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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port

概述

本摘要涵盖哪些内容？ 
本摘要概述《奥克兰停车战略》草案(简称“《停车战略》草案”)的关键要素。 该文件的目的
是强调《停车战略》草案中大多数人可能感兴趣的部分。 如要查看完整的战略内容，请访问
AT�govt�nz/parkingstrategy。

谁拥有和管理奥克兰的停车位？

奥克兰市政府管理奥克兰的所有非街边公共
停车位。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AT)代表奥克兰
市政府管理部分此类停车位。 

例如：有关新建非街边公共停车楼的决定由
奥克兰市政府做出；停车楼建成后，交由奥克
兰交通委员会管理。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奥克兰所有街边
公共停车位。

私有停车位由私人业主(如房屋业主、企业主
以及拥有非街边停车楼的企业)管理。

公共停车位

由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

• 街边停车位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的非街边停车区和
停车楼(如：Victoria街停车场)

• 停车换乘

私有停车位

由私人业主管理

• 非街边住宅区停车位和商业停车位

• 私营公司拥有的非街边停车区和停车楼

我们需要停车位做什么？

停放小汽车 停放自行车 停放滑板车 停放摩托车 停放配送车 接送乘客 残疾人停车 公交车 
临时停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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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制定《停车战略》草案 什么是《停车战略》草案？ 
《停车战略》草案为奥克兰街边停车位和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的非街边停车位的规划、提供、

管理和取消提供指导原则和政策。 它有助于实现奥克兰的交通战略目标。

这一新战略取代《2015年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停车战略》。 《停车战略》草案的背景是中央和地
方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目的是响应和引导奥克兰的发展。 关键政策变化包括更加关注
土地集约化利用、鼓励使用私家车以外的方式出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和创建更安全的
交通系统。 

您如何参与讨论？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表意见：

在线调查：AT�govt�nz/parkingstrategy

联系我们，索取表格

电子邮箱：
parkingstrategy@at�govt�nz

在2022年5月15日(星期日)之前发表您的
意见。

想跟我们谈谈？
电话：(09) 355 3553 

电子邮箱：
parkingstrategy@at�govt�nz
与我们当面交谈： 
请访问AT�govt�nz/parkingstrategy， 
了解详情

2021年初至年中
• 发现停车问题和机遇
• 分析政策，确保战略

的一致性
• 奥克兰市政府规划委

员会举办研讨会

2021年7月至8月
• 地方委员会举办

研讨会
• 草拟“停车管理原则”

和“停车管理方法”

2021年9月至 
10月

• 根据地方委员会和规划
委员会的反馈做出修改

2021年11月初
• 规划委员会认可

“停车管理原则”和
“停车管理方法”

草案

2021年11月至 
12月

• 发布讨论文件，鼓励
奥克兰民众讨论有
关停车问题

• 制定政策

2022年1月至3月
• 参考反馈意见草拟

《停车战略》草案
• 获得奥克兰交通委员

会和规划委员会的许
可，征询对《停车战
略》草案的意见

2022年4月至6月
• 《停车战略》草案公众

意见征询
• 地方委员会在研究公

众反馈意见后，提交
反馈意见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根
据反馈意见做出适当
修改

2022年中 
• 向奥克兰市政府规划

委员会提交《停车战
略》终稿，以获其认可 

• 提交至奥克兰交通委
员会，以获其批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 我们将考虑您的反馈并结合反馈最终确定

《停车战略》。

• 我们将编制一份报告，概述收到的反馈、 
我们的最终决定和对《停车战略》的任何更
改。 如果您提供联系方式，那么我们将在
报告出来时通知您。

奥克兰停车战略摘要(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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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的交通系统

交通战略的目标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奥克兰市政府和新西兰
政府已就奥克兰交通系统的以下战略目标达
成一致意见。 

这些目标的确认，严重依赖私家车和不断拓
宽道路不是可持续或高效的奥克兰交通发展
之道。

提高交通系统的适应力和可持续性， 
大幅降低交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加快向奥克兰民众提供更优质的出行选择。 

更有效地连接人员、地点、货物和服务。 

打造安全交通系统，消除民众面临的安全
隐患。 

促进和支持发展

目前的交通系统
许多人问“目前关注小汽车的交通系统有什么问题？” 难道我们不能投入更多资金来改善人们
驾乘小汽车的出行吗？ 以下是对过度关注私家车出行的交通系统缺陷的一些见解。

修建更多道路无法解决拥堵问题，
可能会使情况更糟

• 随着我们拓宽道路，新增汽车出行量很快
就占用了新容量。

•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由于交通拥堵加剧，
人们会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避免开车，选
择替代路线，或使用小汽车以外的交通工
具出行。 当道路容量增加时，这些人中的
许多人又决定开始沿着这条路线开车，
因此新容量很快就会达到饱和。 新增交
通量也将把这种拥堵现象扩散到路网的
其他部分。

私家车基础设施需要更多空间
• 一条公交专用道的每小时运量是普通车道

的四倍以上，但需要的空间差不多。 从另
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希望一条路线的运
量为每小时8000人，那么我们可建造4条普
通车道，或者建造1条公交专用道。

• 如果交通基础设施需要更多土地，那么它
就会更加昂贵。 宽阔的道路还割裂社区，
占用可用于房屋、企业、娱乐活动、公园和
绿地的空间。

私家车出行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 奥克兰43%的碳排放来自私家车出行。

• 《奥克兰气候规划》设定到2030年将奥克兰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目标。

• 电动汽车将发挥很大作用，但让每个人都
使用电动汽车并不能解决以小汽车为中心
的交通网造成的其他问题。

从历史上看，奥克兰在公共交通、骑行
和步行方面的投资不足

• 这限制了奥克兰人的其他切实可行的选
择，并加重了对私家车的依赖。

• 由于许多地方的交通选择有限，无法驾
车的人在获得某些服务和机会方面受到
限制。

安全性降低，社区吸引力降低
• 奥克兰道路上的死亡和重伤人数太高了。 

我们亟需改变交通系统，让更多人采用更
安全的模式，以更安全的方式出行。

• 一般来说，道路和停车场繁忙会降低社区
的吸引力。

 ° 它们构成障碍，导致更难通过步行、骑车
或滑板车在社区中穿行。 例如：宽阔的
繁忙道路更难穿越。

 ° 它们占用本可用于花园、公园和其他绿
地的空间。

 ° 繁忙的道路产生噪音和污染。

奥克兰更分散的增长模式(城市扩张)
• 侧重私家车使用的交通系统助长开发远离

就业、零售和娱乐机会的地方。 这种“蔓延
式”增长占用了生产性农村土地，意味着对
交通系统的投资一定会扩散到更大的区
域。 例如：这意味着加大公交车运行密度
和维护更大道路网络的成本要高得多。

• 这也意味着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为了工
作和满足日常需求而长途驾车。

• 具有多种出行选择的交通系统鼓励在城镇
中心、就业中心和公共交通枢纽附近推进
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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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系统如何适应？
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投资的价值，那么我们需要在鼓励人们使用
这些出行选择的同时，支持更密集的土地开发方式来管理停车系统。 以下部分阐述：

当前停车管理实践产生的问题。 优化停车管理的好处。

当前停车管理实践产生的问题

停车位是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
积极影响，其中包括：

• 更容易获得工作、教育、娱乐和社交机会。

• 便于往返城镇中心和其他零售区。

• 货物配送和服务车辆停靠空间(装卸区)。

• 为残疾人出行需求(残疾人停车位)及无法
使用主动或公共交通的其他人改进交通
便利。

理想情况下， 停车场便于人们驾乘汽车到达
公共交通无法到达的地方，在交通系统中发
挥支持作用。 遗憾的是，奥克兰提供的充足
停车位导致了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

• 助长私家车的使用，因此目前的交通系统
存在上面概述的问题(请参阅“目前的交通
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例如：由于停车需
要空间，因此提供现场停车位的需求可能
会导致开发密度降低并导致城市扩张。

• 路边空间利用不足。 在许多地方，路边空
间的不同用途将为当地社区和广大公众带
来更多好处(请参阅下文“优化停车管理的
好处”)。

奥克兰的交通系统(续)

奥克兰交通网的发展方向
显然，我们需要更可持续、更环保、更高效的城市发展，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出行选择。 为实
现这一目标，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及其合作伙伴正在调整交通系统的用途；我们正在实施的一些
举措包括：

• 通过城市铁路、东部公交专用道、轻轨等项
目，对奥克兰的公共交通和快速交通网做
出持续重大投资，提高轨道交通和公交车
服务的密度，投放新的公交车服务。

• 改善奥克兰的骑行和滑行网络及相关设
施，包括在未来十年内交付超过200公里安
全骑行设施。

• 与主要增长地区协调交通投资，以改善那
里的出行选择。 这将支持更集约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改善切实可行的公共交通。 

• 实施我们的“零愿景安全系统”方法。 这包
括投资7亿新西兰元来解决交通网中的事
故多发区和其他高风险部分，以及车速的
全面管理计划。

• 不断改进公共交通、骑行和滑行网络的用
户体验方式，以及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凸显
转向更可持续出行模式的机会。 

• 对“拥堵”道路进行收费方案的调研有助于
解决整个交通网的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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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并减少通勤停车位
推出限时停车或付费停车措施可以：

• 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有助于确保有可
用的停车位。 这对城镇中心有利，因为能
增加一天中可以使用每个停车位的购物
人数。

• 抑制通勤者停车。 这或许可以减轻城镇中
心和居民区周边的停车压力，鼓励人们选
择可持续的交通模式。

降低交通项目的成本和施工时间
奥克兰民众表示，希望我们尽快完成。 优化
停车管理方法可以减少施工时间和成本。

如要将道路通道拓宽到现有边界之外，则需
要购买地块以及拆除房屋、建筑和企业。 这
不仅会扰乱人们的生活，而且会大幅增加项
目成本；此外，项目可能需要多年才能交付。

如果利用当前用于停车的现有路边空间，那
么我们能够避免购买地块和减少所需施工
量，从而节省时间和资金。 这意味着我们能
更快交付项目，并利用现有资金交付更多项
目(更好地利用公共资金)。

防止开发商将停车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为帮助解决城市无序扩张和低密度开发(城
市向外发展而不向上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家城市发展政策声明》指示奥克兰市政
府，取消将停车场作为新开发项目部分要求。 
这意味着，开发商可以自行决定提供多少现
场停车位。

目的是鼓励更集约的开发(如公寓楼)，帮助创
建更紧凑的城市，并减少停车位的私人提供
(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让更多人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步行和骑行)。 但是，这也确实可能导
致停车外溢到周边街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停车战略》草案建议，容
纳这些开发项目的“溢出”停车需求应该是
路边空间的最低优先级用途。 这意味着，带
来更多公共利益的活动可以优先使用路边
空间。

这些变动向开发商发出信号：它们不能简单
地将停车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考虑买房或租
房的人还需要考虑停车需求，因为奥克兰公
民将无法将车停在路边过夜(尤其是在第2级
和第3级停车管理地点 - 请参阅下文的“停车
管理方法概述”)。

停车系统如何适应？(续)

优化停车管理的好处

更好地利用空间
将空间转化成公共汽车/第3级/第2级/货运/
交通车道、骑行道和步行道：

• 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相同规模的空间运送
更多人员或货物。

• 既提高通往城镇和都市中心的道路客运能
力，也增加在城市中心可逗留的人数(这是
因为可进入城市中心的人数不会受可用停
车位的限制)。

• 为货运、交易人员和应急服务等行业留出
道路。

• 可以缩短出行时间，提高出行时间的
可靠性。

• 提高行人和骑车人等弱势群体的安全性。

转化环境空间，使更具吸引力、更宜人：

• 更多花园和绿化空间。

• 更宽的人行道。

• 更多的公共空间和街道设施，为人们提供
社交和休息的场所。

• 户外零售空间，如集市和户外餐饮场所。

• 更多的树木和植被，吸收二氧化碳并减少
大雨造成的洪水。

将空间转化成 装卸区或其他类型的停车
区，如残疾人、自行车或滑行车(如滑板车)
停车区：

• 更方便卡车司机和快递员为企业配送
货物。

• 改善残疾人的出行便利。

• 通过诸如自行车和滑板车等空间利用效率
更高、更环保的交通工具，改善出行便利
(即：人们可以轻松找到停放自行车或滑板
车的地方)。

奥克兰停车战略摘要(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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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战略》草案摘要
《停车战略》草案的核心要素如下：

停车原则
针对停车的战略方向

通知

指示

战略目标
交通系统总体指南

停车政策
有关如何管理停车系统的详细信息

有助于实现

符合

为了有助于实现交通战略目标，我们制定了
拟议的“停车管理方法概述”。 这种方法随后
纳入《停车原则和政策》。 

停车原则为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的停车管理方
法设定方向，停车政策提供关于如何管理地
面停车的更多细节。 每项停车政策均可与至
少一项停车原则相关联，我们管理地面停车
的方式应与《停车原则和政策》保持一致。 

例如：停车原则六 - 十概述奥克兰交通委员
会提出的停车管理分级方法，然后街边停车
政策提供有关如何在地面实施该方法的更多
细节。 我们在奥克兰任何地点的停车管理方
法将取决于该地点所处的停车管理层级，并
将与该地点的政策方向保持一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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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估了整个地区的交通和综合利用土地
情况，并将每个区域分为以下三个等级之一：

• 第3级 - 为变化做好高度准备

• 第2级 - 为变化做好中度准备

• 第1级 - 为变化做好低度准备

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们将与社区合
作，为所有第2级和第3级地点制定和实
施停车管理计划。

等级 市中心、都市中心 
(距市中心45分钟公共交
通车程的范围内)

捷运车站

第3级 - 将主动管理停车，并以优先考
虑/鼓励大多数出行采取小汽车以外
工具的方式管理。

等级 城镇中心、混合用途区、
联排房和公寓建筑、体育
馆、医院、高等教育机构

多条捷运交通网线路

第2级 - 鼓励转向可持续的通勤模式，
同时仍支持短时停车。

等级 混合房屋城区及密度 
更低的区域

多条联运线路或1条捷运
交通网线路，或少于

第1级 - 响应式管理停车(即：在出现
问题时响应)。

《停车战略》草案中的主要建议
以下是《停车战略》草案的一些关键要素的摘要，它涵盖我们认为人们最感兴趣的变化。  
以下部分涵盖以下内容：

• 停车管理方法概述

 ° 为奥克兰划分停车等级

 ° 有关战略交通网的停车位管理

• 停车原则

 ° 列出所有停车原则

• 停车政策

 ° 提供人们感兴趣的一些重要政策概述

 ° 概述这些政策的关键方面和影响

如想了解所有提议，请阅读完整文件(该文件在AT�govt�nz/parkingstrategy网址提供)。

停车管理方法概述
为奥克兰划分停车等级 
在制定本《停车战略》草案期间，一条关键反
馈意见是：我们在奥克兰各地的停车管理方
法不能完全相同，因为各地的交通选项不尽
相同。 因此，《停车战略》草案中的方法体现
每个地点的交通和土地利用特征。 这是一种
更公平的停车管理方法，并将确保停车干预
措施适合当地情况。

例如：在公共交通更便利、土地利用活动更集
约的地区，我们建议主动管理停车，优先考虑
/鼓励小汽车以外的出行方式。 “主动”是指我
们将开始与地方委员会及其社区合作，共同
制定符合本战略的停车管理计划。 这些计划
将在未来10年内制定和实施。

在公共交通不够便利、土地利用活动不太集
约的地区，我们建议采取响应式停车管理方
法。 “响应式”是指通常我们将在出现停车问
题(如停车需求高或安全问题)或地区交通和
土地利用特点发生变化时采取行动。 在这些
情况下，我们将确定最合适的停车管理响应
措施。

奥克兰停车战略摘要(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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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 停车管理等级

仅为概念，有待完善。 地图基于土地使用分区和2031年的规划公共
交通网。 停车管理取决于实际土地利用和交通网发展状况。 由于土
地利用和交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地区的停车管理等级也会变化。 
计划在未来10年内交付。

第3级 - 停车需求最高的地区实施主动停车管理
第2级 - 在预期需求的地区实施主动停车管理
第1级 - 在停车需求高或有安全问题的区域实施响应式停车管理

Warkworth和Wellsford

Silverdale和Whangaparāoa

Waiheke

Pukekohe



《停车战略》草案中的主要提议(续)

停车管理方法概述(续)
战略交通网
战略交通网由运送奥克兰各地民众和物资的
主要交通线路组成。 这主要指道路，但也包
括铁路线、公交车道及非路边骑行道。

战略交通网需要在可用空间内运送尽可能多
的人。 为了以对人们有吸引力且安全的方式
实现这一目标，将对许多道路进行用途调整
或改造，以提高公共交通的速度和密度，并为
自行车、滑行车和步行留出专用安全通道。 
同时，通过各种管理系统，尽可能提高机动车
辆的使用效率。 当前，我们提议在接下来10
年内改造战略交通网中约五分之一的道路。

我们有必要以及时且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
施道路改造。 将这些通道拓宽到现有边界之
外，需要大量购买土地，且往往涉及拆除房
屋、建筑和停业。 这不仅会扰乱人们的生活，
而且会显著增加项目成本；项目可能需要多
年才能交付使用。

通过利用当前用于停车的路边空间，我们无
需购买地块，且能减少所需施工量，从而节
省时间和资金。 这意味着我们能更快交付项
目，并利用现有资金交付更多项目。

为了确保这些结果，停车原则指出，停车在资
金 - 战略交通网的空间用途方面的优先级别
最低。 这意味着将通过调整停车场用途而不
是拓宽道路来为改善安全性或交通选择的项
目(例如建立公交专用道)提供空间。 奥克兰
交通委员会仍将就这些项目征求公众意见，
但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保留停车位。

奥克兰约15%的道路是战略交通网 
的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提议在接下来
10年内改造战略交通网中约20%的 
道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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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 战略交通网

该地图显示战略交通网：除特殊情况外，实施战略交通优先事项的项目中自动取消停
车位的原则在该网络中适用。 还确定目前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实施的更大型项目。 但是，
需要注意，并非所有项目均显示出来，因为有些项目仍处于早期规划过程。 例如：战略
交通网上大约60公里的安全骑行和滑行基础设施项目仍有待最终确定。 另请注意，随
着时间的推移，战略交通网会发生细微的变化。 使用地图的在线版本查看最新版本。 

Warkworth和Wellsford

Silverdale和Whangaparā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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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交通网(在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的道路上)
确定战略路网中在未来10年需要改善的路段 (将调整任何可用停车位的用途)



停车原则
指导我们如何处理未来十年停车管理的原则。

干道作用和干道上停车位作用的指导原则
一. 路网是宝贵的公共资产，需要妥善

管理以造福全体奥克兰民众。 因
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将提供
和管理停车位，以有助于实现：

• 《2021年政府陆路交通政策声明》

• 《奥克兰2050年规划》

• 奥克兰的交通战略目标

• 其他商定的战略规划文件、政策和工具(未
来联运、道路和街道框架等)。

二. 与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指示保持一
致，我们需要确保停车管理方式：

• 鼓励使用可持续且高效的出行模式，如公
共交通和骑行；

• 优先使用私家车以外的方式出行；

• 使路边空间可用于更有益的活动。

三. 路边空间通常按照如下
优先顺序分配用途：

1� 保障和改进使用交通系统出行者的安全。
2� 保留用地的便利(例如：保留现有用地的便

利，并满足车辆进出这些用地的需求)。

3� 支持民众的出行(例如：根据战略交通网分
配空间，以用于公共交通、骑行、步行、货运
和一般交通)。

4� 改善公共空间，如用于座椅、植被和树木、
户外餐饮区的公共空间。

5� 残疾人停车

6� 专用停车位，如装卸区、共享小汽车停车
位、自行车和滑行车停放位、摩托车停车位
和电动车停车位。

7� 普通车辆停车位

8� 普通车辆停车位，以满足2013年9月之后开
发项目的溢出停车需求。
可调换第3项和第4项的优先顺序，以反映
当地情况，例如：在战略交通网中民众出行
更重要；而在城镇中心等地点，强化当地环
境可能更重要。

四. 车辆停放是战略交通网中路边空间
的最低优先级用途，将自动进行用
途调整，为提高民众出行和货物流动
的项目提供空间，特殊情况除外。

五. 原则一 - 四的运用须与下面的
原则六 - 十三保持一致。

如何在奥克兰不同地点实施管理方法的指导原则
六. 奥克兰是个广阔多样的地区，公共交

通便利程度不一，土地利用形式多样。 
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停车实施方
法取决于各地点的交通和土地利用特
点及社区需求，并将据此予以调整。

七. 在高度做好变化准备(即：公共交
通便利、土地利用活动更集约)的
地区，我们将主动管理停车，优先
考虑/鼓励小汽车以外的出行方
式。 对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的停
车位提出一种广泛的管理方法。

八. 对中度做好变化准备的地区，我们
将重点鼓励民众转向可持续的通
勤工具，同时仍会支持短时停车。

九. 对于公共交通不够便利且土地
利用活动不太集约的地区，我
们会采取响应式停车管理方法
(即：问题出现时做出响应)。

十. 某个地区的停车管理方法将随着
公共交通和主动交通模式网络的
改进及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化(如：地
区土地利用活动加强)及时更新。

我们如何与社区共同实施停车管理方法的指导原则
十一. 如某些地区的停车管理和车位提供

可能发生大幅变化，我们会与社区和
地方委员会共同制定停车管理计划。

十二. 社区对变化的接受程度各异。 在制
定和实施影响停车位管理和提供
的项目时，我们将与社区合作。

十三. 但是，有关战略交通网的项目将得到区
别对待。 我们知道，根据原则四，为战
略交通网上的新项目取消停车位可能
会给车辆用户带来不便，并对可能有客
户使用停车位的一些企业产生影响。 

不过，我们认为，一般而言，改善交通网
的效能对整个奥克兰社区的好处可能
会超过这些个别利益 - 特殊情况可能除
外。 因此，这些项目的停车相关征询将
仅限于可能超过停车位取消效益的可能
特殊情况寻求反馈。

原则十三将有助于缓解奥克兰民众在被
问及对这些提议的预定要素有何看法时
的失望情绪。 这不是要剥夺公众反馈/意
见征询机会，而是以更诚实更直观的方
式管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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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停车管理计划
政策的关键方面和影响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通过制定《综合停车管
理计划》 来规划任何大规模(第2/3级)停车
变化。

• 只有在采用《综合停车管理计划》后，才会
对停车位实施重大变更，例如在第2级和第
3级区域。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与社区和相关地方委
员会协商制定《综合停车管理计划》。 《综
合停车管理计划》一经通过，无需进一步意
见征询即可实施。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为如何制定《综合停
车管理计划》构建框架。

• 调整有关战略交通网上停车道的用途不需
要《综合停车管理计划》。

关于战略交通网的停车管理
政策的关键方面

• 关于战略交通网设施，改进安全性和人员
流动是空间的优先用途，因为这些空间为
奥克兰民众带来最大效益。 

政策的影响

• 由于调整街边停车位用途(而不是拓宽道
路或不继续实施项目)可显著节省成本和
时间，战略交通网将推进这项工作，以支持
改善安全性或人员流动的项目，例如：公交
专用道。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仍将就这些项
目征求公众意见，但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
保留停车位。

停车费收入再投资
政策的关键方面和影响

• 停车收费将用于管理停车需求并帮助实
现交通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停车
收入)。

• 停车收入将用于支付停车管理活动的成
本。 剩余收入(支付费用后剩余的资金)将
重新投资于交通系统的改善。

分级停车管理系统 
政策的关键方面

有关分级停车管理系统的概述，请参阅奥克
兰停车级别的划分。 

政策的影响

• 下表概述每级停车管理的可能方法。 

• 采用哪些具体干预措施、何时何地采用这
些措施将通过制定《综合停车管理计划》
(见上文)来明确。

《停车战略》草案中的主要提议(续)

停车政策 
《停车政策》阐明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如何根据《停车原则》管理停车系统。 《停车战略》草案共

有25项政策；每项政策的标题列于附录1，但您需要查阅该策略才能完整阅读这些政策。

下面概述人们感兴趣的一些重要政策。 概述仅涵盖大多数人可能感兴趣的政策方面。

奥克兰停车战略摘要(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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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级 第2级 第3级

街边停车位

• 响应式停车管理。 这意味着： 
在出现停车问题(例如停车需
求高或安全问题)的地方，我们
会确定最合适的停车管理响应
措施，例如收费停车。

• 否则，停车位管理和提供基本
或完全不会变动。

• 主动停车管理。

• 重点减少通勤(如上下班和上
下学)目的的私家车使用。

• 维持或增加限时/短时停车(以
提高周转率)。

• 可能提高停车费。

• 重新分配一些停车位可能会改
善私家车以外的出行选择。

• 主动停车管理。

• 重点减少各类出行的私家车
使用。

• 提高停车费，增加限时停车位。

• 重新分配一些停车位可能会改
进私家车以外的出行选择。

非街边停车位

• 保留非街边停车位，作为缓解
街边停车压力的替代方案。

• 只有在有重大商业发展机会时
才重新开发。 在这些情况下，把
提供停车位设为开发条件的一
部分。

• 当使用率较高时，逐步将停车
形式转换为短时停车。

• 逐步提高长时停车价格。

• 优化停车位，确保85%使用率。

• 保留非街边停车位用于短时停
车，作为缓解街边停车压力的
替代方案

• 只有在显现商业发展机会的情
况下才重新开发。

• 逐步将所有长时停车转向短时
停车。

• 优化停车位，确保85%使用率。

• 根据市场价格提高长时停车
价格。

• 与市政府社区设施和地方委
员会合作，管理市政府社区设
施的非街边停车资源，特别是
避免在这些设施中转向长时
停车。

• 保留非街边停车位用于短时停
车，作为缓解街边停车压力的
替代方案。

• 积极寻找机会，改造非街边停
车设施。

• 将所有长时停车转变为短时
停车。

• 优化停车位，确保85%使用率。

• 根据市场价格提高短时停车
价格。

• 与市政府社区设施和地方委员
会合作，积极管理市政府社区
设施的非街边停车资源，特别
要避免在这些设施中转向长
时停车，并在需要时实施管理
措施。

停车政策(续)
停车换乘
政策的关键方面

• 在不提供本地公交发车密度频繁服务换乘
站和/或换乘站稀少的地方，改善公共交通
网(主要是捷运交通网)便利度，提供停车换
乘服务，以支持增长。

• 将对使用停车换乘设施收费并制定停车时
间，以确认使用这些设施的相关费用，并鼓
励以其他方式前往公共交通换乘站。 停车
费将每年更新，并在制定时考虑：

 ° 前往换乘站的公共交通费用和前往市中
心的公共交通费用；

 ° 停车换乘所处的停车等级；

 ° 停车需求，包括人们使用停车换乘停车
场(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周边
活动产生的需求。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鼓励和支持用于停车
换乘场所的再开发机会。 尽管如此，奥克
兰交通委员会还将提倡在仍有足够需求且
不太可能转换为其他交通模式的情况下保
留停车位。

• 任何额外的停车换乘场所或现有停车换乘
场所的扩展均必须位于不提供本地公交发
车密度频繁服务换乘站和/或换乘站稀少
的地方。 它们的合理性还需要通过商业案
例来证明。

政策的影响

•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在停车换乘场所实施
收费，以：

 ° 鼓励人们通过私家车以外的方式进入换
乘站；

 ° 不鼓励人们(即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
人)使用停车换乘设施参加周边活动；

 ° 体现提供和维护停车换乘设施的大笔
成本。

• 可能会缩小或取消一些停车换乘设施。 
只有满足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的条件，才会
建立新的停车换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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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政策(续)
停车多样性
政策的关键方面

为了与我们的交通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奥克
兰交通委员会将提供多样化的停车位(街边
和非街边停车)。 例如：优先考虑装卸区、残疾
人士停车位、乘客多的车辆、摩托车、自行车
和滑行车的空间。

政策的影响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城镇中心，一些普通停
车场可能会转换为其他类型的停车场或装
卸区。

残疾人士停车位
政策的关键方面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为残疾人士停车卡持有
者提供残疾人士停车位。 将以适当的比例提
供残疾人士停车位，为有这些需求的人提供
便利。

政策的影响

没有重大影响，类似于当前的做法。

住宅停车区
政策的关键方面和影响

• 确定某区域是否有资格成为住宅停车区的条件。

• 建立住宅停车区后，谁有资格获得住宅区停车许可证。

• 一旦中央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住宅区停车许可证的年度费用将上涨。

建立住宅停车区的条件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考虑住宅停车区：

• 在平均停车高峰期(一般为4小时)内，标的
区域的停车需求大于85%使用率；

• 在标的区域已有收费和限时停车位；

• 该区域位于第2级或第3级地点。

住宅停车许可证 - 资格条件

2013年9月30日之后获得许可的物业将不会
获得住宅区停车许可证。 住宅区停车证分配
的优先顺序为：

1� 没有非街边停车位的单一产权房屋或
1944年之前建造的没有非街边停车位的
公寓楼；

2� 有一个非街边停车位的单一产权房屋；

3� 所有其他房屋或联排公寓；

4� 公寓。

住宅区停车许可证的年度费用

• 目前，住宅区停车许可证的年度费用为70
新西兰元。 这个价格体现运行许可证系统
的管理成本，这是现行立法允许的最高收
费。 此费用不包括提供停车位的费用。

• 预计法规会发生变化，允许许可证收费体
现提供停车资源的更真实成本，例如考虑
管理成本、维护成本和停车位的市场价值
(即：如为一般付费停车位则带来的停车收
入跟现行收费之间的估计差额)。 当实施变
化后，许可证费用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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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停车战略》草案的完整政策清单
第1组
提供和方法
1� 停车规划

2� 停车位设计和交付

3� 公众参与停车

4� 停车位运营

5� 停车费收入再投资

第2组
街边和非街边
6� 街边停车位管理

7� 有关战略交通网的停车位管理

8� 非街边停车位管理

9� 停车换乘管理

10� 路边区空间分配

11� 停车多样性

第3组
特定车辆级别
12� 自行车和滑行车停放处

1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停车位

14� 电动车停车位

15� 拼车和共享汽车停车位

16� 公交/长途汽车停车位

17� 装卸区

18� 禁止停车区

19� 残疾人士停车位

第4组
具体情况
20� 临时更改

21� 学校周边停车位

22� 活动停车场

23� 市政府社区设施停车位

24� 住宅停车区和住宅停车许可证

25� 许可证、优惠券和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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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战略术语表 

术语 定义

《2050年奥克兰
规划》

这是奥克兰的长期空间规划，它列出奥克兰在人口增长、共同繁荣和环境恶化方面面
临的挑战，并体现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领域。
请参阅：aucklandcouncil�govt�nz/plans-projects-policiesreports-bylaws/our-
plans-strategies/auckland-plan/Pages/default�aspx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
(AT)

奥克兰市政府管理机构负责交通系统。

公交车临时停靠点 公交车在不使用时(通常是在等待开始下一趟服务时)停放的空间。 公交车临时停靠
点可能在路边或非路边。

骑行和滑行 用于统称自行车和滑行设备的术语(请参阅“滑行”)

综合停车管理计划
(CPMP)

这是针对特定区域的计划，考虑该区域随时间变化的土地使用和便利特征，并列出停
车管理要求。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有关定义请参阅新西兰交通运输局网站：https://www�nzta�govt�nz/
vehicles/vehicle-types/

频繁交通网(FTN) 这是公共交通服务的一种分类，定义为每周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7点频率至少为每
15分钟发车一次的服务，但没有优先措施(例如：公交专用道和信号优先)

未来联运 “未来联运”是奥克兰交通系统的长期网络计划。 它确定交通网中的最重要部分以及
最关键的问题和机会。 这有助于我们制定为期10年的投资计划，即《区域陆路交通计
划(RLTP)》。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at�govt�nz/about-us/transport-plans-strategies/future-
connect-auckland-transports-network-plan/

《2021年政府 
陆路交通政策声明》

它阐述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如何优先考虑的交通投资。 请参阅：transport�govt�nz/
area-ofinterest/strategy-and-direction/government-policy-statement-on-land-
transport/

绿地 以前没有提出进行重大开发的地区，例如农地。

装卸区 车辆可以停靠卸货或让人员下车的道路区域(通常是路边)。

轻便出行 是指以通常低于25公里/小时的速度运行并由用户亲自操控的一系列小型轻便工具。 
轻便出行设备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电动滑板、共享自行车和电动踏
板辅助自行车(此处为不完全列举)。

残疾人停车 为出示残疾人士许可证的车辆预留的停车位。

术语 定义

摩托车 有关车辆类型定义，请参阅新西兰交通运输局网站：https://www�nzta�govt�nz/
vehicles/vehicle-types/

《2020年国家城市 
发展政策声明》

《国家城市发展政策声明》 (NPS-UD) 为整个新西兰的城市发展政策和规则设定方
向。 它旨在确保新西兰的城镇和城市运转良好，能够满足我们多元化社区不断变化
的需求。
更多信息，请参阅：hud�govt�nz/urban-development/national-policy-statement-
on-urban-development/

停车换乘 这些是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的非街边停车区域，位于主要公共交通枢纽(如火车
站、轮渡站和汽车站)附近。 客户停好车辆，然后转乘公共交通工具。 

非街边停车位 这是在非街边(例如在停车楼或其他非街边停车区)可用的停车位。 公共非街边停车
位通常归奥克兰市政府所有，通常由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 停车换乘是非街边停
车的一种形式。 如要了解私人非街边停车位，请参阅现场停车位。 一些私人非街边停
车位专供客户使用，有时专供停车客户使用。

街边停车位 这是道路上可用的停车位，通常在路边区域内。 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奥克兰的所
有街边公共停车位。

现场停车场 是指与土地使用相关的停车位，有时称为“辅助停车位”。

停车 是指各类交通工具的临时存放(短期或长期)，包括现场停车、非街边停车和街边停车。 
但是，本文件中概述的停车管理方法涉及由奥克兰交通委员会管理的街边和非街边
停车位。 

停车 - 付费 这是指使用停车位时需要付费。 费用通常会随着车辆占用停车位的时间增加而
增加。

停车 - 停车区 -  
适用停车限制

停车区可用于指示更广泛区域的停车规则，并在每个区的起点和终点设有路标。  
线性(路边)停车规则可能适用并优先于停车区规则。 

停车 - 限时 这是关于车辆可以占用停车位多长时间的限制。 时间限制以分钟表示，通常是以下
持续时间之一 - P5、P10、P30、P60、P120、P180、P240。

停车 - 无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停车位的使用没有时间限制，不收费，也没有车辆类型限制。

停车管理 是指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如何管理其辖区内的停车位。 它涵盖新停车位的提供、停车
位的取消和现有停车位的管理(如改变某地点的停车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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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战略术语表(续)

术语 定义

政策(停车) 这些政策阐明奥克兰交通委员会将如何管理停车系统，以符合停车原则并有助于实
现战略目标。 《停车战略》中包括停车的关键政策，其他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包括奥克
兰交通委员会的停车费用调整政策。

原则(停车) 这些原则指导我们未来十年的停车管理方法，并提供我们的停车做法全面总结。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是奥克兰交通委员会提供的公交车、轨道交通、轮渡和按需提供的服务。 

为变化做好准备 对社区/地区是否准备好以更高效、可持续的交通模式取代私家车出行的评估。 通常，
这体现其他交通模式的便利以及减少私家车出行需求的当地服务的可用性。 

《区域陆路交通计划》
(RLTP)

这是奥克兰交通网的十年投资计划。 它详细介绍奥克兰交通委员会、新西兰交通运
输局和新西兰铁路局的投资区域，通过提出特定交通项目的10年投资计划，以应对本
地区的交通挑战。
请参阅：at�govt�nz/about-us/transportplans-strategies/regional-land-transport-
plan/

住宅区停车许可证
(RPP)

请参阅“住宅停车区”(RPZ)。

住宅停车区(RPZ) 这是有许可证制度的停车区，允许持有住宅停车许可证的人免受其他停车措施的管
理。 住宅停车区旨在有助于平衡路边停车的竞争性需求。 居民要符合资格要求才能
获得住宅区停车许可证，每个区域内可用的许可证总数有上限，还有获得许可证的优
先条件。 许可证必须每年更新。 住宅区停车许可证不保证有停车位。
如需更多地了解住宅停车区和住宅区停车许可证，请访问：https://at�govt�nz/
driving-parking/parking-permits/resident-parking-permits/

响应式停车管理 这是指在出现停车问题(例如停车需求高或安全问题)的地方，奥克兰交通委员会会决
定最合适的停车管理响应措施。

捷运交通网(RTN) 这是公共交通服务的一种分类，定义为沿着与一般交通分开的通道，提供快速、频繁、
高容量的公共交通服务。

战略目标 指导奥克兰交通系统管理和投资的战略目标。

战略交通网(STN) 战略交通网由连接奥克兰各地民众的主要交通线路组成。 这主要指道路，但也包括
铁路线、公交车道及非路边骑行道。

术语 定义

新西兰政府的减排计
划草案和奥克兰的气
候方案

这些表明需要对我们的出行方法和出行方式做出重大改变。 特别是需要从汽油和柴
油车转向其他低排放的出行工具。 
请参阅：mpi�govt�nz/consultations/emissions-reduction-plan/
aucklandcouncil�govt�nz/plans-projects-policiesreports-bylaws/our-plans-
strategies/Pages/te-taruke-a-tawhiri-ACP�aspx)

道路和街道框架
(RASF)

这用于为道路或街道的任何开发设计提供信息。 该框架是一项重要工具，帮助我们
理解道路空间可能如何分配，以满足周边土地利用的需求和涵盖，以及民众出行、货
物运送和服务连通需求。 
请参阅：at�govt�nz/about-us/transport-plans-strategies/roads-and-streets-
framework/

交通系统 是指作为整体的更广泛交通系统，包括奥克兰市域的所有交通方式，例如：公路、汽
车、轨道交通、公交车、公交专用道、轮渡、出租车、货运、人行道、滑板车、自行车和自
行车道。

出行选择 是指人们有安全高效地出行奥克兰的多个(理想情况下是一系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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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i.govt.nz/consultations/emissions-reduction-plan/
http://aucklandcouncil.govt.nz/plans-projects-policiesreports-bylaws/our-plans-strategies/Pages/te-taruke-a-tawhiri-ACP.aspx
http://aucklandcouncil.govt.nz/plans-projects-policiesreports-bylaws/our-plans-strategies/Pages/te-taruke-a-tawhiri-AC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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