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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新加坡交通发展面临

的挑战，介绍了新加坡减少汽车使

用量和增加公共交通使用量的一

体化交通政策，以及限制车辆拥有

和管理道路使用的交通需求管理

框架。重点分析了两个典型的交

通需求管理策略：限制区域执照系

统和公路收费系统，探讨了两个系

统的目标、运作、实施效果，并将其

与其他城市的公路收费系统进行

对比。研究显示，以需求管理为导

向的一体化交通政策有效地解决

了新加坡交通拥堵问题，对新加坡

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产生了积极影响。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poli-

cies to reduce automobile trips

while increasing public transporta-

tion ridership, and a TDM frame-

work for automobile ownership

control and road usage manage-

ment.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focus-

es on two key TDM strategies, i.e.

Area Lessening Scheme and Elec-

tronic Road Pricing. Meanwhi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two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operational issues and implementa-

tional outcomes through a compari-

son with similar road pricing sys-

tems in other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DM-oriented transporta-

tion policies are able to effectively

solve congestion problems, and to

play a favorable role in promot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inga-

pore in terms of economy, environ-

ment,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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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面积约700 km2，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城市

化进程迅速，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城市，短短40年间，成功

打造了世界一流的陆路交通系统。尽管居住人口成倍增至约 500 万

人，车辆总数增长3倍至95万辆，机动交通日出行量急剧增至约1 000

万人次，新加坡通过谨慎、细致、有效、长远且可持续的交通政策及

创新方案的实施，成功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遇到的

负面影响，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本文阐述了新加坡在一体化交

通政策背景下采用的交通需求管理的关键策略，并从政策、运作与国

际层面，探讨车辆配额系统与公路电子收费系统的成效与影响。

1 交通概况与成就

新加坡公路网络总长3 300 km，其中高速公路总长162 km；轨道

交通网络总长145 km；公共交通线路达350条。高峰期高速公路平均

车速高于60 km·h-1，中央商业区平均车速为25 km·h-1，是车速最高的

发达城市之一，远高于伦敦、东京和香港。目前，约60%的出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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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完成，85%的公共交通使用者在早高峰

可于 45 min内完成出行。巴士和轨道交通费用合

理，是发达国家中公交费用较低的国家。根据国

际污染物标准指数(Pollution Standard Index, PSI)，

近年来新加坡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的比例超

过85%，见图1[1]。

高质量的交通系统对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及

宜居性排名起着积极作用。根据瑞士管理发展学

院(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2008

年世界竞争力报告[2]，新加坡的世界竞争力水平在

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紧次于美国，领

先于香港、瑞士、卢森堡、丹麦、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据Mercers 国际咨询公司 2008居住质量调

查显示[3]，新加坡是亚洲最宜居的城市。

2 一体化交通政策

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高密度人口以及高度

城市化，如何管理新加坡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是

一个极大的挑战。在新加坡，住房用地占 15%，

道路基础设施用地已占12%，到2020年，机动交

通日出行量预计将超过1 400万人次，若以增加道

路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是不可持续的。因

此，新加坡一体化的交通政策集中于提倡发展公

共交通和管理道路使用，以确保交通系统在硬件

设施、经济与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同时又能满

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采用的关键策略见图2。

在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方面，许多大城市经常

采用“供给方式”，如修建更多道路及立交桥以满

图 1 新加坡空气质量 PSI 状况

Fig.1 Singapore air quality in terms of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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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交通量增长，但在多数案例中，交通拥堵仍然

居高不下，而城市环境也由于过度的道路修建遭

到严重破坏。与此相反，新加坡在利用经济手段

进行交通需求管理方面居领先地位。尤其是对车

辆拥有权管理的车辆配额系统，以及对道路拥挤

管理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二者构成了新加坡一

体化交通策略的关键要素，见图3。

3 车辆配额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车辆急剧增多，新加坡于

1990年5月1日推出了独特的车辆配额系统。政府

根据道路网络容量设定一定量的车辆总数直接限

制每年的车辆增长，同时防止交通拥堵恶化。在

车辆配额系统下，注册新车必须首先竞标拥车

证。拥车证在网络上公开竞标，每月两次。每个

拥车证对应 1 辆车，有效期为 10 年(出租汽车除

外)，到期后，车主可通过支付到期前 3个月拥车

证的平均价格，将有效期延续 5年或 10年。出租

汽车拥车证有效期为 8年，与其法定使用年限一

致，且不可续期。任何拥车证到期且无延期的车

辆将注销且必须出口或销毁。根据不同的车辆类

型，拥车证分为 5 种类型，见表 1，表中价格为

2009年10月的价格。

拥车证价格取决于对新车的现有需求与拥车

证的供给量。车主需按统一价格购买特定类型的

拥车证，而非各自竞标价格，统一价格为拥车证

限额内的最低竞标价格加 1元新币。公开竞标制

保障了拥车证竞标过程的透明度，使车主获得当

前竞标情况的真实信息(包括通过互联网)。为抑

制投机，所有成功竞标的拥车证(“公开组”类型

除外)均不可转让。

在车辆配额系统实施前，管理车辆增长的主

要政策是对新车收取附加注册费。随着车辆配额

系统的实施，附加注册费也由原来的175%降至现

在的100%。实施车辆配额系统以来，车辆平均年

增长率由原来的 7%降至 3%，直至 2008年。由于

庞大的车辆数量以及未来道路建设规划的减少，从

2009年起，车辆年增长率进一步限定在1.5%之内。

4 公路收费系统

4.1 发展阶段

1)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

新加坡于 1975 年实施的限制区域执照系统

(Area Licensing Scheme, ALS)是世界第一个城市公

路收费系统，主要用以限制车流进入较拥挤的中

央商业区路段(或称限制区域)，当时在进入7.2 km2

限制区域(第一道收费环线)的路段共设有 28个控

制点或闸门。车辆在进入限制区域之前需要购买

特定执照并张贴于车窗上，执法人员在控制点记

录无执照车辆的注册号码(见图 4)，以便处以罚

图 3 交通需求管理框架

Fig.3 TDM framework

限制车辆拥有

·关税(20%)
·附加注册费(100%)
·拥车证费用
·道路税

高购车成本

管理道路使用

·公路收费
·燃油税

循环使用成本

改善公共交通，为驾
车者提供一个强有
力的备选出行方案

车辆类型

私人车辆(排量1.6 L及以下)和出租汽车

私人车辆(排量1.6 L以上)

货车与巴士

摩托车

“公开组”(可以登记任何一种车辆)

类型

A

B

C

D

E

拥车证价格/新加坡元

18 899

19 510

18 110

931

19 901

表 1 拥车证类型与价格

Tab.1 COE classifications and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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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起初，只在早高峰对私人车辆收取 3元新币

执照费，后来，该政策扩展至全天与所有车辆(巴

士与应急车辆除外)。

2)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在限制区域执照系统成功推出后，1995 年

起，另外一种类似的系统——公路收费系统在新

加坡 3条高速公路的特定路段上实施，时间为周

日早高峰时段(7:30—9:30)，驾驶人必须购买特定

的执照才能通行高速公路收费闸门。限制区域执

照系统与公路收费系统均为人工操作，有诸多不

良效果和限制因素，包括操作层面人力资源浪

费、人为操作易错、对系统进行时空延展存在局

限以及不方便顾客使用等等。历经10年的研究发

展后，1998年，新加坡以全自动的公路电子收费

系统(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取代了限制区域

执照系统和公路收费系统。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

全自动的城市公路收费系统。与人工操作公路收

费系统不同，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建立在“即用即

付”的基础上，仅对应急车辆除外。每辆车内设

有读卡器(见图5)，当车辆从公路电子收费闸门下

通过时(见图 6)，将从现金卡自动扣除收费金额。

目前，小汽车收费为 1~5元新币，重型车辆收费

为小汽车的两倍。对于没有车内读卡器、读卡器

或现金卡损坏、现金卡余额不足的车辆，公路电

子闸门上方的监控摄像头将自动拍摄该车辆的后

牌照。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方便顾客，灵活易控，可

信度高，付费方式自动化且即时。同时，收费率

和收费覆盖范围易在时间及地域上做出调整，可

有效避免人为偏差，可靠度达 99.9%。由于效果

显著，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已扩展到更多的高速公

路与主干路，形成了中央商业区外的第二道收费

环线(见图 7)，面积约为 130 km2。现在，新加坡

共有66个闸门控制点，包括晚间在市区交通严重

拥堵的高速公路设置的控制点。目前，超过 70%

的车辆每月至少经过一次公路电子收费闸门。

4.2 实施策略与问题

1) 以道路拥挤管理为目标。

新加坡公路收费是一项纯粹以拥挤管理为目

的的举措，是一体化交通改良政策的要素之一。

无论是限制区域执照系统、公路收费系统还是公

路电子收费系统，其投资成本完全由政府承担，

收入归国家所有，不直接用来作为与交通相关的

支出。公路收费的非营利目标通过以下策略实

图 4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

Fig.4 Area Licensing Scheme

图 5 车内读卡器及现金卡

Fig.5 Vehicle smart card and the reader

图 6 收费闸门与监控系统

Fig.6 ERP gantry and moni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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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①与公路电子收费系统相结合实施道路税一

次性回扣以及降低车辆征税；②公路电子收费系

统实施前，对当时所有 67 万辆车免费安装读卡

器；③以交通工程理论为基础，公路电子收费率

与当量小汽车对应，以反映特定类型的车辆所占

用的道路空间；④公路电子收费率根据道路拥挤

水平而定，并因时间与地域而异。

每隔 3个月对公路电子收费率进行审查并加

以调整，以使平均车速保持在最优车速范围内，

即高速公路45~65 km·h-1，中央商业区路段及主干

路 20~30 km·h-1，对平均车速高于最优车速的时

段，公路电子收费率降为0。机动车主了解出行的

实际费用，进而可以选择付费或改变出行时间、

路线、目的地、交通方式。因此，公路电子收费

系统是公平合理的，助长道路拥挤者将支付更

多费用，而选择付费者将享受更通畅与更快速的

出行。

2) 实施中的问题。

在实施限制区域执照系统与公路电子收费系

统的前一年，政府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加强了

公众对此系统的接受程度。同时，完善的法律框

架也保证了对系统的有效监管。除此之外，公共

交通服务的改善为驾车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备

选出行方案。实施过程中解决了如下敏感问题：

①隐私问题。公路电子收费金额直接从现金

卡扣除，所有交易记录都会在 24 h 内清除，同

时，只有后车牌被拍摄影像。所有这些都避免了

对机动车主可能造成的隐私侵犯。

②商业影响。出租汽车和商业车辆最初免付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收费。为了使对商业的负面影

响最小化，渐进收费 3~4年后对出租汽车和商业

车辆实施全额的电子收费。

③外国车辆。新加坡外来车辆(主要来自马来

西亚)，可选择在车内装设永久的读卡器或在进入

新加坡前租用短期读卡器。除此之外，也可选择

在离开新加坡之前一律支付5元新币·d-1的公路电

子费用。

4.3 成效与影响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成本相对较低，而公路电

子收费系统则耗资大，两个系统在降低交通拥挤

方面均达到了显著成效，对社会也带来了诸多益

处。自限制区域执照系统实施以来，新加坡经历

了快速的经济与城市发展，中央商业区的就业与

发展也相应出现巨幅增长。尽管车辆在同时期内

增长了 3倍，由于限制区域执照系统、公路电子

北

控制点

第二道收费环线
第一道收费环线

图 7 公路电子收费控制点及收费环线

Fig.7 ERP toll stations and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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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系统的实施，早高峰进入中央商业区的交通

量仍保持在30多年前的水平，见图8[4]。表2总结

了两个系统的成本、效益，以及对交通与公交的

影响[4－5]。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实施以来，即使交通量与城市建设增长显著，在

中央商业区都没有再修建新路，避免了道路建设

的更多支出，进一步证实了公路收费系统的高效。

4.4 特色

尽管新加坡采用的公路收费系统在管理道路

拥挤方面已证明是高效的，然而自1975年限制区

域执照系统实施以后的近 30 年内，只有伦敦在

2003年采用了拥挤收费系统，斯德哥尔摩在2006

年实施了类似系统。近年来，米兰也实施了生态

主导的公路收费系统。如今，新加坡公路电子收

图 8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对中央商业区交通的影响

Fig.8 Impact of ALS/ERP on CBD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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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与影响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投资成本约 700万元新币，主要用于鼓励换乘公共交通而进行的

P+R停车泊位的修建。1975—1989年，限制区域执照系统总收入1.57亿元新币，总运营成本

仅为1 000万元新币，收入成本比率为9.2。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投资成本约2亿元新币(包括67万辆车的免费读卡器)，这些资金仅

够修建一条5 km长的3车道高架路。刚实施期间，年收入和运营成本分别为8 000万元新币

和1 600万元新币，3年就收回了成本。运营成本仅为总收入的20%，比伦敦的同类系统低得

多。目前，公路电子收费每年约有1亿新币交易量，基于当前6元新币·h-1的时间价值(即0.1

元新币·min-1)，只需每出行一次节省 3 min，每年就会产生约 3 000万新币的经济收益，且不

包括由于环境与交通安全的提高而产生的其他收益。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实施后，通过中央商业区的交通量显著减少，进入中央商业区的交通

量降低44%，中央商业区的车速提高22%；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实施后，多次往返中央商业区的交通量显著降低，进入中央商业区的

交通量降低10%~15%。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和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收费时段前后约0.5 h内，主干路与辅路交通量

明显增加。

公共交通是限制区域执照系统的最大受益方，公交乘客明显增多，巴士在中央商业区车

速也有显著改善。私人汽车与巴士的使用比例从之前的56%/33%变为1976年的46%/46%。

现在，随着地铁网络的快速拓展，早高峰中央商业区公共交通的使用比例甚至高于62%，而

私人汽车仅为31%。

项目

成本/效益

交通影响

公共交通的效应

表 2 限制区域执照系统与公路电子收费系统成效与影响

Tab.2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impacts of ALS and ERP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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