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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研究 

张德磊 

廊坊市出租车管理处  河北廊坊 

【摘要】当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带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要重视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交通运输分布范

围广，涉及行业多，涵盖了商务、物流等多个经济发展内容，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交通运输经

济管控，不断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动国家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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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Delei Zhang 

Langfang Taxi Management Office Langfang, Hebei,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economy of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large-scale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driv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Therefore, in the new period of backgrou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management.Transportation has a wide range of distribution, involving many industries, 
covering business, logistics and o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control and control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const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dri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country, and meet 
people's living needs. 

【Keywords】Importance; Economy;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引言 
当前交通运输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交通运输工作繁重，无法保证服务质量，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需协同，地方性限制交通运输管理存在一

定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对存在问题的科学分析，并

且从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要性入手，提出合理的解决

措施，形成完整的交通运输管理体系。 
1 交通运输业的特点 
交通运输事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

际性与大系统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

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了进一步顺应时代的发展节奏，

要加强对于交通运输全球化的管理分析，利用交通

运输网络体系，顺应时代的发展节奏，促进各国之

间的交流，利用科学技术创新交通运输管理模式，

将系统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轨，实现产品的有效运输，

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在经济贸易金融方面进一步

体现出交通运输业国际性和上系统性的特点。其二，

公共性与强管制性。交通运输是服务行业的一种，

对于人们的工作生活会产生较大的便利，尤其是运

输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能，在进行管理过

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态度，交通运输行业的属性决定了在管理具有强制

性和公共性的特点。 
2 交通运输与经济管理的重要联系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各个行

业产生了较大的变革，对于交通运输经济的管理和

方向产生了较大的挑战。交通运输业的相关管理部

门，要摒弃以往的管理体制，要促进时代的发展节

奏，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提出创建科学合理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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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体系。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交通

业带动的，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

因此要更加注重调动交通所产生的重大价值，要注

重对于水运、陆运、空运三大主题交通方式来完成

的经济活动场地，不断增加交通运输节点遍布网络

面积，为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在早期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都知道社

会交通会严重影响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经济产业结构

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行业涉及其他产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较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依赖于交通运输业。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交通运输建设情况，会衡量较

多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

交通网络的决定了地区经济资本的积累程度，要加

强对于相关区域经济管理的促进性作用。落后的交

通状况会让地区经济产生抑制，抑制资本积累，因

此必须要重视交通运输管理的核心，不在提高国民

经济水平[2]。 
3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

重要性 
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模式相关改革背景

下，交通运输要对于有关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而且经济全球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节奏，充分利用市场化

的特殊用途机制赋予交通运输经济管理中的意义，

进一步接近国际化水平，在进行经济体制与发展模

式探索过程中，要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在市场

化条件下的重要使命，进一步发挥交通运输行业的

效能，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管理

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于。其一，交通运输企业在

新的经济发展中可以协调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构

建良好的经营环境，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

度地发挥交通运输业和运输事业所具有的功效，实

现利益共赢。其二，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进一步需

要交通运输行业的参与。只有通过市场化经济改革

方法才能进一步满足生产水平与人们基础需求相匹

配的要求，对交通事业进行科学的经济控制与管理，

能够实现我国市场的经济过渡，对过去的经济体制

进行改革，顺应时代的发展节奏，满足国家人民群

众的物质的要求。其三。实现交通运输经济管理对

于我国的综合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大部分经

济生产交易活动都是通过交通，尤其是当前时代，

物流行业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带

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交通经济运输的管理

与控制行为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其四，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当前时

代影响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市场需求要逐步走向系统

化、规范化、法律化的道路，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渐完善，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经

济模式的转换，通过交通运输行业能够以价格杠杆

和竞争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企业的自由

经营权转换企业的经营体，健全用途生产日期。市

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具有一定

阶段的意义，在如今时代背景下，交通运输市场经

济是商品经济合作规划，大生产的企业可以采集手

上的商品经济，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在新时代背景

下，要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力量趋势[3]。 
4 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运输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4.1 地区性限制交通运输管理存在问题 
在交通运输业发展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

城市正常的发展水平进行总结定位分析，要考虑城

市是否已有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结合城市的发展状

况，要对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分级，通过调查研究

分析，在上下班高峰期，无论是一线二线三、四线

城市还是旅游城市，交通运输都会存在较大的困难，

因此在交通运输优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考虑经济

的发展程度，针对不同城市不同现状，采取不同的

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系统，加强对于系统机制的科学

合理构建。 
4.2 交通运输工作繁重，且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当前我国城市化人口不断增多，交通运输量任

务无繁重，尤其是物流，无论在物流还是客运方面

都体现出这一现状。此外城市交通服务量已经远远

低于现状，客运量增多，货运量也急剧增多，再加

上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很多不良的现象

发生。货车、客车超载，而且执法力度较小，在高

压的交通运输过程中，服务质量进一步降低，导致

不良的后果发生[4]。 
4.3 管理难度逐渐上升 
当前人们生活水平以及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对

于生活方式要改变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车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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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的生活，但对于交通运输的经济管理产生一

定的难度，而且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在道路行

驶过程中会出现拥挤问题，而且对于公路的运输功

能影响导致安全事故，私家车使用数量的增多表明

公路车辆的结构会越发困难，在进行选择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超载现象普遍发生，降低了公路的使用

寿命，因此要对交通运输问题进行有效重视，并且

给予解决。 
4.4 管理人员综合水平较低 
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在新形式的背景下，各

行各业都对于交通业有着重要的依赖，人是作为交

通经济管理体制的重点，当前在交通运输经济管理

中，人员需要具备高度专业化，需要较高的水平。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人员专业综合能力不强，专业

素质水平不高，在进行管理过程中不具备相应的责

任心，素质水平难以达到公路运输管理的标准，有

些人员基本常识不具备，无法组织掌握经济发展状

况。在交通运输过程中，公路运输是主要的交通枢

纽，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得到过多的重视，日常工作

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严重影响到工作效果。 
4.5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形同虚设 
交通运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进行发展过程

中相应的部门繁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且责任

分管巨细无比，在进行责任分析过程中存在的一些

推卸责任的情况发生，对于交通业产生不良的影响，

自身较多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 
5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有

效措施 
5.1 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科

学技术所具备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交通经济运输管

理在新时代要朝着科学化、制度化、现代化的方向

发展，要加强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

术的应用，尽快地掌握市场动态，加强对于交通运

输路线的科学监控，建立全方位的运输系统，不断

应用先进的通信系统、计算机系统，采取现代化的

市场管理模式，丰富理论体系，提高管理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 
5.2 加强道路运输管理 
车辆道路运输管理是道路经济运输管理中的重

要组成内容，当前时代下私家车数量越来越多，因

此更加要注重道路车辆的运输管理。在巡视过程中，

运输管理部门要从实际行动上出发，完善基础设施，

依据道路的实际情况进行全方面的开展，根据道路

车辆管理的根本设定智能的信息服务系统，依据实

际情况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不断解决因车辆过多

而引起的各类问题，加强对于运输道路过程中监控

设施全方面监控道路的路况信息，及时获取各个分

支道路以及车辆的运输信息，使路车管理更加智能

化、高效化，充分利用大数据，如计算系统针对性

的提供专业服务，使顾客车主满意，提高交通运输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5.3 全面进行预测分析 
在进行预算分析过程中，要实施现金收支两条

线相结合的预算管理模式，不断实现预算目标，结

合成本控制，对现金流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不断

降低财务可能涉及的风险，对管理人员进行综合培

训，严格控制两个分支机构，可以利用高新科技科

学技术对一段时间内的成本进行全面分析，估算一

段时间内的消耗以及使用成本，设定成本管理预算

目标，提高管理的工作效率，确保资金运用权力的

高度集中。要建立在权责利相结合的基础上，完善

预算体系，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要深化目标

成本管理，加强对于目标和措施的分析，严格实行

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企业生产建设投资等资

金的合理需求，发挥企业内部财务结算中心功能，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4 加强路车综合管理，实行合同运输 
在交通运输过程中的主要场所是路，而且实行

经济管理尤为重要，要进一步确定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现有的管理模式，设立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管

理机构实行分级管理，可以实行合同运输，增强运

输业主的责任性，不断维护运输市场秩序，提高运

输市场管理水平，严格要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质量，

依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交通应用机制。当前交通

运输业在全国范围内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要不断完

善现有交通运输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健全运

输机制，结合城市的发展情况，制定全面合理的机

制，满足城市的具体情况，缓解交通运输问题，提

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行政部门要杜绝违规现象发

生，为交通运输行业营造良好的氛围。 
6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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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交通运输行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要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加强规划管理过程，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利用先进的技术建立交通运输安

全监管网络，加快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工作，推动

我国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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