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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欧洲城市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交通运输问题。而城市交通对欧洲城市来说地位非比寻常，不仅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推动着城市的就业和竞争力。因此，对欧洲各大城市而言，如何
改善交通运输，减少拥堵、事故及污染的发生则成为了共同的挑战。
几十年以来，欧洲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制定政策、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及研究和创新资助计
划来推动新的城市可持续交通规划和创新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在城市可持续交通机动性方面，欧洲有着独特、广泛的经验，值得学习。欧洲委员会希望将其
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分享。
本手册简要介绍了欧盟城市的交通机动性政策及相关政策、潜在趋势、融资手段和合作的可能
性。
由以下几大章节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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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机动性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截至 2010 年，73%的欧洲公民居住在城镇区域。预计到 2050 年，该百分比将增加至 80％以上
。对于瑞典、比利时、荷兰、丹麦、马耳他和卢森堡等国家，其城市化率将上升超过 90％1。
城市地区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引擎”，同时也是知识和创新最重要的生产者。欧盟 GDP 有 85
％左右是由欧洲城市贡献的 2。简言之，城镇就是经济活动和福利事业发展的枢纽和驱动力。
城市交通系统为货物和乘客提供便利交通，对城市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同样，它们对所有社
会活动提供便利，对于人民的福利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城市经济活动范围广泛，许多欧洲城市面临着交通运输带来的相关问题。经济社会
转型大大促进了交通的流动。随着城市的扩张和通勤需求的增加，私家车越来越多，而公共交
通网络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远落后。

欧洲市区居民

73%

2010

85%

将增加至

80%

2050

欧盟 GDP
由欧洲城市贡献

同时，交通运输系统会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效应。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以及道路安全都是欧洲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除此直接影响外
，城市交通对于行动不便的群体来说，还会对其社会发展、社会融入和便利出行等造成影响。
目前，可持续交通机动性需求（三大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
此，就如何改善交通，提高便利，建立高质、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同时减少交通拥堵、污染
和事故而言，欧洲城市正面临着挑战。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5）。《世界城市化展望》：
2014 年修订（ST/ESA/SER.A/366）
2

2017 年 3 月

COM(2009)490 城市交通机动性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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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系统相关主要问题：

拥塞
社会

对于上述问题，欧盟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过去几年已经制订了积极
的政策，同时将在近期实施。

拥塞
城市拥堵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多个层面：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土地利用模式、汽车所有
权、公共交通便利度、停车场便利度以及城市货物运输和货物配送等方面。上述皆是影响拥堵
程度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企业所在位置、各类活动举办地点以及
人们前往这些地点的方式。一方面，这些因素决定了活动的模式，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旅行的需
求。正是这种旅行需求产生了城市道路网络中的交通量。当汽车交通量超过有效容量时，就会
出现拥堵。

在 58 个欧盟城市的样本中，2013 年的平均延误百分比（%），相比于“自由流量”，在
马尔默（瑞典）的 14％至巴勒莫（意大利）的 39％之间。在高峰时段，延误明显较高。
而欧洲以外的城市，平均延误时间往往会更高。例如，在 22 个中国城市的样本中，2013 年的
平均延误百分比在 23％至 56％之间；其他城市的平均延误百分比，如里约热内卢为 55％，墨
西哥城为 54％，圣保罗则为 46％3。这一切表明了欧洲在减少拥堵的行动上面获得了成功。
不过，欧洲的交通拥堵成本仍然很高，每年估值约为 1300 亿欧元 4 或占欧盟 GDP 的百分之一
。

2013 年里的平均延误

由于拥堵

欧盟城市

3
4

3 TomTom 交通拥堵指数 2013 年
COM(2011) 144 白皮书影响评估（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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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便利出行和社会融入
便利出行是指人们是否能够便利获取货物、服务和活动，是大多交通运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
人们是否能够参与社会，促进城市、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可达性可从两个角度观察：
第一个角度为：城市交通网络、当地城市交通网络与区域、国家和国际运输网络之间就人和物
的“可用性”和“可达性”。
一般来说，人口密集地区（城市）的便利性要高于人口稀松（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到达
商品、服务和活动的距离更短，公共交通更为频繁，公共交通（PT） 网络更加密集。然而，
几乎没有有效数据可以用于对比交通的可达性程度及趋势发展。
第二个角度主要考虑的是：就老年人、残疾人或行动不便群体而言，城市交通系统的可达性。
在欧盟，有六分之一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由于身体、环境和感知方面的障碍，有 8000
万左右的人无法完全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对于残疾人来说，贫困率超出了平均水平的 70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就业机会有限。在 75 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患有轻度
残疾，超过 20％的人患有重度残疾 5。
而大多数欧盟国家的人口正在经历老龄化。预计到 2020 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
24％，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9％，而当前的比例为 17％6。鉴于年龄与残疾之间的相关性
，残疾人人数也会相应增加。确保这一群体的可达性是其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重要先
决条件。

5

COM（2010） 636《欧洲残疾战略 2010-2020 年度》（最终版）：重申无障碍欧洲承诺

6

SEC（2011）358 白皮书附带文件——影响评估（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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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盟支持各国家为提高交通运输系统便利度而开展的各项活动。同时，欧盟还积极促进
地方一级有关该话题的考虑。《欧盟城市交通机动性一揽子计划 2013》附件指出，城市可持续
交通机动性计划（SUMP）应努力促进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确保人们对交通系统的使用，同
时满足其基本的交通机动性需求 7。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有：

用户行为
是否喝酒：
超速、未系好

设备失效？
[如刹车和
悬挂]

道路设计和路面养护不佳

安全带等仍然是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

尽管欧盟一直致力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欧盟内部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大约为
26,000 人。2008 年，欧盟、挪威和瑞士就交通事故遭致的外部成本估计超过了 2000 亿欧元 8
。在报道的所有欧盟交通事故中，约有 67％（绝对数值超过 750,000 人）发生在市区。市区交
通事故死亡人数约为 38％。
涉及弱势道路使用者的重大交通事故，大多发生在市区内。在市区交通事故死亡中，有 50％为
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而欧盟的市区交通事故中，约有三分之二的行人死亡。城市交通事故死
亡中，老年人尤为居高。此外，市区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伤害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 9。
虽然目前欧盟市区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然很高，但自 2000 年以来，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从
2000 年的 20.300 人降至 2015 年的 9.700 人。尽管如此，市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所有交通事
故死亡中仍然占有很大比例：2015 年为 38% 10。

50%

的死亡涉及

行人/骑自行车的人

报告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在城市地区

在欧盟

城市地区

7

死亡
是由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

COM（2013） 913 《城市交通机动性一揽子计划 2013》, 附件《城市可持续交通机动性计划概念》（最终版）

8

夹

9

原始资料欧洲道路安全监测局——Care 数据库

10

https://ec.europa.eu/transport/facts-fundings/scoreboard_en

CE Delft 等。2011 年；“欧洲交通运输的外部成本——2008 年最新研究”；Delft 2011 年 9 月

9

2017 年 3 月

欧洲委员会 I 欧洲城市交通流动性

环境：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是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交通运输、工业、发电厂、农业、家庭废物处理
都是造成欧洲空气污染的元凶。近几十年来，欧洲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因此空气
质量普遍得到了改善。然而，某些部门虽有所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尚未达到空气质量标准，
甚至某些污染物的排放量还有所增加。例如，许多市区的道路运输中，氮氧化物（NOx）的排放
量并没有显著降低，无法达到空气质量标准（来源：EEA 空气质量报告（2016 年）；
http://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air-quality-in-europe-2016).
一般认为，颗粒物（PM）、二氧化氮（NO2）和地面臭氧（O）是最为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三大
污染物。它们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户外空气污
染中的颗粒物质（PM）归为人类致癌物质。因此，我们应当对城市（车）交通产生的负面影响
引起重视。城市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与交通尾气排放尤为相关。在 NOX 各排放源中，交通运输部
门排放量最大，占 2014 年欧盟-- 28 种排放源排放总量的 46％（EEA--33 种排放源的 47% ）。
2014 年欧盟--28 种排放源，PM10 和 PM2.5 主要排放源中，交通运输占排放总量的 13％和 15％
。（来源：EEA 欧洲空气质量报告 2016 ）
环境空气中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参见“EEA 欧洲空气质量报告 2014”）：
二氧化氮暴露在较高浓度的二氧化氮中，可能导致咳嗽和呼吸急促。长期暴露在 NO2 环境的人
群，患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较高。
PM2.5 和 PM10：如果颗粒物足够小，便可以进入肺部，
引起健康问题。
臭氧：地面附近的臭氧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健康问题。可能会刺激呼吸系统，加重哮喘和慢性肺
部疾病，并可能导致永久性肺损伤。

道路交通
造成空气污染的
主要因素有：
交通流量

车速/交通拥堵推进方式

自 1990 年以来，欧盟道路交通就 EU-27 中规定的
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已大幅下降，其中一氧化碳
和颗粒物的排放降幅最大，如图 1 所示。然而需
要重新强调的是， 这些排放量指的是道路运输
相关排放，而并非指城市排放。
尽管道路运输中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有所下降，
但欧洲各城市仍然面临着空气质量问题。例如，
根据城市审计数据显示，欧盟中有很大一部分城
市人口可能已经暴露在高浓度的 EU-27 污染物环
境中，而这些污染物浓度要高于欧盟规定的目标
水平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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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 - 2013 年污染物浓度高于选定限值/目标值的城市人口居民百分比（EU-27）12

噪声：
噪音污染是由交通、建筑、工业和娱乐活动造成的。欧盟因噪音污染产生的外部成本至少占其
GDP 的 0.35％，主要由道路交通所造成，这相当于每年都会有超过 400 亿欧元的外部成本 13。
噪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每年因道路交通噪音 14 就有几千人丧生。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机动交通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低效的城市规划，都极大地促使了人们暴露在噪声环境中。
通常，我们将 55dB 的 Lden（昼夜间噪音指标）值称为合理的目标值。在人口达到 10 万以上的
城市群中，总共有 1 亿多的城市人口每天平均需要承受高于 55 dB 的 Lden 噪音水平 15。
能耗和 CO 2 排放
欧盟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比于 1990 年水平，降低 80-95％，并在不损
害交通系统效率和便利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交通运输系统对石油燃料的依赖 16。
城市交通中的能耗和 CO 2 排放主要由机动车行驶的每公里所造成。每公里的能耗和排放取决于
车辆的效率。从 1990 年到 2010 年，欧盟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效率提高了约 15％。这主要得益于
汽车效率的提高，自 2007 年以来，欧盟便实施了针对新车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欧盟新车标签政
策和国家财政措施 17）。

12

-原始资料 EEA 城市审计

13

《关于支持城市交通一揽子计划 31 项城市可持续交通计划的研究》（运输总司 2013），2013 年 10 月

14
15

伤残调整生命年是衡量整体疾病负担的一项指标，用因疾病、残疾或早逝而丧失的年数进行表示。
《关于支持城市交通一揽子计划 31 项城市可持续交通计划的研究》（运输总司 2013），2013 年 10 月

16

COM(2011) 112 《2050 年迈向具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路线图》（最终版）

17

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欧盟能源效率趋势——奥德赛-米尔项目的经验教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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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至 2007 年，随着欧盟客运和货运量的稳步增长，整个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耗也随之不断增
加。
但自 2007 年以来，运输部门的能耗量却开始急剧下降。能耗下降约 40％是因为经济衰退，货运
量减少和客运量逐步稳定所致。60％是因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客车能源效率的提高。受
上述趋势所致，欧盟在 2013 年交通运输能耗几乎与 2000 年处于相同水平 18。
2012 年道路货运 CO2 排放量比 1990 年增长了 33％，占运输总排放量的 35％。汽车排放量自
2000 年以来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新车的比排放大幅减少。
因此，交通运输部门在最终消费者的 CO2 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2012 年为 43％，而
1990 年为 32％19。
2016 年，欧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低排放交通机动性的战略 20，为欧盟针对低排放和零排放车辆
以及低排放替代燃料的发展措施提供了方向。
该战略为成员国制定了明确、公正的指导原则，为其未来发展做好准备，同时确保欧洲保持竞
争力，能够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员和货物运输需求。
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17 年 3 月

·

通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定价，进一步鼓励采用低排放运输模式，提高交通运输系统
的效率；

·

加快部署交通运输所需的低排放替代能源，如先进的生物燃料、可再生电力能源和可再生
合成燃料，消除交通运输电气化的障碍;

·

改用零排放车辆。在进一步改善内燃机的同时，欧洲需要加快向低排放和零排放车辆的转
变。

18

能源效率趋势监测和欧盟政策，基于奥德赛和米尔数据库的分析，2015 年 9 月，奥德赛-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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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趋势监测和欧盟政策，基于奥德赛和米尔数据库的分析，2015 年 9 月，奥德赛-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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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低排放交通机动性战略》{SWD（2016）244 （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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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 年绿皮书《迈向城市交通交通机动性新文化》至 2015 年《
巴黎协议》以来的欧盟政策变化
目前欧盟城市交通运输政策的发展历史悠久，在欧盟一些政策文件中讨论了很多涉及城市交通
干预的挑战性问题和选择性方向。在本节中，从绿皮书《迈向城市交通机动性新文化》（2007
年）开始，简要概述介绍欧洲《巴黎协议》（2015 年）关于城市交通机动性的新定议事日程。
绿皮书《迈向城市交通机动性新文化》（2007 年）
随着绿皮书《迈向城市交通机动性新文化》（2007 年采纳）的推出，
欧洲制定了关于城市交通机动性的新日程，
旨在在全欧范围激发关于城市交通机动性的讨论。
并邀请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磋商
和辩论。在欧盟各地分享了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的最佳实践，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为此，定义了五大主要挑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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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2011 年交通发展白皮书 21 2011 年交通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有竞争力和可持续交通系统的愿
景，包括清洁的城市交通和通勤。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在未来十年实施 40 个具体举措的路线图
，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交通体系，以增加交通机动性。同时，这些建议将大大减少欧洲
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到 2050 年将交通碳排放量减少 60％。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欧盟城市交通
政策将有助于实现 2011 年交通白皮书的两个具体城市目标：到 2030 年各个城市使用常规汽车
的比例将减半，到 2030 年在各大城市中心实现零二氧化碳物流。
《城市交通机动性一揽子计划》2013 年 22
2013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城市交通机动性一揽子计划》，对地方、成员国和欧盟各
级机构提出相关行动建议。计划指出城市交通机动性主要是地方一级有关机构的责任。因此，
欧盟委员会鼓励地方机构制定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的新型综合战略，以及能够成功落地的交
通计划。在该计划中，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计划”（SUMPs）的概念，并
重点关注以下领域：城市物流、进出管制、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和城市安全。《城市交通机动性
一揽子计划》还反映了各成员国在两个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是为地方行动提供适当框架条
件，二是确保跨国界和全领土内各级政府的行动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和相辅相成。因此，欧盟
委员会请各成员国对其城区的城市交通系统的当前和未来表现进行评估；制定城市交通机动性
领域的（国家）方针；审查地方机构可用的一套现有工具和手段，并酌情补充和修改这套工具
和手段。
《巴黎协议》2015 年
在 2015 年 12 月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上，有 195 个国家通过了首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
球气候变化协议。该协议规定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 摄氏度以下，使世界
走上正轨，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 该协议承认非缔约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包括城市、其他省部级机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机构。该协议邀请这些地方机构：
· 加大力度，扶持减排；
· 建立韧性，减少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
· 维护和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在 Eltis 网站上的欧盟立法政策页面提供了有关当前欧盟政策和资金来源的详细信息 23。

21
22
23

2017 年 3 月

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strategies/2011_white_paper_en.htm
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urban/urban_mobility/ump_en.htm
也可以参考以下网址：http://www.eltis.org/discover/legislation-polices

14

欧洲委员会 I 欧洲城市交通机动性

城市交通机动性及相关政策
城市交通机动性与能源、气候变化、空气质量、经济、社会公平和可及性、创新、IT 部署和智
能城市等其他欧盟政策密切相关。本节简要介绍这些相关政策。
能源：
能源不仅与气候变化相关，而且由于化石燃料持续减少，使其成为牵涉面广泛的问题。此外，
由于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并且需要从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进口等原因，能源是欧盟委员会国
际议程上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 2006 年标题为《欧洲关于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的能源战略》的绿皮书中规定了欧洲能源
政策的第一个原则 24。顾名思义，该绿皮书侧重于确保欧盟在获得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可靠的
能源供应方面的能力。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的具体议题，例如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波动、气候变化、需求增加以及建立竞争激烈的内部能源市场的障碍等等。
2007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目的是在“欧洲能源政策”通讯中使欧盟实行低能耗经
济。25 除了旨在实现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内部市场的顺利运作和欧盟在
国际舞台上统一发言的能力外，通讯还描述了另外一个目标：减少因能源生产或消耗造成的温
室气体排放。在 2010 年的通讯中，来自欧盟委员会的《能源 2020 年：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
的能源战略》进一步详细描述和扩大了这些目标。到 2020 年，设立了节能 20％的目标（与 1990
年水平相比）。它明确地涉及交通和建筑部门，其中定义了五个必要措施，其中两个与交通政策
直接相关：改善交通的可持续性和减少石油依赖。
2014 年，欧盟成员国商定了 2030 年气候和能源新框架（COM（2014）15 终稿），包括 2020 年
至 2030 年期间欧盟范围的总体目标和政策目标。
2030 年的目标是：与常规方案相比，比 1990 年的水平减少 4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再生能源
消耗量至少占 27%，节能量至少达到 27％。
为了达到目标，欧盟委员会提出：
· 改革后的欧盟排放交易计划（ETS）
· 能源系统的有竞争力和安全性的新指标，如：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价格差异、供应多样化以及欧
盟国家之间的互联能力
· 基于有竞争力、安全可靠和可持续能源的国家计划，提出关于新治理体系的优先想法。

24

COM(2006) 105 终稿，绿皮书 《欧洲关于可持续、有竞争力和安全的能源战略》

25

COM(2007) 1 终稿，《欧洲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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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按照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和 2000 年的《欧洲气候变化方案》（ECCP），欧盟制定了广泛的
气候变化战略，倡导实际行动，防止全球气温上升。在 2005 年题为“打赢全球气候变化斗争”的通
讯中，欧盟委员会列出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素。根据“通讯”，该战略的总体目标应该是
，以 1990 年的气温（工业前水平）为基础，到 2100 年，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 2 摄氏度以下。26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减少温室气体，如 2007 年通讯所述“将全球气候变化限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 2020
年及以后的未来之路”27。在此通讯中，欧盟承诺立即采取行动，到 2020 年减少 20％。这一目标
得到了理事会和成员国的支持，并于 2009 年通过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决议（406/2009 / EC）正式
确定 28。
欧盟领导人在 2007 年也作出了有条件的承诺，如果其他发达国家承诺相当的排放量减排，并且如
果经济上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各自的能力为全球减排作出充分贡献，则他们同
意到 2020 年，将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从 20％扩大到 30％ 。这些条件尚未得到满足，因此通讯
目前并未建议欧盟应该达到 30％的目标。
2016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低排放交通机动性战略》（COM（2016）501 终稿）”，为欧盟
经济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助于减少交通部门的排放，并达成欧盟在《巴黎协议》中的承诺。
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
· 通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智能定价、进一步鼓励转向低排放交通模式，从而进一步提高交通系统
的效率
· 加快部署交通运输的低排放替代能源
· 改用零排放车辆。

欧盟在这一战略中所表现出的雄心是，“到本世纪中期，来自交通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1990 年至少降低 60％，并坚定地走向零排放”。

2017 年 3 月

26

COM(2005) 35 终稿，“打赢全球气候变化斗争”

27

COM(2007) 2 终稿， “将全球气候变化限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 2020 年及以后的未来之路”

28

决议号 406/2009/EC 关于各成员国努力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在 2020 年之前达成欧盟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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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2007 年通讯还讨论了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在内的几个具体部门。欧盟委员会要求
理事会和议会采纳如下建议：例如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并将
旅游车辆的税收与其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挂钩。此外，通讯还强调了向环境、
能源和交通运输研究拨款的重要性。
在后来的欧洲交通运输通讯、方案和政策中，气候变化往往被认为是采取行动的
主要原因之一。2010 年的欧洲交通运输白皮书和欧盟有关增强城市交通多功能
和城市交通节能资助计划是这些行动的典型事例。

空气质量
清洁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的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然而，空气质素仍然是造成
早亡的第一环境因素：估计由于空气质量差，每年欧盟的早亡人数超过 40 万。这在我们的城市地区
经常特别明显，在 10 个人中，平均有 9 人遇到至少一种空气污染物浓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已经设定了空气质量水平的目标，即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重大的负
面影响和风险。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通过减少向空气中排放国家有害物质（通过指令 2001/81
/ EC），通过提高燃料质量，通过减少源自工业、交通运输和能源的排放，并通过两项空气质量指
令制定空气质量标准；通过这些举措，欧盟坚持积极处理空气污染问题。
这两项指令（指令 2008/50 / EC 和 2004/107 / EC）的目标可谓一箭双雕：将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环境
的有害影响降低到最小化的程度，并向公众提供有关所涉风险的信息。这些指令要求各成员国评估
和管理空气质量，包括一系列污染物的阈值。此外，各成员国还将公布有关所有污染物的数据，并
对侵权行为实行处罚。
欧盟空气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过去几十年来，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它使有害污染物如颗粒物
、二氧化硫（酸雨的主要原因）、铅、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苯等的浓度大幅度下降。然而，仍然
存在重大问题：若干成员国，持续徘徊在空气质量标准之外。例如，欧盟 130 多个城市的二氧化氮
浓度高于极限值。
因此，欧盟委员会于 2013 年采纳了《清洁空气一揽子计划》。29 这一计划是对欧盟空气质量政策进
行深入审查后的结果。

29

也可以参考以下网址：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air/clean_air_poli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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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的措施被认为对帮助解决本地化运输问题至关重要。该《清洁空气一揽
子计划》包括：
· 《欧洲清洁空气新计划》旨在确保尽快达到现有空气质量标准，并制定目前到 2030 年期间空气污
染减排的新目标。
· 支持减轻空气污染的措施，重点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支持研究创新、促进国际合作，包括设立
清洁空气论坛。
· ·经修订的《国家排放上限指令》对五种主要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和氨）的排放制定最严格的排放上限（2016/2284 / EU 指令）。
· 为了减少中型燃烧装置（如街区或大型建筑物的能源装置，以及小型工业设施）的污染，制定了一
项新指令（2015/2193 / EU 指令）。
到 2030 年，预计此项一揽子计划的全面实施将会使欧盟内部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早亡现象减少一半
左右。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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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交通运输对欧盟的经济有很大贡献：直接雇佣了约一千万人，占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此
外，运输和仓储等物流平均占欧盟任何最后产品成本的 10-15％30。在欧盟范围内，经济政策主要是
国家责任：欧盟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治理与协调。
在欧盟范围内，通过监测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协调各项经济政策，这样的监测也起了控制
机制的作用，以确定国家政策是否符合欧盟增长和就业的路线图，如《指南》所述 31。交通运输对欧
盟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货物和服务运输成本平均占欧盟家庭支出的 13％。交通运输对
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也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转向环保和脱碳经济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的重大转变 32
。

社会公平和可达性
欧盟大部分乘客旅行依靠汽车。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驾车旅行，也不是都会选择驾车。将汽车作
为人口稠密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并不可取，也难谈有效，因为道路和停车能力有限，并且外部影响
巨大。

1000 万个
直接就业人数

5%
欧洲

€

GDP
10-15%
成本（任何
最后产品

欧盟代表机构

30

http://ec.europa.eu/europe2020/europe-2020-in-a-nutshell/index_en.htm

31

COM(2006) 336 终稿，《欧洲货运物流 - 可持续交通机动性的关键》

32

http://ec.europa.eu/transport/strategies/facts-and-figures/all-theme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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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
交通运输政策的目标是确保所有人都能使用，并确保交通
运输的利益得到公平分配。这将转化为具体的欧盟交通运
输政策，例如欧盟委员会关于城市交通机动性的绿皮书
（2007 年），标题为：《迈向城市交通机动性新文化绿皮
书》。33
该绿皮书确定了哪些人群特别脆弱，并且应优先使用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如该绿皮书中所述，可及性“主要针对行动不便
的人士、残障人士、老人和携带幼儿的家庭和幼儿本身”。
该绿皮书还提到低收入人士、无车人士和生活在肮脏地区
的人士该绿皮书还描述了为所有人增加出行选择和在这些
模式之间进行更平衡的划分的目标。

乘客权益
在最近的欧盟政策文件中，越来越强调通过欧盟乘客权立法以及人员和企业对城市交通系统的接入
质量，保护所有交通运输方式的乘客权。欧盟委员会的《城市交通机动性行动计划》重申：“优质廉价
的公共交通是可持续城市交通系统的支柱。可靠性、信息、安全性和便利性对于营造公共汽车、地
铁、电车和无轨电车服务、铁路或船只的吸引力尤为重要。确保乘客权的高水平保护，包括交通机
动性不高的乘客，在欧盟委员会的议程上也得到很高的关注度 34 35” 。
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计划（SUMP）方法旨在涵盖所有利益相关者，从而为每个人创造可持续、可
负担、可接近和可频繁使用的交通。

33

《绿皮书-迈向城市交通机动性新文化》 {SEC(2007) 1209}, 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urban/ urban_mobility/green_paper/index_en.htm

34

布鲁塞尔， 30.9.2009 COM(2009) 490 终稿，《城市交通机动性行动计划》

35

航空运输：关于在空中旅行时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者权利的条例（EC）1107/2006 号，OJ L204 / 1 号 26.7.2006

铁路运输（EC）1371/2007 关于铁路乘客的权利和义务，2007 年 12 月 3 日 OJ L315/14，关于铁路乘客权利和义务的条例（EC）2007 年 12 月 3 日 OJ L315/14
水运：关于海上和内陆航道旅行时乘客权利的条例（欧盟）1177/2010 号，2010 年 12 月 17 日 OJ L334/1
公路运输（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关于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运输乘客权利的规定（欧盟）181/2011 号，2008 年 2 月 28 日，OJ L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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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能交通部署和智能城市 36
城市是经济活动和创新的主要源泉。在城市交通、能源和信息通信技术交
叉点，智能技术和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广泛的商业机会，使城市环境
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促进城市竞争力上升，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面。
2011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智慧城市与社区工业倡议”该倡议旨在通
过投资清洁、高效和低碳技术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该倡议是对欧盟
20/20/20 气候行动目标的支持行动，有助于经济增长，并提供新的就业机
会。在介绍时，该倡议关注交通和能源。欧盟研究计划拥有 7500 万欧元
的预算，用于资助城市各项举措。
2012 年 7 月，该倡议的后续倡议——欧洲智能城市和社区合作创新伙伴关
系（EIP）将信通技术部门纳入其中。欧洲研究计划在同一个月推出了第二
次征集建议书，总预算为 3.75 亿欧元。EIP 旨在通过共同资助信通技术部
门、能源管理和交通运输管理领域的示范项目，克服创造智慧城市面临的
瓶颈。这笔资金用于创造性解决欧洲城市面临的主要环境、社会和健康挑
战。EIP 希望在工业和欧洲城市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未来
城市系统和基础设施。
非欧盟伙伴可以参加申请资金的倡议和联盟，但必须由欧盟成员国的组织
负责。

更多信息访问网站：
http://eu-smartcities.eu/

36

还可以参考：http://eu-smartcitie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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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支持可持续性城市交通建设方面的举措
介绍
数十年来，欧盟委员会一直积极开展可持续性城市交通建设方面的合作项目，对相关的产品研发、演
示、培训、宣传、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共享等工作都给予大力支持。这些活动都是根据 1984 年开始实
施的欧盟研究计划的要求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还在不断增加。在开展活动以来，这一计划的可用预
算金额从几亿欧元增加到了七十亿欧元，呈持续上涨态势。计划涵盖多方面内容。城市交通建设正是
其中的一个方面，且其重要性正日趋显著。在此之后，“地平线 2020 计划”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从 2014
年开始实施，计划在 2020 年结束（详情请参考下一章节的具体内容）
在过去的二十年，委员会先后投资开展了新型方式方法的研发和城市交通建设的深入研究等项目，并
在欧洲多个城市实施可持续性城市交通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方案。
在框架计划中，城市交通建设方面两个重要项目分别是 CIVITAS（城市、活力、及可持续发展）以及
Eltis（欧洲当地交通信息服务平台） 一个 城市交通机动性观察站。在过去的二十年，欧盟框架计划还
对其他与城市交通建设有关的科学研究、创新开发、成果演示、以及宣传活动等项目提供了资助。

CIVITAS37
CIVITAS （全称为“城市、活力、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由欧盟
资助的研发项目，于 2002 年开始实施，旨在对交通运输的相关措
施和政策进行重新定义，以便在各城市中建立更环保、更高效的
交通运输系统。具体而言， CIVITAS 项目已在欧洲 60 多个城市
中实施了多种新型方式方法和措施，使当地的交通运输方式变得
更环保，而这些城市也被授予“示范城市”的称号。欧盟在这个项
目上投资超过两亿欧元，指导各城市分四个阶段开展相关工作，
每个阶段都要圆满完成后，方可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成功的案
例包括：在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投入运行的公共交通票务系
统；在法国图卢兹投入运营的多台全清洁能源公交车；德国柏林
的水上货运系统；以及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新型交通控制系统。在
过去的十年间，CIVITAS 在参考了现行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
上，试行了 800 多项城市交通运输方面的新措施和新方法。这是
欧盟的一个重要项目，其他城市都纷纷追随效仿。

37

2017 年 3 月

详情可参考：http://www.civita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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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is —城市交通观察站 38
作为城市交通运输的门户网站， Eltis 于 2000 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这个门户网站已经发展成为一
个中心平台，可应对所有与城市交通运输有关的问题。Eltis 在欧洲的可持续性城市交通运输方面，为
相关信息、资讯、和经验的交流互通提供了便利。它的目标用户是交通运输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包括城市及地区发展、卫生、能源、以及环境科学等部门。Eltis 已成为欧洲城市交通运输方面的主要
观察站。Eltis 能够为各城市提供相关信息、经验做法、相关工具、以及沟通渠道，帮助它们借鉴和采
用可持续性城市交通机动性的相关模型。网站设有“交通规划”专属版块，它相当于一个信息枢纽，能
在建立实施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规划方面，为欧洲的可持续整体发展规划进程提供所需信息。

其它工程
除 CIVITAS and Eltis 之外，
许多由欧盟资助的其他城市交通机动性项目也已开展，它
们分别关注了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要素。下
面是一些示例：

38

·

可持续城市交通规划

·

集中客运

·

骑行

·

行走：

·

简化客运方案

·

清洁节能机动车

·

多式联运

·

交通机动性管理

·

交通管理：

·

城市货运/城市物流

详情请参考 http://www.elt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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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规划
有关当局尝试研究出一些整合战略，能够开发一些更清洁、更具可持续发展意义的交通新模式，就
像步行、骑行、公共交通、以及私家车使用和所有权方面的新形式，于是，交通建设规划的新方式
就层出不穷。欧盟中多个城市已经试行了许多城市交通机动性方面的新举措，并通过多种城市网络
，分享了它们的经验。
委员会多年来一直积极推广可持续性城市交通机动性规划这一理念。在欧盟资助的项目中，各利益
相关者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析当前通用的方式方法，探讨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寻找最佳的规划
方式。
在委员会的支持下，《可持续城市交通机动性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指导手册终于问世 39 .这些指导手
册能为当局在贯彻实施城市交通建设的相关战略方面提供了具体建议，因为这些建议都是在对当前
情势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其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有了清晰的认知后作出的。
这一理念引起了多方关注，欧洲境内外众多城市都准备或已经开始按照这些指导手册的内容，对可
持续性城市交通建设规划进行研究“欧洲方式”被认为是当前城市交通建设规划领域中最先进的方法。

集中客运
除公共交通外，集中客运还包括拼车（私家车出租模式）
以及合伙用车（提高车辆使用率）集中运输是可持续交通
系统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私家车新型使用方式的主要备
选之一。
欧盟已经为众多与集中客运规划和实施有关的项目提供了
支持和帮助。操作其中部分课题属于欧盟资助的研发、创
新、或示范项目的范围之内，包括与 CIVITAS 有关的项
目，都是一些与可利用性研究、信息化、融资、规划、联
运整合、多模式出行信息、以及清洁城市交通运输有关的
研究项目。

39

2017 年 3 月

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urban/doc/ump/com(2013)913-annex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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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和步行
骑行和步行是清洁且高效的交通模式。这两种方式特别适合城市内的短途出行。骑行和步行还有数
不清的好处，例如改善身体健康；不会对空气造成污染；零噪音；以及减轻交通拥堵压力等。
许多骑行和步行的相关项目已经得到了欧盟框架计划的大力支持，相关科研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尤其是 CIVITAS 示范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骑行和步行的基础设施规划、共享单车系统、针
对日益增长的自行车使用率所开展的审核方案、以及适用于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残障人士的行人基
础设施等。

清洁高能效机动车
清洁高能效机动车在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碳及污染物排放量、实现欧盟政策目标等方面，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洁交通运输系统能够完全符合交通运输的能源需求。长期来说，在交通工具的动力方面，化石燃
料将逐步被低碳能源所取代。
欧盟在各国及地区之间已经实施了大量政策和措施，用以支持清洁机动车的开发和产品供应，包括
定期举办活动，以及为相关研发、创新活动、以及示范项目提供资助。
《欧盟关于推广清洁高能效道路交通机动车的指导意见》 (2009/33/EC)40 中要求，在制定政府采购
计划时，要把机动车在其使用年限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指导意见有望加快清洁高能
效道路交通工具的引进和市场推广。从经济层面上说，销售量的增加将会降低成本，从而改善机动
车行业的能耗水平，更好地保护环境。
欧盟委员会将在 2017 年出台修订版。

40

关于推广清洁高能效道路交通机动车的指导意见（2009/33/EC），
由欧洲议会及理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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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替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欧盟也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意见(2014/94/EU)41, 根据《意见》要求
，成员国开展部署替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规划工作，例如电力、氢气、以及天然气等，以确
保替代能源机动车在欧盟地区的顺利推广，并应就相关设备和用户信息等方面建立欧盟地区内通用
的标准。鼓励在陆上驳船和海轮使用液化天然气，对实现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在敏感区域严格控
制硫化物排放量等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许多得到欧盟支持的项目还把目光投向了清洁机动车技术的开发、推广、和示范应用等领域
，为清洁机动车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和知识。

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是指在一次“点对点”的出行中使用至少两种不同的交通模式。
要改善多式联运模式，必须开发出无缝整合的运输体系。这需要“点对
点”的相关信息和票务系统、火车和公交车站的无缝换乘、以及长途出
行和“最后一英里城市出行”的地区交通之间的高效整合。上述课题已得
到欧盟支持和立项，就像 NODES（设计和运营城市交通换乘的新型运输
工具）、CLOSER（高效交通运输中的长短途出行联网）42、以及“超级
枢纽（Superhub）”，这也是欧盟支持的项目之一，它重点研究了如何根
据多式联运的实时公开数据，为“点对点”多式联运出行提供个性化建议
。许多 CIVITAS 示范项目还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公共交通工具和自行车
的停放和道路运行以及改善公共交通换乘方式等方面，为改善城市多式
联运交通系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2017 年 3 月

41

关于部署替代能源基础设施的指导意见（2014/94/EU），由欧洲议会及理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颁布。

42

详情请参考： http://www.nodes-interchanges.eu or http://www.closer-projec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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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机动性管理
交通机动性管理旨在推广可持续交通运输模式的应用。交通机动性管理包括一些“软性”规定，例如
增强意识、提供信息、加强沟通、以及开展市场活动等。通过资助一些项目，例如 MAX43 (成

功出行意识推广活动及交通机动性管理战略)以及 CIVITAS 活动中的一些示范项目，欧盟
已经积极地对这一由众多城市和组织提倡的低成本举措的开发和利用给予了支持。

交通及需求管理
交通及需求管理是指采取相应措施，对停车管理、按照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规划
（包括公共空间）、使用管控系统、道路收费、交通指引、以及信号控制规定等进行改善。就上述
课题而言，欧盟在规划、技术方案、以及实施和执行等方面都具备很强的专业水平。智能交通系统
(ITS)44 正在城市间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利用 45.ITS 提供的服务包括：基于公共交通信息/综合票务
系统的信息进行交通管控，以及出行需求管理等。在未来的日子里，互联互通、合作无间、且自动
自发的交通运输方式将在城市交通管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支持的其他项目，例如
CONDUITES (智能交通系统) 和 NICHES+ (创新城市交通理念) 同样是这个课题中值得称道的项目
。此外，还有 CIVITAS
中的一些示范项目和 Eltis（城市交通机动性观察站）中的成功经验和方式方法等.

不常出行人群的交通模式
规划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交通运输供应商等还需要考虑到一些具有特定出行需求的乘客，例如残
障人士、不常出行人群、以及老年人群。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以确保此类人群也能够获得公
共交通或特定交通服务的便利，例如“电召服务”。在资助了一些项目，例如： ACCESS2ALL (确保
全民使用公共交通的交通机动性方案), MEDIATE (描述欧洲交通便利性的方法论), CIVITAS 中的示
范项目，以及 Eltis （城市交通机动性观察站）中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等， 欧盟获得了大量专业知识
，可以直接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
欧盟乘客权利保护法保障了残障人士或不常出行人群在交通使用上的权利。

43

http://www.epomm.eu/old_website/index.phtml?ID=2182&id=2183,%20Civitas,%202012

44

详情请参考：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its/road/action_plan_en

45

详情请参考：https://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its/road/action_plan/its_for_urban_area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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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货运 / 城市物流
城市物流对城市的高效运作至关重要。它包括了多个方面，例如运输方式、货存处理、存货管理、
垃圾回收、以及送货上门服务等。欧盟委员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SMARTFUSION (智能城市货运解决方案), TURBLOG-WW (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物流移动性
概念及做法), BESTFACT (工厂货运的成功经验)46 中的示范项目，以及 Eltis （城市交通机
动性观察站）中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46

2017 年 3 月

详情请参考：http://www.smartfusion.eu/; http://www.turblog.eu/; http://www.bestfa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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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资金与合作可能性
有数个项目和资金计划可允许非欧盟成员方与欧盟资助的项目合作并为城市流动工程和举措获取资
金。
这个部分简短概述了这些举措的一部分，包括与城市交通相关的合作的可能性。欲知关于城市流动
工程和举措的详情，请访问 Eltis 城市流动观测站(www.eltis.org) 或者向 Eltis 的帮助桌面提交与资金
相关的问题。
向非欧盟成员国利益相关者提供资金与合作选择的计划由下列机构管理：

· 欧洲委员会：国际合作与发展(DG DEVCO)总司以及近邻和扩展谈判总司(DG NEAR)
· 欧洲投资银行(EIB)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此外，非欧盟方的利益相关者可参与一些特定的资助项目，例如“地平线 2020 计划”。

欧盟研究和革新框架计划：
地平线 2020 计划 47
“地平线 2020 计划”是欧盟最大型的创新研发计划，估计总投资接近 800 亿欧元，自 2014 年始，到
2020 年结束。它是“创新欧盟”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一个欧洲战略，旨在创建一个友好的创新环境
，使创新活动能更容易地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地平线 2020 计划的目的是支持来自研究和创新的经济
增长，重点放在 3 个支柱上：出色科学、工业的领导地位以及应对社会挑战。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确
保欧洲产生世界级的科学、扫除创新方面的障碍并使公私部门能团结协作进行创新”。
非欧盟国家的相关组织（包括公共或私人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也可参与“地平线 2020 计划”，但
它们需要先加入欧盟合作联盟。若是该计划的某些部分标明特别适于国际合作，那么财团被鼓励接
纳第三国合伙人。但是，来自第三国的参与者不一定总是能够自动符合提供资金的条件。如需了解
第三方国家参与计划的相关规定，请参考为非欧盟国家制定的《申请指南》48.如需寻求合作伙伴，可
联系合作伙伴调查机构，例如全国联络点或类似 CORDIS 等机构 49.有关城市流动的问题，也可以与
Eltis Helpdesk 50 联系。

47

See also: 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

48

See also: http://ec.europa.eu/research/participants/data/ref/h2020/grants_manual/hi/3cpart/h2020-hi-3cpart_en.pdf

49

还可访问：http://cordis.europa.eu/(CORDIS： 欧洲委员会的公众储存库和门户网站，传播有关欧盟资助的研究计划和研究结果的信息)。

50

还可访问：www.elt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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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
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EuropeAid51
DG Devco, 亦称为 EuropeAid, 其职能是制定欧盟的发展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援助。DG 在布鲁塞
尔的总部或欧盟的代表处及各办事处必须认真开展资助工作。52: 欧盟在伙伴国家的代表。欧盟代表
团和代表办事处(总共大约有 140 个)遍及全世界并按照下列地区分组：
·

·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例如：南非、马拉维、和塔西提岛）

·

中南亚

·

拉丁美洲

·

海湾地区

·

·欧盟邻国及其他非欧盟国家

EuropeAid 也在世界范围内主题公文和计划，例如核安全合作公文和迁移避难计划。依据年度行动计
划(AAPs)预留用于基于地区和国家的外部合作计划以及主题计划实施的资金。这些事项规定了目标
、干预的领域、期望的结果、管理程序和融资的总量。按年度给予的拨款通过年度拨款工作计划
(AWP)确定。EuropeAid 的“呼吁提议和获取之通知”网页 53 上列出了适合拨款支持的标题。

近邻和扩展谈判的总司(DG NEAR)54
除了其发展基金，欧盟还管理着“预加入协助公文” (IPA)，以金融和技术协助的形式支持“扩展国家”
内的改革 55。
对于其它邻国来说，有效期为 2014-2020 年的欧洲近邻公文(ENI) 是贯彻欧洲近邻政策(ENP)的主要
金融工具。ENI 向各个不同地区的 ENP 合伙人国家提供大部分的欧盟资金，包括交通工具。

2017 年 3 月

51

也可以参考以下网址：http://ec.europa.eu/europeaid/

52

还可访问://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area/geo_en

53

还可访问：https://webgate.ec.europa.eu/europeaid/online-services/

54

还可访问: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

55

还可访问：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instruments/overview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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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投资银行(EIB)56
EIB 主要通过贷款支持欧盟在其范围以外的活动。虽然主要是在欧盟范围内运作，银行贷款的 10%流
向了欧盟以外的计划项目。针对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活动授予了外部托管权，通过此种方式管理贷款
：
· 扩展的国家:
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内打算或已经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
·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
挪威, 冰岛,列支敦士登( 也是欧洲经济区的一部分)和瑞士
· 邻国:
与欧盟东部边境的南地中海流域相邻的国家(包括马格利布和中东各国)
· 中亚
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
· 发展和合作国家:
-

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例如：.南非、马拉维、和塔西提岛)

-

亚洲及拉丁美洲（ALA）：欧洲投资银行（EIB）目前根据 ALA 四号指令，对借款进行管理
（例如中国和巴西等国家）

对于亚洲及拉丁美洲的国家，EIB 将让其优先参与以下计划：
· 减缓及调节气候变化（例如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城市交通、以及其他能够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

的项目）
· 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开发，包括水和卫生；
· 本地私营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小中型企业的支持。

56

还可访问: http://www.ei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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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57
EBRD 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主要负责项目投资、开展政策对话、提供技术建议，致力于建立开放民
主的市场经济。银行主要投资于私营企业/商业公司并与之合作，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提供项目融
资， 包括新企业和投资。
EBRD 的所有权遍及 65 个国家和 2 个政府间机构：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为了推广它的目标，
EBRD 与政府、权力机构以及公民社会代表保持亲密的政治对话，并且与 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
除了欧盟的资金外，第三方国家和城市还有多种其它获得资金的可能性，比如可通过世界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组织获取。所有这些机构都针对城市流动或交通工具、可持续性以及
城市发展等相关主题实施了具体的计划。欲更多信息请访问这些组织的网站(见下列部分：详细信息
来源)。

57

2017 年 3 月

还可访问: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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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信息来源
欧盟总局（DG）
总司

[网

址]：

DG MOVE (交通运输)

ec.europa.eu/transport/

DG CLIMA (气候行动)

ec.europa.eu/clima/

DG DEVCO - 欧洲援助项目

ec.europa.eu/europeaid/

DG ENER (能源)

ec.europa.eu/energy/

DG ENV (环境)

ec.europa.eu/environment/index_en.htm

/DG NEAR (欧洲邻国政策及扩大讨论)

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

DG REGIO (地区及城市政策)

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

DG RTD – 欧盟创新研究资助方案

ec.europa.eu/research/

合作和资金的组织/计划
组织/计划

[网

址]：

cordis.europa.eu/
CORDIS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ebrd.com/

欧洲投资银行

eib.org/

Horizon2020

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

城市网络
组织

[网

址]：

欧洲交通周

mobilityweek.eu/

欧洲城市组织

eurocities.eu/

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

iclei.org/

城邦

polis-online.org/

欧盟城市交通门户网站
组织

主题

[网

國家<br>政府居住於同一法域的人群: 〈拉〉（羅馬
法)[（1)國家；政府 （2)居住於同一法域的人群]
城市交通示范项目（所有课题）

civitas.eu/

Eltis （城市交通机动性）

城市交通机动性（所有课题）案例分析、事实及数据

eltis.org/

天文台，观象台，观测站

欧盟法规及政策、课题研究及领域，欧盟资助项目
相关工具及资源、事件、论坛、帮助信息
可持续性城市交通机动性计划(SU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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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于可持续城市交通建设开发工具的平台
组织

主题

[网

ELA, 欧洲物流协会

物流：

elalog.eu/

EPOMM, 欧洲交通管理平台

交通机动性管理

epomm.eu/

欧洲骑行者协会

骑行

ecf.com/

欧洲停车协会(EPA)

停车场

europeanparking.eu/

欧洲行人协会联盟

行走：

pedestrians-europe.org/

UITP -推进公共交通

公交车

uitp.org/

欧洲城市便利设施法规

城市便利设施法规

urbanaccessregulation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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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欧盟的出版物
免费出版物:
•

1 份复印件：
通过欧盟的 Bookshop（书店）(http://bookshop.europa.eu) ;

•

不止一本书或海报/地图:
从欧盟的代表获取(http://ec.europa.eu/represent_en.htm)；
从非欧盟国家的代表团获取(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index_en.htm)；
通过联系欧洲的直接服务部门(http://europa.eu/europedirect/index_en.htm) 或者拨打电话 00 800 6 7 8 9 10 11 （欧盟
任何一个地方的免费电话） (*)。
(*) 本信息和大多数呼叫均免费（但某些运行方、电话亭或者酒店可能会向你收费）。

定价的出版物:
•

通过欧盟的书店(http://bookshop.europa.eu).

定价的出版物:
•

通过欧盟出版物办事处的销售代理人之一(http://publications.europa.eu/others/agent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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