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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

    2012 年 2 月 14 日，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正式确立并启动中欧关于可持续城市化的伙伴关系。这

项新的政治承诺旨在加强城市规划、城市能源供给、城市能源需求管理、“绿色数字城市”发展、城市人口迁移、城市

空气与水的质量、城市垃圾管理以及社会融入的城市移民等多方面的合作和对话，以期携手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共同挑战。

    我们深知，中欧可持续城市化的伙伴关系离不开中欧社会间的继续对话与合作。中欧社会关于“可持续城市”的交

流不仅有助于落实中欧领导人关于城市化合作的承诺，从长远来看，也对加强中欧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

至关重要。

    一个新的时期即将开始……

       1992 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

行的地球峰会上采纳了《布伦特兰报告》

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20 年以来，

这一理念被世人所熟知，并得到广泛认同，

可惜至今仍未成为现实，但围绕“可持续

城市”的讨论与实践从未停止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城市无

疑成为了一个极为丰富的经验之源。城市

化进程相对迟缓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

无疑可以从中吸取欧洲的成功经验，并了

解这一成功的条件，以期更好地辨别城市

化形式及其后果的决定因素。

      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本世纪

初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这种发展的某

些特征同欧洲战后的情况极为相似。然而，

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却截然不同，特别是由

于贸易的全球化、资源的稀缺、生物圈的

脆弱，不同社会的命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唇齿相依。

      在中国和欧洲，人们如何看待可持续

这一理念，又如何看待城市发展？是什

么样的模式和乌托邦驱使着城市的规划者

和决策者？如何构建未来的绿色、低碳城

市…… 

      上述问题都是中欧社会论坛长期关注

的焦点。自 2005 年成立以来，中欧社会

论坛相继组建 9 个与“城市、区域和可持

续发展”有关的小组。在多年的对话和交

流过程中，中欧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

士聚集起来，探讨双方城市共同面对的问

题，在相互接纳和集体智慧的碰撞中不断

加深理解，继而共同行动，以应对共同的

挑战。

前言

梵蒂冈城 , 图片：Giampaolo Maco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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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城市的绿色发展，布鲁塞尔，2012 年 3 月 8 日

      “我来过欧洲好几次，看到了欧洲的

绿色建筑和公共空间，但我依旧在领会

欧洲绿色文化的精髓……中国和欧洲对

绿色城市的理解不尽相同。欧洲在提高

城市化效率与减少资源消耗、提高服务

质量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中国能从中

学到什么，我们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

      中国的城市化率以每年 0.8-1% 的速

度增长。我们不仅关注增长的数量，更

注重增长的质量。

      中国的城市不是独立自治的城市，是

一个辖区，我们意识到需要进行大量改

革。虽然近年来在改革方面不断取得进

展，但我们不能忽略所面临的挑战。”

李铁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张军

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农村和城市人

口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成都可以被

看作是‘农民如何很好地融入城市’的

榜样。

      为从城市化发展中充分受益，我们

离不开和谐发展，更离不开中国人民的

支持。”

背景介绍：

    3 月 8 日，“中国未来城市的绿色发展”圆桌讨论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40 余名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决

策者、商界领袖和学者共同讨论了当下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此次会议由欧洲智库

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主办。

    作为协办方，中欧社会论坛邀请了部分中方代表，李铁主任和张军副局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继 2 月 14 日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确立“中欧城市化合作伙伴关系”之后，此次圆桌会围绕“城市化进程，建

立欧中伙伴关系的机遇”、“中国‘十亿人城市’的挑战”两个主题开展讨论。

    这也是中欧社会论坛与欧洲之友合作的起点。

中欧社会论坛和欧洲之友联合邀请的中方参会人：

李  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张  军，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詹庆明，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武汉大学数字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  硕，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戴  宾，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卢晓东，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陈汉云，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教授

图片：欧洲之友

主办：

图片：欧洲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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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相借鉴？
                                   巴黎，2012 年 3 月 9 日

      为增进中欧社会的相互了解，3 月 9 日，

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之友的支持下邀请中国专

家到巴黎与法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话。

题为“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

相借鉴？”的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的 6 位城

市化专家和 10 名欧洲近五十年城市化进程的

历史见证人。

      研讨会内容丰富，中欧参会人对话坦诚。

一方面，参会者们就双方今后的合作明确了方

法论、主题及方式；另一方面，双方针对城市

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面

对 21 世纪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中欧社会论坛主席卡蓝默先生作了题为

“二十世纪城市发展的思考”主题发言，介绍

了欧洲近五十年城市化的进程、欧洲成功与失

败的经验，这引发了中欧参会人对未来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的热烈讨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任简要

介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情况、问题及对策，

他坦诚精炼的讲话博得欧方参会人员的钦佩。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众多环境、社会

问题，这都是中国官员和专家极为关注的焦点，

中欧参会人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交换了意

见并探讨了对策。与会嘉宾还讨论了如下问题：

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的迫切性、城市和农村规划

需相互结合、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不平等……

皮埃尔 • 卡蓝默（Pierre Calame）

中欧社会论坛主席，法国城市问题专家，法国设备部原城市建设部副主任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欧洲城市发展有着共同的特点，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差异。当前的欧洲城市

无疑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经验之源。城市化进程相对迟缓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无疑可以从中吸取欧

洲的成功经验。

    如何建造更具活力、更可持续，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适应环境的城市？我们不应只对城市规划

的教学感兴趣，而也应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

协办：

巴
黎

,
图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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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 • 梅耶（Pierre Mayet）

法国城市委员会第六计划 (1972-1977) 报告人，法国设备部前人力资源总经理

弗朗西斯 • 古耶尔（Francis Cuillier）

城市交通管理集团总裁

      “可以这么说，法国的发展在 1965 年至

1970 年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那时，人们

渐渐意识到：法国不再是一个农村国家，而

在迅速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这一‘文化’

革命塑造了当时社会上的新看法。

      对规划而言，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标准。地球上的每个区域都是独

特的，都有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因

此，每一种规划方案都必须因地制宜。为此，

各区域有必要拥有各自的‘战略情报’机构，

即愿意将区域‘情报’提供给该区域各政府

当局的组织。”

      “城市规划的问题：这是时空层面的交叉，

我们需进行长期规划，因为实现的过程很漫

长。但一旦实现，结果可能却又不再符合需

求，或者会带来新的问题。”

蒂埃里 • 高旦（Thierry Gaudin）

法国工业部前展望处主任

      “我们认为，21 世纪的城市与 20

世纪的城市是不同的。首先对于全世界

范围内的气候难民来说，他们要么去一

个更宜居的地方，要么离开一个不太适

合居住的地方。

      20 世纪的城市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

业为主；20 世纪后半叶，第三产业开

始逐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制造业的

发展渐渐脱离劳动密集型的特征，而第

三产业对人力要素的依赖减弱，因为随

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远

程操作。”

艾利 • 法鲁（Elie Faroult）

Petits dé brouillards 副主席

    “在法国，乡下人和城里人享有同样

的服务。如今，大部分建筑都在城区方

圆 20 公里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可

以说是一座拥有 6000 万人口的大城市。

      欧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

验，但这仅限于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

未来。在今天，只要在通信畅通的地方，

人们便可以保持沟通，而不必再像以前

那样走到一起才可以交流。随着城市的

演变与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一起解决

未来的共同问题。”

让 • 卢 • 德鲁比尼（Jean Loup Drubigny）

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 (URBACT) 秘书处主任

     “在欧洲，人们享有自由选择在城市或

农村居住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阻止人

们迁移到西欧大城市生活。”

“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

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相借鉴？
                                   巴黎，2012 年 3 月 9 日

巴黎圣母院，图片：静心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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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东

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城市化进程本身就说明城市比农村更有

吸引力，我们城市所占的地方是有限的，因

此我们要考虑如何让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

      社会开放是必然的，因此城市化也是必

然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户籍制度

改革，实现人们的自由迁徙、居住。”

      “有些城市的发展是摊大饼式的，造成

了城市的发展既损害了农村的利益，占用了

土地，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又产生了大量的

城市病。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损害了

周边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因为城市的发展

往往要有优先权，往往没有顾及到其他方面。

不过，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 2008 年，国家把《城

市规划法》改为《城乡规划法》，这意味着

不能为了城市发展牺牲了农村利益。在《城

乡规划法》里，做城市规划的不光是大城市、

中小城市，甚至包括镇、乡和农村都要做规划。

      第二个变化是原来的城市规划学科是在

建筑学底下更低一级的学科，现在把城市规

划又单独拉出来变为一级学科，建筑学和城

市规划现在是并列的，这样升级为城乡规划

学。要增加两大块的内容，一大块是把人文

社会科学和生态学等相关的学科吸收进来，

而不是简单的建筑学。第二大块新增加的内

容是新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GPS、

计算机分析等三维建模等可视化的技术（包

括 ICT），这样我们做决定就不是拍脑袋，

而是经过分析的，有科学依据的，甚至有数

据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

詹庆明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武汉大学数字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宾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郊区化的问题，

在中国这几年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特点

是郊区人口的密度持续上升，居住在郊区人

口的规模化，即城市中职业工人比重在大幅

度提高。而且，原有土地性质由原先的农业

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

      导致人口郊区化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

是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选

择在郊区（房价比较低，生活成本比较低）

居住。第二种情况是原来生活在城市的居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考虑在空间更开

放，生态环境更好的郊区进行居住，或者至

少把它作为第二居所来考虑。第三种情况是，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原来城市里的工业、服

务业、以及商贸市场、批发市场都往城市郊

区移动，吸引了大批就业者。”

李铁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应对中国城

市化的问题。

      首先，彻底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和城

市流动人口自由地在城市定居落户，我们不

能一下子放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把这个

问题逐步地解决。

      第二项就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对农

民征地的标准，最终目标是使农村的集体土

地和城市的开发土地同价同权。

      第三项是加快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尽快地解决城市的分级管理制度。我们知道

在欧洲的很多行政体制改革中实行地方分权

已经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形势。中国目前可能

得从简化行政等级入手来减少行政管理层

次，增加城市发展的自主权力。

      第四项是逐步地重新进行设市审批制度。

我们认为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应尽快地设立

城市，回归城市的自主管理权限。

      第五项是加快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城市规

划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需要经济学、社会学，

甚至包括艺术和规划工程技术专家来更有机

地融合，来对城市的规划管理进行服务，这

也是西方提供的最好的经验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以后一系列的会议，

来加强中欧的合作和交流，使这些实质性的、

更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步的科学技术、行政

管理的内容更好地介绍到中国，甚至包括大

量的投资引入到中国，这是我们将来合作的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相借鉴？
                                   巴黎，2012 年 3 月 9 日

故宫，图片：Nordic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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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城市的概念何时出现，从何而来；欧洲新

城镇是如何发展的；低碳城市的空间规划有哪些策

略；礼失求诸野——重返自然之道；上海周边新城

的发展；可持续视野下的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人

行道公共空间与社区建设；上海城市面临的安全问

题，有哪些对策；上海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住房建设；

城市规划中的公共生活；居民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

高密度城市如何可持续地发展，如何重建城市；绿

色建筑……

       3 月 23 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中欧参会人围绕“城

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展开讨论，内容丰富、议题

广泛。这次圆桌研讨会由中欧社会论坛和同济大学

联合主办，是中欧社会论坛 T41a 小组、T41b 小组、

T41d 小组、T41e 小组和 T46c 小组的持续对话活动。

16 名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

学者、社会学家和编辑参与讨论，交流思想。

       八个多小时的研讨开启了 2012 年中欧社会论坛

城市主题组之间继续深入合作的大门。中国被认为

是极富活力的城市化发展实验室，而欧洲则是后城

市化的经验之源。会议结束之时，与会代表就联合

出版以“可持续城市”为主题的书达成了一致。

T41a- 城市生态小区及可持续设计和治理

T41b- 老城保护与更新

T41d-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 

T41e- 城市、交通、能源

T46c- 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的角色

参与对话的小组：

城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欧交流与对话
                                 上海，2012 年 3 月 23 日

    “地球环境的未来与我们如何管理城市、城镇和村庄息息相关。……自然环境和人类

住所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众所周知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良好的环境治理离不开

良好的城市治理，反之亦然。”

            - 安娜 • 蒂贝琼卡（Anna KajumuloTibaijuka）, 联合国人居署前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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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 • 沃斯勒（Julien Woessner）

建筑师，瑞士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项目官员，T41a 小组欧方组长

      “在欧洲城市化进程中有两个关键要素：

1933 年《雅典宪章》和 1994 年《奥尔堡

宪章》。在这 60 年间，欧洲城市经历了密

集式的发展。60 年后，欧洲城市规划的主

要原则竟然完全逆转，回归到了 1933 年以

前秉持的一些理念。

      有趣的是，欧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是

缘于学术界，而是政界。

      半个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欧洲走了很

多弯路，但也有不少值得分享的经验。今天

的中国是一个极富活力的当代城市发展的实

验室，我们期待中国能找到未来城市可持续

发展之路。中国和欧洲都还没有一座真正意

义上的可持续城市，因此建设可持续城市是

中欧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

帕斯卡琳 • 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

欧洲新镇平台主任，T41a 小组欧方组长

      “欧洲新城镇的发展始于二战之后，当

时欧洲的城市发展处于无序状态，人口迅速

增加，主要大都市市区交通出现阻塞。新城

镇发展的目的是平衡区域发展。

      新城镇面临的挑战包括：缺乏良好的交

通基础设施、城市密度低、无中心、缺乏社

区意识、建筑不够协调统一、需要更新、人

口老龄化、社会排斥等。

      优先事项：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社

会凝聚力。

      可持续发展的温床：花园城市的影响、

交通、社区以及环境政策。”

潘海啸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

T41e 小组中方组长

      “1. 空间规划中土地使用和城市交通，应遵循 5D 模式：                

                             POD>BOD>TOD>XOD>COD

    即：行人 > 自行车 > 轨道交通 > 市容 / 形象工程 > 汽车

      2. 城镇体系的规划要以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引导，才能

有效降低交通能耗。

      3. 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

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

是放弃未来。

      4. 信息和现代通信是保证城市有效运转和城市灵便性

重要的技术资源。

      5. 城市结构形态的构建从中心地理论转向网络嵌套的

理论，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

      6. 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是确定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依据。”

章仁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中国城市

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

T41d 小组中方组长

       “城乡规划中的‘空间正义’问题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地理自然资源（土地、景观等）与社会空间资源（教育、

医卫等）：共享还是隔离？城乡二元到全民社保；城市拆

动迁与居住权，乡村的土地流转、‘集村并镇’；城市更

新与文化遗产（含非物质遗产）保护，居民的居住、迁徙

自由何以保障？

       何谓空间正义？如何实现空间正义？在物理－地理空

间上：要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在经济－社会空

间上：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续发展；在文化－心理空间上：

化解文化休克，共建和谐社会。”

    “我们至少已经全面城市化六百年了！我们的乡村根本不是无序的简单的农舍，我们的乡村都是结构

井然的，它其实都是小城市来的，我们早就城市化了，只不过不是以今天这种现代性的异化扭曲的方式的

城市化，它是一个跟自然更和谐的城市化的状态。这些，是中国未来的老师。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的未来

的话，应该回头看一下我们乡村的状态，尤其是我们传统乡村的状态。”

                        - 王澍，2012 年普里兹克建筑学奖获得者，是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公民

城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欧交流与对话
                                 上海，201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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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 • 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

美国康奈尔大学景观建筑学系教授，著名城市设计者，环境规划师，景观建筑师

      “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教育、研

究和实践相结合至关重要。跨学科的合

作也必不可少。

       我们与当地居民一起工作，并在现

场设立办公室。我们必须尊重自然和文

化遗产。

       一个城市需要街道、广场和公园的

有机结合，也需要高品质地建造每一处

地方，并使各处地方建立并保持良好的

联系。”

陈汉云（Edwin Chan）

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教授

      “随着城市的扩张，合理的城市人

口的空间分布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的影响，中国城市的居住人口远大于

户籍人口。

      从 2006 年开始，中国私有住房

率已经远比德国、英国和美国要高，

中国房地产里公共住房只占了不到

20%。”

黄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勒米 • 费朗（Remi Ferrand）

城市规划师，工程师，建筑师

      “有时候，处在城市边缘比在市中心更

具优势。有效利用城市边缘土地的三个目标

是：保持绿化带的相互联系与连续性；不能

把空间简单地理解为空地；要注重边缘区域

的特征。”

哈利 • 邓 • 哈托格（Harry den Hartog）

设计师，研究员，《城市语言 - 城市和农村的研究》主编

     “主题城镇是吸引居民的一种尝试。这

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也是恢复社会和政

治常态的第一小步。很显然，命令人们在指

定时间内搬迁的做法已不再奏效。人们希望

被城镇的魅力所吸引，进而搬迁。”

“人行道上存在着自助、互助、传授和拯救的非正式组织。”

                          - 米切尔 • 杜尼叶（Mitchell Duneier），美国社会学家

“街道具有社区性和私密性，通过街道外部空间内部化设计来提升居民的社区责任感。”

                                              - 芦原义信，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

      “人行道作为独特的公共空间，在

城市生活中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然

而它在城市规划中却不被重视。首先，

很多家庭不可能享有太多的公共空间

和绿化空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提供更

大的公共空间让大家进行交流。其次，

让大家到公共空间来构成了一个社会

联系，增加了社会交往。所以，如果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能更加考虑这种需

求，也许可以构建一种新的社区和居

住模式。”

张俊

同济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城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欧交流与对话
                                 上海，201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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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城市人口 ( 占总人口的 50.8%) 超过农村人口 ( 占总人口的

49.2%)。2011 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已超 50% 。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生态城’。

    生态城是一种不耗竭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不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前提下，为人类居住者提供可

接受的生活标准的城市。生态城的规划师和设计师在规划中的十项要领：可持续的文化；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水资源管理；景观和自然；土地和修复；绿色交通；社区建设；材料使用；废弃物；管理信息系统。

    中国规划师既要向西方人学习，也要向中国的古人学习。”

伍江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中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是土地资源的限制。过去 30 年以来，尽管

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如何节约

土地上，但在发展中依旧出现很多与土地

使用相关的问题。从学术意义上讲，土地

使用的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而在中

国往往是先进行土地使用规划再开始城市

规划。中欧社会论坛组织的这类民间对话

与交流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们

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应开始思

考新的价值观。”

王震国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教，《上海城市管理》总编

      “城市管理在城市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好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在中国，城

市管理行政化的味道很浓，而在世界上其

他国家，过度福利化味道很浓。事实证明，

这两者似乎都不可成功。

      我们在考虑城市管理未来走向的时候就

提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作为一种范式化的

公共服务应更好地回归基于平等、公正、

科学和法理的公共理性。应重塑包括政府、

市场，乃至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方参与、

多元协调的体制。应构建可持续视野下的

城市管理市场化更为适合的长效运作机制。”

林东

优思美地（北京）国际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规划师，T41a 小组中方组长

      “在上海的城市运行方面，存在着以下

几个方面的安全问题：轨道交通的安全，

大型交通枢纽的安全，高层建筑带来的安

全隐患，玻璃幕墙的安全问题，以及是易燃、

易爆和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运输问题。

      针对上面这些危险，我提出几方面的应

对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预防为先，源头控制。

第二点对策是要制定科学的可操作的应急

预案。第三是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加强科

学的防范。第四点要特别强调社会的参与，

安全靠大家。”

乔延军

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

城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欧交流与对话
                                 上海，2012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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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我们

太注重于城市空间的规划，许多的大城市都

希望变成国际性的大城市，许多的中小城市

都希望变成全国性的大城市。很多城市在规

划过程中基本上都根据这一标准，没有根据

自己的城市和文化进行规划。

      作为规划专业的人员，我认为不能单纯

地做空间规划，需要政治学、经济学、人类

学、心理学、美学和建筑学多个门类的知识

才能做好规划。因为只有从人文、经济、社

会多方面进行研究才能够找到区域发展的

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可持续城市

发展的目标：（1）城市规划要使城市具有

可持续的、长期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2）

在规划中城市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人人在

发展的过程中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3）

从空间上实现城市的绿色、生态和低碳发

展。”

陈硕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彭勃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多方参与和合作是中国城市更新中关

键的制度安排：政府应该增加基础设施的投

入，企业应该注重私人投资并承担经济风

险，非政府组织要调整城市发展战略，而

社区居民应提供更多的政策建议和评估意

见。”

小组回顾

中方组长：

李后强

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教授

欧方组长：

雅克 • 圣马克（Jacques Saint-Marc）

法国总理府电动车部际领导组秘书长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生态城市及中欧对生态城市理解的差异，

中欧生态城市发展的不同路线

      - 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

      -“田园城市”的跨文化历史借鉴与创新

      - 21 世纪的城市理想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启动仪式暨成都

多主题对话于2010年7月9日在成都举行。

成都多主题对话锁定“‘田园城市’与 21

世纪城市理想”、“地震灾后重建与可持

续发展”、“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生

态工业：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对抗

贫穷与边缘化的公共政策：弱势群体的生

存需求”、“公共服务的概念和管理”等

九大领域。重点关注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

园城市与地震灾后重建，以中欧社会论坛

为平台，将成都的实践与经验，与欧洲及

国内其他城市进行交流传递。

中方组长：

艾南山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

欧方组长：

安娜 • 玛利亚 • 克鲁斯 • 纳兰永（Ana Maria 

CRUZ NARANJO）

行业风险管理及应急规划国际顾问

T41f – 田园城市与 21 世纪城市理想

T43i – 地震灾后的重建与可持续发展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地震灾区次生灾害风险研究、新农村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多组织多人群参与灾后重建。

除此之外，该小组还依托成都市生态社区建

设试点（都江堰安农村），积极推进国内外

环境保护组织及人员间的交流，并为当地新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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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社会论坛的主要领导与部分中欧方的重要嘉宾以普通讨论

者的身份参与了对话，包括论坛主席皮埃尔 • 卡蓝默先生、欧盟地

区委员会秘书长格拉德 • 斯塔尔博士、成都市副市长白刚先生、成

都市科技协会党组书记陈嘉泰先生、论坛执行主席陈彦博士，以及

论坛总监于硕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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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a – 城市生态小区及可持续涉及和治理
T41d – 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

中方组长：

林东

优思美地（北京）国际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规划师

章仁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中欧社会对生态城市的认识及态度

      - 中欧生态城市发展的不同路径

      - 城市治理模式与政府角色转换

     - 城市规划的物质技术层面与社会发展理念之间的矛盾

     - 中欧双方基于不同文化和职业背景的人们对“理想城

市”和“美好城市”的理解，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诠释

欧方组长：

朱利安 • 沃斯勒（Julien Woessner）

建筑师，瑞士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项目官员

帕斯卡琳 • 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

欧洲新镇平台主任

中方组长：

潘海啸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

欧方组长：

让 - 弗朗索瓦 • 贾宁（Jean-Francois Janin）

法国交通能源和旅游部智能交通专署主任

T41e – 城市、交通、能源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可持续交通系统—城市交通的新挑战

      - 交通管理，城市和交通规划

      - 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 提高安全和增强便利性

      -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公众参与

中方组长：

蔡建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中华区协调人

欧方组长：

伊夫 • 卡巴纳 （Yves Cabannes）

英国伦敦大学规划开发研究所城市规划师

T31d – 发展都市农业，应对城市食品危机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都市农业发展模式与经验

      - 都市农业对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作用与途径

      - 农产品加工体系的建设

      - 如何构建和增强城市食品安全体系

      - 都市农业对实现低碳农业的技术方法与支撑路径

中方组长：

蔡穗生

广东省房地占行业协会会长，《南方房地产》杂志社

社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欧方组长：

饶 • 卡瓦沙（João Carvalhosa）

葡萄牙社会住房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葡萄牙市政住房

协会执行总监

T26c – 社会住房政策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商品住房市场和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差异，政府的角色，

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合适比例，居住权和财产权

      - 政府、非政府组织（如欧洲的住房合作社、业主委员会）、

企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公民在保障性住房中各自

的角色和作用

      - 年轻人、老年人住房政策

      - 保障性住房如何节能

      -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阻碍与对策

小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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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28) 8171 3667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南路 18 号 B 座 403、405 室
邮编：610091

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
电话：(+852) 3400 8215
传真：(+852) 3400 8215
地址：香港九龙红勘，香港理工大学 G座 8层 GH806 室

北京办公室
电话 : (+86-10) 6222 7057, (+86-10) 6275 4059
传真 : (+86-10) 6222 705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号，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406N 室
邮编：100871

fce.contact@china-europa-forum.net 

中方组长：

陈硕

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欧方组长：

让 - 米歇尔 • 嘎利（Jean-Michel Galley） 

法国国家艺术与历史城镇和地区及受保护区域

的城镇协会 (ANVPAH-VSSP) 项目官员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东西方在古城保护中的经验探讨

      - 三坊七巷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研究

      - 三坊七巷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符合性探讨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古城的更新与产业发展

     2009 年，T41b 小组发布《“三坊七巷 *”宣言》

中方组长：

王醇晨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

欧方组长：

克里斯多福 • 彭斯（Christophe Pons）

欧洲里昂 - 柏林 - 伯明翰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交流项目负责人，

法国里昂区城市发展局代表

      讨论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居民积极探讨的问题：住房、租金、房屋维修、生活

环境、公共空间、社区历史等

      - 如何让居民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参加居民点附近公

共设施的管理委员会

      - 如何看待外国移民的身份及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

如何尊重外国移民的身份

        - 如何保障人身安全及社区安宁

T46c – 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的角色

T41b – 老城保护与更新

* 注：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是福州市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简称。此街区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

基本保留了唐宋的坊巷格局，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计 159 座，被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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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回顾

布鲁塞尔办公室
电话：(+32) 475 316 438
地址：Rue Joseph Coosemans, 57, 1030 Bruxelles, Belgique

瑞士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
电话：(+41) 213 425 010 
传真：(+41) 213 425 011
地址：Rue Dickens 6, CH - 1006 Lausanne - Suisse



    中欧社会论坛于2005年由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 •卡蓝默，

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陈彦，人类学教授于硕共同倡议创立。

    中欧社会论坛是中国和欧洲社会间的共同思想空间和对话平台。秉持“对

话-理解-行动-建议”的真诚愿望，中欧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士在此聚集，

讨论双方共同面对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探索可持续发展及新型治理模式，

以期携手应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面临的环境与生存的双重挑战。 

    中欧社会论坛主要由小组和大会组成。中欧社会论坛分别在 2005 年（中

国，南沙）、2007年（欧洲，布鲁塞尔）、2010年（中国，香港）召开了大会。

2011 年以来，城市化问题成为本论坛关注重点之一。 

www.china-europa-foru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