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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及国家2020年CO2减

排目标，从体制、法规、经济、规划、管理和理念等角度出发，明确导

致城市客运能耗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围绕如何提高城市客运能源

使用效率这一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构建“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

为主体的高效低碳城市客运体系为目标，分析城市客运节能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政策障碍，在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提升节

能理念、优化城市形态、深化体制改革、开展公交优先行动、引导小

汽车合理使用和创建节能体系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Abstract： Aiming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2020 national CO2 reduction pla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rapid increase of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 energy consumption in several aspects: laws and regulations,

economy,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A

systematic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in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 Aiming at developing a

public transit & non-motorized traffic oriented urban passenger trans-

port system that is highly efficient and produces low CO2, the paper dis-

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policy barriers in urban passenger trans-

port energy saving. B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paper

makes six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energy-saving concept, op-

timizing urban land use development, further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giving priority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guiding reasonable car

use, and developing energy-sav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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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

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是 21世纪全球

共同面临的挑战。目前，我国能源

利用效率仅为 33%，比发达国家低

近 10%，节能形势十分严峻。交通

行业是能源消耗大户，1995年交通

运输业石油消耗量占石油消耗总量

的 18%，2000 年为 25%，2006 年为

40%。照此发展，若不采取有效措

施，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

下，社会承受不起，交通发展难以

为继[1]。

根据中国能源环境综合政策评

价模型 (Integrated Policy Assessment

Model for China, IPAC)预测，2020年

城市客运终端能源消耗量将达到 2.1

亿 t标准煤，占城市交通终端能源消

耗量的 48%；2030 年城市客运终端

能源消耗量将达到 3.2 亿 t 标准煤，

是2005年的6倍多[2]。未来20年，城

市客运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能源形势

十分严峻。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客运要节

约能源，一方面，要通过交通规

划、经济和技术手段，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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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汽车合理使用，提高城市客运的智能化水平

和能力建设等；另一方面，要转变消费模式，培

养公众对低碳社会、低碳交通的认识，逐渐向低

能耗、低排放的生活方式转型。本文从体制、法

规、经济、规划和管理等方面出发，深入分析我

国城市客运节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充分借鉴

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城市客运节能

的政策建议。

1 节能管理及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对城市客运节能理念缺乏足够认识。

首先，城市交通发展理念亟待转变。城市客

运建设服务于城市居民安全、畅通、舒适的多样

化出行需求，而不是满足机动化交通需求。其

次，出行观念亟待转变。将小汽车作为身份地位

和财富的象征、以私人小汽车出行为荣的传统陈

旧观念造成小汽车保有量和使用量持续攀升。出

行者应该为其产生的环境和资源消费支付相应成

本的理念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再次，对公务车

使用的观念亟待转变。大排量的公务车比比皆

是，而且公车私用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2) 城市客运发展规划与节能目标相背离。

①“满足机动交通出行需求”的传统城市交

通规划指导思想不符合客运节能要求，节能目标

也没有纳入城市交通规划。②城市交通规划与城

市规划缺乏紧密联系，使公共交通发展与城市空

间布局没有良好结合，导致高能耗的城市发展模

式。③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没有完全纳入到法

定的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交通规划编制和修订的

随意性较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落实，严重

影响了交通系统整体效益的发挥。

3) 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城市公交发展总体滞后，存在可达性低、服

务质量低、服务形式单一等问题，其主要原因

为：①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滞后，《城市公共交通条

例》至今尚未出台，导致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

地位及其在城市交通中的主体地位等无法可依。

②公交运营机制不够科学合理，公共交通企业经

营中存在是垄断还是竞争或是垄断与竞争相结

合、如何分配线路资源等问题。③大多数城市的

公交企业都面临资金投入不足、缺乏规范的公交

补贴等问题[3]。

4) 对清洁环保型车辆鼓励力度不够。

由于成本较高、运行经济性较低、缺乏商业

化配套基础设施等原因，低能耗、低排放的清洁

环保型车辆短期内难以大范围推广。另外，电动

汽车现阶段还面临国家机动车产业目录无此项产

品的问题，导致上牌照和上保险困难。

5) 城市客运节能的能力建设严重不足。

主要体现在：①城市客运能源管理体制不健

全，城市客运节能管理工作进展缓慢。②有关能

效、节能方面的统计基础薄弱、体系不完善，决

策者难以得到准确和系统的交通能耗、能效信息

来指导日常工作。③缺乏国家城市客运、能源和

环境数据库，给科学研究和管理部门决策带来诸

多不便。

2 典型节能策略

2.1 坚持高密度、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

1)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开发立体空间。日本

对新区的规划建设充分考虑了立体空间与城市路

网、城市建筑的关系，充分利用城市空间，有效

节约土地资源。

2) 开发紧凑型的卫星城镇。新加坡以紧凑型

卫星城镇为发展特色，围绕核心区规划建设了 25

个新市镇，配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功能完善

的商业服务中心和提供就业的经济实体。

3) 重视土地利用混合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香港 80%以上的客运量由公共交通承担，

这主要得益于住宅、商业等的混合开发。据统

计，1992年香港约有近 45%的人口居住在地铁车

站 500 m范围之内，多数商务中心集中于大型公

共交通枢纽附近；新界约78%的工作岗位集中在8

个位于轨道交通车站附近的就业中心内，多数建

筑至地铁车站的步行距离约为 200 m，这也保证

了公共交通的客流量[4]。

2.2 全方位推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1) 立法促进公交优先发展，保障交通节能。

20 世纪以来，美国先后出台了若干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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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以规范和鼓励公共交通发展。1991年，联邦

政府出台 《综合地面交通效率法》 (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 Efficiency Act, ISTEA)，提出限

制小汽车使用和鼓励公共交通发展战略，重视各

种交通方式的协调和配合，并进一步要求制订各

州和大都市区的长期综合交通规划，全面考虑土

地利用、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影响。

1998 年，联邦政府颁布 《21 世纪交通平等法

案》 (the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增加了有利于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内容，鼓励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城市低速

磁浮技术的研发工作[5]。

2) 加强城市交通规划，推动交通节能。

①重视地铁规划与运营，实施综合开发模

式。香港地铁是世界上唯一盈利的轨道交通系

统，“地铁+物业”开发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将地铁车站附近的土地出售给开发商，用地

产开发收益反补轨道交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②重视规划协调，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和控

制。新加坡采取的“城市组团”和“混合开发”

发展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城市交通出行总量，并

将为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服务放在首位。③

加强对交通规划的管理和控制，促进交通规划与

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兼容。

3) 完善城市公交系统建设，落实交通节能。

①发展轨道交通，如日本东京、美国纽约、

法国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纷纷建立了以轨道交通为

主体的公交体系。②强调管理，各尽其职，保障

运行。纽约交通部门采取公交优先措施，设置公

交专用车道，高峰期间专用车道可节省运行时间

35%。③合理规划，立体换乘，加强换乘枢纽场

站的建设。东京市政府采取了开发副中心的对

策，特别是在铁路环线附近建立多个副中心，形

成多中心结构。通过建设换乘枢纽，提高交通组

织水平。

4) 建立城市公共交通补贴机制，促进交通节能。

①对公交配套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很多城市都确立了

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实行低票价策略，通过公共

财政补偿公交运营成本，使企业获得合理的投资

回报。调查资料显示，1987─1991年，欧洲很多

城市政府对购置公交车辆和修建公交专用车道都

给予巨额财政补贴。其中，北欧和南欧国家多数

城市的公交企业享受10%~30%的财政补贴；财政

补贴在 50%以上的有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见

图1；荷兰、冰岛、巴黎和伦敦购买公交车辆可享

受100%的国家财政补贴。

欧洲各国普遍重视轨道交通的建设，对轨道

交通的补贴比例较大，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修建

轨道交通享受 50%的财政补贴。1987─1991年欧

洲各国政府对于购置轨道交通车辆的平均补贴比

例为23%，部分国家的补贴比例超过40%[6]。

②完善公共交通税收政策。

1971年，巴黎依据法国公共交通法开始征收

交通税，规定 9 人以上企业需按工资总额提取

1.2%~2%的交通税，从而保证公共交通发展有可

靠的资金来源。交通税税率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来确定，2004年，巴黎市区的交通税税

率为2.5%。交通税是巴黎城市交通资金的重要来

源，巴黎市区和其他地区的交通税占城市交通总

投资费用的 1/3以上，见图 2。交通税征收后，由

巴黎交通管理委员会每月分配给公交总公司、国

铁等交通企业，主要用以补偿巴黎大区各公共交

通企业因票价偏低导致收入减少的部分，公共交

通事业的专门投资和补贴以及公共交通线路的新

建、延伸和维护[7]。

③改革公交服务模式，实行公交优惠票价制度。

一是实行城市公交招标经营。香港公交全部

由私营或公营机构经营，政府不直接介入。政府

通过竞争性招标对符合条件的公交公司择优选

择，对中标的公司通过合同方式进行管理。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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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大城市财政补贴占公交运营成本的比例

Fig.1 Financial subsidy and operational cost share
in larg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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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的城市公交票价体系。日本政府通过丰

富公交票价体系使市民得到不同程度的优惠，以

鼓励市民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对公共交通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8]。

2.3 引导小汽车高效合理使用

1) 经济杠杆调节，鼓励使用节能环保型车辆。

2001年，英国交通部改进了车辆税收体系，

主要分为家庭用车和公司用车。小汽车车辆税按

燃料类型和CO2排放量划分为6个级别，见表1和

表 2，AAA级别最高，车辆税最低。燃油经济性

高、排放低的车辆，车辆税比其他车辆低很多[9]。

公司用车的车辆税按照车辆价格的一定比例进行

收费，本着“谁污染谁买单”的原则，由使用车

辆的雇员交纳，而不是公司承担。对于清洁燃料

车，如电动车、双燃料车、液化石油气车等，则

给予一定优惠。

2) 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① 实行牌照费制度，限制购买小汽车。新加

坡推出“拥车证”制度，对车辆实行定额分配，

将车辆增加控制在可承受水平。“拥车证”价格依

照市场供求关系上下浮动。现今，每张“拥车

证”至少需 5万新加坡元，有的车型甚至高达 10

万新加坡元，使人们深感“买车难，养车也难”，

许多人因而放弃购车。“拥车证”制度对私人小汽

车的抑制效果十分明显[10]。

② 采取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减少停车需求。

新加坡的停车费率根据停车区位不同、时段不

同、停车时间长短不同而有所差异。中心区、商

业区的停车费高于其他地区。不同时段的收费标

准也有一定区别，高峰时段收费较高，其他时间

收费递减；周末或节假日收费很低，且不论停放

时间长短，采用同一收费标准。为提高收费效

率，新加坡普遍实现了高智能化的收费方式。

3) 采取拥挤收费措施，缓解城区拥堵。

经过多年深入研究，伦敦市市长利文斯于

2003年推出了世界闻名的车辆拥挤费征收方案。

根据维多利亚交通政策学会监测，该措施显著降

低了拥堵，提高了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并带来了

实际税收。环保部门称，这一措施降低了 30%的

拥堵，市内车速提高 37%；50%~60%的小汽车使

用者转而使用公共交通，公交出行比例得到提

高；空气污染物减少 12%，石油燃料消耗降低，

碳排放减少 20%。这项措施的纯收入大部分用于

改善公共交通[11]。

4) 提高小汽车实载率，实现交通节能。

①鼓励小汽车合乘，提高车辆能效。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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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巴黎大区城市交通投融资结构

Fig.2 Urban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 Paris

级别

CO2排放量

AAA

≤100

AA

101~120

A

121~150 151~165

B

166~185

C

>185

D

表 2 英国小汽车车辆税各级别对应的 CO2排放量

Tab.2 Different vehicle tax by amount of CO2 emissions in U.K. g·km-1

级别 AAA AA A B C D

替代燃料车

汽油车

柴油车

55

65

75

55

75

85

95

105

115

115

125

135

135

145

155

155

160

165

表 1 英国小汽车车辆税

Tab.1 Vehicle tax in U.K. 英镑

55



城市交通第9卷第1期 2011年1月

小汽车合乘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在交通

高峰期，单人驾驶私人小汽车会被罚款。为有效

组织小汽车合乘，许多国家成立了汽车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可以共同使用某些汽车，组织者集中

对这些车辆进行管理[12]。②设置高利用率车辆优

先车道(HOV)。为了使小汽车合乘措施得以顺利

实施，美国等国家在拥堵路段设置优先车道，车

内少于两人的小汽车不允许使用优先车道。

2.4 鼓励发展非机动交通方式

欧洲发达国家鼓励非机动交通方式发展的主

要做法是：①建设自行车公路，提高自行车的使

用率和安全性。2002年以来，欧洲至少有11个国

家拨款兴建自行车公路。瑞士已建设 9条自行车

公路与公共交通设施相接，里程超过 3 300 km。

此外，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还计划建设自行

车高速公路。②开展大规模的公共自行车租赁行

动。巴黎市政府将鼓励公共自行车行动命名为

“Velib”，寓意为“自由行”。目前，巴黎市区拥有

2万多辆自行车，1 400多个租赁点，完全依靠服

务终端管理自行车存放。实践证明，尽管巴黎政

府没有在Velib行动计划投入任何资金，但该计划

执行效果十分显著[13]。

3 节能政策建议

我国应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民众高

效、便捷、安全、经济、公平、绿色出行为宗

旨，以提高能效为核心，以建立高品质、人性化

的客运服务系统为目标，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

合理引导小汽车使用为重点，以政策法规和市场

调节为手段，逐步建立以“公共交通+非机动交

通”为主体的高效低碳城市客运体系。

1) 提升节能理念，便于居民出行而非满足机

动化需求。

转变城市客运发展理念，满足居民出行需

求。城市客运建设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居民安全、

畅通、舒适的出行，而不是满足机动化需求，应

将优先权给予有较高交通量和较低出行费用的出

行方式。

引导绿色交通消费方式，提高全民节能意

识。鼓励民众树立节能型城市客运消费观念，采

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低能耗、低污染的

绿色出行方式，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周”、“无车

日活动”等全民活动，提高市民节能意识。

2) 优化城市形态，减少刚性出行需求并有利

于公共交通发展。

建设适宜步行、公共交通和便于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型城市形态；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导向的

城市发展模式，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开发，加快

实现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一体化进

程，促使人口和经济产业的集中发展，从而有效

减少刚性交通需求，利于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

车等低碳交通方式出行。避免在统筹城乡发展过

程中形成新一轮的城市蔓延，城区与新兴城市或

开发区之间需依靠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连接，大

幅提高城市郊区的公交服务能力。

3) 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综合的交通管理部门

和城市交通统筹协调机构。

设立综合的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十一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进一步深化城市交通体制改革。城市政府要

优化交通运输布局，发挥整体优势和组织效率，

加快形成快速、便捷、通畅、安全、高效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组建综合的交通管理部门，统筹

负责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养、执法及运输管理。

建立城市交通统筹协调机构。各市级政府办

公厅(室)设立由交通、规划、国土、财政、公安

等与交通相关的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交通协调

机构，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任总指挥，实行定期

召开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综合协调城市交通建

设、规划、用地、资金落实、公交发展及各职能

部门的协调管理等工作。

4) 开展公交优先行动，提高城市公交的服务

水平和服务能力。

抓住当前发展机遇，尽快出台《城市公共交

通条例》。研究建立国家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国家对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重点政策

措施的引导，从而提高城市公交的服务水平和服

务能力。资金可来源于对小汽车使用的外部成本

征收一定的费用，例如，从提高燃油税，新征资

源占用费、汽车购置税，以及未来可能收取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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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费中提取一定的比例。

建议制订城市公共交通“十二五”国家发展

规划和开展三年国家行动计划，具体包括：建立

城市公交服务质量考核制度，细化公交服务质量

考核考评体系，完善服务监督机制；在全国36个

中心城市率先开展“文明公交”服务活动，加强

公交企业自身建设，不断树立服务品牌；合理发

展社区公交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破解公共交通最

后“一公里”集疏运难题；加快建设公共交通管

理信息系统，完善综合交通信息网络，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

5) 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缓解交通拥堵、降

低能耗和污染。

①针对我国小汽车合乘合理不合法的问题，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保险体系，规范小

汽车合乘行为，鼓励小汽车合乘。②加强城市停

车规划与管理，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规模适宜、

布局合理的停车设施。结合实际，实施差别化停

车收费政策，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停车设施资

源，又可以有效减少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交通量，

缓解交通拥堵。③减少公务车数量，严格管理公

车私用。公务车要走“节约”路线，应将节能环

保型的车辆作为公务车的首选车型。④加快研究

实施交通拥挤收费的政策和技术，选取典型城市

开展案例示范。

6) 创建节能体系，促进城市客运节能科学决

策与精细管理。

①在城市综合交通管理部门内设置交通能源

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城市客运能源管理与统计工

作，并对相关节能政策、法规和标准的执行进行

监督。②建立城市客运节能监测与激励机制，对

城市客运领域的节能效果开展定期定量监测与动

态评估，对节能成效好的城市给予追加基础设施

投资预算奖励等。③建设国家城市客运、能源和

环境数据库，为城市交通的科学决策、精细管理

和监测评价服务。前期可先建设国家城市公共交

通、能源和环境数据库。④完善交通能源统计指

标体系，推动城市客运能源统计的规范性、公开

性和系统性建设，增加城市客运能耗和环境排放

指标。

4 结语

城市客运节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要任

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交通节能问题已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级政府也高度重视，并

已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研发替代能源和新能源

汽车技术，但由于私人小汽车的快速普及，城市

公交服务水平不高，城市客运节能体制机制不完

善、管理能力不足等因素，城市客运面临的能源

形势将更加严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

深刻认识城市客运节能的紧迫性，才能在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构建以“公共交通+非

机动交通”为主体的高效低碳城市客运体系，同

时运用多种综合措施，不断提高城市客运的能源

效率，城市客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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