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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巴塞罗那扩展区（l’Eixample）的网格式街区规划在城市规划史上

具有深远的影响，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典范 [1]。伊尔德方斯·塞尔达

（Ildefons Cerdà）的方格网化街区规划奠定了巴塞罗那的城市格局，并

塑造了独特的城市特色。今天的欧洲没有其他城市能像巴塞罗那一样具

有如此独特的个性并影响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巴塞罗那具有悠久的街

区公共空间复兴历史，从采取“针灸法”的街区内部空间复兴 [2-4]，到现

在的“大街区”（superblock，加泰罗尼亚语为 superilles）规划革新，不断

塑造和增强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巴塞罗那实施的城市“大街区”规划革

新，旨在把城市街区道路空间归还给行人，通过减少人们对私家车的依

赖和使用降低环境污染，创造更绿色、更干净和更加适于步行的街区城市。

巴塞罗那的“大街区”规划方案得到西方国家的好评，并被法国巴黎和

美国曼哈顿等西方城市所借鉴 [5]。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

封闭住宅小区”。在我国当前推广街区制的政策背景下，探究巴塞罗那“大

街区”规划方案革新的理念、内容和实施机制，将对我国街区规划和建

设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的背景

1.1  赛尔达的街区制规划
赛尔达的街区制规划实施于 1859 年，国内有众多的研究对其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6,7]。规划采取方型网格化的街区布局模式。利用几何直线网格

道路布置了 550 个街区，每个街区仅两面或三面建设，进深 20 m，建筑限

高 16 m。规划人口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街区，并享有街区中心绿化，体现了

平等和平民主义的规划思想。赛尔达的街区规划塑造了城市高密度的居住

用地模式 [6]。现今，巴塞罗那城市人口密度达到 1.58 万人 /km2，在扩展区

更高达 3.6 万人 /km2，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巴塞罗那城市“小

街区、密路网”的布置，使得城市道路密度达到 11.2 km/km2，是欧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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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远高于我国的北京（6.3 km/km2）、上

海（6.7 km/km2）、深圳（5.7 km/km2）和武汉（9.8 km/km2）

等各大城市。总体上，巴塞罗那的城市发展要比世界上其他

同等规模的城市更为合理，具有更好的交通状况、建筑自然

采光、通风和卫生条件 [8]。

1.2  巴塞罗那街区制产生的问题
塞尔达的街区规划没有预想到的是 20 世纪中叶汽车时代

的来临。汽车的大量使用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以汽车为

导向的城市出行在 20 世纪后半叶侵占了大量的城市道路和空

间，减少了行人对城市道路的使用 [9]。巴塞罗那居民现有机

动车保有量为 190 万辆。城市机动车密度达到 6 100 辆 /km2 ；

远高于欧洲其他城市，如巴黎和柏林仅为 1 500 辆 /km2[10]，

而北京的这一数据为 3 800 辆 /km2[11]。虽然巴塞罗那四通八

达的街区网格道路设置相对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保障

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汽车出行需求，然而机动车的大量使用带

来了众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外部性问题（图 1）。

1.2.1  空气污染严重

空气污染是巴塞罗那街区居住模式的最大问题。机动

车使用带来的 NO2 和 PM10 排放，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

生活质量。从 2005 年开始，巴塞罗那在城市各处共设立了

10 个 PM10 和 8 个 NO2 浓度监测站，其中有 4 个监测站位

于巴塞罗那扩展区。2005—2015 年，巴塞罗那扩展区 NO2

浓度连续多年居高不下，多个站点监测数据年均浓度一直

超过 40 μg/m3 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排放标准。可吸

入颗粒物 PM10 的浓度虽然在政府的各项措施治理下，近年

来下降趋势明显，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达到欧盟设定的

40 μg/m3 的空气质量标准，更是远高于 WHO 设定的年平均

20 μg/m3 的标准。根据测算，如果能把空气颗粒污染物减少

到 WHO 的标准，巴塞罗那每年将减少 3 500 例的过早死亡，

并增加人均寿命 14 个月时长 [12]。

1.2.2  环境噪音严重

机动车大量地穿越街区道路带来了严重的噪音污染。在

一天的噪音分布中，56.5% 的居民生活在噪声高于 65 分贝

的危害区，31.9% 的居民生活在 55~65 分贝的噪音区间，仅

有 11.7% 的居民生活在低于 55 分贝的声舒适环境中。其中，

43.3% 的人口在深夜暴露在超过 55 分贝的噪音危害区 [13]。

噪音污染影响了街区居住的舒适性，促使部分市民迁出巴塞

罗那扩展区，到郊区居住。

1.2.3  机动车对城市慢行系统的侵蚀

机动车道路的密布同时带来交通公平问题。巴塞罗那私

家车出行仅占城市每天总出行量的 14%，却或直接（道路

的使用）或间接（停车）地占用了超过 65% 的城市公共空 

间 [14]。街区道路空间为私家车所大量使用的同时，也对行人

使用该空间带来安全隐患。最直接的体现是城市交通事故率。

在 2012 年，巴塞罗那 57.4% 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城市内部道

路上。在城市内部道路交通事故致死事件中，受害者多为行

人，占总量的 50.3%[15]。巴塞罗那从未出现在世界上最适于

步行的城市列表中。虽然拥有大量的步行道路，却常被停放

的摩托车、临街咖啡店和街区道路红绿灯所打断，难以形成

连续的步行路径。私家车停车也占用了大量的道路资源。在

狭窄的街区道路两旁停放的私家车，不仅侵占了道路空间，

同时也遮蔽行人开敞的视线，产生视觉污染。

1.2.4  交通拥堵和道路资源闲置

交通拥堵几乎是中大型城市的通病。虽然巴塞罗那拥有

高密度的街区道路，起到毛细血管的功能，有利于分散局部

性交通流量，但是在城市长距离的交通出行中，分散的交通

流量仍然汇集到有限的几条主干道上。在主干道交通流量达

到饱和时，尤其在通勤的高峰期，仍然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

拥堵。巴塞罗那的交通拥堵路段主要分布在扩展区中心区和

部分城市环路上。总体上，城市从内陆向沿海纵向走向的道

路比较通畅，而东西横向走向的道路较为拥堵。此外，巴塞

罗那 82% 的交通流量主要聚集在 27.5% 的道路上，其余的

道路多出现闲置现象 [16]。

2  大街区规划理念、特征和实施措施

2.1  大街区规划理念和方案
受 20世纪 60年代的荷兰“生活化道路”方案的影响 [17]，

巴塞罗那大街区的规划理念最早在 1987 年提出，并在此后

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大街区的规划理念可概括为：（1）通过

减缓机动车的道路通行速度，鼓励道路空间的新用途（如休

闲、交往等），以复兴道路公共空间 ；（2）整合和优化公共
图 1  巴塞罗那“密路网”的消极外部性及衍生的恶性循环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NOx
PM10



100  2018 Vol.33, No.3

规划研究 

汽车和慢行系统的衔接，提倡自行车和步行出行，同时重新

安排大街区的货运交通，减少交通噪音和排放，创造更可持

续的城市交通；（3）改善道路绿化，增加微型绿地以吸引鸟

类栖息，通过增加街区绿化来串联分散的绿地，形成绿色廊

道，增强生物多样性和城市生态；（4）增强公共服务设施的

步行可达性，推动街区生产性活动，创造就业岗位和促进社

会融合。

结合大街区规划理念，在大街区的规划方案设计上，把

9 个相邻的传统街区单元组成一个面积一般为 400 m400 m

大小、居住人口在 5 000 ~ 6 000 人之间的交通管制区（图 2）。
大街区内部道路禁止公众汽车通行，仅允许街区居民的汽车

和消防、救护车等服务性车辆出入，并限制汽车的通行速度

（小于 10 km/h）和直线穿行。通过交通管制，最大限度地

减少汽车对大街区内部道路的使用。

“大街区”规划方案是新城市主义理念的体现。简·雅

各布斯（Jane Jacobs）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起了关于城市权

（right to the city）的行动，对城市街区公共空间的消亡进行

了强烈的批判，倡导把城市道路空间重新归还给市民 , 让街

道充满生活气息 [18]。在此后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一个

重要的理念主张是建设以公共空间功能为主的宜居街道。巴

图 2  大街区规划方案
资料来源：http://www.bcnecologia.net/

城市道路（车速 50 km/h） 大街区内部道路（车速 10 km/h）
400 m400 m

塞罗那实施大街区建设后，城市道路得到重生，恢复了活力。

大街区规划方案同时也是对塞尔达的“联系与分隔”规

划理念的传承与发展。联系与分隔是市民公共生活的两个重

要元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在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之间实现

平衡。赛尔达运用这种二元法对巴塞罗那扩展区的街区进行

了设计，形成街区单元建筑用地面积和街区内部绿地面积的

50% : 50% 划分。因此，市民在保障私有生活空间的同时又

可以无距离地享受绿色。联系与分隔实际上大量应用于住宅

功能设计上，如客厅、餐厅和厨房等用于联系和交流，而卧

室、厕所和书房等则采取分隔的形式营造私人空间。如果缺

乏这种联系和分隔的二元安排，人们的生活就很容易产生矛

盾和摩擦。大街区的规划方案正是分隔与联系二元法的实践

运用。内部道路限制汽车通行速度和流量，通过分隔营造舒

适的公共空间，外部道路则用于联系城市，服务城市交通。

2.2  大街区与传统街区、封闭社区的区别
大街区的理念常常被误解为当前流行的封闭社区居住模

式，实际上，大街区概念有别于传统小街区和封闭社区的概

念（表 1）。大街区具有用地规模适中、功能混合、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大和步行性强等特点。

大街区方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步行性的设计和强化 

（图 3）。封闭社区由于围墙的存在，公众的穿行常常需要

绕过围墙。相比封闭式社区，行人在传统街区的步行虽然没

有围墙的阻碍，可以直行，但是由于街区规模小，街区之间

的红绿灯多且等待时间长，减少了步行的流畅性、便利性和

现状 大街区

表 1  大街区与传统街区、封闭社区的对比

模式维度 “大街区”方案 传统街区 封闭社区

面积大小 400 m×400 m 60 m×60 m~120 m×120 m 规模偏大，规模最大至 1.5 km×2.5 km

汽车可进入性和步

行性

人车共存，汽车限行和限速（10 km/h），

街道以人的公共活动为主，可步行性强

人车混行，汽车可进入性强，街道空间以交通

功能为主，人与汽车常常争夺有限的路面资源，

安全系数低，可步行性一般

公众车辆通行受限，仅业主车辆可通行，一般限

速（30 km/h）；人车分离，但社区尺度过大，不

适宜步行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共享范围大（面向公众开放） 半共享（共享范围小，单个街区内部共享） 独享（俱乐部物品，业主之间共享）

用地功能 地块规模适中，用地功能混合，适于混

合开发

地块小、功能单一，经济效益差，地块运营成

本高

地块规模大，用地功能较单一，社区各自为政，

与外界联系弱

典型案例 维拉格拉西亚（Vila de Gràcia）大街区 巴塞罗那扩展区街区 广州祈福新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不同居住模式的步行通过性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封闭社区 传统街区 大街区

A
A A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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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大街区方案保障了步行的流畅性和安全性，规避了

上述问题。在时间上，直行穿越大街区要比穿行 3 个传统街

区节省约 15% 的时间。同时由于大街区内部道路对机动车

限行限速，步行更舒适和安全。

2.3  大街区规划的实施措施
考虑到大街区规划变革的实施难度，巴塞罗那对大街区

规划采取了先试点，后逐步推广的实施措施。在大街区规划

理念提出后，于 2003 年在维拉格拉西亚（Vila de Gràcia）

进行了第一个大街区实施试点。此后，在巴塞罗那交通规划

（2006—2012）期间，规划了 4 个大街区进行第二阶段的试

点推广。到巴塞罗那交通规划（2013—2018）实施期间，提

出到规划期末在全市范围的覆盖实施。

为了顺利推进大街区规划，一方面，巴塞罗那市政府

广泛吸纳公众意见，通过工作坊、邀请居民体验试点大街区、

设立醒目的标志等方式，促进市民的广泛参与，从而减少规

划推广实施的阻力。另一方面注重多方的合作。为了整体推

进大街区的建设，大街区规划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交通规

划中，而是与其他一系列的规划进行了衔接和落实，如《巴

塞罗那气候规划》《巴塞罗那绿化与生态多样性规划 2020》
以及各个区的部门规划等。此外，配套有一系列的交通安

宁措施，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公共交通网络 ；实施

蓝色（计费停车区）和绿色（步行区）交通管制区、机动

车限速区（30 km/h）、无汽车日等。通过这些交通安宁措

施的实施，培养人们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习惯，减少其

对私家车的依赖。

3  大街区规划的主要内容

3.1  以大街区为单元重构城市空间肌理
巴塞罗那以大街区为基本单元对城市空间肌理进行了新

的组织和梳理，全市共规划了约 500 个大街区，规划后城市

路网由密变疏（图 4）。结合大街区总体规划，巴塞罗那对

全市的公交路线进行了新的组织和布局。新的公交路网采取

纵横直线路网垂直正交的组织形式，通过截弯取直优化公交

路线，最大程度提高了公交车出行的速度和效率。在公交站

点规划上，遵循 300 m 步行可达的原则在大街区周边进行布

点，并要求邻近地铁站点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接。

在赛尔达的街区规划中，街区道路十字交叉处设计有 4
个 45 度转角的交叉口，面积普遍较大。如巴塞罗那拓展区

的一个道路交叉口（Cruïlla de l’Eixample）面积为 1 916 m2，

约等于巴塞罗那时钟广场（Plaça de Vila de Gràcia）的面积

（2 035 m2）[19]。实施大街区规划方案后，这些街区道路

交叉口可以转换为小型市民广场，活化利用道路十字交叉

口。通过大街区总体规划方案，可转换 120 个十字路口（共

23 hm2 用地）为小型广场，以及转换 60% 的道路空间为市

民公共活动空间，行人道路总面积由原来的 74.5 hm2 增加到

750 hm2。

3.2  优化大街区内外的衔接
大街区规划方案注重人流、物流和公共空间的等级分层

和内外衔接。在人流分层和衔接上，城市道路通过大街区方

案形成等级划分。大街区外部道路服务于城市公共交通，承

载主要的城市交通流量；内部道路则转换为市民的公共活动

空间，通过步行和自行车出行衔接外部交通（图 5）。在物

流分层和衔接上，通过技术手段设置垂直停车服务和货物集

中转运点（图 6）。大宗货物通过大街区设置的集中货物集

散点进行转运，实现大街区内外物流的分层和连接。大街区

内部的货物疏散则采取小型电动汽车实现，减少了汽车的排

放和能耗。在公共空间分层上，通过增加经济活动、公共设

施、绿化和信息化等丰富的元素，增加大街区的多样性和魅

力，营造分层次的、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吸引市民使用大街

区内部空间，促进街区的交往和社会融合（图 7）。

3.3  构建大街区规划指标体系
为了促进大街区的建设，巴塞罗那市政府制定了大街区

规划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公共空间和宜居性、大

街区交通、绿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三大内容，共 17 项指标（表

2）。设计了修正紧凑度、公共空间居住指数、可代替性公共

交通设施覆盖率、绿地可达指数等指标，以增强城市的步行

功能。修正紧凑度用于平衡建筑空间与开放空间之间的关系，

保障人们对休闲娱乐、户外活动和交往等的需要。公共空间

居住指数是对公共空间进行的综合评价，旨在创造有吸引力、

图 4  大街区总体规划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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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的、安全的和舒适的公共空间，增强市民对街道空间

的积极感受。公共空间居住指数包括人体工程学指标（EI）、

生理指标（PI）和心理吸引指标（AI）等三大内容。人体工

程学指标由行人专用道路空间比例、街道可达性比例、开敞

道路比率共同构成。开敞道路比率为街道两侧建筑高度与间

距之比小于 2 的街道长度占街道总长度的比例。生理指标包

括热舒适度、空气质量达标率、声环境舒适人口比例等三项

内容。心理吸引指标由街道空间活动的密度、活动的多样性

指数、城市绿色的视觉感知量构成。街道空间活动多样性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

活动多样性指数 = _    Σni=1
pilog2 

pi
其中，pi 为活动发生的概率，n 为不同类型活动的数量，

计算单位为 Bits（比特），一个规划单元的面积以 200 m×200 m

计算，计算结果一般在 0~7 之间，7 表示城市肌理最复杂和最

图 5  大街区内外道路功能剖面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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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街区内外的服务设施剖面
资料来源：同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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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活力。

城市绿色的视觉感知量为街道树木的体量与街道视域体

量之比，其中，

街道树木的体量 =[4/3×π×r3] ；街道视域体量 = 街道

长×宽×( 高×8)。

可替代性公共交通设施覆盖率增加市民出行的公共交

通多样化选择，以减少公众对私家车的依赖和使用。设置公

共交通设施需同时满足三种类型的交通可达：（1）公交站点

300 m 范围内可达（5 分钟步行距离）； （2）地铁和城轨等公

共交通设施 500 m 范围内可达 ；（3）自行车道 300 m 范围内

可达。

绿地可达指数旨在构建满足居民对绿色空间的休憩需

求，提供城市绿色生态服务。绿地的规划设置需同时满足三

种类型的可达：（1）不小于 1 hm2，小于 3.5 hm2 的绿地，要

求 300 m 可达；（2）不小于 3.5 hm2，小于 10 hm2 的绿色，

要求 750 m 可达；(3) 不小于 10 hm2 的绿地，要求 4 km 可达。

4  对我国的启示

巴塞罗那具有悠久的城市街区公共空间复兴历史，从采

取街区内部空间复兴的“针灸法”，到现在的大街区规划方

案，关注点从街区内部转向街区外部，从点状空间转为面状

空间塑造，不断增强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虽然巴塞罗那的大

街区规划方案仍然在全面推进实施阶段，但是其规划方案和

理念对我国推广实施街区制规划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其启

示如下。

4.1  行人优先，以人为本的大街区规划
巴塞罗那的街区制规划经历了从“小街区、密路网”到

“大街区、疏路网”的思路转变，目的是应对传统小街区密路

网模式由于机动车穿行带来的如空气污染、噪音超标、道路安

全隐患、街区活力不足等问题。大街区规划方案倡导行人优先、

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设置交通管制区，对街区道路交通进行

流量限制和速度限制，从而转变街区道路的使用功能，把道路

归还给行人。巴塞罗那的大街区规划理念提供了应对街区制消

极外部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使道

路空间重新恢复活力，实现了人车和谐共存。

大街区规划方案不仅对我国开放封闭小区起到很好的借

鉴价值，而且对我国推广街区制规划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首先，在开放封闭小区的围墙方面，可以考虑改变完全封闭

的围墙为可渗透的围墙，限制公众汽车的出入和内部交通的

速度，把道路空间归还给行人，营造安全、舒适的行人空间，

促进人们的交流和社会联系。通过营造充满活力的居住区公

表 2  大街区规划指标体系

内容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最低标准 规划标准

公共空

间和宜

居性

住房密度 居住单元数量 / 规划单元面积 ≥ 80 套 /hm2 ≥ 100 套 /hm2

修正紧凑度 建筑体积（m3）/ 休憩空间面积（m2）
修正紧凑度处于 10~50 m 的

区域占规划区面积的 50%

修正紧凑度处于 10~50 m 的

区域占规划区面积的 75%

人均休憩面积 休憩空间面积 / 人口数量 ≥ 10 m2/ 人 ≥ 20 m2/ 人

声舒适人口比例 生活在小于 65 dB 噪音区的人口 / 总人口 ≥ 75% 100%

空气质量达标率 生活在 NO2 排放小于 40 μg / m3 的人口 / 规划单元总人口 ≥ 75% 100%

热舒适度 [ 夏天热舒适时长大于 50% 的道路长度 / 总的道路长度 ]×100 ≥ 50% ≥ 80%

街道可达性比例 设有不小于 1.8 m 宽的人行道的道路长度 / 街道总长度 ≥ 50% ≥ 75%

行人专用道路空间比例
供行人使用的街道宽度与总宽度之比不小于 60% 的道路长 

度 / 总道路长度
≥ 50% ≥ 75%

公共空间居住指数 公共空间居住指数 =∑EI+∑PI+∑AI 50% 的街道路段不小于 30 75% 的街道路段不小于 30

大街区

交通

道路禁停比例 [ 禁止停车的路面面积 / 总的路面面积 ]×100 ≥ 80% ≥ 90%

机动车路面占有率 机动车专用路面面积 / 道路路面总面积 <40% <25%

可代替性公共交通设施

覆盖率

[ 具有满足条件的三种公共交通可代替性选择的出行人口 / 规划

区总人口 ]×100
75% 100%

专用停车场满足率 [ 非道路路面停车的车位数量 / 市民的理论需求数量 ]×100 ≥ 80% ≥ 90%

自行车停放点满足率 [ 距离自行车停放点小于 100 m 的居住人口 / 总人口 ]×100 75% 100%

绿化和

生物多

样性

生物土壤指数 [ 可渗透性地表面积 / 总地表面积 ]×100 ≥ 20% ≥ 30%

人均绿地 规划单元公共绿地面积 / 居住人口 ≥ 5 m2/ 人 ≥ 10 m2/ 人

绿地可达指数 [ 同时满足三种类型的绿地可达的人口 / 总人口 ]×100 ≥ 7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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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增强社区的人眼监视，从而减少社区犯罪活动和促

进社会融合。其次，街区制作为我国城市规划倡导的居住形

式，在国内部分城市进行了实践，如昆明呈贡新区对“小街

区、密路网”模式进行了规划实践 ，但存在市民响应力度

不够和街区活力营造不足等问题 [22]。其原因之一，是街区道

路设计以服务小汽车为主，忽略了对街区道路作为公共空间

的综合考量。因此有必要借鉴巴塞罗那的“大街区”规划理

念，探究让街区道路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规划路径，提升街

区活力和魅力。第三，在规划新的街区制小区上，需要规避

街区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借鉴大街区的交通管制理念，

加强社区内外的交通衔接设计，注重街区道路的公共空间功

能，建立以步行为导向的街区内部交通系统，实现人车和谐

共存。第四，在街区的可持续发展上，应考虑适度的街区规模，

建立街区规划指标评估体系，保障新规划街区拥有多样化的、

步行可达的可代替性公共交通、生态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

4.2  分段实施，多方合作的实施机制
大街区规划方案是街区制规划的一种变革。巴塞罗那在

推进实施新的规划变革过程中，采取了分阶段渐进式的实施

机制，同时配套出台了如蓝色和绿色交通管制区、机动车限

速区、无车日等一系列的交通安宁措施，以培养人们的步行

和自行车出行习惯，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巴塞罗那通过分

阶段渐进式、多方合作的实施机制，成功地促进城市逐步由

“小街区、密路网”向“大街区、疏路网”的转变，营造了

街区的活力和重塑了街区道路的公共性。

我国借鉴实施街区规划，应注重分阶段的逐步推进和多

部门的合作，以促进规划的顺利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对私家

车出行依赖程度正不断增加，城市私家车保有量不断上升，

为了控制城市居民对私家车的使用，我国部分城市出台有控

制增量的机动车指标限购政策。然而面对当前城市已经具有

较高的机动车保有量，改变居民的出行习惯是优化存量使用

的最佳途径。因而，在我国城市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上，需要

加强交通安宁政策配套措施，逐步培养人们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的习惯，减少市民对私家车的依赖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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