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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人前 锋 报
UTUSAN PENGGUNA

槟城消费人协会

由南岸填海计划集团（SRS财
团）提出的槟城交通大蓝
图将永远改变槟城这个世

界遗产城市的面貌。
SRS的计划本身不是交通计划，是

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包括要填海造
三个岛，建一条海底隧道、一条缆车路
线、轻快铁轨道、单轨电车轨道、双向
三车道的高速公路和高架桥、以及一条
穿过升旗山的双向三车道隧道。

  SRS财团由金务大有限公司、骆
宝燕控股有限公司和宏升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组成。

 他们将得益，槟城人民将受苦。
总之，槟城交通大蓝图是一个很没

效的短期解决方案，而且缺乏透明，开
价非常高，同时将严重破坏环境。

第一泛岛大道
(PIL1)

试
想想，第一泛岛大道是
这么一条在槟城的山
丘、公园、住宅区和商

业区蜿蜒而过的双向三车道公路
和隧道。

一条双向三车道高架桥的宽
度，等于减去两条摩托车道的槟
城大桥的宽度。

整条哥德路的上方将建高架
桥。它比现在的哥德路还宽。

另一个类似的庞然怪物——
铁索斜拉桥，将直接经过青年公园
圆形剧场以及一所兴都庙的上方。

还有一条高架桥将破坏极乐寺
的风景。它离开极乐寺的骨灰塔不
到100公尺。

在新港著名的达曼加加尔
（Taman Jajar）市民公园，高架
桥将建在它沿着双溪居銮河的整段
的上方；河道也将拉直。

第一泛岛大道（PIL1）是槟城交通大蓝图的一部分。它的环境影响评
估正在公开让人提意见。要反对第一泛岛大道的环境影响评估，以便
能现在就停止该计划！请在2018年9月7日前传上你的意见。

既破坏世遗
城市也不解决交通问题

SRS财团的槟城交通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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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园

近极乐寺的高架桥

图 5.3.8. 跨过青年公园的高架铁索斜拉桥图

图 5.3.9. 跨过青年公园的高架铁索斜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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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交通大蓝图成本460亿令吉

Graphic by Penang Forum

泛岛大道1
(PIL1)

槟州交通
大蓝图

PIL 1 EIA

右图：
双溪阿拉嘉佳园居民

抗议兴建PIL1。

建议中的两条三线的通道将穿过双溪阿拉的嘉佳园。

著名美丽的嘉佳园将被PIL1计划污染而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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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交通大蓝图争议之简报
总体而言，槟城交通大蓝图计划书

是高度没有效率的短期方案，
即缺乏透明度，高度超价，

也严重破坏环境。

这篇简报曾在英

格兰与爱尔兰马来西亚

学生理事会（UKEC）

发表。

作者：赵子路

亲
爱的马来西亚人

民，你有听过行

动党领导的槟城

州政府极力推行斥资460

亿令吉的槟城交通大蓝图

计划（PTMP）吗？为什么

这个计划最近掀起这么多

争论和受到媒体关注？

即使你不是槟城人，

它也会和你有关联？我知

道，这则贴文有些长，我

希望你能花点时间看完我

就此题目所挂上的简报，

然后关注这个计划为什么

应该受到公众注意。

在 2 0 0 9 年， 由 十

多位公民组织的专家所

成立的槟城交通理事会

（PTC），众志成城的为

槟城复杂的交通大蓝图建

设提供专业咨询。

来自英国的Halcrow

交通顾问受委和提出一项

包含电车和公交系统的交

通大蓝图企划（Halcrow

计划），投资款额估计低

过100亿令吉。

当计划接近尾声，

Halcrow被迫加入一个海

底隧道和3个大道工程，

总投资额为270亿令吉。

在2013年5月，Halcrow计

划获得槟州政府正式确

认。

由于缺乏技术资源，

槟州政府决定委任一家履

约伙伴，去执行Halcrow

计划。

它进行了征求建议书

的程序。赢得投标的SRS

财团，是一家由金务大公

司（Gamuda Bhd）、骆宝

燕控股（Loh Phoy Yen 

Holdings）以及宏升产业

集团（Ideal Property 

Development）联营的财

团。

S R S 的 建 议 避 开

Halcrow计划所建议的所

有机制化、短期和中期

措施，推介新元素，包括

快铁、单轨火车和高速

大道。将原来270亿令吉

的投资，提高到460亿令

吉。

庞大的460亿令吉价

目，令马来西亚人民理所

当然的期望这个交通计划

更加透明。可是，令人惊

讶的是，槟州政府拒绝上

载这些资料供民众监察。

事实上，SRS的交通

大蓝图计划并没有上网让

公众评鉴，已形成对此计

划的讯息误传和混乱。

行动党一名前州议员曾

经公开批评此计划（ht-

tps://www.facebook.

com/penangfo-rum/vid-

eos/672829743078507/

UzpfSTEwMDAwMDI1NDE0N-

zQ0MToyMDE3NDc0MDgxN-

jA0Mzc3/)），但槟州政

府没作回应。

更糟糕的是，SRS计

划令人关注的纰漏，也逐

一被非政府组织揭露。

例 如 ， 槟 城 轻 快

铁计划第一年营运的人

均 预 测 比 伦 敦 、 新 加

坡 和 吉 隆 坡 的 捷 运 线

都更高（http://www.

free-malaysiatoday.

com/category/ opin-

ion/2018/08/13/penang-

transport-master-plan-

a-mul-tidimensional-

fallacy/）。

无法落实乘客量预

测，可在10年内面临12亿

令吉的票价损失，威胁轻

快铁计划和槟州财库健全

性。

为什么SRS财团获准

为州政府进行本身的可行

性研究和交通乘客量预

测，而引起利益冲突的嫌

疑？

截止今日，槟州政府

和SRS财团皆为此事维持

沉默。

根据英国政府的评估

和估价绿皮书，每一项计

划都有必要取得替代性建

议。

可是，呈给州政府

的替代性计划（https://

www. bettercheaper-

faster.my/），却在毫无

比较研究和定量证据的情

况下被拒绝了。

除 此 之 外 ， 我 们

也 继 续 看 到 州 政 府 以

“假新闻”等词语和标

签，压迫言论（http://

www.freemalaysiato-

d a y . c o m / c a t e g o r y /

nation/2018/07/26/

chow-regrets-misrepre-

sentation-of-highway-

by-ngos/）。

非政府组织和反对交

通大蓝图计划的人，也被

形容为州政府的敌人。结

果，我们看到的是与前朝

国阵政府相同的不健全弊

端。

总体而言，槟城交通

大蓝图计划书是高度没有

效率的短期方案，即缺乏

透明度，高度超价，也严

重破坏环境。

既然东海岸高铁计划

和隆新高铁计划皆喊停，

新的希盟政府必须同时叫

停槟城大蓝图交通计划。

尽管如此，建议槟城

交通大蓝图计划进行独立

审核的呼声却石沉大海。

我虽然无法在此贴文

详细讨论这个课题，但已

有很多热心单位针对这个

计划发文。

我个人已就此课题发

表了12篇论文，其他人也

写了好多文章，让有兴趣

的单位继续阅读。

*赵子路是帝国伦敦

大学交通学中心博士生。

作者发文中立，写作时不

属于马来西亚任何政党或

NGO会员。

重新检讨槟城交通大蓝图计划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一）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林马惠博士
是退休教授，国际银行

家和槟岛市议员

阿末希尔米博士
是理科大学副教授

（科技组-交通系统）

2018年5月16日，

马来西亚皇家物流与

运输学会副主席罗斯里

坎，呼吁检讨东海岸高

铁、隆新高铁和槟城隧

道等不能反应高水平经

济利益的大型计划。他

针对最后一项计划说，

“槟城隧道会增加车辆

流量也会造成槟岛严重

阻塞，对这个最适合生

活的小岛带来环境破坏

的冲击”。

有
两个原因，必须

让 公 众 关 注 槟

城交通大蓝图计

划。

其一，这是州内历

来最大的工程，估计耗费

460亿令吉。因此必须紧

密监督。槟城需要这样庞

大的工程吗？是否是利用

公帑最好的计划？财务上

妥当吗？

其二，槟城前任和现

任首席部长都视它为最大

优先，吹嘘它是改善交通

阻塞为槟城人民服务的计

划。它能解决槟城的交通

阻塞吗？它是更好的替代

方案吗？

这6个系列的其中一

篇论文，说明SRS交通大

蓝图计划为何必须重温和

重新检讨。

现有交通大蓝图计划

太过注重车辆，专注于大

型基建工程，尤其是建造

大道和隧道，而这并不能

解决槟城的物流和运输问

题。

一些公共交通工程如

建议中的乔治市到机场的

轻快铁，在财务上具有疑

问。州政府应该考虑其他

更适合、更经济和对环境

亲和的交通系统。

第一篇文章将细述

槟城交通大蓝图的来龙去

脉。

第二篇将分析SRS交

通大蓝图计划如何偏离

Halcrow计划。

第三篇将追问征求建

议书的程序是否为公开招

标系统。

第四篇将询问隧道是

否必需以及能否解决槟城

交通问题。

第五篇将检测建议中

的轻快铁工程是否财务可

持续。最后一篇文章将说

明什么方式能从一开始就

清除民事组织对交通大蓝

图的所有疑问。

相反的，民事组织早

在2008年已致力向新的民

联政府提出建议。

在2009年1月份，州

政府成立槟城交通理事

会，成员包括公民组织的

专家，而林博士也是成员

之一。

理事会的任务，是拟

定条文去物色交通专家，

提供全面的交通大蓝图计

划。

在201 1年5月，专

长为基建提供计划、设

计和管理服务的Halcrow

顾问公司，获得委任进

行价值320万令吉的研究

（与AJC和新加坡邮轮顾

问合作），提供为期20年

（2010-2030）的交通计

划。

计划的目标，是将公

共模式的交通比量从5%增

加到2030年的40%。

Halcrow在2011年开

始进行研究，在18月期限

内，即在2012年尾完成研

究。

它广泛的观察和调

查交通结构，并与政府的

机构、代表以及民事组织

召开系列会议和研讨会，

同时收集公众的建议和意

见。

最重要的发现是，

在上午的繁忙时间使用槟

島和半岛通路的交通只有

7%。Halcrow公共顾问公

司也发现，要解决槟島的

交通问题，是极力发展州

内现有的交通系统，和采

取平衡的策略。

例如，综合性提升公

交、建造一些大道以及推

行政策性措施去减少使用

车辆。

在州政府最终接纳建

议之前，该顾问公司却在

之前的报告毫无提及的范

围内被迫加入隧道和3条

大道工程，而该顾问公司

的看法是，在2030年之前

并不需要海底隧道。

Halcrow报告是在

2012年12月完成，接着在

2013年3月获得州政府接

纳，作为估价270亿令吉

交通计划（此谓Halcrow 

2013-2030年交通大蓝图

计划）的执行蓝图。

下一篇文章，将检讨

SRS财团所建议的交通大

蓝图计划，如何偏离了原

有的Halcrow 交通大蓝图

计划。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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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槟城交通大蓝图计划
乖离Halcrow计划

林马惠博士
是退休教授，国际银

行家和槟岛市议员

阿末希尔米博士
是理科大学副教授

（科技组-交通系统）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二）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槟州政府投资3亿零500万令吉

只是做了隧道和槟島3条高速大道的

可行性和细节设计研究。至今，

已为这项研究缴付超过2亿令吉，

而工作数量却与记下的数字不相称。

反贪会已在调查这起事件。

槟
州 政 府 是 在
2013年3月接纳
Halcrow交通大蓝

图计划。由于缺乏技术和
财务能力，政府打算以履
约伙伴（PDP）形式推行
计划。履约伙伴的责任是
管理大蓝图计划的执行，
并保证如期完工和获得一
个可接受的完工费（在此
时工程总数的6%）。

州政府也决定采用征
求建议书（RFP）程序，
而非公开招标系统，来
遴选一个履约伙伴执行
Halcrow的大蓝图工程。
在2014年8月，进行了一
项招标征求。在2015年
2月的截止期共收到6个
投标。在2015年8月，
州政府将工程授予SRS
财团，一家由金务大公
司（Gamuda Bhd）、以
及两家产业公司，骆宝
燕控股（Loh Phoy Yen 
Holdings）与宏升产业
集团（Ideal Property 
Development）所联营的
财团。

征求建议书并非公开
招标。在公开招标中，要
求招标的客户，将它定义
为提供详细规格的项目。
所有投标都根据原设计提
呈，以选择最便宜的投标
者，而征求建议书的投标
者是提呈不同的建议。在
征求建议书中所收到的建
议书没有任何一份是相同
的，因此它们不能进行比

较。采购和谈判过程变得
更容易操纵或滥权。

SRS建议书大幅度的
乖离了Halcrow交通大蓝
图计划。

之前的Halcrow交通
大蓝图是定向在解决槟城
的物流和交通问题，采纳
移动人而不是车辆的转变
范式。

它的目标是改变公路
环境，令公路更安全和对
用者亲和，尤其是行人、
骑脚车和行动有障碍者。

主要目标是在20年
内增加公共模式的交通
比量，从5%增加到40%
（2011到2030年）。

为了实现40%公交模
式的目标比量，Halcrow
提出一系列短期、中期和
长期性的建议：

它包含4个策略：⑴
善用州内目前的公路和交
通网络；⑵加强机制性功
能；⑶以期限更长的建议
去增加大道和公交基建；
⑷同时制度化交通管理政
策和定标在减少继续增长
的私家车活动。

策略⑴和⑵的吁求：
l 改善条令和对停车

等候、泊车、上下货和小
贩活动进行执法

l 对路中停车管制有
更好的管理

l  确认现有巴士网
络，编入核心和二级公交
路线，再加上巴士支线，
为居民和工业社区服务

l 改变应用开发的方
式是批准从交通冲击评估
转向，交通关联发展贡献
和运输可通行审计中失败
的系统基。

在 公 交 课 题 上 ，
Halcrow计划谈到提升
现 有 巴 士 服 务 为 捷 运
（BRT）公交或电车服
务。Halcrow计划从无建
议单轨火车和轻快铁，因
为它们可能更加昂贵和不
适合。

为使公交被启动，
Halcrow计划注重于行人
道的通路，让行人道出口
与巴士站及建筑物衔接。
优先清洁五脚基以让民众
更舒适安全的步行。实现
这个目标的开支并不大。

Halcrow计划也倡议
改善渡轮服务和推介其他
水上交通服务，以便乔治
市衔接槟島北部和南部海
滩。

该顾问公司警告，
若没有获得联邦政府支
持，它将面对困难。有见
于希盟已经控制中央和州
政府，这已不再成为绊脚
石。

Halcrow计划建议海
底隧道和新大道计划，必
须在短期和中期计划落实
之后才进行。

可 是 ， 与 其 执 行
Halcrow计划所建议的短
期和中期策划，州政府却
决定推行SRS建议，并且
和Halcrow计划完全产生
矛盾。

它投资3亿零500万令
吉只是做了隧道和槟島3
条高速大道的可行性和细

节设计研究。至今，已为
这项研究缴付超过2亿令
吉，而工作数量却与记下
的数字不相称。反贪会已
在调查这起事件。

SRS建议书完全罔顾
Halcrow计划中的机制性
和短期、中期性措施，完
全专注在增加大型基建和
大道。针对公交系统，
SRS则抛弃了Halcrow的建
议，以单轨火车和轻快铁
取代捷运和电车。单轨火
车是公交系统的过去式，
全球鲜有使用。悉尼和莫
斯科都已拆除了他们的单
轨火车。

前首席部长林冠英曾
在2013年3月15日指出，
“国阵的单轨火车并不适
合像槟城这样的世遗城
市，它高举的结构将会破
坏槟城的魅力。”对于轻
快铁的建议，也能以相同
的话去应对。

加上这些大型计划，
SRS的建议像吹气球一样
膨胀（从Halcrow计划的
270亿令吉）暴涨到460亿
令吉，涨额为70%。在此
之外的机制性重组、行人
道、脚车道基建、水道、
巴士支线，以及分散的整
体性和平衡的建设元素，
其拨款又将如何。

有些事情已是大错特
错。

征求建议书并非公开投标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三）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联
邦政府正在检讨
回利如芝麻和成
本膨胀的大型计

划。首相敦马哈迪和财政
部长林冠英都重申，这些
建立在公开竞标系统的工
程是滥权和腐败的，因此
必须检讨。

我们的问题是，槟州

政府所采用的征求建议书
（RFP）的方式，去遴选
大型基建工程，如隧道和
3条双向大道的工程给增
持尤文Zenith-ewein，以
及执行槟城交通大蓝图计
划给SRS财团，是否算是
公开招标。

据金务大创办人官有
缘说，评价政府公开投标
最好的标准，是根据世界
银行所建立的指南。

“首先，政府必须
委任在相关领域有经验
的著名工程顾问公司提
呈建议，然后公开让所
有承建商投标。其次，

所有承建商必须在技术和
财务上经过资格预审。然
后，他们必须根据原设计
投标，以便选择最便宜的
承建商。如果全部承建商
都经过预审，政府的投
标部门就只须要评审投
标价格而已。惯例是将
合约交给最便宜的承建
商，并假设它已经符合
所有投标条件。为免贪
污，避免政府任何人士
与承建商洽商是最重要
的。”

一些州政府是通过征
求建议书来委任承建商，
然后宣称这是公开投标。

我们必须明确的区分这两
个程序，因为它们并不相
同也不同等。这两个名词
是不应该交替使用的。

在公开投标中，所有
投标是根据客户所提供的
相同规格进行。工程是交
给价格最便宜的一方，其
他事项都是平等的。

但在征求建议书里，
投标者是向客户提呈不一
样的建议。在征求建议
书中所提呈的建议无一相
同，因此无法进行比较。
这使对比困难，就如比较
苹果和橙一样。其采购和
谈判程序也变得更容易滥

权和做手脚。因此征求建
议书并非公开投标，对纳
税人并没有金钱回利。征
求建议书的投标过程，也
不透明和不一致。

基建工程应该公开投
标。征求建议书是在政府
须要获得创意概念去解决
问题时采用。

此程序应当避免征求
创意融资方案，它会带来
其他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所有
没有通过公开投标的工程
都必须检讨。即使，已经
通过公开投标委任承建商
的大型工程，也须要邀请

反贪会进来调查，以避免
合谋和投标造假。

槟州政府在交通大蓝
图的工程上，通过征求建
议书委任SRS财团，但SRS
最终的建议书却明显乖离
州政府已认可的halcrow
大蓝图计划。建筑费也从
270亿令吉提高到460亿令
吉。因此我们建议新的希
盟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拟定
一致的投标政策。所有非
公开投标的工程都必须检
讨，不只是国阵的工程而
已。

在交托工程之前，必
须进行独立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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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隧道有必要吗？

首
席部长曹观友又

再 提 起 海 底 隧

道及其他大型计

划为他的优先考虑的工

作以解决槟州的交通问

题。

7.2公里的海底隧道

将从新关仔角到北海船

仔头。

三条高速公路：丹

绒武雅至直落巴巷10.5

公 里 北 部 沿 海 替 代 公

路、连接阿依淡至敦林

苍佑大道5.7公里高速大

道、连接新关仔角至敦林

苍佑大道4.1公里高速大

道。

这 四 项 计 划 耗 资

RM64亿。

“为何执意兴建的

海底隧道？”2013年州

政府正式通过的《合乐

版槟城交通大蓝图》报告

书（Halcrow PTMP），

已指明并非紧急且优先执

行的项目，再者，交通

流量调查显示槟威两地

尖峰时刻的流量仅占7%

（2011年）。报告中说

明“2030年槟威海底隧

道才可能有需要”。

我们获知，合乐报

告书被迫纳入海底隧道计

划。

公众被告知州政府

无法获得联邦政府允许，

建造第三大桥并接管跨海

渡轮服务，所以兴建海底

隧道是有必要的。如今，

希盟政府同时掌控州属及

联邦政权，面对交通问

题，是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的大好时机，例如提升便

宜且对环境友善的渡轮，

或于现行两条大桥增设轨

道设施，已利槟威两地通

行。

如能有效管理并提

升服务标准至香港－九龙

渡轮，相信许多人都倾向

使用。近年，槟威两地渡

轮提供班次逐步减少，加

上种种不可靠且不愉快的

经验，都让人们使用渡轮

的情况每况愈下。我们目

前，必须就渡轮服务提升

所需花费的成本，尽快进

行适当研究。

目前K T M的铁路服

务已显著改善了，但遗

憾 的 是 ， 连 结 北 赖 －

威省之间（ P r a i  －

Butterworth）的服务却

结束了。此外，从威省搭

乘渡轮抵达槟岛，竟需耗

费一小时，再阻止人们以

火车搭配渡轮的方式入境

槟岛，我们必须即刻改善

渡轮服务。

此外州属与联邦当

局应共同协调，在目前连

接马来半岛和槟岛的桥梁

上提供铁路服务，增加通

勤列车比建造另一座汽车

通用桥要好上许多，大大

缩短两地通行的时间，鼓

励人们（尤其是槟岛）以

火车往来吉隆坡。

基于上述理由，州

政府既然强调有效负责、

透明，就应听取公众的意

见，而不是一意孤行。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四）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为何高价的高架捷运(LRT)
与泛岛大道(PIL)计划需重新审查

槟
州政府现在优先
建造衔接乔治市
至槟城国际机场

的高架捷运路线和从丹绒
道光至机场的泛岛大道，
此举引发众人关注，除此
之外，还伴随其他无数项
的巨型工程。追溯至2013
年，由合乐交通顾问联盟
原本所制定的《合乐蓝
图》（Halcrow PTMP）
造价仅需270亿令吉，但
辗转交到SRS财团手中的
《SRS蓝图》却飙涨至460
亿令吉。

为何州政府放弃《合
乐蓝图》建议的现代电车
和快捷巴士，反而选择相
比下造价营运及维修费都
相对更昂贵的高架捷运
呢？同样令人不解的，由
合乐交通顾问联盟提出的
《合乐蓝图》已建议采用
现代电车及快捷巴士，为
何槟州政府仍坚持落实高
架捷运？尽管《合乐蓝
图》在2013年3月已获槟
州政府支持接纳，在转交
至金务大（Gamuda）为首
的SRS财团手中执行该方
案后，却早已变得面目全
非？

我们必须质疑：SRS

高架捷运预估乘客量是否
合乎实际？针对营运高架
捷运的预期年度赤字，是
否与快捷巴士及现代电车
进行财务分析比对？它是
否导致槟州陷入财务风
险？为何做出决定前没有
对其他大众运输的财务可
行性进行比较？

观察以上表格一：
1) 建造成本：高架

捷运比高架电车昂贵三
倍，比高架快捷巴士昂贵
4.5倍。一般现代电车和
快捷巴士遇到特殊路段才
需使用高架桥，其余大多
数行走在地面。

2)年度营运与维修成

本：《SRS蓝图》预估高
架捷运为1.7亿令吉，而
《合乐蓝图》预估电车营
运与维修成本为2200 万
令吉。

3) 乘客量：《SRS
蓝图》预估高架捷运每年
乘客量为4200万人次，相
当于每日11万6千人次，
是否合乎实际或夸大？
《今日自由大马》专栏作
者Roger Tan近期撰文，
同样对每年4200万乘客量
表示质疑：“槟城高架捷
运每年乘客量，怎么可能
比伦敦、新加坡及吉隆坡
的大众捷运系统（MRT）
来得高？”尤其在第一年

运作时，无法和其他有轨
系统顺利转换。相比之
下，目前经营已十年的
槟城快捷通巴士（Rapid 
Pinang），全州的乘客量
至今每天还少于10万人。
若对比吉隆坡--巴生谷三
条高架捷运路线乘客量，
这三条路线实际乘客量为
当时估计的3-20%，平均
18%。因此，《SRS蓝图》
高架捷运每年实际的乘客
量仅为800万班次（即每
日2万人次）。根据以上
实际数字，平均每趟票价
4令吉，营运赤字为每年
1.38亿零吉。而相比现代
电车，预计年盈余为1000

万令吉。此外，吉隆坡-
巴生谷高架捷运的例子说
明由于当时夸大的财务预
估，在营运首两年面临严
重亏损，联邦政府不得不
投入50亿令吉拯救营运
者。若槟州政府造成州财
务陷入困境，这将是不负
责任的行为。即便以上属

于粗劣预估，槟州政府必
须亡羊补牢，在做出任何
重大决策前就各种系统进
行财务比较。我们呼吁州
政府采取谨慎的财政政
策，在还未将槟城导入危
险时，进行适当研究并与
其它更便宜和更可持续性
的大众运输系统作比较。

1.为有效对比不同运输系统，以上表格只针对电力与营运的
建造成本进行比较。尚不包含涉及庞大资金的土地征用成
本。
2.《合乐蓝图》建议槟岛铺设三条电车路线，每条相同距
离，每年营运维修成本6700万令吉。我们以每条路线成本为
2200万令吉来计算（参阅《合乐蓝图》第二卷，表11.5）。

1.为有效对比不同运输系统，以上表格只针对电力与营运的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五）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表格一:高架捷运(LRT)/ 现代电车(Modern Tram)/快捷巴士(BRT)成本比较

乔治市－机场(17公里) 高架捷运/轻快铁(LRT)  现代电车 快捷巴士**

建造成本（每公里 /令吉） RM 2.20 亿* (高架) RM5000万**  RM2500万
  (隔离地面) (隔离地面)

  RM8000万 RM5000万
  (高架)  (高架)
   
年度营运 + 维修费 RM1.7亿* RM2千2百万** NA

载客量（每小时/每趟人次） 18,500 7,000 - 20,000 

2023年预估乘客量 800万 800万
 
预估票务收入(3.5令吉/单程) RM2800万 RM2800万 NA

预计盈余/赤字（令吉） (RM1.42亿) RM6万 NA

资料来源：* 《SRS蓝图》轻快铁人数；
** 《合乐蓝图》现代电车和快捷巴士人数，第二卷：表5.1；表11.5

乔治市－机场(17公里) 高架捷运/轻快铁(LRT) 现代电车 快捷巴士**

建造成本（每公里 /令吉） RM 2.20 亿* (高架) RM5000万**  RM2500万

** NA* RM2千2百万** NA
   

 RM1.7亿* RM2
   
年度营运 + 维修费 RM1.7

资料来源：* 《SRS蓝图》轻快铁人数；

 18,500 7,000 - 20,000  18,500 7,000 - 20,000 载客量（每小时/每趟人次） 18,500 7,000 - 20,000 

 800万 800万 8002023年预估乘客量 800

 NA RM2800万 NA RM2800万 RM2800预估票务收入(3.5令吉/单程) RM2800

 NA) RM6万 NA (RM1.42亿) RM6预计盈余/赤字（令吉） (RM1.42

高架捷运/轻快铁

 RM 2.20 
  (

  RM8000
  (

高架捷运/轻快铁

 RM 2.20 

   
 RM1.7

 18,500 7,000 - 20,000 

 800

 (RM1.42

《SRS蓝图》轻快铁人数；

 RM2800

 (RM1.42

  现代电车

) RM5000
  (隔离地面

  RM8000
  (高架

现代电车

) RM5000

   
* RM2

 18,500 7,000 - 20,000 

 800

) RM6

 RM2800

) RM6

快捷巴士

**  RM25
) (隔离地面

 RM
)  (

快捷巴士

**  RM25

** NA

 NA

 NA

表格一:高架捷运(LRT)/ 现代电车(Modern Tram)/快捷巴士(BRT)成本比较 州政府是否有做财务分析关于轻快铁
动作后，常年预料亏损多少？

会否让槟州陷入财务风险？

图表(一)显示建轻快铁（每公里22亿令
吉）比现代电车（每公里八千万令吉）
贵了3倍，比快捷巴士（每公里五千万

令吉）贵4.5倍。

以每趟平均3.5令吉，每年8百万人次计，
预计轻快铁营运亏损每年1.42亿令吉，

而现代电车则可赚6百万令吉
（看图表(一)）。

从吉隆坡到巴生谷轻快铁的经验可以
看到，营运了两年，累积了大笔亏损，
而中央政府得以50亿令吉或更多的钱

去解救营运者。

图表(一)显示建轻快铁（每公里22亿令

以每趟平均3.5令吉，每年8百万人次计，

从吉隆坡到巴生谷轻快铁的经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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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热门话题，应
当就是在争论为何火箭
在2002年反对PORR、
现在却要PIL1（变相的
PORR）呢？当年正当
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特
别是火箭正在舆论此课
题时，我个人也在槟
城。现在让我来重新开
启这个课题，但对象是
PIL1。

我
是祖菲卡阿里，
丹绒武雅居民，
和成千上万的大

马子民一样，我也投了希
盟，支持一个答应带给大
家新希望、新改变的政
府。但是我不禁的开始留
意到虽然才刚成立不久的
希盟政府，一些领袖已经
开始流露出以往国阵的态
度，忽略了人民的声音、
不理会人民的合理诉求起
来了。如今我打从内心的
道出我的心声。就像我们
前州议员叶舒惠在旧关仔
角言论广场一样。

8月10日，在我们和

平集会后，槟州首长曹观
友很轻率的回应记者称非
政府组织没有提出事实，
称当年他带头反对外环公
路计划（PORR）仅仅是
反对该道路设有收费站，
并非反对建该大道，因此
炮轰非政府组织误导了民
众。当下，我很迷惑。于
是，在网络普遍的时代
里，我动了手指，决定恢
复当年的真相。

首先，我在火箭网
页找到曹观友在2002年
5月2 9日的一场致词时
道出反对外环公路的几
个因素（https://www.
dapmalaysia.org/all-
archive/English/2002/
may02/bul/bul1620.htm 
dap）。首先，他说：“如
果Halcrow报告属实，当
时的首长许子根博士还
要坚持落实外环公路的
计划，将是非常不负责任
的，因为报告已经说明外

环公路对槟岛的交通拥挤
并非长期的解决方案。另
外的反对因素也包括：反
对收费、没有公开招标、
槟州子民不清楚外环公路
对槟州的未来和生活素质
所带来的影响。最后，他
还要求政府重新检讨该工
程，而不是在强烈反对浪
声里一意孤行的去落实。

无独有偶，Halcrow
也是目前槟城交通大蓝图
的顾问。

同年的6月15日，他
也用了以上重点向国会提
呈紧急动议。（https://
dapmalaysia.org/all-
archive/English/2002/
jun02/bul/bul1655.htm）

由此可见，反对大
道收费和没有公开招标，
并不是曹观友反对大道的
唯一原因。要不然他大可
以表态支持外环公路，只
要没有收费和有公开。但
并非如此，他反对外环公
路，是因为觉得不能解决
交通拥挤的问题。所以是
谁误导了谁呢？

我也找到了同年5月
28日，在当今大马报道了
林吉祥也说出了反对的原
因。

他断言说：“槟岛
交通拥挤的噩梦在建好外
环公路的五年内必会重现
（拥挤），槟城真正需要
的是一个有效的公共交通

系统，而外环公路并不是
中长期解决交通问题的方
法。

“欲中长期的改善
方案，Halcrow报告中指
出，州政府更应该要施行
更持久的交通方案。比如
像新加坡是让车辆来适应
城市，而不是像泰国，让
城市来适应车辆。”

所以身为槟州选民的
我想问，为何火箭领导开
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呢？

我的问题是：
1． 现 在 采 用 的

Halcrow报告可有提到PIL1
可以完全解决未来20年的
交通拥挤的问题吗？事实
上，在该报告中，根本
没有提及PIL的工程！所
以，是谁作出此没有根据
的结论呢？其实PIL工程是
又发展商SRS Consortium
所增加的项目之一，但他
们并非交通专才。

2． 我们政府有采用

公开招标吗？亚末希尔米
博士及林马惠博士指出向
外征求建议书（RFP）不
是公开招标，它是就不同
建议提出公开征求，容易
出现操纵。请读http://
www.freemalaysiatoday.
c o m / c a t e g o r y /
opinion/2018/07/30/
an-rfp-is-not-an-open-
tender/

3． PIL1真的可以完
善其他公共交通吗？在第
一期的槟州交通大蓝图，
RM17bi l将会用来建造
PIL1和LRT。并没有其他
资金用来开发其他的公共
交通，那所谓的其他公共
交通，什么来的呢？

4． 最后，个人认为
州政府不该宣传PIL1是没
有收费的，因为羊毛出
在羊身上，一切皆计算在
内。要不然，不如州政府
也一并的将两条大桥和渡
轮服务都一律免费吧？

以前反对槟岛外环公路(PORR)现在要建泛岛大道(PIL1)

为何彻底改变想法？
作者：祖菲卡阿里
(Zulfi kar Ali bin Abdul Aziz) 以前反对槟岛外环公路 现在要建泛岛大道作者：祖菲卡阿里

应独立审查SRS财团建议的
槟城交通大蓝图

评槟州交通大蓝图

（六）
作者：林马惠博士
      阿末喜尔米博士

某
些民众误认为
槟城论坛反对
州政府推行交

通大蓝图，事实并非如
此，槟城论坛不但不反
对交通大蓝图。

相反地，槟城论坛

成员在民联政府于2008年

执政后，率先提出规划全

方位槟州交通大蓝图，

尔后槟州政府成立槟城

交通理事会（Penang　

Transport Council），

并委任许多位槟城论坛成

员。

以下是槟城论坛呼

吁委托独立审查的五项

原因：

1  政局发生改变

槟州政府起初提出海

底隧道的原因，是因为前

联邦政府（国阵）不批准

兴建一座大桥；也不允许

州政府接手渡轮服务。如

今，此原因已不复存在，

州政府可透过与联邦政府

相互合作，提升现有渡轮

服务，并可选择在槟威一

或二桥加入轨道大众运输

以改善两地交通，此举将

更便宜也更环保。

大 马 反 贪 委 员 会

（MACC）正针对备受争议

的海底隧道和三条替代道

路的庞大成本和土地互换

支付形式进行调查，希望

联盟政府不应陷入争议而

应当放弃该计划，谨慎财

务规划，将这笔64亿令吉

的资金运用在真正可持续

的交通计划。

2 《SRS蓝图》并非交

通蓝图

斥资4 6 0亿零吉的

《SRS蓝图》，强调占地

达4500英亩的庞大填海地

块，位于槟岛南部海域的

三座人工岛屿，它比较像

是一场房地产游戏，而非

具有成本效益的可持续交

通规划，《SRS蓝图》专

注于超大型开发，而不是

创造符合需求的大众运输

系统。目前第一阶段总共

耗资的170亿零吉，近半

数（80亿令吉）费用竟然

用于建造20公里长的六线

道高架公路，目的在移动

车，而非移动人。

3 《SRS蓝图》使槟州

和联邦政府均面临巨大
财务风险

利用出售填海人造土

地所获得的资金资助大型

建设，将存在庞大的财务

风险，因收入和支出的现

金周转并不匹配。

根据目前SRS财团的

提案，州政府未来将出售

填海土地作为交通设施的

支出。因牵涉到房地产市

场，所以州政府需耗费较

长的时间以筹募资金，这

极可能为政府带来巨大财

务风险，目前小额度的贷

款（10－20亿令吉）可能

不足以支付《SRS蓝图》

首期高达170亿令吉的开

销。

此外，《SRS蓝图》

采用最为昂贵的大众运输

系统（包括高架捷运和单

轨火车），而非2013年

《合乐蓝图》提出较便宜

的快捷巴士和电车系统，

此外《SRS蓝图》并未对

财务可行性进行比较分

析。

除了《SRS蓝图》预

估乘客数字被严重夸大

（Page 9 ），未来营运

所造成的长期损失，将为

槟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带来

严重的财政负担。

4  工程交付伙伴模式存

在利益冲突

工程交付伙伴存在着

利益冲突，因为谘询顾问

所推荐的交通模式，最终

可能将直接或间接地成为

承包商或材料供应商。讨

论槟州政府使用对外征求

计划书（RFP）委任工程

交付伙伴，这并不符合公

开招标制度，故此，并不

能达到物有所值的目标。

5  若协议未达成无需

支付赔偿金

由于槟城交通大蓝

图还需要联邦政府批准，

SRS财团与槟州政府的协

议也尚未签署，因此，若

州政府没有落实《SRS蓝

图》也无需赔偿，因此我

们还有时间做一个正确的

决定。

聘请全球认可的独立
顾问来审查《SRS蓝
图》。

基于上述理由，州

政府应聘请全球认可的

可持续交通专家作为独

立顾问，就《SRS蓝图》

与2013年通过的《合乐

蓝图》作对比和评估。

其中一个机构为获奖的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

（ITDP），一个拥有三十

年记录，在中等收入国家

推动全球环境永续和公平

交通政策和项目的非盈

利组织。 了解更多信息

www.itdp.org，相比数

十亿令吉，顾问费并不昂

贵。

YAB曹观友总结时呼吁重新检讨外环公路

计划，而不是在强烈反对声浪中一意孤行

的去落实。
- 2002年5月29日讲词 - 录自www.dap-malay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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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团体对穿过升旗山的
隧道感到担心

作者：欧帕林•莫

原载2018年7月23日

英文《马来邮报》

槟城第一泛岛大
道（下称PIL1）的环
境影响评估第二部分
报告在向公众展示两
周后，槟城各民间团
体开始纷纷表达他们
对这条19.5公里长的
公路感到不安。

他
们要求检讨槟城
交 通 大 蓝 图 。
PIL1是大蓝图的

一个部分。他们认为这个
计划可能破坏环境，而且
造价太高。

槟城消费人协会（槟
消协）重申他们的要求：
全面检讨整个槟城交通大
蓝图。

槟消协主席莫哈末
依里斯局绅今天发表声明
说：“最近发放的PIL1环
境影响评估证实，许多公
众设施，包括青年公园、
学校、庙宇以及如升旗山
和其他山丘等敏感地带，
将受严重影响。”

他说，本地人民已认
识到，交通大蓝图将严重
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环境。

他又说，州政府应搁
置这个计划，先对它以及
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面检
讨。

对州政府要向联邦政
府申请10亿元低息贷款来
启动交通大蓝图下的PIL1
和轻快铁计划，他感到震
惊。

他说：“如果批准这
项贷款，可能使槟州的财
务有危险。

“槟城交通大蓝图
会产生很多经济和环境的
风险。大蓝图的一些重要
工程能否产生足够收益来
支付它们的费用是很可疑
的。”

国 民 觉 醒 运 动
（Aliran）会员阿尼尔•
聂图在他的部落格里提出
警告说，“做这些隧道要
用上千吨计的炸药（乳化
炸药）来炸开升旗山的山
坡。这是造价80亿元的
的6车道高速公路的一部
分工程。这要感谢SRS集
团提供了巨大的疯狂购买
‘交通’的机会。”

他指的是PIL1。这
条路将有一段10公里长通
过升旗山的隧道，把新关

子角和槟城第二大桥连接
起来。他在部落格里这么
说：“这条穿过槟岛中央
山脉的隧道，将用‘钻爆
法’施工。”阿尼尔也是
槟城论坛的积极分子。

他要州政府透露，造
这条6车道公路将会用多
少炸药。

他注意到环境影响评
估里说将会用上717公斤
乳化炸药，但没说是每次
引爆还是爆破每立方公尺
的用量。

另一槟城论坛会员林
马惠连同马来西亚理科大
学的群集交通系统技术副
教授阿末•希米尔，共同
发表了分六部分的系列文
章的第一部分，特别指出
必须检讨槟城交通大蓝图
的原因。

他们发表的文章说：
“目前提出的这份槟城交
通大蓝图太过以汽车为中
心，而且集中于特大型基
础建设计划，尤其是做高
速公路和隧道。这些都不
可能解决槟城的交通与流
动的问题。”

即使是一些公共交通
计划，如从乔治市通飞机
场的轻快铁，它在财政上
能否生存是令人怀疑的。

他们说：“州政府应
该考虑更持久的、造价更
便宜的和更环保的交通形
式。”

提议中的PIL1估计
成本是75亿元，是要耗费
460亿元的槟城交通大蓝
图的第一期工程。

民众可在槟城的八个
地点、布特拉再也的环境
局办公室和吉隆坡的国家
图书馆查阅有关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

这 份 评 估 报 告 也
可 从 以 下 网 站 取 得 ：
doe.gov.my；penang.
gov.my；pgmasterplan.
p e n a n g . g o v . m y 与
wirandamsdnbhd.com。

民众可在9月7日之
前向环境局提交他们的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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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财团对槟城轻快铁有4千200万年

乘客量非常专注，此数据在人均基础

上比伦敦、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大部分

的MRT线皆明显更高。

假如槟城轻快铁使用更真实的乘客量

预测，票值收入在10年内将损失至少

12亿令吉，而损及轻快铁工程的财务

可行性和州政府的财务健全性。

看看我国首都吉隆坡，双溪毛濡-加影（SBK）

新单轨火车线在2017年的第一年营运，实际年乘客量

只能达到2,225万（或11.1乘客每人每年旅程）。

尽管吉隆坡人口比槟岛更多，按绝对的价值估算，

比起槟城轻快铁的年乘客量预测仍低了48%。

   SRS槟城交通大蓝图
        是另一个金融丑闻？
评议：赵子路

最近，我们发

现公众的新瞩目点，

已转移到SRS财团建

议的槟城交通大蓝图

计划（PTMP）的争

论。

涉入其中的非

政府组织、学者、顾

问、停车场用户、居

民以及家教协会，都

纷纷发言表示SRS交

通大蓝图计划缺乏透

明度和效率。

我的观点：

SRS财团对槟城轻快
铁有4千200万年乘客量非
常专注，此数据在人均基
础上比伦敦、新加坡和吉
隆坡等大部分的MRT线皆
明显更高。

假如槟城轻快铁使
用更真实的乘客量预测，
票值收入在10年内将损失
至少12亿令吉，而损及轻
快铁工程的财务可行性和
州政府的财务健全性。

为什么槟城州政府
坚持推行SRS所建议的
LRT和单轨火车作为公共
交通系统。反对者建议
的电车和公交捷运系统
（BRT），据Halcrow报告
显示，它的建造、运作和
维修费用更低？

我们看到槟州政府
在争论中玩弄词语和为相
关单位的建设性辩论标上
“假新闻”的记号，而非
厘清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将
会继续直接针对SRS交通
大蓝图计划的缺失提高公
众醒觉。

本文将专注于峇六
拜-乔治市轻快铁工程。
SRS财团为这段工程进行
的乘客量预测，已被确定
是高度存疑和不切实际
的。这些问题，若有关当

局没有适当检讨和解释，
将如本文所提示，势必轻
易成为一宗金融丑闻。

荒唐的槟城
轻快铁乘客量
预测

S R S财团预测峇六
拜-乔治市轻快铁第一年
营运的乘客量是4千200
万。这个乘客量数据是引
自没有统计局数据支持的
人口测估。

为让公众了解这个
乘客量预测为何是天数，
且以全世界不同城市公
共交通线实际的乘客量
（附图）进行对比。这项 
“乘客每人每年旅程” 
对比分析的指数，是采用
城市人口分别来计算年乘
客旅途，以对不同城市的
人口进行更公平的比较。

以槟城来说，SRS财
团预测将有4200万槟城人
民，在轻快铁完成和营运
的第一年内使用峇六拜-
乔治市轻快铁。将槟城人
口（大约80万）乘于这个
数字，即为52.5乘客每人
每年旅程。换句话说，这
意味着，每一个槟城岛民
预测每年平均乘坐轻快铁
52趟。

这项分析，显示槟
城轻快铁年乘客量预测
（52.5乘客每人每年旅
程），只比新加坡东西线
（58.5乘客每人每年旅
程）低了10%。比伦敦码

头区轻快铁线（37.0乘
客每人每年旅程）高出
30%。不要忘记，这个槟
城轻快铁年乘客量是预测
在营运一年内达成，而新
加坡东西线以及伦敦码头
区路线（DLR）已运作31
年了。

看 看 我 国 首 都 吉
隆坡，双溪毛濡-加影
（SBK）新单轨火车线在
2017年的第一年营运，
实际年乘客量只能达到
2,225万（或11.1乘客每
人每年旅程）。尽管吉隆
坡人口比槟岛更多，按绝
对的价值估算，比起槟城
轻快铁的年乘客量预测仍
低了48%。

即使是吉隆坡-克拉
那再也LRT线（1998年开
幕），运作19年之后，年
乘客旅途也只能达到30.6 
人，而槟城轻快铁对比下
竟然是52.5乘客每人每年
旅程。

因此，槟城轻快铁
那有可能在第一年没有任
何转接站的情况下，比伦
敦、新加坡和吉隆坡等捷
运系统（MRT）有更高的
乘客每人每年旅程吗？

更坏的是，SRS交通
大蓝图工程偏重车辆交通
的系统，将会导致槟城岛
民更热衷于驾车而不是坐
公交。

例如，建议的泛岛
连贯大道（PIL 1）运作
与南北走廊相同，将会瓜
分轻快铁的营利。如果开
车经PIL 1可缩短15分钟
行程，槟島人为什么要花

一小时坐快铁。
因此，根据这项分

析，我们以高度的信心总
结，槟城轻快铁乘客量预
测是高度不切实际的，并
且很可能有明显的差数。

如果乘客
预测失败？

若以吉隆坡SBK捷运
作为标记，我们估计槟城
轻快铁年乘客量应调低至
1千万（12.5 乘客每人每
年旅程），而不是SRS财
团所强调的4200万（52.5 
乘客每人每年旅程）。将
年乘客量从4200万调低至
1千万，无疑将令槟城轻
快铁计划面对财务可行性
的负面结果。

失去足够的票面收
入，沉重的营运与维修费
将导致轻快铁计划面对可
持续的赤字。如果票价为
每趟3.50令吉，在10年内
的票面损失可达到至少12
亿令吉。即使将乘客量调
低到年乘客量1千万，它

依然会成为超估。
当这个金融丑闻最

终发生，槟城政府将被迫
埋单，而不是SRS财团。
我们唯一能猜测的是，这
个夸大的乘客量预测，唯
一目的是提高收益成本
比，以解释轻快铁计划的
高价表（84亿令吉）。

NGO真的
反对所有
州政府发展？

为 了 争 取 公 众 支
持，槟州政府经常以“假
新闻”或“反对州政府的
一切发展”，去抹黑非政
府组织和SRS交通大蓝图
计划的反对者。

我们必须重申，事
实上，非政府组织并没有
反对所有政府工程。任何
由政府推行的发展，必须
是财务、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但它在SRS建议的交
通大蓝图里缺失了。

既 然 州 政 府 反 对

的电车和捷运系统，在
Halcrow报告中显示它的
建造、运作和维修费用更
低，为什么州政府坚持要
推行SRS所建议的轻快铁
和单轨火车作为公交系
统？

为 什 么 有 双 重 标
准 ， 让 环 境 评 估 报 告
（EIA）上网供公众评

估，而非SRS的建议邀请

书（RFP）。槟州政府是

否企图掩盖这些荒唐的轻

快铁乘客量预测，或者在

公众监察中缺乏选择最昂

贵公交的合理解释?

撰 写 本 文 之 际 ，

Halcrow报告静悄悄的被
挪出槟城州政府网页。这
是槟州政府重温能干、公
信及透明（CAT）原则的
时候，以便尽快结束这个
烂摊子，避免它酿成金融
丑闻。

*赵子路是帝国伦敦大学
交通学中心博士生。作
者发文中立，写作时不
属于马来西亚任何政党
或NGO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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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使槟城破产吗？
这3个财务方案 （票价收入）有不同的

乘客估量—1千250万（根据吉隆坡的

经验），2千500万（根据每小时每路线

乘客量的数据），而SRS的估算是4千

230万（每日116,000 人）。估计峇六拜

轻快铁线的营运亏损为每年2千300万和

1亿2千600万令吉。将此赤字具体化，

可对比槟城州政府在2016年的预算收入

是7亿令吉。

文：槟城论坛

我
们不知道每一部

分建筑费是多少

钱，比较之下，

建议公路和公交系统的每

年营运和维修开支反而是

更低的。

460亿令吉是一个天

文数字，也很难理解，它

等于每户家庭有10万令

吉，或者将460亿令吉折

为100令吉面钞，就等于

珠穆朗玛峰高度的6倍。

在平流层指数之外，它在

书面意义上就是天文数

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难

于想象的大数目。既然如

此，先让我们关注支出更

直接的工程，泛岛大道

（PIL1）的价值是61亿令

吉，乔治市连贯机场轻快

铁线叫价63亿令吉，而

Zenith BUC G则建议从现

在到2021年动工兴建3条

大道。这些工程建议，每

一项都有进行详细的研究

吗？

在我们决定进入任何

一项工程之前，我们必须

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吉隆坡轻快铁和单轨

计划皆面对财务失败，主

要原因，是政府所获得的

信息恶劣和不准确，让它

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安邦轻快铁在1996

年开幕时估计乘客量有

170,000人，但却迟至

2014年才实现这个数字，

那是在18年之后！

格拉那再也轻快铁计

划估计每日有360,000名

乘客，但营运18年之后，

只能达到225,000人！

吉隆坡单轨线在2002

年估计每日有86,000人，

12年后，在2015年仅达到

75,000人，至今仍在追赶

原估算数字！

吉隆坡两个轻快铁公

司都陷入财务困境，无法

偿还债务。

联邦政府被迫发出

45亿令吉债卷为这两家公

司还债，而吉隆坡单轨计

划则获得3亿令吉的软贷

款。

在2001年11月，财政

部通过发出另一项总值55

亿令吉的债卷，认购两家

轻快铁公司不能偿还的债

务。

吉隆坡有联邦政府做

糖爸爸。槟城没有这个福

分。每一个槟城人都要背

负这个财务负担！

我们被告知，独立

的光大到机场轻快铁线，

第一年营运，每日可载客

116,000人！

吉隆坡已经历实质

乘客量与乘客估算有巨大

差距的事实，这是一个启

示。这3条线的实际平均

乘客量，只等于估算数字

的18%。

这3个财务方案 （票

价收入）有不同的乘客估

量—1千250万（根据吉隆

坡的经验），

2千500万（根据每

小时每路线乘客量的数

据），而SRS的估算是4

千230万（每日116,000 

人）。估计峇六拜轻快铁

线的营运亏损为每年2千

300万和1亿2千600万令

吉。将此赤字具体化，可

对比槟城州政府在2016

年的预算收入是7亿令

吉。

州政府说，它期望通

过广告和相关的产业经营

来缩小差距，并以日本为

例。可是，日本的经验并

不能轻易的被一个世遗和

文化城市复制。反之，看

向Prasarana集团的经验

是更加适当的。它在15年

之后，其非票价收入只等

于总收入的15%。

将这些赤字立体化，

槟城州政府在2016年的收

入是7亿令吉。即使它的

收入在2023年增长一倍，

这一条轻快铁线1亿2千

600万令吉的赤字是等于

州预算的大约10%。其他

轻快铁线、单轨铁线、电

车和捷运巴士和大道的财

务开支又当如何？

为什么州政府没有

提呈替代公交模式，即轻

快铁、单轨铁线、电车和

捷运系统的财务估算和选

择？

S R S为什么提出建

议，而州政府又为什么接

受轻快铁系统，它的建筑

费不但更高，而且营运费

和维修费都更高？

州政府能够吸纳这些

计划如此高的赤字吗？它

会影响州政府的财务稳定

吗？

一旦州政府无法融资

赤字，而且没有获得联邦

政府协助，那当如何？谁

要付工程钱？

一不小心，槟城就可

能落入布城和雅加达一样

的下场。

布城的经验

布城单轨系统是未

完成的工程。布城原本的

计划是现代电车系统，通

道工程也已展开，当计划

改变，SCOMI公司的单轨

却变成双线；第1线，是

有17站的12公里单轨线，

第2线只有6公里，却有6

个站。这个结构已经被弃

置12年，在2004年喊停。

如今，它重新观看现代电

车。最近，陆路公共交通

委员会（SPAD）主动进行

一项现代电车的研究，行

程是从吉隆坡到布城。

雅加达的经验

槟城应该学习，而

非重踏雅加达大爆炸的经

验。这里同一时间推行太

多大型交通计划，建筑大

道、单轨铁线和水道，结

果一些进入财务困境，一

些则延迟或被弃置。雅加

达是在2004年开始发展单

轨工程，随后陷困，在

2008年停止。城市策划师

曾经劝告，雅加达应该按

部就班的落实公交工程。

槟消协反对为槟城交通计划借贷10亿
槟

城消费人协会对

槟州政府计划向

中央政府贷款10

亿令吉，启动槟城交通大

蓝图计划（PTMP），促成

泛岛高速大道（PIL）与

轻快铁工程，感到震惊。

较早时，槟州首席部

长曹观友与现为财政部长

的前首席部长，承诺有关

工程不涉及公帑。如今，

新闻已经改写，若此项工

程被启动，将会危及槟州

的财务状况。交通大蓝图

涉及巨大的经济与环境危

机，而且一些关联的主要

工程是否收支自足亦充满

疑虑。

此外，如果稍后发现

10亿不够用，而需增加借

贷时怎么办？如此，只会

加重州政府和槟州人民的

负担。

我们被联邦政府告

知，包括财政部长林冠英

也说，由于负债过兆令

吉，马来西亚没有能力发

展新的大型工程。

为什么槟州交通大蓝

图是一个例外？这项工程

的总开支估计是超过400

亿令吉。

其实，槟城的确需要

中央资助。这些款项需要

花在基本开支，包括保育

数百个由于土崩和忽略而

受影响的斜坡和山地，以

及改善州内河流，建立绿

色地带与可渗透的表土来

吸收雨水。款项也许用来

保育海岸线，如海滩和红

树林区，减洪工程以及改

善贫穷与弱势社群的生活

情况。

这是槟城从最近的

暴风雨、风灾、大雨和洪

灾所造成的破坏复原过来

而需要的财资，同时也要

预防和减少未来类似的问

题。

槟州政府应该征求联

邦即刻为全面的策略和计

划拨款，预防未来的水灾

和其他环境灾害。交通大

蓝图，特别是清除山坡与

大面积向海面征地，将会

加剧而不是解决这些环境

问题。

槟消协再郑重呼吁，

针对交通大蓝图进行全面

检讨。

最近针对泛岛高速

大道而公布的环境冲击报

告显示，许多公共施设，

包括青年公园、学校、庙

宇以及升旗山和其他山地

等敏感区将会受到严重影

响。如今，许多公众觉知

交通大蓝图将对槟城人民

的生活与环境造成灾难性

的影响。

交通大蓝图计划必须

喊停直到完成检讨为止，

州内将受严重影响的社群

必须了解泛岛高速大道的

冲击和提供意见。

槟州政府不应该征求

10亿令吉的贷款去推动交

通大蓝图工程，联邦政府

也不应该提供这笔贷款。

我们被联邦政府告知，包括财政部长

林冠英也说，由于负债过兆令吉，

马来西亚没有能力发展新的大型工程。

为什么槟州交通大蓝图是一个例外？

这项工程的总开支估计是超过40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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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展 带 来 水 淹 槟 岛   变成了夺命的危险？

曹氏是全马有史以来最大最贵的城市

交通工程的主要推动者。这个造价114亿元的

工程包含一条连接半岛的海底隧道、

三条高速公路、一条轻快铁线、

一条单轨线，以及一条4.8公里长从槟岛

通往槟州半岛区的缆车线。

古密星是“马来西亚环境、科技与发展

中心”发起人和主席，是这个国家的

资深环保工作者。他说槟州政府推行更大的

增长和大型基建发展是“愚蠢”的。

“这些计划已超出槟岛的负荷能力，

应该永远不予批准。”

作者：克因斯•施耐德
（Keith Schneider）
原文载2018年7月6日
《蒙噶拜网页》(Mongabay)

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自196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

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

目前计划的是特大型的公

路和填海工程。

这个岛越来越常发生

水灾和土崩。环保人士认

为这和地面铺水泥以及山

坡建房屋有关。

2
017年10月29日是星期
日。这天早上，槟州首府
乔治市（槟城）的街上，

堆满了全是泥泞的地毡和水浸
坏了的家具，任由它们腐烂。

八天前，洪水从槟岛中部
山脉陡斜的山坡冲下，破坏山
下周围地区。一处高楼工地发
生土崩，造成11个工人因被埋
在土里而丧生。这是槟岛在五
周内发生的第二次大雨造成的
大灾难。

槟岛居民甘钻萍是马来西
亚知名的土壤专家。在一个由
200人匆促召集的大众安全紧急
讨论会上，和以前几次一样，
她冷静地解释，这是地球气候
频频发生剧烈变化和岛民爱在
陡坡建房屋之间的竞争；森
林和农地被道路和建筑物取代
了，这必然会引发更多悲剧。

她说：“城市化了的地
区，能吸收雨水的地面变小
了。因此，在发展了的地方，
能吸收进地里的雨水少了，过
多的雨水在地表流动，造成闪
电水灾。”又说：“如果气候
变化带来更多雨和大雨，水灾
情况必将更糟。”

五天之后，情况更糟糕。
在11月4日和接下来两天，槟
岛被大雨淹没的情况达到前所
未有的记录：街道淹水3.6公尺
深；7个人死亡。这次长时间的
公民讨论会，认为新建筑工程
和越来越猛烈的气候变化所产
生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去年槟城已加入了数目越
来越多的世界海滨大城市：休
斯顿、新奥尔良、纽约、开普
敦、真奈、雅加达、墨尔本、
圣保罗。气候变化在这些城市
产生的结果都是很明显的。

槟州政府和新首席部长曹
观友都承认这个问题。曹氏在
五月接任后第三个星期，告诉
《星报》的两名记者说：“符
合环保的经济增长比牺牲环境
的发展更为理想。”

但是曹氏也偏向更多的增
长。他是全马有史以来最大最
贵的城市交通工程的主要推动

者。这个造价114亿元的工程包
含一条连接半岛的海底隧道、
三条高速公路、一条轻快铁
线、一条单轨线，以及一条4.8
公里长从槟岛通往槟州半岛区
的缆车线。

州政府的计划是在槟岛南
部沿岸填海造地，然后卖掉所
造的1,800公顷地来付工程建造
费。南部填海计划要造三个人
工岛来建工厂、商业区、办公
室和可住30万人的房屋。

2015年，南部填海计划
财团公司（SRS Consortium）
获授权进行填海工程。它是主
要承包商，由全国性的和槟州
当地的建筑公司组成的集团公
司，现在只等联邦政府批准便
可开工。槟岛渔民和支持他们
的槟城环保组织及居民协会反
对这项计划，提出了另一份交
通计划，提议建有轨电车和快
捷巴士交通网络，成本只是原
来的三分之一。

那时联邦政府支持渔民。
当时是国阵执政，国阵的天然
资源与环境部部长万朱乃迪不
批准该工程。他对记者说：
“这个1,800公顷的计划太大

了，可改变当地的海岸线，不
只影响环境，还影响森林，如
红树林。这将摧毁野生物、
海洋生物以及它们的繁殖场
所。”

可是，自2008年开始，
槟州和槟岛是由希盟织政府管
理。他们支持有关交通和填海
大型计划。2018年5月，希盟在
国会选举中击败国阵。希盟领
袖，曾任首相的马哈迪，再次
接过管理国家的权力。槟岛的
领袖相信他们的交通和填海大
型计划会获得批准。

事情很明白，去年水灾启
迪了人民的思想，对发展做出
反思和考虑。证据随处可见，
如在槟城市中心以外，被洪水
破坏了的山坡地披上很多蓝色
的防水布，目的是预防大雨把
更多泥土推向附近的公寓区。
这些蓝色的防水布就是生态灾
难的明显标志。

或者看看槟城高速发展的
郊区丹绒武雅的那个被洪水破
坏了的建筑工地。这里只有一
个守卫，阻止旁人从闸门望空
无一人的公寓建筑工地。这是
2017年10月发生土崩和造成11

人丧生的地方。大概一哩外，
有一排空的、破裂了的、价格
昂贵而且从来没住过人的山坡
地城市房屋，在一条路旁倾斜
得像折叠弯曲的手风琴。它那
支撑道路和建筑的防护墙已在
2017年11月水灾中倒塌，造成
严重财物损失。

古密星是“马来西亚环
境、科技与发展中心”发起人
和主席，是这个国家的资深环
保工作者。他说槟州政府推行
更大的增长和大型基建发展是
“愚蠢”的。

在他的吉隆坡的办公室接
受访问时，他说：“这些计划
已超出槟岛的负荷能力，应该
永远不予批准。”

古密星是在槟岛长大的，
已七十多岁，还很活跃。他见
证了哪些建筑物使许多他少年
时见过的地貌变得认不出了。
他说：“现在那里的一切建筑
物都是不能长久的。”

它经过十年才出现了上述
情况。在1969年之前，当州政
府请罗伯特•纳丹联合公司，一
家美国顾问公司，草拟一份经
济发展大蓝图时，槟岛这个293

平方公里的岛屿有很多陡峭的
高山森林、广袤的稻田和只能
靠船才能到的渔村。

对许多居民来说，槟岛
不是热带天堂。根据国家的记
录，槟城，当时的殖民地首
府，几乎每五个能工作的成人
就有一人失业，而且人民普遍
贫穷。

纳丹提出一条走向富裕
的道路：邀请电子器件制造商
到槟岛开厂，把产品出口到全
世界。他的计划看重槟岛在马
六甲海峡的地点。马六甲海峡
自16世纪以来就是知名的贸易
通道，把槟城和新加坡连在一
起，而且也靠近其他亚洲大港
口。

作为20世纪的刺激经济
增长的策略，纳丹的计划带来
了实在的利益。根据国家的估
计，槟岛的人口增加到755,000
人，几乎增了一倍。失业率也
仅在2%内波动。

外国投资者投入了数十亿
元在制造业、零售业和房屋发
展，还有支持这一切的港口、
能源、道路、水供和废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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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展 带 来 水 淹 槟 岛   变成了夺命的危险？

面对大自然算总账的城市越来越多，

槟城去年也列入了名单内。根据槟州的

记录，从2013年到2017年10月中，

槟城发生了119次闪电水灾。它每年发生的

次数在增加：2013年22次；2016年30次。

居民也谈论槟岛的气候变化了。槟岛的气候

本来是特别温和的，但现在出现的暴风雨

特别强劲，风如飓风，雨量非常大。

在1960年，槟岛的城市化
面积总共才29.5平方公里，几
乎全在槟城市的范围内和紧邻
的周围。到2015年，城市化的
面积已经扩大到112平方公里，
使槟岛东部和北部沿海的红树
林、胶园、稻田和渔村都消失
了。

根据全国产业信息中心，
槟岛现在有22万个家庭，而且
每年还会增加超过1万个家庭。
槟城在殖民地时代的中心部
分，早在1786年便已成形，在
2008年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遗产地，就如威尼
斯和吴哥窟。

这个荣誉帮助使槟城变成
一个海滨旅游圣地。槟州，包
括它在半岛的751平方公里土
地，每年吸引超过600万游客，
其中几乎一半是外国游客。据
马来西亚旅游局说，大多数游
客都是去游槟岛的。

然而纳丹的计划没料到它
在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反应那么
剧烈，使它的海岸线和山边的
发展失控，并且在21世纪造成
破坏。槟城的交通阻塞是全马
最糟的；空气污染在恶化，水
灾更常发生。

这些年来，尽管官方办
了系列报告会，要求发展在经
济和环保方面都必须是可长久
的，但槟城处理人民事务的当
局，一直没足够重视将发生灾
难的大量迹象。

事情在去年尾暴发。水
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民逃离住

所。洪水冲蚀山坡，森林出现
巨大的泥泞伤口。根据气象记
录，槟岛从来没因大雨而遭受
过这么严重的破坏，而且越来
越频繁发生。11月的降雨量是
一天超过400毫米。它所造成的
破坏和人命损失，为槟岛公民
争论最久课题：槟岛的发展是
否变成了夺命的危险？增添了
新的紧迫性和吸纳了更多组织
参与。

槟城绝不是唯一思考这
个问题的城市。受20世纪的观
点影响的发展方式：喧闹的住
宅、工业和基础建设发展，促
使我们走向21世纪当前这种恶
劣的气象情况。

世界60%人口住在沿海城
市。现在，这些城市遭受到从
未有过的、连续的暴风雨和要
命的干旱的打击。例如，在到
2016年的两年内，印度孟加拉

湾的真奈市，受台风和水灾袭
击，造成超过400人死亡；而干
旱缺水引发的抗议活动也造成
人命丧亡。休斯顿曾因暴风雨
而被水淹，而开普敦却正在面
对两年的干旱紧急期。

面对大自然算总账的城市
越来越多，槟城去年也列入了
名单内。根据槟州的记录，从
2013年到2017年10月中，槟城
发生了119次闪电水灾。它每年
发生的次数在增加：2013年22
次；2016年30次。居民也谈论
槟岛的气候变化了。槟岛的气
候本来是特别温和的，但现在
出现的暴风雨特别强劲，风如
飓风，雨量非常大。

现在，数十亿元的新投资
面对损失的危险；公寓高楼困
在泥流当中；近槟城市中心的
北部海岸地区闪电洪水上升。
虽然法规禁止伐木，但是，在

中部山脉陡坡上，砍伐树木的
事情还在急速地进行。人口统
计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期，
槟岛人口可达到近一百万。但
条件是如果暴风雨没赶走人民
和生意。印度真奈就发生了这
样的事情，使它的新“高科技
走廊”面对失败的危险。

由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
更形紧急，促使新的支持者出
现，加入甘钻萍阵营，站到槟
岛环保活动的前线。

其中一人是安德鲁黄友
汉（译音）。他是一位教师和
纪录片制作人。他拍的《山和
海》，说明了槟岛北端大填海
工程如何造成鱼群大量减少和
破坏渔村。高楼耸起很快地就
消灭了百年古老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槟岛
南岸的2千多渔家人，因为他
们对抗的是一个更大的填海计
划。

黄氏告诉采访者说：“他
们要怎样生存？这一代的渔民
必将消失。他们的后代没有一
个要当渔民。槟城将在2019年
主办一个国际渔民大会。市政
府也胆敢用本地渔民的照片做
海报！来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嘿！你正在填海和摧毁整个
渔村的生存。’”

他在他制作的一部录影里
说：“我们都要槟城进步、发
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但
要付出什么代价呢？这才是问
题。这就是我的片子要说的故
事。”

另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
青年是列西•帕拉卡什•查柯，
一位20岁的工程师，对违法砍
伐森林的事情做了详细的记
录。查柯是槟城论坛的积极参
与者。这个民间组织在去年10
月办了一个大型的水灾会议。
约两年前，他协助设立《升旗
山观察》网站，利用卫星拍的
照片和居民拍的照片来确定升
旗山出现了哪些被开发的大伤
口，然后绘制有关地图。这些
伤口，按少见执行的州和联邦
的法律来说，都是非法的开
发。

甘钻萍和其他科学家认
为，开发山地和目前频频发生
的闪电水灾及严重土崩有关。
现在连中等程度的雨量也会引
发这些问题。

在1960年，马来西亚在通
过《土地保护法令》时，就预
料将来会有水土流失的问题。
按这个法令的规定，大部分槟
岛的山地森林是禁止开发的。
在2007年，槟州政府禁止发展
高度在76公尺以上的山坡地，
同时也禁止发展任何超过25度
的斜坡地。

《升旗山观察》网页上的
照片直接说明法律规定的措施
一直被忽略。在2015年，州政
府完全承认了这事，它宣布了
55栋高楼房屋已建在高度超过
76公尺的山坡地，或超过25度
的斜坡地。它把它们称为“特
别项目”。这“特别项目”包
含1万套住房和高45层的建筑
物。

查柯在受访时说：“现在
有大量的水从山上流下。……
这是缺乏远见。做计划时就要
考虑，当气候这个因素发生变
化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砍伐森
林的事情还在发生。过去两年
的雨水越来越严重。

“你难以想象。人民都对
这种情况担心。去年的水灾和
泥流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自从2015年参与关于发
展的公民讨论会以来，甘钻萍
就提醒当局，忽视限制发展的
法规会带来后果的。2017年
10月发生土崩事件后，她注意
到，地方官员坚持发生11人死
亡的，在建造中的公寓建筑，
是建在平地上的。但她告诉本
刊，州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是，该公寓建筑紧邻一个60度
花岗岩斜坡；这斜坡被雨水完
全浸透后是非常不稳定的。

甘氏在一封电邮里说：
“州政府当局坚持它禁止发展
受保护的山地。但没什么证据
说明当局已更严格执行发展山
坡地的法律。希望州调查委员
会的调查结果可作为一个教
训，会使当局对类似发展计划
更加严格监督和执法，这样
才不会让11条生命白白牺牲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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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交通大蓝图
  一个多方面的谬误

对比槟城PIL1和新加坡南北走廊

槟城 PIL 1

新加坡南北走廊

评论：赵子路
自由今日大馬(FMT)，

2018年8月13日

本
文是针对槟城交

通 大 蓝 图 计 划

（PTMP）所引发

的不同争议作出回应。

本文有两个黑体标记

的文句，是摘录自一位州

政府和SRS财团的代表。

这些言论须以定量

和定性证据进行批判性分

析，我让槟州人民就此课

题建立本身的知情意见。

槟城人民有权力对此

计划的蓝本与后果，获得

正确的通知。

“全世界从未有一
个国家停止使用公路和建
筑新的道路，以作为增加
公共流动的策略。苏黎
世、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
是最强最永续的城市。
它们也有交通阻塞，一如
槟城。为了解决交通问
题，这3个城市发展更优
越的公交并同时建造新公
路。就以槟城来说，多维
和多模式的途径都被采用
了。”

上面的图表是针对

槟島比较苏黎世、新加坡

和斯德哥尔摩所采用的一

些主要交通策略。苏黎

世、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

的数据是取自国际公交协

会（UITP）的城市流动

数据（2012年），槟城

的数据是引用自多个来源

（Halcrow、环境影响评

估报告与本人的计算）。

在每一个指标上，

苏黎世、新加坡和斯德

哥尔摩的交通统计，明

显否定SRS财团的争论指

这些城市是“对于公交

和道路网络是置于同等

重视”。

非如槟城，记录了全

世界最高的汽车模型分额

（96.8%），苏黎世、新

加坡和斯德哥尔摩的汽车

模型分额都低过50%。

这些城市是怎样达到

低汽车模型分额，而槟城

却维持数十年来对汽车的

依赖？

根据这些交通指标，

这些城市都更加重视公

交。例如，苏黎世的公交

路线专用通行权（每千人

440.9米），相对大道供

应（每千人52.0米），几

乎高出8.5倍。

值得注意的是，斯

德哥尔摩的大道供应在列

表中为最高（每千人139

米），那是因为它的城市

版图和人口是分布在多个

峡湾的大片区域。

尽管斯德哥尔摩的大

道供应在列表中为最高，

相对于高速大道，它仍

多出42.4%的专用公交路

线。

同 样 的 ， 新 加 坡

专用公交路线（每千人

33.4米）对比其大道供应

（每千人30米），也超出

11%。

反过来，槟島公交基

建实质上并不存在，因为

它的公交模型还没有专用

通行权（每千人0米）。

由于缺乏足够的公

交，槟島人民被迫倚重汽

车，即如车辆对人口比

率，槟城的车辆比州内人

口更多。

尽管槟城公交基建远

抛在后头，SRS交通大蓝

图计划却继续偏重车辆交

通。

例如，交通大蓝图

计划第一期工程只建造一

条从乔治市到峇六拜的轻

快铁线，建筑费是80亿令

吉。明显的，更多道路和

高速大道（PIL 1、PIL 

2/2A、北岸替代公路以及

槟島海底隧道）已在计划

中，投资额至少150亿令

吉。

对，SRS财团正确的

指出全球城市并未停止扩

建和建筑新路。

可是，这些公路改

善工程经常是以小数量进

行，并不是为了容纳大量

的新车数量。

其实，建筑一些新路

是为了满足其它道路网络

指标，例如从道路空间的

实际位置，去实现可持续

的交通模式，支援街道相

关活动以及提供高素质的

公共区域。

这和6车道的PIL 1大

型工程，只专注于大幅增

加道路容量完全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SRS

交通大蓝图计划（由产业

发展商制定）完全乖离了

原来的交通大蓝图计划

（Halcrow公司，一家国

际著名的独立交通顾问所

制定）。

Halcrow报告更注意

加强公交（7个电车线建

议和3个捷运线），而且

建议在2030年才发展新

路，同时开支更加低。

其实，明显的差别

就在建路工程的规模与数

量。

由于SRS交通大蓝图

计划偏重车辆交通，其交

通统计也显示出槟城的大

道供应，在SRS交通大蓝

图计划执行之后，对比公

交路线（每千人+25.88

米），将会继续的快速增

加（每千人+35.1米）。

因此，这个定量和定

性证据明显说明SRS交通

大蓝图，非如其支持者所

说，其实是不“永续和多

维”的。在建筑更多公路

之前，槟城迫切需要追赶

公交赤字，以免过度依赖

汽车。

“在写作期间，新加
坡正在建造第11条高速
公路，即21.5公里的北南
走廊，估计开销是230亿
令吉（80亿新币）。”

SRS财团不断以新加

坡继续建造大道来为槟城

建造更多大道进行争辩。

其实这些争论具误

导性，即如我之前的发文

针对PTMP提出多个争论性

的问题，自2016年至今依

然没有得到槟州政府的答

复。

最关键的是，SRS财

团无法说明新加坡对比大

道，也在建造更多捷运线

（汤逊东岸捷运线、裕廊

区铁线以及跨岛线）。

其 实 新 加 坡 是 在

原有的5条线增加捷运

线，其汽车模型分额只

有33.2%，对比槟城并没

有公交和专用通行权网

络，而汽车模型分额是

96.8%。

更糟糕的是，槟州政

府的代表只说明新加坡改

善公路网络的确实开支，

并没有对比改善轨道交通

的开支。

是的，新加坡第11

条高速公路（北南走廊）

的开支是80亿新币，如果

将它和汤逊东岸捷运线

（240亿新币），以及跨

岛捷运线（410亿新币）

比较则明显逊色。

必须提示的是，被槟

州政府就重引述，新加坡

全长21.5公里的新北南高

速公路，已被重新策划为

北南走廊。

“高速公路”和“走

廊”之间有明显的差别，

但PIL 1的支持者却避重

就轻。

它和PIL 1高速大道

着重流动车辆交通的差别

是，北南走廊将会成为新

加坡第一个综合式交通走

廊，并以连接的巴士车

道、行人道以及脚车主干

线作为特色。

槟城PIL 1高速公路

和北南走廊的差异，可参

考画家的概念图。

槟城州政府谴责非

政府组织所提供的资料是

“散播假新闻”，这个借

口已经失效，因为附图的

PIL 1高速大道画作，是

直接取自槟州首席部长曹

观友的官方面书。

根据槟州一位前州议

员指出，虽然SRS财团不

断争辩PIL 1高速公路将

会有专用巴士车道，它并

没有在画家的PIL 1概念

图中显示出来，也不能在

SRS财团所提呈的RFP建议

书的文件中找到。其实，

SRS交通大蓝图计划没有

上网供公众监督，也成为

此课题的信息错误与混乱

的繁殖地。

SRS财团自辩他们所

建议的交通大蓝图计划，

比Halcrow计划更加优越

和全面，那么槟州政府为

什么这样害怕上载SRS交

通大蓝图供公众监察？为

什么州政府不断袒护SRS

建议的大蓝图，而不是根

据非政府组织所发现的纰

漏和批评，严厉的质疑

它？

直到今天，槟州政府

和SRS财团对SRS交通大蓝

图的详细计划，有两项广

受关注的问题，一直维持

沉默：

1.槟城轻快铁的乘客

量预测高度不符事实，它

在人均基础上明显高过伦

敦、新加坡和吉隆坡的捷

运线。

2.SRS填土小岛的人

口密度预测出现疑点（每

平方公里21,636人），比

伦敦市中心（每平方公里

11,522人）以及巴黎（每

平方公里20,909人）更

高。

希盟在刚过去的大

选获胜，令马来西亚人民

对它抱住极高的期望。可

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

持续不断的不良行为，完

全与前朝国阵政府没有分

别。此时，正是槟城州政

府言行一致，履行能干、

公信和透明的行政原则的

时候。

*赵子路是帝国伦敦大学

交通学中心博士生。作者

发文中立，写作时不属于

马来西亚任何政党或NGO

会员。



消费人 特稿 2018年7-8月 13  

欧洲发生的车流蒸发
作者：
玛戈.瓦尔斯特伦
（Margot WALLSTRÖM）

负责环境事务的欧盟委

员会委员

本文是欧盟委员
会环境事务总局出版
的 《 为 人 民 收 回 街
道—要混乱还是要有
素质的生活？》的序
言。

环
境素质对城市

地 区 非 常 重

要。

要确定一个城市是

否是适合居住的健康的

地方，我们是否乐于住

在那里和让我们的孩子

在那里成长，环境素质

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影响城镇环境素质

和生活素质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它的公路交通。

车流量大表示空气

素质差，噪音令人难受

以及邻里意识和本区人

的意识比较薄弱。

交通问题也增加经

济成本，因为交通拥挤

造成各种延误。

欧洲的车辆每年都

增加超过300万辆。

从1995年到2030

年，城市地区的总道路

交通里数将增加40%。

地方政府和人民

必须决定如何应对这些

压力，决定他们的城镇

将来要变成怎么样的地

方。

其中一个选择是做

更多道路来消除交通拥

挤，但是它的成本，包括

财政、社会和环境的，可

能很高，而舒缓只是短暂

的。

越来越多城市选择不

同的解决方法，和市民一

起努力，保证他们不必依

赖车辆交通就能得到所需

的东西和服务。

有各种各样的交通管

理技术和方法。任何城市

可能都需要开发一套措施

来有效地管理它的交通。

这本新的手册提供了

一些把道路空间分配作其

他用途的个案研究。

这些曾因常交通拥挤

而难去到的地方，被改变

成新的、吸引人的和出名

的公共场所。

如果好好地计划，就

不会出现和预测相反的结

果，发生公路交通混乱的

情况。

我希望城市和市民将

会考虑这个方法，用作公

路交通量不断增高的解决

办法之一。这本书是之前

出版的《骑脚车——流动

的城镇和儿童的选择》一

书的补充。该书也提供了

其他研究案例。

我确信，要把我们

的城市变成更吸引人住的

地方和改善它们的环境素

质，交通管理最为关键。

什么是车流蒸发？

在
欧洲，许多城镇

的规划师和政治

人物正在寻找增

加个人流动性和经济增加

的平衡点，而且还必须重

视环境和提供全民一个可

接受的生活素质。

虽然以车辆流动性为

主还是交通管理规划的一

个重要部分，但是，寻找

各种方法来鼓励更多使用

如公交、骑脚车和步行等

替代交通方式，是所有可

持续的城市政策的目标。

在道路空间有限的

地方，要给替代交通方式

提供足够的空间，就得重

新分配道路的容量。如果

所考虑的道路的交通是非

常拥挤的，减少它的车辆

可用的空间，一般的看法

是，这将使附近街道的交

通更加拥挤。

但是，这份文件提供

的证据说明，结果不一定

如此。

欧洲多个城市提供的

经验如下：
l  通常，在实行重新

分配道路空间计划之后，

交通问题远远没所预测的

严重；
l  经过了一个开始的

调整期，结果发现一些原

先使用计划地点的车辆竟

然“消失”了或“蒸发”

了；
l  结果，城市环境在

许多方面变成了更适合居

住了。

这个车流蒸发的概念

已在许多欧洲城市实行。

这些城市，不理那

些说会造成交通纷乱的预

测，许多已进行重新分配

道路空间的计划。结果，

任何在开始实行时期出现

的交通拥挤问题都是暂时

的，在“安定”期过后，

发现一些车流已经“蒸

发”了。

这些城市用这个方

法创造了吸引人的无车街

道；行人和骑脚车者现在

可享受一个更干净、更安

静和更安全的环境。这些

案例说明了更有效使用城

市道路空间的可能性，将

它作为“交流空间”，不

只是“行动空间”，同时

也是承认街道和广场对社

会的重要性。

欧洲有近30%的家庭

是没有私家车的，因此，

偏重更持久的交通模式能

促使人融入社会和比较容

易去到想去的地方。

这样的计划是更加

公平的，因为它们减少了

城市交通和拥挤的消极作

用。这是人人可感受到

的，不管他们是否是用车

的人。

原载：《为人民收回街

道—要混乱还是要有素质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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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流蒸发”的成功
哥本哈根的斯楚格街（步行街）

于1962年成为步行街，全长3.2公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长的步行街。

过
去30年，拥车和
用车的人一直在
增加。面对交通

需求增加造成的压力，当
局通常的反应就是增加供
应，即提供更多道路空
间。

这种传统的以提高供
应来满足需求的方法已经
不适合了。

越来越多证据说明，
增加道路容量的益处不像
以前所以为的重要。其
实，在极端情况下，提供
更多连接的道路可能加重
交通拥挤问题。

这情况是通过一个称
为交通“诱发”的过程而
发生的。

在1994年，英国政府
委任的主干道路评估常务
咨询委员会（SACTRA）的
报告，对新建道路影响有
关地区的交通流量提供了
证据。

报告说，其实，当出
现了新的道路容量，在它
的附近地区的总体交通流
量可能增高。有关证据无
法提供一个可靠的办法来
预测交通流量的增幅，但
个案研究的结果是，短期
内一般是10%，长期则20%。

在一些有足够空间的
城市，或许可在不影响汽
车用的道路空间下，提倡
非车辆交通模式（如把一
些街道改为步行街，或者
只限巴士、脚车和的士使
用）。

然而，对大多数欧

洲城市来说，最大的挑战
是找出更有效使用现有道
路容量的方法。现在越来
越多人承认，必须更优先
使用更加可持续的交通模
式，如公共交通、行人和
脚车骑士。

一些率先这么做的城
市，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已
实行这个政策许多年了，
而且非常成功。

对于城市或市区，
最大的问题在交通非常拥
挤的街道，尤其是在繁忙
时段。在这些情况下，唯
一的办法是拿掉私人车辆
的道路空间，永久禁私家
车使用，或只准暂时“轮
班”使用。

禁止或限制主要的
道路使用者（即私家车）
使用这些道路，对有关当
局来说，这是个勇敢的决
定。按逻辑来说，如果一
个交通网已经是很拥挤
的，取消其车辆容量无疑
只会使情况恶化。

面对这样的反应，
做规划的当局和政治人物
可能失去勇气，放弃重新
分配道路空间的计划。在
这种情况下，新概念，如
“车流蒸发”（它挑战减
少道路容量必定使交通拥
挤恶化的假设），对于创
意解决交通管理问题的技
术上的可行性，可提供非
常重要的帮助。

原载：《为人民收回
街道—要混乱还是要有素
质的生活？》

哥本哈根:一个有远见的城市
一

直到1962年，这个
中古时期就存在
的城市的中心，到

处都是车辆；市里的广场
都成了停车场。当车流增
加，对行人来说，环境情
况可很快恶化。

在1962年11月17日，
哥本哈根的一条大街，斯
楚格街（Strøget），被改

为行人街。这个改变在当
时曾经过激烈辩论。很多
人说行人街在丹麦绝对行
不通。

虽然怀疑的人很多，
但是，从实行的第一天开
始，就证明新的无车环境
是当地人爱去的地方。

这是自此之后继续不
断的逐渐改变的开始。

如今，哥本哈根有一
个充满活力的市中心，一
年到头都吸引许多游客。
现在，哥本哈根市有超过
96,000平方公尺的无车空
间（其中33%是街道，67%
是城市的广场）。

过去几十年来，步行
街的行人流量大部分没什
么变化，但到此停下和留

宿者比1968年增加了4倍。
在夏季月份，步行街

挤满了来参加许多户外社
交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人。

冬季吸引人的活动则
有节日庆典和户外溜冰。

由于市中心的街道和
广场被改为步行街和环境
提升了，结果变成更吸引
人和开车反而更难到的地
方。

市政府采取了以下整
体的策略来管理市中心的
交通:

l  限制停车位的数
量（在街道停车收费更
高）；

l 减少几条进入市区
的主要道路的车道，将它
们改为巴士和脚车专用
道；

l   限制车辆进入；
l  同时发展城郊火

车、巴士和脚车道网络。
在市中心，80%的路

程靠步行，14%靠骑脚车。
结果市中心的车流量

减少了，不再有交通拥挤
问题。

城市中心区改造成
功的关键是采用渐进的方
法，不用剧烈的手段。这
给时间让市民慢慢适应，
从开车和停车改为步行，
或骑脚车和搭公交。

原载《为人民收回街
道——要混乱还是要有素
质的生活？》

改为步行街的纽约时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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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bettercheaperfaster.my 
评论有关槟州交通大蓝图，
并提供替代方案。

林马辉博士和阿末希尔
米博士的六篇全面评论
槟州交通大蓝图：

PART 1 – A Need to Relook at the PTMP
h t t p s : / / w w w . m a l a y m a i l .
com/s/1655356/need-to-relook-at-
the-penang-transport-master-plan-
lim-mah-hui-and-ahmad-hi

PART 2 – How does the SRS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h t t p s : / / w w w . m a l a y m a i l .
com/s/1655795/how-srs-penang-
transport-master-plan-deviates-from-
the-original-ahmad-hilmy

PART 3 – Request for Proposal (RFP) is 
Not Open Tender
h t t p s : / / w w w . m a l a y m a i l .
com/s/1657137/request-for-proposal-

rfp-is-not-open-tender-ahmad-hilmy-
and-lim-mah-hui

PART 4 – Why Bulldoze through the 
Penang Tunnel Project?
h t t p s : / / w w w . m a l a y m a i l .
c o m / s / 1 6 5 8 0 8 0 / w hy - b u l l d oze -
through-the-penang-tunnel-project-
ahmad-hilmy-and-lim-mah-hui

PART 5 – Why Penang’s Expensive LRT 
Plan Must Be Reviewed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8/08/03/why-
penangs-expensive-lrt-plan-must-be-
reviewed/

PART 6 – Why Penang should Commis-
si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on the PTMP
h t t p s : / / w w w . m a l a y m a i l .
com/s/1659553/why-penang-should-
commission-an-independent-review-
lim-mah-hui-and-ahmad-hi

赵子路写的有关槟州交通
大蓝图文章：

1. [12th August 2018] Penang Trans-
port Master Plan, a multidimensional 
fallacy?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8/08/13/penang-
transport-master-plan-a-multidimen-
sional-fallacy/

2. [30th July 2018] Is the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Headed for Finan-
cial Trouble?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8/07/30/is-the-
srs-transport-master-plan-headed-for-
financial-trouble/
https ://www.malaysiak ini .com/
news/436481

3. [22nd July 2018] New Penang 
Highway: Impact on Air Quality, Health 
not Accurately Reported.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8/07/22/new-
penang-highway-impact-on-air-qual-
ity-health-not-accurately-reported/

4. [4th July 2018] Critical PTMP Ques-
tions that Remain Unanswered
https://www.malaysiak ini .com/
news/432626

5. [24th June 2018] More spin to prop 
up the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8/06/24/more-
spin-to-prop-up-the-penang-trans-
port-master-plan/

6. [Dr Lim’s Article, 19th December 
2016] Answer The Questions, Not Attack 
the Messenger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6/12/19/an-
swer-the-questions-not-attack-the-
messenger/

7. [18th December 2016] PTMP Scan-
dal: More personal attacks or answers?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6/12/18/ptmp-
scandal-more-personal-attacks-or-
answers/

8. [FMT News, 17th December 2016] 
DAP Leaders Hit Back at Roger Teoh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nation/2016/12/17/dap-
leaders-hit-back-at-roger-teoh/

9. [FMT News, 17th December 2016] 
Scholar wants Penang Transport Plans 
Posted Online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nation/2016/12/17/scholar-
wants-penang-transport-plans-post-
ed-online/

10. [14th December 2016]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 A scandal in the 
making?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6/12/14/penang-
transport-master-plan-a-scandal-in-
the-making/

11. [25th November 2016] Debunking 
the Penang Government’s Transport 
Master Plan Spin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
category/opinion/2016/11/25/de-
bunking-the-penang-governments-
transport-master-plan-spin/

12. [14th November 2016] Is the PTMP 
a Violation of Social Equity?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
ters/362763

13. [8th November 2016] Quantify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TMP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
ters/362074

14. [1st November 2016] Why Penang 
Needs More Urban Rail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
ters/361194

15. [25th October 2016] An Independ-
ent Review for an Optimised PTMP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

ters/360367

有关泛岛大道环境
影响评语
在2018年9月7日之前提呈给：

Director-General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 Natural 
Resources
Level 2, Podium 3, Wisma Sumber Asli
No. 25, Persiaran Perdana, Presint 4
62574 Putrajaya
(Attn: Assessment Division – 
EIA Secretariat)
Tel : 03-8871 2000, Faks : 03-8889 1045

The EIA is downloadable at
h t t p : / / w w w. w i r a n d a m s d n b h d.
com/432852283

请愿书

https://www.change.org/p/yab-tuan-
chow-cancel-pil1-highway-sos-keep-
penang-beautiful-without-pollution-
environmental-impact

要了解更多有关槟州交通大蓝图及你能做些什么，请参阅下列网站

槟城交通大蓝图：影响空气素质
和民众健康的报告不准确

作者：赵子路

FMT网报，

2018年7月22日

医
学研究显示，长期
暴露于车辆排出的
污染物，将会增加

心脏、肺部等疾病危机，
而且会导致早死。

该环境冲击评估所刊
载的背景空气污染水平，
看来并不合理。

其空气质量模拟结
果极可能被调低去符合
马来西亚空气素质标准
（MAAQS）。

在槟城建筑新的6车
道高速公路（泛岛大道，
PIl 1），已掀起一场健康
辩论，针对它是否有效、
财务可持续与环境冲击进
行争议。

最近，槟州政府将属
于槟城交通大蓝图部分计
划（PTMP）的环境冲击报
告上网，让公众监察。

槟州政府公开这些
文件以表达透明度的做法
是应该受到激赏的，本文
将分析这些被公开，包含
空气素质和人体健康的报
告，进一步探讨这个6车道
高速公路对环境与社会的
冲击。

车辆污染的
健康影响

运输业是城市制造温
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的
主要祸根。大量学术研究
显示，氮氧化物（NOx）、
颗粒物（PM）、一氧化碳
（CO）和二氧化硫（SO2）
等污染物浓度是聚集在高
速公路附近和阻塞的市区
公路。

这些污染物大部分是
来自车辆排废（由于不完
全燃烧），煞车器和轮胎
磨损。

尽管引擎科技不断改
良，车辆所造成的污染对
环境和健康冲击依然是最
主要的。例如，车辆排放
的微颗粒，随着引擎燃烧
室改良而继续变小。

虽然肉眼看不见，这
些超微颗粒却更容易深入
肺部，然后进入血液循环
系统和内脏。

最新的健康科研显
示，长期暴露于车辆排放
的污染物，可大幅提高心
脏和肺部的疾病危机，并
可导致早死。

以目前的形式来看，
槟城交通大蓝图是偏重在
车辆交通和大量建造高速
公路。无疑的，这将增加

路上的车辆和恶化槟城的
空气素质。

最近公开的环境冲击
报告认为，建筑和营运6车
道PIl 1高速公路对空气素
质和人类健康冲击甚为重
要，但如本文所述，它可
能已被低估。

可疑的空气素质
测量结果

既然PM10与PM2.5颗
粒、一氧化碳（CO）和二
氧化氮（NO2）的数据已测
量和在大蓝图的环境冲击
报告里公布，我们有信心
认为，报告中一些结果并
不准确和不符事实。

例如，在12个检测站
中有10个作出二氧化氮浓
度的报告为1 µg/m3（每立
方米空气微克数）。这个
测值并没有逻辑概念。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和
具体认识城市内二氧化碳
测值，我们将以伦敦拟定
的年平均NO2浓度作为研究
个案。伦敦空气素质网络
的数据明显指出，伦敦市
中心（交通繁忙）与通往该
城市的主要公路，其背景氮
氧化物为超过40 µg/m3 。

记住，伦敦只有39%
人口用车，对比槟城人是

96.8%。其实，伦敦自2008
年就实施世界范围最广的
低排放区，即不符合最低
排废标准的车辆不准进入
市内。

如果伦敦市郊（交通
量更低）的年平均NO2浓度
仍可达到15 µg/m3以上，
槟城怎能取得低过1 µg/m3
的浓度，比伦敦市郊低了
93%？

看一看吉隆坡大都会
市区的屋子内，每小时平
均背景NO2浓度也在18 µg/
m3 和 94 µg/m3之间。

分析伦敦和吉隆坡的
例子，泛岛大道环境冲击
报告中的平均背景NO2浓
度，是不可靠的。

此外，该报告也指
出，背景PM10颗粒浓度是
介于39 µg/m3 到65 µg/
m3。可是，任何PM10测值
超过50 µg/m3都不能归类
为“好”。此数据却出现
在报告的执行摘要里。

这 个 测 值 已 超 出
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
以及欧盟空气素质指标
（2008/50/EU），它声明
安全的PM10浓度（意为24
小时）不得超过50 µg/
m3。

虽然槟城目前的PM10
水平在技术上仍符合MAAQS
的规格，但其素质指标将

随时日推移而变得更加严
格。

因此，如果SRS财团
要强调PTMP是“长期性
方案”，就必须考虑马来
西亚空气素质条例将会加
强。我们不能假设大道附
近的背景NO2浓度和颗粒测
值，将会继续符合马来西
亚的空气素质指标。

有问题的假设

新大道启用之后，更
多车辆上路将会增加背景
NO2浓度和颗粒测值。虽然
我们承认该报告进行了模
拟工作，以估算高速公路
污染的增加率，但评估空
气素质的方法却造成高度
可疑的假设。

例如，输入模式太
过简单，将NO2、PM2.5和
CO的背景水平假设为零。
如前文所说，建议中高速
公路的背景污染物已经测
量，为什么这些测值并没
有加入空气素质模式？

更甚者是，有关空气
评估只包括大道交替地区
交通流量顺畅（如没有阻
塞）的模式。实际上，当
车辆从高容量的高速公路
开入现有市区公路时，极
可能会出现阻塞。公路阻

塞所排出的污染物，通常
比顺畅的交通更高。

基于这两个原因，它
所测算的素质结果可能已
被低报，而事实可能超过
MAAQS指标。如果背景污染
物水平和塞车都被纳入空
气素质模式，污染水平的
估算极可能比报告所显示
更高。

优先考量更多
永续交通模式

在先进国家的政府都
更专注于改善城市的空气
素质。其实，大部分欧洲
城市都着重永续交通模式
和增加市中心行人道，以
便符合欧盟的空气素质指
标（2008/50/EU）。

可是，槟城却继续看
重老方法给予车辆优先，
建筑更多高速大道。这不
但违反许多科学证据指出
建路不能解决交通阻塞，
反而恶化城市空气素质和
人民的健康。

令人震惊的发现是，
该报告也没有考虑，沿着
建议大道的路线，另外附
设轨道交通。为何在今时
今日匆忙的批准槟城最庞
大的公路基建工程，却完
全没有考虑替代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