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中国（UrbaChina）项目是

中欧在社会科学领域联合推进的首个

重大研究项目。该项目由 11所著名的

中欧研究机构联合组成，首要目标是

联合中欧研究人员进行高水平的科学

研究并公开发表联合专著；其次是建

立一个持续稳定的中欧人才网络，该

网络包括决策者、科研人员、学者、

协会等。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及欧洲的

城市及城市环境的变迁，该项目每年轮

番在欧洲和中国举行研讨会。邀请中国

的合作方来欧洲考察城市发生的巨大变

化，并与欧洲城镇化领域相关负责人进

行会面。城市中国项目同时还将差异巨

大的中国四大城市列入了研究的对象，

它们分别是上海、重庆、黄山、昆明。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城市中国

（UrbaChina）项目协调人弗朗索瓦·吉

浦罗近期在巴黎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奥迪尔 . 柯内特 : 21 世纪中国城镇

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弗朗索瓦 . 点吉浦罗 : 2012 年，中

国城镇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其农

业人口。据估算，大约有两亿三千万持

农村户口的移民（或者说农民工）到城

里务工。这部分人的生活条件非常艰

苦，工作强度很大，收入微薄，住宿条

件非常恶劣。我们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差

别，那就是城市里的居民并不全是城里

人。在七亿五千万的总城镇人口中，两

亿三千万属于二等市民。因此，在未

来 20 年里 ,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

是如何安置从乡村迁移城市的 5亿农民

工。也就是说，中国每两个月就必须安

置 200 万的市民。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挑

战，是如何将这几亿的农民工转变成为

市民，和其他市民享受同样的权利。

奥迪尔 . 柯内特 : 欧洲的城镇化经

验对中国人有用吗？

弗朗索瓦 . 吉浦罗 : 在服务领域，

欧洲的经验应该会很适用。从农民工的

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列举几项内容，如

低收入群体住房安置项目、贫困居民的

社会服务项目或不懂普通话的外来农民

工的教育项目等等。

垃圾处理项目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经验。如果从卫星上俯瞰北京城，我们

可以发现北京城周围郊区围绕着一圈公

共垃圾场。大部分垃圾场都不会焚烧这

些垃圾，而是对其进行填埋，但填埋往

往会导致有害物质渗漏到地下水。而在

弗朗索瓦·吉浦罗
谈中国城镇化和中欧城镇化合作
文｜奥迪尔 . 柯内特

受访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城市中国（UrbaChina）

项目协调人｜弗朗索瓦·吉浦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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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20 年里 ,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安置从乡村迁移城
市的 5亿农民工。也就是说，中国每两个月就必须安置 200 万的市民。
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如何将这几亿的农民工转变成为市民，和其
他市民享受同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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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我们则设有垃圾分类中心，大部

分情况下这些垃圾会被焚烧或被回收。

另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即交通。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大拥堵，不同交通方式的大拥堵。随着

一些城镇居民的迅速致富，汽车的数

量激增，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非常

落后。在北京，就有三到四百万辆汽车，

堵车现象极为严重。像其他发达国家之

前的做法一样，中国也采取了相当严厉

的限制新车政策。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一些相关的问

题，如停车场的管理，电动车等。在北

京，有大量的电动自行车，这些自行车

看上去很环保，但其电池效用很低。所

以，需要全盘考虑，以便更好地理解一

项政策（比如电动汽车）的选择对环境

带来的影响。

奥迪尔 . 柯内特 : 看上去情况似乎

很严重？

弗朗索瓦 . 吉浦罗 : 的确，在中

国，城市环境呈现出一个比较糟糕的景

象，但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只是在

我看来，这个问题较为复杂。要找到解

决途径，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

城市扩张和土地功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先从城市扩张来看，人们经常谈论“智

慧城市”，即“紧凑型城市”，在这种城

市中，交通可以依赖步行或自行车来

实现。但 30 年来，城市人口激增，但

城市范围有限。这种城市扩张代价很大，

这是土地合法地位的结果。要知道在

1994 年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必须承

担很多新的开支（教育、健康），而中

央政府却保留了大部分的税收。这些新

的开支最后得到了解决，解决的方式很

简单，主要是通过征地，将原本属于农

民的集体土地（一般通过补偿方式）转

化为公用土地，然后通过竞标，将这些

土地以很高的价格卖给那些开发商。

鉴于土地权在这些演进中的重要性，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伙伴对欧洲的

土地问题以及公众程序等表现出的强烈

好奇心。

同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方

政府也极力将一些能纳税多的工厂吸

引到城市的行政区域中来。这就导致

了制造业的过渡膨胀以及作为平衡增

长关键所在的服务业的萎缩。这一做

法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

很多中产阶层的人都认为城市不适宜

居住，也开始意识到工业化及城镇化

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 , 也带来了

灾难。我们期待，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模式，希望

中国比当年的西方国家更早意识到并

着手改变他们的发展模式。

奥迪尔·柯内特 : 那么怎样的城市

发展模式更适用于中国？

弗朗索瓦·吉浦罗 : 在欧洲，我们

不难想到德国的模式。在这个国家，大

部分居民都居住在生活品质很高的小城

市里。然而，那些四处漂移的移民人口，

他们希望去大都市，因为那里就业机会

更多，服务质量更高。

奥迪尔·柯内特 : 我们意识到在城

镇化进程中，土地和“户口”是很重要

的， 那么 , 户籍制的演变是否可能？

弗朗索瓦·吉浦罗 : 过去的 20 年

已经发生了改变。“十二五”规划目标

之一，就是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到

城市的范畴。无论如何，户籍制不会立

马被取消。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缓慢的

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每年有 200-300

万农民工有机会被纳入到城市范畴，并

享有市民的所有权利。这将是一个多么

重大的进步。

奥迪尔·柯内特 : 您的合作项目对

欧洲和中国会查收怎样的影响？

弗朗索瓦·吉浦罗 : 欧盟可以与中

国人一起分享在他们看来有用的专业知

识。欧洲有众多小公司，这些公司在各

自领域都颇具真正的专业知识（如城市

流动、建筑和智能城市等）。当然，这

种类型的专业知识往往需要硬件与之相

配套，尤其它们是与新技术相关的宝贵

技能及网络知识。在这些领域中国人目

前非常活跃。因此，我们的合作机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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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遗产是欧洲的另一大宝贵财富。中国人也很关注欧洲的生活质
量以及城市遗产的保护。中国的城市遗产是巨大的，但往往被“冻结”。 
在挖掘机和“冻结”两者之间，人们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因而，中国对
欧洲遗产的保护程序及资助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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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曾经说过，中国建筑的未来，不在城市，
而是在农村，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与自然的和谐。他一语惊人 ,很可能这
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情感。这一思考 ,是令人欣慰的，是一种非
物质的思考，而欧洲当年拆除贫民窟的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思考。

以帮助合作伙伴将市场拓展到欧洲，以

及日本和美国。

城市遗产是欧洲的另一大宝贵财富。

中国人也很关注欧洲的生活质量以及城

市遗产的保护。中国的城市遗产是巨大

的，但往往被“冻结”。 在挖掘机和“冻

结”两者之间，人们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因而，中国对欧洲遗产的保护程序及资

助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奥迪尔·柯内特 : 您如何看待王澍

获得中国首个普利兹克建筑奖？ 

弗朗索瓦·吉浦罗 : 这是一位杰出

的建筑师，他曾经说过，中国建筑的未

来，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那里人

们可以找到与自然的和谐。他一语惊人 ,

很可能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

情感。但是，这一情感与一些中国城市

规划者的观点存在直接的冲突，因为对

后者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城市是个纯粹

的定量。幸运的是，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最近在辽宁召开的一次关于拆除棚户区

的研讨会上，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

都意识到，尽管这些居民生活在恶劣的

条件下，但他们都不希望被安置在偏远

地带，因此，搬迁项目应保留城中村的

社会结构，维持紧密的社会关系，保证

居民日常的工作及街道的商业活动。这

一思考 , 是令人欣慰的，是一种非物质

的思考，而欧洲当年拆除贫民窟的过程

中也有过类似的思考。

总而言之，我认为，两三年后，在

未来布鲁塞尔中欧项目招标中，鉴于我

们在该领域积累的经验，中欧合作将更

加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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