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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ꎬ 铁路行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ꎬ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立足新发展阶段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构建新

发展格局ꎬ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ꎬ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ꎬ 深入实施

“三年行动计划”ꎬ 持续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ꎬ 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ꎬ 深入推进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发展ꎬ 服务打赢三大攻坚战

和 “六稳” “六保” 等工作作出积极贡献ꎮ

一、 运输生产

旅客运输ꎮ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 ２２ ０３ 亿人ꎬ 比上年减

少 １４ ５７ 亿人ꎬ 下降 ３９ ８％ ꎮ 其中ꎬ 国家铁路 ２１ ６７ 亿人ꎬ 比上

年下降 ３９ ４％ ꎮ 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完成 ８２６６ １９ 亿人公里ꎬ 比

上年减少 ６４４０ ４５ 亿人公里ꎬ 下降 ４３ ８％ ꎮ 其中ꎬ 国 家 铁 路

８２５８ １０ 亿人公里ꎬ 比上年下降 ４３ 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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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旅客运输量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０ 年 比上年±％

旅客发送量 万人 ２２０３４９ －３９ ８

　 　 国家铁路 万人 ２１６６９４ －３９ ４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８２６６ １９ －４３ ８

　 　 国家铁路 亿人公里 ８２５８ １０ －４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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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ꎮ 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成 ４５ ５２ 亿吨ꎬ 比上年

增加 １ ４０ 亿吨ꎬ 增长 ３ ２％ ꎮ 其中ꎬ 国家铁路 ３５ ８１ 亿吨ꎬ 比上

年增长 ４ １％ ꎮ 全国铁路货运总周转量完成 ３０５１４ ４６ 亿吨公里ꎬ

比上年增加 ２９７ １０ 亿吨公里ꎬ 增长 １ ０％ ꎮ 其中ꎬ 国家铁路

２７３９７ ８３ 亿吨公里ꎬ 比上年增长 １ ４％ ꎮ

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０ 年 比上年±％

货运总发送量 万吨 ４５５２３６ ３ ２

　 　 国家铁路 万吨 ３５８１０２ ４ １

货运总周转量 亿吨公里 ３０５１４ ４６ １ ０

　 　 国家铁路 亿吨公里 ２７３９７ ８３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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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周转量ꎮ 全国铁路总换算周转量完成 ３８７８０ ６５ 亿吨公

里ꎬ 比上年减少 ６１４３ ３５ 亿吨公里ꎬ 下降 １３ ７％ ꎮ 其中ꎬ 国家铁

路 ３５６５５ ９３ 亿吨公里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４ ２％ ꎮ

运输安全ꎮ 全年全国铁路未发生铁路交通特别重大、 重大事

故ꎻ 发生较大事故 １３ 件ꎬ 同比增加 ９ 件ꎮ 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比上年下降 １４ ４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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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铁路建设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７８１９ 亿元ꎬ 投产新线 ４９３３ 公里ꎬ

其中高速铁路 ２５２１ 公里ꎮ

路网规模ꎮ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１４ ６３ 万公里ꎬ 其中ꎬ 高

速铁 路 营 业 里 程 达 到 ３ ８ 万 公 里ꎻ 复 线 率 ５９ ５％ ꎻ 电 化 率

７２ ８％ ꎻ 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 ５ ９ 万公里ꎮ 全国铁路路网密度

１５２ ３ 公里 / 万平方公里ꎮ

国家 铁 路 营 业 里 程 １２ ８ 万 公 里ꎮ 复 线 率 ６１ ６％ ꎻ 电 化

率 ７４ ９％ ꎮ

移动装备ꎮ 全国铁路机车拥有量为 ２ ２ 万台ꎬ 其中ꎬ 内燃机

车 ０ ８０ 万台ꎬ 电力机车 １ ３８ 万台ꎮ 全国铁路客车拥有量为 ７ ６

万辆ꎬ 其中ꎬ 动车组 ３９１８ 标准组、 ３１３４０ 辆ꎮ 全国铁路货车拥有

量为 ９１ ２ 万辆ꎮ

国家铁路机车拥有量为 ２ １ 万台ꎬ 其中ꎬ 内燃机车 ０ ７６ 万

台ꎬ 电力机车 １ ３４ 万台ꎮ 国家铁路客车拥有量为 ７ ５ 万辆ꎬ 其

中ꎬ 动车组 ３８２８ 标准组、 ３０６２０ 辆ꎮ 国家铁路货车拥有量为 ８５ ７

万辆ꎮ

三、 技术标准和科技创新

重要技术标准制修订ꎮ

经国家标准委审批发布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系列标准、

«机车车辆火灾报警系统» 等铁道国家标准 １７ 项ꎮ

发布铁道行业标准 (技术标准) 公告 ９ 批 ６９ 项和 ５ 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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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单ꎬ 包括 «３５０ｋｍ / ｈ 高速电动车组通用技术条件» «高速铁

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１ 部分: 制造与组装» «自动化驼峰技术

条件» «铁路煤炭运输抑尘技术条件 第 １ 部分: 抑尘剂» «电气

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 系列等技术标准 ６６ 项ꎬ 首次发布 «铁路

接发列车作业» 等运营管理标准 ３ 项ꎬ «机车车辆真空断路器»

(ＴＢ / Ｔ ３４３０－２０１５)、 «散装颗粒货物运输用防冻液技术条件»

(ＴＢ / Ｔ ３２０８－２００８) 等标准修改单 ５ 项ꎮ

发布铁道行业标准 (工程建设标准) 公告 ７ 批ꎬ «市域

(郊) 铁路设计规范» 和铁路工程施工安全系列技术规程等工程

建设标准 １５ 项ꎮ 局部修订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铁路照

明设计规范» «铁路旅客车站设计规范» 工程建设标准 ３ 项ꎮ 废

止 «铁路隧道辅助坑道技术规范» 等工程建设标准 ２７ 项ꎮ

发布铁路工程造价标准公告 ２ 批ꎬ «铁路工程工程量清单规

范» 工程造价标准 １ 项ꎬ 局部修订 «铁路工程预算定额 第三册

隧道工程» 工程造价标准 １ 项ꎮ

发布 «钢轨断面检测量具检定规程» «接触网几何参数测量

仪检定规程» 等铁道行业计量规程规范 ４ 项ꎮ

发布 «动车组车体结构强度设计及试验» «合金钢组合辙

叉» «铁路信号故障－安全原则» 等铁道行业标准 (技术标准)

英文译本 １４ 项ꎮ 经国家标准委审批发布 «内燃机车通用技术条

件» «铁路 Ｔ 梁架桥机» 等铁道国家标准英文译本 ９ 项ꎮ

发布 «铁路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文件

—６—



编制办法» «高速铁路安全防护设计规范» 等铁道行业标准 (工

程建设标准) 英文译本 ３３ 项ꎬ 发布 «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俄文译本 １ 项和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阿拉伯语译本 １ 项、 泰语

译本 １ 项ꎮ 发布 «铁路工程建设标准汉语阿拉伯语词典» «铁路

工程建设标准汉语印尼语词典» 等铁路工程建设标准词典 ２ 项ꎮ

科技创新及获奖ꎮ

国家铁路局开展首批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申报及认定ꎬ 共

认定 “宽带移动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 等铁路行业重

点实验室 ７ 个ꎬ “高速列车本构安全技术铁路行业工程研究中心”

等铁路行业工程研究中心 １０ 个ꎮ 铁路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 ２０２０

年度共评审入库 ３０４ 项ꎬ 其中铁路科技项目 ５０ 项、 铁路专利 ５２

项、 铁路技术标准 ４９ 项、 铁路科技论文 １５３ 篇ꎮ

２０２０ 年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公布ꎬ 铁路行业共获奖牌 １

个、 奖章 １ 个、 奖状 ２ 个ꎬ 分别为: 复兴号动车组研发创新团队

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ꎻ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冯江华

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ꎻ 西南交通大学张卫华、 王开云获全国创新

争先奖状ꎮ

２０２０ 年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公布ꎬ 铁路行业共有 ３０ 项专

利获奖ꎬ 其中中南大学 “铁路大风监测预警系统及方法”、 株洲

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动车组的快速粘着控制方

法”、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隧道联络通道用盾构机及其

联络通道掘进方法” 获中国专利金奖ꎻ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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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申报的 “轨道车辆车头 (２０１４

－３) ” 获外观设计金奖ꎻ 此外另获中国专利银奖 ４ 项ꎬ 中国专

利优秀奖 ２１ 项ꎬ 外观设计优秀奖 １ 项ꎮ

２０２０ 年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公布ꎬ 中国铁道

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获全国科普

工作先进集体ꎬ 北京交通大学魏庆朝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称号ꎮ

铁路行业 “ ＴＢ / Ｔ ３４８７－２０１７ «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等 ２ 项

标准” 荣获 ２０２０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三等奖ꎮ

四、 节能减排

综合能耗ꎮ 国家铁路能源消耗折算标准煤 １５４８ ８３ 万吨ꎬ 比

上年减少 ８７ ２７ 万吨ꎬ 下降 ５ ３％ ꎮ 旅客发送量受疫情影响大幅

下降ꎬ 客车上座率低ꎬ 造成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耗 ４ ３９ 吨标

准煤 / 百万换算吨公里ꎬ 比上年增加 ０ ４５ 吨标准煤 / 百万换算吨

公里ꎬ 增长 １１ ３％ ꎮ 单位运输工作量主营综合能耗 ４ ３２ 吨标准

煤 / 百万换算吨公里ꎬ 比上年增加 ０ ４８ 吨标准煤 / 百万换算吨公

里ꎬ 增长 １２ 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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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ꎮ 国家铁路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１６３４ 吨ꎬ

比上年减排 ９８ 吨ꎬ 降低 ５ ６％ ꎮ 二氧化硫排放量 ３２７１ 吨ꎬ 比上

年减排 ２０１４ 吨ꎬ 降低 ３８ １％ ꎮ

注: １ 除注明外ꎬ 国家铁路含国铁集团及其控股合资铁路ꎮ

２ 客货运量为精密数ꎬ 其余数据均为速报数ꎮ

３ 统计范围不含港澳台ꎮ

４ 除注明外ꎬ 比上年为同口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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