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ICCASU 会议报告

中国和非洲的可持续城市化合作
来自加拿大 2015 年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

渥太华大学

中国和非洲的可持续城市化合作
加拿大 2015 年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报告

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ICCASU）
加拿大，渥太华
2015 年 11 月
© ICCASU, 2015. 版权所有.

前 言
“ 加 拿 大 2015 年 中 国 和 非 洲 可 持 续 城 市 化 国 际 会 议 ”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nd Africa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ICCASU）于 2015
年 10 月 24-25 日由联合国人居署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联合举办，本报告主要对本次国
际学术会议相关成果进行报道。同时，本报告将供 2016 年 10 月在厄瓜多尔基多召开
的“人居 III”国际会议及相关组织机构参阅。
2015 ICCASU 有来自全球 18 个国家、64 个机构的不同学科领域的 200 多名专家、
学者、以及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前来参会，本次会议为探讨中国和非洲城市化所面临
的挑战、中国投资非洲城市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与加拿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
教训进行比较研究等诸多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加拿大的城市化建设经验，尤
其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加拿大曾提供给非洲许多国家有效的城市发展和援助经验，
是此次会议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经济伙伴，这次会议也就中国
的城市发展和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尤其着重于在西方参与第三世界国
家和地区城市化建设日渐减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参与非洲国家城市发展的方式有何
不同，采取了怎样的具体行动，引出了哪些复杂特征等议题。
经过为期两天严谨而热烈的学术探讨，与会专家、学者们最终达成共识并一致认
为，不论是加拿大，还是中国，在参与非洲国家的城市开发和建设时，必须兼顾双方
或多方利益，进一步增强彼此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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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需彼
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大陆，

此相互学习，并积极借鉴加拿大城市建

城市化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

设的成功经验，同时吸取其有关教训。

来，由于人口加速增长、城乡人口迁移

中国快速的城乡生活方式转型，与随之

和社会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逐渐导致基

而来的移民边缘化、规划中社区参与的

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社会

缺失，已逐步导致城市贫困并产生了诸

不公加剧、乡绅化过程强化等现象，从

多环境问题。此外，中国和非洲城市的

而给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增长速度都在不断加快，非洲尽管城市

因此，原有的城市化策略亟需调整。本

化水平已经达到 40%，但还远远赶不上

报告总结了“加拿大 2015 年中国和非洲

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来自经济、社会、

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ICCASU）的

政治和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了

主要会议成果，并通过比较加拿大、中

中国和非洲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国和非洲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和城市转型

并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滞后性特征。

趋势，以期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等领域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吸取相关教训的同
时也凝炼出值得借鉴的城市建设经验。
加拿大在制度设计、社区参与和充
分包容性规划等城市建设实践方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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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城市化方面

验和教训，既有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也可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城市化
建设提供宝贵的范例。随着加拿大在国
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所倡
导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内涵和启示也将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并引起更多国家
和地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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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行动。具体而言，本次会议的探讨议题
主要函括中国在非洲国家城市化进程中

2015 年 10 月 24-25 日，加

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非洲国家实现可

拿大渥太华大学校园成功举办了由联合

持续城市化的有效方法；中国和非洲国

国人居署和渥太华大学共同组织的首届

家在可持续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迫切问

“从加拿大及国际视角来探讨中国和非

题等。将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城市化这一

洲可持续城市化”国际会议。无论是中

议题放到加拿大及国际视角加以探讨，

国还是非洲大陆，城市化都是十分重要

既彰显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的课题。近年来，由于人口加速增长、

也拓展了实现可持续城市化这一议题的

城乡人口迁移和社会制度不健全等原因，

国际视野。加拿大曾长期参与非洲国家

逐渐导致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供给

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并采取了诸多有效

不足、社会不公加剧、乡绅化过程强化

措施，因此，从加拿大城市化语境和角

等现象，从而给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

度讨论这些议题是十分有益的。加拿大

了新的挑战。因此，原有的城市化策略

曾参与过许多国际援助，同时其自身城

亟需调整。本次会议采取主题会场和交

市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本次会议的与

叉会场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就目前城市化

会专家学者对加拿大和其它西方国家城

进程中的挑战展开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市开发的经验和教训都进行了积极的探

并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开发提供了新视点。

讨。因此，本次会议一方面将对促进中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联合主席、渥太

国和非洲国家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

华大学地理系及国际发展与全球研究学

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加拿大

院曹沪华博士主持并致辞。曹博士首先

相关学者从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城市化建

对全体与会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

设中进一步积累经验，并对国际城市经

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分别是中

验的梳理和改善做出更大的贡献。相信

国和非洲国家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

随着新的自由党政府组建，加拿大定会

挑战；中国投资在非洲城市发展中的作

重返国际舞台并充分展示其影响力。

用；加拿大城市化经验和挑战及其与中、
非城市建设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加拿大
和中国援助非洲城市建设所采取的具体

这份 ICCASU 报告从加拿大和国际的
视角来比较和讨论中国和非洲国家可持

续城市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本次会议

伙伴关系是可持续城市化的最终目标。

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试图寻找可持续城市

同时，听取每个城市居民意见是实现可

化发展中合作的功能和重要性，其次是

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城市化十分重要的一

强调加拿大、中国和非洲三方关系，特

种民主方式。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别是加拿大在可持续城市化和城市发展

Jonathan Barnett 认为，为了实现可持

中的作用和影响。因此，2015 ICCASU

续城市化，除了边缘化社会群体的包融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为我们提供了的这

外，较好的参与式规划和可持续性社区

样一个讨论问题和孕育新观点的重要平

参与也非常重要。作为以上两个观点的

台。在讨论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城市化议

补充，来自多伦多市城市战略工作室的

题时，加拿大可持续城市化实践的议题

规划师 Joe Berridge 介绍了加拿大社区

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对这些议题

参与的结构和机制，并对它的成本、效

的深入探讨，既为因城市化失控而导致

益和局限性等进行了深入评价。为了与

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思路，也

加拿大城市化经验形成互补，来自美国

展现了加拿大在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和

马萨诸塞大学地理学家 Piper Gaubatz

寻找新思路的可能性方案中所承担的重

就城市设计全球化模式的传播进行了相

要角色。

关介绍，她特别关注这些模式是如何在

可

特定的地方和语境下被转译的，同时她

持续城市化：加拿
大的城市发展实践

以中国青海省西宁市的城市再开发项目
为例突出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地理语汇的
不同转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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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呈现了加拿大在可持续城市化
方面一系列的成功经验，包括成果导向
管理（RBM）、社区参与、决策过程和能
力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实践等。来自渥太
华大学的 Caroline Andrew 在其以“加
拿大的可持续城市化”为主题的发言中
认为，社会平等和社区伙伴关系是可持
续城市化的重要基础，有效整合跨领域

从以上专家、学者们卓有见地的发
言中可以得出：“没有规划就是规划失
败”。社区参与是加拿大乃至整个西方
规划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跟中国和
非洲城市的规划过程完全不同。通过这
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对加拿大的规划
师和专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和非洲大陆的

城市发展形势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认

了 巨 大 的 挑 战 。 北 京 大 学 的 John

识。

Zacharias 研究了中国城市中社区纽带减
弱和社会纽带逐步消解的现象。同时，
中国和非洲能够从加拿大的城市化

实践中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增强
自身城市建设能力、提升城市化质量，
最终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
模式，这也是 ICCASU 召开此次国际学术
会议的初衷所在。本次 ICCASU 在“加拿
大可持续城市化”讨论部分重点强调了
社会平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充分的
包容性规划等城市发展特征。加拿大所
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将有助于加拿大与中
国和非洲大陆进一步展开合作，通过分
享其多年来的规划经验及教训帮助中国
和非洲提升城市化质量，增加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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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的城市化经验
本次 ICCASU 讨论了中国的

城市化问题，并将其与非洲国家的城市
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据预测，中国
快速城市化进程一直会持续到 2050 年左
右。快速的城乡人口迁移给中国的城市
和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来自清华大
学的顾朝林指出，过去近 40 年不断加速
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同时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

他还指出，中国许多农村移民因无法在
社区层面参与城市规划过程而逐渐被边
缘化。然而，从加拿大成功实现可持续
城市化来看，强固的社区纽带对城市化
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
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很可能会导致城市
密度增加。然而 John Zacharias 的研究
却发现，有半数以上中国城市的密度反
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有所降低，究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城市规划为
新中产阶级的居住愿望“让路”了。来
自日本九州大学的戴二彪和日本立命馆
亚洲太平洋大学的李燕也认为，中国城
市中日益加剧的住房不平等现象是市场
规律和制度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以外，有些学
者认为快速变化中的中国城市应该在新
城居住区建设、技术进步和可持续交通
系统等方面设定相应的环境目标。来自
中国厦门大学的李杨帆认为，伴随着快
速城市化进程的是困扰中国的环境问题，
所以在开发新居住区时需要设定环境标
准。本次会议对关于未来中国城市化的
议题也提出了许多相关策略。例如，复

旦大学的郭定平认为，发展非政府组织

Ndongo 还提出了未来非洲城市发展要

能为中国发展公民社会、实现有效的城

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涉及物质空间、

市治理提供一种有效可行的路径。学者

政治制度的改善，城市生产力的提升，

们还讨论了移民飞地、粮食安全、少数

构筑和规范城市事权而进行政府权力下

民族问题（例如新建维吾尔自治区的少

放和调整，特定领域内开展城市治理改

数民族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等中国城

革等。另外，鉴于过去非洲的政府干预

市化有关的重要议题。

策略未能给城市带来足够的发展，

城

Mebometa Ndongo 认为非洲在规划、

市化和非洲城市
在过去一百年中，全球人

口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据统计，
世界城市化水平目前已超过 50％。然而，
全球城市化过程是不平衡的，随着城市
化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加快，许多国
家在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也

建设和维护城市基础设施方面仍能力不
足，因此，他倡导对城市规划从业者进
行充分的培训。非洲可以从中国和加拿
大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学到很多有效经验，
倘若非洲能够在实施规划和项目方面取
得成功，那么他们离可持续城市发展的
目标就更近了一步。

相应地出现大规模调整。
目前，非洲的城市化水平为 40%，
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56%，如果将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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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与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非洲在城市增长、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
等方面都还远远落后于中国。来自加拿
大卡尔顿大学的 Mebometa Ndongo 介
绍了非洲城市化带来的系列问题。比如：
超过 70%的人口不能获得基本的公共服
务；许多国家 80%的城市人口正在饱受
非正式官僚政治、社会空间失衡和社会
不 平 等 所 带 来 的 痛 苦 。 Mebometa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快速城市化进程
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
作用，这一点在对布隆迪的研究中有充
分的体现。尼日利亚的研究也表明，城
市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之
一，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巨型城市之一
——拉各斯尤为突出。来自法国格勒诺
布

尔

大

学

的

Aekbote

Lakshminarayanan 对坦桑尼亚首都达
累斯萨拉姆的研究发现，有必要在规划
中构建人口弹性。许多非洲国家为实现
可持续城市化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比

如 ： 麦 吉 尔 大 学 的 Sarah Moser 和

非常重要，也要尊重地方实情和地域文

Laurence-Côté Roy 介绍的摩洛哥等国

化，这些都是实现真正工业化不可或缺

家的新城市规划议程和安哥拉国家住房

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卡尔顿大学的

部的 Ana Inglis 介绍的安哥拉正在实施

Grace Adeniyi Ogunyankin 认为，尼日

的包括住房项目在内的国家层面的规划。

利亚的拉各斯岛大西洋新城作为非洲的

来自渥太华大学的 Lavagnon Ika 指出，

奢侈之城，代表非洲城市向功能化、精

如果不能很好地对项目进行管理，就谈

细化的变革，其可作为非洲城市规划

不上成功的城市化或城市发展，失败的

“范式的转变”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曙

项目管理甚至会对城市化造成负面影响，

光。虽然尼日利亚的快速城市化给国家

因此，他建议开发商、规划师和项目实

带来更多的是机遇，但对其它非洲国家

施者应该更加关注项目失败的原因。同

和城市来说，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不

时，Lavagnon Ika 还强调，需要对项目

可小觑。许多学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管理中的诸多“陷阱”予以足够重视，

城市化提出质疑：快速城市化究竟是给

这些“陷阱”包括对所有项目实施无差

人们带来了发展，还是带来了贫困？本

别管理、为了监督而监督、缺乏管理项

次 ICCASU 为非洲大陆的专家学者和政策

目的能力、以及由文化的偏见而导致的

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交流的机会，

错误等。

共同商讨非洲城市化的当前议题和未来
愿景，并期望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其它民

在对新城镇的控制方面，埃塞俄比
亚的规划案例中引入了“城市新陈代谢”

间团体的合作，从而最终实现非洲的可
持续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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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该理论通过分析多维度的输入
与输出，研究人类活动对城市系统的影
响，最终制定出更优化的城市规划方案。
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潜力、地方优势、
政府和企业对城市投资的贡献都应当引
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城市规划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技术的推广，如远程医疗和
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在新城发展中的经验

中

国与非洲城市化的
对比

本次 ICCASU 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中国和
非洲城市化经验，事实上，非洲可以借
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许多成功经验。
“中国在建设非洲城市，还是非洲城市

在自我建设？” 是贯穿本次会议的一个

因，主要是因为非洲的制度还不够完善，

核心议题。目前，中国正在许多非洲城

在政治上缺乏决心，城市治理体系还不

市参与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

健全。而且，非洲缓慢发展的经济不能

投资制造业和其它项目，帮助非洲提升

为大量的农村移民提供居所，使得大量

应对城市化的能力。也非洲城市的贫困

人口居住在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虽然

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中国依然在环境问题上亟待改善，但本

更好的居住环境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

次 ICCASU 对中国和非洲的对比研究表明，

喀 麦 隆 共 和 国 驻 加 拿 大 大 使 Anu’a-

非洲应该借鉴中国的城市化相关经验，

Gheyle Solomon Azob-Mbi 在午餐会讲

以实现自身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

演中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略非洲大陆

和非洲可持续合作研究专家 Jean Marie

和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 17

Cishahayo 提到，非洲正处于寻找可持

世纪这一事实。他在总结时强调，非洲

续城市化最优模式的十字路口。他认为，

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和践行中国邓小平提

在援助非洲城市建设方面，中国既有优

出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联

势也有局限性，这给非洲、加拿大和其

合国人居署项目司司长 Alioune Badiane

它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留有了巨大的空

和安哥拉发展研究院院长 Allan Cain 提

间，从而有利于更多创新见解的提出和

出了有助于促进非洲可持续城市化的几

形成。因此，加拿大、中国和非洲国家

个关键领域，包括教育、规划、研究、

的三边合作将有利于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非中与西方国家利益相关者（如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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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其它 ICCASU 参会机构）的合作和
伙伴关系等。中国和非洲在教育、可持
续规划和合作研究方面的经验证明，中
国快速城市化的经验能为非洲城市发展
和 消 除 贫 困 提 供 诸 多 启 示 。 Alioune
Badiane 在关于“中国和非洲城市化比
较”的主题发言中提到，虽然中国在城
市化进程中遇到了严峻的环境挑战，但
其经济发展仍远远领先于非洲。究其原

另 外 ， 来 自 北 京 大 学 的 Tonton
Mundele 认为，虽然非洲城市化对消除
贫困的积极作用可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
论，但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尤其是
对工业化和当地人民生活质量的溢出效
应，对非洲国家仍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来自中国同济大学的黄正鹂佐证了
Tonton Mundele 的观点，他认为要实
现可持续城市化，在城市建设投资和城

市化影响等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和非

度上增加了地方城市的总体收入，尤其

洲国家各自的特殊性和彼此的差异性。

对以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地方城市而

正如 Lavagnon Ika 提到的那样，我们在

言。“气候变化已经驱动了非洲的城市

项目开发和运营方面要避免落入文化陷

化吗（2015）？” 这一报告表明，非洲

阱。在谈及中国和加拿大企业在刚果民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由于对农业的

主共和国可持续城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

高度依赖以及当地多变却很少适宜的农

用时，来自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

业气候，因而处于更高的气候变化风险

Matundu Lelo 认为，这些企业应该从可

中。同时，非洲国家技术进步相对缓慢，

持续发展的角度制定行动计划，正如它

例如，尽管过去干旱频发，灌溉基础设

们在中国和加拿大本土所做的那样，将

施仍然缺乏。因此，当许多农民面临不

“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项基本要求。

利的气候状况时，移居城市地区可能成

其中，中国和刚果的合作项目具有典型

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有专家指出，农业

意义，这个项目虽然涵盖了社会基础设

气候状况的确影响着城市化，而且不适

施的各个方面，但缺乏适当的战略和政

宜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会客观导致城市

策上的干预手段。Matundu Lelo 强调，

人口更快地增长。此外，非洲城市排放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需要从过去

的二氧化碳(Co2)和温室气体(GHGs)超过

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同时在制定战略和

非洲总排放量的 60%，这正对气候变化

行动策略时也要考虑其它社会群体（包

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括社区、大学、海外侨民等）的意见和
ICCASU 期间，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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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气

候变化与中国和非
洲城市

许多挑战都被提上了会议议程。来自南
非大学的 Elum Anne Zelda 讨论了可再
生能源的作用。中国和非洲正在经历加
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对城镇中供给不足

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城市发展具有特殊的

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造成了压力，

影响。首先，不利的气候变化减少了粮

尤其在交通和能源生产方面。同时，为

食产量，进而推动人口离开乡村走向城

应对当下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们急

市；其次，农村人口离乡入城在一定程

需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要求

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和开发。来自厦

逐步引导全民积极投身环境事业，让环

门大学的李杨帆将中国的气候变化与城

境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而享有健康的

市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提出了一套针

人居环境，并最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沿海地区城市化与景观生态系统变化

重

的预警系统。中国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城
市化已经引起了陆地界面、大气界面和
海洋界面的显著变化，这些界面同时受

新思考城市化：我
们学到了什么？

到短期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危害。李杨帆

本次 ICCASU 在加拿大、中国和非洲的多

采用景观尺度研究了沿海地区城市化和

边语境下，探讨了与可持续城市化密切

环境变化的耦合关系。事实上，这一整

相关的诸多议题。同时，本次会议提供

合的系统评价方法同样适用于非洲国家。

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众多国际视角，探

渥太华大学的巴尼·塔哈·奥马尔从另

讨了在不同制度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

一个视角研究气候变化，通过研究和开

平等社会语境下城市化和城市化项目的

发电脑自然用户界面工具的潜力来改善

影响。会议强调了社区纽带和充分的规

NUNAlii 赛博制图框架。同时，他还认

划对成功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为，地理学在研究当代全球变化、社会

性。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城市化和城

经济变化、气候变化和政治变化等方面

市规划经验中学习方法；同时，中国可

正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

以借鉴加拿大可持续城市化经验，充分
重视城市密度和加强社会纽带，实现更

气候变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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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和非洲大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负面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
提出更加可靠的应对策略。加拿大在环
境可持续性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和非洲国家应主动从加拿大和其它
在环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的城市
化实践中获得有益启示。积极通过加强
各国、各地区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

好的城市规划。对任何国家而言，可持
续城市化的实现都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艰
辛过程。加拿大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也曾
有过一些困境和不足，正是这种困境与
不足促使加拿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很早
就开始探索清洁、高效、平等和可持续
的城市化路径，因而其城市化水平一直
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和非洲国家
除了借鉴加拿大城市建设成功的经验外，

还应该吸取其城市建设实践中的教训。

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城市中的非正

本次 ICCASU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城市化研

规部门有助于满足边缘化群体的基本需

究的新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思

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

考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城市化、

题。另外，专门培训结构的缺乏使城市

社会不平等、社会紧张关系等诸多复杂

规划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持续培养受到限

因素是如何在区域和城市空间范围内相

制，从而导致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

互作用的；在全球城市化的今天，与个

源供给不足。

体身份认同相关的社会紧张关系会给我
们带来什么挑战；如何通过良好的项目
管理将战略规划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规划
实施……这些问题对思考城市化模式的
社会蕴意和探讨城市化模式对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都是十分重
要的。

本次 ICCASU 本着开放、包容的精神
展开公开、透明的讨论，对城市化有关
的许多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讨，也对
《人居议程》中引起区域不平衡发展的
破坏性原因等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
重视。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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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城市发展和繁荣
城市规划相比于城市管理或城市治

的重要保障。加拿大作为城市治理的成

理而言，更重视公众的参与过程。由于

功典范，为中国和非洲国家提供了许多

“发展”一词很难被定义，看待“发展”

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同时，在中

的方法和视角很多，因而，在研究和实

国和非洲推进“公平城市”的过程中，

践 时 需 要 对 “ 人 类 发 展 ” （ human

非常重要的是借鉴并运用加拿大多元、

development）进行概念界定。同时，还

平等价值观以确保每位城市居民都享有

需 界 定 “ 非 正 规 住 所 ” （ informal

公平的权利。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应

settlement ） 和 “ 脆 弱 性 ”

该积极、主动地从加拿大可持续城市化

（vulnerability），以及明确人力资本和

实践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充分寻求

社会资本在弱势群体的城市生活中扮演

和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从而顺利实现

的角色，等等。总之，本次会议的专家

可持续城市化。

学者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快速的、不
可控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中的边缘化群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通过在中国和
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城市化讨论中引入加

拿大及国际视角，再一次证实了加拿大

可以促进各国、各地区城市的进一步发

在城市发展和可持续城市化领域所处的

展和繁荣，更将有利于切实构建一个真

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坚信，加拿大、中

正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世界。

国和非洲国家将始终秉持相互交流与合
作的精神，在可持续城市化过程中建立
新的合作关系，共同面对城市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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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挑战。可持续城市化的实现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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