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预防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城市空气污染，倡导绿色出
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5年9月22日在全国开展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今年是第9届。截至
2015年9月22日，全国共有183个城市和县签署了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承诺书，其中包括168个
城市和15个县。

活动主题：绿色交通——选择·改变·融合

2015 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的主题为：绿色交通——选择·改变·融合，强调多种交通方
式建设的必要性，方便人们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改变过度依赖小汽
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并将绿色出行与社会生活相融合。活动旨在鼓励市民选择更绿色的交
通方式，探索出行方式改变对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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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4日，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2015年中国城市无车
日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城〔2015〕113号），正式启动活动相关
工作。

为各城市无车日活动的组织者编写、制作多种参考资料。

2015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组织手册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宣传素材与使用规范（2015年版）

2015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科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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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指导委员会

   
 20
15年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

   
    
      

   组织手册
无车日小知识

认识城市交通——为什么要提倡自行车交通

003

何谓“无车日”？

在每年的9月22日当天，市民们都不开私人

小汽车，而是选择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

通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

 “无车”活动实施时间、范围和力度

·实施时间可以是一天中的某些时段，也

可以是全日、一周、一个月、一季，甚至

是一年；

·实施范围可能仅是一个路段，也可以是

一整条街道、一个区域或者多个区域，甚

至是整个城市；

·实施力度上可以是部分限制机动车流量

和行驶速度，直到完全禁止小汽车使用。

无车活动相关问答

当天允许哪些车辆通行？

原则上不允许存在任何例外，从普通市民到

市长，当天都不应乘坐小汽车。但是，必须

考虑允许以下车辆通行：

· 救援车辆(救护车和消防车)

· 军用车和警

· 公共交通车辆

· 特殊交通服务，例如承载10 人以上的运

营车

· 承载10 人以上的旅游车

· 经过批准的学生车

· 公营公司(例如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

服务车



制作2015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网站，提供资料下载和动态信息，并实现联络员信息、活
动方案和总结的网上报送。

2015年9月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2015年中
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新闻媒体通气会，城建司刘贺
明同志介绍了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的开展情况和
2015年部署情况，并针对如何推进绿色交通系统
发展进行了阐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
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新社、新华网、人民
网、央广网、腾讯网等20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

制作无车日宣传视频，分《专家篇》、《公众篇》和
《幼儿园篇》，并在视频网站投放推广，共计投放3天，
截至9月23日，土豆视频总播放量3.8万vv；乐视视频总
播放量4.5万vv；视频网站总播放量达到8.4万vv，视频推
广效果理想。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微博页

中国无车日微信碳足迹APP界面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宣传视频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新闻媒体通气会   

运营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官方微博和“中国无车
日”微信。活动期间，微博粉丝增长至3.2万，增
长约1.5万；微博总阅读量超过16万次，平均每条
博文的阅读量为1 113次，总互动量为3 829次。

制作“碳足迹”APP客户端，软件能够实现不同交通方
式最短出行路径规划和测算碳排放功能，培养市民绿色
出行的节能减排和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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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车区域

北京市3个无车区域倡导区 杭州市无车区域

       无车区域的设置让城市居民在不同的城市交通运行模式下，亲历了全新的交通场
景并体验了全新的城市出行生活。城市交通运行及空气质量在无车日活动区域得到
明显改善，体现了减少小汽车使用的实际效果。

长沙市无车区域 德州市无车区域 南京市无车区域



蚌埠市无车区域

石嘴山市无车区域 冷水江市无车区域 淄博市无车区域

临海市无车区域

湖南省新晃县无车区域 宣城市无车区域 诸暨市无车区域

临武市无车区域 泰安市无车区域

湖南省汝城县无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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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措施

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始终秉持绿色化的交通发展理念，其核心思想是促进绿色交通体系           
建设，鼓励发展高效率、低能耗、低成本的交通方式，优化城市交通结构，推动城市交通向    
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城市人民政府推出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长效措施，切实改善了居民出
行环境。

·北京

采用市区联动模式推进城市道路步行自行车系统建设和整治工作，重点针对82条约167 
km市管道路进行自行车彩色通行带铺装设置和环境治理；完善公共自行车设施建设及服务
水平，继续扩大覆盖规模，提升车辆转租率和完好率；逐步完善公共交通与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在时间、空间上的充分衔接，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
·昆明

以居民节点和公交站点为核心，大规模建设绿色交通系统，优化非机动交通设施，方便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向公交站点衔接。同时科学合理规划建设人行立体过街设施、斑马线，开
展公交接驳点的步行改造。
·济南

打造慢生活街区，除无车区域外，有4
条道路围绕的区域划为慢生活街区并进行相
应调整，将个别机动车道改为节假日公交专
用道或自行车节假日专用道。
·大连

调 整 和 完 善 《 城 市 慢 行 交 通 系 统 规
划》，在主城区外围地势相对平坦的区域和
城市新区适当发展自行车交通，预留非机动车道，使城市交通结构的发展更加合理。
·鞍山

开辟定制公交线路8条，2016年底前将再开辟5条新线路，已购置100台液化天然气公共
汽车，计划再购置50台液化天然气公共汽车逐步完善定制线路网络。

·青岛

“交运行”定制服务平台推出“世界无车日交运定
制公交（校车）温馨体验”活动，运用交运大数据分析
汇总，推出49条定制公交“交运巴士”线路和5条定制
校车线路。
·黄山

提高自行车和步行安全性、改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服务，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建立
有利于绿色交通发展的交通政策，改造一批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公共交通设施。
·宁波

公布市六区首批非机动交通示范道路，逐步还原步行及非机动车路权空间。启动公共
自行车“企企共建”模式，打造公共自行车的共同管理模式。
·嘉兴

首次购入新能源公共汽车，即气电混合动力公共汽车159辆，新能源公共汽车占比约
50%。
·安庆

按照新一轮城市公共交通规划，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加快公交场站建设，新增公交车
辆和公交线路，提高城区公交覆盖率。
·池州

持续并有效地进行绿色出行宣传，逐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降低尾气排放量，建立有
利于绿色交通发展的交通政策和规划，改进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设施。继续大力
发展具有“池州模式”的绿色公共自行车免费出行模式，完善经营方式，增加换乘地点和
换乘车辆。
·浙江省开化县

每月10日、20日设定为无车日，并绘制出
开化县绿色出行区域示意图。在绿色出行控制
区域内，倡导广大市民自觉选择步行、骑自行
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出行；在绿色出
行管制区域内无车日全天无特殊情况，禁止机
动车通行。

济南市慢生活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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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民节点和公交站点为核心，大规模建设绿色交通系统，优化非机动交通设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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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打造慢生活街区，除无车区域外，有4
条道路围绕的区域划为慢生活街区并进行相
应调整，将个别机动车道改为节假日公交专
用道或自行车节假日专用道。
·大连

调 整 和 完 善 《 城 市 慢 行 交 通 系 统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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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定制公交线路8条，2016年底前将再开辟5条新线路，已购置100台液化天然气公共
汽车，计划再购置50台液化天然气公共汽车逐步完善定制线路网络。

·青岛

“交运行”定制服务平台推出“世界无车日交运定
制公交（校车）温馨体验”活动，运用交运大数据分析
汇总，推出49条定制公交“交运巴士”线路和5条定制
校车线路。
·黄山

提高自行车和步行安全性、改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服务，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建立
有利于绿色交通发展的交通政策，改造一批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公共交通设施。
·宁波

公布市六区首批非机动交通示范道路，逐步还原步行及非机动车路权空间。启动公共
自行车“企企共建”模式，打造公共自行车的共同管理模式。
·嘉兴

首次购入新能源公共汽车，即气电混合动力公共汽车159辆，新能源公共汽车占比约
50%。
·安庆

按照新一轮城市公共交通规划，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加快公交场站建设，新增公交车
辆和公交线路，提高城区公交覆盖率。
·池州

持续并有效地进行绿色出行宣传，逐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降低尾气排放量，建立有
利于绿色交通发展的交通政策和规划，改进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设施。继续大力
发展具有“池州模式”的绿色公共自行车免费出行模式，完善经营方式，增加换乘地点和
换乘车辆。
·浙江省开化县

每月10日、20日设定为无车日，并绘制出
开化县绿色出行区域示意图。在绿色出行控制
区域内，倡导广大市民自觉选择步行、骑自行
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出行；在绿色出
行管制区域内无车日全天无特殊情况，禁止机
动车通行。 佛山市无车日当天投放新能源车

青岛市定制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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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多一份绿色出行的理念：在无车日放弃开车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无车日遭遇堵

车尴尬，固然有城市公交系统建设不完善的因素，但绿色出行的理念没有深入人心同样也是

不可忽视的原因。选择绿色出行，是给城市放个假，也是为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贡献一份力

量。每一位城市居民在出行前用环保的思维去考虑衡量一下，久而久之，就不难将绿色出行

付诸于行动中。倡导绿色出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只有更多的人提升对绿色出行重要

性的认识，绿色出行才可能蔚然成风、水到渠成。（现代快报）

让无车日从理念变成行动：客观地讲，由于羊群效应，封存公车、公务员搭乘公共汽

车上下班，相较于限行、禁行等强制手段，对于引领市民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具有更加积极

有效的示范作用。无论是缓解拥堵，还是治理大气污染，都与市民息息相关，市民更是主

角。当然如果市民享受到公共交通的优质和便利，自然会改变出行习惯，低碳出行、绿色生

活成为时尚自然才有可能。（兰州日报）

让绿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受：无车日的实际意义更在于提醒和促使管

理部门不断调整交通制度和决策，完善城市交通管理水平，特别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这

既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关键，也是引导市民选择绿色出行的基石。在绿色出行问题上，

政府部门不能止于倡议，更要切实为市民创造条件，让绿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

受。首先，要提高公共交通的快捷性和舒适度；其次，要还路权于自行车和行人。只有让绿

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受，无车出行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无需刻意的习惯。（中国

经济网）

不能让无车日成鸡肋：“9·22无车日”自2007年设立后，年年每逢此日，各大城市都

划出一些无车区域或设置限车时段等，想通过这种形式提醒人们今天是无车日。这想法是好

的，可突然强制改变行车路线和时间给人们带来的不便是明显的，形式大于内容，这现状要

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改进。 无车日活动应该加大对公众宣传，以理服人，比禁车限行更有意

义，更有效果。（中国江苏网）

无车日无需刻意“那一天”：无车日设置的本意并非仅在于当日的不开车，而是表

达出人们对节能减排、缓解拥堵及低碳生活等的期盼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车日无需

刻意“那一天”，提倡常态化的绿色出行才是活动的真正宗旨。（中国经济网）

        网友观点聚焦：

@平常一个人015：看电视新闻，采访很多私家车车主市民，问知道9月22日是无车日吗？

有很多市民不知道，不能不说是无车日的尴尬。其实绿色出行，需要对民众加强日常宣传，

让其变成民众的自觉自愿行动，单靠一个无车日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飞翔的砂漏：将出行变成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方式最关键。试想当私家车主都放弃开自

家车，转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而公共交通工具并没有根据形势调整发车频次，或者改变

硬件设施，那样势必会挤成一锅粥。连出行的尊严都保障不了何谈融合，更别说提升民众生

活品质了。所以，提倡绿色交通关键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青天123ab：123ab：无车日就像植树节一样，都是倡导绿色环保，一个是动态，一个

是静态，破坏环境就等于毁灭地球。无车日除了绿色出行还能给交通减压，上班族家离单位

不是很远的还是提倡不开车，既能节约能源还能锻炼身体、欣赏路边美景，感觉是挺好的一

件事。

@-随意先生：买私家车的根本目的是方便，而现在大量私家车的出现，导致了交通拥

堵，本来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与其有无车日，不如用实际行动把每天变成“少车日”，路程

短的可以步行或者骑车，尽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王者微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家园，爱护环境、绿色出

行不能仅在无车日，希望广大车友在便捷的情况下能少开车，多为我们的空气质量改善作点

贡献。品质生活从每个人做起！（焦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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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诸于行动中。倡导绿色出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只有更多的人提升对绿色出行重要

性的认识，绿色出行才可能蔚然成风、水到渠成。（现代快报）

让无车日从理念变成行动：客观地讲，由于羊群效应，封存公车、公务员搭乘公共汽

车上下班，相较于限行、禁行等强制手段，对于引领市民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具有更加积极

有效的示范作用。无论是缓解拥堵，还是治理大气污染，都与市民息息相关，市民更是主

角。当然如果市民享受到公共交通的优质和便利，自然会改变出行习惯，低碳出行、绿色生

活成为时尚自然才有可能。（兰州日报）

让绿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受：无车日的实际意义更在于提醒和促使管

理部门不断调整交通制度和决策，完善城市交通管理水平，特别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这

既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关键，也是引导市民选择绿色出行的基石。在绿色出行问题上，

政府部门不能止于倡议，更要切实为市民创造条件，让绿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

受。首先，要提高公共交通的快捷性和舒适度；其次，要还路权于自行车和行人。只有让绿

色出行成为市民身心愉悦的一种享受，无车出行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无需刻意的习惯。（中国

经济网）

不能让无车日成鸡肋：“9·22无车日”自2007年设立后，年年每逢此日，各大城市都

划出一些无车区域或设置限车时段等，想通过这种形式提醒人们今天是无车日。这想法是好

的，可突然强制改变行车路线和时间给人们带来的不便是明显的，形式大于内容，这现状要

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改进。 无车日活动应该加大对公众宣传，以理服人，比禁车限行更有意

义，更有效果。（中国江苏网）

无车日无需刻意“那一天”：无车日设置的本意并非仅在于当日的不开车，而是表

达出人们对节能减排、缓解拥堵及低碳生活等的期盼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车日无需

刻意“那一天”，提倡常态化的绿色出行才是活动的真正宗旨。（中国经济网）

        网友观点聚焦：

@平常一个人015：看电视新闻，采访很多私家车车主市民，问知道9月22日是无车日吗？

有很多市民不知道，不能不说是无车日的尴尬。其实绿色出行，需要对民众加强日常宣传，

让其变成民众的自觉自愿行动，单靠一个无车日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飞翔的砂漏：将出行变成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方式最关键。试想当私家车主都放弃开自

家车，转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而公共交通工具并没有根据形势调整发车频次，或者改变

硬件设施，那样势必会挤成一锅粥。连出行的尊严都保障不了何谈融合，更别说提升民众生

活品质了。所以，提倡绿色交通关键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青天123ab：123ab：无车日就像植树节一样，都是倡导绿色环保，一个是动态，一个

是静态，破坏环境就等于毁灭地球。无车日除了绿色出行还能给交通减压，上班族家离单位

不是很远的还是提倡不开车，既能节约能源还能锻炼身体、欣赏路边美景，感觉是挺好的一

件事。

@-随意先生：买私家车的根本目的是方便，而现在大量私家车的出现，导致了交通拥

堵，本来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与其有无车日，不如用实际行动把每天变成“少车日”，路程

短的可以步行或者骑车，尽量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王者微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家园，爱护环境、绿色出

行不能仅在无车日，希望广大车友在便捷的情况下能少开车，多为我们的空气质量改善作点

贡献。品质生活从每个人做起！（焦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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