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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

摘要：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的理念融入道路规划建设项目中，通过开展街道改造试点与逐

步推广，打造了一批活力、共享、绿色、品质街道。以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实践为例，系统剖析

现状建设情况，回顾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的全过程，对照《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开展

实施后评估。总结梳理规划—设计—实施—管理各阶段的规划要求落实情况，剖析规划设计、施工

方案、拆迁拆违、部门协调4个阶段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未达标的原因，为下一阶段完善街道全要

素规划设计体系、优化工程监管机制、推动地方标准出台等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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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han City has integrated the concept of complete street planning and design into road plan-

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rough the piloting and gradually populating the complete street de-

velopment, many vibrant, shared, green and quality streets have been created. Taking the Sanyang

Road-Zhongshan Avenue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

ment, conducts a full retrospect of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erforms a post-im-

plementation eval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Wuhan City Roads and Streets All-Element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elines”. By summarizing the plan requirements at each stage of planning-design-im-

plementation- management, the paper dissects the four- stage process including the planning and de-

sign, construction scheme, demolition and removal of illegal buildings, and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for explanations of why some complete-street design elements are failed to meet the standards. Such

evaluations will help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omplete- street system, optimize the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procedure,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loc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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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城市转型发

展，打造充满活力、公平和谐、管理有序的

宜居城市已成为 21世纪全球城市的共同目

标，世界各大城市先后投入到街道规划设计

的理论完善和实践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

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

加强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

色低碳出行。中国城市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更加关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的需要，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也从

仅仅满足通行功能向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

变。当前，武汉市正处于增量发展向量质并

重转变的关键转型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慢行友好城市、建

设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宜居城市，是新时代背

景下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目标。街道作为城市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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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试点实践与后评估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试点实践与后评估 活动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是城市风貌重要

的构成要素和空间品质最直接的展示面。

11 街道全要素理念发展情况街道全要素理念发展情况

近年来，世界各大城市掀起了街道空间

重塑的浪潮，并提出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

念。街道全要素突破传统道路工程设计思

维，以街道全空间为设计对象，对车行道、

人行道、绿化带、建筑前区、街道设施、微

型公共空间等全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开展精

细化设计，构建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城市

街道空间，全面提升城市街道空间品质，提

升市民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幸福感、归属感

和获得感。

11..11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国内外发展概述街道全要素理念在国内外发展概述

2006年，美国规划学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APA)发布了《美国城市规划和

设 计 标 准》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tandard)[1]，是美国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

城市产品开发研究领域最全面的参考书。该

标准提出将街道、街区和建筑作为整体进行

设计，是对欧美多年来街道设计方法和管理

经验的总结与体现，为街道规划设计提供了

设计标准，反映出美国街道设计活动的多

样性、步行的网络化、视觉的美观性、地

域的特色化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等趋势 [2]。

2008—2015年，洛杉矶、纽约、伦敦、旧金

山、波士顿、新德里、阿布扎比等多个城市

先后发布结合自身特色的街道设计导则 [3]。

至此，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的理念得到世界

各大城市的认可并付诸实践。

2016年 10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中国

首个街道设计导则——《上海市街道设计导

则》 [4]，其规划导向是推动道路到街道的转

变，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将安全、绿

色、活力、智慧作为价值导向，指导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与维护等相关工作，将城

市街道塑造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兴街

道生活。同时，在传统快、主、次、支道路

分类的基础上，按照街道使用功能具体划分

为商业、生活、监管、交通、综合五类，并

提出了街道矩阵图，分别给出街道设计指引。

2017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布《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 [5]，

根据广州市道路功能与特点，在综合考虑土

地使用、建筑功能、交通特性、街道景观基

础上，将街道规划要素细分为六大系统、90

项要素，为城市道路设计提供精细化指南。

其中，六大系统分别为车行道、人行道、城

市家具、植物绿化、建筑立面、退缩空间。

同时，在“一区一示范路”的街道改造实践

中，建立健全“设计工坊”模式，规划师全

程参与街道的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确

保刚性规划要素的有效传导。

综合来看，世界各地相继完成的街道空

间人性化、品质化改造的实践经验表明，成

功的街道设计均以街道全空间、全要素为对

象，从人的角度出发，基于人的活动需求重

新界定街道功能，激活城市空间，激发城市

活力，提高城市品位。因此，行人、非机动

车等空间规划要素的落实情况是城市街道品

质升级的关键因素。

11..22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的发展情况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的发展情况

武汉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的全国

城市设计试点城市之一。为体现城市特色，

打造与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球城市目

标相匹配的高品质公共空间，自 2016年以

来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的规划设计理念融入

街道改造工程中，践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基于实践经验

总结与反馈，编制完成的《武汉市街道全要

素规划设计导则》 [6] (以下简称 《导则》 )

中，丰富了具有武汉特色的街道全要素规划

设计指引和标准，并推广至后续街道工程建

设，形成了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

11..22..11 武汉市街道规划设计全要素体系武汉市街道规划设计全要素体系

框架框架

《导则》是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

理念的集中体现。其理论体系立足武汉城市

发展阶段，以人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推动

实现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管

理，将街道的设计范围由道路红线拓展至两

侧建筑边，以此为基础将街道空间划分为行

人和非机动车空间、车行空间、交叉口空

间、活动空间、绿化空间及街道设施空间六

大类要素(见图 1)，并以此细分为 44小类规

划设计要素(包含控制性要素 14个和指导性

要素30个，见表1)，分别针对各个要素提出

设置标准、推荐布局和设计指引。

同时，《导则》着眼于沿街活动及街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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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采用道路等级+街道功能的二维分类

方法，按照交通型、生活型、商业型、景观

型、历史风貌型对全市街道进行重新定义，

对街道分级形成补充，促进了街道与街区功

能空间融合发展。针对 5 种不同类型的街

道，分别明确路权划分的优先级以及街道不

同空间内各个设计要素的刚性管控、弹性要

求，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类型街道断面的设

计指引，以确保品质化街道核心功能的有效

落实。

11..22..22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逐渐发展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逐渐发展

成熟成熟

武汉市正处于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新时

期，《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草案)》提出

了建设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目标。其中，街

道空间品质提升是促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

举措，城市道路的规划和建设也从仅仅满足

通行功能向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为顺

应城市转型发展的要求，武汉市已相继实施

了中山大道、三阳路、新华路、东湖绿道、

黎黄陂路、沿江大道等一系列人性化的街道

改造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以《导则》为基础，2019年 6月，《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发改委 市城建局 市公

安交管局关于加强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

计建设的通知》 (武自然资规发〔2019〕 148

号)发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对街道全要素空间品质化提供了技术指导，

其中对人行道标准、非机动车道标准、无障

碍设计标准、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标准、小

转弯半径标准、箱柜集并、多杆合一、建筑

前区、绿化景观等 15个主要规划要素提出

要求。同时，为全面推动城市街道品质提

升，从源头上对街道规划设计进行把控，武

汉市申报了地方标准《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

划设计标准》，并获市场监管局正式立项，

目前正处于编制阶段。

11..33 街道全要素理念与传统理念的比较街道全要素理念与传统理念的比较

街道全要素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追求，以人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切实转

变车行主导的交通模式与传统道路工程设计

思维，全面统筹道路交通与用地空间和谐发

展，提出了街道全要素设计、全空间建设、

全流程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思路，推动实

现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管理。

相较于传统街道规划设计，街道全要素规划

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与提升：

1）理念转变，从重点关注机动车通行

转向全面关注人的活动需求，优先考虑非机

动交通友好与公交优先，塑造尺度宜人的街

道空间，还原街道本真，实现通行、休憩、

娱乐、交流等各类沿街活动的统筹布局和

安排。

2）范围转变，从道路红线范围转向街

道全空间范围，将道路红线内外管控范畴与

内容统筹考虑，精心规划、同步设计便利舒

适的街道设施与景观环境，实现道路空间、

建筑前区以及沿街建筑功能的整体塑造。

3）内容转变，从道路工程设计转向街

道全要素设计，突出街道的人文景观特征、

人性化尺度，实现交通通行、市政设施、景

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各类要素的精心设计，

全力打造活力、共享、绿色、品质街道。

表1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要素

Tab.1 Contents of the complete-street street planning and design in Wuhan

六大类要素六大类要素

行人和非机
动车空间

(11)

车行空间
(6)

交叉口空间
(7)

活动空间
(6)

绿化空间
(5)

街道设施空间
(9)

4444小类要素小类要素

控制性要素：人行道标准、非机动车道标准、无障碍设计标
准、公共汽车站布局、地铁出入口布局；
指导性要素：地块开口设计、人行横道布局、非机动车道布
局、立体过街布局、非机动车停放布局、材料铺砌设计

控制性要素：车道宽度标准、交通分隔带标准；
指导性要素：公交专用车道布局、路内停车布局、高架道路布
局、地下道路布局

控制性要素：小转弯半径标准、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标准；
指导性要素：进出口车道宽度标准、交叉口渠化设计、非机动
车过街带设计、导流岛设计、交叉口竖向设计

控制性要素：建筑前区、建筑界面；
指导性要素：街道微型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小品、围栏围墙、
广告牌匾

控制性要素：绿地率；
指导性要素：行道树绿化带、景观绿化带、立体绿化、海绵城
市设计

控制性要素：箱柜集并、多杆合一；
指导性要素：交通设施、照明设施、市政设施、市政管线、检
查井盖、服务设施、环卫设施

资料来源：文献[6]。

图1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空间管控示意

Fig.1 Complete-street spatial management in Wuhan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
车行空间
交叉口空间
活动空间
绿化空间
街道设施空间

车行空间

交叉口空间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

街道设施空间 绿化空间

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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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全要素设计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全要素设计

实践与后评估实践与后评估

22..11 全要素规划设计方案全要素规划设计方案

三阳路—中山大道位于武汉市沿江核心

区域，是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的地面配套工

程，于 2018年 10月 1日建成通车。该项目

的规划理念从纯粹工程建设转向街道空间营

造，是武汉市统筹建筑边至建筑边完整街道

的首次实践。该项目由三阳路和中山大道两

条城市主干路组成(见图 2)，其中三阳路全

长约1 240 m，道路红线宽度为45~50 m，建

筑边至建筑边宽度为 35~65 m；中山大道全

长约 850 m，道路红线宽度为 40 m，建筑边

至建筑边宽度为 28~50 m。按照项目“交通

轴、景观轴、功能轴”的功能定位，规划提

出“车行畅通、慢行连续、季相多变、功能

提升”的建设标准：车行空间规划双向 4~6

车道，设置港湾式公共汽车站，信号灯平均

间距约 500 m；非机动交通空间规划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道宽度不低于 2.5 m，行人过街

设施间距不大于 250 m；绿化空间要求季相

多变，并结合需求设置街道配套设施；统筹

街道全空间设置休憩座椅、公共艺术小品、

街头公园等设施，实现街道空间的功能和形

象升级。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是从交通功能恢

复转向功能与品质双提升的样板工程，项目

重点关注街区全要素精细化设计，修补武汉

长江公铁隧道施工中出现的道路创面，优化

提升街道肌理，并结合建筑前区营造公共空

间，激发街道活力，同时，通过同步实施配

套路网的道路建设和景观提升，实现了片区

城市更新[6]。

22..22 工程建成后评估工程建成后评估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社会和

媒体反响良好，较好的街道品质对出行体验

有大幅提升。为进一步丰富街道全要素规划

设计理念体系，对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实

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归纳总结建设过程中

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强化街道全要素设计

理念在实践中的运用[7]。

22..22..11 评估要素选择评估要素选择

基于三阳路、中山大道车行空间良好的

建成基底，本文主要以路段内行人和非机动

车空间为重点评估对象，按照织补、提升、

人性化、易操作四大原则进行评估要素选

取，评估后可按改善方案进行优化提升，从

而修补项目实施中的缺陷，提升行人和非机

动车空间出行体验。根据以上原则，选取四

大类、17个要素作为重点评估要素(见表2)。

22..22..22 综合评估综合评估

1）路段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

主要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宽度、地

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共汽车站等实

施情况进行评价。总体上，路段行人和非机

动车空间建成情况良好，仅局部路段需进行

优化提升。

①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宽度：受拆

迁、施工围挡等影响，路段内约 8%的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宽度不足。其中三阳路行人

和非机动车空间有 170 m长不满足最小宽度

要求，占三阳路全长 7%；中山大道行人和

非机动车空间有 150 m长不满足最小宽度要

求，占中山大道全长9%。

北
五福路

四唯小路

四唯路

二曜小路

二曜路

一元小路

一元路

公安路

建设街

三阳路 三阳路

中
山
大
道

京
汉
大
道

解
放
大
道

解
放
南
路

胜
利
街 沿

江
大
道

图2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设计总平面示意

Fig.2 General layout of Sanyang Road-Zhongshan Avenue design

资料来源：文献[7]。

表2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评估要素

Tab.2 Post-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elements of Sanyang

Road-Zhongshan Avenue

类别类别

路段行人和
非机动车空间

交叉口空间

街道设施设置

绿化及活动空间

重点评估要素重点评估要素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宽度、地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
共汽车站

小转弯半径、交叉口缘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
安全岛

箱柜、杆件、道路栏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

树池、绿化景观带、街道微型公共空间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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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地块开口：路段内共计 16处地块开

口，其中 9处出入口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连

续，7处单位出入口未落实无障碍要求，造

成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不连续。对于 7处行

人和非机动车空间不连续的地块出入口，应

落实全宽式或抬升式缘石坡道建设要求，确

保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连续性，提升出行

体验。

③非机动车停放点：路段内仅设1处非

机动车停放点，位于中山大道中信建筑院对

面。该停放点未结合树池间设施带设置，侵

占了非机动车道空间。其他区域缺乏非机动

车停放引导，无序停车占用行人和非机动车

空间情况较为严重。综合考虑非机动车停车

需求和停车点位均衡性，建议非机动车停车

位规划新增22处，改造1处。

④公共汽车站：路段内共计3处公共汽

车站占用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其中三阳路

1处、中山大道 2处，影响非机动车通行连

续性。后续应整改公共汽车站台，腾挪非机

动车空间，确保非机动车道最小通行宽度和

通行连续性(见图3)。

2）交叉口空间。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共有 16 处交叉

口。后评估主要针对小转弯半径、交叉口缘

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安全岛

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调研分析，交叉口空

间内各规划设计要素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粗放式施工导致的人性化、精细化程度不够

较为明显。

① 小转弯半径：按照《导则》要求，

针对生活型功能为主的道路交叉口，宜采用

5~10 m小转弯半径。有8处交叉口未落实该

要求，如公安路—中山大道交叉口通过小转

a 现状 b 优化提升示意

图3 公共汽车站台优化提升对比

Fig.3 Bus s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a 现状 b 优化提升示意

图4 中山大道—二曜路交叉口空间优化提升对比

Fig.4 Spatial improvemen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Zhongshan Avenue and Eryao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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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半径的设计，可以大大减少人行过街距离。

② 交叉口缘石坡道：16处交叉口的缘

石坡道设置不到位，未按照全宽度、零高差

的标准实施优化提升。

③ 非机动车过街带：16处交叉口均未

设置非机动车过街带，非机动车行驶路径混

乱，应增设醒目的非机动车过街带，规范行

驶路径。

④ 二次过街安全岛：按照《导则》要

求，车行道空间超过 16 m宽需要设置二次

过街安全岛。路段内 16处交叉口均未按此

设置，转弯车辆容易侵入过街等候区，存在

安全隐患(见图4)。

3）街道设施设置。

街道设施主要对箱柜、杆件、道路栏

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等进行评

价。总体上街道设施较以往街道建设有较大

提升，但是箱柜、杆件建成情况与规划设计

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进行重点优化提升。

① 箱柜：道路内共计 24处箱柜，存在

箱柜未集并、占用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距

离交叉口不足20 m、未进行美化等问题，建

议进行箱柜集中设置，并结合周边环境进行

立面美化(见图5)。

② 杆件：道路内杆件设置凌乱，摆放

随意，应落实多杆合一要求，提升城市环境

景观。

③ 道路栏杆：三阳路全段设置中央栏

杆，局部路段设置多层栏杆，与绿化带重复

设置，影响道路景观，应移除隔离栏杆。

④ 阻车柱：道路内多处行人和非机动

车空间的阻车柱风格杂乱、样式不统一，景

观效果差，同时应避免阻车柱过多，占用行

人和非机动车空间。

⑤ 检查井盖：道路内多处行人和非机

动车空间受地下管线、井盖的影响，铺装不

平整，行人和非机动车出行体验差，应进行

一体化铺装。

⑥ 环卫设施：道路内垃圾箱摆放随

意，占用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应布设于设

施带中，结合街道氛围对垃圾箱进行艺术化

设计，并注明垃圾分类。

4）绿化及活动空间。

绿化及活动空间是城市街道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树池、绿化景观带、街

道微型公共空间等方面进行评价。道路内绿

化和活动空间基本实现了建筑边到建筑边的

统筹规划设计，仅部分节点需进行景观提升

或增加配套休憩设施(见图6)。

① 树池：道路内树池与行人和非机动

车空间、周边环境均未能一体化设计，形象

及体验有待提升。对于普通树池，应优化树

穴盖板，使其与树穴尺寸一致，与人行道铺

装面保持平整，方便行人通行；对于抬升式

树池，应结合周边环境进行一体化设计，增

加美感和舒适性。

② 绿化景观带：道路内绿化景观初具

规模，已形成较好的休憩空间，但未设置相

应配套活动设施；绿化带中覆土普遍存在高

于路面铺装的情况，未落实海绵城市设计

要求。

③ 街道微型公共空间：中山大道局部

路段存在建筑前区设立围墙、利用建筑前区

停车、红线内外高差大等问题，街道的一体

图5 箱柜优化提升对比

Fig.5 Cabinets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a 现状 b 优化提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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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不高，未完全形成开放性的公共活动

空间，街道空间的连通度与交往性可进一步

优化提升。

22..33 评估总结评估总结

综合上述评估，对三阳路—中山大道工

程中街道全要素未达标的原因进行剖析。基

于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图

纸，对比分析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纸、可行性

研究图纸、初步设计图纸、施工图纸及现场

实施情况，核查各阶段规划设计要素的落实

情况，组织参与本项目的规划、设计、施

工、监理、图审等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深入

沟通和研讨。归纳总结街道全要素部分未达

标的原因存在于规划设计、施工方案、拆迁

拆违、项目协调等四个方面(见表3)：

1）规划设计阶段：原规划体现了建筑

边到建筑边的完整街道设计理念，但对于全

要素精细化考虑不足，使得后续建设阶段缺

乏上位指导，如非机动车停放点的设置考虑

不够全面，共享单车、私人自行车等停放较

为随意，影响街道空间的使用。

2）施工建设阶段：根据道路和排水修

建性详细规划，后续的初步设计、施工方案

对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念及方案落实不到

位，导致施工建设中原有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空间连续性、无障碍设计等细节处理不够，

部分小转弯半径欠考虑，交叉口渠化、导流

岛不够细致。

3）拆迁拆违阶段：道路施工建设涉及

沿街部分建筑的拆迁拆违时序安排及周边用

地开发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道

改造工程要求的落实，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

空间不足、街墙立面、绿化小品等无法一次

性到位，如一元路—中山大道交叉口、五福

路—中山大道交叉口附近等。

4）部门协调阶段：道路建设相关的管

线、杆件、箱柜、环卫等设施涉及多个行业

主管部门，从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而

言，由于项目协调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脱节，导致多杆合一、箱柜集并等街道

设施尚未达到标准。

a 现状 b 优化提升示意

图6 中城国际居住小区建筑前区优化提升对比

Fig.6 Front areas of Zhongcheng International Residential District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表3 街道全要素评估未达标原因

Tab.3 Reasons for failure to meet the standards in the complete-street evaluation

阶段划分阶段划分

规划设计阶段

施工建设阶段

拆迁拆违阶段

部门协调阶段

路段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路段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

非机动车停放点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宽度
地块出入口
公共汽车站

行人和非机动车空间宽度

交叉口空间交叉口空间

非机动车过街带
小转弯半径

小转弯半径
路缘石降坡
过街安全岛

街道设施设置街道设施设置

道路栏杆
阻车柱

箱柜集并
多杆合一
垃圾箱设置

绿化及活动空间绿化及活动空间

树池
绿化景观

公共活动空间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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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语结语

本文立足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现状建

设情况，回溯了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与竣工

验收全过程，对照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

开展了后评估。通过全面剖析规划—设计—

实施各阶段的规划设计要求落实情况，进一

步优化工程监管机制，推动了地方标准编

制，并在后续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中推广应用。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规划价值

理念的更新，城市道路建设已由过去原有的

传统工程建设转变为现代化综合空间塑造，

需要在同一街道空间内满足交通通行、市政

设施、景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多方面的需

求，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的互动反

馈，也是规划设计实践与价值理念深层次互

动的过程。因此，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

等各阶段需要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以期实

现街道空间各功能协调统一。城市街道建设

应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设计机构参与，不

断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建立专家智库咨询机

制，为行人、骑行者、机动车驾驶人等所有

的交通参与者打造一个安全、绿色、共享、

舒适的街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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