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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统一规划工作计
划”(UPWP)？
UPWP为波士顿地区城市规划组织 (MPO) 的年度活动编制预
算:

• 核心 MPO 活动

• 最新研究项目

• 技术协助

UPWP 可以帮助 MPO 完成什
么工作？
UPWP 支持开展以下活动：

• 收集有关波士顿地区交通系统、新技术、法规和用户偏
好的数据

• 确定交通系统用户的需求
• 制定旨在改善道路走廊、交叉路口、行人和自行车设施

以及客运系统的项目概念，以创建安全灵活、无障碍、
可步行和骑行的社区为目标

• 预测交通业的变革趋势，以帮助 MPO 更好地理解交通
与其他规划问题（土地使用和气候变化等）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寻求好的想法和意见。提出研究项目并告知我们您
的问题或想法。

什么是 MPO？
MPO 或大都会规划组织是联邦政府
要求设立的的区域规划实体，这些实
体将召集政府代表、民选官员、交通
机构、居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参
与协作、透明的公共流程，以

• 在《长期交通规划》中为
该地区的多式联运制定愿
景目标

• 通过“交通改善计划”将
联邦资金分配给支持愿景
目标的建设项目

• 根据“统一规划工作计
划”，在区域范围内执行
多式联运计划

 

https://www.bostonmpo.org/upwp
https://www.bostonmpo.org/mpo
https://www.bostonmpo.org/mpo
https://www.bostonmpo.org/upwp
https://www.bostonmpo.org/assist
https://www.bostonmpo.org/contact
https://www.bostonmpo.org/contact
https://www.bostonmpo.org/contact
https://www.bostonmpo.org/lrtp
https://www.bostonmpo.org/upwp
https://www.bostonmpo.org/tip


波士顿地区 
MPO 的远
景目标 
波士顿地区 MPO 期待构
建一个能得到良好维护的
现代化交通系统，以支持
地区的可持续、健康、宜
居和繁荣发展。为了实现
这一愿景，交通系统必须
兼具安全性和灵活性；结
合新兴技术；并提供合理
的通道、出色的流动性和
多种交通选择。 

UPWP 最近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哪些？ 

如需了解过往研究，请参阅我们的出版文件档案。

交通信号灯优先项目指南 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和埃弗里特的 16 号公路优
先走廊研究项目

成功运营社区巴士计划指南 行人报告卡评估交互式数据库

https://www.bostonmpo.org/recent_studies
https://www.bostonmpo.org/tsp-guidebook
https://www.bostonmpo.org/2019-priority-corridors
https://www.bostonmpo.org/2019-priority-corridors
https://www.bostonmpo.org/2019-priority-corridors
https://www.bostonmpo.org/data/calendar/pdfs/2020/MPO_0806_Operating_A_Successful_Shuttle_Guidebook.pdf
https://www.bostonmpo.org/data/calendar/pdfs/2020/MPO_0806_Operating_A_Successful_Shuttle_Guidebook.pdf
https://www.bostonmpo.org/maploc/www/apps/pedReportCard/index.html
https://www.bostonmpo.org/maploc/www/apps/pedReportCard/index.html


MPO 如何为您提供技术协助？
我们的交通规划师和工程师团队在交通运输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可提供技术协助以解决各类交通问题，例如交通运
营、自行车和行人通道、宜居性、停车位、交通服务计划以及公交站点设置等等。 
 

社区交通技术协助：工作人员可向市政当局提供各类建
议，包括道路安全措施、十字路口重新设计、行人通行量
和自行车存放点等等。有关更多信息，请通过 857-702-
3641 或 mabbott@ctps.org联系 Mark Abbott。

区域交通服务计划技术协助：区域交通当局、交通管理协会、
城市区域规划委员会分区和市政当局可接收有关改善客流量、
优化路线以及提高交通服务成本效益的建议。有关更多信
息，请通过 857-702-3707 或 pchristner@ctps.org联系 Paul 
Christner。

在UPWP中，具有較大範圍或地區相關性的研究可以視為獨立研究。

mailto:mabbott%40ctps.org?subject=
https://www.mapc.org/get-involved/subregions/
mailto:pchristner%40ctps.org?subject=


如何制定 UPWP？ 
UPWP 委员会是 MPO 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负责监督编制
流程、选择研究项目并在计划最终确定之前邀请公众提交反
馈。UPWP 每年制定一次：

MPO 工作人员通过市政当局成员、支
持者和公众收集有关潜在研究项目的想
法。

九月至一月

UPWP 委员会将根据区域相关性、与其
他 MPO 支持研究的联系、实用性、与 
MPO 价值观的契合度和可用资金等因
素来选择研究项目。

一月至三月

MPO 工作人员和 UPWP 委员会将结合 
MPO 成员、市政当局、区域交通咨询
委员会和公众的反馈，就联邦资助的离
散研究的最终清单达成共识。

四月

MPO 将收到联邦合作伙伴对 UPWP 的批
准。

夏末

MPO 委员会批准该文件。 六月至七月

MPO 工作人员开始实施 UPWP 中
规划的研究项目。

十月

MPO 将接收有关该文件草案的公众意
见，草案中包含离散研究项目和其他 
MPO 预算优先事项。

五月至六月

https://www.bostonmpo.org/mpo_membership


我该如何参与？
提供有关拟议研究项目清单的反
馈：在计划制定和公众意见征询
期间告知我们您的想法。

在 MPO 网站上的评
论表中发表评论。

提
交

评
论

MPO 工作人员将定
期参加外展活动。请查

看 MPO 的会议日历，以
找到最便于您参与的活

动。

与
工

作
人

员
沟通

订阅 MPO 的邮件列表，
并在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和  LinkedIn 上关注 @
BostonRegionMPO。

了
解

最
新

动
态

关注 MPO 的行动， 
并在 MPO 委员会会议上

发表意见。 
在 MPO 的会议日历中查看

会议通知。

参

加
MPO 或 UPWP 委

员
会

会
议

如果您希望 MPO 工作人
员参与或参加您的会议以讨

论与您息息相关的交通问题，
请通过 kwhite@ctps.org 或 
857-702-3658 与公共外展协

调员 Kate White 联系。

邀
请
我们

参会

区域交通咨询委员会是 MPO 
有表决权的独立机构成员，会向 

MPO 提供有关交通政策和规划的
公众观点和建议。请通过  

marcher@ctps.org或  
857-702-3708 与交通规划师 Matt
Archer 联系，以了解有关成为组

织成员的更多信息。

加入我们的
咨

询
委

员
会

Srilekha Murthy
“统一规划工作计划”主管
smurthy@ctps.org
857-702-3705

https://www.bostonmpo.org/contact
https://www.bostonmpo.org/contact
https://www.bostonmpo.org/subscribe
https://twitter.com/bostonregionmpo?lang=en
https://www.instagram.com/bostonregionmpo/
https://www.facebook.com/bostonregionmpo/?ref=py_c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6XrWswjfySVHwR2QGZIHQ
https://www.linkedin.com/authwall?trk=gf&trkInfo=AQHiCCT0xqVP2AAAAXPFRSWweNfWZXT_rP5tHR5azSSvrfM7HCqusP1Do1XJYTSVK5yvalv7S6X7FZbrEeV7QD1Im7pGfbGVF4cs48dgNut-wiFiwxlHU6wPoAGc8vwTXRmz5Ac=&originalReferer=&sessionRedirect=https%3A%2F%2Fwww.linkedin.com%2Fcompany%2Fboston-region-metropolitan-planning-organization-mpo-%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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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authwall?trk=gf&trkInfo=AQHiCCT0xqVP2AAAAXPFRSWweNfWZXT_rP5tHR5azSSvrfM7HCqusP1Do1XJYTSVK5yvalv7S6X7FZbrEeV7QD1Im7pGfbGVF4cs48dgNut-wiFiwxlHU6wPoAGc8vwTXRmz5Ac=&originalReferer=&sessionRedirect=https%3A%2F%2Fwww.linkedin.com%2Fcompany%2Fboston-region-metropolitan-planning-organization-mpo-%2F
https://twitter.com/bostonregionmpo?lang=en
https://www.facebook.com/bostonregionmpo/?ref=py_c
https://www.instagram.com/bostonregionmp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6XrWswjfySVHwR2QGZIHQ


欢迎。
不管您的种族、肤色、国籍（包括英语水平有限）、宗教、信仰、性别、血统、种族、残疾、年龄、性、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退伍
军人身份或背景如何，我们都乐意邀请您参与我们的交通规划过程。请登录 www. bostonmpo.org/mpo_non_discrimination.
阅读我们关于权利和保护的完整通告。
如需特殊便利，或需此信息的其他语言版本，请拨打电话 857.702.3700（语音）、 617.570.9193 (TTY) 或通过电子邮箱
 civilrights@ctps.org 联系 MPO（请等待 14 天）。 

ESPAÑOL (SPANISH)

Si necesita esta información en otro idioma, por favor contacte la Boston Region MPO al 857.702.3700.

简体中文 (SIMPLIFIED CHINESE)

如果需要使用其它语言了解信息，请联系波士顿大都会规划组织 (Boston Region MPO) 《民权法案》第六章专员，电话 857.702.3700.

繁體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語言瞭解資訊，請聯繫波士顿大都會規劃組織（Boston Region MPO）《民權法案》第六章專員，電話 
857.702.3700.

KREYÒL AYISYEN (HAITIAN CREOLE)

Si yon moun vle genyen enfòmasyon sa yo nan yon lòt lang, tanpri kontakte Espesyalis Boston Region MPO Title VI la nan 
nimewo 857.702.3700.

PORTUGUÊS (PORTUGUESE)

Caso estas informações sejam necessárias em outro idioma, por favor, contate o MPO da Região de Boston pelo telefone 
857.702.3700.

http://www. bostonmpo.org/mpo_non_discrimination
mailto:civilrights%40ctps.org?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