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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确，公路按

其在公路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国家公路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的国道，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由具有全国性和区域

性政治、经济等意义的干线公路组成。其中，普通国道网提供普遍

的、非收费的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国家高速公路网提供高效、快捷

的运输服务。为加快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国家公路网络，

特编制《国家公路网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期限为 2013

年至 2030 年。《规划》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中长期布局规划，体

现了国家发展综合交通运输的战略方针，是指导国家公路长远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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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基础 

（一）发展形势。 

1981 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印发

的《国家干线公路网（试行方案）》明确，国道由“12 射、28 纵、

30 横”共 70 条路线组成，总规模约 11 万公里；2004 年，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明确，国家高速公

路网由“7 射、9 纵、18 横”等路线组成，总规模约 8.5 万公里。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 410.6 万公里，其中普通国

道 10.6 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 6.4 万公里。 

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我国交通运输紧张状况，显

著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现有的国家公路网规划与建设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覆

盖范围不全面。全国还有 900 多个县没有国道连接，有 18 个新增

的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实现与国家

高速公路相连接；二是运输能力不足。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运能

紧张、拥堵严重，不能适应交通量快速增长的需要；三是网络效率

不高。普通国道路线不连续、不完整，国家公路与其他运输方式之

间、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之间的衔接协调不够，网络效益和效

率难以发挥。 

（二）发展要求。 

1、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未来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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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

加快转型，交通运输总量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各项事业发展要求

提高国家公路网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预计到 2030 年，全社会公路

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将分别是当前的 2.7 倍、

3.2 倍、2.2 倍和 2.4 倍，主要公路通道平均交通量将超过 10 万辆/

日，达到目前的 4 倍以上，京沪、京港澳等繁忙通道交通量将达到

20 万辆/日以上。 

2、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未来国家将加快实施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

力度，要求发挥国家公路引导区域空间布局的作用，优化东部地区

公路网络结构，加强中部地区东引西联通道建设，扩大西部地区路

网覆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公路交通公共服务水平。 

3、提高应急保障能力的要求。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

事件，要求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重要通道及其辅助路线、迂回路线

的布设，提高公路网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应急保障能力。 

4、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

式，优化运输组织结构，合理配置和优化利用交通资源，发挥各种

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综合运输的组合效率，促进综合运输协调发

展，要求发挥普通公路的基础作用和高速公路的骨干作用，加强与

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5、实现公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发挥公路网络的整体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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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做好路网顶层设计，明确各层次

路网的功能定位，促进国家公路与其他层次路网的协调发展，并为

科学制定公路行业发展政策，更好地开展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奠

定规划基础。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按照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

扩大覆盖范围、增强通道能力、加强方式衔接、提高运输效率，合

理布局国家公路网，加快普通国道建设，构建以非收费公路为主体、

收费公路为补充的公路网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二）基本原则。 

1、布局合理。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生

态功能区划要求，与城镇化格局、城镇体系布局、资源分布和产业

布局相适应，统筹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合理布局

国家公路网。 

2、结构优化。加强公路网结构顶层设计，注重发挥普通国道

的干线作用和国家高速公路的主干线作用，构建层次清晰、功能完

备的国家公路网。 

3、衔接顺畅。注重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加强与城市交通

的融合，发挥综合运输整体效率。提高与周边国家路网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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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国际运输通道，拓展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 

4、规模适当。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科学把握未来公路交

通运输需求，合理确定国家公路网总体规模，实现路网供给能力与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5、绿色发展。统筹规划通道资源，充分利用既有路线，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贯彻低碳发展理念，避让环境

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 

（三）规划目标。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国家干线公

路网络，实现首都辐射省会、省际多路连通，地市高速通达、县县

国道覆盖。1000 公里以内的省会间可当日到达，东中部地区省会

到地市可当日往返、西部地区省会到地市可当日到达；区域中心城

市、重要经济区、城市群内外交通联系紧密，形成多中心放射的路

网格局；有效连接国家陆路门户城市和重要边境口岸，形成重要国

际运输通道，与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联系更加便捷。其

中， 

——普通国道全面连接县级及以上行政区、交通枢纽、边境口

岸和国防设施。 

——国家高速公路全面连接地级行政中心，城镇人口超过 20

万的中等及以上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和重要边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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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方案 

国家公路网规划总规模 40.1 万公里，由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

公路两个路网层次构成。 

（一）普通国道网。 

由 12 条首都放射线、47 条北南纵线、60 条东西横线和 81 条

联络线组成，总规模约 26.5 万公里。按照“主体保留、局部优化，

扩大覆盖、完善网络”的思路，调整拓展普通国道网：保留原国道

网的主体，优化路线走向，恢复被高速公路占用的普通国道路段；

补充连接地级行政中心和县级节点、重要的交通枢纽、物流节点城

市和边境口岸；增加可有效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部

分路线；增设沿边沿海路线，维持普通国道网相对独立。 

1、首都放射线（12 条） 

北京-沈阳、北京-抚远、北京-滨海新区、北京-平潭、北京-

澳门、北京-广州、北京-香港、北京-昆明、北京-拉萨、北京-青

铜峡、北京-漠河、北京环线。 

2、北南纵线（47 条） 

鹤岗-大连、黑河-大连、绥化-沈阳、烟台-上海、秦皇岛-深

圳、威海-汕头、乌兰浩特-海安、二连浩特-淅川、苏尼特左旗-

北海、满都拉-防城港、银川-榕江、兰州-龙邦、策克-磨憨、西宁

-澜沧、马鬃山-宁洱、红山嘴-吉隆、阿勒泰-塔什库尔干、霍尔果

斯-若羌、喀纳斯-东兴、东营-深圳、同江-哈尔滨、嘉荫-临江、

海口-三亚（东）、海口-三亚（中）、海口-三亚（西）、张掖-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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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东兴、饶河-盖州、通化-武汉、嫩江-双辽、牙克石-四平、

克什克腾-黄山、兴隆-阳江、新沂-海丰、芜湖-汕尾、济宁-宁德、

南昌-惠来、正蓝旗-阳泉、保定-台山、呼和浩特-北海、甘其毛都

-钦州、开县-凭祥、乌海-江津、巴中-金平、遂宁-麻栗坡、景泰-

昭通、兰州-马关。 

3、东西横线（60 条） 

绥芬河-满洲里、珲春-阿尔山、集安-阿巴嘎旗、丹东-霍林郭

勒、庄河-西乌珠穆沁旗、绥中-珠恩嘎达布其、黄骅-山丹、文登-

石家庄、青岛-兰州、连云港-共和、连云港-栾川、上海-霍尔果斯、

乌鲁木齐-红其拉甫、西宁-吐尔尕特、长乐-同仁、成都-噶尔、上

海-聂拉木、高雄-成都、上海-瑞丽、广州-成都、瑞安-友谊关、

瑞金-清水河、福州-昆明、广州-南宁、秀山-河口、连云港-固原、

启东-老河口、舟山-鲁山、洞头-合肥、丹东-阿勒泰、萝北-额布

都格、三合-莫力达瓦旗、龙井-东乌珠穆沁旗、承德-塔城、天津-

神木、黄骅-榆林、海兴-天峻、滨州港-榆林、东营港-子长、胶南

-海晏、日照-凤县、大丰-卢氏、东台-灵武、启东-那曲、上海-

安康、南京-德令哈、武汉-大理、察雅-萨嘎、利川-炉霍、台州-

小金、张家界-巧家、宁德-福贡、南昌-兴义、福州-巴马、湄洲-

西昌、东山-泸水、石狮-水口、佛山-富宁、文昌-临高、陵水-昌

江。 

此外包括 81 条联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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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高速公路网。 

由 7 条首都放射线、11 条北南纵线、18 条东西横线，以及地

区环线、并行线、联络线等组成，约 11.8 万公里，另规划远期展

望线约 1.8 万公里。按照“实现有效连接、提升通道能力、强化区

际联系、优化路网衔接”的思路，补充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保持

原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总体框架基本不变，补充连接新增 20 万以

上城镇人口城市、地级行政中心、重要港口和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在运输繁忙的通道上布设平行路线；增设区际、省际通道和重要城

际通道；适当增加有效提高路网运输效率的联络线。 

1、首都放射线（7 条） 

北京-哈尔滨、北京-上海、北京-台北、北京-港澳、北京-昆

明、北京-拉萨、北京-乌鲁木齐。 

2、北南纵线（11 条） 

鹤岗-大连、沈阳-海口、长春-深圳、济南-广州、大庆-广州、

二连浩特-广州、呼和浩特-北海、包头-茂名、银川-百色、兰州-

海口、银川-昆明。 

3、东西横线（18 条） 

绥芬河-满洲里、珲春-乌兰浩特、丹东-锡林浩特、荣成-乌海、

青岛-银川、青岛-兰州、连云港-霍尔果斯、南京-洛阳、上海-西

安、上海-成都、上海-重庆、杭州-瑞丽、上海-昆明、福州-银川、

泉州-南宁、厦门-成都、汕头-昆明、广州-昆明。 

此外包括 6 条地区性环线以及若干条并行线、联络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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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实施 

（一）实施方案。 

1、建设需求 

普通国道：规划总计 26.5 万公里，其中利用原国道 10.4 万公

里、原省道 12.4 万公里、原县乡道 2.9 万公里，合计占规划里程的

97%，其余 3%约 0.8 万公里需要新建；目前达到二级及以上技术

标准的普通国道路线约占 60%，按照未来基本达到二级及以上标

准测算，共约 10 万公里需要升级改造； 

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总计 11.8 万公里，目前已建成 7.1 万公里，

在建约 2.2 万公里，待建约 2.5 万公里，分别占 60%、19%和 21%。 

2、实施安排 

“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普通国道改造，实现通车里程约

26 万公里，其中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70%以上；有序推进对

加强省际、区域和城际联系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提

高主要公路通道的通行能力，国家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9.5万公里。

基本建成普通国道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大约需要 20 年。 

3、实施要求 

统筹安排，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普通国道建设，以既有路线升

级改造为主，着力提升技术等级、服务能力和水平。科学论证、量

力而行，有序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建设，把握好建设节奏，合理确定

建设时机，因地制宜确定建设标准。慎重决策国家高速公路远期展

望线，原则上到 2030 年左右，视区域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需求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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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展建设，灵活掌握建设标准。在满足安全和运输需求的前提下，

努力降低公路建设和运营成本。 

（二）实施效果。 

1、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普通国道规模由 10.6万公里调增至 26.5

万公里，新增连接县（市）900 多个，实现全国所有县级及以上行

政区都有普通国道连接，提升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改善人

民群众出行条件。 

2、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强化城市群内外交通联系，提升路

网对中小城镇的覆盖水平，形成多中心放射的路网格局，为城镇化

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3、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普通国道和高速公路的协调发展，

明确普通国道侧重体现基本公共服务，高速公路侧重体现高效服

务，加强两个网络在功能和布局上的衔接协调。 

4、实现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新增普通国道建设以既有公路升

级改造为主，高速公路合理把握建设规模和节奏，有效降低土地占

用和环境影响，促进公路建设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5、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协调衔接，

统筹主要通道运输能力配置，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现代物

流业发展。 

（三）保障措施。 

1、修订公路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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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修订《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法

律上明确国家公路网的地位、性质及其组成结构。 

2、完善投资融资政策 

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相结合的多渠道、

多层次、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继续实施收费公路政策，鼓励包括民

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加大各级政府财政

性资金投入，提高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用于普通公路建设的比重，大

幅增加中央资金对普通国道建设的补助力度，逐步建立高速公路与

普通公路统筹发展机制，促进普通公路持续健康发展。实施差异化

的区域投融资政策，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

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资金监管，严格防范债务风险。 

3、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资源，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跨江（河、湖、

海）的路线尽可能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共用桥位；尽可能利用

既有设施扩能改造，必须新建的尽可能利用既有交通走廊，多方案

比选、合理布线，少占土地、占补平衡；尽可能避免对具有重要生

态功能的生态系统的分割，从严控制穿越禁止开发区域和城市建成

区，严禁新建公路穿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减少对生态脆弱区、

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加强生态保护，逐步实现从事后治理向事前规

划和保护的转变。 

4、科技引领提升服务 

积极推进国家公路网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高与铁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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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中转和衔接能力，推进运输方式之间的

联程联运，逐步实现交通运输一体化，提高运输服务水平，促进现

代物流业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支持公路发展关键技术的研发

应用；强化公路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技能型、管理型人才培养，

完善教育培训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5、促进公路协调发展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各级政府在公路建设、运营、养护、

管理中的事权和职责，提高公路养护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增强公

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安排国家公路网路线编号、线位规划、

建设规划和前期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规划实施。研究建立国家公路

网规划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时修订和完善规

划。加强省级公路和乡村公路规划建设，合理确定规划目标和建设

规模，注重与国家公路网的衔接，统筹各层次路网协调发展，提升

路网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 

附图：1、普通国道网布局方案图 

2、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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