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I V ITAS 行动计 划
C I V ITAS — 更加清洁优质的城
市 运输体系
通过实施、示范和评估一项宏伟的技术和政
策性综合措施，CIVITAS 行动计划帮助城市实
现更加可持续、清洁和高效节能的城市交通
体系。
城市交通阻塞、交通事故以及交通污染是
欧洲城市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交通和
运输事业是各个地方当局优先考虑的头等
大事。2000
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并推
出了 CIVITAS 行动计划——一个“得之于城
用之于城”城市的项目。
为了实现其目标，CIVITAS 示范城市对一整套
专门选定的、既适合各地情况又适合欧洲版
图的措施进行了试验，因为这些措施有望形
成可移植的知识，因而对所有的欧洲城市都
有好处。这些措施解决了运输供需双方的问
题。
示范城市的行动目标在于改善所有市民的生
活质量。参加活动的城市数量始终在不断
增加。目前，CIVITAS 社区内一共有 58 个
CIVITAS 示范城市和160 多个 CIVITAS 论坛网
络城市。

CIVITAS 在行动
综合战略的具体举措

		增加替代性燃料与清洁、节能
型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并不
断将其纳入城市运输系统；
激励高质量的以及创新节能型的
团体性旅客运输服务，包括与
其他运输方式的联运整合；
采取经济上的激励或约束措施、法规
措施（包括区域规划和空间规划）以
及远程服务措施落实需求管理战略；
		通过运输管理计划、营销、沟通、
教育以及资讯活动对出行行为以
及出行方式的选择施加影响；
		为所有用户开发出安全和可靠的道
路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输手段；
		引入有助于使用和/或拥有新型节
能型交通运输工具的运输服务和
较少依赖于汽车的生活方式；
		推广节能型货运后勤服务
和货物配送新理念；
		在交通管理与旅客支持服务中，
增加创新性交通运输远程信息
处理系统的使用，包括使用卫
星/GALILEO系统解决方案。

欧洲发现了 CIVITAS！这里出现的节选内容
反映了 CIVITAS 措施与活动的广泛性。请记
住，每一项措施都是一个综合方法的一部
分：所有相互依存的各项措施是在各城市实
现的。各组城市在各项目中是一起工作的，
以执行其广泛的任务，并开展科学评估。

ZAGREB

有轨电车能量回收
采用先进的节能型低地板有轨电车逐步取代
现有的车队，将刹车能量返回到电力供应网
络可以降低噪音，并进而提高服务质量，增
加乘客数量。

CIVITAS 示范城市

Porto

运输事务所
运输事务所提供各种各样的运输信息与售票
服务，并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同时负责营
销活动，并对将要实施的创新性运输服务提
供后勤支持（汽车共享俱乐部、自行车租用
系统与需求响应性运输（DRT）服务）。作
为项目的示范场所，运输事务所将可以传播
与当地事业机构和市民之间在出行行为变革
需求方面的争议。

BOLOGNA

道路定价政策
Bologna 市在智能交通系统（ITS）的支持下
实施了一项道路定价政策，以降低长期许可
请求（最高幅度达 10%）。

BRIGHTON 与 HOVE

AALBORG

个性化的出行计划
到 2012 年，将通过一个出行顾问团联系
15000 个家庭（每年 5000 家）。该措施提供
有针对性的信息来鼓励选择更有可持续性的
出行方案。

为定期往返者提供自动车通路
该市将为骑车者设计一条定期往返者通
道——一条连接市中心与大学的“自动车快
车道”。这包括交通信号方面的优先措施以
及专用的自动车通道，它将极大地缩短自动
车的出行时间，并增加 5% 的自动车使用率。
CIVITAS I ...................... 2002 – 2006

PERUGIA

CIVITAS II .................... 2005 – 2009

减少城市出行需求
Perugia 市将重新设计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公
共服务项目，以减少城市出行需求，同时还
将改进社交不便人群获取服务的便利性。

GENT

基于 IT 技术的自行车防盗措施
Gent 市为学生推出了一个自行车租用系统。
由于有许多此类自行车被偷，因此计划安装
一个防盗系统来定位被偷的自行车。这将使
租用自行车的重新定位率增加 10%，同时也
可以使租用自行车的使用率增加 5%。

CIVITAS Plus ......... 2008 – 2012
* 还涉及 CIVITAS I 或 CIVITAS II

D O N O S T I A – S A N SEBASTIAN

高质量的公共汽车通道
对于市内两条主要公共汽车通道来说，宏大
的 UNE-EN 13816 质量标准的实施将可以增
加 5% 的城市公共汽车乘客数量，这意味着比
2006 年要增加 100万乘客。

UTRECHT

商品取货点
为减少小汽车与货车进入市中心，Utrecht 致
力于在小汽车、火车或公交车易于到达的地
点建设消费品取货点。消费者可以在这些地
方取货，也可以在那里寄存货物。

CRAIOVA

清洁的公共运输车队
该市购买的 200 辆生态型公共汽车将可以满
足几乎整个Craiova 市的公共运输需求。通过
这项措施，该市有望最多增加 50% 的乘客数
量。另外，新公共汽车可以减少旧公共汽车
和私家车所致的污染物排放污染，让乘客感
到更加舒适和安全。

欲了解更多创新性的 CIVITAS 措施，
请访问网站：www.civitas.eu

相片：Nantes Métropole、Patrick Garcon

WWW.CIVITAS.EU
CIVITAS 互动

C I V ITAS 论坛网络

CIVITAS 网站上有与 CIVITAS 相关的新闻与
活动方面的信息。它对所有的 CIVITAS 项
目、CIVITAS 城市均提供了简介，并有 600 多
名 CIVITAS 内部工作人员的详细联络信息。
另外，还为您详细提供了 650 多条 CIVITAS
示范城市的创新性案例。请访问 CIVITAS 网
站，查询一些城市当前实施的可持续性城市
运输的创新性经验的原始范例。如果某些观
念适合您的城市，您可以联络该措施的相关
负责人员。

交 换网络
要加入由 160 多个先驱城市组成的欧洲城
市清洁运输社区网络，通过签署 CIVITAS 论
坛网络宣言，每一个欧洲城市都有机会成为
CIVITAS 论坛网络成员。
CIVITAS 论坛网络是一个活跃社区，目前有
160 多个会员城市。它是欧洲清洁城市运输
的先锋，正致力于宏伟的城市运输制度体系
的建设。通过将拥有共同目标的城市联合起
来，CIVITAS 可实现其同等群组教育目标，并
对各城市的可持续交通行动计划提供金融支
持。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与培训会议，各城
市可有机会激发灵感，并有助于积极交流知
识、经验，从而促进交通运输领域的改
革。CIVITAS
论坛网络成员可参加年度
CIVITAS 论坛网络会议。该会议可使欧洲及其
以外地区具有类似思想的同事与其他城市以
及欧洲事业机构进行对话。CIVITAS 论坛网络
城市的政治代表也可以成为 CIVITAS Political
Advisory Committee （PAC，政治顾问委员
会）的委员。PAC 由一群来自 CIVITAS 论坛
网络城市的非常活跃的政治人物组成。该委
员会可以政策优先的身份支持 CIVITAS 行动计
划，并向欧洲、欧洲各国以及各地方层次的
决策者，以及行业和交通运营商，以及其他
利益相关者发出有关声明。

请订阅 CIVITAS 新闻简讯，定期获取CIVITAS
行动计划相关信息：www.civitas.eu/newsletter

主要好处
		参加欧洲领先的城市交通领
域政治家以及专家平台
与欧洲范围内 160 多个城市
的同事分享经验和知识
从实施和评估 650 多项 CIVITAS 研究和示
范措施中获得知识和收益
		参加年度 CIVITAS 论坛网络会议
以及Civitas 行动计划组织的与城
市交通有关的许多其他活动
		参加与重要城市交通议题有关的
专题研讨会和相关培训活动
参加与欧洲事业机构的对话，帮助形
成未来的 EU RTD 和政策行动计划
		申请著名的 Civitas 年度奖项目；

联络及信息垂询
CIVITAS 秘书处：
c/o REC CEE –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dy Endre út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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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ARY
电子邮件：secretariat@civitas.eu
电话：+36 26 504 000
传真：+36 26 311 294
CIVITAS 行动计划：
European Commission,
CIVITAS Initiative
Directorate-General for Mobility and Transport
1049 Brussels
BELGIUM

出版单位：CIVITAS CATALIST — CIVITAS 行动计划之发行以及最
佳实务转移行动。设计单位：FGM-AMOR – Austrian Mobility
Research。所有照片皆由 CIVITAS 会员城市以及 CIVITAS GUARD
小组提供（另有说明者除外），并已得到许可用于本出版物。
欧洲委员会，或以欧洲委员会名义行事的任何人，均不会对使用
本出版物中所含信息的可能行为承担责任。本出版物所阐述的观
点尚未得到欧洲委员会采纳或得到其任何方式的认可，因此不能
作为欧洲委员会的观点陈述来加以信赖。
CIVITAS 行动计划由欧盟 RTD 框架计划的能源与运输子项目共同
资助。

宏伟的欧洲城市
清洁运输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