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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满足居民人口增长变化对城市和城市交通发展

提出的需求同时，新加坡正面临着提高城市环境宜居性的

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从三方面阐述了今后 10~15年内塑

造新加坡道路交通系统的政策与发展策略：一是通过扩展

轨道交通、提高公交网络的整合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二

是利用公路收费等手段限制车辆拥有与使用；三是建设无

障碍设施以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帮

助。最后，介绍了新加坡在提倡以人为本，鼓励公众参与，

打造获得公众支持的道路交通系统等方面已经进行的工作。

Abstract： Singapore is now facing a challenge to meet the

mobility needs of the residents and to improve its livability as

its increasing population poses a new demand on urban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develop the nation's transporta-

tion systems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Thos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shall be focused on three areas: first, giving priority

to transit development through extension of the rail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transit network integration; second, limit-

ing vehicle ownership and usage by road pricing and the like;

third, building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s a means to accommo-

date travel demands for the disadvantaged, and providing as-

sistance to low-income groups. The author also presents some

on-going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such a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to promote human-friendly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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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加坡的人口不断增长，2009 年已达

500万人。到 2020年，新加坡日出行人次将

增加 60%，从现在的 900 万人次·d-1 增至

1 400万人次·d-1。作为一个面积小、人口高

度密集化的城市化国家，无休止地修建道路

以满足交通需求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

此，交通政策必须建立在满足计划增长的交

通需求(大部分为公共交通)的基础上，以保

证高效使用有限的土地、维持城市环境的宜

居性。除了满足交通需求以外，陆路交通系

统还必须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低收

入群体、老龄群体、残疾人士、家庭及行

人。同时，还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环境。

2006 年，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以下

简称陆交局)全面审视了新加坡陆路交通发展

政策与规划，特别是1996年“白皮书——打

造世界一流的陆路交通系统”中阐述的关于

建设世界一流的陆路交通系统 [1]的政策规

划，并制定了未来的策略与规划。为鼓励公

众参与、发表观点与见解，新加坡组织了

“2020年交通挑战”和“专题小组讨论”，前

者的参与者多达 4 300人，“专题小组讨论”

也咨询了 200多人的意见。经过约一年半的

研究与咨询，陆交局于 2008 年 3 月出版了

《新加坡陆路交通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总

体规划》 )及其简易版本《社区向导》，见图

收稿日期：2009－10－29

作者简介：莫欣德·辛(1951— )，男，新加坡人，硕士，研究规划

处处长，新加坡交通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交通政策与规

划。E-mail:mohinder_singh@lta.gov.sg

城市交通第7卷第6期 2009年11月
■ 文章编号：1672-5328（2009）06-0039-06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Vol.7, No.6, November 2009

莫欣德·辛格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新加坡 219428）

Mohinder Singh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Singapore 219428, Singapore)

Strategies to Develop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Singapore

新加坡陆路交通系统发展策略新加坡陆路交通系统发展策略



城市交通第7卷第6期 2009年11月

1。总体规划详尽阐述了今后10~15年塑造新加坡

陆路交通系统的政策与发展策略，其中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有效管理道路使用、满足不同群体需

求[2]是三大关键策略，旨在打造一个更加以人为本

的陆路交通系统，以支持新加坡成为充满活力、

宜居的国际化城市。

1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是最有效率的出行方式，轨道交通

系统在高峰期平均每列车(6节编组)可承载 1 100

位乘客，单层巴士能够承载约80位乘客，而同等

条件下，每辆私人机动车平均承载约 1.5人。因

此，推广公共交通是满足2020年增长60%出行需

求的关键策略。《总体规划》指出，到 2020年早

高峰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从 63%提升至 70%。为达

到这一目标，必须从出行者的角度规划与建设公

共交通系统，在增加公共交通容量的同时提高公

共交通系统质量，使出行者在畅通的环境中享受

高效、舒适、便捷与无缝衔接的交通服务。

1) 扩展轨道交通系统。

轨道交通系统承载量高、速度快、可靠度

高，是达到总体规划目标的关键。目前，共有约

148 km 的轨道交通线路，网络密度为每百万人

31 km，已达到香港轨道交通的水平，但与纽约、

伦敦、日本等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到2020年，将

完成两大工程项目：市区环线与市郊线，另外还

有4个新铁路工程：汤申线、东区线、大士延线与

南北延线。届时，轨道交通系统将增至 278 km，

见图2，轨道交通网络密度将达到每百万人51 km，

大大提高地铁的便捷度，减少出行时间。在中心区

域，出行者步行约5 min就可到达地铁车站。

2) 提高公共交通网络的整合度。

目前，巴士线路是由巴士运营商基于商业考

虑规划而成，有关部门经常收到关于迂回路线与

候车时间长的反馈。2010年，陆交局将接管中心

巴士网络的规划工作，将从出行者的角度规划巴

士路线，同时考虑公路及轨道交通基础设施以提
图 1 《新加坡陆路交通总体规划》与《社区向导》

Fig.1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 Community Guide

图 2 新加坡轨道交通网络

Fig.2 Singapore rail transit network

现状 在建中 到2020年

市郊线

汤申线

大士延线

市区环线

南北延线

东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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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度。为达到这一目

标，将建设更多的一体化交通枢纽，连接巴士换乘

站与地铁车站，为出行者提供更舒适、更便捷的

换乘服务，见图3。同时，将提供更多的巴士直通

线路和车次，让乘客快速到达主要交通枢纽。

2 有效管理道路使用

今后 10~15年，陆交局将继续修建道路应对

新的发展需求、提高道路网络的便捷度。2008年

9月，东南亚最长的地下高速公路加冷巴耶利岜高

速公路(kallang-Paya Lebar Expressway)全面建成通

车，见图4，为东北部居民进入市区提供了另一条

可选择的路线。到2013年，将建成5 km的滨海沿

岸高速公路，为居民去往新开发商业地区提供快

速通道；到 2020 年，将建成 21 km 的南北快速

路，为高密度的南北走廊提供更好的服务，见图

5。然而，仅仅增加道路供给不足以保持道路通

畅，还需要有效管理道路使用。

1) 有效管理道路使用的需求。

为了有效管理道路使用的需求，采用管制车

辆拥有和限制车辆使用双管齐下的方法。通过车

辆配额系统控制车辆增长，规定每年发布的车辆

执照总数，必须通过竞标拥车证才能拥有车辆。

其他管制拥有权的方法还包括征收附加注册费、

消费税与道路税。

利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管理拥挤道路的需

求，机动车在高峰期使用公路必须缴纳一定费

用，见图6。每个季度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审视公

路电子收费率，以使交通拥堵最小化。这一制度

的实施使高速公路车速保持在45~65 km·h-1、其他

道路车速为20~30 km·h-1。

图 3 新加坡交通枢纽

Fig.3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terminal in Singapore

图 4 地下高速公路

Fig.4 Underground expressway

图 5 新加坡高速公路

Fig.5 Expressways in Singapore

现状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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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高科技。

利用高科技使公路容量最大化，如利用绿波

信号协调系统调节信号控制使公路容量最大；高

速公路监控系统尽快清除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堵

塞，减小对其他机动车造成的影响；通过电子信

息板向机动车使用者发布高速公路交通状况。目

前，这一系统也覆盖到其他干路，见图7。道路使

用者也可以通过陆交局的网站(ONE.MOTORING)

查询实时交通信息。

3 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增长，预计

到 2030 年，老龄人口将增加 3 倍至近百万，届

时，每 5个居民中将有一人在 65岁以上。因此，

必须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通达度，确保老龄人方

便进出社区。与此同时，残疾人士及低收入群体

也应便捷地享用公共交通系统，以确保交通政策

与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保持同步。

1) 弱势群体。

目前，巴士和地铁内已建成无障碍设施，方

便轮椅使用者上下车，未来将会建设更多方便特

殊群体(如老龄人、轮椅使用者、盲人等)出行的

设施，见图 8。到 2010 年，步行道、地铁通道、

出租汽车及巴士车站覆盖范围内的公共道路都将

建成无障碍通道，地铁内会建设更多电梯。到

2020年，公共巴士将全面改进以方便轮椅使用者。

2) 低收入群体。

巴士及轨道交通票价由公共交通理事会监

管，通过计算公共交通支出占家庭收入的平均比

例，保证公共交通价格对公众来说是可支付的。

对于低收入家庭，通过多样化的政府扶助项目或

社区项目对其进行帮助，例如每年发放的交通券。

3) 子孙利益。

图 6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Fig.6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

图 7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

Fig.7 Expressway monitor and advis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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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顾及当代人的出行需求以外，还应考虑

子孙后代的需要，即在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陆路交

通系统的同时还需要保护环境。陆路交通对空气

质量、能源消耗、噪声污染与城市美化方面影响

显著，在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使陆路交通实践和

政策与保护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塑造一个高质量

的居住环境。为此，陆交局积极发表保护环境政

策声明(Environment Policy Statement)，包括提倡

使用环保车辆、制定尾气排放标准等，在发展陆

路交通的同时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公众参与

在实施上述关键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所有与

交通有关的机构、人员的支持和参与，包括公共

交通运营商、巴士与出租汽车驾驶人、公共交通

使用者、机动车主、城市规划者、企业伙伴、社

区组织，他们在建设以人为本的陆路交通系统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交通

系统的建设外，在政策实施阶段获取他们的支持

也至关重要。新加坡已通过社区活动、出版刊

物、展览、现场参观与路展等活动积极联系各阶

层有关人士，展示最新的建设情况，获取反馈意

见。今后，将通过多样化的论坛与更多公众获取

联系。目前陆交局已成立了“陆路交通社区伙伴

部”，每个员工不仅需要有效负责各自社区每天的

交通管理，也要积极参加各种社区活动，与居民

保持紧密联系。新加坡也有专门的社区接触项

目，邀请基层领导参与商议相关交通政策。

2008 年 1 月，陆交局成立了陆路交通展览

馆，向公众展示新加坡陆路交通从过去到现在以

至未来的发展过程。展览馆致力于与各类与交通

有关的机构、人员交流，宣传公共交通政策面临

的挑战，吸取交流意见以改善陆路交通系统。

5 结语

交通问题错综复杂，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

案，必须不断审视，反复斟酌，使当前的环境与

需求相符合。就新加坡国情而言，随着对陆路交

通知识理解的不断深入、公众参与度的不断提

高，将会有更多的公众切身关注新加坡陆路交通

问题，这也是总体规划中提出的打造以人为本的

陆路交通系统的核心。以发展以人为本的陆路交

通系统为目标，加之三大策略——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有效管理道路使用以及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的有力支撑，对打造一个以切实满足人们需求为

中心的陆路交通系统、支持新加坡成为宜居且充

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图 8 无障碍设施

Fig.8 Barrier-fre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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