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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绿色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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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绿色城市化等概念的国家之一ꎬ法国城市化的经验

与教训促使其意识到要突破资本逻辑的唯发展主义理念ꎬ通过绿色城市化来提高法国整

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法国不再将城市化率作为判定现代化程度的

唯一指标ꎬ转向对巴黎等城市进行规模控制和社区多功能化改造ꎬ通过领土整治寻求城

乡间以及不同城市间的均衡发展ꎬ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探索发行绿色债券ꎬ等等ꎮ 这些

探索不仅有法国中央政府的提倡与努力ꎬ也与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社团、社区和个人的

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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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一个综合且叠加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过程ꎮ 近代以来ꎬ西欧城

市化的动力主要源于工业化ꎬ但欧洲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并非单一线性发展ꎬ经济、社
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对各国和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都有着巨大影

响力ꎮ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卫星城市和绿色城市化等理念的国家ꎮ 三百年来法国

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ꎬ特别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官方统计数据与公众感受之间

的差距ꎬ①促使其逐步认识到ꎬ要突破资本逻辑的唯发展理念ꎬ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

好、城市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城市化进程也不是越快越好ꎮ② 应当通过绿色城市化

来提高法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ꎬ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平衡

发展ꎬ实现城市化的另一条道路———不是追求大都市化ꎬ而是高效率与可持续性发展

的城－镇－乡一体ꎬ经济、社会、环境共赢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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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ꎬ法国不再将城市化率作为判定现代化程度的唯一指标ꎬ而是

转向对巴黎进行规模控制和社区多功能化改造ꎬ在大巴黎地区探索发行绿色债券ꎬ以
实现绿色经济的可持续筹资与资本运行ꎻ通过土地整治寻求城乡间以及不同城市间的

平衡发展ꎬ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建立协调的城市网络ꎬ并在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城－镇－乡一体化ꎮ① 法国重视与各地自然人文情况相适应的绿色城市化与

可持续发展ꎬ通过法律手段、社会参与和经济政策等的综合作用ꎬ鼓励各地城镇个性化

发展ꎬ避免出现千城一面ꎬ以求实现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城市与区域自然资源

的均衡发展、城市社区的多功能参与式发展ꎬ以及城市文化的多元个性化发展ꎮ

一　 法国城市化发展历程:从城市化到绿色城市化

法国传统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体地位、工业化较缓慢ꎬ大规模城市化历程始于 １９
世纪后期ꎬ到 １９３１ 年基本实现城市化ꎮ 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双重力量推动下ꎬ法国

城乡一体化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工农业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ꎮ 作为欧洲最大的

农业国ꎬ法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国家财政能力偏弱的传统等多重因素ꎬ决定了法国以

巴黎等传统中心城市带动整体城市化的进程ꎬ形成了一批有各地文化与社会特色的中

小城镇ꎮ 巴黎的大城市病所产生的拥挤、污染、高成本等问题ꎬ使绿色城市化建设逐渐

成为法国社会的共识ꎬ各地结合自身条件进行相应的绿色城市化规划与发展ꎮ
(一)缓慢的近代城市化

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变农业、乡村人口为工业、城市人口的过程ꎮ 法国城市化基

础比英国和德国等都要好:早在高卢－罗马时代形成了一批城市ꎬ１７ 世纪形成了较为

稠密的城市网ꎬ１９ 世纪初已经拥有 １７ 个 ３ 万以上居民的城市ꎮ② 法国没有广泛建立

起资本主义大农业ꎬ到 １９ 世纪末粮食生产基本适应缓慢城市化进程的需要ꎬ农业与工

业几乎同步发展是法国城市化特色之一ꎬ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进程几乎一直呈匀速

发展ꎮ 以法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为例ꎬ２０ 世纪初法国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４３ ２％ꎮ １９ 世纪英国因为过快城市化造成大面积贫困不得不向外移民ꎬ与此相反ꎬ法
国在 １８００－１９５０ 年间吸纳了大量外国移民ꎮ③

普遍的工业化不足和工业革命交通运输的发展ꎬ造成巴黎的急剧膨胀ꎮ １９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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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ꎬ由奥斯曼(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主持的巴黎改造通过中央集权方式ꎬ以塞纳河为地理中

心进行一系列的城市布局ꎬ形成了单中心、放射状交通网、主轴线与塞纳河平行的格

局ꎬ初步形成城市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景观ꎬ基本奠定了大都市的雏形ꎮ① 随着工

业革命的发展ꎬ巴黎的外围郊区也逐渐成为化工、冶金、机械、纺织等中心ꎮ 整个城市

规划遵循了科学和统一的原则ꎬ其丰富的建筑遗产几百年依旧被保存和使用ꎬ连当时

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大部分经济适用房也保存至今ꎮ 奥斯曼改造为后来法国可持续发

展和绿色城市化等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２０ 世纪法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双向运动作用下缓慢

发展ꎬ又几乎同期完成ꎮ 法国只有巴黎一个特大城市ꎬ到 １９３０ 年代 １０ 万人以上居民

的城市仅为 １７ 个ꎬ而同期的美国有 ９３ 个、英国有 ５７ 个ꎮ 当时绝大部分法国城市人口

居住在 ２ 万人以下的小城市里———这形成了 ２０ 世纪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格局ꎮ
法国城市化的匀速运动表现出城市的引力和乡村的推力之间的相对均衡性ꎬ法国

人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认同低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ꎬ相反眷恋乡村和自然之美ꎮ １９３０
年ꎬ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Ｌｅ Ｃｏｒｂｕｓｉｅｒ)最早提出了“绿色城市”这一概念ꎬ他竭

力反对城市居民同自然环境相割裂的现象ꎮ
(二)卫星城建设与“城市化脓疮”
早在 １９ 世纪法国就将公园与绿地建设作为一种为穷人提供的社会救济机制ꎻ特

别自法国大革命以后ꎬ法国各地城市都开始注重开放城市公园和进行街道树的种植ꎮ
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ꎬ也有利于为底层民众提供户外运动场

所ꎬ改变了中下阶层的生活方式ꎮ②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ꎬ法国逐步建立起公共

交通系统、城市环卫与再生系统、热岛效应减少机制、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等ꎮ
两次世界大战后ꎬ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ꎬ城市人口特别是巴黎的人口迅速增加ꎮ

由于巴黎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ꎬ人口激增导致老城区人口密度暴涨ꎬ基础设

施等已经不能满足需要ꎮ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８ 年两轮大巴黎地区规划改造实现了由单中

心到多中心的格局变化ꎬ例如拉德芳斯(Ｌ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成为风貌与旧城区截然不同的现

代城市副中心ꎮ 巴黎市与巴黎大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ꎬ巴黎市区集中发展第三产业ꎬ
尤其是文化、金融、科技等产业ꎻ将工业和拥挤的人口向周边省疏散ꎬ沿塞纳河、马恩

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扩展ꎬ形成了五座新城ꎻ巴黎大区不断协调交通、居民点、工业区

等的布局ꎬ修建了联系巴黎市中心与各卫星城的配套工程、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地铁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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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化速度愈快ꎬ 人口压力及各种弊病也就愈严重ꎬ过于重视中心城区建

设ꎬ导致城市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ꎮ 随着“城市翻新计划”的实施ꎬ１９６０ 年代巴黎

郊区和卫星城建设了大批高层房屋ꎬ巴黎居民大规模向郊区搬迁ꎬ但传统的社会网络

遭到破坏ꎮ 并且ꎬ越来越多北非穆斯林移民和移民后代住到了匆忙建起的郊区高层公

寓楼群ꎬ由于巴黎郊区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生活单调ꎬ甚至成为毫无生活味道的

“睡觉城”ꎬ移民难以真正融入法国社会ꎮ 日积月累ꎬ居住在“困难”街区的移民后代对

自己遭受的社会排斥感到失望ꎬ组成各种团体ꎬ不时制造暴力事件ꎬ目的之一是显示他

们的存在ꎬ希望受到关注ꎬ甚至其中部分穆斯林青年加入极端组织ꎮ① 上述问题导致

２００５ 年巴黎郊区骚乱、近年来各种小型骚乱ꎬ以及 ２０１５ 年恐怖事件的发生ꎬ说明这些

地区成为了“城市化脓疮”ꎮ

法国 １９７０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ꎬ１９８０ 年代进入农业现代化阶段ꎮ 与巴黎的恶

性扩张不同的是ꎬ法国其他城市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ꎬ传统城市有所发展ꎬ但没有形成

类似英国的高度工业集中和城市集中ꎬ也没有形成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或大型工业化

城市ꎮ 法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指标化ꎬ而是选择了与其国力和发展传统相适应的路

径ꎬ因此除巴黎之外基本避免了城市化的过度和过速发展ꎮ

(三)向绿色城市化发展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成为法国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ꎬ许多城市根

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需求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各自的解读

与实践ꎮ② 例如以“２０３０ 年大巴黎计划”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ꎻ又

如洛特省的省会卡奥尔将农业优势与人文历史传统相结合ꎬ将和平与生态、绿色等志

愿者行动相联系ꎬ建设数字城市、进行有机耕作等ꎻ再如被誉为“香水王国”的格拉斯ꎬ

被誉为“香槟之都”的兰斯ꎬ还有“葡萄酒圣地”第戎、波尔多等ꎬ 许多城市的发展都具

有鲜明的地域传统文化特色ꎮ

２００７ 年法国提出了«格勒内勒环保倡议» ( ｔｈｅ Ｇｒｅｎｅｌｌｅ ｄｅ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的环

境政策ꎬ为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了一个长期的政策ꎮ 环保倡议的核心

是强调建筑节能的重要性和潜力ꎬ以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绿色建筑为主导ꎮ 为建筑行

业在降低能源消费、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及控制噪音和室内空气质量方面制定了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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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在 ２０１２ 年前ꎬ所有新建筑的单位建筑面积年能耗不超过每平方米 ５０ 度电ꎬ
２０２０ 年前既有建筑能耗降低 ３８％ꎬ２０２０ 年前可再生能源在总的能源消耗中比例上升

到 ２３％ꎮ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颁行的“新环保法案”１ 号和 ２ 号法律(Ｇｒｅｎｅｌｌｅ １ 和 Ｇｒｅｎｅｌｌｅ ２)

明确规定ꎬ法国各地方都必须将具有生态意义的绿色基础设施纳入大都市和地方规划

项目之中ꎬ法国的绿色城市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ꎮ 尽管法国

大多数城市的一体化城市规划都没有预先考虑到生态网络的存在ꎬ但是根据这两个法

律ꎬ法国各城市都被要求在规划中重新纳入生态连续性问题ꎬ对于绿色基础设施也进

行了规定ꎬ并要求将可持续性的绿地整合到当地法定的城市规划文件之中ꎬ立法者需

要采用各种手段使得公共和私人空间都能够不断扩大绿色空间ꎮ①

以大巴黎改造为代表的城市规划ꎬ不再采用城市扩张的方式ꎬ而是强调在同一区

域进行功能累加ꎬ将工作、购物、居住、休闲和交通等多种功能在同一个地区进行多功

能化改造ꎻ不再有严格的城乡区分ꎬ而是提出让城市“回到自然界”的口号ꎬ组建农业

合作社、加速农业产业化ꎬ将其建设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ꎬ使农村和城市实现良

性互动条件下的城乡一体化ꎻ不再挤压农业空间和森林空间等ꎬ而是对以巴黎大区等

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农业空间和森林空间进行了再定性ꎬ郊区定位越来越模糊化ꎻ不再

采用高能耗运营城市的模式ꎬ而是希望将城市建设成为绿色城市ꎬ形成生物材料和文

化资源以最和谐的关系相联系的凝聚体等ꎮ
在城市延伸发展和集成融合的过程中ꎬ寻求尊重当地自然环境ꎬ注重保护生态环

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ꎬ将现有空间立体化ꎬ用新的能源和交通集约型的规划来置

换陈旧的城市功能ꎮ② 同时将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与保护文化、历史遗产相结合ꎬ在文

化自信基础上多功能化改造旧城ꎬ精心维护老建筑ꎬ重新激活被废弃的社区ꎬ例如把垃

圾堆改成儿童乐园ꎬ把一堵老墙改成老人聚集地等ꎮ

二　 法国城市发展理念: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城市化

城市生活中的个人一方面追求独立ꎬ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生活客观存在的社会连带

性而具有脆弱性ꎮ 因此ꎬ城市发展和城市中的个人发展之间需要达到某种平衡ꎬ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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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平衡的获得首先取决于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处于平衡状态:不但需要个人感受到

本人的存在具有意义ꎬ而且需要感受到其所处的环境本身也具有意义ꎬ也就是说ꎬ其所

处的自然、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之间应当存在有机关系而不是处于断裂状态ꎮ①

(一)消费主义、移民问题与多元绿色可持续性

个人对于其“意义”的追求ꎬ有使个人陷入消费主义的危险ꎬ消费、住房、交通
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挖掘与使用ꎬ与城市化并存

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日益膨胀的城市消费ꎬ而有限的地球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无力支

撑无限制的城市发展ꎮ 气候全球性变化和土壤受杀虫剂、化肥等污染ꎬ以及水资源污

染等情况凸显了这一不可持续性ꎬ例如地下水的平均亚硝酸盐含量的饮用水安全值为

不高于 ２０ 毫克 /升ꎬ但 ２０１１ 年法国本土面积 ２７％的地下水的平均亚硝酸盐含量为 ２５
毫克 /升ꎬ１１％的本土面积地下水的平均亚硝酸盐含量超过 ４０ 毫克 /升甚至更高ꎮ②

需求的无限制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ꎬ客观上逐渐促使甚至迫使城市

发展逐渐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质量ꎬ转向以满足未来需要为前提对当前自然资源进行

有效与合理使用ꎬ对能源进行可再生利用ꎬ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与有机运行ꎮ
２０ 世纪以来法国移民问题日益凸显ꎬ作为法国这一民族国家基础的社会一致性、

经济和政治的整体性等受到了巨大冲击ꎬ使得法国的绿色城市化概念在社会、文化和

族群层面进一步拓展ꎮ③

法国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ꎬ城市人口规模过大ꎬ城市族群结构过于复杂ꎬ土地和劳

动力价格居高不下ꎬ其生产水平反而低于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ꎮ④ 因此ꎬ法国注重城

市化发展的多元绿色可持续性ꎬ一方面着力发展中小规模的城镇ꎬ一半以上的人口居

住在众多的小城市中ꎬ其中最小的城市普里瓦(Ｐｒｉｖａｓ)ꎬ人口不足 １ 万人ꎻ另一方面着

力在巴黎等大城市进行生态社区建设ꎬ以降低城市运行成本和提高城市的吸纳与包容

能力ꎮ
(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一个在社会、经济和自然方面都得到持续发展的城市ꎬ既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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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保持其赖以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供给ꎬ又能避免潜在的环境公害ꎮ① 这种可持续性

主要涵盖两个方面:
第一ꎬ工业生产的可持续性ꎬ即原料、能源、生产和销售等的可持续运转系统ꎮ 法

国是一个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ꎬ由于法国自身自然资源匮乏ꎬ每年必须进口大量

石油和天然气ꎬ包括核电站所需的铀也是全部由进口取得ꎮ 对原材料、加工与半加工

产品的消费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２９ 亿吨上升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１１ 亿吨ꎬ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消费增速

下降但是消费总量仍处于缓慢上升之中ꎮ 自 １９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ꎬ法国在

１９７４ 年首次制定执行限制能耗的法规ꎬ此后在 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８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不断提升相关能耗标准ꎮ 所以ꎬ法国的国情决定了其必须重视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ꎬ以降低法国对外能源依赖程度ꎮ②

法国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９％上升到了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４.２％ꎬ其使用范

围和频率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ꎬ并且不断有新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使用ꎮ 自 ２１ 世

纪初以来ꎬ大城市的汽车使用率呈现萎缩态势ꎬ而全国范围内的汽车使用率也不再上

升ꎮ 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的使用率上升ꎬ城镇地区的自行车使用率由于自助租用

系统的推广而迅速提升ꎮ 汽车市场也在发生变化ꎬ２０１３ 年电动汽车销售量达到 ８７００
辆ꎬ生物燃料汽车也在逐步推广ꎮ③

第二ꎬ农业生产剩余的可持续性ꎮ 所有市场的运转归根结底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剩

余ꎬ而农业剩余有赖于农业丰收ꎬ否则整个城市运行具有高度的脆弱性ꎮ 但是ꎬ农业生

产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ꎬ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干旱、降水不均等现象对农作物和畜牧

业均有负面影响ꎮ④ 因此ꎬ法国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ꎬ重视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和农业补贴ꎬ重视农业生产和城市运转相配合的可持续系统建设ꎮ 这种农业与

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联性促使城市生态学在法国蓬勃发展ꎬ旨在促进城市生态多元化

和开展城乡生态系统的评估ꎮ
２０１２ 年法国农业用地总量占本土面积的 ５１％ꎬ半自然区域和水域所占比例为

３９ ４％ꎬ已经开发区域所占比例为 ９.１％ꎮ 随着法国的人口增长与生活方式的变化ꎬ用
于道路、轨道、住宅和商业等发展用地的需求在不断上升ꎬ使得农业用地面临萎缩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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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ꎮ 面对这一用地萎缩的挑战ꎬ法国的农业现代化进入“合理发展”阶段ꎬ一方面研究

使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相关技术ꎬ从而保证粮食安全ꎻ另一方面注重减少农

业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ꎬ节约水资源ꎬ减少化肥等对环境的污染ꎬ加强生物能源技

术开发ꎬ以减少农业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ꎬ国家鼓励农民寻找和实践有利于保

护环境、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ꎮ
(三)绿色城市化的理念与实践

绿色城市的概念是法国人在可持续城市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绿色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之一ꎮ “以人为本”和促进生

物多样化是法国绿色城市化理念的灵魂ꎮ 绿色城市化不仅仅体现为通过绿色生态城

市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ꎬ还体现为社会治理和民间社会参与绿色生态城市建

设的可持续性ꎬ通过绿色城市社会建设实现社会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发展ꎮ 因此ꎬ“绿色”适用于与自然、科技、人文和社会环境危机相关的任何事物:
从有机食品到设置发展的限度、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绿色融合到社区人群与文化

的融合ꎬ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规划模式转向以绿色可持续为中心的规划模式等ꎮ①

法国人认为ꎬ从环境可持续的角度ꎬ人的行为只有与低碳、可持续性相结合ꎬ在生

产和生活中集中采用低消耗、低排放、紧缩型、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模式ꎬ倡导建筑节能

材料在城市建筑领域的使用ꎬ才能造就出低碳、投入产出效率高、自身可持续和可复制

推广的模式ꎬ并且具有自我改进升级的内生动力ꎮ②

基于上述理念ꎬ法国人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责任的消费方式、生态社区建

设等多方面进行了绿色城市化的实践ꎬ并且这一实践过程充分体现了法国民众的多元

参与特点ꎮ
第一ꎬ共同参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ꎮ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越来越多的法国居民通过

自发行为提升城市绿化比例ꎬ城市绿道建设、城市公园建设、城乡结合区域融合等逐渐

成为法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将绿色城市化从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变为

城市居民致力于实现城市多元可持续性的共同努力目标ꎮ③

这些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进不仅具有促进生物多样化的生态功能ꎬ还具有促

进社区融合的社会功能ꎬ因此能够提升当地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质量ꎮ 公共区域不仅仅

为居民服务ꎬ也由居民参与设计ꎻ不仅仅是长期居住的居民ꎬ一些流动居民或者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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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ꎬ 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ｅｔ ｄｅ 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４.

Ｉｂｉｄ..
Ａｔｅｌｉｅｒ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 Ｄ’Ｕｒｂａｎｉｓｍｅ (ＡＰＵＲ)ꎬ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ｄｅ ｌａ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ａ Ｐａｒｉｓꎬ ２ｅｒ ａｔｅｌｉｅｒ －

Ｌａ ｃｅｉｎｔｕｒｅ ｖｅｒｔｅ ｅｔ ｌｅ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ｑｕｅꎬ Ｍａｉ ２０１１.



可以参与到设计过程之中ꎮ① 参与式预算与景观设计更贴近不同类型使用者的需求ꎬ
也促使使用者们更自觉地保护公共区域的绿地和相关设施ꎮ② 政府通过自身和公众

参与形成的多元监管工具来促进绿色城市化发展ꎮ
第二ꎬ共同发展有责任的消费方式ꎮ 基于绿色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ꎬ法国人

提倡有责任的消费方式ꎬ主要体现为:一方面避免浪费ꎬ提倡按需购买ꎬ提倡生产和提

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ꎬ以限制过度消费和施行绿色生活方式ꎻ另一方面ꎬ支持居

住地创造工作机会ꎬ减少商品和人员运输成本ꎮ 据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统

计数据显示ꎬ５０％的居民会购买本地食品以支持本地就业ꎮ③ 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

的“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联盟”支持本地乡村小型农场的发展ꎬ通过本土的农民与

消费者的合作关系ꎬ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ꎬ促进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的多

样性ꎮ
第三ꎬ共同缔造生态社区ꎮ “生态社区”的概念源于法国政府 ２００８ 年提出的“可

持续发展城市计划”ꎬ目的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ꎬ适应未来环境保护需求和能源对城

市建设的挑战ꎬ满足居民对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ꎬ同时加强对现有自然资源与景色的

保护ꎬ吸引、组织和鼓励广大民众参与设计和提出建议ꎮ④

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法国共有 ５００ 多座城镇响应政府号召参与该计划ꎬ全法各

地涌现了许多体现不同特点的样板“生态社区”ꎮ ２０１１ 年法国在建的 ６.６ 万套社会住

房和近 ２０ 万套商品住房项目都按照“生态社区”的环保标准进行施工ꎮ 按照法国政

府公布的“生态社区”建设标准ꎬ其城市规划设计、建筑改造和经营管理必须尊重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ꎬ必须满足一些非常具体的条件ꎬ包括负责任地开发和利用资源ꎻ自然融

入现有城市环境ꎻ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活力ꎻ向所有居民提供住房ꎬ使所有人融洽地共

同生活等ꎮ 在法国ꎬ这些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模式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ꎮ
随着空间功能的转变ꎬ绿色城市化的发展毕竟要解决众多复杂的问题ꎮ 为此ꎬ不

仅仅通过“生态社区”的共同参与机制ꎬ在绿色城市化的其他方面ꎬ法国各级政府动员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从各方面入手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ꎬ主要包括公众力量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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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对法律工具的保证ꎬ以及教育和研究三个方面ꎮ① 三者之间常常会穿插在一

起ꎬ譬如在一个景观建造项目或者政府规划行为的前期策划阶段ꎬ政府通常会资助一

个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来协助决策并保障其执行的合理性ꎬ而研究工作又会常常结合甚

至依赖社会公众参与ꎮ
这种专家设计、公众参与和法律保障三位一体的方式ꎬ有利于法国在城市化进程

中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ꎬ以及积极培育城市文化品牌ꎬ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历史遗产遭受破坏和颓败、地域文化出现断层、片面追求硬件建设、文
化魅力缺失等现象的发生ꎬ并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ꎬ进一步

丰富了绿色城市化的内涵ꎮ

三　 法国城市经济发展:绿色经济与绿色债券

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城市化ꎬ法国实现了从黄色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到黑色经

济(传统工业经济)直至今天的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型ꎮ 城市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存

在对能源等的增长性需求ꎬ但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耗二者的关系取决于资源储藏量和环

境可承受力等因素ꎬ并面临气候变化和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等压力ꎬ法国绿色城市化客

观上要求以绿色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ꎮ 绿色经济将城市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

承受限度之上ꎬ强调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ꎬ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

再生产ꎬ 特别是将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发电、生物燃料、清洁能源汽车等作为撬动城

市经济增长的杠杆ꎬ实现发展城市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双重目的ꎮ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明确了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

作用ꎮ 根据自身情况ꎬ法国在绿色经济发展中高度关注资源有效利用、能源、环境等问

题ꎬ并且加强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关系ꎮ 绿色经济的发展资金来源除

了由能源税、运输税、污染税和资源税等四大门类构成的环境税ꎬ②还有赖于发行绿色

债券等多元筹资方式ꎬ以推进绿色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ꎮ
(一)绿色经济

法国绿色经济的发展以绿色公民权为基础ꎬ绿色公民权突破了公－私、自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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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ｂａｎｉｓｍｅ ｄｅ Ｌｙｏｎꎬ １７ ｅｔ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ꎬ法国环境税收入为 ３６０ 亿欧元ꎮ 数据来自 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ｒｉａ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ａｕ ｄéｖè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ｄｅ 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ｑｕｅｓꎬ “Ｉｎｖ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ｔａｘ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ｓ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ｄｅ ｔｒａｖａｉｌꎬ Ｎｏ. ９ꎬ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２ꎮ



化、中央－地方等传统意义二元区分ꎬ关注可持续性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的推广ꎮ①

绿色经济将所有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都统一到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目标之下ꎬ是撬动

经济增长的杠杆ꎮ 按照绿色经济的要求ꎬ所有经济活动———无论是提供产品还是服

务———都直接定位于保护环境或者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ꎮ
在气候变化和传统能源价格波动巨大的双重压力下ꎬ法国政府大力扶持绿色产

业ꎬ也就是低碳产业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产业ꎬ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ꎬ另一

方面可以提升法国的国际竞争力ꎮ 法国政府重点扶持 １９ 个绿色产业部门ꎬ与这些产

业部门的生产商和产业联盟等签订产业发展协议ꎬ共同推进绿色产业发展ꎮ 大力支持

绿色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ꎬ将绿色经济网络逐渐集聚成为“绿色经济产业群”ꎮ 从下

图 １ 可以看出ꎬ法国绿色产业的产值增长远高于所有经济部门的产值增长ꎮ

图 １　 法国绿色产业产值比变化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ｅꎬ ｄ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ｅｔ ｄｅ ｌ’ Ｅｎｅｒｇｉｅꎬ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目前ꎬ法国已经建成 ２０ 个绿色经济产业群ꎬ如环保技术、生物资源、可再生能源、

能效改善、能源储存、智能电网、自然灾害预警管控、可持续城镇规划和可持续交通规

划等ꎬ由这些产业群所承担的研发应用工作得到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Ｍｉｎ￣

ｉｓｔｅｒｅ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ｅꎬ ｄ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Ｅｎｅｒｇｉｅ)所提供的基金支持ꎮ 此

外ꎬ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所推动的“投资未来”项目致力于促进绿色经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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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创造本地工作机会ꎬ其目标在于降低法国经济与社会运行成本ꎬ提高经济增长潜

能ꎮ 根据计划ꎬ到 ２０２０ 年ꎬ法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要提高到至少

２３％ꎮ①

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ＩＮＳＥＥ)的报告显示ꎬ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ꎬ以环

保为主旨的绿色经济依然保持活力ꎬ并为改善法国的就业状况作出贡献ꎮ 统计显示ꎬ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ꎬ法国经济部门平均的就业增长率仅为 ０.１％ꎬ而绿色经济部门

的就业增长率高达 ４.５％ꎬ其中ꎬ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增长率高达 １９％ꎬ太阳能生产

领域的就业岗位更出现成倍增长ꎮ ２０１２ 年ꎬ绿色经济部门创造了 ４４７ꎬ５００ 个就业岗

位ꎬ占法国总新增就业数的 １.８％ꎬ主要包括废水处理、再生能源回收与管理等ꎮ②

法国在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有关绿色增长的能源法律ꎬ授权给所有相关方以推进绿

色能源消费的权利:地方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都参与其中ꎮ 继“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之后ꎬ法国制定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可持续发展方案”ꎬ试图通过对能源的

合理、高效与可再生利用模式的探索与完善ꎬ建立起一个将经济、生态和人类自身利益

等多重利益相结合的社会模式ꎮ

图 ２　 法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

资料来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 ｄｅ 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ｅꎬ ｄ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ｅｔ ｄｅ ｌ’ Ｅｎｅｒｇｉｅꎬ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图 ２ 的数据表明ꎬ法国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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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 ｄｅ 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ꎬ ｄ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ｅｔ ｄｅ ｌ’ Ｅｎｅｒｇｉｅꎬ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数据来源: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ｓｅｅ.ｆｒ / ｆｒꎬ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２０１２ 年法国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总额达 ４７５ 亿欧元ꎬ其中用于环境保护的研发费用

为 ４３ 亿欧元ꎬ占支出总额的 ９.１％ꎬ旨在发展生态技术和绿色产业ꎮ① 除了环境税ꎬ日
益增长的环保支出使得绿色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大量资本投入ꎬ公共金融系统无法独自

提供全部资金ꎬ因此公共和私营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ꎬ绿色债券等融资方式

所发挥的作用在持续增长ꎮ
(二)绿色债券

不仅仅是与绿色经济相关的企业ꎬ对于所有法国企业而言ꎬ保护环境与促进可持

续发展都成为了它们的法定责任ꎮ 在法国投资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ꎬ法国的企业社

会责任②基金的总资产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９ 亿欧元迅速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２２９ 亿欧元ꎬ其
中该基金资产的 ６５％为债券ꎮ 根据法国 Ｎｏｖｅｔｈｉｃ 社会责任投资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

显示ꎬ提供信息反馈的 １４ 名受调查者在 ２０１４ 年共进行了 ３８ 亿欧元的绿色投资ꎬ其中

绿色基金占 ２１ 亿欧元ꎬ绿色债券占 １４ 亿欧元ꎬ绿色基础设施占 ３ 亿欧元ꎻ而在 １４ 亿

欧元的绿色债券中ꎬ有 ３.６４ 亿欧元是通过法国企业社会责任基金进行投资的ꎮ 截止

到 ２０１４ 年ꎬ法国的绿色债券发行总额已达到 ４４０ 亿欧元ꎬ说明环保型金融产品在法国

受欢迎ꎮ ③

绿色债券具有传统债券的所有特征ꎬ但它们由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或对抗气候变化

的投资支持ꎮ ２００７ 年ꎬ欧洲投资银行发行了第一个绿色债券ꎬ随后世界银行发行了类

似的债券ꎬ此后绿色债券市场以大于 ５０％的复合年均增长率(ＣＡＧＲ)迅速增长ꎮ 绿色

债券使投资者可以把钱借给规模较大、风险较低的企业ꎬ这些企业反过来将资金投在

多个绿色项目上ꎮ 采取这种方式ꎬ投资者就不必再对每个项目的风险进行分析ꎬ也不

必冒险ꎮ 绿色投资对于企业形象有好处ꎬ因为世界银行每次都会公布投资于绿色债券

的投资者的名字ꎮ
作为欧洲第一个发行环境与社会责任债券的地方政府ꎬ大巴黎地区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进行的尝试获得了成功ꎮ 其债券发行目标额度为 ２ 亿美元ꎬ最后获得 ６.２ 亿美元ꎮ
其中ꎬ３.５ 亿美元用于绿色能源产业、低能耗社会住宅建设和促进生物多样化等ꎮ 由于

对该绿色债券的强烈市场需求ꎬ该债券利息仅为 ３.６２５％ꎬ是该年度法国地方政府债券

９２１　 法国的绿色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①

②

③

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ｒｉａ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ａ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ｂｌｅꎬ “ Ｔａｂｌｅａｕ ｄｅ ｂｏｒｄ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ｕｒｓ ｍａｃｒｏ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ｖｅｒｔｅ － ２ｅ 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Ｃｈｉｆｆｒ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ｑｕｅｓꎬ Ｎｏ. ５４６ꎬ ａｏｕｔ ２０１４.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ꎬ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
的责任ꎬ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ꎬ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
关注ꎬ强调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贡献ꎮ 法国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社会责任年度报告" ꎬ报告包括企业在其
活动中考虑社会和环境的情况和后果ꎮ

Ｎｏｖｅｔｈｉｃꎬ Ｃｈｉｆｆｒｅｓ ２０１４ ｄｅ 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ｌ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ｏｖｅｔｈｉｃ.ｆｒ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ｕｐ￣
ｌｏａｄ / ｔｘ＿ａｕｓｙｎｏｖｅｔｈｉｃｅｔｕｄｅｓ / ｐｄ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ｓ / ｅｔｕｄｅ－ｃｈｉｆｆｒｅｓ－ｉｓｒ－２０１４.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利息最低的ꎮ①

此外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法国 ＥＤＦ 公司新发行了一种绿色债券ꎬ自此次 １４ 亿欧元债

券发行之初起ꎬ投资者对该债券的认购量超出了发行量的两倍ꎬ表明绿色债券的发行

拥有推动气候融资的强大能力ꎮ
上述几个方面表明ꎬ私人金融部门在法国的绿色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ꎬ成为法国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四　 结　 语

法国将承办 ２０１５ 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ꎮ 法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比例最高的

国家之一ꎬ在城市化进程破坏环境方面有大量的教训ꎬ也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

人力物力ꎬ积累了大量经验ꎮ 与城市化同时存在的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等ꎬ使得土壤、水
资源、大气、噪声等的污染情况加重ꎬ随着各种新技术的使用和人类占用土地资源等的

扩张ꎬ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和现代技术风险(例如核泄漏等)也在日益

增加ꎮ 这就需要将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进行调整ꎬ因此绿色

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法国自 ２０ 世纪以来的重要选择ꎮ
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绿色城市化等概念的国家ꎬ从 ２０５０ 巴黎智慧城市的建设ꎬ到贝

桑松这样的法国第一绿色城市将小城市建设与自然资源融为一体ꎬ法国在绿色城市化和

可持续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ꎬ体现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基础设施、绿
色小区和绿色产业等ꎮ 这些探索不仅仅得益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提倡与努力ꎬ也与各级地

方政府、企业、社团、社区和个人的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ꎬ其根本理念在于城市居民同

自然环境不能相割裂ꎬ城市发展与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等不能相割裂ꎬ实现城市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ꎬ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ꎬ以及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和谐发展ꎬ体现出自然、生态、
社会、人文与经济等的融合发展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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