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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

拥堵，也因此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以北京市为例，2013
年机动车排放对细颗粒物（PM2.5）、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

（NOx）的贡献分别占到了约31.1%、33%及50%，是本地排放

的首要污染源。为了控制不断恶化的交通排放问题，北京市政府

于2013年9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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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其他城市

也在考虑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

拥堵收费是对驾车者使用拥堵的道路而收取的一种附加费

用，其目的是在不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情况下，通过收费来调节

出行需求以缓解拥堵。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和米兰是成功

实施拥堵收费的典型。低排放区是指为促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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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交通空气污染问题的

重要措施，其中以欧洲最为普遍。

为使读者能够了解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对于减少空气污

染及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出的贡献，本报告通过对伦敦、新加坡和

斯德哥尔摩这三个城市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专家的访谈和实地调

研，试图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  在实施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

挑战是什么？

•  不同利益集团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  为提高公众接受度所采取的公共宣传策略是什么？

•  影响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执法技术选取的因素是什么？

•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效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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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  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及低排放区政策经验总结（一）

特点 伦敦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政策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拥堵收费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总结

中央政府的立法保障和地方领袖的一诺千金

政策目标清晰明确，细节研究充分全面

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透明公开的公众宣传

各种交通配套措施的辅助

有效的管理和不断的改进

政策效果的综合考虑，理论与公众接受度

的权衡

严谨的技术研发和精细化管理

强调公平性和非营利性

注重公众沟通和公众参与

国家层面税法的设立

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

系统的成功试运行

可靠的技术

资金分配及使用透明

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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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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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的拥堵收费

系统 II（ERP II 系统）预计 2017 年开始实施

低排放区政策实施于 1996 年，拥堵收费政策

实施于 2007 年（从提出议案到实施历经 4 年）

出台方式 中央政府、市长主推 政府主导 试验 + 公投

收费对象
有多种豁免车辆，并给予低排放车辆适当

折扣

除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等应急车辆外所

有车辆一视同仁
有多种豁免车辆

收费时间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7 点至下午 6 点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7 点半至晚上 8 点，

周六中午 12 点半至晚上 8 点，公众假期上

午 7 点半至下午 1 点，某些路段稍有不同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6 点至下午 6 点半

收费形式及金

额

每天只需支付一次费用，共计 11.5 英镑（折

合人民币约 110.6 元），不论出入次数

每过一次闸门收取一次费用，不同车型、

时段、路段收费不一，单次最高费用 12 新

元（折合人民币约 55.0 元）

双向收费，上设封顶。高峰时段通过一次警

戒线的最高费用为 35 瑞典克朗（折合人民

币约 25.3 元），每天最高收费限额为 105 瑞典

克朗（折合人民币约 75.9 元）

资金分配
拥堵收费前 10 年收益只用于伦敦市交通系

统的改善
拥堵收费收益统归国家财政，无专款专用

拥堵税收收益只能用于斯德哥尔摩市基础设

施建设，税单上显示收费的具体用途

挑战

对低收入人群和经济的影响

交通分流和强制执行带来的问题

技术可行性

车主隐私

现金卡安全问题

外来车辆收费问题

系统可靠性

车牌盗取现象

市民抵制收费

遮挡车牌、躲避收费摄像头等违法行为

收费系统出现故障

隐私的泄漏

不同利益 
集团的担忧

区内商业活动减少

物流供应商的运输成本增加

出租车的拥堵费用如何在车主与乘客间分配

出租车司机认为多次往返市中心要缴纳过

多费用

变相打击限制区内的商业活动

 低收入者承担政策带来的不菲支出

收费区内的零售商受到影响

更多的公司将会选择移出中心城，从而带来

中心区经济萧条

 政策推行后引起较高的投诉率

为此，我们对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这三个城市低排放

区和拥堵收费的相关政策进行比较，并将其特点和经验总结如下

（见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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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  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及低排放区政策经验总结（二）

特点 伦敦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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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的同时防止外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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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早地铁免费政策

增加公共交通服务

改善大量的自行车专用道和步道

公共宣传策略

中央政府出台《伦敦道路收费系统备选方

案报告》

市长在竞选过程中，对拥堵收费做了大量

公众宣传

专业公司定期对民众和关键利益团体进行

调研

运用网络、报纸、公共电台、电视等媒体

宣传拥堵收费细则

通过路演和社区会议与市民直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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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成立“社区搭档组”，深入了解各区交

通情况，解释宣传政府政策

收费过程中，及时、透明地公开收费变动

信息

采用“拥堵收费”而非“道路收费”字样，

以传达政策以解决拥堵作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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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堵收费试验，开辟了拥堵收费政策史的

先河

媒体频繁公布最新最准确信息，避免不实

报道

简化宣传信息，减少民众的误解

技术及选取影

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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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成熟

建设周期短（受市长任期影响）

对城市规划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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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稳定性

智能

环保

灵活性

便利程度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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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堵收费政策

效果

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一周年后，收费时段

进入收费区内的私家车数量减少 30%，拥

挤水平下降 30%；收费时段进入中心区的

巴士和长途客车同期增长 20%；早高峰使

用地面公交进入收费区的乘客从 77,000 人

次增加到 106,000 人次

低排放区：2013 年 6 月，进入低排放区的

车辆中 95% 以上都已经满足相应的排放要

求；低排放区内的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PM）浓度下降了 2.46% ～ 3.07%，而区外

PM 浓度仅下降了 1%

政策实施的几十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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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高峰时期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

分布

高峰时段公交出行比例提升至 66%

拥堵收费：拥堵税的试点使内城中汽车排

放物减少 10% ～ 15%，空气污染物下降

10% ～ 14%；交通量下降大约 21%

低排放区：政策实施后的第 4 年，区内重型

货车 PM 排放下降了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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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个城市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立法保障，

地方政府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深入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公平公

正透明的政策实施、可靠的技术支持、有效的公众宣传，以及健

全的配套设施等，是成功实施缓堵减排政策的关键要素。在中

国，地方政府由于对实施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具有决策权，

因此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央政府也会对政策的推动起到

一定的作用。通过总结上述三个城市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们参考，以推进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

放区政策的实施。

中央政府

    立法保障：中央政府需要将地方政府实施拥堵收费和低排

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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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政策推动缓堵减排政策，并保持明

确和统一的态度，以支持地方政府政策的规划和实施。

地方政府

    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在实施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

区政策之前，地方政府必须要确定明确、简短、清晰的

目标，使方案的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并且在政策的准

备、实施、运营、管理和监测中保持一致性。在规划和

实施拥堵收费方案时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必

须要确保各个部门在目标确定和实施过程中达成共识。

    深入、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地方政

府需要对政策实施的细节（如收费价格和收费群体）进

行全面、详细的研究，使用模型和科学分析方法对不同

情境进行分析，为决策的过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公平、公正、透明的实施：如何分配和使用收益对政策

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将收益用来改善交通系

统，并将收益的分配情况向公众公开，可以提高公众对

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区政策的接受度。

    可靠的技术支持：地方政府在考虑如何选取政策实施的

技术方案时，不宜对最新颖和最先进的技术全盘接纳，

应该在对不同技术系统进行仔细比选后，因地制宜地选

取经过实际验证的技术。

    有效的公众宣传：公众支持是政府决策时的重要考量

因素，地方政府可以设计明确有效的公众沟通和宣传方

案，定期公布政策的细节，并根据公众的反馈及时调整

宣传策略，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

    健全的配套设施：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方案的设计不能脱

离一整套交通和环境改善方案，相应配套设施的设计需要

与缓堵减排政策的设计一同进行，以便让出行者有更多的

出行选择，提高公众对于拥堵收费的适应度与支持度。

研究背景
因中国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严峻的交通拥堵形势，及其所产

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与此同

时，拥堵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冲

击。2013年，机动车排放已成为北京本地污染贡献中的首要污染

源，对细颗粒物（PM2.5）、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NOx）的

贡献分别占到了约31.1%、33%和50%（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2014）。缓堵减排的需求迫在眉睫。幸运的是，中国城市在快速城

镇化和机动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虽然与很多发达国家

的城市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有经验可循。这些

城市为了控制不断恶化的交通排放问题，探索了一系列的缓堵减

排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拥堵收费和设立低排放区这两项既具代表

性，又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拥堵收费是对驾车者使用拥堵的道路而收取的一种附加费

用，其目的是在不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情况下，通过收费来调节

出行需求以缓解拥堵。拥堵收费的目标人群在于那些“边际用户”

（即在私家车和其他出行方式间无强烈偏好，且对出行价格较为

敏感的出行者），而非整个出行群体，从而通过价格杠杆，使得这

些“边际”人群改变自己的出行模式。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

摩是成功实施拥堵收费的典型城市1。低排放区是指为促进区域空

气质量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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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交通空

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其中以欧洲最为普遍。

北京市政府于2013年9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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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市人民政府 2013；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此外，国内

其他城市如上海、杭州、成都、青岛、苏州等也在探索低排放区

和拥堵收费政策。

本报告着重关注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这三个城市实施

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的成功实践，从准备阶段、方案设计、

技术选择、公共宣传、实施和管理等各个阶段进行全面深入讨

论，探索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践经验，以期解决中国在缓堵减排

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结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需求，本报告选取了伦敦、新加坡和斯

德哥尔摩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实施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

城市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这几个城市各具特色，在实施过程中也遇

到诸多挑战，从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014年5月至7月间，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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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  研究框架

心和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的研究人员走访了伦敦、新加

坡和斯德哥尔摩这三个城市，以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拥

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共采访了来自英国交

通部、伦敦交通局、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斯德哥尔摩交通管

理局和斯德哥尔摩环保局等18家机构共计40位专家，拍摄700多
份图像视频资料，录制1300分钟的采访片段。

考虑到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在上述三个城市的实施各有

特色，本报告将分别对这些城市从政策背景、公共宣传、系统的

实施和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研究框架如图2-1所示。由

于新加坡尚未实施低排放区政策，本报告在研究新加坡案例时只

对拥堵收费相关的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一

直未效仿其他地区实施低排放区政策，除了空气污染不是新加坡

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

区，新加坡的相关政策（如拥车证政策）使得机动车的拥有和使

用成本更为高昂。考虑到实施低排放区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和居

民的成本增加，新加坡政府更倾向通过提高柴油废气排放量标准

等手段来降低交通方面的污染与排放问题（联合早报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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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拥堵收费之前相比，2006年每天
进入拥堵收费区的机动车少了70000辆……
在收费时段，伦敦中心区的交通量下降了
20%……这促进了自行车使用率的提高，
更多的人使用自行车作为出行方式。从
2000年以来，首都的主干道上自行车的骑
行人数已上升了72%。”
— 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 （Weav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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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伦敦交通局
拥堵收费区地图（2014）. 
https://tfl.gov.uk/cdn/static/
cms/documents/congestion-
charge-zone-map.pdf

图 3-2  |  伦敦拥堵收费区

图 3-1  |  伦敦交通出行比例

伦敦拥堵收费区

公共交通，45%步行，21%

自行车，2%

私家车，32%

伦敦案例分析

3.1 伦敦概述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是英国最大的城市。伦敦是世界上

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

娱乐中心。2014年，伦敦人口约853.9万，人口密度约为5,432
人每平方千米（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5）。公共交

通出行比例约为45%，私家车出行比例约为32%，自行车出行比

例约为2%，步行比例约为21%（图3-1）（Transport for London 

2015）。小汽车拥有量为259.2万辆，千人拥有率约为每千人329
辆小汽车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15）。

伦敦中心区道路容量有限，但是交通需求大，实施拥堵收费

之前工作日高峰时期有388,000辆车次驶入中心区（377,000辆车

次驶出），行驶总里程数为150,000千米（Transport for London 
2003）。2002年中心区平均行驶速度仅为14千米/小时，高峰时

期行驶在中心区内的驾车者至少需要花费一半的时间用于等待

（Transport for London 2003）。大量的车流和频繁的拥堵也导

致了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增加。仅占伦敦面积1.4%的中心区，对

于伦敦道路交通NOx排放的贡献率约为4%，对于可吸入颗粒物

（PM10）排放的贡献率达6%（Transport for London 2003）。

伦敦自2000年建立大伦敦市政府以来，市长、市政府和伦

敦交通局一直积极致力于改善交通系统，减少居民出行时间和费

用，以及降低由交通引起的环境污染等工作。在一系列的交通措

施中，中心区拥堵收费方案的实施和大伦敦市区低排放区政策的

实施成为具有标志性的交通策略。

3.1.1 拥堵收费概况

伦敦于2003年2月开始在市中心地区对行驶车辆实施拥堵收

费，以缓解交通拥堵。中心区内除了小汽车出行之外，还有很多

可选的出行方式，如路面公交、地铁、出租车、自行车和步行

等，是一个十分适合采取拥堵收费的区域。如图3-2所示，截至

2015年，收费区域覆盖了伦敦市中心内环路以内21平方千米的范

围，每天的收费是11.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10.6元）。收费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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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  伦敦拥堵收费重要时间节点及交通方式分担率变化

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至下午6点（不包括公共假期及圣诞节到新年

期间），其余时段则不收费。拥堵收费的对象为所有在区内行驶的

机动车，但是根据车辆的种类、使用目的、注册用户的居住区域

等的不同，有些可以获得拥堵费的折扣或豁免（具体见“3.5.2 拥
堵收费的豁免和惩罚”）。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7月1日起，电动

汽车、3.5吨以下的小汽车和轻型面包车如果满足欧V排放标准并

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于75克/千米（g/km），也可以获得拥堵费

的豁免（Transport for London 2013b）。

伦敦的拥堵收费政策在过去的13年里历经了几次调价、向西

扩展和取消西扩、电话付费和自动付费，以及收费对象变化等一

系列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如图3-3所示。拥堵收费方案在2003
年实施之初为每天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48.1元），以电话付费的

形式为主。2005年7月，拥堵费上涨至每天8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77.0元）。2007年2月，拥堵收费区域向西扩展，将收费范围扩大

至原来的两倍，收费金额不变，拥堵费减免的车辆种类和原区域

相似。2011年1月，西扩区被取消，与此同时，拥堵费上涨至10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6.2元），自动收费系统（Auto Pay）正式开

通。2014年6月，拥堵费再次调价，费用上涨至11.5英镑（折合人

民币约110.6元）。

由图3-3可以看出，伦敦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由2003年的37%
上升至2014年的45%，而同时期私人机动车交通分担率也从41%
下降至32%（Transport for London 2015），这与拥堵收费政策

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以来历程曲

折艰辛，但迄今为止伦敦拥堵收费方案的实施仍被视为是一种十

分有效的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而收费所得的净收益也为提高公

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改善慢行交通系统的出行条件和交通基础设

施，以及实施其他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3.1.2 低排放区概况

伦敦于2008年1月开始实施低排放区政策，作为交通拥堵收费

方案的配套政策之一，以应对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低排放区覆盖

了整个大伦敦地区，如图3-4所示，总计1580平方千米，每天24小
时不分节假日全年实施。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限制高

污染的重型货车进入伦敦市区，并通过征收费用的方式鼓励伦敦本

地的机动车（尤其是柴油车）进行车辆改造或更新，以达到车辆使

用的清洁化，从而改善伦敦的空气质量，减少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低排放区政策的推行历经了三个阶段。2008
年1月实施之初，对车载重12吨以上的货车实施欧III标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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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收费区

低排放区

图 3-4  |  伦敦低排放区

图片来源：伦敦交通局低排放区地图（2012）. http://content.tfl.gov.uk/lez-leaflet-jan-2012.pdf

年6月开始对载重3.5吨以上的货车及5吨以上的公交车和长途汽

车推行欧III标准。到2012年1月，现有范围内车辆的限制标准进

一步升级，更严格的欧IV标准开始实施，以面向重型货车、公交

车、长途客运车等，未达标的车辆需交纳一天200英镑（折合人

民币约1922元）的费用方可驶入。此外，对5吨以下的小型公交

车、2.5-3.5吨的救护车和房车，以及1.205-3.5吨的面包车、轻型

载货汽车和小卡车等也开始推行欧III标准，否则需交纳一天100
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61元）的费用。满足标准的车辆在低排放

区行驶则不需要缴费。如不缴费而非法驶入低排放区则需根据车

型和支付时间支付一天250-1000英镑不等的罚款（折合人民币约

2403~9611.7元）。然而有些车辆是有豁免权的，比如农业或农场

用的机械设备、移动吊车、道路或建筑建设用的机械设备、1973
年1月1日前生产的古董车、演出用车（如动物表演、马戏团、游

乐场等），以及国防部使用的车辆。

从2008年推行后，低排放区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很多

车辆都已达到排放标准。相比于2010年末部分车种的达标率不及

40%，到2013年6月，进入低排放区的车辆中95%以上都已经满足

相应的排放要求（Transport for London 2013c）。

实施低排放区政策的目的是使更多的车辆达到排放标准，鼓

励清洁能源汽车的使用。因此，尽管低排放区的收费和罚款要比

拥堵收费高出很多，伦敦交通局从低排放区政策获取的收益却是

微乎其微的。

3.2 政策背景

伦敦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强大的政治背景，决策者的

决断性和对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为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3.2.1 大伦敦政府和《1999大伦敦政府法案》

自198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废除了伦敦议会之后，

至1997年工党领袖布莱尔成功当选首相之前，伦敦一直没有一个

有行政能力的政府来统一领导城市，伦敦市民也失去了部分的选

举权。城市的分割和服务的分散导致了城市运营管理尤其是交通

运输服务的低效率，并引来多方争议。

布莱尔成功当选首相之后，承诺要重新成立大伦敦政府。在

布莱尔政府的推动下，英国议会将建立大伦敦政府的决策通过立

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于1999年通过《1999大伦敦政府法案》。该

法案创立了伦敦城市范围的战略管理的独特形式，规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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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专栏 1

从伦敦实施拥堵收费的过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

一定要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团队。伦敦拥堵收费政策的成功与政治

家的高瞻远瞩和积极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尔首相及其政府

在拥堵收费政策形成之前以立法和可行性研究的形式抛砖引玉，

并扫清了诸多拥堵收费政策的政治和立法壁垒。而利文斯通市长

对推行伦敦拥堵收费政策坚定的决心和排除万难的勇气是该政策

得以最终实施的保证。

从伦敦实施拥堵收费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是法律保障。

伦敦的拥堵收费实质是区域范围内收取的道路使用费，而不是国

家法律规定的税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1999大伦敦

政府法案》为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拥堵收

费政策的管理和执法提供了有力保障。

的市长代表大伦敦政府行使决策权，赋予伦敦市长在无需征得政

府大臣同意的情况下实施他认为合适的管理政策的权力（包括拥

堵收费政策），而单独选举产生的伦敦议会拥有审查权。大伦敦政

府负责一系列领域的事务，包括经济发展规划、治安、消防、交

通等应急事务。该法案也对收费所得的用途做了规定。此外，布

莱尔政府还配合法案专门为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进行了深入的可

行性研究，探讨实施的具体细节。这些举措，为伦敦实施拥堵收

费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

3.2.2 首届市长利文斯通

在大伦敦政府首届市长竞选过程中，交通政策和交通问题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文斯通作为独立参

选人，以其明确支持拥堵收费政策的态度而明显区别于其他参选

人。他承诺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实施拥堵收费政策来解决伦敦

的交通问题，尽管在当时该政策一直被认为难以取得选民支持。

2000年5月利文斯通被选为伦敦市长，反映了伦敦市民对改善城

市交通状况的期盼。

为实现竞选时的承诺，利文斯通当选市长后积极推进拥堵收

费政策的实施。在其主导的一系列交通和公共政策中，利文斯通市

长将拥堵收费作为主打政策，并辅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广

可持续交通模式、减少交通费用、增加对违规停车和装卸的执法力

度等一系列改善交通管理的手段。面对多重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初

期只有少数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利文斯通市长并没有却步不前，而

是更加坚定地推行伦敦拥堵收费政策。除了坚定的态度和对政策的

执着，利文斯通市长对于拥堵方案的细节也十分关注，这极大地鼓

舞了团队的每个人，并创造了一个高效的工作环境。在他的决心和

努力下，这项政策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得以推行。

3.2.3 伦敦交通局

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是利文斯通市长上任后

新成立的交通管理机构。作为拥堵收费政策的执行机构，伦敦交

通局由其前身将近16个独立的交通服务部门创建而来，包括伦敦政

府办公室、伦敦公交、伦敦地铁、伦敦轻轨、有轨电车、伦敦铁路

（目前的伦敦地上铁路）以及交通运输的运营和管理、交通信号灯

的运营和管理、主要道路建设、道路安全、水运服务、出租车运营

权管理等部门。伦敦交通局综合了多种方式的运输服务、道路基础

设施的建设、交通管制和执法于旗下，这使得与拥堵收费相关的其

他配套措施（如改善公交和慢行系统、道路改造和交通组织）的规

划、实施和管理能够在统一的目标下顺利而迅速地开展。

此外，伦敦交通局还组建了一个拥堵收费特别工作组，用来

筹备拥堵收费方案的实施。工作组具备专门的项目管理功能和基

本的招标采购资格，其具体负责的范围如图3-5所示。

3.3 拥堵收费的前期研究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界对于公共产品使用和管理的讨论，

将道路使用收费作为改善交通拥堵状况的方法之一引入公众视野

（Dupuit 1968）。庇古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配置失灵导致环境

污染、交通拥堵等状况的原因是经济人没有为自己在消费公共产

品时产生的外部成本充分付费（Pigou 1920）。并且随着经济学家

对于市场经济框架下公共产品管理的研究逐步深入，这种针对经

济人在稀缺或者使用高峰状态下消费公共产品进行额外收费的管

理思想，在电力、公交、电信等领域普遍开展。当拥堵收费还没

有在伦敦落地，甚至在全世界都没有实施先例的时候，学术界就

坚信征收道路使用费可以改善交通状况。

3.3.1 斯米德报告

二战之后，随着机动车拥有量的增加，交通拥堵逐渐成为一

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964年英国交通部发布了斯米德报告（Smeed 
Report），第一次在英国政治领域中掀起关于道路使用管理的讨

论，这是最早的针对交通拥堵所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阐述了拥

堵收费政策的原理，认为“道路使用者应该为其施加于他人的成本

付费2”，而这些成本包括道路设施本身的成本、拥堵成本及社会成

本等（Smeed 1964）。因为政治敏感性，斯米德报告没有促成道路

收费政策在英国任何一个城市实施，并最终因为政府换届而流于沉

寂，但是道路收费的理念随着这份报告在欧洲传播开来。新加坡在

1975年实行区域拥堵收费（Area License Scheme）时，其政策设

计的灵感多处来源于斯米德报告，如根据时间和道路拥堵水平设计

收费标准等。斯米德报告以及拥堵收费原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

引发了诸多讨论，虽然当时没有直接推动政策在英国的实行，但它

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3.3.2 道路收费的其他相关研究

自斯米德报告之后，英国不断就道路收费话题展开讨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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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  伦敦拥堵收费特别工作组职责范围

数据来源 : Michele Dix.（2002）. 伦敦中心区拥堵收费方案——从概念到实施 . 布鲁塞尔第二届 IMPRINT-EUROPE 研讨会 . www.imprint-eu.org

1995年起，由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恶化，更有密集的报告出

版，包括提出使用车载电子标签来实现拥堵收费的《伦敦拥堵收

费研究项目3》（UK Government & MVA 1995），比较道路收费和

工作场所停车征税两个方案的政府咨询报告《打破僵局——咨询

研究4》（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5 1998），提出在伦敦中心实施纸质通行证方案的《伦

敦中心区提案：道路使用者收费6》（London First 1999），建议

伦敦在21世纪初实施拥堵收费政策的《清除障碍——城市道路拥

堵收费的实用措施7》（Adam Smith Institute &the Smith Group 
Business Consultancy 1999）等。尽管多数的研究都认为收费是

交通需求管理的有效方案，对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等都

会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考虑到收费方案对低收入人群和经济的

影响、交通分流和强制实行所带来的问题，以及技术可行性等因

素，这些报告并没有对拥堵收费做进一步细化的研究。不过，这

些报告的出版在众议院、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广泛讨论，其中赋

予地方政府实施拥堵收费的权力并将资金百分之百留与当地政府

支配的思路逐渐清晰。

3.3.3 《伦敦道路收费系统备选方案报告》

直到1998年，在布莱尔政府的推动下，为了研究如何在

伦敦市中心实施交通拥堵收费政策，伦敦政府办公室（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London）设立了独立的专家工作小组，对

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技术选取和公众态度等进行了细致分析，

其研究成果收录在《伦敦道路收费系统备选方案报告8》（ROCOL 
Working Group 2000）中（下文简称ROCOL报告）。

ROCOL报告出台时，《1999大伦敦政府法案》已经赋予未来

伦敦政府拥堵收费的集中决策权和资金留用权。因而ROCOL报告

并没有像其他报告一样从道路收费公平性的角度婉转开篇，而是

直截了当从具体收费方案的实施效果分析开始。鉴于ROCOL报
告出台时大伦敦政府还没有成立，虽然报告标示来自于“伦敦政

府办公室”，但实际上报告是英国中央政府支持下的产物。报告工

作组主席尤金•特顿（Eugenie Turton）在前言中写到（ROCOL 
Working Group 2000）：

• 提供多种销售渠道

• 客户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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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民意调查的内容不仅包括市民对于拥堵收费政策的态

度，还包括市民对于拥堵收费政策的了解程度，如是否准确知道

收费区域的位置、收费的对象等。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市民是出

于误解或对政策不了解而产生抵制情绪。在发现市民对于拥堵收

费政策的具体内容了解程度不高后，伦敦交通局密集地投放广告

进行宣传，将重点放在收费区域边界、收费群体及减免车辆上。

大量公共宣传之后，市民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工作组中的）每一个专家都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并

形成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说明’，以阐述如何应用赋予（未来伦

敦政府）的新权力制定更加宏大的交通策略……要特别注意‘说

明’这个词，因为这份报告既没有提供一份正式的导则也不形成

任何具体的结论。9”

虽然谦虚地使用了“说明”这个词语，但是鉴于后来利文斯

通市长的拥堵收费政策和ROCOL报告中的“说明”高度吻合，这

项报告更像是在倡导拥堵收费，并明确地为市长候选人们就解决

交通问题支招。

ROCOL报告在第一任伦敦市长选举开始前两个月发布，为即将

上任的第一任大伦敦市市长及其交通管理团队实施交通拥堵政策做

了很好的前期规划研究，并对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了预测。

ROCOL报告强调了拥堵收费政策细节设计的重要性（这对之后的公

众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分析了实施这个政策的具体方法，包括

可能的收费区域、收费分级、收费时间、收费方式、处罚力度、豁

免范围和政策收益等问题。除此之外，ROCOL报告也分析了一系列

收费系统的技术备选方案，如纸质许可证、龙门架式电子道路收费

系统、车牌识别技术等。虽然ROCOL报告对拥堵收费政策实施的各

个细节都做了比较，但是并没有强调或推荐其中的某一种方案，这

给予了新任市长及其交通管理团队充分的选择和决策空间。这个报

告的发布以及由此带来的宣传，对利文斯通市长在其第一个任期内

完成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并赢得了很多时间。

3.4 公共宣传

由于在拥堵收费实施之前，反对声音一直比较强大，因此伦

敦市长和伦敦交通局的团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利用各种宣传手

法，来获取各个利益团体和市民的支持。

3.4.1 前期宣传

如前文所述，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97年布莱尔执政，长期以

来有关伦敦道路收费的讨论一直层出不穷，特别是ROCOL报告为

拥堵收费的公众宣传做了良好的前期铺垫。市长选举前拥堵收费

政策的推广绝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和学术圈。如前文所述，1995年
之后的诸多研究以及ROCOL报告的出台，有明显的中央政府推动

的痕迹，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探索为拥堵收费的成功实施积累了

良好的政治共识和研究基础。

而市长选举是整个政策宣传的转折点。在进入市长选举阶

段后，利文斯通选择将拥堵收费政策作为核心竞选策略，在整个

竞选过程中对拥堵收费政策做了大量的公众宣传，并将市长的当

选作为实施该政策的民主授权。ROCOL报告也成为利文斯通市

长宣传拥堵收费政策的依据。他通过向市民展示一个细节具化、

实用可行的框架，让伦敦市民第一次对于拥堵收费政策将以怎样

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具体的概念，这是拥堵收费政策

从上层磋商正式进入市民讨论的开始。如果仅仅就拥堵收费的概

念进行探索性的公众咨询，很容易引起市民的反感，这是因为当

民众很难对政策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时，就会由未知产生

恐惧，从而对政策作出非理性的判断。而利文斯通市长成功借助

ROCOL报告中对拥堵收费政策细节的描述，为之后政策的全面宣

传做了热身，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3.4.2 《市长交通战略》

2000年5月利文斯通市长竞选成功后，开始了他任期内的

《市长交通战略》（Mayor's Transport Strategy）制定，其中最为

重要的部分就是拥堵收费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尤其是进一步明确

收费对象、收费时间和收费价格。《市长交通战略》的研究开启了

拥堵收费政策同关键利益群体和普通市民关于政策实施的深入讨

论和沟通。

2000年7月伦敦市长发布《倾听伦敦的声音》，就拥堵收费项

目与大约400个关键利益团体，包括政府机关、市区商业团体、

物流供应商、汽车制造商、车管所等，正式发文进行咨询。该项

咨询结果显示，支持在伦敦中心区进行拥堵收费的团体数量是反

对团体数量的6倍。

2001年1月利文斯通市长发布了《市长交通战略草案》，再次

向社会陈述了中心区拥堵收费计划对于伦敦改善交通拥堵、提升

城市吸引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影响。《市长交通战略草案》发

布后，收到超过8000份书面回复意见，大部分市民和相关利益团

体表示支持拥堵收费政策。在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订之后，利文

斯通市长在2001年7月正式发布《市长交通战略》，为7月末拥堵收

费细则的出台奠定基础。

3.4.3 公共沟通和宣传策略

伦敦拥堵收费政策实际的准备时间仅为一年半，其成功实施

与后来的成熟运作都离不开有效的公共宣传策略。利文斯通市长

成功的政策宣传经验中，有三点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第一点：密集监测、适时调整。为了随时了解民意动态，在

《市长交通战略》制定到拥堵收费实施这段期间，伦敦交通局雇

佣了专业公司定期对市民和关键利益团体就拥堵收费的了解程度

以及好恶进行民意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随时调整宣传策略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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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关键利益团体始终对于拥堵收费政策持反对的意见。将

有限的公共宣传资金分配到他们身上，是完全没有效率的。伦敦

的经验告诉我们，更加有效的策略是，将有限的资金分配在对政

策处于摇摆状态的、未作出决定的，以及始终如一支持拥堵收费

政策实施的关键利益团体和人群中。

应舆论的变化，努力提升市民和关键利益团体对于拥堵收费政策

的接受程度。

第二点：全面宣传、重点推动。伦敦在实施拥堵收费政策之

前，使用公共交通进入收费区域的比例已经达到85%，真正受到

拥堵收费政策影响的人群其实非常有限，只有那些使用小汽车进

入中心区的人群。因此利文斯通市长在宣传和沟通过程中，将重

点放在不会被收费政策影响到的群体，而不是将被收费的群体。

宣传同时强调收费区域仅为21平方千米，是整个大伦敦区面积的

七十五分之一。这些细节的重点宣传，使伦敦大部分市民了解到

拥堵收费政策不会对其日常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

拥堵收费政策的细则出台后，伦敦交通局将其放在他们的

网站上进行宣传并且公开征集市民意见；同时，全伦敦境内发行

的晚报和各个自治市发行的地方报纸、公共电台、电视等媒体也

经常刊登拥堵收费政策的细节信息。此外，伦敦交通局的工作人

员和相关公关人员不仅在收费区域边缘和人流密集的商区进行路

演，向行人传播拥堵收费政策的信息，还积极参加收费区域内部

和区域外临近边界地区的社区会议，与这些地区出行受到直接影

响的市民当面进行沟通。因此，在全面宣传的过程中，有限的公

共宣传资金被更多地分配在了重点人群上。

第三点：态度开放、决策审慎。利文斯通市长带领的拥堵

收费政策实施团队对于来自关键利益团体和市民的意见始终保持

着谦虚、开放的态度。尽管在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上市长握有决策

权，但是政策是否能顺利发挥作用还需要市民的配合。拥堵收费

虽然有效但是激进，没有经验可循更无从比较，很容易在历史上

从未实施过道路收费政策的英国夭折，因此争取市民的理解和

支持非常重要。在与各个关键利益团体和市民对于收费和豁免对

象的反复讨论过程中，伦敦交通局对于每一个豁免的提议都进行

仔细和审慎的甄别。收费对象范围的每一次变化都向公众公布，

不仅显示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还展示了决策者透明全面的宣传风

格。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几次关键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市民

和大部分关键利益团体对拥堵收费政策持肯定态度。虽然伦敦交

通局对所有的收费对象都抱有同情心，但是并未对所有的豁免申

请予以首肯。例如，伦敦交通局没有批准居住在收费区域外临近

边界的社区居民的车辆豁免申请。这是因为考虑到收费区的边界

必须十分清晰，如果对边界外围周边的居民实施全部或部分豁免

的话就会牺牲方案的整体性。

由于收费区域边界外围周边的居民在整个方案中的损失最

多，他们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他们无法享受1折的优惠，却需要

遭受由于部分不付费车辆绕行所带来的交通量上升的困扰。为了

消除这些周边居民及商业机构的不满，伦敦交通局通过和市民不

断沟通，设计了一些缓堵的配套措施以消除对周边区域的负面影

响。例如在周边地区增加了很多仅供相关社区居民使用的停车区

域，防止其他区域的居民驾车到边界处停车以换用其他的交通方

式进入拥堵收费区。此外，伦敦交通局还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交通

管制措施，如关闭街道、限制街道宽度、设立单行线等，以引导

车辆绕道避开拥堵收费区。这些措施都受到了周边居民和商业机

构的极大欢迎。也因此，在方案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拥堵收费政

策就赢得了多数利益团体的积极支持。

伦敦交通局在公共沟通中的又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拥堵收费

政策的前期准备过程中及政策实施后，都一如既往地听取公众的

建议并及时对拥堵收费方案进行调整。例如，调查发现很多市民

是由于忘记付款而非恶意拖延而收到拥堵收费的罚单。因此，伦

敦交通局于2006年开始实施“次日支付政策”，将市民支付拥堵费

的时间延长了24小时。这项政策实施后，忘记付款的情况大量减

少。同样，为完善收费过程，2011年起又增添了自动支付方式，

以便市民通过建立账户来“后支付”拥堵费。自动支付方式的采

用更进一步减少了忘记付款的情况，也降低了运营成本。就是因

为这些小的调整，市民感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重视，因此减少了

对于收费的天然厌恶。

除了伦敦之外，爱丁堡和曼彻斯特也曾经做过推广拥堵收费

政策的努力，但都因为公众宣传不得力而导致政策推广的失败。

2002年，为实现爱丁堡市缓解交通拥堵及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

市议会提出一套改善公共交通和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方案，其中就包

括拥堵费政策。但是由于对拥堵收费方案的细节宣传不充分，导

致该政策在公投中遭到75%的市民反对。一些重要细节在宣传中被

忽略，例如收费上限是2英镑，但38%的市民认为上限应该更高；

20%的市民出行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误认为自己会被影响到；

37%的市民错误地认为驾车驶出拥堵收费区也会被收费，但实际不

是。其次，大部分市民对收费适用性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公投结果。在公众看来，他们要承担的成本是实实在在的，而缓解

拥堵和改善公共交通这些好处只是些抽象的概念。有些人尽管会从

道路收费政策中受益，但由于不了解政策内容或政策原因，仍然

会投票反对。与此类似，曼彻斯特在推行拥堵收费时也遭遇了滑铁

卢。2005年，曼彻斯特为申请英国交通部的交通创新基金，制定

了大曼彻斯特地区综合性交通战略（简称“综合战略”），其中包括

拥堵收费政策。尽管曼彻斯特进行了大量公共咨询及宣传工作，但

明显没有吸取爱丁堡失败的教训。公投结果显示，79%的市民反对

综合战略。在政策的宣传过程中，媒体报道的重点几乎全都是拥堵

收费，而不是交通创新基金。尽管综合战略对公共交通和相关基础

设施投资巨大，但多数市民认为征收拥堵费可能打击当地经济。而

且市民认为，拥堵费征收区外围地区通勤群体也会承担费用，而收

益仅限于曼彻斯特中央商务区。由此可见，伦敦在公共宣传中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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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舆论导向的及时跟踪及应对，对于方案细节和益处的有效宣传，

是获得市民支持的关键所在。

3.5 系统的实施

拥堵收费政策在2003年正式实施之后，收费区域、收费对

象、收费时间及收费价格都根据市民意见的反馈进行了多次修订。

其中伦敦拥堵收费范围西扩和取消中产生的政治讨论和民意诉求，

为其他城市制定交通政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在超过10年的政策实

施过程中，伦敦逐渐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拥堵收费管理模式。

3.5.1 拥堵收费区域和费用及收费对象的确定

伦敦的拥堵收费区域被定在内环路之内的21平方千米范围

内。选择内环路为收费区域边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这是一

条驾车者都十分熟悉的线路，二是这条路和市中心的距离比较合

适，能够正好划分出一个大小适宜的收费区域。在考虑收费区域

范围时，对是否将泰晤士河作为收费区域南边的边界有所争议。

泰晤士河附近设置边界点比较困难且存在规避收费的路径，而且

南岸内环路之内用地性质以拥车率较低的居民区为主，有别于北

岸的政府、商业和零售区。考虑到边界设置的难度和区域内用地

的多样性，伦敦交通局决定将泰晤士河南岸内环路以内的区域作

为拥堵收费区的一部分；同时将内环路这个边界作为一个免费线

路，只有当驾车者跨过边界线进入拥堵区内时才要缴费。

最初拥堵收费标准的设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没有太多

经济学上的科学依据，但很多学者在结合交通模型预测的基础上

对拥堵收费标准也曾做过大量的研究，而由利文斯通市长和他的

团队最终确定的每天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49元）的收费标准在

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被证实是十分合理的。这里要提到的一个小插

曲是，最早设计的拥堵收费价格是每天7英镑（折合人民币约68.6
元），但是这个想法被无意间透露给了媒体，而媒体也在头版头条

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教育市民要以官方的信息渠道为准，并证

明媒体有时会误导市民，伦敦交通局将最终的收费价格调整为每

天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49元），这对于驾驶员而言带来的负面影

响更小。

对于收费及减免对象的设计，市长和他的交通团队多次和不

同的利益集团进行交涉，也做过一些妥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向

出租车行业的让步。在研究实施方案之初，对于出租车是否被纳

入豁免的车辆之内有很大争论。考虑到出租车司机会将拥堵费转

嫁到乘客身上，而对于一天之内多次承载不同乘客进入拥堵收费

区域的出租车来说，向哪位乘客收取拥堵费是无法界定的（拥堵

费一天只收一次，不论进入收费区域的次数），政府最终向出租车

行业做出让步，将出租车纳入豁免车辆之列。

3.5.2 拥堵收费的豁免和惩罚

车辆进入拥堵收费区域需要缴纳费用，以下车辆享受拥堵收

费政策的豁免，包括：

•   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

•   被英国司机车辆执照局划分为应急车辆的机动车；

•   不需缴纳车辆消费税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车辆；

•   残疾人使用的并免收道路税的车辆和接送残疾人的车辆；

•   有伦敦牌照的出租车和小型出租车。

部分车辆在提前注册的情况下，不需要缴纳拥堵费，包括：

•   某些军用车辆；

•   应急服务机构使用的额外工作车辆；

•   伦敦自治市市政车辆，如垃圾车、餐车和街道养护车辆等；

•   社区小型公共汽车。

部分车辆在支付年注册费10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8元）的情

况下，也可豁免拥堵费，包括：

•   达到欧IV排放标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75g/km以下的自

重不超过3.5吨的小汽车；

•   不超过一米宽的电动三轮车；

•   9座以上的公共汽车或社会服务车辆；

•  有资质的、独立机构运营（如AA、RAC、绿色旗帜等）

的、用来提供道路救援或者抢修的车辆；

•   获得欧盟蓝色徽章、由残疾人驾驶或用于接送残疾人的车辆。

此外，登记在收费区域内的私家车辆享受拥堵收费90%的减

免。没有支付拥堵收费的车辆，会被处以130英镑（折合人民币

约1274.2元）的罚款。如果罚款在14日内缴清，则可减免至65英
镑（折合人民币约637.1元）。若28日内罚款未按时缴清，且没有

提出申诉和上诉，则罚款金额增至19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911.4
元），并由法院强制执行。伦敦交通局还和一家公司签约来追踪没

有缴纳罚款的欧盟车辆。该公司与欧盟一些国家如法国、比利时

及荷兰等国的机动车注册数据库实现共享，因此国际车辆在伦敦

中心区出入同样需要缴纳拥堵费。

3.5.3 自动车牌识别技术

在拥堵收费系统中选用何种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决策

过程，既要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也要考虑与市长和大伦敦政府

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的一致性。经过多方考虑，伦敦最终选

择了自动车牌识别（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简称

ANPR）技术，如图3-6所示。这主要是因为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平

台能够在市长的第一个任期内被搭建起来，确保拥堵收费政策的

落实。再者，保护既有的城市规划风格及古迹也是考量的因素之

一，相比于因破坏景观和建设周期长而被否决的龙门架式的电子

道路收费系统，ANPR摄像头的设置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小，更适合

在伦敦地区使用。此外，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当时已在其他国家和

地区得以应用，是一项在实践中被验证过的有效技术，伦敦也因

此没有选择其他更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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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在对拥堵收费方案进行的前期研究中，需要和多方的利益团

体进行沟通和商讨。在平衡各方利益时，政府作出一些让步是不

可避免的。在方案比选时，对所有细节的重视为伦敦在短期内落

实拥堵收费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技术的选取上，并不是最

先进的技术就会得到青睐，为了保证政策实施的成功率，选用已

经在实践中验证过的技术而不是刚出炉的革新技术更为保险。

图 3-7  |  伦敦交通局拥堵收费的模块化管理

图 3-6  |  自动车牌识别（ANPR）技术

图片来源：Richard Broughton.（2014）.《伦敦道路使用者收费》的讲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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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技术本地化及管理模块化

与其他实行拥堵收费的城市相比，伦敦的中心城区拥堵收费

有着较高的运营成本，最初实施时达到政策收入的20%～25%。

如今，由于实施了自动付费系统，运营成本降至政策收入的17%。

而单车平均收费水平低于伦敦的斯德哥尔摩，系统的运营成本只

占到政策收入的5%～10%。这样明显的差距背后，一方面是因

为斯德哥尔摩整个系统的设计相对简单，其收费区只有18个控制

点，且设置在连接内城的桥上。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伦敦交

通局在拥堵收费政策管理上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

伦敦交通局不仅要对拥堵收费进行运营管理，而且要负责

ANPR摄像头的采购和管理、摄像头采集内容的分析和处理，以及

恶意拖延缴费的追索等。据IBM公司介绍，与斯德哥尔摩将整个

拥堵收费服务打包招募运营商不同，伦敦交通局将服务拆编成不

同的模块，如设备采购模块、后台运营模块、欠费追索模块等分

别进行招标，如图3-7所示。

伦敦交通局与其他城市交通管理机构的不同之处还在于，

伦敦更加注重拥堵收费技术的本地化建设，对于每项环节的运营

要求都非常详细。所以虽然模块化的管理模式使得每个环节的运

营商招募都保证经济性，但是又因为这些具体的运营要求，最终

使得伦敦的政策运营成本大大高于其他城市。如果收费技术保持

不变，模块化运营的确能够保证较高的服务水平和稳定的运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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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拥堵收费整个服务打包进行招标，竞标人有可能将营

利点放在设备的采购和维护上，对其他环节关注不够，导致拥堵

收费政策的服务水平降低。但是如果将服务进行模块化管理，可

以保证招标的每个环节都招募到最有经验的运营商。虽然不同环

节的衔接存在一定风险，但是因为伦敦交通局对于每个环节都有

明确的运营要求，所以风险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最终使得拥

堵收费的整体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图 3-8  |  原收费区域和西扩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伦敦交通局（2008）. 拥堵收费第6期年度监测报告，p11

原拥堵收费区

西扩区

区内不收费道路

出。然而一旦主体收费技术改变，涉及运营的几个模块就需要同

时更新及磨合，那么模块化管理产生的运营成本会更高。

伦敦拥堵收费运营成本比其他城市高的原因还在于执法的过

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例如，每张账单开出之前都需要对车

牌注册号、车辆的型号及颜色等细节进行人工校验以确保无误。

伦敦交通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始终在关注先进技术的发展方

向，更新拥堵收费系统，保证系统优良的运营水平。例如，在获

悉红外线技术对于车牌识别的重要性之后，伦敦交通局采用了该

技术，从而提高夜间及故意遮挡情况下的车牌识别率。这些额外

的要求虽然增加了运营成本，但是对于伦敦拥堵收费系统十多年

的稳定运营贡献良多。

3.5.5 伦敦拥堵收费区域的西扩和取消

2003年11月，在成功实施拥堵收费政策之后，利文斯通市长

第一次透露出将拥堵收费区域向西扩大1倍的计划。2004年2月，

伦敦交通局就西扩区的问题正式开始公共咨询程序。2004年8月，

公共咨询的结果表示西扩区计划遭到了大部分居民的反对。但是

成功连任的利文斯通市长表示这不具有代表性，他仍然坚持西扩

区计划，也未采取其他举措来扭转民意。2005年7月，伦敦中心区

拥堵收费的价格从每日5镑（折合人民币约49元）提升到8镑（折

合人民币约78.4元），更激发了居民和商业业主对于西扩区的反对

情绪。2006年6月，一份官方报告显示，中心拥堵收费区域内的拥

堵状况在经历了2003年之后的下降趋势后，开始出现反弹。然而

事实上，原中心拥堵收费区域的交通量一直稳定在比收费实施前低

30%的状况，并一直维持到今天。由于交通流量下降，伦敦交通局

将私家车的路权分配给了绿色可持续的交通模式，如公交车和自行

车，私家车的道路通行能力缩减，这是拥堵状况有所反弹的真正原

因。同时，伦敦交通局通过调整交通信号灯的配时、设置更多的行

人过街设施等措施，将更多的优先权赋予给行人。但这些利于低碳

绿色交通的举措并未被居民广泛感知。此外，伦敦的自来水公司在

这段时间由于更换水管造成大量的道路施工，也给车辆运行带来一

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一系列的反对声并没有动摇利文斯通市长的决

心，2007年2月耗资1.23亿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2.05亿元）的西扩

区正式投入运营。不幸的是，西扩区仅运营4年，就被新当选的伦

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于2011年所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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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  进入原中心收费区周平均日车流量

图 3-10  |  西扩区去留的公共咨询和民意调查结果

图片来源：伦敦交通局（2008）. 拥堵收费第 6 期年度监测报告，p42

图片来源：伦敦交通局对于拥堵收费西扩区将来发展的公共咨询和民意调查
10

（2008）. P9, http://content.tfl.gov.uk/western-extension-non-statutory-consultation-report-to-may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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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扩区域包括肯辛顿区、切尔西区，以及威斯敏斯特区的大

部分（见图3-8），面积达到19平方千米。新增区域与原收费区域

的收费价格保持一致，并且使用同样的豁免和折扣标准。

西扩区正式启用以后，交通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伦敦交

通局《拥堵收费第5期年度监测报告》（Transport for London 
2007）表明，每日进入西扩区的车辆数减少14%，区域内行

驶的车里程数减少10%。尽管在西扩区的边缘交通量略有增高

（4%），但是增量在伦敦交通局的预测之内，并没有产生任何严

重的交通问题。在西扩区启用前，曾有预测表明西扩区的居民会

大量进入原中心收费区域，造成负面的交通影响。而监测表明，

尽管在西扩区刚刚实施时，从西扩区进入原中心区的车流有少量

（5%）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不复存在。2007
年从西扩区进入中心区的车流量与2006年西扩区使用前基本一致

（见图3-9）。同时，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西扩区周边区域进

出西扩区的车流量都有所降低，反映出西扩区为区域交通带来的

良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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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扩区收费政策的实施带来良性的交通改善，却因为道

路改造及部分施工工作让市民无法对交通的改善有明显感知，政

府也并未针对此与市民做进一步的沟通与协商。伴随着对于收费

价格增长的天然厌恶，西扩区的取消计划获得大部分市民和相关

利益团体的支持，也为鲍里斯•约翰逊赢得选票。作为竞选时的承

诺之一，新上任的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组织了针对西扩区“保留、

取消、改变”的公共咨询，结果显示67%的市民和86%的商业从

业者表示希望取消西扩区（见图3-10）（Transport for London 
2008）。于是，西扩区收费政策在实行4年之后，被新上任的市长

鲍里斯•约翰逊废除了。

3.6 系统的效果

3.6.1 拥堵收费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

为了衡量拥堵收费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在政策实施前伦

敦交通局就定期进行交通运输、社区活动、企业、学校、公共服

务、商业、旅游及环境等方面的监测，并且在政策实施后，收集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在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一周年后，监测和调查

数据显示（Transport for London 2003）：

 ■ 收费时段进入收费区内的私家车减少30%，拥堵水平平均

下降30％。收费区域内41%的居民认为出行速度提高，拥

堵时间减少。同时，之前预计因为绕道而产生拥堵的收费

边缘地区车流量保持稳定，拥堵状况略有改善。

 ■ 与2002年相比，2003年收费时段进入中心区的巴士和长

途客车同期增长20%。早高峰（7:00-10:00）使用地面

公交进入收费区的乘客从77,000人次增加到106,000人
次。同时，拥堵状况的改善使地面公交的可靠性得到显

著提高，在整个伦敦范围内由晚点等造成的等待时间下

降20%。

 ■ 对比收费区内外商业经营场所的经济表现，调查没有发现

拥堵收费对商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因为进入拥堵

收费区域车辆的减少，区域内的安全和环境效应提升，

拥堵收费带来的经济贡献值仅第一年便达到5000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约4.9亿元）（Santos & Shaffer 2004）。

至今仍然被伦敦交通局工作人员津津乐道的趣闻是，部分对

于拥堵收费持负面意见的媒体在拥堵收费政策实施的第一天预留

了6个版面，准备报道政策实施后的失败表现。然而政策实施当

天，区域内交通流的畅通让记者们一无所获。拥堵收费政策在英

国这个从来没有道路收费先例的国家从一开始实施就适应良好。

伦敦交通局连续6年发布针对拥堵收费的年度运行监测报告，最终

因为政策的稳定表现，而改为发布伦敦市交通运行整体报告。

3.6.2 收集资金的分配和应用

伦敦交通局有权对拥堵收费资金做出相应的分配，但仅限于

改善交通系统。拥堵收费的收入被分配到交通领域各个方面，包括

系统的运营支出、对公共交通改善的补贴、对桥梁和道路的系统改

善，以及对自行车道、行人过街通道等慢行设施的铺设和改造。伦

敦交通局将所有使用拥堵收费资金进行维护和改善的市政设施都进

行公开，有效地向公众展示了拥堵收费政策优良的社会效益。

值得说明的是，在拥堵收费实施之初，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

公共交通客流的需求，伦敦市长和伦敦交通局为公共交通设施的

改善做出很多努力。同时，改善公共交通服务作为利文斯通市长

的核心交通策略之一，本身也占据重要的位置。拥堵收费政策固

然会产生资金收入，但也不够补贴伦敦的公共交通运营支出。伦

敦市公共交通运营支出的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拨付及

公交车票款收入。但是因为时序吻合，很多市民都认为公共交通

服务及可持续交通方式改善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拥堵收费政策的

收入，这个认知大大提升公众对拥堵收费政策的支持力度。在过

去的12年，拥堵收费政策的收益已超过10亿英镑（折合人民币约

98.02亿元），并全部用来改善伦敦的可持续交通系统。

3.7 低排放区

作为拥堵收费方案的配套政策之一，伦敦于2008年1月开始

实施低排放区政策，以控制高污染的重型货车进入伦敦市区为主

要目标，并通过征收费用的方式鼓励伦敦的机动车，尤其是柴油

车，进行车辆改造或更新以达到车辆的清洁化，从而应对伦敦的

空气污染问题。

3.7.1 空气污染和应对措施

伦敦的空气质量一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
年代，伦敦的空气质量就受到烟雾、二氧化硫（SO2）组成的烟尘

的困扰，其来源主要为家庭及工业用煤燃烧。到了20世纪末，雾

霾则成为主要的空气问题，而交通排放是罪魁祸首。空气污染不

仅仅是伦敦一个城市的问题，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其他城市也同样

存在。为应对空气污染问题，1956年英国颁布《清洁空气法案》，

设置控制区以控制工业生产产生的烟尘。从1993年1月开始，政

府规定所有在英国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尾气催化器以减少NOx

的污染。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

的全国战略。同年，英国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Air Quality 
Strategy），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工作，

对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地方，当地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

域，并制定相应措施以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措施的实施使排放得

到成功的控制，英国空气中烟雾和SO2的含量开始急剧下降，直

至21世纪初（Conlan et al. 2014）。

3.7.2 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

为控制污染，提高空气质量，伦敦低排放区政策于2008年
2月正式实施，几乎覆盖了整个大伦敦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低排放区。如前文所述，低排放区的实施历经三个阶段（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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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区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是不一样的，一个

是为了缓解拥堵、改善交通流；另一个是为了促进车辆更新、减少排

放、提高空气质量；而且拥堵收费政策收取的是道路使用费，而低排

放区政策收取的实质是罚款，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受到欧洲排放标准

的影响，即使不实施低排放区政策，所有的车辆也会慢慢因为自然更

替而达到减排的目标。伦敦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车辆更新的过

程。更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将促进车辆的减排和更新与拥堵收费很好

地结合起来，用这种特殊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进一步刺激清洁车辆的

更新换代速度，从而为加速空气清洁化做出更大的努力。

车辆 2008 年 2 月 2008 年 7 月 2012 年 1 月

卡车（超过 12 吨） 欧 III 欧 IV

卡车（3.5 ～ 12 吨）、公交车和长途汽车（超过 5 吨） 欧 III 欧 IV

面包车、轻型载货汽车和小卡车（1.205~3.5 吨） 欧 III

机动旅居篷车和救护车（2.5 ～ 3.5 吨） 欧 III

小型公交车（5 吨以下） 欧 III

表 3-1  |  伦敦低排放区排放标准

3-1），采用的标准越发严格，由最初的欧III标准到目前的欧IV标

准，涉及的车辆种类从仅限于重型货车到轻型货车、公交车、长

途客运车、厢式车和面包车。

低排放区采用的技术和拥堵收费一样，也是自动车牌识别技

术。由于低排放区实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污染车辆进入伦敦

市区而非缴费和罚款，与拥堵收费区相比，其摄像头的布设并不

密集，在158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总共只有350个摄像头。伦敦交

通局更鼓励通过以下方式来使车辆达到低排放区的标准：

 ■ 将车辆改造为采用点火方式的纯汽油驱动；

 ■ 安装得到认证的尾气过滤器；

 ■ 购买符合排放规定的二手车或新车。

3.7.3 低排放区政策的效果

伦敦的低排放区政策对车辆的更新换代有显著影响。2008年伦

敦市区不符合欧III排放标准的车辆比例从47.4%降至31.9%，这意味

着与车辆自然更新速率相比，低排放区的引入促使额外20%的不达

标车辆被替代（Ellison et al. 2013）。尽管在2008年之后车辆的更新

速率又下落至自然水平（Ellison et al. 2012），需要不断提高排放标

准以维持其效力，但截至2013年6月，进入低排放区的车辆中95%
以上都已经满足相应的排放要求（Transport for London 2013c）。

伦敦的空气也因此在进入低排放区的货车增长相对较快的情况下仍

能得到显著的改善 （Ellison et al. 2012）。低排放区政策对于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PM）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于NOx作用不明

显。研究显示，低排放区内的PM浓度下降了2.46%～3.07%，而外

围地区PM浓度仅下降了1%（Ellison et al. 2013）。

3.7.4 低排放区政策与拥堵收费政策的关系

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对缓解伦敦的交通压力和减少空气

污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两个政策由于实施目的的不同，本

身关联性不大。但是在伦敦，市政府和交通局非常巧妙地通过一

些措施逐步将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结合起来。最初，使用替

代性燃料的汽车（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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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er Vehicle Discount）
措施，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100g/km的车辆可以免费进入拥

堵收费区。2013年年初，约翰逊市长提出要建立“超低排放区”

（范围与现在的拥堵收费区类似，计划于2020年9月起实施），以

促进车辆更新和降低空气污染。对于“超低排放区”的公众咨询

于2014年底开始。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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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Low Emission 
Vehicle Discount）措施，以逐步替代之前的“绿色车辆折扣”措

施。这一措施允许纯电动车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75g/km并且污

染排放满足欧V标准的车辆免费进入拥堵收费区。这些措施的实

施，大大加快了车辆的更新速度。

3.8 伦敦经验总结

伦敦从1964年斯米德报告开始研究道路收费，到2003年拥堵

收费政策和2008年低排放区政策的真正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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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学习过程。纵观政策的准备和实施过程，可以得出以下这

些十分值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央政府的立法保障和地方领袖的一诺千金

伦敦拥堵收费政策的成功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积极推行有

着密切的关系。中央政府在伦敦拥堵收费政策形成之前以立法的

形式赋予了伦敦政府和伦敦市长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职权。同

时中央政府主导的有关拥堵收费政策的可行性研究对方案的细节

做了深入的研究，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伦敦拥

堵收费政策成功实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政治领袖利文斯通市

长对竞选承诺的坚守，以及对拥堵收费政策坚定不移的信念。在

政策准备和讨论的初期，利益团体的博弈、公众支持的缺失、媒

体的不断挑战，对决策者来说都是信心和毅力的考验。而伦敦市

长和决策团体一直坚守着实施拥堵收费政策这一政治承诺，在承

受外界压力的同时，不断克服困难和挑战，最终成功实施拥堵收

费政策。因此，对于拥堵收费这样有争议的交通政策，决策者对

政策的持续支持和坚定信念是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

    对政策的目标清晰明确，对细节的研究充分全面

伦敦在制定拥堵收费政策时确立了两个简洁而明确的目标，

即减少交通量，进而缓解交通拥堵，以及为交通项目再投资筹措资

金。明确的目标首先能使方案的制定更具针对性，其次能让公众清

楚地了解政策实施的意义和预期带来的效果。伦敦交通局为了避免

政策实施时发生各种问题，在方案设计的过程中，对方案的细节极

为重视，考虑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且顾及了最受影响的出行

者，这为伦敦在短期内成功实施拥堵收费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透明公开的公众宣传

针对拥堵收费政策，伦敦市政府和伦敦交通局展开了各种形

式、侧重点不同的公共咨询与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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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方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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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取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各种交通配套措施的辅助

伦敦在推出拥堵收费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的交

通措施，包括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提供替代绕行方案、优化信号

配时、确保收费区域周边居民停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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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对他们的负面影响，伦敦制定了一个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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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管理和不断的改进

伦敦拥堵收费政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有效的管理。模块化

的管理模式使政策每个环节的运营都能最优化。伦敦交通局从全

局出发，对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的要求，从而将因模块化管理所可

能产生的各环节之间衔接的风险降至最低。此外，在实施的过程

中，伦敦交通局还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各个环节的运营和管理

进行改善和升级，例如对收费边界、收费方式及豁免车种进行调

整，不断地对系统进行优化。

    低排放区政策和拥堵收费政策相辅相成，促进环境的改善

伦敦实施低排放区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收费和罚款，而是为了

加快车辆的更新换代速度。在实施低排放区政策促进车辆更新、

减少排放、提高空气质量的同时，伦敦很好地将车辆减排和拥堵

收费结合起来，给予低排放车辆或清洁能源车辆拥堵费的减免。

这种将拥堵费与减排挂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车辆更新换代速度

的方式，为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创造了条件。

新加坡案例分析

4.1 新加坡概述

新加坡（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是东南亚

的一个城市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2014年新加坡国土面积为

719.1平方千米，其中CBD地区将近100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面积

的1/7；总人口5,469,700人，人均GDP 71,318新元（折合人民币

约323,420元）（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5）。2014
年新加坡机动车拥有量为972,037辆，约有44%的家庭拥有小汽车

（Tan 2015）。

作为一个面积有限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起就进

入快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时期，汽车保有量也不断攀升。仅

1960年代，新加坡机动车保有量就翻了一倍，摩托车保有量也变

为原来的三倍，而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缓慢 （Dhakal S. 2002）。

交通拥堵也因此很快成为新加坡，尤其是中心城区面临的严峻问

题，并在1975年达到顶峰，高峰时段车辆平均速度仅为19千米/小
时 （Dhakal S. 2002）。考虑到新加坡人均收入在持续上涨，私家

车数量也会不断增加，若不采取控制措施，中心城区在高峰时段

的交通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因此，新加坡开始采取一系列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Transport Demand Management, TDM），其中包

括全世界最早的拥堵收费政策——区域通行证制度（Area License 
Scheme, ALS）。

这些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有效地改善了新加坡的路面交通状

况。2014年早晚高峰时段（早8～9点，晚6～7点）新加坡高速公

路的平均车速为64.1千米/小时，CBD地区和干线公路为28.9千米 
/小时（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5a）。私人小汽车年均行驶

里程可以达到17,500千米（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5b）。

2014年，公交车日客运量为375万人次，地铁为276万人次，轻

轨为14万人次，出租车为102万人次（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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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12%的土地已经
用来建设道路，而14%则用来作为住房发
展用途。可想而知，我们不能毫无限制地
建造道路。”
—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3）



22  |  

图 4-1  |  新加坡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发展历程

1975年 1990年 1991年 1994年 1995年 1998年 2009年 2012年 2013年

附加注册费ARF 
区域通行证制度ALS

清早免费乘坐地铁计划 
COE的比例为0.5%

周末用车 
WEC

道路收费
制度

非高峰期用车 
OPC

COE的比例为 
1.5%

COE的比例为 
1.0%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ERP

车辆配额系统VQS 
COE的比例为3%
停车换乘制度

从出行比例上看，新加坡是一个公共交通高度发达的城市，

其公共交通出行占比最大，2014年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出行可以达

到66%（Ministry of Transport 2014）。在《陆路交通发展总蓝图

2013》中，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规划到2030年，公共交通在高

峰期的出行比例达到75%（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3）。

4.2 政策背景

新加坡顺畅高效的交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而这些都

得益于新加坡几十年来对城市交通及车辆拥有权的严格管理。如

图4-1所示，自1975年以来，新加坡就开始使用交通需求管理政

策，通过控制车辆的拥有和使用来解决拥堵问题，从而提升出行

效率、促进经济活力、保证城市的宜居性。

从 1 9 7 5 年至今，新加坡先后实施了车辆附加注册费

（Additional Registration Fees, ARF）、区域通行证制度（Area 
License Scheme, ALS）、车辆配额系统（Vehicle Quota System, 
VQS）和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 COE）、停车换乘制

度（Park-and-Ride）、周末用车制度（Weekend Car, WEC）、

非高峰期用车政策（Off-Peak Car, OPC）、道路收费制度（Road 
Pricing System, RPS）、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清早免费乘坐地铁计划等政策。其特色可以总结

为，以增加机动车的拥有和使用成本为主要手段，通过经济杠杆

来抑制需求（其中最强有力的措施为ARF, VQS/COE和ERP），并
辅助以一些鼓励措施，引导公众采用绿色的出行方式。

1975年：附加注册费 

附加注册费是一种对新机动车注册时所征收的税，这种税最

早是由殖民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作为一种创收方式推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税稳步提高，成为限制汽车购买的主要

方式。1975年，当附加注册费提高到车辆市场价值的100%时，政

府推出了优惠附加注册费（PARF）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以抵消高

额注册费对更换车辆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附加注册费的收入成为政府在道路交通中的最大收入来源，通常

占道路交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1975年：区域通行证制度 

新加坡区域通行证制度开始于1975年，这是全世界第一个针

对交通拥堵收费的成功范例。当时，新加坡为了分散中央商务区

高峰时期拥挤的车流，避免像其他国际大城市一样在城市化过程

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开始以手工的方式针对交通拥堵征收费用。

7.25平方千米的收费区域设置了27个控制点（图4-2），早高峰

时，除部分豁免车辆外11，大部分的车辆都必须购买一张凭证来进

入这块区域。1989年，晚高峰也开始收费，收费对象扩大到小汽

车、出租车、摩托车、货运卡车和公共汽车。收费标准为摩托车1
新元（折合人民币约4.5元），私人汽车3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3.5
元），大客车6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7.1元），同时提供60新元（折

合人民币约270.6元）的月票，1994年又将收费时间扩大到全天

（王喜文、赵胜川 2008）。

1990年：车辆配额系统 

在车辆配额系统中，购车者通过公开拍卖，从政府规定的配

额中购买为期10年的拥车证。车辆配额系统实施以来，政府通过

不断紧缩机动车增长率来控制交通拥堵。1990年车辆配额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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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  区域通行证制度的管制区域

图片来源：Jeremy YAP.（2005）.《实施道路和拥堵收费——新加坡经验之谈》的讲座资料 . 东京“日本及其他亚太地区实施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国际研讨会”

资料图片

始实施之际，机动车拥车证增长率控制在3%；到2013年，拥车证

的增长率被缩紧到0.5%；从2015年2月起，拥车证的增长率被进

一步缩紧到0.25%。

1990年：停车换乘制度

为缓解区域通行证制度对驾车人出行的影响，1990年新加

坡政府开始实施停车换乘计划。政府在中央商务区的周边建立了

13个停车场，驾车人只要缴纳很低的固定费用就可以将车停在那

里，然后乘坐公交车进入限制区。

1991年：周末用车制度，及1994年：非高峰期用车制度 

1991年新加坡开始实施周末用车制度，针对那些希望能在

非高峰时段用车的人。这种汽车有特殊的牌照，允许其在工作

日傍晚7点至次日上午7点、星期六及五个特殊日期12下午3点
起、星期日和公共节假日全天免费使用道路。1994年周末用车

制度修改为非高峰期用车制度，在税收鼓励政策上做了一些微

调。2010年，非高峰期用车制度升级，对周末及所有的公共假

期都没有限制。

1995年：道路收费制度

1995年，新加坡在其三条主干道上实行与区域通行证制度类

似的道路收费系统，时间为工作日早上7:30到9:30，管理方式亦

为手工运行，驾驶人必须购买特定执照才能在这段时间进入三条

主干道（罗兆广 2009）。然而在20多年的运行和规模不断扩大之

后，区域通行证制度和道路收费系统的手工收费方式已经不堪重

负。当时有70个人负责销售凭证，78个人负责监管执法，但是还

是显得捉襟见肘（Menon & Guttikunda 2010）。

1998年：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于1998年投入运营，适用于区域通行证制

度涵盖的所有区域。该系统取代了区域通行证制度和道路收费系

统，成为新加坡管理交通拥堵的现代化手段。通过收费闸门的车

辆必须安装车载设备（In-Vehicle Unit, IU），其中包含一个综合

用途的智能现金卡。当车辆在某个特殊时间经过收费闸门时，司

机无需降低速度，收费系统可自动扣费。

2013年：清早免费乘坐地铁计划

新加坡于2013年6月开始在地铁系统里实施清早免费乘坐地

铁计划，预计于2017年6月30日结束（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6c）。乘客如果早晨7:45以前从指定的18个车站中出站，将无

需支付任何费用，而在随后的7:45至8:00离站也会获得票价的优

惠，以方便那些远距离提早出行的乘客。为了执行好这一计划，

新加坡地铁公司不仅增加了平峰的运力，还调整了员工的工作排

班表，尽量满足每个地铁通勤乘客的需求。

2014年：“灵活行程规划补助金”计划

“灵活行程规划补助金”从2014年11月1日起生效，由新加坡

政府拨款，鼓励企业推行灵活工作制度，让员工在平峰时段采用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等出行方式。在“灵活行程

规划补助金”计划下，企业能够为新增或改建的基础建设申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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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75 年 区域通行证制度开始在中央商务区启用

1984 年 收费区域扩大

1985 年 新加坡学习香港电子道路收费的实验

1989 年 区域通行证制度延伸到晚高峰

1989 年 7 月 内阁通过决议，计划在五年内开始实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1989 年 9 月 政府开始对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进行招标

1990 年 2 月 -4 月 相关团队先后研究了美国达拉斯、新奥尔良和华盛顿特区，欧洲巴黎、佛罗伦萨、特隆赫姆和奥斯陆的收费系统

1991 年 5 月 政府再次对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进行招标，增加了对系统的要求

1991 年 9 月 政府决定使用智能卡系统，让“主动收费模式”取代“被动收费模式”

1994 引入两种区域通行证制度：全天许可证和部分许可证

1995 年 6 月 在东海岸公园大道（East Coast Parkway, ECP）开始实施人工道路收费

1995 年 10 月 确定中标的投标商

1997 年 5 月 泛岛高速公路（Pan Island Expressway, PIE）和中央高速公路（Central Expressway, CTE）开始实施人工道路收费

1997 年 7 月 调整公路税收结构，使其适合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1997 年 9 月 -1998 年 7 月 免费安装车载设备及预演

1998 年 9 月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开始运营，共有 33 座闸门

1998 年 11 月 第一次收费价格调整（之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价格调整）

1999 年 4 月 周六不再征收拥堵费

1999 年 6 月 逾期支付拥堵费罚款降低

2001 年 8 月 开始在闸门上改进技术以防止蓝牙信号的干扰

2003 年 2 月 引入新的五分钟过渡制的计费规则

2003 年 9 月 确立外国车辆进入新加坡中心区的计费原则

2005 年 重新开始在部分商业地区收取周六的拥堵费

2008 年 7 月
提升了理想车速的基准；闸门数量达到66座；不同时段价格差距由0.5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25元）增大到1新元（折合人民币

约4.5元）；新的闸门起始收费由1新元（折合人民币约4.5元）增加至2新元（折合人民币约9元）；增加部分地区周六收取拥堵费

2009 年 引入信用支付机制

2012 年 -2013 年 针对以卫星定位技术为基础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测试

2015 年 5 月 提供不需要现金卡的付费方式

2016 年 2 月 确定开发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投标商；预计于 2020 年实施新系统

表 4-1  |  新加坡拥堵收费系统发展历程

年达8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6万元）的补助金；企业若推出一些

鼓励员工更改出行习惯的活动，也可申请每年达8万新元（折合人

民币约36万元）的补助金。新加坡政府同时还提出了“灵活行程

规划奖励”计划，即员工在上午6:15至7:15以及上午8:45至9:45之
间的“疏通时段”搭乘地铁，可通过累积奖励积分来赢取奖金。

与其他城市相比，新加坡地少人多，而拥堵现象却能得到有

效控制，道路上秩序井然，车辆通行流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

些交通需求政策的实施，尤其是拥堵收费政策。而拥堵收费政策

本身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见表4-1。

4.3 公共宣传

在实施拥堵收费及其他一系列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新

加坡十分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对公众的教育。有效的沟通可以让

公众充分了解政策出台的目的，尤其是给公众自身带来的益处，

从而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政府在实施政策的同

时，给公众一些备选和应对方案，以提高公众对于新政策的适应

性。此外，新加坡政府也通过各种媒介对公众进行教育，使其在

现有的政策下选择更加绿色和舒适的出行方式。

4.3.1 与公众的沟通

新加坡的政策推广模式已经由单向灌输式转变为双向沟通

式，强调互动与参与体验。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全面、系统地了

解城市交通问题，新加坡于2008年建成“陆路交通管理局画廊”

（LTA Gallery），画廊以“时光穿梭”互动媒体墙的形式让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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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  陆路交通管理局画廊和宣传册

专栏 8

新加坡政府在向公众宣传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时突破传统，采

用创新的公众沟通方式，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向公众传递所有政策

的相关信息，并始终如一地将公众参与融入到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的准备、实施、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中，这为获取公众对拥堵收

费政策的支持、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提供有力条件。在公众参与

规模和覆盖面方面，新加坡充分吸收来自“非官方”的意见，使

尽可能多的群体和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从而避免政策

制定之后、实施之前的“被迫听证”。这种强调宣传先行，分策

略、分阶段地开展社会沟通和宣传的方式也促进了社会接受程度

的提升。

体验到新加坡交通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既展示了交通发展的历

程，又在娱乐、参与和体验中让公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政府行为的

深思熟虑。同时，新加坡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制作大量设计精

美、形式生动的宣传手册（见图4-3），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通过

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积极推进政策的普及。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积极向公众公开各类交通信息。陆路交

通管理局特别成立了“社区搭档组”，作为管理局的联络点，支持

公众参与和社会工作。“社区搭档组”一方面聆听、接纳和回答居

民对交通方面的疑问与要求，深入了解各区的交通情况，并加以探

索，推出进一步改善的工程；另一方面向基层单位和公众分析、解

释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在政策实施前，利用网络媒体和专门设立的

部门，深入群众对政策进行解读，对具体操作流程进行指导讲解，

同时提供多种可行的备选方案，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困惑。

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实施之前，政府使用指示牌提示公众政

策实施的倒数日。在实施过程中，政府也及时向公众公布费率变

化等情况，尽管此举会给政策实施者带来麻烦。在拥堵收费名称

的确定方面，政府也有一番斟酌考虑，最终决定采用“拥堵收费”

（congestion pricing）而非“道路收费”（road pricing），以此向

公众传达准确的信息，即：该政策是以解决拥堵为唯一目的的非

营利性政策，而非收取道路使用费的营利项目。在确定收费对象

方面，政府率先垂范，总统、总理的专用车也同样需要缴纳拥堵

费用。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不仅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也避免

有关公平性的冲突隐患，从而加大公众对于政策实施的参与性和

支持力度。

4.3.2 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在实施上述关键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所有与交通相关的机

构、相关利益方的支持和参与，包括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运营商、

公交车与出租汽车驾驶人、公共交通使用者、机动车主、城市规

划者、企业商户、社区组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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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相关利益群体，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广泛征集意见，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交通系统的

建设，同时在政策实施阶段获取他们的支持。政府、相关利益

方、公众等多方形成合力，达成共识，共同促进城市交通发展。

除了公众的普遍疑虑之外，一些特殊利益群体也向政府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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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电子闸门（左）和车载设备（右）

了他们对拥堵收费政策的疑虑，其中包括出租车司机、商户和低

收入家庭等。

 ■ 出租车司机认为这项政策对他们尤其不公平，因为他们

很可能需要多次往返市中心。对此，政府表示，拥堵费

会包括在打车费中，由乘客支付。并且政策可以非常有

效地打击空车进入市中心闲逛的行为。

 ■ 商户认为政策会减少各种进入限制区域的出行，从而变

相打击位于区域内的商业活动，有可能还会导致商业活

动围绕限制区域布局的现象。对此，政府（以及学界）

表示，拥堵收费会提高交通效率，从而提升中央商务区

的通达性，因此反而提升了中心区的商业繁荣程度。

 ■ 拥堵费一视同仁，不顾车主家庭背景的做法也招致不少低

收入家庭的批评。富人可能对于这一点拥堵费毫不在意，

但对于必须进入中心城区的低收入者来说，拥堵费可能是

一笔不菲的支出。因此有人主张政府将拥堵费用的收入直

接用于扶贫，或者在公共交通上对于穷人进行补助以弥补

这种不公平。对此政府回应，拥堵收费所得全部进入国家

财政，不会有针对性地使用在某些特定群体身上。虽然政

府没有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直接补助，但提供了一些间接的

补贴方式，例如清早免费乘坐地铁计划。

这些反对的声音一般都会通过书信的方式向政府反映，政府

对此一一回应。在通过新闻媒体或者发言人解答居民疑惑的同时，

新加坡政府也会及时地改进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以应对更高的要求。

4.4 系统的实施

经过十年的研究和准备，1998年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正式取代

区域通行证制度，成为新加坡管理交通拥堵的新手段。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全自动的城市拥堵收费系

统，是一个利用设置在道路上的电子闸门，对进入拥堵区车辆进

行收费的系统。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是“针对拥堵的收费”， 实施电子道路收

费系统的唯一目的是缓解拥堵、提高车速，而不是营利。凡是在

高峰时段使用道路的车辆，均一视同仁，需支付一定的费用，连

公交车、清洁能源车、国家元首以及使馆车辆也不例外13。新加

坡政府认为这些车辆同样占用了道路资源，造成拥堵，因此无一

例外均需支付拥堵费，没有任何的补助或是减免（公交车甚至比

小汽车收费还高）。唯一例外的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应急

车辆。如此明确的目的和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政府的威

信，并避免了日后公众对于公平性的争议。

下面从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收费和定价、执法和改进、成本

和收益、与其他政策的互动，以及争议和解决几个方面，来阐述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运营特点。

4.4.1 收费和定价

收费方式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收费依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即用即付”（pay-as-you-use）。如图4-4所示，新加坡在规定区

域的每个入口处都装有电子闸门，而每辆车内设有车载设备，并

固定在车辆的挡风玻璃上（Menon & Guttikunda 2010）。当车

辆从电子闸门下经过的时候，收费金额将自动从现金卡扣除。电

子道路收费系统取消了区域通行证制度的月票机制；在进入中央

商务区的路上设有多个闸门，每经过一个闸门，就要付一次钱，

越往市中心行驶，需要付的钱可能就越多；闸门的收费取决于

车型和时段，普通小轿车和出租车收费为摩托车的两倍，重型货

车和小型公交车为摩托车的三倍，而超重货车与大型公交车则为

摩托车的四倍。截至2016年5月，小汽车通过单个闸门的最高收

费为6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7.5元）（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6a），而特重型货车通过单个闸门的最高收费为12新元（折合

人民币约54.9元）（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6b）。因此，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保证了使用道路频率高的车辆也要付出更多的

钱，被认为是公平的系统（罗兆广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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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  新加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费范围

图片来源：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2015）. bic.asn.au/_
literature_205732/Conf_2015_Tue_Presentation_Leonard_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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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77个收费闸门

计费方法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中，每个闸门的收费价格依照闸门所在道

路在学校放假期间的平均车速与理想车速相比较而计算得出，数

据每个季度修正一次以确保灵活性。一般来说，普通公路的理想

车速为20～30千米/小时，而高速公路的理想车速为45～65千米

/小时。车速达标是价格制定与调整的唯一目的。如果该季度85%
以上的时段实际运行车速都低于这一理想标准，费用将会被上

调。反之，如果85%以上的时段实际车速都高于这一标准，那么

费用将会被下调（Menon & Guttikunda 2010）。这个定价方法由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布于众，并且在价格调整之前都会向公

众发布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车速达标的目的，新加坡政府也会

通过有目的地调整定价来分流车辆，实现路网交通的平衡，提高

道路运行效率。例如，从南北走向来看，中央高速公路（CTE）
车流量比较大，收费也相对最高。从东西走向来看，两条重要的

高速东海岸公园大道（ECP）和泛岛高速公路（PIE），都连接了

新加坡东部的货运基地和西部的工业地带。起初，东海岸公园大

道由于穿过中央商务区，车流量较大，为了减少高峰时段经此大

道穿行中央商务区的车辆，东海岸公园大道的道路收费要高出泛

岛高速公路的收费很多，以诱导车辆使用流量相对较小的泛岛高

速公路。随着经由泛岛高速公路进入中央高速公路车辆的增加，

政府开始逐步提高泛岛高速公路的收费，降低东海岸公园大道的

收费，以减少中央高速公路的车流。

收费时间

一般来说，在中央商务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费时间为每

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00到10:00，中午12:00到晚上8:00，周六

则从中午12:30到晚上8:00。如果是元旦前夕、农历新年、圣诞

节、开斋节及印度万灯节，则只收费到下午1:00。而在其他普通

地区，收费时间就大大缩短，除了几条车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如

中央高速公路晚高峰期间会收取费用外，多数仅仅从上午7:30到
9:30。在这些时段中，不同时间的收费也是不同的，新加坡陆路

交通管理局会根据车流量的变动每隔半个小时制定一个价格，最

大化地分流高峰车流14。

此外，2003年新加坡政府又做了一项改革，调整了一些路段

每半个小时计时段前后五分钟的收费，让收费价格的过渡更为平

滑，防止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收费而故意加速或者减速，甚至在接

近闸门的区域停车滞留的行为15。

收费范围

与区域通行证制度不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不仅控制高峰期

进入中央商务区的车流，更通过地理范围和金额的变化，对整个

城市区域的车流进行控制和疏导，使全市的车流分布更均匀、出

行时间更平滑。新加坡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闸门，主要设置在中

心区的环路上和其他部分高速路上，以调节这些道路上的流量。

一开始，收费地区仅包括中央商务区周边，被称为第一道收费环

线。之后，由于系统获得巨大的成功，加上进一步缓解交通压力

的需求，新加坡又在第一道收费环线外围修建了第二道收费环

线。截至2016年，新加坡共有77个收费闸门（见图4-5）。

收费信息公开

如上所述，不同车型在不同的时间出行，经过不同地点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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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智能地图Traffic Smart

图片来源：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2016）. https://www.onemotoring.com.sg/content/onemotoring/en/imap.
html?param=redirect

专栏 10

专栏 9

新加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顺利实施得益于严格的执法。对

于没有支付费用的行为，从最初按交通违章处理，到逾期不付罚

金后法院的介入，体现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强制性和实施的规

范性。此外，政府对费用的支付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方式，也体现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便捷性。

新加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综合了区域收费（中央商务区和乌

节路商业区）和路段收费（城市高速路）两种形式，体现了拥堵

收费系统实施的灵活性。此外，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还通过价格的

调节，实现了对交通流的重新分配，这对动态调节交通的供需平

衡具有借鉴意义。

网站截图

福尔顿路西向（64）
小汽车 / 出租车 / 轻型货车（工作日）

的价格都不一样，其计价手段相当复杂。为了方便将价格的变动

传达给民众，陆路交通管理局在其下属网站上，每隔三个月就会

更新一次不同时段、地点、车型的收费价格，以方便民众查阅。

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推出了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智能地图Traffic 
Smart16（见图4-6）。在这个智能地图上，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看

到所有闸门的分布，以及每个闸门在不同时段针对不同车型的价

格变动。

4.4.2 执法和改进

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运营的16年间，不断有各种违法现象

产生，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与新加坡总检察处（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GC）展开密切合作，以确保拥堵收费的严

格执法。

此外，因技术或政策方面的疏漏所引起的逃避收费现象时有

发生。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实施过程中，政府发现一些骑摩托车

的人在临近收费闸门时17，有意关掉引擎（车载设备也会随即关

闭），推车穿过闸门，这样闸门感应不到车载设备，可以逃避收

费。还有一些车辆行驶到闸门前，故意减速甚至停车，等待费率

变低或收费结束。这些行为不但涉嫌违法，而且会造成道路安全

隐患。新加坡政府曾经内部讨论是否关掉闸门上的实时价格显示

灯来避免上述行为。但是考虑到对公众信息应“绝对公开透明”，

政府最终放弃这一提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选择采用加强执法和政策微调这两种

手段。首先，在上述问题多发的时段和收费闸门附近调派警力，

进行人工监管和执法。其次，在2003年做了一项改革，调整一些

路段每半个小时计时段前后五分钟的收费，让收费价格的变动更

为平滑，防止一些司机为了躲避收费而故意减速或停车的行为。

除了上述违法行为之外，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对现金卡缴费

的执法也很严格。当车辆通过闸门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从车辆

车载设备内的现金卡中扣除现金。如果车上没有现金卡，或者现

金卡的金额不足时，闸门上方的监控摄像头将自动拍摄该车的牌

照。几天之内，车主将收到一张“罚单”，并被要求在两周之内支

付拥堵费和10新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约45.1元）。可供选择的支

付方式很多，如果车主选择电子支付方式，包括通过陆路交通管

理局官方网站支付、通过设置在各个邮局的自助服务设备支付、

通过AXS自助终端支付18、各大银行的ATM机支付和通过Vpost19

支付，则只需支付8新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约36.1元）。

如果车主在两周内没有付款，他们就会收到一张违反交通

规章的通告，同时罚金将会提高至70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15.7
元），期限为28天。如果通知期满，罚金仍未支付，陆路交通管理

局就会把权力移交给法院，通过法律手段处理这个问题。最后的

罚金可能会上升至1,000新元（折合人民币约4510.7元），严重者

可能会被判处一个月的有期徒刑。

4.4.3 成本和收益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效果明显，但投资巨大。为投资建设该

系统，新加坡政府总共花费了2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9亿元）20

（包括给67万辆车安装免费车载设备）。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刚

实施期间，其年收入为8,0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6亿元），运

营成本为1,6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7217万元），也就是说，新

加坡仅仅花了大约3年的时间，就收回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投资

成本（罗兆广 2009）。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最新统计，目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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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  附加注册费税率变化（ARF）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的互动关系

图片来源：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2009）.“分享城市交通解决方案历程”.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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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道路收费系统年收入可以达到1.65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7.44
亿元），而系统运营与维护成本约为2,16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

9743万元）21，约为年收入的13%22。

值得强调的是，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是一种非营利的拥堵管理

手段，而非商业营利性项目，具体表现在：

 ■ 新加坡政府一再声明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是“专门针对拥

堵的收费”（速度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不是“道路

收费”。因此不需要考虑投资回报，只需考虑减少拥

堵，并把这个政策理念贯彻始终；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投资成本由政府全资承担，通过招

标聘请私人公司进行建设（罗兆广 2009）。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的管理和运营全部由陆路交通管理局负责。此

外，政府还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只有安装完车载设备的

车辆才能拿到牌照，以此为当时所有的67万辆车免费安

装车载设备；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收入作为财政收入全部归国家所

有，而不强制用来作为与交通相关的支出。尽管新加坡

的公共交通运营亏损，但其预算仍由政府统一拨款，并

没有把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入直接用于公共交通；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实施期间，政府调低了车辆附加费，

使各种政策的综合效果和总税费负担维持平衡（详见

4.4.4章）。

4.4.4 配套政策

在引入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对其他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对各种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优化，

达到平衡。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 在实施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同时，逐渐调低车辆的附加

注册费23，且不再增加道路使用税等税种。根据陆路交通

管理局的数据（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08），自

2008年起，新加坡车辆附加注册费削减至相当于车辆抵

岸价（Open Market Value, OMV）的100%，政府因此

损失约3.1亿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3.98亿元），这远比每

年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费所得要高。这进一步说明电子

道路收费系统是为了解决车辆使用所带来的交通拥堵，

而非用于增加政府收入（见图4-7）。

 ■ 鉴于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只针对拥堵问题，新加坡政府同时

还考虑引入对低碳车辆的优惠政策（Carbon Emissions-
Based Vehicle Scheme, CEVS）。2015年6月30日前注册的

节能低碳车辆最多可减免2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

的附加注册费，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注册

的节能低碳车辆的附加注册费最多减免3万新元（折合人

民币约13.57万元）（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5e）。

 ■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因为电子道路收费系

统的引入，而削弱或取消拥车证政策。恰恰相反，近几

年来“拥车证”的配额一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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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  交通流和车辆数增长率

图片来源：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2013）. 2013 陆路交通总体规划 . P45. https://www.lta.gov.sg/content/dam/ltaweb/corp/PublicationsResearch/files/ReportNewsletter/LTMP2013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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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争议和解决

伴随着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推广和完善，出现了许许多多的

问题，也引发了民众的一些争议。因此，新加坡政府也在不断完

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运营以应对这些问题。主要的争议性问题

和解决方式包括如下几方面：

 ■ 隐私问题。隐私问题是新加坡拥堵收费以来公众争议最

大的问题，许多人担心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会侵犯车主的

个人隐私。对此，政府试图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

的发生。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收费金额直接从现金卡扣

除，所有交易记录都在24小时内清除。同时，如果扣费

不成功，需要摄像头拍照，那也只拍摄车的后牌照，其

余部分都不会进入画面，尽可能地保证个人隐私不被侵

犯（罗兆广 2009）。另一方面，政府不断与公众保持沟

通，保证信息公开，培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 现金卡安全问题。为保护个人隐私，车载设备中插入的现

金卡是非实名制的，可以在超市和便利店匿名使用24，容

易产生被盗的风险。新加坡政府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

问题，只能建议公众提高防范意识，随身携带现金卡。

 ■ 外来车辆收费问题。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同样要求外国车

辆（主要来自马来西亚）支付拥堵费，外来车辆可以选

择在车内安装永久车载设备或是在进入新加坡前租用一

个短期的临时车载设备。此外，还可以选择在离开新加

坡之前支付每天5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2.6元）的固定拥

堵费（罗兆广 2009）。

 ■ 系统可靠度的问题。在车辆经过闸门时，电子道路收费系

统的初次识别率一般都在98%以上，剩下的2%由于诸如

车载设备遭到破坏等种种原因，系统不能自动识别。对此

的解决方案是将照片传送到后台，以人工识别的方式进行

收费。人工识别的比例虽小，但也数量巨大，每月人工识

别的交易约有1,000万次，而处理这些收费的仅有10名员

工，工作负担较重。在经过人工识别后，电子道路收费系

统的可靠度可以达到99.9%（罗兆广 2009）。车内的车载

设备享有五年的质量保障，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车载设备

有问题，可以前往陆路交通管理局寻求办法解决，例如对

车载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误判。

4.5 系统的效果

提高车速、缓解拥堵是新加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主要目

的。此外，伴随着交通流的改善，出行方式也随之转变，整个系

统还实现了对城市节能减排的协同效应。

4.5.1 对交通流的影响

系统运行初期：1998年9月1日，是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正式

运行的第一天。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观察统计，这天新加坡

高速公路的早高峰车流量比以往下降了17%，从约16,000辆下降

到13,400辆。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Goh 
2002）。这一天也有237名司机被发现违规，他们大多都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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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而没有在车载设备里插入现金卡，或者是没有在现金卡里充

值。但在之后，随着政策的成熟，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运营逐渐步

入正轨，也由于区域通行证制度的铺垫，新加坡人很快就适应了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Goh 2002）。

系统运行的长期效果：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在治理拥堵上成

效较为显著。系统实行后，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下降了15%，速度

由35千米/小时提升至55千米/小时；限制区内车流量下降了16%
（Menon & Guttikunda 2010）。

拥堵收费实施的几十年间，新加坡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

数倍，然而早高峰进入中央商务区的车流量却未见增加（见图

4-8），各限制路段基本都能达到理想的车速（即普通公路20～30
千米/小时，高速公路45～65千米/小时）。同时，尽管新加坡在多

年内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城市规模和交通量都增长迅速，但是中

央商务区却一直没有再修建新的城市道路，侧面证明了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的效率（罗兆广 2009）。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不仅减少进入限制区的绝对车流量，而

且通过价格差异疏导车流，使得车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实现了分

散。一方面，车流在收费时段的前后半小时内，主干路与辅路交

通流量有明显增加，这表明市民为了避开系统的收费时间会主动

选择错峰出行，收费系统对于高峰时期车流量的分流具有显著的

作用（罗兆广 2009）。从整个白天来看，中午等非高峰时段的

车流量也有明显提升，系统使得车流在时间上实现了分流（Goh 
2002）。另一方面，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促使司机选择那些较为通

畅的路段，从而使得各个拥堵的主路段压力减轻。政策实行后，

大部分高速路和普通路段都实现了在其设计承载能力内最大限度

地运载，却又不造成拥堵（Goh 2002）。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实

施广泛影响着新加坡人的生活，超过70%的新加坡车辆每月至少

会经过一次电子闸门，但多次往返中央商务区的交通量显著降低

（Menon & Guttikunda 2010）。

4.5.2 对公共交通和出行方式的影响

公共交通是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最大受益方。系统实施后，

公共交通的客流量显著增加，公交车在中央商务区的车速也明

显改善。新加坡使用私人汽车和公交车进入中央商务区的比例

在实施区域通行证制度之前为56%和33%（Leitmann 1999），

而在2014年，有66%的居民会在高峰时段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Ministry of Transport 2014）。地铁的客运年增长量为10.1%，

公交车的客运年增长量为2.8%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5c）。

同时，随着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对私家车出行的限制，居民的

出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个高收入国家

是非常罕见的（Olszewski 2007）：

 ■ 摩托车的使用增加。在新加坡，摩托车使用量一直保持较

为平稳缓慢的增长，这在一个高收入国家是相当罕见的。

这可能是因为摩托车为新加坡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相对便

宜和便利的出行方式。

 ■ 出租车的使用增加。在新加坡，出租车被公认是一种非

常有效、相对廉价并且极为适用于单程出行的交通方

式，加之出租车队规模又相对数量较大，2005年新加坡

每天出租车的出行次数达到了87万次，占所有交通方式

的11%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05）。

 ■ 增加了包车客运。这是一种可以私人定制的点对点的服

务，占新加坡全部交通方式的8%。

 ■ 非法使用货运汽车载客。为了最大化地利用交通工具，

在新加坡，货运汽车甚至卡车都已经被用来载客。

4.5.3 对能源和环境的改善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与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一起使用，使

新加坡交通能源利用和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使用电子道路收

费系统进行拥堵收费以来，公众出行逐渐由自驾车向公共交通转

变。高峰期交通流的减少，以及出行方式的转变不仅解决了拥堵

问题，也减少了车辆排放，改善了空气质量，这些都是新加坡拥

堵收费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4.6 收费系统技术说明

4.6.1 系统构成及收费原理

目前，新加坡在用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采用的是“专用短程

无线电通信”（Dedicated Short-range Radio Communications, 
DSRC）技术。这是一种高效的无线通信技术，它可以在特定的

小区域内（通常为数十米），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进行识别和双向

通信，实现车路、车车双向通信，实时传输图像、语音和数据信

息，将车辆和道路有机地连接起来。

该系统主要由车载设备、路侧单元（Roadside Unit, RSU）

和专用短程通信协议三部分组成，利用无线电短波工作。

 ■ 车载设备：新加坡每辆车上都安装了与之对应的车载设

备，存有车型等有关的车辆物理参数，能够显示现金卡余

额，并为其和路侧单元之间的高速数据交换提供保障。

 ■ 路侧单元：主要是安装在闸门上的通信及计算机设备，

其功能是与车载设备完成实时高速通信，进行车辆自动

识别及图像抓拍等。它由设备控制器、天线、抓拍系

统、计算机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如图4-9所示。

 ■ 专用短程通信协议：这是车载设备和路侧单元进行通

信的专用协议。每个电子道路收费站点与系统控制中

心的数据通信，都依靠现有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专用通

道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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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路侧单元整体构成

图 4-10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闸门组成部分示意图

图片来源：三菱公司（2015）. 智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技术和产品 . http://www.mhi-global.com/products/pdf/its.pdf

图片来源：三菱公司（2015）.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 http://www.mhims.co.jp/en/products/its/ru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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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1991 年到 1993 年 投标开始，经过初步筛选，选出三家公司

1993 年 4 月开始 三家公司在 Tuas 路段上进行测试

1993 年 5 月开始 在新加坡全境进行测试，并安装现金卡测试

1995 年 5 月 全新一轮测试，安装新的车载设备（IU）

1995 年 10 月 以三菱重工为主体的 Philips Singapore Group 凭借其系统极高的稳定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1997 年 Philips Singapore group 开始在高速路上进行测试

频率 2.4 GHz （ISM band）

自由流最大车速 180km/h

错误率 430 万次收费 3 次出错 （现场检测）

收费次数 230 万次 （2008 年 8 月）

收费车辆类型

•   小汽车 / 轻型货车
•   出租车
•   摩托车
•   重型货车 / 小型公交车
•   超重型货车 / 大型公交车
•   特种车辆

表 4-2  |  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测试和投标过程（Tan 2009）

表 4-3  |  新加坡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系统部分技术参数

设置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道路一般是双向三车道，架设的闸

门高6.1米，宽15米左右。一个收费站点的费用在100万新元（折

合人民币约451.07万元）到3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353.2万
元）之间，取决于道路和闸门的宽度。

如图4-10所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闸门由两个门组成。两

个门之间的距离为8～10米。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能够保证车

辆在距离第一个门10米范围时，自动检查车上的车载设备是否有

效，并根据车载设备的型号来判断车型，进而判断要收取的费用。

车辆行驶到两个门中间时，车载设备会自动从现金卡中扣掉对应的

金额。第二个门上的感应器则会确认收费是否成功，并在控制器

中记录车辆信息，同时在车载设备上显示扣掉的金额（Gopinath 
Menon 2000）。与此同时，光学传感器探测车辆的通过。如果实

施了一次有效的电子道路收费交易，正确的费用被扣除，相应的信

息将被储存到当地的控制器中。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进行有效交

易，那么第一个闸门上的摄像头会自动启动，拍下车辆尾部车牌的

照片并记录原因（例如现金卡上没有现金），并在当地的控制器中

存储这些信息。当地的控制器每隔一段时间将交易数据和数字图像

传到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来处理这些信息。

有效的收费记录将保存到现金结算完成，违章车辆的信息会

保存6个月，作为驾驶员违章行为的证据。消防车、警车和救护车

等免费车也装有车载设备，否则也可能被认为是违章车辆。但是

这些车辆不必使用现金卡，即便使用也不会有现金扣除（张北海 
2007）。

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完全有能力针对不同车道上的车辆

进行收费，车辆之间不会互相干扰，而且车辆完全可以在闸门下

进行变道而不会影响收费（MITSUBISHI 2015a），因此该技术适

用于多车道的路段。

4.6.2  DSRC系统的测试

基于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诞生，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前后经历约10年时间。系统的设计、研

发和安装都是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外包给工程技术公司，表4-2列举

了投标和测试的过程：

新加坡现行的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系统部分技术指标见表4-3 
（MITSUBISHI 2015b）。

4.6.3 车载设备

所有在新加坡注册的车辆，在购买时需强制性安装车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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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  停车场入口处的感应器

图 4-11  |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车载设备（左）和现金卡自助充值设备（右）

图片来源：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2013）. “车载设备”. http://www.lta.gov.sg/content/ltaweb/en/roads-and-motoring/managing-traffic-and-congestion/in-vehicle-unit-i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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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  收费闸门外观设计

备，且只能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授权的定点机构拆卸和安装，个人不

得私自拆卸。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投入使用之前，车载设备是免费

的，但所有在1998年9月1日以后购置的车辆都被要求自费安装车

载设备。境外车辆进入新加坡可以在边境租用车载设备，或者选择

在海关统一支付每天5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2.6元）的拥堵费。

新加坡最新的车载设备费用是150新元（折合人民币约676.6
元），通常包含在购买车辆的费用中，消防车、警车和救护车是免

费的。不同车型（如小汽车、出租车、轻型货车、重型货车、公

共汽车和摩托车）选用不同的车载设备。车载设备有5年质保期，

期间出现质量问题，可以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定的服务站检测后

进行更换。同时，车载设备和支付卡在设计时考虑了抗高温的性

能，确保它们最高在85摄氏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工作25。

车载设备通过接触式智能卡支付费用26（见图4-11）。智能卡也

叫现金卡，由当地银行组成的专门机构发行和管理。现金卡可以在

加油站或存款机上充值并重复使用，最多可以充值500新元（折合

人民币约2255元）。现金卡插入到车载设备中时，车载设备的液晶

显示屏会显示卡上的金额和车辆通过闸门后的扣费余额，该显示

状态持续10秒钟后自动消失。因为不同的车型实行不同的收费标

准，为了防止不同类型车辆之间非法换用车载设备，一般车载设备

都装到一个支架上，该支架由高黏合度的胶带固定到挡风玻璃上，

或用螺栓固定到摩托车的把手上。该项措施使驾驶员很难调换车载

设备，而且一旦调换很容易被识别（张北海 2007）。

此外，新加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另一大特色是车载设备

既可以用于拥堵收费，也可以用于停车场电子收费。这种停车

场系统被称为停车场电子收费系统（Electronic Parking System, 
EPS），目前新加坡已经有超过500个停车场采用了和车载设备兼

容的收费技术（MITSUBISHI 2015b）。停车场电子收费技术的

基本构成原理与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闸门类似，也配有感应器和

摄像头等设备，用来和车载设备互动。驾驶员在通过这种停车场

时，既不需要摇下车窗人工缴费，也无需排队等候。如图4-12所
示，车载设备在拥堵收费和停车场收费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其功

能的多元化，提高了用户的接受程度。

此外，新加坡在近年还开发了新一代的车载设备，其功能特

点主要包括：

 ■ 尺寸比上一代小34%～50%。

 ■ 不仅能和现金卡关联，同时能与公交卡等关联实现收费。

 ■ 支持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自动充值。

 ■ 使用新一代车载设备的出租车，可以区分出租车服务费

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收费。

4.6.4 外观设计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花费大量精力，对收费闸门进行外观

设计，其目的是保证闸门显示信息清晰、醒目和美观，并尽量减

少该系统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如图4-13所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中间的显示牌采用蓝底白字，通过液晶显示器显示当前时间、收

费时段、不同车型的费率等信息。两侧是对称的白色幕板，三角

内的“R”代表交通限制区域（Restricted Zone）。收费闸门和框

架都是白色，保证整个设施色调的一致性和审美水准。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需要经常维护，避免湿热天气造成的生锈等问题，影响

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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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法 国 重 型 卡 车 税 收 项 目 — — 法 国 高 速 公 路 卡 车 收 税 系 统

（Ecomouv）：利用GPS系统，针对法国境内行驶的3.5吨以上卡车，根

据其行驶里程收取道路使用税费。每辆卡车上装有一个车载系统，可

以与卫星通信，与控制中心实现数据传输，计算应缴纳税费。目前共

有80万辆（法国60万辆，其他国家20万辆）卡车安装了车载系统。欧洲

境内有173个固定监测点，每年有12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88.9亿元）

的营利，在1.5万千米国道和省道上使用。此外，该系统还可以用于：

•   车队管理：对车辆实时定位，监控车辆状态及行驶时间。

•    节能减排：追踪驾驶员驾驶行为（过度加速，紧急刹车等），收集

车辆尾气排放数据。

•    车险：根据车辆的行驶情况确定保费。车辆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不用支付保费。

•    车辆救助：在车辆出现紧急情况时，快速定位车辆位置和车况，对

车辆实施救助。

4.7 技术展望——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随着卫星定位技术的发展，新加坡正在考虑用这种先进的技

术取代现有的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来实现“基于行驶里程

的”拥堵收费。这种使用卫星定位技术的拥堵收费系统是第二代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 II）。目前，新加坡正在进行第二代电子

道路收费系统的技术测试，预计于2017年或2018年开始使用，并

计划使用多种卫星定位系统（GPS、伽利略系统），保证系统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同时，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也需要兼容现有

的停车场电子收费系统。

4.7.1 卫星定位技术的优势

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具有如下优势：

 ■ 可以实现基于里程的收费，更加灵活和准确，能够更有

效地调控道路交通情况。现有的道路收费系统只能在道

路上的某些点进行收费。

 ■ 只需要保证车载设备的通信，无需安装收费闸门，不会

对城市景观产生影响。现有的道路收费系统需要安装闸

门等设施，不仅需要大量的费用，而且需要占用较多道

路周边土地。此外，尽管闸门做了一定的美化设计，其

对城市景观仍有一定的影响。

 ■ 使用当代最先进的技术。现行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使用

的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研发的，比较老旧，设备的许多

部件已经停产，只能靠订做来更换，维护费用较高。

 ■ 能够及时、有效地针对交通情况进行调整。现有的收费

闸门从规划到设立需要大概一年时间，周期较长。收费

系统对于突发交通事故等情况也无法实现实时动态的费

率调整。

 ■ 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收费系统不需要根据城市的发展和

新建的道路进行调整，更适用于一些仍在修（改）建道

路的发展中城市（例如北京）。

总的来说，卫星定位技术相对于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

显得更加的智能、环保、灵活、方便和省钱，以卫星定位技术取

代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4.7.2 卫星定位技术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收费系统有诸多好处，但目前为

止，它只在一些国家的城市间长途运输车辆收费中有过成功应

用的经验， 如法国高速公路卡车收税系统（Ecomouv）。城市内

部的交通流密度大、复杂程度高、不易预测、需要精准定位。因

此，把这种技术移植到城市内部，实现对城市内部车辆的拥堵收

费，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新加坡至今也没有完全

找到解决办法。

 ■ 信号问题：卫星定位技术需要车载设备与卫星之间保持

通信，而城市里林立的高楼经常会影响卫星信号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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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  ERP II系统工作原理

图片来源：三菱公司（2012）. “新型以 GPS 为基础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http://www.mhi-global.com/company/technology/review/abstracte-49-2-14.html

中央系统

GPS卫星定位

执法系统

车载设备

显示器 天线车载设备
主要模块

导致卫星定位系统无法完全追踪车辆的行驶轨迹。而对于

基于卫星定位的收费系统而言，正确的路径和行驶里程是

确定收费费率的关键因素。基于部分卫星定位点位，人工

推测的路径和行驶里程难以作为收费的依据。因此需要进

一步改善技术，或者需要在部分卫星通信受阻地点设置信

号接收装置。

 ■ 收费方案的计算问题：基于卫星定位的收费可以实现动态

费率调整，以达到诱导交通的目的。然而，相应费率的确

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费率的算法非常复杂，需要综合

多种因素去考虑费率的变化和动态调整方法。直至目前为

止，陆路交通管理局依然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表示这

是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中比较让人头痛的部分。

 ■ 隐私问题：当前的收费系统仅能捕捉到车辆是否经过收

费闸门，不会对车辆的路径进行跟踪，对隐私的影响相对

较小。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实现对车辆的追踪，在不丢失信

号的情况下，可以对车辆经过的所有地点进行监控，公民

隐私由此受到极大挑战。

 ■ 车载终端破坏：卫星定位系统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部分用户切断车内终端设备，甚至加以破坏的情况。因此

防破坏技术十分必要，同时也要求该技术能够区别卫星定

位系统的人为破坏和故障。

4.7.3 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构成

在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中，车载设

备（On-Board Unit, OBU）可以检测车辆的位置和行驶路线，自

动根据记录来判断是否需要收费及相应的收费金额。该系统还可

以识别违章车辆（如没有插卡），同时可将违章车辆行驶记录的证

明图像与收费金额自动发送给司机。三菱重工研发的基于卫星定

位技术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工作原理如图4-14所示。

无线广域网



38  |  

图 4-15  |  ERP II系统构成

图片来源：三菱公司（2013）. “对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为基础的道路收费系统的评价检测”http://www.mhi-global.com/company/technology/review/abstracte-50-4-15.html

中央计算机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路侧执法系统 移动执法系统

路侧单元天线

车载设备

执法系统

一个完整的卫星定位收费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见图

4-15），即车载设备、中央计算机系统（Central Computer System, 
CCS）、执法系统（Enforcement System, ES）和路侧单元。

车载设备是安装在车辆上并根据位置结果独立执行收费程

序的设备，同时它可以将收费结果与车辆位置传输给中央计算机

系统。在卫星定位信号不容易接收的情况下，车载设备配有加速

度传感器和陀螺仪，利用来自传感器的信息确定位置，从而保证

信息的准确性，进而保证稳定的收费效果。这项技术的使用被称

为航位推算方法，利用地图匹配（技术位置信息与电子地图相关

联）所获得的位置信息，车辆的行驶路径与经过的收费点已通过

地图得到确定，然后执行收费命令。此外，所需的处理时间是通

过预测几秒钟后车辆的位置进行补偿的，因此用户通过收费点得

到的收费通知是没有延迟的。

中央计算机系统是一个向每个子系统发送信息并从子系统接

收信息的中央处理系统。该系统在从车载设备接收收费信息的同

时将收费单传回给车载设备。通过执法系统，中央计算机系统也

可以接收监控信息，从而判定收费是否成功，以及是否有违章行

为。通过路侧单元，中央计算机系统还可以收集基于车载设备通

信结果的车辆信息，并将交通信息发送到车载设备，以此来引导

车辆避开拥挤的道路。

执法系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路侧执法系统，即固定在路边

的监测系统；另一种是移动执法系统，即安装在执法车辆上的监

控系统。这两种类型的系统均具有车牌号码识别功能和利用专用

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与车载设备交换信息的功能，通过所获得的

信息来识别收费是否成功，以及识别违章行为（如储值卡没有插

入车载设备内）。

路侧单元是安装在路边的通信设备，用于发送交通信息和

对路过该设备的装有车载设备的车辆进行定位。路侧单元收集的

定位信息主要用于弥补因受市区内高楼阻碍而缺失的卫星定位信

号，使得在定位精度恶化时，帮助提供准确的位置和道路信息给

车载设备。路侧单元主要用于与车载设备通信，并采集来自车载

设备的交通信息。

4.7.4 新加坡卫星定位系统的测试

2012至2013年，新加坡针对以卫星定位技术为基础的第二代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进行了全方位、大规模的测试。首先是针对系

统功能的测试，在这项测试中，新加坡挑选了一些条件各异的交

通路段，并在每个路段对卫星定位系统的有效性进行了至少5个月

的测试，总共包括300多种测试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Hiura 
et al. 2013）：

• 测试了不同车型的兼容性；

• 测试了超过100种驾驶模式、驾驶速度和驾驶习惯的组合；

无线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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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了车载设备的信号接收和传输在真实行驶情况下是

否存在延迟；

• 评估了夜晚驾驶时设备的灵敏度。

这300多种测试方案的结果显示，卫星定位技术完全能够胜

任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对于各种条件下收费的要求。

其次，新加坡还对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可靠性进行了

为期两个月的测试，测试的具体方法是在不同路段安装执法系统，

让一辆安装了车载设备的车在其他普通车流中通过，检测执法系统

是否可以有效地从车流中辨别出装有车载设备的车，并对其进行扣

费检测。检测的结果显示，该系统的可靠性是有保证的27。

4.8 新加坡经验总结

从区域通行证制度到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再到未来即将实施

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新加坡拥堵收费政策已历经了40
年。在这40年中，新加坡政府积累了政策实施、技术设计和公众

沟通等多方面的经验。本节总结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亮点。

    政策效果的综合考虑，理论与公众接受度的权衡

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孤立地实施拥堵收费，而是与其他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综合考虑，通过对各个政策的微调，使其综合效

果达到最优。其特色具体表现在车载设备与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和停车收费系统的兼容，从技术上实现拥堵收费和停车收费两个

需求管理政策的整合。此外，最具特色的是新加坡几大经济性需

求管理政策的互动。车辆附加注册费、车辆配额系统和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是新加坡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2014b）。这三种强有力的经济性手段，使新加坡在控制

车辆拥有和使用方面成效显著。考虑这些政策对公众产生的综合

影响，并更多地从车辆使用方面影响公众的出行习惯，新加坡从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实施以来，伴随着拥堵费率的增加，多次下调

车辆附加注册费税率，试图在整体政策效果上实现平衡。

有趣的是，新加坡似乎并没有“综合考虑”车辆配额系统和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对治堵产生的综合影响；随着电子道路收费系

统费率的提高，车辆配额仍在紧缩，拥车证价格一直在上涨。这

么做并不是“宽松的车辆配额系统和严格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的结合在理论上不可行，而是政府考虑到使用严格的车辆配额政

策产生的公众不满较轻28，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则不然。因此，从

公众接受度这个角度综合考虑，在政策理论效果和实际公众接受

度上加以权衡，维持严格的车辆配额政策不变。

因此，在引入并实施政策时，政府既需要考虑各种政策间的

互动，也需要在理论效果和实际公众接受度上做出权衡。

    严谨的技术研发和精细化管理

拥堵收费技术从研究、测试到最终投入使用，要花费很长时

间；而在系统运营期间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新加坡的电子道

路收费系统从最初的研究到投入使用，经历了13年时间；未来即

将使用的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的第二代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研发和

测试，也已经历了约10年时间。此外，从1998年第一代电子道

路收费系统投入使用至今，新加坡政府不断对其技术以及收费政

策进行微调，填补先期技术和政策考虑不足所产生的漏洞。在运

营方面，也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收费价格根据交通流速定期修

正，且在价格变化方面尽量做到平滑过渡。

    强调公平性和非营利性

新加坡拥堵收费的另一大特色是，政府始终强调电子道路收

费系统的“绝对公平性”和“非营利性”。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实

施目标非常明确，即缓解拥堵、提高车速，而非营利，因此对一

切车辆一视同仁。这个绝对公平的原则甚至连公交车、清洁能源

车、国家元首车辆和使馆车辆也不例外。政府认为这些车辆同样

占用了道路资源，造成拥堵，因此均需支付拥堵费，没有任何的

补助或减免。唯一的例外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应急车辆。

而“非营利性”体现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投资成本全部由政府

出资承担，且收入作为财政收入归国家所有，而不强制用来作为

与交通相关的支出。

    注重公众沟通和公众参与

良好的公众沟通手段，是新加坡成功实施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的关键因素之一。跟公众的有效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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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开展公众沟通的几个有特色的方面是：

• 为拥堵收费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向公众强调拥堵收费的

目的是解决交通拥堵，最终受益的是公众，政府并不从中

营利；此外，在收费闸门的设计上也颇费苦心，在信息清

晰的基础上，做到高水平的审美标准。

• 强调公平性：除了应急车辆以外，任何在道路上行驶的车

辆，哪怕是总统的车辆，也要缴费且没有折扣。

• 信息公开：及时向公众公开价格调整的信息，并通过网

络、公告板等形式广而告之，在收费闸门上也清晰显示当

前收费价格和收费时间。

• 宣传渠道多：通过各种形式对公众进行宣传和互动，由单

向灌输式转变为双向沟通式，强调互动与参与体验。

• 及时应对公众问题：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实施过程中，接受

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及时予以反馈和解决。

• 给出其他选择：在实施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同时，也给公

众一些其他的政策选择，做到疏导结合，例如引入清早免

费乘坐地铁、停车换乘、非高峰期用车等政策，为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和非高峰出行的公众提供更多的优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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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

（拥堵税收）“所带来的大部分的益处体
现在通达性的改善上，即出行时间的节约
和不确定性的减少上。从经济角度来看，
正是这些益处转换成了生产力并带来了经
济的增长。”
— Jonas Eliasson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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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  斯德哥尔摩地理位置图

斯德哥尔摩案例分析

5.1 斯德哥尔摩概述

斯德哥尔摩作为瑞典的首都，位于波罗的海西岸，是瑞典

最大的城市，分布在由14座岛屿形成的行政区域上（见图5-1）。

2014年人口约为220万，其中斯德哥尔摩自治市区拥有大约91万
居民（Statistics Sweden 2015）。斯德哥尔摩每千人拥有车辆数为

465辆，每千人拥有摩托车数为34辆（Swedish Transport Agency 
2014）。斯德哥尔摩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其中，地铁系统每日

出行人数超过100万人，通勤铁路网络每日出行人数将近25万人，

轻轨系统每日出行人数约10万人，公共汽车网络每日出行人数接

近100万人（Eliasson 2014）。

1995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城市车流量尤其是重

型卡车数量增长等原因，斯德哥尔摩NOx浓度达到1990年代

以来最高值，中心城区繁忙街道的NOx浓度甚至超过健康标准

（Johansson et al. 1999）。考虑到道路交通是斯德哥尔摩地区

的最主要污染源，1996年斯德哥尔摩实施了世界首个低排放区

政策，以减少其带来的污染。但是低排放区政策只针对部分车型

（大排量的卡车和公交车），作用范围有限，而且不能解决拥堵等

其他交通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斯德哥尔摩中心城区的

交通量、出行距离和出行频率都不断上升，交通拥堵状况也日趋

恶化。2005年拥堵税试验前，工作日早高峰时段（7:30至9:00）
有约36,000辆机动车通过警戒线进出内城，平均车速约为30.8千
米/小时（Engelson and van Amelsfort 2011）。拥堵收费政策被提

上议程。

5.2 政策背景

斯德哥尔摩地区实施的与交通环境改善相关的交通措施主要

包括两个：低排放区政策和拥堵税（Congestion Tax）政策，其

中低排放区政策也称作环境保护区（Environmental Zone）政

策。政策的出台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空气质量差、交

通拥堵严重、拥堵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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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各个党派之间的政治权衡为拥堵税政策的推

出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公投则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

据。实施前的成功试验验证了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并展示了政策的

效果，从而为长达四十年关于拥堵税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并为赢

得公众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5.2.1 低排放区政策

斯德哥尔摩低排放区政策于1996年开始执行，该政策主要由

国家公路运输部门提出，通过禁止大排量的卡车和公交车进入低

排放区内的方式来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该项政策为国家层面的

法律，所有的自治区有权力自主划定低排放区域，而国家法律则

规定了车辆驶入标准。

5.2.2 拥堵税政策

由于瑞典法律原因，斯德哥尔摩最终实施的拥堵收费政策实

质是国家层面的税收政策（具体详见第5.3节关于政策法律保障

的讨论），故本文将其统一称为 “拥堵税”以便讨论。由于低排

放区政策未能从本质上改善交通拥堵问题，拥堵税政策被提上议

事日程，而政党间的权力斗争又促成了拥堵税出台的时机。20世
纪90年代晚期，一度被搁浅的拥堵税计划被加入到环保运动的议

程，备受参政党绿党关注。2002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设置了一

个委员会，专门协商斯德哥尔摩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协议。该委员

会计划使用过路费作为建设资金来源，这导致了在野的保守党的

指责。为了缓解该指责，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斯德哥尔摩市长公开

宣布，在下一个选举周期内不会在斯德哥尔摩考虑征收过路费。

另一方面，为了赢得下一次全国和斯德哥尔摩市的选举，社会民

主党又需要获得绿党的支持，而绿党的要求是在斯德哥尔摩实施

为期几年的全范围的“拥堵税试验”。因此，社会民主党又答应了

该项试验计划的实施。社会民主党两边倒的态度引发了激烈的辩

论。由于拥堵税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而选举承诺的泄露让计划

的实施变得更加艰难。拥堵税的反对者建议对此进行公投，并确

信自己会胜利。社会民主党对此表示赞成，并认为此举可以让他

们与拥堵税划定界限。他们认为通过单独的公投，即使居民反对

拥堵税，依然可能为社会民主党投票。同时，为了争取支持绿党

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决定将公投日期放在试验之后，与2006年9
月份的常规选举同时进行。因此，党派间的斗争将拥堵税推向了

公投的层面。

5.2.3 拥堵税的试验期

为了履行对绿党的承诺，社会民主党政府决定在公投之前

对拥堵税进行一段时间的试运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

二。为配合拥堵税试验的进行，2003年6月，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向议会提出拥堵税议案并获得议会通过，之后该议案被提交至国

家议会。2004年6月，拥堵税法律获得通过，从而为拥堵税政策

提供了法律依据。之后经过近两年的系统设计、建设和测试阶

段，斯德哥尔摩于2006年1月份正式开始试行拥堵税，在环绕内

城的警戒线内根据不同时间收取税费。公众反对拥堵税的最主

要原因是不认为征收拥堵税可以减少拥堵，而在试验期间，收费

时段通过警戒线的交通流量下降了20%～25%，警戒线以内的污

染物（CO2、NO和PM）排放降低了约14%（Swedish Transport 
Agency 2014）。随着试验效果的逐渐呈现，公众和媒体的支持率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在公投中获

得了51.3%的公众支持率（Stockholm City 2007）。2007年8月，

拥堵税政策正式开始实施，至今效果良好。

5.2.4 停车收费政策不是重点

斯德哥尔摩在选择实施拥堵税政策前也曾考虑过利用提高停

车收费来缓解区域内的交通拥堵，但是由于下述原因，最终未将

停车收费作为缓堵的重点政策：

 ■ 停车问题不是造成斯德哥尔摩拥堵的主要原因；

 ■ 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实施难度较高，并且会迫使公众选

择收费低的时段（如早晨5点前）出行，从而影响人们出

行的舒适度；

 ■ 内城中很多停车场是私人所有的，且部分为免费停车，

而停车收费政策要求锁定所有停车场，难度较高；

 ■ 公众对停车收费早已习以为常，以致对费用高低的敏感

度不高，停车收费政策的缓堵效果不会太明显。

5.3 拥堵税政策的法律保障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将拥

堵收费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拥堵税。

5.3.1 国家层面的拥堵税收

从法律层面上讲，瑞典拥堵费不是“收费”，而是国家“税

收”。根据宪法对于收费的定义，政府无法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

“收费”，只能“征税”，而且瑞典的地方县市是无法对其他市的

公民征税的。因此，尽管斯德哥尔摩负责设计收费系统并计划试

行拥堵收费，但是应当由中央政府通过议会决议进行征税和费用

管理。更加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收费设计和收入分

配拥有正式权力。尽管瑞典政府承诺将收入返还给斯德哥尔摩地

区，但是当地居民和政治家们对于费用的计算方法、费用的使用

渠道、车辆的豁免权利等内容都提出了异议。而且他们预计未来

将出现更多的异议，例如在通货膨胀严重或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

下是否应当收费，以及收费标准如何制定等。除了民众之外，各

政党也会对费用的收入和使用提出质疑。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国家

层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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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  拥堵税的制定流程

图片来源：瑞典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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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议案

5.3.2 拥堵税的制定流程

斯德哥尔摩的拥堵税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实行还归功于内部一

套合理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严谨的制定流程。拥堵税政策相关法律

的出台主要包括8个环节和6个关键阶段，具体如图5-2所示。

•  法律变更的起始阶段

通常是由政府来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议员和议会委员会也

有权向议会提交立法建议。

•  调查阶段

政府在起草立法建议之前，首先要进行分析和评估。这项任

务由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主导，由政府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对相关

议题做细致深入的调查，并针对调查结果编写报告、提出建议。

虽然调查委员会独立于政府进行调查，但是相关的政府部门有权

任命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或者政治

家。在这一环境下，议会反对派和不同的利益团体就能有机会从

一开始就参与议案的起草过程。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参考资

料都会被出版并对公众公开。

•  咨询阶段

在政府进行议案办理之前，调查报告会交给相关团体进行审

阅，以便获得评价意见。相关团体包括中央政府机构，地方当局

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也会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

•  议案提交阶段

当咨询团体提交了建议之后，政府部门便会起草议案提交给

议会，并将调查报告和咨询团体的意见作为相关参考资料。政府

作为一个集体来运作，需要在议案决定之前达成共识。同时，政

府有义务将立法草案的重要事项提交给立法委员会做审核。立法

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其成员是来自最高法院和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立法委员会需要确保提交的立法草案符合

立法程序与宪法规定。

•  议会审议阶段

当政府向议会正式提交法案之后，常务委员会将主导议案的

审议。审议阶段，任何议员都可以提出反议案或者修正案。如果

反议案被议会正式接受，那么政府就需要执行它的条款。当常务

调查委员会编写 
报告，提出建议

政府分发报告 
征求意见

    政府颁布法律， 
进入瑞典法律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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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拥堵税得以成功推行，主要因为它是一项国家层

面的税收政策，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   强制性——当费用变为税收后便具有法律效应，成为人们

的义务，一旦拒绝纳税便是违反法律。

•   实操性——国家层面的税收政策赋予斯德哥尔摩市对过境

的外省市车辆收取拥堵税的权力，有利于政策的推广实施。

•   可信性——通过税收的形式，拥堵税的收入和支出变得十分

透明，提升了民众的信任程度，更有利于政府与各政党间的沟通。

委员会完成审议，会提交一份报告，供议会进行辩论和表决。如

果表决通过，议案就会成为法律。这种不是基本法的法律，通常

由议会按照简单多数法则来决定。

•  正式颁布阶段

当议会通过法律后，政府正式颁布法律，并在瑞典法律编录

里正式出版。

5.3.3 税费的使用

影响人们对拥堵收费政策认识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信任度，

而公众对于拥堵收费政策的信任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是否能够

公开、透明、公正地使用拥堵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瑞典财政部

每年会在公众的纳税单上标明每一笔费用的投资流向。拥堵税费上

缴后会被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该预算由议会所控制，主要被分配

到建设斯德哥尔摩以及所属郡县的基础设施等某些具体的工程项

目中。比如，最初引入拥堵税概念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在斯

德哥尔摩市旁边兴建一条20千米长的公路隧道，连接昆根斯库瓦

（Kungens Kurva）和希斯塔（Kista）。这条隧道最初是由国家项

目规划部门出资垫付的，之后实际是用拥堵税支付的。拥堵税收入

的主要投资流向有城市规划、新增普通及公交道路建设、信号灯改

造、道路智能运输系统改造、出行规划、智能P+R（停车和换乘）

设施、道路辅助设备维护和拥堵税的效果评估等。因此，公开、透

明、公正地使用资金也是保障拥堵税成功实施的重要原因。

5.4 公共宣传

斯德哥尔摩的拥堵税政策得以推行，与公投的成功密切相

关，其中与公众的沟通尤为关键。

5.4.1 公共调查

在瑞典，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会经历公共调查（public inquiry）
这一过程，这是瑞典法律体系中的一种机制。当公众向政府提出和

阐释某项提案后，政府会据此发布报道，在不同的社会机构或者相

关团体中进行调查，收集建议。之后政府会起草相关议案，并提交

给议会。议会经过审议表决之后，政府才会出台该项法律。正如前

文所提，斯德哥尔摩的拥堵收费在瑞典是一项国家层面的税法，因

此，交通拥堵税政策的制定是从公共调查开始的。公共调查的过程

是一个收集建议、了解公众需求的过程，这为拥堵税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提供了依据，并平衡了各个团体间的利益。

5.4.2 宣传角度

在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的推广过程中，拥堵税在一定程度

上被贴上了“环境”费用的标签。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对于环境

及其衍生的健康问题的关注会很大程度上大于对于交通拥堵的关

注。公众的支持不仅依赖于政策本身的“客观”特点，也依赖于

拥堵税政策实施的目标。而斯德哥尔摩的拥堵税“品牌化”成环

境税之后，政府又强调了政策对于空气质量的积极影响，公众对

于环境的担忧就成为赞成拥堵税的一个有利因素。

5.4.3 公众体验

在政策实施之前，斯德哥尔摩对于拥堵收费的讨论已经有了

很长的历史，而收费后的效果只有理论的推算。相对于赫尔辛基

和里昂，斯德哥尔摩市民对于拥堵税政策支持率高的原因正是因

为只有他们体验过拥堵税政策的实施。拥堵税政策实施之前，尽

管公众一直以来对交通拥堵有诸多抱怨，但是人们对收取拥堵税

是否能够改善交通拥堵现象一直持怀疑态度。试验的进行让公众

亲身感受到了拥堵税政策对于交通拥堵的改善。而试验期之后，

政府适时地将科学评估后良好的实施效果公布于众，对提升公众

的支持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4.4 政府对宣传的投入

拥堵税政策是一个关乎每一位驾驶者切身利益的政策，为了

寻求公众的支持，政府在公共宣传与沟通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在推广政策的最关键时刻，斯德哥尔摩市市长每天两次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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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谣言的传播和不实信息的报道。

此外，瑞典交通局（Swedish Transport Agency）在宣传拥

堵税政策时非常注重将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他们向公众宣传的信

息简化为以下四点，并希望通过简洁信息的传递来尽量避免公众

对拥堵税的困惑29：

 ■ 收费时间为工作日的早上6:00到晚上6:29；

 ■ 根据时间不同，将收取10～2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

7.2～14.4元）的拥堵税；

 ■ 通过收费点时无需停车，车辆将被系统自动注册；

 ■ 使用者将会收到收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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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收费政策在实施之初都会存在很多风险，斯德哥尔摩政

府在实施拥堵税政策之前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事无巨细，对可能

发生的种种不利情况进行预估，并从减少公众的不适和反感，以

及增加公众对政策的信心着手，制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样可

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并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信心。

斯德哥尔摩的拥堵税政策是一个涉及每个市民切身利益的政

策。因此，与公众的沟通是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政府，尤其是市

长，在公众宣传中特别是避免不实信息的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

要。此外，宣传的策略也很关键。斯德哥尔摩在推广拥堵税政策

时，借用“环境”费用作为主打品牌，对缓和公众对道路收费的厌

恶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宣传信息的简化也为强化信息的传递和减

少公众的困惑大大加分。试验的成功开展，让公众亲身体验政策的

好坏，虽然代价昂贵，但也不失为公共宣传的一方良策。

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区范围的设定借助了天然的地理优势，

将监测设施布设在通往中心区的桥梁上，这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可

操作性，并为执法带来了便利。由此可借鉴的经验是，拥堵收费

区的划定可以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有利条件，以简化政策，从而

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图 5-3  |  拥堵收费区范围

图片来源：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 “斯德哥尔摩通过拥堵收费成为欧洲的绿色首都”讲座资料 .

针对税费上缴后的用途，市民也多有议论。宪法对于税费的

使用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主要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斯德

哥尔摩市对于拥堵税费的使用有一个很明确的列表，上面列出了

可以使用的范围：斯德哥尔摩市不得使用税费建造防御设施，不

得用于补贴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做其他城市的教育

经费等。政府在宣传拥堵税政策本身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多种渠

道向民众说明拥堵税上缴之后的用途，这对于提高民意支持度也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5.5  系统的实施

5.5.1 风险评估

在实施拥堵税政策前，政府也对政策的推行存在如下担忧：

政策推行后可能会引起较高的投诉率；可能会出现车牌盗取现

象，导致收费出现错误；市民可能会抵制收费；可能会出现遮挡

车牌、躲避收费摄像头等违法行为；收费系统可能出现故障；相

关技术机构可能利用该系统对车主进行监视，导致隐私泄漏；收

费区内的零售商可能会受到影响，造成部分企业破产；更多的公

司可能会选择移出中心区，导致中心区经济萧条等。

针对诸多的担忧和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政府和政策实施

团队积极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比如对于可能出现的收费系统错

误，采取“宁可少收”的原则，如果车牌识别不清楚，可以不收

费，但是不能错误收费。因为错误收费容易引起市民的反感，而

少收一次费用，市民是不会抱怨的。虽然实施之后的结果证实政

府担忧的这些不利情况都没有发生，但是这种风险评估和管理的

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5.5.2 实施范围

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区范围的确定综合考虑了地理特性、交

通状况和实际可操作性。斯德哥尔摩市整体是一座水上城市，内

城由多座桥梁与外部连接。由于历史的积累，内城形成了斯德哥

尔摩的中心区，并且区域内的交通拥堵状况最为严重。考虑到在

桥上安装监测设备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可以很容易形成一个有

利于收税的封闭区域，市政府决定将内城中心区作为拥堵收费政

策的执行区域。该区域由18个收费点围成，后统一将由这18个点

围成的线统称为“警戒线”。具体的实施范围如图5-3所示。

拥堵收费区的面积大约为35平方千米，2006年政策实施时区

域内居民便已达33万人，其中大约有6万人在拥堵收费区之外工

作。此外，该区域雇员人数大约为31.8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二

来自内城以外地区（Eliass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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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系统龙门架设施

图片来源：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 “斯德哥尔摩通过拥堵收费以成为欧洲的绿色首都”讲座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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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是继新加坡和伦敦之后，第三个实施拥堵收费政

策的城市，其费率的确定综合了前两个城市的不同特点，采用

了“双向计次、上设封顶”的方式。这样既避免了一天一次单一

收费而导致的一些不必要的多次往返中心区的交通流，也防止了

计次收费不封顶所引起的民众的潜在不满。

5.5.3 实施对象和费用

拥堵税的征收对象是所有在瑞典行驶的机动车辆，但是截至

2016年有5类车具有豁免权，这包括：14吨以上的公交车和不用于

运输货物的重型货车、急救车、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收税标准采取“双向计次、上设封顶”的

方式。税费按进出警戒线的次数和时段征收（即不论进出，每过

一次警戒线征收一次费用），收费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6:00至晚

6:30（公共假期及其前一天，与7月份不收费）。实施之初单次税

费为10～2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7.2～14.4元），每日税费总

数不超过6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43.4元）。

自2016年1月1日起斯德哥尔摩实施新的税费标准，并开始在

爱森格兰登（Essingeleden）路段实施拥堵税；中心区高峰时段

一次通过警戒线的最高费用由原来的2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

14.4元）调整为35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25.3元）；每天最高

税费限额由原来的每天6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43.4元）调整

为105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75.9元）。

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政策的实质是税收，根据国家的法律规

定，拥堵税的缴费周期为3个月：第一个月确认车牌号及缴纳费

用，核实车主的纳税义务；第二个月发送税单；第三个月启动直

接借记，处理拥堵税。超过3个月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缴纳罚

款50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361元）。超过6个月不履行5000瑞
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3614元）以上纳税义务的车辆可能会被禁

止使用。

5.5.4 车辆识别技术的选取

在拥堵税系统建立前，对于系统技术的比选也十分重要。斯

德哥尔摩在拥堵税系统建立时，主要比选了如下三种技术系统。

伦敦模式

伦敦模式的特点就是预约支付。该模式是基于驾驶员的责任

和自觉性而建立的系统。驾驶者可选择提前付款，也可选择之后

付款，但是支付的费用会随着拖延的时间而上涨。交通管理部门

利用道路视频监测设备对车辆的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如果该车辆

在某天进入该区域后未进行费用支付，将被罚款。

伦敦模式的缺点是系统费用的设计不能过于复杂，若过于复

杂，则会带来更多的工作量。由于斯德哥尔摩的拥堵收费采用单

次计费并且不同时段费率不同，如果采用伦敦模式，驾驶员除了

需要确定是否进入收费区之外，还要预估车辆通过的时间。若一

辆车在早晨7:30通过收费站，那意味着需要付15瑞典克朗（折合

人民币约10.8元），但很多驾驶员并不清楚若他们在20分钟后再

次通过收费站所应该支付的费用，在缴费时可能就存在误差。因

此，若系统设计过于复杂，则整体操作较为困难。

基于GPS定位的系统

利用GPS定位系统，对车辆的路径进行记录，监测是否在规

定的时间段内进入了收费区域。这个系统的缺点为建设成本较

高。由于需要实时跟踪车辆行驶路径，在GPS信号较弱的区域，

需安装路边监测设备；另外，由于要求系统能够检查所有车辆的

付款情况，同时还需要在车内安装GPS设备，这就提高了前期的

投入成本。但该系统的优点为可以在大范围内对车辆进行监测。

例如，德国的高速公路就使用了这个系统，因为它需要监测的范

围很大。而在像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这样一个车多范围小的区域建

立一个GPS系统，其系统设计及运营都会相对复杂。

基于龙门架的监测系统

该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异频雷达发射器

（transponder）的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另一类是基于照相

机的自动车牌识别技术。斯德哥尔摩最初是将这两种技术叠加来使

用。当车辆经过龙门架（见图5-4）时，车上安装的雷达发射器会被

激活，记录下车辆的信息。同时，需要照相机来检测没有安装车载雷

达发射器的车辆，防止一些车主将雷达发生器随意放置在其他车辆上

或者遮挡住雷达发射器等潜在的违规行为，从而加强执法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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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运营、管理、组织机构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运营、管理、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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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斯德哥尔摩拥堵税系统采用了基于龙门架的监测系

统，包括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和自动车牌识别技术两种监测技

术。选择这两种技术的主要原因为：斯德哥尔摩大部分车辆没有安

装GPS设备，在有限的建设资金下，人力无法保证完成所有车辆的

检查工作；在2003年系统研究阶段，视频识别率较低，因此选用

以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为主的监测手段，然后辅以自动车牌识

别技术，识别没有安装雷达发射器的车辆，随着识别率的提高，斯

德哥尔摩目前已完全依靠全自动车牌识别技术对车辆进行识别和检

测；瑞典法律规定，仅仅依据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的监测结果

不足以支撑税单的产生，需要安装照相机配合法律的执行；由于拥

堵税区域相对独立，主要通过多座桥梁与外界衔接，采用这两种技

术，并将收费设施布设在桥梁上，对于实施和执法都会相对容易一

些；可以实现多车道、自由流、不停车收费。

5.5.5 组织机构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的成功建设与稳定运营，是因为有一

个完善的组织机构，具体如图5-5所示。

技术研发机构——负责前期拥堵税政策的研究，如区域的选

取和费率的确定；以及为后期系统运行中的效果评估提供数据支

撑。该类研究机构主要受命于斯德哥尔摩市拥堵税收委员会，为

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撑。

IBM公司——主要负责斯德哥尔摩第一期收费系统的设计建设

和系统调试，并为系统运营提供保障。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收委员会——主要负责拥堵税的评估效果

与信息的发布和宣传。

瑞典财政部——主要负责拥堵税的管理，并根据交通基础设

施的建设需求进行资金的分配和管理。

瑞典立法部门——主要负责拥堵税的立法管理并适时进行补

充与完善。

瑞典交通局——主要负责拥堵收费系统的运营、付费和违章

处理，以及拥堵税收取方式的讲解和相关信息的发布，以确保民

众明确收费流程。

5.5.6 配套措施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推行的同时，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积极改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应对拥堵税实施所带来的出行方式

的改变。在拥堵税政策试运行之前，政府就对公共交通的系统和服

务采取了大量扩建和改善措施，一方面是要满足由人口增长而导致

的不断增加的公交出行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政治考量，恩威并

施，希望拥堵税收和公交改善双管齐下。公交系统的扩建促进了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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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  2000年至2014年通过收费区警戒线的平均交通量

图片来源：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 “斯德哥尔摩通过拥堵税以成为欧洲的绿色首都”讲座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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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税政策实施后居民出行方式由小汽车向公共交通的转移。

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的慢行系统一直以来在瑞典受到重视，在拥

堵税政策实施之后，政府更是新增投入资金并改进了大量的自行车专

用道和步道，以及自行车停车基础设施，既为潜在的由驾车出行转向

自行车和步行出行方式的改变提供保障，也积极倡导绿色出行。

5.6 系统的效果

拥堵税政策实施后，斯德哥尔摩地区的环境、交通和经济均

呈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政府担心的不利情况没有发生，税收也

让民众充分感受到了政策实施带来的益处。

5.6.1 环境影响

由于环境的改善特别是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因此拥堵税政策在推广之初就被打上“环境”费用的标签。污

染物的排放和车辆的行驶里程有很大的关系。在实施拥堵税试

点后，由于交通量和行驶里程的减少，内城中汽车排放物减少

10%～15%（不同类型排放物的减少比例各不相同），空气污染物

下降了10%～14% （Eliasson 2014）。

5.6.2 交通影响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实施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交通量的减

少。如图5-6所示，不论是在2006年的试运行期间，还是在2007
年正式运行之后，通过警戒线进出内城的交通量都有明显的减少。

2006年之前通过警戒线的平均工作日交通量均保持在45万辆小汽

车以上。当2006年拥堵税政策试验期开始几周后，交通量就比收税

之前下降大约22%。当试验在2006年7月31日结束后，交通量有所

反弹，但也略低于试验前的交通量，说明收税的遗留效果依然在持

续。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些汽车用户在试验期间培养了新的出

行习惯，且没有因为停止收税而改变。2007年8月重新收税之后，

交通量再次下降到与2006年试验期间相同的水平。2012年9月，由

于取消了替代燃料车辆的豁免权，交通量进一步下降。通过交通量

的分析可以看出，拥堵税政策对城内交通量的影响效果十分明显。

5.6.3 出行方式的变化

在富兰克林等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F r a n k l i n  e t  a l 
2009），通过分析拥堵税试点前后穿越收费区警戒线的交通量的

变化来分析拥堵税政策对出行方式的改变，如图5-7所示。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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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  斯德哥尔摩低排放区范围

图 5-7  |  收费时段内穿越警戒线交通量的变化（单位：千辆车）

图片来源：Franklin et al 2009.

图片来源：Christer Johansson. （2014）.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对空气质量及健康的好处”讲座资料 . 斯
德哥尔摩环境和健康管理局

工作－改变出发时间：2
专业交通－不变：115

工作－不变：119

专业交通－“消失”：20

自由出现－不变：82

自由出现－“消失”：22

工作出行－改走Essinge旁道：2自由出现－改走Essinge旁道：1

～10 km

斯德哥尔摩郡 低排放区

将出行分为通勤出行（即工作出行）、自由出行和专业交通出行

（如货运、出租等）三类。从图中可以看出，穿越警戒线的交通

量从实施拥堵税政策前的399000辆车，减少到实施后的316000
辆，交通量大约减少了21%，这其中10%来自于通勤交通（9%转

而使用公共交通，0.5%选择Essinge绕道而行，0.5%选择改变出

行时间）；6%为自由出行（5.5%改变了目的地或者减少出行频

率，0.5%的人选择其他道路）；其余5%为专业交通出行减少量

（具体去向不明确）。由此可见，拥堵税政策对于出行方式的改变

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种改变以对通勤出行的影响为最大。

5.7 低排放区

如前文所述，斯德哥尔摩政府采用了拥堵税和低排放区相结

合的政策，因此城市交通排放减少的效果更为明显。

5.7.1 低排放区的标准和执法

低排放区于1996年7月建立，其范围的划定没有特别之处，是

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点为中心，长宽各约10千米，如图5-8所示。

低排放区内限制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卡车和公交车进入。从1996年
开始实施低排放区政策以来，车辆的排放标准设置不断升级，最

新的限制条件为：

 ■ “欧II”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车辆不允许进入低排放区；

 ■ 初始注册日期为2007年的“欧III”排放标准的车辆2015
年年底之前允许进入低排放区；

 ■ 不论注册年份，“欧IV”排放标准的车辆2016年年底之

前允许进入低排放区；

 ■ 不论注册年份，“欧V”排放标准的车辆和环境友好型

汽车（Enhance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Vehicle）
2020年年底之前允许进入低排放区。

低排放区内主要利用交警抽查的方式展开执法，若抽查不符

合标准的车辆，驾驶员将受到100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722.6
元）的处罚，其执法相当严格。例如，一辆不符合标准的公交

车，即便载有乘客，一旦被交警抽查到不符合排放标准，车上的

乘客需要在低排放区外下车，采用步行的方式进入低放排区内。

工作-改用公共交通：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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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  2000年低排放区颗粒物排放改善效果

图片来源： Christer Johansson and L. Burman. （2001）. 
“瑞典低排放区经验”. 第 3 届国际机动车排放健康影响会议和噪声研讨会会议论文 . 英国：伯明翰 .

5.7.2 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效果

实施低排放区政策后，斯德哥尔摩低排放区内的NO2和PM浓

度都显著下降。此外，由于低排放区内更环保的车辆占比增多，噪

声污染也得到显著改善。以颗粒物的排放量来看，根据Johansson和
Burman 2001年的研究发现，在实施低排放区政策后的第四年（即

2000年），区内重型货车的颗粒物排放下降了40%，如图5-9所示。

此外，通过对1996年至2001年低排放区内、外尾气颗粒物

排放情况的持续跟踪可以发现，从1996年开始实施低排放区政策

后，实际上低排放区外的尾气颗粒物排放量的降低程度要远远大

于低排放区内（Johansson 2014）。

5.8 斯德哥尔摩经验总结

斯德哥尔摩拥堵税政策和低排放区政策对缓解交通拥堵及改

善空气质量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总

体而言，斯德哥尔摩缓堵减排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层面税法的设立为政策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根据瑞典宪法的规定，斯德哥尔摩既无法对现有的基础设施

进行“收费”，也不能对其他市的公民征税。因此斯德哥尔摩的拥

堵税需要由瑞典中央政府通过议会决议并进行征税和费用管理。

也就是说，斯德哥尔摩的拥堵收费实质是国家层面征收的拥堵

税，中央政府对于拥堵税的设计和收入拥有正式权力。因为具备

以下几个特征，成为国家层面的拥堵税是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政

策得以成功推行的主要原因：

• 强制性：当拥堵收费变为拥堵税后便具有法律效力，成为

人们的义务，一旦拒绝纳税便是违反法律。

• 实操性：国家层面的拥堵税赋予斯德哥尔摩市对过境的外

省市车辆收取拥堵费的权力，有利于政策的推广实施。

• 可信性：通过税收的形式，使得拥堵费的收入和支出十分

透明，提升了民众的信任程度，更有利于政府与各政党间

的沟通。

    政府和公众有效的沟通为政策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在公共宣传与沟通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在推广政策的最关键时刻，市长每天两次分别在广播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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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谣言的传播和不实信息的报道。瑞典

交通局在宣传拥堵税政策时也注重将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以尽量

避免公众对政策的困惑。

公众调查是瑞典出台任何政策的必经过程。政府在不同的

社会机构或者社团的各个组织里进行调查、收集评论之后，才会

起草相关议案，经议会内部表决后才能出台。拥堵税的公众调查

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让政府能有充足的时间收集建议，了解公

众需求，然后根据不同建议进行分析，以起草出台最合适的拥堵

收费政策。公众调查不仅为拥堵收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了依

据，也平衡了各个团体间的利益。

此外，公众对于环境及其衍生的健康问题的关注往往会高于

对交通拥堵的关注。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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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成功的试运行提高了公众的支持度

很多想要实施缓堵减排政策的城市对于拥堵收费效果的评估

其他合法机动车

非法机动车

乙醇燃料

改装发动机

尾气排放处理

1992-2000年间批准

千克/年

40%

无低排放区

3,0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0年有低排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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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基于理论和模型的推算，而并非基于实际的运行状况。斯德

哥尔摩在公投之前开展拥堵收费系统的试运行，让公众切身体验

拥堵收费政策带来的好处，包括交通拥堵的改善和空气质量的提

高。而试验期之后，政府适时地将科学评估后良好的实施效果公

布于众，也对提升公众的支持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举措的

成功，使斯德哥尔摩在公投中获得51.3%的公众支持。

    可靠的技术为系统的实施提供了运营和管理上的保障

在拥堵收费系统建立之前，斯德哥尔摩主要对比了伦敦模

式、基于GPS定位的系统和基于龙门架的监测系统这三种技术的优

缺点和可行性，考虑到人力、资金、实施、执法及技术成熟度等因

素，最终决定采用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加自动车辆识别的监测技

术。斯德哥尔摩将两项监测技术叠加，并因地制宜地将收费设施设

置在与内城衔接的桥梁上，成功实现了多车道、自由流、不停车收

费。之后，随着识别率的提高，斯德哥尔摩对系统进行了更新，将

自动车牌识别技术作为对车辆进行识别和检测的主要手段。

    资金分配和使用的透明使民众对系统的长期实施充满了信心

公众对于拥堵收费政策的信任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是否

能够公开、透明、公正地使用拥堵费。斯德哥尔摩将拥堵收费政

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税收政策，拥堵税上缴后被列入国家的财政

预算，由议会控制，主要用于建设斯德哥尔摩以及所属郡县的基

础设施等某些具体的工程项目。每一笔费用的投资流向都会在公

众每年的纳税单上标明。这使得拥堵费的收入和支出十分透明，

保证了该项政策的可信度。

总结
伦敦、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的地理情况、政治背景及交通发

展的历史不尽相同，但是都成功地实施了拥堵收费政策。伦敦和

斯德哥尔摩也相应地推出了低排放区政策。表6-1对这三个城市的

经验进行了总结，包括所遇到的挑战、不同利益集团对于缓堵减

排政策的担忧、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公共宣传策略、影响监测技术

的选取因素及缓堵减排的政策效果等六个方面。

从这三个城市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立法保障，

地方政府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深入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公平公正

透明的政策实施、可靠的技术支持、有效的公众宣传，以及健全的

配套设施等，是成功实施缓堵减排政策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地方

政府由于对实施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策具有决策权，因此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央政府也会对政策的推动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总结上述三个城市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提出以下建

议供决策者们参考，以推进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

中央政府

 ■ 立法保障：中央政府需要将地方政府实施拥堵收费政策

和低排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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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政策推动缓堵减排政策，

并持续保持明确和统一的态度，以支持地方政府政策的

规划和实施。

地方政府

 ■ 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在实施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

区政策之前，地方政府必须要确定明确、简短、清晰的

目标，使方案的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并且在政策的准

备、实施、运营、管理和监测中保持一致性。在规划和

实施拥堵收费方案时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必

须要确保各个部门在目标确定和实施过程中达成共识。

 ■ 深入、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地方政府

需要对政策实施的细节（如收费价格和收费群体）进行全

面、详细的研究，使用模型和科学分析方法对不同情境进

行分析，为决策的过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 公平、公正、透明的政策实施：如何分配和使用收益对政

策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应将收益用来改善交通

系统，并将收益的分配情况向公众公开，可以提高公众对

拥堵收费政策和低排放区政策的接受度。

 ■ 可靠的技术支持：地方政府在考虑如何选取政策实施的

技术方案时，不宜对最新颖和最先进的技术全盘接纳，

应该在对不同技术系统进行仔细比选后，因地制宜地选

取经过实际验证的技术。

 ■ 有效的公众宣传：公众支持是政府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因

素，地方政府可以设计明确有效的公众沟通和宣传方案，

定期公布政策的细节，并根据公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宣传策

略，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

 ■ 健全的配套设施：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方案的设计不能脱

离一整套交通和环境改善方案，相应配套设施的设计需要

与缓堵减排政策的设计一同进行，以便让出行者有更多的

出行选择，提高公众对于拥堵收费的适应度与支持度。

每个城市实现拥堵收费的途径是不一样的，政治意愿强烈是

实现拥堵收费的前提，政治架构设计跟技术路线设计同等重要。

拥堵收费政策与低排放区政策的实施，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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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堵收费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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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的实施扫清通

往成功之路的一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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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  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及低排放区政策经验总结（一）

特点 伦敦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政策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拥堵收费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总结

中央政府的立法保障和地方领袖的一诺千金

政策目标清晰明确，细节研究充分全面

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透明公开的公众宣传

各种交通配套措施的辅助

有效的管理和不断的改进

政策效果的综合考虑，理论与公众接受度

的权衡

严谨的技术研发和精细化管理

强调公平性和非营利性

注重公众沟通和公众参与

国家层面税法的设立

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

系统的成功试运行

可靠的技术

资金分配及使用透明

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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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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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的拥堵收费

系统 II（ERP II 系统）预计 2017 年开始实施

低排放区政策实施于 1996 年，拥堵收费政策

实施于 2007 年（从提出议案到实施历经 4 年）

出台方式 中央政府、市长主推 政府主导 试验 + 公投

收费对象
有多种豁免车辆，并给予低排放车辆适当

折扣

除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等应急车辆外所

有车辆一视同仁
有多种豁免车辆

收费时间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7 点至下午 6 点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7 点半至晚上 8 点，

周六中午 12 点半至晚上 8 点，公众假期上

午 7 点半至下午 1 点，某些路段稍有不同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 6 点至下午 6 点半

收费形式及金

额

每天只需支付一次费用，共计 11.5 英镑（折

合人民币约 110.6 元），不论出入次数

每过一次闸门收取一次费用，不同车型、

时段、路段收费不一，单次最高费用 12 新

元（折合人民币约 55.0 元）

双向收费，上设封顶。高峰时段通过一次警

戒线的最高费用为 35 瑞典克朗（折合人民

币约 25.3 元），每天最高收费限额为 105 瑞典

克朗（折合人民币约 75.9 元）

资金分配
拥堵收费前 10 年收益只用于伦敦市交通系

统的改善
拥堵收费收益统归国家财政，无专款专用

拥堵税收收益只能用于斯德哥尔摩市基础设

施建设，税单上显示收费的具体用途

挑战

对低收入人群和经济的影响

交通分流和强制执行带来的问题

技术可行性

车主隐私

现金卡安全问题

外来车辆收费问题

系统可靠性

车牌盗取现象

市民抵制收费

遮挡车牌、躲避收费摄像头等违法行为

收费系统出现故障

隐私的泄漏

不同利益 
集团的担忧

区内商业活动减少

 物流供应商的运输成本增加

出租车的拥堵费用如何在车主与乘客间分配

出租车司机认为多次往返市中心要缴纳过

多费用

变相打击限制区内的商业活动

 低收入者承担政策带来的不菲支出

收费区内的零售商受到影响

更多的公司将会选择移出中心城，从而带来

中心区经济萧条

 政策推行后引起较高的投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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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  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拥堵收费及低排放区政策经验总结（二）

特点 伦敦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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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的同时防止外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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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早地铁免费政策

增加公共交通服务

改善大量的自行车专用道和步道

公共宣传策略

中央政府出台《伦敦道路收费系统备选方
案报告》

市长在竞选过程中，对拥堵收费做了大量
公众宣传

专业公司定期对民众和关键利益团体进行
调研

运用网络、报纸、公共电台、电视等媒体
宣传拥堵收费细则

通过路演和社区会议与市民直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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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成立“社区搭档组”，深入了解各区交
通情况，解释宣传政府政策

收费过程中，及时、透明地公开收费变动
信息

采用“拥堵收费”而非“道路收费”字样，
以传达政策以解决拥堵作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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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堵收费试验，开辟了拥堵收费政策史的
先河

媒体频繁公布最新最准确信息，避免不实
报道

简化宣传信息，减少民众的误解

技术及选取影

响因素

自动车牌识别技术（ANPR）：

技术成熟

建设周期短（受市长任期影响）

对城市规划风格的影响

专用短程无线电通信技术（DSRC）：

系统的稳定性

智能

环保

灵活性

便利程度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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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堵收费政策

效果

拥堵收费：政策实施一周年后，收费时段
进入收费区内的私家车数量减少 30%，拥
挤水平下降 30%；收费时段进入中心区的
巴士和长途客车同期增长 20%；早高峰使
用地面公交进入收费区的乘客从 77,000 人
次增加到 106,000 人次

低排放区：2013 年 6 月，进入低排放区的
车辆中 95% 以上都已经满足相应的排放要
求；低排放区内的颗粒物（PM）浓度下降
了 2.46% ～ 3.07%，而区外 PM 浓度仅下降
了 1%

政策实施的几十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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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高峰时期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
分布

高峰时段公交出行比例提升至 66%

拥堵收费：拥堵税的试点使内城中汽车排
放物减少 10% ～ 15%，空气污染物下降
10% ～ 14%；交通量下降大约 21%

低排放区：政策实施后的第 4 年，区内重型
货车的 PM 排放下降了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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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还有其他一些城市也成功实施了拥堵收费，例如意大利的米 

兰，瑞典的哥德堡，挪威的奥斯陆、特隆赫姆和卑尔根。

2. “The road user should pay the costs that he imposes upon others”

3. The London Congestion Charging Research Programme

4. Breaking the Logjam: The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Paper on Fighting 

Traffic Congestion and Pollution Through Road User and Workplace Parking 

Charges

5. 现英国交通部前身

6. Road User Charging - a proposal for Central London

7. Charging Ahead: Making Road User Charging Work

8. Road Charging Options for London: A Technical Assessment.

9. Each has contributed his or her professional views to a collective ‘illustra-

tion’ of how the new powers might be used as part of a wider Transport 

Strategy. ...The term ‘illustration’ is important, as the report neither offers 

formal guidance nor does it reach specific conclusions.

10. Non-Statutory Consulta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Extension of the 

Congestion Charging Zone.

11. 区域通行证制度实施之初豁免车辆包括：公交车、出租车、 

摩托车、客货运商业用车、警车、军车、急救车、救火车及 

有4位及以上乘客的小汽车。

12. 这五个公共假期包括元旦前夕、中国农历新年、马来西亚开 

斋节、印度万灯节和圣诞节。

13. 之前陆路交通管理局曾考虑对合乘车辆（4人以上）进行费用 

减免，但后来考虑到公平原则，废除了这种做法。

14. 此外，学校假期也是费率调整的一个考量。

15. 例如，原来8:00到8:30是2新元（折合人民币约9元），8:30到9:00 

是3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3.5元），调整以后8:05到8:30为2新元 

（折合人民币约9元），8:30到8:35就为2.5新元（折合人民币约 

11.3元），之后才上升到3新元(折合人民币约13.5元）。

16. Traffic Smart的更多信息详见http://www.onemotoring.com.sg/publish/ 

onemotoring/en/imap.html?param=rediret

17. 例如在四马路观音庙附近的收费闸口附近，这个现象较为常见。

18. 一种街头支付设备，用于支付各类账单和政府收费

19. 新加坡的一个网上购物网站

20. 根据宽度不同，单个收费闸门的投资为100~300万新元。

21. 其中，中央控制中心（Central Computer System）24小时运转，

以确保所有的收费闸门的正常运营，同时监控所有系统的运

营，负责执法监控以及收费交易处理。该系统24小时分3班人 

员值班，一班6个人。

22. 根据对陆路交通管理局的采访，1个收费闸门一年的运营与维 

护成本约为30万新元。13%这个数字为项目组基于采访内容计 

算得出，而根据罗兆广2009年的论文，当时的运营成本占总 

收入的20%，特此注明。

23. 调低ARF的部分原因还有1990年COE的引入。

24. 功能类似于国内的公交卡，既可以用于出行，也可以在便利

店进行购物。

25. 这个温度是确保当夏天车辆停在开放停车场接受太阳长时间 

暴晒时，车载设备和支付卡仍然能够工作。

26. 从2008年开始，车载设备升级为双模，可以接受接触式IC卡 

和非接触式IC卡（MITSUBISHI 2015b）。

27. 具体的测试过程比较复杂，在此不做过多赘述。如果想进一 

步了解，可以参见这篇文章https://www.mhi.co.jp/technology/review/ 

pdf/e504/e504015.pdf

28. 车辆配额系统的拥车证是购车时的一次性支付，对于购车人来

说是“沉没成本”，因此在购车后，公众不会再有不满情绪。

而拥堵收费属于“可变成本”，多用多交，取消拥车证而通过

猛增拥堵收费来弥补，容易引起公众长期可持续性的不满。此

外，如果放宽车辆配额，并以高拥堵收费作为补充，会导致更

多的人买车，而导致更多的人对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产生不满情

绪。基于这些考虑，新加坡政府并未放宽车辆配额政策。

29. 最初宣传的具体时间和费率在实施之后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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