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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中国快速城镇化与机动化进程，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

缓堵减排需求迫在眉睫。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被验证能有效缓堵。首先

探讨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3个城市成功实施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特点和经验。总结成

功实施缓堵减排政策的关键要素，包括立法保障与领导意志、公众宣传与信息公开、综合性配套政

策、精细化管理以及拥堵收费与低排放区有效结合等。基于此，探索缓堵减排政策在中国的应用实

践，总结中国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方案设计流程。最后，从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效果评估和公

众宣传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应对缓堵减排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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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olicies

WangYing1, Lu Lu2, Qiu Shiyong1, Song Su1

(1.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Beijing 100027, China; 2. Beijing Transport Institute, Beijing 10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in China, the severe air pollution and traffic con-

gestion have brought a huge social economic loss. Congestion mitig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re thus

becoming a challenge. The existing lessons of low emission zone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olicies have al-

ready well proved to be effective in fighting with congestion and reducing emiss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the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

ing policies in London, Singapore, and Stockholm. Essential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

tion are also analyzed, including legislation safeguard, political willingness, pubic communication and in-

formation openness, comprehensive complementary policies, detailed manage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olicie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gestion allevi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design process of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la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gestion al-

levi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legisl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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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伴随中国快速城镇化与机动化进程，城

市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

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以北京市为例，

2013 年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和氮氧化

物(NOX)的贡献分别为 31.1%，33%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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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地排放的首要污染源[1]。缓堵减排的需

求迫在眉睫，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验

证有效的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也因此

被中国一些城市提上议程。2013年9月，北

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及《北京市 2013—2017 年

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明确提出

“研究城市低排放区交通拥堵费征收方

案”[2-3]。深圳市政府也拟将低排放区的设立

列入《深圳市 2016—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措施》 [4]。

为了探索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在中

国的应用实践，本文在探讨伦敦、新加坡和

斯德哥尔摩 3个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总

结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方案设计流程，并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应对在缓

堵减排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1 国外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概述国外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概述

拥堵收费是对驾驶人使用拥堵道路而收

取的一种附加费用，其目的是在不增加基础

城市

政策

实施
时间

出台
方式

收费
对象

收费
时间

收费形
式及金
额

资金
分配

不同利
益群体
的担忧

配套
措施

公共宣
传策略

技术及
选取的
影响因
素

伦敦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于2003年(从准备到
实施不到3年)，低排放区政策实施于

2008年

中央政府、市长主推

有多种豁免车辆，并给予低排放车辆
折扣

星期一—星期五7:00—18:00

每天支付11.5英镑(折合人民币110.6
元)，不计出入次数

拥堵收费前10年的收益只用于伦敦市
交通系统的改善

区内商业活动减少；
物流供应商的运输成本增加；
出租汽车的拥堵费用谁来买单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提供替代绕行方案；

优化信号配时；
建立停车控制区，确保收费区域周边

居民停车的同时阻止外来停车

中央政府出台《伦敦道路收费系统备
选方案报告》；

竞选过程的大量公众宣传；
专业公司定期进行调研；

运用多种媒体宣传政策细则；
通过路演和社区会议与市民直接沟通

自动车牌识别技术(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 ANPR)：

技术成熟；
建设周期短；

为保护既有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不增
加额外的基础设施

新加坡

拥堵收费

区域通行证制度实施于1975年，电子道
路收费系统实施于1998年(从准备到实施
历经13年)，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拥堵收
费系统(Electronic Road Pricing II, ERP II)

预计2017年开始实施

政府主导

所有车辆一视同仁

星期一—星期五7:30—19:00，公众假期
7:30—13:00，某些路段稍有不同

每过一次闸门收取一次费用，价格取决于
车型、时段和路段，单次最高费用12新

元(折合人民币55.0元)

拥堵收费收益统归国家财政，无专款专用

出租汽车驾驶员认为多次往返市中心要缴
纳过多费用；

变相抑制区内的商业活动；
低收入者负担加重

逐渐调低车辆注册费；
引入低碳车辆优惠政策；

“拥车证”配额逐渐减少；
早班地铁免费政策

建立陆路交通管理局画廊，制作简明易懂
的宣传手册；

积极公开各类交通信息；
成立社区搭档组，深入了解情况，解释宣

传政策；
收费过程中信息透明、公开；

采用“拥堵收费”字样，传达政策以解决
拥堵为唯一目的

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Dedicated Short-
Range Radio Communications, DSRC)：

系统稳定性；
智能；
环保；

灵活性；
便利程度；

价格

斯德哥尔摩

低排放区和拥堵税

低排放区实施于1996年，拥堵税实施于2007
年(从提出议案到实施历经4年)

试验+公投

有多种豁免车辆

星期一—星期五6:30—18:30

双向收费，上设封顶(最高限额为105克朗，
折合人民币75.9元)。高峰时段通过一次警戒
线的最高费用为35克朗(折合人民币25.3元)

拥堵税收益只能用于本市基础设施建设，税
单上显示收费的具体用途

区内的零售商受到影响；
公司选择迁出中心城，导致区内经济萧条；

政策推行后引发较高的投诉率

扩建公共交通系统；
改善公共交通服务；

增加自行车停车基础设施；
改善自行车专用道和人行道

公众调查，收集建议，了解需求；
以“环境费用”为标签，进行拥堵税的宣传；

拥堵收费试运营；
媒体频繁公布信息，避免不实报道；
简化宣传信息，减少民众的误解

初期：ANPR+DSRC
现在：ANPR

人力和建设资金；
初期ANPR识别率较低，因此选用DSRC为

主要识别技术；
法律规定，需要安装照相机配合法律的执行

表1 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特点和经验总结

Tab.1 Summary of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olicies in London, Singapore, and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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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供给的情况下，通过收费来调节出行需

求以缓解拥堵。低排放区是指为改善区域空

气质量，针对机动车等交通工具专门设定污

染物排放限值的区域。城市低排放区已成为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交通空气污染问题

的重要措施，其中以欧洲最为普遍。

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是成功实施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典型城市，其政策特

点和经验总结如表 1所示。这三个城市各具

特色，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具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实施低排放

区和拥堵收费以来，政策效果都比较明显，

是当地标志性的缓堵减排措施。伦敦拥堵收

费实施一周年后，收费时段进入收费区内的

私人小汽车数量减少 30%，拥堵水平下降

30%，而进入收费区的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

同期增长20%，早高峰使用公共汽车进入收

费区的乘客从 7.7万人次增至 10.6万人次[5]；

低排放区政策实施后，2013年进入低排放区的

车辆中95%以上满足相应的排放要求[6]，低排

放区内的颗粒物(PM)浓度下降2.46%~3.07%，

而区外PM浓度仅下降 1%[7]。新加坡拥堵收

费实施的几十年间，尽管机动车数量增长了

数倍，但限制区内车流量未见上涨，限制路

段基本达到理想车速[8]；公共交通分担率提

升至 63%[9]。拥堵税的试点使斯德哥尔摩交

通量下降约 21%[10]，中心城中机动车排放物

减少10%~15%，空气污染物下降10%~14%[11]；

低排放区政策同样效果显著，政策实施后的

第四年，全市PM排放量下降 40%，其中区

内排放量下降 60%，NOX排放量下降 10%，

区内下降20%[12]。

22 国际经验总结国际经验总结

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 3个城市的

成功经验表明，立法保障与领导意志、公众

宣传与信息公开、综合性配套政策、精细化

管理，以及拥堵收费与低排放区有效结合

等，是成功实施缓堵减排政策的关键要素。

22..11 立法保障与领导意志立法保障与领导意志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成功离不开立法

保障和政府的积极推行。以英国为例，伦敦

的拥堵收费实质是区域内收取的道路使用

费，本身并不具备税收的法律约束力。但英

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伦敦市政府和市长

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职权，为拥堵收费政

策的管理和执行提供有力保障。伦敦拥堵收

费成功实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利文斯通

市长和决策团体对实施拥堵收费竞选承诺的

坚守。他们在承受外界压力的同时，不断克

服困难和挑战，最终使得拥堵收费政策成功

实施。因此，对于拥堵收费这样有争议的政

策，决策者的持续支持和坚定信念是政策成

功实施的关键。与伦敦不同，根据瑞典宪法

规定，斯德哥尔摩既无法对现有的基础设施

收费，也不能对其他城市的公民征税。因此

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的实质是国家层面的拥

堵税，需要由瑞典国家政府通过议会决议，

并进行方案设计和费用管理。成为国家层面

的拥堵税是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得以成功推

行的主要原因。

中国缺乏实施拥堵收费的法律依据，且

与现行法律文件存在冲突。现行的一些法规

和政策，如 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治理向机动车辆乱收费和整顿道路站点

有关问题的通知》及 2009年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颁布的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在机动车使用环节

收取任何费用有明确的限制。因此，中国城

市针对严峻的交通拥堵所采取的限制车辆使

用强度的措施均以行政手段为主，例如车辆

限购、限行等。如果要在中国城市实施拥堵

收费政策，应该在法律法规上有所突破。中

央政府需要将地方政府实施低排放区拥堵费

政策的相关目标纳入全国交通发展战略之

中，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推动，

并保持明确和统一的态度支持地方政府的政

策规划和实施。

22..22 公众宣传与信息公开公众宣传与信息公开

积极的公众宣传、与利益群体的沟通、

及时详细的信息公开，是低排放区和拥堵收

费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以英国为例，

伦敦市政府和交通局展开了各种形式、不同

侧重点的公共咨询与宣传：在与利益团体进

行磋商时，重在平衡各方利益；而针对公众

的咨询和宣传主要侧重对方案细节的信息共

享。同时，在商讨和沟通的过程中，一直保

持信息公开透明，逐步对方案进行优化，以

25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4
N

o.6
N

ovem
ber2016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六六
年年

第第
十十
四四
卷卷

第第
六六
期期

获取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新加坡的经

验表明，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不仅可以提高

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更可以通过有效交流

改进政策和技术的不足。其特色在于：为拥

堵收费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强调公众是最

终受益者，政策本身非盈利；强调公平性与

信息公开，及时回应公众问题，并给出其他

出行选择。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在公共宣传与沟通上

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政策推广最关

键的时刻，由市长每天两次在广播和电视上

与公众进行交流，并频繁召开记者招待会，

公布最新、最准确的信息，有效避免谣言的

传播和不实信息的报道。政府在宣传过程中

所强调的缓堵减排政策对于空气质量的积极

影响，也争取了一定的公众支持。此外，斯

德哥尔摩市政府通过两年时间，在不同社会

机构或者社团组织进行公众调查，收集评

论，以起草相关议案，经议会内部表决后出

台。该调查不仅为拥堵税的制定及实施提供

依据，也平衡了各个团体间的利益。此外，

瑞典政府还定期公开拥堵税收入和支出，保

证该项政策的可信度。

中国城市在交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

府在信息公开方面还是有诸多保留，尤其对

拥堵收费这样公众敏感度高的交通政策。一

般来说，凡是和收费相关的政策，不论在哪

个国家总会引发公众天然的厌恶情绪。而针

对拥堵收费，公众的质疑一方面来自于对收

费政策的主观抵制，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政策

效果不理解所产生的担忧。如何获取公众对

拥堵收费政策的支持，解除公众的质疑，以

上城市的经验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借鉴。公众

支持是政府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因素，设计明

确有效的公众沟通和宣传方案，定期公布政

策细节，并根据公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宣传策

略，以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此外，如

何分配和使用收益对政策的成功实施至关重

要，将收益用来改善交通系统，并将收益的

分配情况公开可以提高公众对拥堵收费和低

排放区政策的接受度。

22..33 综合性配套政策综合性配套政策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方案的设计不能脱

离一整套交通和环境改善方案，相应配套设

施的设计需要协同进行，让公众有更多的出

行选择，提高公众对政策的适应度与支持

度。伦敦市在推出拥堵收费的同时，还实施

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见表 1)，以确保拥堵收

费政策的有效性。考虑到收费边界外围周边

的居民和商户是受拥堵收费影响最大的人

群，为减少对他们的负面影响，伦敦市制定

了一个全面的、包括停车限制和交通管理在

内的配套方案，以确保收费区域周边居民的

利益。新加坡政府也没有孤立地实施拥堵收

费，而是与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车辆

附加注册费和车辆配额系统等综合考虑，通

过对各个政策的微调，使综合效果达到最

优。例如，伴随着拥堵费率的增加，多次下

调车辆附加注册税率，以便更多地从车辆使

用方面影响公众出行习惯，在整体政策效果

上实现平衡。

出行者对于拥堵收费的敏感程度，一方

面取决于对拥堵收费方案适应的容易程度，

另一方面取决于出行备选方案的可行性，如

其他交通方式、备选路线和可供选择的目的

地的多样性等。尽管配套措施是否充分并不

一定是实施拥堵收费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

相应的配套措施，拥堵收费的实施效果一定

会大打折扣。中国城市在交通方式的多样性

与非小汽车出行方式的便捷性方面，是否已

经具备替代小汽车出行的条件，仍值得商榷。

22..44 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

拥堵收费的成功还需要有效的精细化管

理。伦敦市采取了模块化管理模式，将其分

割为设备维护、收费运营、违规执法等相对

独立的环节进行分别招标，确保局部最优，

同时能够实现根据运营实际情况对系统逐步

逐块更新。伦敦交通局进行全局统筹，将因

模块化管理可能产生的环节衔接风险降至最

低。此外，在实施的过程中，伦敦交通局及

时调整收费边界、收费方式及豁免车种等政

策要素，保证政策有效运行。新加坡也十分

注重管理，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实施

收费价格的定期修正、平滑过渡等策略；同

时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政策互补微调，填补

先期技术和政策考虑不足产生的漏洞。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是一项涉及政府部

门繁多、实施过程内部职权分工复杂，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部分政府部门协调和财政

政策调整配合的政策。在中国现有的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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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下，对实施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

做出相应的决定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政策

的落实则是地方环保局和交通委员会(交通

局)的职责。为确保政策的成功实施，在政

策具体的执行、管理和监督过程中以及其他

配套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地方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交管、财政等政府部门在政策的制

定、执行、管理和监督方面将会承担不同职

责。因此，为有效促进跨部门协作、减少运

营沟通成本与风险，可以考虑成立特别工作

小组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并建立部门间的

协助机制，进行有效的精细化管理。

22..55 结合低排放区的拥堵收费结合低排放区的拥堵收费

实践表明，与低排放区相结合的拥堵收

费方案，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减少拥堵、提高

空气质量的目的。伦敦减免低排放或清洁能

源车辆的拥堵费，将车辆减排和拥堵收费很

好地进行结合。最初，使用替代性燃料的机

动车，如油气混合燃料车和电动车，在驶入

拥堵收费区时可以免收拥堵费。2011年1月，

伦敦交通局开始实施绿色车辆折扣措施，规

定所有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小于100 g·km-1

的车辆可以免费进入拥堵收费区。2013年，

伦敦市长提出将拥堵收费区打造为超低排放

区以促进车辆更新和降低空气污染。同年7月，

作为超低排放区的前奏，伦敦交通局开始实

施超低排放车辆折扣措施，这一措施允许纯

电动车或CO2排放量小于75 g·km-1并且污染

排放满足欧V标准的车辆免费进入拥堵收费

区。这种将拥堵费与减排挂钩，用经济杠杆

促使市民加快更新车辆的方式，进一步促进

空气质量的提升。

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是中国多数城市面

临的巨大挑战，而推广低排放或清洁能源车

辆的使用也是政府现阶段力推的重要举措。

在研究拥堵收费制定相关政策的同时，可以

借鉴伦敦的经验，将拥堵收费和清洁车辆或

低排放区有效的结合，从另一个角度促进高

排放车辆的淘汰，缩短车辆更新换代的周期。

33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方案设计流程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方案设计流程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是具有较高实施风

险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政策的执行是一种

以过程为导向的实践。通过对国外实施过程

的深入研究，建议使用六步法设计政策方案

(见图1)。

1）城市发展背景分析。

对城市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

发展规划、交通发展规划、公共交通发展现

状及规划、交通运行状况、交通基础设施条

件及自然地理条件等硬件设施进行分析解

读，并对上位规划和相关交通管理规章制度

进行反馈。

2）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可行性分析。

在城市发展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划定低

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意向实施的相关区

域，进行包括规划总结、交通设施及运行现

状的调研及问题识别、限制条件分析(如用

地、交通、市政、生态景观、投资等)，并

进行国内外案例分析及技术实施经验整理。

城市及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

城市及区域
空间发展规划

城市及区域
交通发展规划

城市发展背景分析

城市及区域
公共交通发展

城市及区域
交通运行状况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及自然地理条件分析

规划资料总结及评价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可行性分析

限制条件分析：用地、
交通、市政、生态

景观、投资

国内外案例分析及
技术经验整理对比

交通设施及运行现状
调研和主要问题识别

资料、数据收集
及专项调研

关键点
要素分析

政策效果
模型测评

技术实施
保障研究

政策实施方案设计及初选

确定实施方案

针对主要实施
方案进行优化

法律保障 资金保障
关键要素反复测评
制定专项保障措施

体制机制及
组织协调保障

社会引导及
公共宣传保障

实施基础及
路径分析
(合法性)

方案实施绩效
评价(合理性)

实施技术
选择分析
(可行性)

体制机制及市民
可接受度分析

(可控性)

缩小方案选择范围进行
实施方案风险点识别

图1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方案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process of low emission zones and congestion pricing policie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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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实施方案设计及初选。

收集规划资料、运行数据并进行相关专

项调研，为模型的主要参数优化或者模型输

出收费费率和合理化评价提供参考。结合关

键要素(包括收费模式、收费范围、收费时

段、收费对象、收费与排放标准等)的不同

取值，排列组合出多种方案。使用交通模型

测试方案，对比选择2~3项最有可能实施的

方案，并且根据模型预测出的道路交通运行

特征、公共交通需求变化和严重受到影响的

人群分布，设计相关保障措施。

4）缩小方案选择范围。

对多个待选方案进行实施基础及路径分

析(合法性)、方案实施绩效评价(合理性)、

实施技术选择分析(可行性)以及体制机制和

市民可接受度分析(可控性)，通过专家打

分，进一步锁定实施方案。

5）针对主要实施方案进行优化。

在锁定实施方案后，根据政策实施的目

标年，合理安排并提前进行政策法规及相关

政策措施修订；进行财政资金规划，根据实

施方案安排资金进行具体实施方案设计以及

相关技术工程测试，并根据最终技术选择，

使用经济模型计算项目实施价值、回收率、

效益成本比例、回收期等，制定完善的财务

方案；在确定最终实施方案后，还应该针对

政策实施的关键要素，如收费费率，进行反

复测试及优化，以保证方案的合理；根据低

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政策特点，提出体制机

制及组织协调保障方案；最后制定社会引导

及公共宣传策略，根据政策实施的不同阶

段，执行差异化的宣传战略。

6）确定实施方案。

因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同属调节机

动车使用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结合实施时

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多加注意，防止对市民机

动化出行的过度收费和重复收费。尽管拥堵

收费和低排放区在收费原理上都是“谁使用

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但在收费区域、

收费对象、收费精度、收费费率和收费频次

上有极大区别。以伦敦实施拥堵收费和低排

放区政策为例，政府在同时实施两项政策

时，对于收费对象、收费方式和收费范围进

行了差别化处理。拥堵收费成为一项在特定

区域内的常规收费，而低排放区则是一个具

有惩罚意义的引导性收费区域。

44 政策建议政策建议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解决由快速城镇

化和机动化发展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

势在必行。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作为一项组

合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本文对该政策在中国城市的实施提

出以下建议。

44..11 健全配套的法律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体制法规体制

从国家层面，积极推行低排放区和拥堵

收费政策需要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以下细节：

1）保证地方政府可以根据道路拥堵情

况、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

状况，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类型、排放

(拥堵)控制区域和时间；

2）允许地方政府在机动车的使用环节

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机制进行相关控制；

3）加强执法，简化执法程序，制定更

为严厉的处罚条款。通过立法明确公安交管

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并在交管与环保部门

之间建立车辆环保达标管理系统的共享

机制。

由于国家层面法律的修改将会经历一个

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城市可以通过报本地或

所在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予以明确规定，

作为法律依据。同时可以在类似北京这样有

相关政策和研究储备的城市进行试点。

44..22 清晰的管理框架和体制机制清晰的管理框架和体制机制

在强化环保部门监督管理职能的同时，

建立特别工作小组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和

职责，将提高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制定

和实施的效率。从国家层面出发，需要考虑

以下部门之间的合作：

1） 为确保方案的一致性，交通运输

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要通盘考

虑如何对车辆进行分类，以及机动车排放全

国标准的制定、低排放区准入标准的设立等

方面；

2）为确保方案的执行力度，交通运输

部、环境保护部、公安部需要依法明确执法

主体，并针对配合执法辅助工作的管理进行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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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 完善的监测系统和科学的成本效益完善的监测系统和科学的成本效益

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实施的最终目标，

是减少交通排放造成的健康损害。科学的成

本效益分析能够正确评估该政策的效果，从

而给方案设计的完善提供充足的依据。而成

本效益分析依赖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需

要从以下几方面实现：

1）建立基础车辆数据库及重点监测车

辆群，统计每年受方案影响的车辆总数及行

车里程，并对重点监测车辆群的排放特征和

行车线路进行监测，研究其在不同阶段、不

同方案下的变化；

2）结合排放清单，预测及评估路面交

通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并与

空气质量模型相结合，评估不同阶段政策方

案对空气质量及公众健康的影响。

44..44 充分的公众宣传与沟通充分的公众宣传与沟通

保障政策透明和资金分配公开，可以让

公众对政策方案有全面的理解。而持续的宣

传教育，可以提高公众对机动车排放污染的

认识，减少公众对道路使用者付费理念的反

感。此外，有效的公众沟通对统筹各个相关

利益方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55 结语结语

每个城市实现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的途

径不同，强烈的政治意愿是实现拥堵收费的

前提，政治架构的设计与技术路线设计同等

重要。拥堵收费与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是关

系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的大量介入。各政

府机构和服务部门，特别是交通和环境部门

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要和其他部门及各个利

益团体充分沟通、通力合作。拥堵收费和低

排放区政策在中国城市的推行也会像伦敦、

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一样历经一些波折，但

是政府和公众对缓解交通拥堵和改善空气质

量的决心一定会给政策的实施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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