将开建12条高速公路
五、2011年河北首条高速项目邯大高速公路开工
六、河北高速公路发展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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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山西省
一、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3000公里
二、山西省高速公路将打造“智能高速”
三、2011年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情况
四、2012年山西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预测
五、“十二五”山西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率预测
第五节 内蒙古自治区
一、内蒙古加快推进出区高速公路建设
二、内蒙古十一五高速公路总里程数
三、内蒙古12盟市全部拥有高速公路
四、内蒙古高速公路收费存在的问题
第七章 东北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辽宁省
一、辽宁高速公路发展建设概况
二、2012年辽宁省高速公路总里程预计
三、“十二五”辽宁高速公路总里程数规划
第二节 黑龙江
一、黑龙江着力建设“绿色”高速公路
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网将收费
三、黑龙江建虎高速公路路基主体完工
第三节 吉林省
一、吉林省全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二、2011年吉林将新建9条高速公路
三、2012年吉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预测
四、“十二五”吉林高速公路将达4500公里
第八章 华东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山东省
一、山东省高速公路建设“市场化”
二、山东省民间资本可参与投资高速公路建设
三、“十二五”期间山东高速公路将覆盖超95%县区
四、“十二五”山东济南新增高速公路规划
第二节 上海市
一、上海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概况
二、上海高速公路收费首次启用POS机
三、2011年上海将新增50条ETC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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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状况与对策
五、“十二五”上海新建高速公路规划
第三节 浙江省
一、2011年浙江高速公路建设概况
二、2011年浙江省高速公路全面启动计重收费
三、浙江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应用情况
四、浙江探索提高高速公路运行效率新模式
五、2011年浙江省高速公路推行客货车分道
第四节 江苏省
一、江苏省高速公路密度稳居全国第一
二、江苏启全国统一规范的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
四、2011年江苏省实行高速公路ETC自动交费业务优惠
五、2011年江苏省八成高速公路将实现不停车收费
第五节 安徽省 2
一、安徽高速公路发展情况
二、安徽新型高速公路的建设理念
三、2011年安徽宁宣杭高速公路正式开工
四、安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2900公里
五、安徽省“十二五”高速公路建设规划
第六节 江西省
一、江西高速公路建设快速发展
二、江西赣崇高速公路建设进展顺利
三、2015年江西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预测
四、“十二五”江西高速公路建设规划
第九章 华南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广东省
一、广东高速公路发展情况
二、广东四条高速公路将建省际治超站
三、广东惠深高速公路应用诶比(AB)监控系统
四、广东“十一五”高速公路投资情况
五、广东力争“十二五”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
第二节 福建省
一、福建高速公路发展回顾
二、2011年福建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三、福建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日趋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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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规划》调整情况
五、2015年福建将基本建成海西高速公路网
六、“十二五”福建高速公路投资计划
第三节 广西自治区
一、广西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迅速
二、2011年广西高速公路发展情况
三、广西大力兴建沿海高速公路
四、广西百隆高速公路即将建成通车
五、广西兴桂高速公路兴安段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第十章 华中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河南省
一、洛阳至洛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情况
二、河南豫西南高速公路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
三、河南高速公路突破五千公里
四、“十二五”河南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五、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调整方案
第二节 湖南省
一、高速公路发展与湖南经济
二、湖南高速公路在建里程全国第一
三、湖南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战略
四、湖南“十二五”高速公路建设规划
第三节 湖北省
一、湖北高速公路骨架网基本形成
二、湖北“十一五”新增高速公路突破2000公里
三、湖北省高速公路新规
四、湖北高速公路建设转向以市州为主体进行招商引资
五、湖北高速公路ETC建设二期工程顺利验收
六、“十二五”湖北高速公路建设规划
第十一章 西南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云南省
一、云南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概况
二、“十一五”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位居西部第一
三、云南省效益最好的3条高速公路对社会公开招商
四、云南昆玉高速公路投资运营情况
五、“十二五”末云南高速公路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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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四川省
一、四川高速公路发展成就
二、四川投资近50亿元达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2012年通车
三、蜀道变速道 四川5条高速2013年底前全部完工 3
四、《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08-2030年）》解读
五、“十二五”四川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三节 重庆市
一、重庆积极建设高速公路促进经济发展
二、重庆高速公路建设的四次大提速
三、2010年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577公里
四、“十二五”重庆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四节 贵州省
一、贵州开通19条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180公里
二、2007年贵州高速公路建设首次利用了信托融资方式
三、贵州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及融资情况
四、贵州高速公路建设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面临的问题
四、“十二五”贵州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十二章 西北地区高速公路
第一节 陕西省
一、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回顾
二、2010年陕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2700公里
三、陕西高速公路建设科技居世界领先水平
四、陕西利用信息化提升高速公路服务水平
五、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获5家银行资金支持
六、“十二五”陕西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二节 甘肃省
一、甘肃高速公路建设快速发展
二、“十一五”期间甘肃省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三、甘肃科技创新提升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水平
四、“十二五”甘肃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三节 新疆自治区
一、高速公路加快新疆经济发展
二、2010年新疆加快高速公路网建设
三、新疆高水平的“赛-果”高速公路将在2011年通车
四、“十二五”新疆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四节 青海省
一、西部大开发10年青海省公路通车里程增加4万多公里
二、青海省两条国道被列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三、青海四条高速公路同时开建 投资逾100亿元
四、青海省“432”高速公路网建设规划
五、“十二五”青海高速公路发展规划
第十三章 高速公路的经营与管理
第一节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现状
一、国外高速公路管理的模式
二、中国高速公路管理的模式
三、我国高速公路管理的典型模式及其特点分析
四、我国将建高速公路交通量调查与信息服务体系
第二节 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介绍
一、美国 341
二、日本 342
三、法国 342
四、意大利 343
第三节 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分析
一、行政隶属体制
二、效益核算体制
三、行业管理体制
四、建设管理体制
五、交通管理体制
第四节 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与专业化管理
一、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管理概况
二、实行特许经营带动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
三、高速公路专业化管理的涵义与作用
四、高速公路专业管理公司的属性分析
五、高速公路专业管理公司的类型与运行机制
第五节 中国高速公路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高速公路现行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
二、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三、加强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思考
四、中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问题与对策
五、高速公路的管理服务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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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的对策
一、高速公路应该以效益为中心来运营
二、应构建科学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
三、高速公路客运需要集约化经营
四、高速公路品牌战略管理的对策
五、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中的发展对策
第十四章 高速公路的收费分析
第一节 高速公路收费概况
一、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概述
二、高速公路收费权拍卖分析
三、我国高速公路收费甚至高于发达国家
四、中国高速公路收费存在的暴利现象
五、中国将逐步减少收费高速公路总量
第二节 中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和计重收费分析
一、中国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的几个问题
二、高速公路实行计重收费后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第三节 中国电子不停车收费（ETC）发展分析
一、我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的发展概况
二、我国加快高速公路ETC建设与应用
三、我国推广实施ETC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电子标签价格高影响不停车收费系统推广应用
五、我国ETC收费标准化发展分析
六、实施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运营模式探析
第十五章 中国高速公路面临的问题分析
第一节 高速公路安全问题
一、高速公路的安全与保障
二、高速公路的雾情管制
三、建立高速公路公共危机处理系统的重要性
第二节 高速公路的社会及自然环境问题
一、高速公路网与自然环境
二、我国高速公路的环境保护问题
三、高速公路的空间环境及其与景观设计的关系
第三节 高速公路养护管理问题分析
一、国外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体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二、高速公路养护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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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四、我国高速公路养护的管理措施
第十六章 上市公司
第一节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二节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1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三节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四节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五节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六节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4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七节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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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八节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0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1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0-2011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十七章 政策法规环境
第一节 中国高速公路相关政策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五、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
六、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二节 中国各地区公路法规条例
一、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二、河北省高速公路交通管理规定
三、浙江省高速公路运行管理办法
四、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
五、广东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六、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
七、河南省高速公路交通管理规定
八、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九、山东省高速公路条例
十、青海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办法
第十八章 2012-2016年高速公路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2-2016年交通运输业的趋势
一、世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趋势
二、未来全球交通运输面临的发展趋势
三、未来15年交通运输发展趋势分析
四、新形势下的我国交通运输业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五、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形势及方向
第二节 2012-2016年高速公路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2-2016年高速公路建设发展的新趋势
二、2012-2016年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发展趋势
三、2012-2016年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趋势
四、2012-2016年路面机械新技术及发展趋势
第十九章 2012-2016年高速公路投资策略
第一节 投资体制变化
一、2004年中国高速公路建设走出政企分离第一步
二、个人可投资我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三、民营资本成为高速公路建设主角
四、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 政府收回股权
第二节 高速公路投资效益分析
一、早期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效益
二、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
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变化趋势分析
第三节 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问题
一、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情况及特点
二、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实践中的风险分析
四、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形势下的风险防范对策
第四节 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建设融资分析
一、西部高速公路主要资金来源
二、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多渠道筹资
三、西部高速公路建设筹资的建议
第五节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风险管理分析
一、工程保险的方式和保险公司的选择
二、免赔额和保费确定
三、理赔应注意问题
第六节 投资风险及对策
一、高速公路投资的主要风险及对策
二、未来中国高速公路面临的资金考验
三、高速公路企业应关注长期政策风险
第二十章 BOT模式与高速公路建设
第一节 BOT的概念与运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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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OT融资的定义与运作过程
二、BOT模式主要形式比较
三、BOT融资模式的法律性质分析
四、BOT项目运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五、BOT项目投产的回报模式
第二节 BOT模式中的风险问题及对策
一、BOT项目中的风险与规避
二、高速公路BOT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及防范
三、BOT项目融资中的风险识别与管理方法
四、BOT融资方式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五、正确运用BOT方式引进外资的对策
第三节 BOT模式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BOT在国外实例分析
二、BOT模式在我国的典型
三、BOT投资模式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节 BOT在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实践
一、高速公路采用BOT方式分析
二、中国首个高速公路BOT项目分析
三、2008年四川12条投资1372亿元高速公路开展BOT招商
四、2010年7月重庆首个外资BOT高速公路项目签订协议
五、2008年广西首个外资BOT高速公路项目获批
六、福建首条BOT高速公路通车
七、2011年四川高速公路BOT项目居全国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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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利润总额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每股指标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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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
图表：2010-2011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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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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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投资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无形及其他资产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负债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负债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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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表
图表：2010-2011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分析表
图表：2011年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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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0-2011年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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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公路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2012-2016）》共系统全面的调研
了高速公路的市场宏观环境情况、行业发展情况、市场供需情况、企业竞争力情况、产品品
牌价值情况等，旨在为企业提供专项产品深度市场信息，为企业投资、经营决策提供科学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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