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在温哥华都会区实施道路收费
（MOBILITY PRICING）：
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针对订立切实有效、高瞻远瞩及公平合理的道路收费政策，我们的调研结果及建议摘要

撰写：Mobility Prici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2 0 1 8 年 5 月

本摘要将分享我们从这个为期 10 个月的调研及参与项目中所听到和了解到的信息，
旨在为本区订立切实有效、高瞻远瞩及公平合理的道路收费政策提供建议。
市长议会（Mayors’ Council）及运输联线董事会（TransLink Board）成立了 Mobility Prici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简称该委员会），考察可如何（并非可否）在温哥华都会区实行一个
包括“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decongestion charge）在内的道路收费系统，而该系统将会：

减轻交通拥堵

促进公平

支持投资

感谢大家在 It’s Time 这个旨在探讨在本区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项目中所给予的关注、
支持及所提出的疑问。

第 1 部分：我们从哪里开始
增长意味着机会——本区需要确保人人都受惠于这样的增长。
温哥华都会区不断发展，到 2040 年，居住在这里的人口将会再增加一百万。为了满足这样的增长，我们
需要有高效率、可负担及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系统供大家使用，包括儿童、老年人及残障人士。我们还
需要这个系统将货物运输到区内各处。
温哥华都会区在增长和交通方面的区域策略，为文化多元、人口稠密的住宅社区制订了持续发展的计划，
使这些住宅区适宜步行，且有班次频密的公共交通相连，而且私家车的使用需求得到良好的管理。未来十
年将会实现公共交通载客量增加 30%。

交通拥堵意味着并非人人都能够受惠于增长。
当我们在温哥华都会区内行车时，我们都会感受到交通拥堵的影响。交通拥堵不但浪费我们的时间，还影
响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想想每天我们都听到的撞车事故就知道了。如果去上班的路程有点儿太长或路况
难以预料，交通拥堵也许会使我们放弃那份工作。交通拥堵也会对本区的经济有负面影响，导致我们要面
对可负担性方面的挑战。2017 年 9 月，即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Ipsos Reid 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了民众对交通拥堵是怎么看的...

!!!!!

89%

对交通流量高造
成的延误感到
沮丧。

?

80%

对行程时间不可
预测感到沮丧。

81%

表示每星期交通
延误导致他们损
失时间。

交通正在改变。
新的交通方式，例如网上约车和合伙用车服务，以及电动和自动化汽车，将会带来崭新而且较廉宜的交
通方法。交通运输业将会改变，而当它改变时，政府部门如何管理和协调流动性的方式也将需要随之而改
变，以确保人人都可得到合理和可持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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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道路收费以及它可如何帮助解决本区的交通问题？
在本区，我们支付形形色色的交通费用：公共交通车
费、停车费、保险、燃油税，以及诸如出租车、共享单
车和汽车等方面的费用。道路收费的意思是协调我们支
付交通费用的方式，另外也意味着通过实行不一样的收
费，使得人人都能有更方便的交通。这个目标可通过能
够控制交通拥堵并鼓励使用不同交通工具的方式，采用
价格讯号来实现。如做得恰当，它可能更公平并能够筹
集资金以投资于交通系统。
“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又称为道路使用收费，是一种
控制路面需求的道路收费工具。
每条道路的容量都有极限。一条每小时可容纳 1,500 辆
汽车的道路，在有 1,400 辆汽车使用时是运作良好的。
不过，当数字攀升至 1,600 辆时，车流就会放缓。交通
拥堵所影响的不单是刚加入的那 200 辆汽车，它影响的
是每个人，谁都无法突出重围。在严重交通拥堵时，设
法驶过某一点的车辆越多，实际上可通过的会越少。

?

您知道吗？
在早高峰时段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人当中，
只有略多于半数是上下班的，而在晚高峰时
段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人当中只有略多于三
分一是上下班的。
换言之，道路上有许多其他人是可以更改其
使用交通工具的时间，以减轻早、晚高峰时
段交通拥堵程度的。

通过对在繁忙时段或严重拥堵地区驾车收取较高费
用，“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可解决这个问题。设立这种
收费的目的是促使足够多的人改变其交通方式——使用另一条路线、多人共乘一车、改用其他交通工具，
或者干脆避开在高峰时段出门。

在世界各地的城市，“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使得汽车流量降低 10-35%，也缩短了行程时间。随着道路上
车辆的减少及交通拥堵时汽车空转减少，城市里温室气体排放得以降低，且空气质量和交通安全得以改
善。这些城市能够将收入用来建设更理想的公共交通方式。

第 2 部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这个图表把我们的调研结果拼合
起来，以显示出它们如何反映情
况及构成在下一部分我们所建议
的原则的基础。

调研结果

4

1

交通拥堵是个
包含多方面的
问题。

收费可影响使用交通工具的行为并减
少拥堵…

3

…但民众很担心费用和公正方面的
影响。

5

对交通拥堵可产生有意义影响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可能会使一些家庭要承担相当高的自付费用…
…但这也意味着会有收入可用来抵消一些公正和可负担性
方面的忧虑。

2

6

出行模式是复杂
的——良好的公交
系统是关键。

交通运输业正处于
一个迅速变化和创
新的时期。

公众对“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的支持率较低，但很多人还未
拿定主意。有多种措施可用来
提高人们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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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听取意见的？
在八个月的时间里，该委员会通过两轮参与活动和外展活动，听取了约 18,000 名居民、
利益相关方和民选官员的意见。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It’s Time 项目的网站及多个社交媒体渠道分享了信息，而且通过报纸
广告及多种语言的纸质和数码广告对参与活动进行了宣传。
• 在 2017 年 9 月和 2018 年 3 月向区内 2,000 名居民进行了 2 轮公众民意调查
• 就该委员会的工作及在区内实施道路收费，在 16 份地区报纸和 11 份非英文报纸上展

开了 2 次多种语言教育宣传活动，在 Facebook 上的信息触及到 898,099 名居民
并有 65,752 次网页浏览量

• 进行网上公众参与活动及举办亲身参加的研讨会，以协助制订原则，在第 1 阶段听取

了 6,078 名居民及 176 名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官员的意见，而在第 2 阶段则听取
了 11,474 名居民及 130 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 把网上平台翻译成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旁遮普文（本区最多人使用的非主流语言），
以方便使用；从超过 16 个区域社区办事处收到 310 份填妥的纸质问卷，并与社会服
务机构一起进行外展工作
• 召集了一个由市民组成的使用者顾问小组（User Advisor y Panel），这个小组包
名代表温哥华都会区的成员（通过外部招聘公司挑选出来），负责作出建议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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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进程期间，我们听到“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可能会令大家中的一些人担心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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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是具争议性的，每当探讨和实施这种收费时，民众都担心它会否起作用以及要付出
+30%
-11%
+25%
什么代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担心的情况都没有出现，而交通拥堵的减轻程度比民众预期的却要高。
Results are based on an Ipsos poll conducted with
1,000 residentsacross Metro Vancouver.

在温哥华都会区，我们向居民进行了民意调查，
发现公众意见分布均衡。
温哥华都会区：公众对“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MARCH 2018 POLLING RESULTS:
LEVEL OF PUBLIC SUPPORT FOR DECONGESTION CHARGING
的支持程度

既不支持也
不反对，
或不知道

32%

34%

支持

在其他城市，我们发现在实施后
支持程度上升。
其他城市：在实施前后对“缓解交通
拥堵收费”的接纳程度
城市

之前

之后

伦敦

39%

54%

卑尔根

19%

58%

斯德哥尔摩

21%

67%

34%
反对
结果是以 2018 年
3 月 Ipsos 向温哥华都会区 1,000 名居民
Results are based on an Ipsos poll conducted with
1,000 residents across Metro Vancouver.
所做的民意调查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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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我们的建议
这些原则以我们听取的意见和了解到的信息为基础
我们听取了居民和利益相关者对于以下各方面的最大忧虑：交通选项的可负担性、可用性和
无障碍性；公正性以及对收入管理的可问责性。
些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能够解决的。我们从分析中得知，设计出一种与公交使用成
本看齐并且尊重私隐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是有可能的。一种不会令以下各类人士处于不
利地位的设计也是有可能的：行程较长的人士、残障人士、老人或较低收入的人士。

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举办的参与活动，我们提出以下原则，作为设计道路收费政策的
指南：

原则：
温哥华都会区切实有效、高瞻远瞩及公平合理的区域道路收费政策应该：

交通拥堵
A. 实现有意义的交通拥堵缓解
B. 确保人人支付公平的份额
C. 协调我们支付交通费用的所有方式，包括新兴的服务

公平
A. 确保一致性且有理有据
B. 支持公正性
C. 道路使用成本应与公交使用费用看齐

支持投资
A. 确保在如何使用收入方面的问责性
B. 不以开源为主要目标

其他考虑因素
A. 提供正面的经济效益
B. 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C. 可预测，也可调整
D. 支持区域发展、气候变化和环境方面的目标
E. 继续与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一起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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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进一步探讨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方面的解说性概念
在参与活动的第二阶段，我们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介绍了几个“缓解交通拥堵收费”的例子：区域交通拥
堵收费及按距离收费。
根据交通模拟、分析及居民和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意见，该委员会认为，以下的两个解说性概念最符合
上述原则。

在落实可平衡众多必须考虑的因素的“缓解交通拥堵收费”之前，将需要有更多分析和反复
申明。
这里所包括的数字是以该委员会所进行的早期分析为基础的。这些数字将需要进一步阐释和
完善。平均家庭开支是过高的估计，因为很多家庭将能够通过在某些日子改用别的交通方法
来降低开支。就本调研而言，每年要用交通工具的日数估计为 335 天，这代表了一般家庭的
出行模式。

第一个解说性概念是区域交通拥堵
点 收 费 。这种收费会使一般家庭每
$
天要付 5-8 元，并可能减轻交通拥堵
20-25%。算起来每年每个家庭估计要
付 1800-2700 元。可能会有每年费用
上限、给予某些驾驶者的豁免、降低驾驶
的其他费用或给予低收入人士的支持。
如采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在本区各地 12 条主要
桥梁或附近设收费点。由于在远离桥梁的地方也
会有交通拥堵，特别是在布拉德半岛（Burrard
Peninsula）内，除了这些收费点之外，还应该在
其他关键地点增设收费点。
就我们的分析而言，收费点已设于北路（North
Road）（本那比/新威斯敏斯特与高贵林/穆迪港
之间的分界）。也探讨了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其他方法。将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去找出设置
所有收费点的最理想地点。

第二个解说性概念是多 区 按 距 离
收费 。这种收费会使一般家庭每天
$/km
要付 3-5 元，并可能减轻交通拥堵
20-25%。算起来每年每个家庭估计
要付 1000-1700 元。每公升 17 分
钱的燃油税可能会取消，另外可能会有
每年费用上限、给予某些驾驶者的豁免、降
低驾驶的其他费用或给予低收入人士的支持。
这种方法的分区数和确切分界仍有待确定和完
善。收费会因分区和时段而异。
就我们的分析而言，已经订立了八个分区，各有
不同的按距离收费费率。也探讨了可能值得进一
步调研的其他方法。将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去
找出最理想的分区数和地点。

该委员会建议展开进一步的工作，研究一下若引入“缓解交通拥堵收费”，行车的其他费用、
公共交通车费或其他种类的税项可如何降低。

您可以在该委员会报告里找到更多有关这些解说性概念的信息，包括经济效益、交通拥堵的影响、收入、
家庭开支、对环境的影响、收费水平及车程收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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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后续工作
这些解说性概念将需要更多探究，特别是去了解家庭和企业要承担的费用；应如何处理燃料税、
公共交通车费及其他税项；每天费用是否需要设上限；以及是否需要为某些人士或汽车提供豁免。
可能要经过好几年本区才能准备好引入“缓解交通拥堵收费”：

实施
2-3 年

运营

该委员会的报告
是可行性研究的
第一阶段。

功能设计

开发采购材料

日常营运

营运概念

采购

系统维护

动员及物料采购

第 5 部分末尾
描述了
可行性研究
其后的各阶段。

决定

政策制定
1-2 年

决定

可行性研究
1年

采购方法

安装及测试

评估及可能要进
行的调整

立法

聘请职员

续约

咨询

系统移交

商业规则

标准营运程序
公众推广及传播

如果在此阶段想要的就只是一种足以支付交通投资费用的方法，那么一个包括“缓解交通拥堵收费”在内
的协调一致的道路收费系统，可能不是未来的路向。不过，如果本区愿意进行一些复杂的讨论，那么道路
收费则提供了一种控制交通拥堵和开源的方法，可以转化为一种高效率、可负担、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策略
的一部分，使温哥华都会区民众受益。

继续这方面的对话，让本区及其居民能保持兴旺发达，
现在正是时候！

您可以在 It’s Time 网站 www.itstimemv.ca 上找到更多信息、报告以及
该委员会的全部调研结果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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