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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安全、交通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的瓶颈。为

进一步探索中国城市突破交通困境、治理雾霾顽症、创新转型发展之路，深入解析新加坡2030年

陆路交通总体规划的先进理念和内容特色。阐述了新加坡“集约用地+改善体验”及“公交主导+多

管齐下”的陆路交通规划思想和政策。在此基础上，探求新加坡2030年陆路交通发展规划对中国

城市交通规划在转变观念、优化方法、完善机制等方面的有益启示。重点对如何提升集约交通品

质、加强服务民生的人性化规划、健全智能化和信息化交通规划体系提出建议。

关键词：交通规划；新加坡陆路交通；以人为本；出行体验；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

What We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 2030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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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safety, pollution and congestion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

opment and reform in China.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best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aggravated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and smoggy air problems,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ingapore 2030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for new concept and practices.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land transport plan

principles of intensive land use and travel experience improvement, as well as policies of public transit

dominant and multi-strategies adoption in Singapore. Further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Singapore 2030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for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China, including

mindset change, optimizing planning methods, improving system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etc. The pa-

per offers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ransportation quality at aggregate level, enhance human-based

planning, and establish an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base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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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雾霾、交通

拥堵等城市病在世界许多城市早已显现，国

外城市的治理经验是减少居民对私人小汽车

的依赖，引导大众出行选择集约化的交通方

式[1-2]，其中以土地资源稀缺的新加坡最具代

表性。新加坡国土面积仅 716 km2，居住人

口却达到 540万人，是一个人口密度位居世

界前列的“城市国家”[3]。新加坡有限的土

地资源不仅需要满足城市层面的住宅、商

业、工业等用地需求，同时还需要满足国家

层面的军事、蓄水、港口等用地需求[4]。经

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新加坡实现了由花园城

市向花园中的城市的转变[5]，交通需求与宜

居环境和谐互动。但近年来，伴随居民对出

行与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人口与经济增长

带来客货运交通量增加，同时土地供需平衡

难度加大，新加坡交通发展环境日趋严峻。

新加坡道路用地已占其国土面积的12%，仅

次于占比为14%的住宅用地，难以通过大量

建设道路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必须探究交

通转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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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以下简称“陆交局”)于 2013年

发 布 的 《陆 路 交 通 总 体 规 划》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13，以下简称“2013

版《规划》”)[6]，是继2008年版《陆路交通

总 体 规 划》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08，以下简称“2008版《规划》”)[7]发布

后的一次全面更新。2013版《规划》以更先

进的理念和更周全的考虑，对新加坡陆路交

通迈向 2030 年的发展目标进行详细阐述，

以清晰有序的逻辑和清新质朴的风格，为人

们展现了新加坡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对

新加坡陆路交通总体规划的丰富内涵进行系

统剖析和总结，可为亟待深化转型的中国城

市交通规划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11 ““集约用地集约用地++改善体验改善体验””的规划思想的规划思想

在社会发展不断催生用地扩张需求的严

峻形势下，新加坡并未因其交通无地施展而

束手无策，相反，在极为有限的空间环境

里，通过树立和强调“集约用地+改善体

验”的陆路交通规划思想，促使交通发展顺

势升级和转型，从可持续发展的层面平衡资

源供需，提升服务能力。

11..11 集约用地集约用地

根据新加坡人口发展白皮书，2030年新

加坡总人口可能增长至 650~690万人，相应

的用地需求则将突破现状国土面积，增至

766 km2。新加坡土地利用规划对 2010年与

2030年各类用地需求进行了对比分析(见图1)。

从新加坡规划各类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

比例来看，明显增长的用地类型主要为住宅

用地、工业和商贸用地、港口和机场用地，

其中住宅用地、工业和商贸用地比例将由

2010年13%，14%均增至2030年17%，体现

出一定的刚性需求；港口和机场用地比例将

由3%增至6%，亦反映出膨胀的人口流动需

求；其他各类公用设施用地比例变化较小，

陆路交通设施用地比例基本持平，仅从12%

小幅增至13%。

由此可见，新加坡人口增长带来的空间

需求增加将是必然的，如果土地用于建设道

路还可能使其他功能的矛盾尖锐化。为避免

土地供不应求，新加坡对道路建设持慎重的

态度，不希望通过大规模增加设施迎合需

求，而是通过协调土地功能、缩短职住距离、

转变出行方式等尽可能集约规划道路用地，

例如在中心城区外规划更多的商务中心，为

外围住宅区提供就近的就业岗位及公共服务

设施，缓解集中的向心出行压力，减少出行

距离和时耗，从需求管理的源头疏解交通。

11..22 改善体验改善体验

11..22..11 以人为本的规划宗旨以人为本的规划宗旨

尽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交通需求倍

增，但新加坡陆路交通总体规划宗旨可谓以

不变应万变，自 1996年陆交局发布新加坡

陆路交通白皮书《世界一流的陆路交通系

统 》 (White Paper: A World Class Land

Transport System)[9]至今，以人为本的交通发

展理念一脉相承。2013 版 《规划》 秉承

2008版《规划》构建以人为本的陆路交通系

统的规划宗旨，重点着眼于改善出行体验，

并根据公众反馈的主要需求，提出实现更好

的连接性、更完善的服务、宜居和包容性强

的社区三大方面的主要任务(见图2)。

概括起来，新加坡 2030 年陆路交通总

体规划目标为：创建更加以人为本的陆路交

通系统，为居民想去的任何地方提供更好的

连接性，为居民想选择的任何交通方式提供

更好的服务，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健康发展并

提高生活环境的宜居性；公共交通将成为更

具吸引力的交通方式，从而降低居民对私人

小汽车的依赖程度；预期到 2030年，新加

坡早晚高峰时段全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可

达到 75%，公共交通出行中能够在 1 h内完

成20 km之内行程(几乎是新加坡任何地方可

到达市中心的距离)的比例由目前 76%提高

至85%。

11..22..22 面向体验的规划架构面向体验的规划架构

围绕坚定不变的规划宗旨，面对错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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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年与2030年新加坡用地需求对比

Fig.1 Land use in 2010 and 2030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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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发展需求，新加坡陆路交通总体规划体

现出大胆而稳健的应变能力。与 2008 版

《规划》尚以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道路使

用管理、满足各类交通需求等主要面向措施

分类规划的方式不同，2013版《规划》突破

前版的章节沿袭，采用新颖灵活的逻辑架

构，根据规划重点，转变为面向体验进行优

化编制，以保证规划成果的系统性、可读性

和完整性(见表1)。

通过对规划内容进行重新分类和细化研

究，2013版《规划》的逻辑思路可谓良好地

“接地气”，直接从居民出行行为和感受的角

度进行规划考量，便于公众接纳和评判，从

交通规划编制方式本身和编制内容体系双重

意义上均体现出改善用户体验的创造性思维。

22 ““公交主导公交主导++多管齐下多管齐下””的规划政策的规划政策

与世界上受到土地制约的发达城市如伦

敦、香港、纽约等相似，新加坡认为公共交

通凭借最有效率的空间利用和最可持续的环

境效益优势，应成为主导的交通方式。因

此，在规划中充分体现公共交通的核心地

位，结合其他政策措施形成低碳和人性化的

完整交通体系。

22..11 公交主导公交主导

22..11..11 轨道交通运能提升轨道交通运能提升

未来 10 年内，新加坡几乎每年都会有

一段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成投入运营，

规划至 2030 年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约

360 km，足以环绕新加坡海岸线两圈，超过

现今的东京和香港，轨道交通线网密度可与

伦敦比肩。在扩展网络的同时，轨道交通的

服务品质也将得到大幅提升，每条轨道交通

线路都将加密列车班次，例如对南北线与东

西线的信号系统进行升级，高峰时段列车发

车间隔将从 120 s缩短至 100 s，运能显著增

长20%。通过新建线路、增加列车和升级信

号系统，高峰时段轨道交通运能将提高110%。

22..11..22 公共汽车交通改善公共汽车交通改善

目前，新加坡超过60%的出行需要全部

框架

1

2

3

4

5

6

7

2008版《规划》回顾

新加坡：现状和未来

更好的连接性

更完善的服务

宜居和包容性强的社区

降低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程度

总结展望

主要内容

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道路使用管理；满足各类交通需求；2008版《规
划》总结

面临的关键问题；直接的挑战；协商咨询公众；如何应对挑战；2013版
《规划》主要任务

扩展轨道交通网络；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增加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开
展可持续的道路系统建设

提高轨道交通服务能力；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交企业职工福
利；提高出租汽车与合乘小汽车服务质量；选择精明的出行方式；发挥出
行者主观能动性

提高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士的便捷性；减少噪声污染；提高道路安全性；
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划定无车区和少车区，公共空间回归生活

控制机动车增长率；稳定拥车证的发行；更新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控制交
通拥堵状况蔓延；完善停车政策；加强违法停车治理；转变观念

表1 新加坡2013版《规划》框架

Tab.1 Outline of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13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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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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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依托公共汽车，在新加坡陆路交通规

划中，公共汽车交通规划占较大比例。

1）改善公共汽车交通服务计划。

改 善 公 共 汽 车 交 通 服 务 计 划 (Bus

Service Enhancement Programme, BSEP) 于

2012年开始推行，主要解决车辆拥挤、准点

率低等最紧迫的问题，2013版《规划》计划

新增 40 条公共汽车线路，使新开发区域、

主要交通节点、居住社区及商业设施间的联

系得到有效增强，并推出 14条直通市区的

公共汽车线路，为选乘地铁的出行者提供另

一种选择。陆交局联合公交运营商计划在未

来 5年内将公共汽车车队规模扩大 20%，相

当于新增 800辆公共汽车，使公共汽车交通

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见表2)。

2）加强公交优先措施。

新加坡计划推出更多的公交优先措施，

以提高公共汽车运行速度和可靠性。两年内

将新增 30 km公交专用车道，并将强制为公

共汽车让行措施实施的范围在目前全岛 218

处公共汽车站的基础上再增加 150 处。另

外，政府正在研究推行公交信号优先措施。

加大和加长的公共汽车站或公交枢纽将增至

36处，为居民提供更宽敞的等候和上下车空

间，提高出行舒适度。

3）完善公交信息服务。

鉴于出行者希望获知准确的交通信息以

便合理规划行程，陆交局正与公交运营商共

同研究，使乘客能够直观了解所有公共汽车

从公交枢纽出发的时间。新加坡原有 51个

公共汽车站设置了车辆到站时间显示屏，

2013年新增 31处显示屏。自 2015年起，新

加坡将建立车队公共管理系统，用以提高所

有公共汽车的服务可靠性，乘客将能通过公

共平台获得不同运营商车辆到站的实时信

息，相比于现在只能单个获取公交运营商信

息更为简便。

4）提高运营可靠程度。

除了采取公交优先措施，新加坡也将积

极提高公共交通运营水平，优化产业竞争机

制。在现有的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评

价体系的基础上，拟推出服务质量激励框架

(Quality Incentive Framework)，使公共交通

等候时间更有规律。在此框架下，运营商需

要提高车辆沿途运行管理水平，诸如对运营

间隔、车速等加强管理，以争取获得激励，

避免惩罚。

22..11..33 新建公共交通枢纽新建公共交通枢纽

新加坡将规划建设更多公共交通枢纽，

包含空调公共汽车换乘功能，并使轨道交通

车站与物业开发紧密结合，提供更便捷的交

通服务和更舒适的换乘条件，居民可以在此

出发、会面，开展各种工作及娱乐活动，体

验有趣而便利的生活方式(见图3和图4)。

22..11..44 人性关怀人性关怀

新加坡已建设了不少步行连廊(见图 5)，

但公众仍反映公共交通出行的两端是一大烦

恼，时常因烈日炎炎或倾盆大雨而不想步行

到邻近的轨道交通车站或公共汽车站。为

此，新加坡制定了新的畅行乘车计划，将步

行连廊纳入城市交通系统的一部分，显著提

升步行连廊的连接性，包括在轨道交通车站

半径 400 m范围，联系主要的出行生成点，

如学校、医院、公共服务设施、办公楼和居

住区等；在公共汽车换乘车站和轻轨车站半

径 200 m范围，联系居住区；筛选出的繁忙

公共汽车站半径 200 m范围，联系主要的出

行生成点。到 2018年，新加坡步行连廊的

高峰时段
服务水平

载客率

发车频率

现状服务水平

所有公共汽车(接驳+主干线)

核定载客量的95%

接驳公共汽车

90%的线路高峰时段(持续 1 h)发车间
隔不大于10 min

所有公共汽车(接驳+主干线)

80%的基本公交服务高峰时段发车间
隔不大于10 min；
高峰时段最大发车间隔不超过30 min

预期2014年末服务水平

核定载客量的85%

95%的线路高峰时段(持续2 h)发车间隔不大于10 min；
100%的线路高峰时段(持续2 h)发车间隔不大于15 min

80%的基本公交服务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不大于10 min；
90%的基本公交服务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不大于12 min；
高峰时段最大发车间隔不超过20 min

表2 新加坡改善公共汽车交通服务计划

Tab.2 Bus Service Enhancement Programme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文献[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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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度将超过 200 km，比目前扩展 4倍多。

在步行连廊中，将设置行人休息区，在主要

节点设置指示标志和步行地图，引导行人通

往最近的轨道交通车站。

22..11..55 鼓励精明出行鼓励精明出行

为缓解轨道交通系统的压力，新加坡于

2013 年 6 月开始试行分散早高峰出行的措

施，在指定的 16个轨道交通车站，乘客在

工作日 7:45前出站享受免费，7:45—8:00出

站享受减免 5角(新加坡元)的优惠。根据相

关政策，出行者避开高峰时段出行还可获得

一定的现金奖励。居民只要愿意早起，既能

享受票价优惠，又能避开车厢拥挤。另外，

还可利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查询公共交通资

讯，辅助制定精明的出行计划。

22..22 多管齐下多管齐下

在对公共交通进行重点规划的同时，

2013版《规划》对其他交通方式的设施建设

也提出了系统的发展及管理策略，并在规划

中渗透着细致入微的人性关怀。交通并不简

单地被视为运输活动，而是深刻地被视为生

命活动，体现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注重

对弱势群体给予安全、平等、贴心的出行考虑。

22..22..11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近年来，新加坡愈加鼓励健康环保的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规划独立的自行车通

道网络扩展覆盖所有的组屋区，2020年组屋

区自行车道网总长度将达到约190 km，居民

能够轻松地骑自行车到达交通节点、社区中

心、餐饮中心、图书馆、学校、超市等服务

设施，2030年自行车道将串联起有足够交通

需求的邻近市镇，全岛自行车道网长度将超

过 700 km。各市镇连接CBD的镇域自行车

道路线规划也在研究中。

对于步行活动，陆交局与相关机构正研

究在市中心某些商业和历史街区划定无车区

和少车区，如客纳街—安详路以及哈芝巷，

使城市公共空间回归步行，焕发生机；同

时，在居住区试行设置无车区或少车区，随

着人行道和街道活动空间的释放，漫步于街

区将为居民生活增添许多乐趣。

22..22..22 管控私人小汽车管控私人小汽车

新加坡对私人小汽车发展采取了一系列

管控措施，有效抑制私人小汽车迅猛增长及

对道路资源的低效占用。自 1990年起推行

的拥车证制度配合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ERP)，确保了道路网运行效率 [10]。电子道

图3 结合物业的公共交通枢纽

Fig.3 Public transit terminal with

commercial development

图4 导向清晰有序的枢纽设施

Fig.4 Clearly guided public transit terminal facilities

a 连接办公楼与公共汽车站 b 连接住宅与公共汽车站

图5 新加坡步行连廊

Fig.5 Sheltered walkway corridor in Singapore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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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收费系统使人们在使用拥堵道路尤其是市

中心道路和主干路时承担一定费用，以鼓励

驾驶人改变路线避开拥堵区域、调整出行时

间或改用公共交通方式。1998年至今，电子

道路收费系统对于管控区内私人小汽车增长

率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早高峰时段进入

管控区的交通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私人小汽

车和其他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见图 6)。

陆交局正在研究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技术

的道路收费系统，进一步提高电子道路收费

系统使用的目标性和灵活性。

通过各种努力，新加坡小汽车年增长率

已从1990年3%降至目前0.5%。同时，制定

各种政策进行管理，包括每栋私人建筑都需

配备最低限度的停车场地；市中心和交通节

点区域逐步降低停车位配置标准，最多可减

少20%的停车位；加强违法停车治理等。

22..22..33 提供多元化交通方式选择提供多元化交通方式选择

尽管新加坡将构筑先进舒适的公共交通

系统，但也将兼顾出行者的特殊交通需求，

提供多元化的交通方式选择，将出租汽车与

合乘小汽车作为公共汽车的补充。根据相关

规则，出租汽车公司需全天投放更多的车辆

上路。合乘小汽车有较强的灵活性，适用于

临时出门办事、捎家人赴约等各种偶然情

形，用车的人不必自己买车或特地租车，比

较方便，因此新加坡将在组屋区设置更多的

合乘小汽车停靠站，为合乘小汽车提供必要

的设施条件。

22..22..44 支持无障碍出行支持无障碍出行

新加坡所有的轨道交通车站已具备至少

1条通向站台的无障碍路径，所有的公共交

通枢纽也已升级改造，满足无障碍通行需求

(见图 7)。新加坡正着手为人行天桥安装电

梯，5年内将为40座人行天桥增设电梯，未

来绝大多数轨道交通车站及交通枢纽附近的

人行天桥都将实现无障碍化通行。同时，政

府将投入更多可供轮椅使用的出租汽车，到

2020年，所有公共汽车都将支持轮椅上下车。

为进一步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性，新加坡

新成立了“行人与骑车安全委员会”，以考

量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尤其关注儿童上学的

交通安全，并制定相关行动计划。采取的具

体措施包括：在道路上设置提示标志，提醒

居民注意他人的交通安全；为保障老年人和

行动不便人士安全过街，在更大范围推行

“绿人增时计划”，只需在交通信号灯杆的读

取器上刷老年卡或绿人增时卡，行人过街绿

人信号一般会延长 5 s；为辅助视力障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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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加坡ERP管控区交通量与私人小汽车和其他机动车保有量增长

情况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traffic volumes within Electric Road Pricing areas

and car/vehicle ownership growth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文献[6]。

a 无障碍电梯 b 盲道

图7 轨道交通车站内无障碍设施

Fig.7 Fully accessible facilities within rail transit station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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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安全过街，还将推广安装更多的音频触觉

装置等。

33 借鉴和启示借鉴和启示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然而城市交通发展的诸多问题和趋势极

其令人担忧。私人小汽车爆发式增长和过度

使用远超预期，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

绿色交通受到严重冲击和排挤，而公共交通

优先战略尚未落实到位，很难与私人小汽车

交通有效竞争。新加坡 2030年陆路交通发

展规划对中国城市交通转型发展具有借鉴

意义。

33..11 提升交通品质提升交通品质，，落实公交优先落实公交优先

新加坡以改善人的出行体验作为制定交

通规划的着眼点，重点关注交通品质的整体

提升。在极为有限的资源环境约束下，大力

发展集约交通和健康交通成为其破解交通拥

堵难题、开辟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利剑，以公

共交通为规划核心，对线网扩容、车站建

设、运营水平、奖惩措施等各层面均提出详

细的规划内容，并同步提升衔接公共交通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品质，确保公交优先战略

全面落实。

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全面启

动，明确要求城市发展以“密度较高、功能

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为主

导” [11]。因此，应当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

首先合理控制城市用地增长，加强职住平衡

布局规划，从有序引导出行需求、优化出行

分布的角度缓解不堪重负的向心交通、潮汐

交通压力；在此基础上，为公共交通建立优

质的服务系统和环境，包括拓展轨道交通网

络、提高公共交通运能、加强信息服务、优

化运行管理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逐步引

入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评价等指标，

切实提高公共交通的可靠性和舒适度；同

时，辅之以人性化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

以及配套设施，诸如建设步行连廊连接居住

区与公共交通车站、规划完善自行车道和停

车设施等，使人对“公交+步行和自行车”

的整条出行途径产生便捷、高效、舒适的认

同感，从而使私人小汽车在通行、出行费

用、停车耗时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甚至处

于劣势。由此，使人们愿意选择集约、低

碳、健康的交通方式，以绿色出行积极响应

和带动绿色城市建设，既提高交通系统整体

效率，又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一举两得

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宜居性。

33..22 关注民生交通关注民生交通，，践行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

新加坡陆路交通规划坚定地贯彻以人为

本的理念。在规划思路上，逻辑架构简约朴

实，并非着眼于交通方式本身，而是注重出

行过程的适宜性和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在编

制风格上，叙述方式平易近人，使人感到规

划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政府为民众的精心考

虑，每一举措都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休戚相

关；为方便全民阅读和理解，还配套制定了

图文并茂的简版手册，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提

炼规划要点，可谓老少皆宜(见图 8和图 9)。

在具体内容上，规划指标全面翔实，涉及从

宏观到微观，从建设到管理各方面、各层次

的量化指标，对规划实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和约束性。

中国当前亟须优化创新规划方法，将以

人为本、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于规划全过

程。针对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迫切渴望解决

的出行难题，探索更新规划体系和内容，而

不是重点关注道路设施形态、规模、建设计

划，针对私人小汽车增长需求研究道路网扩

容、停车政策、交通管理等措施。对于应倡

导的低碳、集约的出行方式，需突破片段

式、口号式的规划方法，加强系统化的统计

分析和研究，逐步制定具有约束性的规划指

标，使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及无障

碍设施等“软肋”的规划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使规划与民生密切交融，更好地服务于

新型城镇化建设。

33..33 契合智慧发展契合智慧发展，，完善研究机制完善研究机制

新加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交通规划研究

机制，为支撑规划目标和任务，陆交局每年

都会调查统计各类道路长度、各类车辆保有

量、汽车耗油量、公共交通运能等十分翔实

的交通数据，甚至细化到按不同车种、不同

牌照、不同车龄、不同能耗类型等诸多种类

的交叉分析[13]，为交通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

可靠的研究基础。同时，强大的公众参与机

制也为规划的每个环节发挥了良好的监督和

建议作用，通过社区活动、出版刊物、举办

展览等方式积极联系公众，获取反馈意见，

确保规划的可行性和公信力。

依托智慧城市的建设契机，中国亟须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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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的城市交通基础研究和公众参与机

制，通过搭建专业、平等、开放的研究平

台，大力改善交通规划的信息化、智能化和

精细化水平，从前期研究、规划编制、衔接

协调至评估修编各环节突破陈规，健全体

系。例如，在道路设施和交通流特征研究

中，可进一步丰富分析角度，细化要素分

类，探寻交通活动的深层次规律和需求；同

时，可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模式，加

强管理部门之间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共

享和互动。由此，形成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

新型城市交通规划研究及修编模式，引领城

市交通走向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轨道。

44 结语结语

中国城市交通正处于挑战重重的关口，

交通能耗牵涉国家安全，交通事故威胁人民

生命，交通污染危害公众健康，交通拥堵制

约城市效率，因此亟须转变交通发展观，探

究面向民生与绿色的土地利用及交通发展战

略。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机遇，中国城市迫

切需要借鉴新加坡 2030年陆路交通发展规

划的先进经验，创新规划理念和方法，完善

研究机制和内容，将个体的出行体验与整体

的出行效率有机结合，致力于构建低碳节

能、集约高效的城市交通系统。通过研究制

定既专业又亲民的交通规划，提高可持续交

通方式的吸引力，使公众从根本上转变对出

行品质的认识，乐意享用具有良好环境氛围

和服务保障的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使城市交通

发展冲破瓶颈、深刻转型，为创建绿色、智

慧、人文的新型城市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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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新加坡改善公共汽车服务计划图示

Fig.8 Sketch of Bus Service Enhancement Programme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文献[12]。

改善公交服务计划增添大
约 40条公共汽车线路以及
800辆公共汽车！

公交专用车道

图9 新加坡自行车交通改善图示

Fig.9 Sketch of bicycle network improvement in Singapore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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