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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社会生活带来诸多影响和变化。远程办公的广泛应

用、适当增加小汽车限购配额政策、定制公交的推广应用是借由疫情发展带来的三项措施。通过分

析上述措施可能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影响，反思城市交通若干相关问题并提出建议。1)建议远程办公

与弹性工作制、错峰出行相结合，有利于缓解早晚通勤高峰时段交通拥堵。2)建议在适当放宽小汽车

限购、提振汽车产业经济的同时，配套出台以家庭为单位分配购车指标、“有位购车”等政策，并按

照用者自付原则，加快制定由使用者支付小汽车产生的外部性成本的调控政策。3)建议结合疫情期间

定制公交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推进多样化公共交通发展，贴合需求变化切实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关键词：交通政策；交通拥堵治理；汽车限购；公共交通；新冠肺炎；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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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 19 pandemic has brought an enormous impact and changes to cities

and lives in 2020. The three measures have been arisen since the pandemic happene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elecommuting, the appropriate increase of car- purchase quot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al- service

bus.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above measures on urban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reflects on relevant

problem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irs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elecommuting, flexible working system and peak shift travel can help alleviate traffic con-

gestion during morning and afternoon peak hours. Secondly, it is suggested that, while relaxing the restric-

tions on car-purchase quota and boosting the economy of automotive industry,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

ed to allocate the purchase indicators to families and “purchase cars with a place”, and the adjustment

and control policies for users to pay for the external cost of cars should be speeded 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lf-payment by the users. Thirdly,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pecial-

service bu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 of de-

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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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

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 1949年以来中

国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

通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与城市交通关系较为

密切的三个主要变化，分析城市交通出行发

展趋势及应对策略。其一，疫情影响最大的

方面之一当属互联网新技术加速转化强大的

线上经济，催生了远程办公的广泛应用，有

必要探讨远程办公与错峰出行、交通拥堵

的互动关系。其二，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各级政府提出“鼓

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

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应处理好增加汽

车配额与城市交通协调发展的关系。其三，

为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过于集聚引

发大面积的病毒传播，多地推出小型化定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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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反思城市交通若干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反思城市交通若干问题 公交的出行服务产品，结合这一趋势提出进

一步推进公共交通多样化和市场化发展的策

略建议。

11 远程办公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缓解远程办公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缓解

交通拥堵交通拥堵

11..11 疫情催生远程办公疫情催生远程办公

如果说 2003 年非典疫情带给国人最大

的变化之一是培养了网上购物的习惯，吹响

了电商蓬勃发展的号角，那么 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互联网新技术

加速转化成了强大的线上经济，尤其是因疫

情而催生的远程办公，正在从企业复工后应

急之需向新型常态化办公场景转变。

由于这次疫情引发社交隔离，进而倒逼

远程办公模式被广泛应用，一时间像腾讯会

议、钉钉、飞书等网络办公会议软件很快流

行起来，从技术层面上有力地支撑了远程办

公高效率沟通的实现。从2020年2月初开始

远程办公的一个多月时间来看，很多人已经

从最开始的不适应、认为很多事情通过远程

沟通难以表述清楚、不如当面开会的方式效

果好，到目前基本适应、可较高效率沟通；

很多会议、讲座等通过远程方式顺利召开，

甚至有些人认为比当面开会省去了路途上的

奔波，效率更好。在远程办公取得一些良好

应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线上远程办

公多数是基于之前既有的项目、人与人之间

熟悉、了解的基础上开展的。以规划咨询行

业为例，日常工作主要内容除了做方案、技

术讨论之外，还有商务谈判、现场调研、方

案汇报和参加各类学术论坛等，技术沟通、

方案汇报和各类学术论坛都完全可以靠线上

会议进行，但商务谈判、现场调研、甲乙双

方的相互沟通和建立信任关系等仍无法被线

上远程方式取代，可以说面对面的交流仍然

是信任的基石。

随着 5G更可靠的快速网络技术、功能

更加多元成熟的远程办公会议软件的发展，

对远程办公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一个大致的判

断：远程办公可以是部分工作的选择，但不能

够完全代替线下办公和会议。未来很多行业或

将会灵活地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究竟两者中哪个成为主导还依赖于未来技术

发展、不同行业工作情形和相应制度的变化。

其实在疫情之前，远程办公已经存在一

定的需求。当繁忙的工作与长时间通勤产生

冲突时就会产生远程办公的需求，但多数单

位并没有制度上的支持。而早晚通勤高峰时

段的交通拥堵也成为城市以及上班族的痛点

之一。特别是在大城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往

往造成比平时非拥堵状态下多一倍及以上的

出行时耗，轨道交通则常常过于拥挤使乘车

体验感极差。为缓解通勤高峰交通拥堵、改

善出行环境，很多城市政府在交通设施供给

端投入了大量财力。例如，某一方向进城道

路拥堵严重，再新增一条平行的道路，轨道

交通改善思路亦是如此。这些措施往往都是

短时间的缓解拥堵，特别是现阶段很多城市

用地与交通设施已逐步进入存量发展时代，

不太可能再提供更多的用地空间给交通设施

做增量[1]，因此应该探索对需求端适当进行

削峰填谷。

11..22 远程办公与正常工作相结合远程办公与正常工作相结合

如果能将这次疫情发展起来的远程办公

与弹性工作制有机结合，率先在第三产业相

对发达的超大、特大城市试点应用，或许能

够对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产生积极作用。之前

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的推广效果不理

想，主要原因之一是部分实施错峰上下班的

人与社会整体节奏不同步，导致很多事情难

以安排。如何保证采用弹性工作制的人既能

与社会整体节奏保持同步，又能适当错峰出

行，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压力，可结合疫情期

间远程办公的普及采取以下两条措施：

1） 将错峰通勤与远程会议结合起来，

仍保持正常的工作时间。

一些大城市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相应的

从业人数比例高。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18

年底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全市吸纳就业比例

已超八成，成为就业通勤人口的绝对主力

军[2]。而第三产业中互联网、金融、设计咨

询等行业很大一部分从业人员的平时工作主

要依靠电脑完成，受固定地点、固定设备办

公限制较小。在工作日早上，这些人员往往

需要与客户、项目内部或合作单位开会，如

会议能够先在家通过远程的形式举行，待

1~2 h开完会后错峰出行去单位，一方面可

减轻由于大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高峰

时段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也将大大缩减道路

通勤出行时间或提升轨道交通出行体验。

2）允许部分工作日远程办公。

允许单位或个人根据工作需要在部分工

作日采用远程办公形式，并通过远程通信软

件保持随时联系沟通状态。每日减少的部分

出行将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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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城市交通运行数据为例，北京

市六环内通勤类出行(上下班、上下学)占出行

总量的比例高达 56.8%；早晚高峰时段出

行尤为集中，其中早高峰时段(7:00—9:00)

出行量占全日出行量的 24.6%，晚高峰时段

(17:00—19:00) 出 行 量 占 全 日 出 行 量 的

20.6% [3]。北京市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为

13.1 km。假设出行主要由城市快速路承担，

根据高德地图发布的《2019年北京四季度交

通报告》，二环、三环城市快速路早高峰平

均行驶速度为 17.3 km·h-1[4]，则对应小汽车

平均出行距离下的出行时间为 45 min。若城

市中有10%，20%，30%的小汽车出行者在早

高峰结合远程办公而采用错峰出行或不出

行，则可利用BPR函数预测改善后的交通状

况 ( )α= 0.50, β= 3.58[5] ，结果如表1所示。

分析模型数据可以看出，仅 10%~30%

的出行者错峰出行后，对提高平均运行车

速、降低出行时耗、缓解交通拥堵的改善效

果明显。由于在城市道路交通发生拥堵的高

峰时段，交通流接近或处于饱和流状态，此

时行驶时间随饱和度变化而增长或减小的幅

度明显，微小变化将带来较为显著的影响。

因此，若能将远程办公、远程会议与错

峰通勤出行有机结合起来，在第三产业以电

脑办公为主的行业内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加以

灵活推广应用，并得到单位的制度保障，将

有利于通勤高峰时段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和轨

道交通拥挤的显著缓解。

22 汽车号牌增加配额应出台配套实施汽车号牌增加配额应出台配套实施

政策政策

22..11 汽车号牌配额的增长需求汽车号牌配额的增长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较

大，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

为缓解疫情冲击所造成不利影响的重要措

施。而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又是扩

大内需的重要方面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提到“鼓励

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

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随后地方政府陆续

出台政策为汽车限购“松绑”，如杭州市小

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公告，决定

2020年一次性增加2万个小客车指标[6]。

在汽车限购城市中，一方面自实施小汽

车限购政策后挤压了大量刚需购车需求，另

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出行需求和购车意愿也在

发生变化。疫情严重时期部分城市公共交通

停运，为避免交叉感染，日常必要性出行更

多依靠个体交通。君迪公司(J.D. Power)近日

正式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者购车意愿

影响调查报告指出，疫情期间选择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的意愿明显降低(见图 1)，同时受

疫情影响原本无购车计划的受访者中，近半

数表示会新增购车计划[7]。所以，一旦增加

购车指标，人们将很快选择和消费。

22..22 配套实施政策配套实施政策

在适当放宽小汽车限购、提振汽车产业

经济的同时，还应结合各自城市交通情况，

配套出台更加具体、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交

通政策措施，而不能走只顾经济、不顾城市

交通问题的老路。因此，建议在新增购车指

标发放时应配套实施以下两个政策：

1）仅限无车家庭购车。

很多城市实行以个人为单位的摇号政

策，存在有车家庭重复获得车牌，而很多无

车家庭迟迟摇不到号的现象，造成分配不均

衡的弊端。当面临疫情等特殊时期，日常采

购等出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完成的，以家

庭为单位核算分配车牌指标更具有合理性。

2）实施“有位购车”制度。

表1 不同比例小汽车错峰出行对交通状况的改善

Tab.1 Improvement of traffic condition by different percentage of staggered

departure times during peak hours

改善前
平均行
驶速度/
( km·h-1)

17.3

错峰出
行比例/

%

10

20

30

改善后
行驶速度/
( km·h-1)

22.9

30.4

39.7

平均速度
提升率/%

33

76

130

改善前
行驶时
间/min

45

改善后
行驶时
间/min

34.3

25.9

19.8

时间
减少/

%

25

43

57

分
担
率

/%

步行 非机动车 私人汽车 轨道交通 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
和网约车

租车

交通方式

15.7

20.8

8.7
11.8

27.9

38.5

14.2

7.4

16.0

7.0

15.7
12.3

1.8 2.1

疫情暴发前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

图1 疫情暴发前与疫情期间交通方式选择意愿调查结果

Fig.1 Survey results of preference on travel mode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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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居住小区停车问题越发严重，

小区外围道路违法停车影响道路交通、小区

内部因停车挤占绿地草坪、消防通道。一旦

发生火情，救援车辆迟迟进不来延误救援时

间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应以个人的购车

使用不影响甚至破坏小区其他人和社会利益

(如占用绿地休憩空间、消防通道等公共利

益空间)为原则，而“有位购车”是解决基

本停车需求的重要保障。

同时，加快制定出台小汽车拥有、使

用、停放、淘汰的全生命周期调控政策体

系，特别是在使用环节加强经济调控政策在

小汽车需求管理中的作用。例如，按照用者

自付原则，由使用者支付小汽车产生的负外

部性成本，充分发挥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目前小汽车使用者主要支

付车辆购买、燃油费、停车费等自身使用成

本，对城市道路高人均占用引发交通拥堵、

造成空气污染等外部成本则由整个社会共同

分担。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小汽车用户仅

支付使用成本，综合费用较低，这也促使小

汽车的快速增长。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进一步扩

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2019—2020年(征求

意见稿)》中提出应加快由限制车辆购买向

引导合理使用的改变。因此，应对小汽车的拥

有和使用形成政策闭环，充分发挥市场化的

手段引导合理使用。在尊重(或适度限制)拥有

的前提下，通过“有位购车”保证基本停车需

求，通过停车价格、拥堵收费、根据使用强

度确定阶梯差异化的保险费和车船税等经济

手段，调控小汽车向着合理使用的方向发展。

33 以定制公交为契机推进公共交通多以定制公交为契机推进公共交通多

样化和市场化样化和市场化

疫情期间，为了既支持有序复工复产，

又尽量避免公共交通人群过于集聚引发大面

积的交叉感染，北京、济南、昆明、福州等

多个城市陆续推出定制公交或加大投放力

度。例如，北京公交集团发起了定制公交线

路网上征集活动，在线撮合乘客的通勤需

求，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线上购票，扫

码乘车。在这个特殊时期，升级后的定制公

交大大提高了市民通勤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获得广泛好评。截至2020年4月，北京定制

公交累计注册用户达 5万人，已开通 173条

定制公交线路，日发车量191车次[8]。

由于疫情特殊原因倒逼了定制公交的推

广和发展，并逐步被广大市民熟悉和接受。

然而，定制公交并不是仅为非常态化时期应

急之所需。定制公交作为多样化的公共交通

方式之一，相比传统固定线路公共汽车具有

更加准时、舒适和快速的优势。只要车辆舒

适、预约便捷、价格合理、运营准时等相应

服务跟得上，通过这次疫情的有力推动和普

及，定制公交将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欢迎。

传统对公共交通的认识普遍局限于轨道

交通、BRT、公共汽车等大中运量交通工

具，其采取固定站点、固定线路、统一车辆

类型等单一化运营模式。在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的今天，社会价值观、消费模式、生活方

式正经历着剧烈变化。居民出行经历了从

“可达”到“高效达”，再到“高品质达”的

需求变化过程，而公共汽车交通系统没能及

时跟上需求的变化。随着城市规模扩张、中

长距离机动化出行比例不断增加，公共汽车

在交通结构中的分担率一直难以提升，也变

相刺激了小汽车的快速增长。而如果再采用

简单的车辆限购政策，难免会使一些市民感

到出行不便、时耗偏长，生活幸福指数降

低。对于城市内中长距离机动化出行，小汽

车与公共交通方式此消彼长，健康的城市交

通系统应该寻求两者的平衡。因此，建议重

新定义公共交通，并以定制公交为契机推进

公共交通多样化和市场化发展，更好地适应

出行需求变化。

首先，未来公共交通形式应该是多层

次、多样化的，既有地铁、轻轨、BRT、公

共汽车等传统大中运量系统，也应该有需求

响应型定制化公交、轨道交通车站周边接驳

公交专线等 7~10人(甚至是 3~5人)小型化公

共交通系统，即扩展准公共交通的类型和服

务范围。

其次，为了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公共

交通运营应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推进多样化

发展，通过更好地贴合需求变化的市场化公

司运作，而不再继续采取国企公司垄断、主

要靠政府补贴的模式。一方面，在坚持公共

交通作为城市公共服务基本保障的属性下，每

个城市可成立2~3家公共交通企业，甚至可

以允许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在车站周边2~3 km

半径范围内运营公共汽车接驳环线以汇聚轨

道交通客流，通过适度竞争提供更好的出行

服务，并可探索引入滴滴出行等社会资本参

与投资和运营，而政府重点做好监管工作。

另一方面，根据每家企业不同线路的客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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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差异化补贴，例如大客流的廊道线路

可不进行补贴或单位客流补贴额度很小，而

对客流较小、需加强保障的区域线路提高补

贴额度。

44 结语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带来病毒侵袭之外，

也在诸多方面影响、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

活习惯。如何把握疫情期间的出行变化趋

势，与拥堵治理、交通政策制定、公共交通

服务水平提升等交通系统的发展相结合，促

使城市交通系统朝着更加健康、良性的方向

发展，应该是当下和后续阶段持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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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感染计量(quanta)，引自文献[3]，用来描述

空气传播类型疾病感染随机性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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