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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城市公共交通是由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轮渡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

客运交通系统，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2014年，全国拥

有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45013条，运营线路总长度79.26万公里。公交专用车道6634.2公里，增

加744.8公里。2014年，全国有28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比2013年末增加10个。拥有轨道交通

车站1600多个，增加174个，其中换乘站150多个。 

       目前，我国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筹建速度也明显加快，但由于投资巨大，总的来说，尚处

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大城市要形成以大中运量轨道交通为主体的综合客运体系，还需要

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公共交通供给能力不足和交通量激增之间矛盾日益

激烈，各地方政府纷纷把建设智能公纳入改善民生，提高公共交通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公交智能系统可以显著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吸引更多乘客采用公交和合伙乘车的出行

模式，从而带来了减少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等一系列社会效益。对于智能交通行

业来说，智能公交是一个复合型的巨大市场，尽管智能公交的起点在于GPS技术，但是要完

全实现智能化调度，仅仅依靠GPS是远远不够的。10年内，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都将陆续全部

或部分完成对公路交通智能管理系统的应用。 

       近年来，各地政府对智能公交项目的资金投入逐渐加大。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智能公交

项目数量800多个，市场规模70多亿元。预计未来5年我国智能交通系统行业的投入将接近3800

亿元，战略规划将直接驱动市场对视频、安防、监控、收费等设备的需求，智能公交行业将

成为未来我国安防行业发展的新热点。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将有600至800个城市建成智慧城市，而公交信息化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公交迈向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共交

通管理部门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的管理模式，提升行业管理水平。按照智能

化、综合化、人性化的要求，推进信息技术在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服务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重点建设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车辆运营调度管理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和应急

处置系统。公交智能化建设，在整合现有相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

高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运营调度与管理效率，增强行业管理、决策与应急能力，提升乘客出

行信息服务水平，为乘客提供快捷、安全、方便、舒适的出行服务，为加快推进城市综合交

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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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人员规模分析

四、企业车辆规模分析

五、企业主要车型分析

六、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七、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节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车辆规模分析

五、企业主要车型分析

六、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七、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九节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四、企业车辆规模分析

五、企业主要车型分析

六、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七、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节 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营运线路长度

四、企业车辆规模分析

五、企业主要车型分析

六、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七、企业运营网络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部分 互联网+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章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进入互联网领域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智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二节 2016年智能交通行业发展趋势

一、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智能交通产业大发展

二、车联网将大放异彩

三、提升交通运行监测能力和技术水平



四、智能交通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ldquo;互联网+&rdquo;城市公共交通的的战略意义

一、&ldquo;互联网+&rdquo;城市公共交通的效益分析

二、&ldquo;互联网+&rdquo;城市公共交通带来深刻变革

三、科学把握&ldquo;互联网+&rdquo;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影响

四、&ldquo;互联网+&rdquo;引领行业公共交通行业转型升级

五、&ldquo;互联网+&rdquo;维护出租汽车行业稳定

第四节 &ldquo;互联网+&rdquo;城市公共交通市场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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