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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大中型城市已出现严重的停车供需矛盾，停车难随之

成为城市交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国纽卡斯尔市在停车管理方面进行了长期摸索与系统的方案设

计，已形成具有城市特色并行之有效的停车管理策略。详细阐述纽卡斯尔市在停车政策法规、差别

化停车供应和收费政策、管理与保障措施、停车换乘系统，以及停车诱导信息系统方面的实践和

经验。结合中国城市停车现状，提出停车规范化、收费标准化、管理差别化、共享停车等停车管理

建议。同时，应构建以人为本的停车配建理念，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关键词：停车管理；停车政策；停车收费；停车换乘；停车共享；纽卡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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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motorization in Chin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arking

supply and demand turns to be a bottleneck within urban transportation. Newcastle upon Tyne, England,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urban parking strategy which is able to effectively content

with local parking problems. To learn from such a successful ca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Newcastle experi-

ence, including detailed park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differentiated supply and charging policy, man-

agement and safeguard measures, park & ride system, and parking guidance system. Moreover, a couple of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fight with parking problems in China, namely, parking regulations, standardiza-

tion of charging,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and parking sharing. Finally, the paper also advocate a user-

friendly parking policy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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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中国小汽车工业起步晚、发展迅速，很

多大中型城市已出现严重的停车供需矛盾，

停车问题已严重影响城市综合交通系统运行

效率。在汽车普及的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

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条从扩大供应、满足需求

到有选择地限制供应、调节需求的停车发展

道路[1]。国外的一些先进城市已基本形成较

为完善的停车法规体系和对应的管理体系。

由政府宏观协调城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充分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建设城市停车场的积极

性，严格规范停车市场[2-6]。

纽卡斯尔市作为英国核心城市之一，其

完善的停车管理体系对解决中国城市停车问

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从停车政策法

规、管理与保障措施、停车换乘及诱导系统

等方面介绍纽卡斯尔市的成功经验，并提出

借鉴措施。

季彦婕，韩 婧，王 炜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

英国纽卡斯尔市停车管理策略及对中国的启示英国纽卡斯尔市停车管理策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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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纽卡斯尔市概况纽卡斯尔市概况

纽卡斯尔市全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Newcastle Upon Tyne)，位于泰恩河下游北

岸，距北海 13 km，是英国英格兰东北部著

名的港口城市。

纽卡斯尔是英格兰地区重要的铁路、公

路枢纽城市，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航空、

铁路、公路、管道及水运在英国境内均处于

领先地位。纽卡斯尔国际机场位于中心城区

以北约 10 km处，通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相

连，是英国北部最大的两个主要机场之一。

纽卡斯尔中央车站是英国最繁忙的铁路车站

之一，是东海岸铁路干线和国家铁路线的主

要交通枢纽。纽卡斯尔市的轨道交通覆盖整

个城市，是英国最早建设的轻轨系统之一，

包括黄线和绿线两条线路，每年输送乘客达

3 700万人次。

小汽车出行是纽卡斯尔市居民日常出行

的主要方式，占出行总量的63%，步行、自

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出行分担率分别为 12%，

9%和 9%。纽卡斯尔市内分布有较多停车

位，大多位于城市外围地区，中心城区停车

位较少。

22 纽卡斯尔市停车策略纽卡斯尔市停车策略

22..11 停车政策与法规体系停车政策与法规体系

纽卡斯尔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停车指

南，详细介绍当地的停车规定，定期监控停

车引导交通标志及地面标线的设置情况，帮

助出行者高效使用停车设施；定期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对停车设施进行管理与维护，提高

服务效率。

为保障市内停车服务的可靠性，市议会

通过严格执法阻止不合理的停车行为。对于

那些试图逃避罚款的驾驶人，市议会将采取

说服教育的方式追回罚款。

此外，市议会还制定相关措施以提高停

车服务效率：对于停车罚款有异议者，迅速对

驾驶人行为进行调查并做出回应；积极开发网

络在线服务系统，提高出行者信息获取便利

性；持续致力于提升残疾人停车服务水平等。

总结纽卡斯尔市停车管理经验，得出四

点可供借鉴的原则：1)专业、公正；2)文

明、冷静、谅解；3)公开、诚信；4)向申诉

程序提供建议和帮助。

22..22 差别化停车供应和收费政策差别化停车供应和收费政策

随着城市的不断开发，城市停车市场形

成以配建停车为主、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

车为补充的停车供应方式。根据用地性质与

开发强度的不同及周边的公共交通可达性水

平差异，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停车配建标

准。同时，通过价格杠杆，对不同区域制定

不同的停车费率，以调节停车位的使用，并

最终优化交通结构[1]。

纽卡斯尔市向公众提供约 2 200个路内

停车位，通过收取停车费对其进行管理(见

图1)。驾驶人通过自动售票机或咪表进行停

车缴费，市中心区域的收费时段为星期一至

星期日8:00—18:30，市中心以外区域为星期

一至星期六8:00—18:30。收费时段内各个停

车场的收费标准也不同，具体收费细节张贴

于自动售票机和咪表上。

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停车指南指

导出行者的路内停车活动，包括《路内停车

指南》 (On-Street Parking Provision)、《残疾

人停车指南》 (Disabled Parking Provision)、

《 卸 货 停 车 指 南 》 (Dumper Parking

Provision)、《停车位共享指南》 (Shared

Parking Provision)、《非机动车停车指南》

(Non- Motorized Parking Provision)以及 《出

租汽车停车指南》(Taxi Parking Provision)等[7]。

41图1 纽卡斯尔市路内停车位

Fig.1 On-street parking space in New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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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内停车指南》为例，详细列举了提供

路内停车场的道路名称，路内停车场的建设

时间、停车场容量、自动收费设备数量、共

享停车位数量及残疾人停车位数量等。

路内停车场建设经历了快速建设、满足

需求到有选择地限制供应、调节需求的发展

历程(见图 2)。路内停车场建设主要集中于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该时期建设

的路内停车场达 56处之多，最大限度地快

速满足了当时的停车需求。在经历了快速建

设的发展阶段之后，路内停车场建设逐渐趋

于稳定，1995—2000年新建的路内停车场只

有 3处，停车管理策略也由增加停车供给向

管理停车需求转移。进入 21世纪后，相关

部门根据停车需求有选择地限制路内停车场

建设，有目的地进行停车需求调节。

路内停车场以小规模为主(见图 3)，停

车位小于 10个的路内停车场最为常见，占

路内停车场总数的 37.50%，停车位数量为

10~29的路内停车场有52处，而大于等于30的

仅占路内停车场总数的19.17%。纽卡斯尔市

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资源解决了大部分停车需

求，提高了整个城市路内停车场的使用效率。

路内停车场大多采用自动售票机或咪表进

行停车收费管理。由于该市多为小型路内停车

场，因此配备的自动收费设备不超过 10台。

每台自动售票机服务的停车位为 6~18个不

等，而咪表则为一对一的收费配置。

全市共有 58 处路外停车场，所有停车

场全年24 h向公众开放，除少数停车场免费

开放外，其余停车场均收费，每小时停车费

用为 20便士至 2英镑[8](约合人民币 1.9~18.6

元)。部分路外停车场提供租赁服务，管理

部门提供短租及长租服务，短租费用一般为

每周 22~30 英镑 (约合人民币 204.5~278.9

元)，长租费用一般为每年 1 300~2 600英镑

(约合人民币 12 086.1~24 172.2 元)，当地居

民可以根据停车需求自由选择租赁服务。

纽卡斯尔市对市内停车设施的功能划分

得十分详细，不但设置有供机动车停放的停

车位，还设有出租汽车、摩托车、非机动车

以及供货车装卸货物的停车位，此外还设置

了货车、摩托车共享停车位和货车、出租汽

车共享停车位(见图4)。

共享停车位是指同一停车位在特定时间

向特定类型的车辆开放。货车、摩托车共享

停车位于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8:00 向货

车开放，星期六至星期日 8:00—18:00 向摩

托车开放。货车、出租汽车共享停车位于星

期一至星期日 8:00—18:00 向货车开放，其

他时间向出租汽车开放。共享停车位根据不同

车辆的停车需求合理使用停车位，不仅提高了

停车位的利用率，也减少了道路上的交通量。

22..33 管理与保障措施管理与保障措施

纽卡斯尔市的路内停车场均为收费停车

场，其中部分停车场星期日向市民免费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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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纽卡斯尔市路内停车场建设年代分布

Fig.2 Construction year of on-street parking lots in Newcastle

资料来源：http://www.newcastl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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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纽卡斯尔市路内停车场停车位数量分布

Fig.3 Number of parking space of each on-street parking lot in Newcastle

资料来源：http://www.newcastle.gov.uk/。

图4 纽卡斯尔市货车、出租汽车共享停车位

Fig.4 Parking space for trucks and taxis in New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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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为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和使用效率，除部

分停车位数量较多的路内停车场不限制停车

时间外，其余路内停车场均设置最大停车时

间，停放于同一停车位的车辆不能超过规定

的最大停车时间。纽卡斯尔市的《路内收费

停车指南》对市内主要道路的路内停车场最

大停车时间及收费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120处路内停车场中，有31处停车场

没有设置最大停车时间，占25.83%，其余停

车场规定最大停车时间限制为1~5 h不等(见

图5)。其中，最大停车时间为1 h和2 h的路

内停车场均为 37处，分别占 30.83%；最大

停车时间大于3 h的有15处，占12.50%。

各路内停车场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停车

场规模及最大停车时间的不同，收费标准从

2 便士至 2.4 英镑不等(约合人民币 0.2~22.3

元)，普遍的规律是停车场规模越大、最大

停车时间越长，则每小时收费越低；而停车

场规模越小、所处地理位置越接近市中心，

则最大停车时间越短，收费标准越高。在

120处路内停车场中，90处停车场星期一至

星期日均收取停车费用，平时收费时段停车

费用为每小时 6 便士~2.4 英镑(约合人民币

0.6~22.3元)；25处停车场周日免费开放，平

时收费时段每小时停车费用 2便士~1.1英镑

(约合人民币0.2~10.2元)；5处停车场周末免

费开放，平时收费时段停车费用为每小时

3~4便士(约合人民币0.3~0.4元)。

市议会根据违法行为的类型及其造成的

不良影响程度制定不同的罚款政策。针对在

禁止停车时段内路内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其

他车型停车位、违法使用残疾人停车位、违

法占用装卸货车停车位而不进行装卸货物操

作等违法行为予以较高等级的罚款处理。针

对未缴纳停车费用、停车时间超过限制时

间、车辆停车未关闭发动机等违法行为予以

较低等级的罚款处理。市议会通过制定合理

的停车税费制度，为残疾人车辆、重型货车

及附近居民车辆等主要道路使用者提供停车

保障，防止、减少违法停车，改善交通拥堵

问题、提升道路安全。

纽卡斯尔市采用欧洲通用的蓝色徽章计

划 (Blue Badge Scheme)进行残疾人停车管

理。残疾人可以向市议会申请蓝色的残疾人

停车证(见图 6a)。将停车证放置于车辆显眼

处，不论是残疾人驾车或是乘车均可在残疾

人专属车位停车(见图6b)，且无须支付停车

费用。对于非残疾人将车辆停入残疾人车位

的现象，市议会执法部门会给予较高级别的

违法处罚。市议会鼓励市民举报违法占用残

疾人停车位现象，也会定期对上述违法停车

情况进行公示。在这种完善的、以人为本的

理念及奖惩制度下，市残疾人的权益得到有

效保障。

纽卡斯尔市通过实行停车许可证制度解

决通勤出行中的停车问题，保障居民在家附

近就近停车时享有优先权。每户居民最多可

以申请 2个普通居民停车许可证，每张许可

证有效期限为 12个月。居民需要为停车许

可证支付一定的费用：位于市中心停车管理

控制区域内居民的费用为500英镑·a-1；其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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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纽卡斯尔市路内停车场最大停车时间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allowed maximum parking time of on-street parking

in Newcastle

资料来源：http://www.newcastl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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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残疾人停车证及停车标志

Fig.6 Parking permit and sign for the disabled

a 残疾人停车证 b 残疾人停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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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第一个许可证为 25英镑·a-1，第二个

为 75英镑·a-1。持有停车许可证的居民不一

定能在公共道路拥有车位，而是能够获得相

应的豁免权，即在该区域停车可不受相关停

车时间限制进行停放。

为保护环境、鼓励居民使用清洁能源，

纽卡斯尔市大力推广电动汽车的使用，并在

路内停车场和路外停车场均设置电动汽车充

电站(见图7)。

22..44 停车换乘系统停车换乘系统

以高水准公共交通为支撑的停车换乘系

统可以有效改善城市交通结构、减轻城市交

通压力[1]。停车换乘系统(Park & Ride, P&R)

通过在城市主要通勤道路上建设停车场，诱

导小汽车出行者换乘公共交通到达目的地。

英 国 《规 划 政 策 指 南》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Guidance)明确指出：P&R是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意

发挥其社会公益作用。政府鼓励轨道交通枢

纽周边设置大型停车场，免费或者适度收取

停车费，鼓励人们通过换乘公共交通进行通

勤出行，降低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压力。限制

城市中心区办公场所停车位供给，提高中心

区停车收费标准。纽卡斯尔市的停车换乘设

施均设置在地铁站周边，且位于市中心边缘

地区(见图8)。

22..55 停车诱导信息系统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停车诱导信息系统可以及时了解一定区

域内的停车场使用状况，并对各停车场剩余

车位进行整体协调，从而间接控制和平衡停

车需求。

纽卡斯尔市停车诱导信息系统设置在市

中心，由城市交通管理中心负责管理，是城

市交通控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市共设

有59块停车诱导信息板，覆盖了130处停车

场，包含 1.7万个停车位。该系统设有三种

类型的停车诱导信息板(见图9)：1)一般位于

停车诱导区域的入口处，引导驾驶人到市中

心不同的子区；2)设置在各子区内部，一般

位于交叉口附近，引导驾驶人到特定的路外

停车场；3)位于停车场入口，显示停车场现

有停车位数量，并提示周边部分停车场的停

车位信息。

33 中国城市停车管理建议中国城市停车管理建议

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完善，发达国家实现

了从充分满足停车需求到停车需求管理的巨

大变革。而中国许多城市仍然处于充分满足

停车需求的状态，例如，配建停车位仅规定

下限标准、大量供给路内停车位等。深入分

析纽卡斯尔市停车管理策略，综合考虑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展政策、土地政策、

环境保护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城市

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停车管理建议：

1）推动中国停车规范化发展。

纽卡斯尔市停车指南制定后有效缓解了

停车问题，中国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利用法

律手段保障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推动停

车规范化发展。将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管理

列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积极开展停车

需求管理。保持低水平的路内停车位供给，

制定路外停车位最高配建标准，通过限制停

车供给降低机动车出行总量，调节停车需求。

2）科学制定停车收费标准。

对收费停车场，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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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路内停车场 b 路外停车场

图7 纽卡斯尔市电动汽车充电站

Fig.7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in Newcastle



季季
彦彦
婕婕

韩韩
婧婧

王王
炜炜

英英
国国
纽纽
卡卡
斯斯
尔尔
市市
停停
车车
管管
理理
策策
略略
及及
对对
中中
国国
的的
启启
示示

45

执行不同收费标准，坚持同一区域路内停车

收费高于路外的原则，确定停车收费的上浮

标准。对于路内停车，收费时应同时考虑按

时和按次双重标准。扩大路内停车和路外停

车的收费差价，利用价格杠杆将停车需求由

路内引向路外，从而缓解路内停车引发的交

通问题[4]。

3）停车管理差别化。

通过差别化停车管理手段实现不同区

位、主导功能、出行目的、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等条件下停车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差别化

停车管理措施包括对不同区域路外停车设施

设置差异化配建指标、设计停车换乘枢纽、

减少公共交通覆盖区域内的停车供给、采取

累进制停车收费政策、采用差异化的计费标

准和计费方式等。

4）积极建设共享停车设施。

为满足全日不同时段、不同车型、不同

需求的停车需要，实现土地的高效、集约利

用，改善城市空间环境，应学习发达国家停

车设施共享的思想，实施居住区域公共建筑

的停车设施共享、办公类建筑与商业类建筑

停车设施共享。结合实际停车需求，设置货

车与摩托车、货车与出租汽车等不同形式的

共享停车位，提高停车位利用效率。

5）构建以人为本的停车配建理念。

制定停车配建标准过程中，应考虑残疾

驾驶人的特殊性，进行无障碍停车设计，尊

重残疾人的平等出行，保障出行安全。健全

残疾人停车位规划设计标准，完善政策法规

体系，促进落实残疾人停车专项规划，明确

强制性要求和完善的奖惩制度，加强司法、

监督力度，保障法律法规的规范化落实与执

行。政府与社会团体协同促进，明确政府部

门与社会团体的职权划分，引导公众参与残

疾人停车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强调其重要作

用，增加社会认同。

6）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构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

为推广新型清洁能源的使用、促进电动

汽车的普及，应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政策法

规，致力于落实电动汽车相应配套设施的建

设及使用。完善路内、路外停车场电动汽车

充电站的配套建设，为推动新型清洁能源的

发展提供必备硬件条件，有利于实现节能减

排，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图8 纽卡斯尔市停车换乘站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P&R stations in Newcastle

资料来源：http://www.newcastl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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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纽卡斯尔市停车诱导信息系统

Fig.9 Parking guidance information system in Newcastle

a 区域诱导信息板 b 交叉口诱导信息板 c 停车场入口诱导信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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