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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层决策相继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战略高度，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新一届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均对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出专门论述，表

明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导向。北

京是国内最早提出宜居城市目标的城市，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

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讲话指示，这对北京宜居城市建设而

言，既是一次很好的政策机遇，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梳理和总结

世界宜居城市建设的经验尤为必要，可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提供重要启示。

顾名思义，宜居城市是指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城市。人类关于理想城

市发展蓝图的追求由来已久，无论是早期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佩里

的邻里单位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还是近期的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

长等规划理念，都是对追求人类最佳居住家园模式的积极探索，这些规划

思想与理念为建设宜居城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宜居城市建设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受

到广泛重视。但是，大家对宜居城市内涵和意义的理解却是丰富多样的，

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对宜居城市的认识和诉求均存在显著

差异，因此社会各界关于宜居城市内涵的争议也持续不断。正如雷（Ley）
所指出的，城市宜居性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多利益集团的话

题，因为中产阶层市民的宜居需求明显不同于内城的贫困市民 [1,2]。惠勒

（Wheeler）强调宜居城市应包括健康的环境、合适的住房、安全的公共空

间、不拥挤的道路、公园和休闲娱乐机会、活跃的社会互动等基本要素 [3]。

萨尔扎诺（Salzano）看重宜居城市的可持续性，它链接过去和未来，不仅

要尊重历史的足迹，也要尊重我们的后代 [4]。埃文斯（Evans）认为城市宜

居性包括适宜居住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并对适宜居住性的基本条

件作出论述 [5]。国内宜居城市研究代表学者张文忠对其内涵的理解是 ：宜

居城市应该是一个环境健康的城市、安全的城市、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市、

生活方便的城市、和谐的城市和出行便捷的城市 [6]。总而言之，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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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城市，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

与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的完整统一体，也是所有城市发展

的共同目标 [7]。

由于学术界对宜居城市内涵的认识差异，导致其评价

标准也从未达成统一。1961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率先

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和舒适性等四

大基本理念 [8]，为后续的宜居城市评价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经济学家智库则从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

和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评价全球城市的宜居性 [9]。大温哥

华地区《宜居区域战略发展规划》主要围绕保护绿色区域、

建设完善社区、实现紧凑都市和增加交通选择四个方面开

展宜居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 [10]。张文忠等通过生活方便性、

城市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

性和环境健康性等维度的居民满意度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

居与否 [11-13]。由此可见，尽管社会机构、规划实践和学术研

究对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但也具有某些共性特

征。例如，宜居城市评价大多都考虑了自然环境宜人、生

活服务设施方便、交通出行便捷、人文环境和谐舒适。另外，

作为国际性宜居城市还要关注社会开放和包容等特质。因

此，本文也着重从这些共性特征方面对世界宜居城市的建

设经验进行总结归纳。

1  世界宜居城市建设的经验借鉴

通过综合考虑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美世咨询（Mercer）和《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

等著名商业咨询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世界宜居城市排名

结果，同时考虑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等因素，研究选取墨尔

本、维也纳、温哥华、新加坡、东京、纽约和伦敦等 7 个具

有代表性的世界宜居城市作为案例，梳理其在和谐宜居城市

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提供借鉴。

1.1  立足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是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的基础，为宜居城市

建设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本底条件。世界宜居城市建设均格

外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仅强调舒适的气候、优美的自

然环境，还注重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优美的

自然景观、广阔的水域、良好的生态环境等自然本底条件可

为宜居城市建设增添无限魅力。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是世

界所有宜居城市的共性特征。

温哥华强调城市的绿色理念。温哥华城市气候冬季温和，

夏季凉爽，绿草如茵，城市发展格外重视绿化环境营造。绿

化带为城市划定了增长边界，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温

哥华有 200 多个城市公园，城市绿化率较高 ；还有 10 处海

滩和 1 个淡水湖沙滩，整个城市亲水宜人。为减少城市碳足

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温哥华从 CO2 排放、废弃物和生

态系统三方面重点着手，进行绿色城市建设。以绿色经济、

绿色建筑、绿色交通、零废弃物、亲近自然、较低的碳足迹、

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和当地食品为目标，提出绿色城市的

具体建设要求。

纽约重视自然环境的舒适宜人。纽约市水域面积占城市

建成区面积的 1/3 以上，公园和体育等游憩娱乐用地比例超

过 25%，城市公园总面积达 117.3 km2。优美的绿化和广阔的

水域为纽约市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著名的城市公园

有纽约中央公园、炮台公园等；著名的海滩有长岛海滩、南

滩浴场等。此外，城市还准备投资建设新的休闲设施和开放

公园，为每个社区增加新绿化带和公共广场，在 2030 年实现

在城市任何一个地方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公园的目标。

墨尔本注重城市绿化和低碳发展。墨尔本位于亚拉河畔，

城市绿化率达 40% 以上，共有 400 多个城市公园，整个城市

四季常青，自然风光优美，享有“花园之州”的盛誉。墨尔

本有 70% 以上的居民居住在高层公寓中，政府联合居民共

同实施降低水和能源的使用计划，更好地处理废品和回收利

用，并通过资助项目来刺激建筑开发商改进建筑性能，实现

城市碳平衡的目标。

维也纳凸显自然条件的优越性。维也纳位于阿尔卑斯山

脉东北麓的维也纳盆地，大片森林环绕着城市，并拥有享誉

国际的美泉宫公园、罗滕堡城堡花园、人民公园和奥格腾公

园等城市公园，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经市内，造就了这座

古老城市山水相印的独特自然风光。目前，维也纳城市绿化

空间和水域面积分别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 45.16% 和 4.6%，

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绿色森林城市。

新加坡彰显的是花园城市特色。新加坡“花园城市”计

划始于 1960 年代，一直是政府规划工作的重点。目前，新

加坡绿化覆盖率超过 50%，全国有大约 10% 的国土面积用

于公园和保护区建设，拥有全世界 80% 以上的树种，建有 2
个国家级公园，60 多个 20 hm2 以上的区域性公园，邻里型

公园则有 300 多个，并通过连道把所有公园有效地串联起来，

还采用立体绿化方式见缝插绿，有效提高了城市绿化水平，

现在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

1.2  突出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和谐宜居城市建设要回归以人为中

心，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以居民的社会需求和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和谐宜居城市建设中可以

归纳为三点，即尊重历史、关注现实、规划未来。其中，“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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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历史”就是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 ；“关注现

实”就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城市问题，以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和社会整体幸福感为归宿 ；“规划未来”就是重视

和谐宜居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统筹协调和谐宜居城市建设

的各个子系统，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墨尔本注重保护特色的历史建筑。墨尔本注重保护历史

建筑，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不少美感与特色，如弗林德斯街火

车站、圣保罗大教堂等。其中建于 1880 年的墨尔本皇家展

览馆，是澳大利亚唯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的古建筑 ；墨尔本的涂鸦艺术也非常出名，让整个城市充满

了现代活力，与维多利亚古典建筑遥相呼应，给城市带来了

无限生机与艺术美感。墨尔本遗产保护措施包括 ：理解遗产

的现代价值和未来价值；识别出需要保护的地方、建筑、物

件和历史事件等；通过保护、更新、重新利用和创造性解释

来维持遗产；用市民签名、宣传材料发放、出版物和在线媒

体交流等形式宣传遗产价值 ；利用事件活动、宣传和社区集

会来举办城市遗产庆典；鼓励社区和其他遗产组织机构的合

作参与。

维也纳彰显的是艺术文化资源。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圣

地，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等世界级音乐大师曾经

在这里生活过，城市街头随处可见音乐表演和音乐家雕塑，

浓厚的音乐艺术氛围弥漫在整个城市中。城市还保留了哥特

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等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例如城市地

标建筑圣斯蒂芬大教堂和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美泉宫分别为哥特式建筑和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作。另外，

城市中的酒吧、咖啡馆、舞厅和艺术画廊等现代化文化设施

与城市的历史建筑一起，实现了古典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生

活的完美结合。

温哥华通过城市规划来引导宜居建设。温哥华是最早开

展宜居城市规划与实践的城市之一。为应对城市蔓延、交通

拥堵和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1996 年温哥华大都市区颁发了

《宜居区域战略规划》，用于指导大温哥华地区的城市可持

续发展，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和改善环境状况与

质量，创建宜居的、设施完善的社区。温哥华主要从保护绿

色地带、建立完善社区、实现紧凑都市和增加交通选择四方

面提出宜居城市建设的具体要求。此外，还有其他宜居专项

规划，其目标包括：创建优先发展可持续性交通方式，减少

小汽车依赖的社区 ；促进高质量的城市设计，建立有吸引力

的、多功能的、令人难忘的和安全的城市；把公园、开放空间、

人行道和通道、水体、树木、景观和照明纳入城市整体结构；

保护城市的美丽和周边环境，同时考虑密度和增长。

新加坡通过公共组屋计划成功实施住房保障。到 2012
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共建设了 94 万套公共组

屋，大约 82% 的居民居住其中。公共组屋的显著优势为： 
（1）房屋价格不高，90% 以上的家庭可以负担 3 房型组屋，

低收入者也可以租赁 ；（2）房屋类型多样化，有 1 房型到 5
房型不等，可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其中，居住 4 房型的

家庭比例最高，超过 32%，其次分别为 5 房型和 3 房型，所

占比例分别为 25.1% 和 19.0%（表 1）；（3）区位合理，在城

市中心区和外围均有分布，邻近公交站、地铁站等公共交通

设施，同时还考虑了不同区域内的职住平衡。

伦敦市确保不同人群均能获得合适的住房。除了常规的

住房建设之外，伦敦准备对可支付住房投入更多资金，保障

每个伦敦人至少能租得起房子，同时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

求、保证高质量的设计和社会基础设施供给为住房建设的

重要标准。伦敦市还对每个自治市在今后 10 年的住房供给

量作出明确规定，并对每年的建设实施情况进行监管；政府

鼓励各自治市根据当地特征和背景，因地制宜地确定住宅密

度的合理范围 ；还强调新的房屋建设要提高当地城市品质，

同时考虑物理环境、区域特色、密度、产权和土地混合使用、

公共场所和开敞空间的提供，以及老人和孩子的邻里需求

等多方面内容。

《纽约 2030 规划》提出要增加 30~50 万套住房供给，降

低土地价格，使人口的增长向公交覆盖地区发展，同时通过

创新性的融资方式、运用包容性区划以及为低收入居民提供

购房产权项目等，使纽约的住房价格更加合理。另外，通过

培育更绿色、更好的社区，提高政府资助和公共住房的可持

续性，提升零售商店和其他服务设施的可步行性，保护和更

新现有的可支付性住房等来促进可持续性社区建设。

1.3  重视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是居民日常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教育、医疗、商业金融、文化娱乐、体育、社会福利、公

共安全等各类为市民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例如学校、医院、

超市、影剧院、游乐场、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养老院

和紧急避难场所等。构建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布局合理、

表 1  新加坡居民住宅类型比例（单位：%）

年份 合计
HDB
合计

1&2
房型

3 房型 4 房型
5 房型 / 行
政公寓

公寓
登记

私屋

2008 100 82.8 3.9 20.4 32.0 26.2 11.2 5.7

2009 100 83.6 4.4 20.2 32.0 26.6 10.5 5.5

2010 100 82.4 4.6 20.0 31.9 25.6 11.5 5.7

2011 100 82.7 4.6 20.4 32.1 25.5 11.1 5.8

2012 100 81.6 4.7 18.6 32.6 25.5 12.1 6.0

2013 100 81.9 5.0 19.0 32.6 25.1 12.2 5.5

资料来源：2013 年《新加坡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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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能够满足市民出行、购物、

就医、上学、娱乐休闲等基本日常生活需求，显著改善居民

生活品质，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世界宜居城市均具备相

对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为当地居民享受方便、优质的日常

生活服务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东京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设施。东京作为国际性大

都市，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做得非

常出色，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数据显示，在

医疗方面，2010年东京每十万人医院数为 4.5个，是北京的 1.6
倍；在教育方面，2010 年东京每十万适龄人口的小学、初中

和高中学校数量分别为 232.6、279.4 和 145.6 个，每十万人

大学数则有 1.04 个，而北京除人均小学数与东京差距相对

较小外，人均初中、高中与大学数均不到东京的一半；在文

化娱乐方面，东京的设施优势更加明显，2011 年东京每百万

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和体育馆数量分别为

29.9、8.4、23 和 16.5 个，其中每百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为

2010 年北京同数据的 23 倍（表 2）。
维也纳不断完善各种服务设施。维也纳城市拥有出色

的医疗条件，可为当地居民提供不同种类的医疗服务。规模

最大的维也纳综合医院拥有 2 100 张床位和 9 000 多个职员，

截止到 2012 年，维也纳共有 4 360 个专科医生（含牙医）。

维也纳也是奥地利的高等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拥有 9 所综

合型大学、6 所应用科学型大学和 4 所私立大学，还有多个

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维也纳图书馆是以顾客为导向的，馆

藏大量书籍、杂志及光盘媒介，其中光盘媒介总量超过 150
万张，藏书量大于 130 万册，其中约 47 000 册为外文书籍 ；

维也纳的城市行政面积仅 400 多 km2，就拥有 156 个电影院

和 167 个大型运动设施供居民休闲娱乐；市内自行车道总长

1 216 km，公共交通出行也十分便捷，有 5 条地铁、29 条电

车和 98 条巴士线路，其中地铁出行人数占公共交通出行总

数的一半左右（表 3）。

温哥华重视丰富的城市生活。大量的国外移民迁居于此，

使温哥华的城市文化变得多元、开放和包容，也促进不同民

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流和传播；温哥华每年的节日和活动众多，

歌剧、音乐会等表演活动丰富 ；完善的医疗系统和优质的教

育资源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在这座城市还可以品味

到不同风格的饮食文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

施齐备，服务优良；还有冲浪、游泳、滑雪等各具特色的运

动设施供居民休闲娱乐。另外，温哥华还注重营造宜居社区，

通过合适的住房、良好的社区服务设施、绿色怡人的开敞空

间、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创造了和谐宜人的居住环境，增

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1.4  强调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也是和谐宜居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

括公交、地铁和轻轨等多种类型。完善便捷、服务优质的公

共交通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出行，有助于减少

小汽车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降低城市环境污染，对改

善交通出行便捷性和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另外，鼓励发展公共交通也能够引导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缓解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因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成为

世界宜居城市，尤其是人口规模千万以上的城市所追求的共

同目标。

新加坡鼓励公交优先。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是新加

坡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办理

拥车证、提高使用价格等方式限制私人机动车发展，同时新

加坡道路交通保障体系规定，全国大约 15% 的国土用来发

展城市交通，建立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另一方面，新加坡政

府通过公交优先、降低交通成本和改善公交服务质量等手段

促进公共交通发展。70% 以上的公共交通出行能够在 1 小时

内达到出行目的地，截止到 2011 年底，新加坡地铁和轻轨累

计里程达 176 km，另有 334 条公交线路和 2.7 万辆出租车，公

共交通出行比例达 59%，今后公交出行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墨尔本打造特色公共交通。墨尔本公共交通主要包括城

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覆盖城市商业中心、学校、医院、

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等各个角落。墨尔本居民早晨 7 点前可

以免费乘坐城铁，有效地调解了客流出行分布，缓解高峰期

表 2  东京与北京的基础服务设施水平比较（单位：个）

基础服务设施 内容 东京 北京

医疗 十万人医院数     4.5     2.8

教育

十万适龄人小学数（6~11 岁） 232.6 187.5

十万适龄人初中数（12~14 岁） 279.4 115.1

十万适龄人高中数（15~17 岁） 145.6   65.7

十万人大学数       1.05       0.45

文化娱乐

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   29.9     1.3

百万人博物馆数     8.4     2.1

百万人电影院数   23.0     9.3

百万人体育馆数   16.5     1.9

资料来源：2011 年《北京统计年鉴》，2012 年日本《社会生活统计指标》，除东京的文化

娱乐设施数为 2011 年数据外，其他数据均以 2010 年统计为准

表 3  维也纳市公共交通相关数据（2012 年）

乘客数（百万） 线路数（条） 线路长度（km） 车站数（个）

地铁 444.4 5      74.2    101

电车 295.1 29    221.5 1 056

巴士 167.1 98    717.3 3 626

合计 906.6 132         1 013.0 4 783

资料来源：维也纳大众交通公司（Wiener Lin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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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拥堵；墨尔本也是澳大利亚唯一保留有轨电车的城市，

电车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有轨电车网络总长

度达 250 km 以上，城市另配有一条免费环城电车，供本地

居民出行和游客观光使用；墨尔本还拥有 300 多条公交线路，

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墨尔本 2012 交通规划》从六个方面改

善交通环境，包括整合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 ；内城任何时间

和地点都有公交可乘 ；提高内城道路的交通效率 ；在中心城

市创造步行友好的公共交通街区 ；创建自行车城市 ；培育低

噪声影响的货运和快递服务。

东京重视轨道交通的发展。东京首都圈已建立起完善的

轨道交通体系，主要包括国铁线（JR: Japan Railway，即新

干线）、私营铁路和地铁三种类型，其中 JR 线和私营铁路主

要负责市际、各区域中心之间和市内部分交通，地铁则与之

紧密衔接，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换乘枢纽，可以把市民输送

到东京都的各个片区。全市地铁里程近 300 km，共设有 277
个站台，以东京火车站为中心，50 km 范围内的首都圈轨道

交通总长度达到 2 300 km 以上，在东京都任何区域，居民步

行 10 分钟以内均可到达地铁站口；不仅如此，东京的轨道

交通还拥有高质量的设计与服务水平，如地铁换乘比较便捷，

内部有行李架和高低两层扶手，上下行均设置电梯，设置女

性专用车厢等。东京每天轨道交通客运量超过 3 000 万人次，

承担了全市 86% 的客运量，早高峰时段中心区轨道交通出

行达到 90% 以上，而小汽车仅为 6%。

纽约提供高质量的交通运输网络。《纽约 2030 规划》通

过提升客运能力来减少居民、游客和工作者的出行时间，建

立一套完整的交通运输规划，力求在纽约历史上首次全面实

现道路、地铁和铁路的良好运行状态。通过改善和扩展城市

的公共汽车、地铁和通勤铁路、租车服务和轮渡等项目，促

进汽车共享，使自行车更加安全便捷，提高行人可达性和安

全性，促进可持续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进驾驶技术、

实施价格诱导机制、修改停车规则来减少城市交通拥堵，提

高物流运行效率，并重视改善道路的物理性能，促进交通转

换系统建设。

伦敦重视交通环境改善。伦敦拥有国际一流的交通系统，

在交通方面的大量投资有效保障了整个城市经济快速运行和

城市宜居性改善。伦敦在交通建设方面的努力包括 ：在城市

东西部之间建设新的高速横轨，减少出行时间 ；改善地铁内

部的交通环境，增加新的车辆和站点，并扩展地铁服务内涵；

使城市交通更加方便残疾人和空间剥夺严重地区市民的出

行；建设更现代化的路网来应对未来出行需求的增长 ；完善

铁路线路并进一步提高其运行速度。同时，鼓励宣传步行和

自行车等绿色方式出行，积极引进低碳绿色能源汽车，减少

交通发展对城市环境造成的负担。

1.5  关注开放和包容
包容能够促进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包容，因此，越是

包容开放的城市，其文化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元。一方面城市

内部各个民族、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企业均能够在城市内

部和谐平等地交流，促进城市文化多样性发展 ；另一方面，

与其他城市开展交流合作，在资金、人员、信息和技术等方

面保持密切联系，有助于提升自身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

节点位置。世界宜居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已证明，拥有包容

开放的城市特质能够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促进和谐宜

居城市建设。

墨尔本：倡导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墨尔本是个文化多

元的移民城市，统计显示，墨尔本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印度、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等国家，包含天主教、英国国教、东正教、

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类型，只说英语的家庭比例为 66.3%，说

两种以上语言的家庭比例达 32.4%，其他常用语言还包括希腊

语、意大利语、中文普通话、越南语和粤语等（表 4）。墨尔

本还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F1）
等大型赛事的常年举办城市，每年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

的参赛者和游客。值得一提的是，墨尔本对同性恋也非常

包容。

纽约：包容开放的世界城市。纽约是一个国际移民城市，

种族构成复杂，居民来自 97 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使用的语

表 4  墨尔本的文化多元性（2011 年）

出生国家 人口 比例（%） 宗教信仰 人口 比例（%） 语言 人口 比例（%）

澳大利亚     2 530 775           63.3 天主教       1 088 990 27.2 希腊语 113 407 2.8

英国 134 022 3.4 无宗教信仰 939 229 23.5 意大利语 112 686 2.8

印度 106 598 2.7 英国国教 431 354 10.8 中文普通话 100 598 2.5

中国         90 898 2.3 东正教 220 452   5.5 越南语   85 128 2.1

意大利  68 823 1.7 佛教 158 663   4.0 粤语   71 275 1.8

新西兰  67 042 1.7 只说英语的家庭     2 652 596           66.3

说两种以上语言的家庭 464 218           32.4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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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达到 800 种。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纽约市民中，

国外出生的人口达到 36.9%，非英语家庭的比例达到 48.7%。

正是大量移民的到来造就了纽约包容开放的文化气质，为这

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发展增添了人才和魅力。

伦敦：重视文化多元化。伦敦是个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

历史文化名城，不但有数量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建

筑，也拥有各具特色的剧院、电影院、音乐会和城市节日庆

典活动。另外，伦敦还是个文化多元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

适合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市民在此生活，大量移民的

到来进一步丰富了伦敦的文化多样性。伦敦还特别强调城市

包容性建设。包容性城市建设和管理需要遵循较高的英国国

家标准，每个地方发展都应重视老人和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

需求服务；建设多样化、包容性和富有凝聚力的社区，尽可

能地创造机会来提高居民的场所感和安全感；保护当地特色

建筑，街道和开敞空间应该展现高品质的设计，与现存街道

在图案和肌理的方向、规模、比例和数量上保持联系，城市

结构与自然景观应密切联系，同时积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2  对北京的启示

宜居城市排名是综合评价各个维度宜居要素的结果，需

要各要素综合协调发展，不可偏废，才能达到宜居城市的理

想效果。同时，不同城市也各具特色（表 5），通过上文对世

界宜居城市建设的特色与经验做法的梳理，可为北京建设宜

居城市提供如下启示。

（1）健全宜居城市规划与相关政策。综观世界宜居建设

先进城市，无一不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宜居城市政策法规和管

理监督机构，这些法规不仅有利于明确宜居城市建设的目标

方向，更是落实宜居城市建设的行动指南。北京尽管是国内

最早提出宜居城市发展目标的城市之一，但围绕宜居城市建

设的专项规划政策和行动仍相对缺乏，宜居城市建设的综合

协调机构也还有待建立。政府和规划部门作为城市发展建设

和管理的主体，应积极开展宜居城市建设专项行动，并出台

相关的法律、法规，促使宜居城市建设走向法制化的道路。

（2）完善住房保障。住房保障是城市宜居与社会和谐的

重要基础，相对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是

世界宜居城市的共性特征。就北京而言，2012 年北京市住

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 16 533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36 469 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 29.26 m2，

房价收入比高达 13.26，远远超过国际房价收入比合理区间

（3~6），反映出北京城市居民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北京

政府通过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公租房（廉租房）等安居工

程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是

保障房的覆盖范围有限，北京的住房价格对大部分中低收入

和夹心层家庭来说仍难以承受 ；从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保

障房分布在城市边缘区，存在配套服务设施滞后、交通出行

不便等缺陷 ；另外，保障房对城市外来人口住房权利考虑不

足，大大降低了外来人口生活质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政府加强对住房市场的宏观调控，保障城市所有居民

的基本住房权利，是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的基本前提。

（3）健全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购物餐饮、休闲娱乐、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全、便捷是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方便性的重要因素。世界宜居城市均具备相对健全的高品

质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北京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正在不断健全完善，但建设速度滞后于常住人口增长

速度，同时，其配置较少考虑到常住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需

求，导致公共服务设施非均等化现象比较普遍，制约着城市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另外，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过

度集中于内城和北城，加剧了城市内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北京宜居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健全公共服务设施，进一

步提升城市服务的均好性，促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从根本上

得到改善。

（4）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是宜居城市建设

的自然本底条件，世界宜居城市均具备良好的绿化、清洁

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等优良的生态环境。2013 年，北京市

按常住人口的人均绿化面积仅为 10 m2 左右，且城市内部绿

化空间分布不平衡，建成区绿化面积明显不足，城市公园绿

地可达性也有待改善。空气质量清洁是世界宜居城市的共

性特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北京与世界宜居城市空气质

量差距甚远。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9 年 7 个世界宜居城

市的总悬浮颗粒物指数东京为最高，达到 32 微克 /m3，墨

尔本和温哥华仅为 11 微克 /m3，而北京则高达 73 微克 /m3，

同时本课题组 2013 年宜居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居

民对居住环境健康性认可度最低，雾霾等空气污染已成为

影响城市宜居性的重要瓶颈因素。因此，北京宜居城市建

设应该优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弥补雾霾等空气污染

的短板。

表 5  世界宜居城市建设的特色和经验

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 以人为本 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交通 开放和包容

墨尔本 √ √ √ √

维也纳 √ √ √

温哥华 √ √ √

新加坡 √ √ √

东京 √ √

纽约 √ √ √ √

伦敦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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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城市文化内涵是一个区域的个

性特色与精神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内

容之一。世界宜居城市不仅十分重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

还拥有包容、开放和创新等现代文化特质。北京作为国家首

都、全国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伴随 2014 年中国大运河项目申遗的成功，北京城

市拥有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数量已经高达七项。建设宜居北

京需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延续城市历

史文脉，凸显首都北京的地域特色，同时积极弘扬“爱国、

创新、包容、厚德”的现代北京精神。

（6）鼓励低碳交通出行。低碳交通出行不仅包括步行、

自行车等非机动出行方式，还包括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

出行。发展低碳交通有利于节约能源消耗、减少空气污染和

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受到世界宜居城市的广泛重视与积极实

践。目前北京城区路网结构已基本成形，但与世界宜居城市

相比，北京城市人均道路长度明显偏低，2012 年每万人城

市道路长度仅为 3.03 km。同时，由于面临保护旧城区历史

风貌的责任，旧城区增加道路供给的现实难度较大，低碳交

通出行已成为解决严峻的城市交通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2013 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数据显示，北京市小汽车出

行比例最高，为 32.6%，公交、地铁出行比例分别为 27.2%、

16.8%，自行车出行比例则为 13.9%。可以看出，北京市小汽

车出行仍占有较大比例，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有待继续提高。

可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限制私

人小汽车使用频率、积极宣传低碳出行理念等多种方式引导

居民绿色低碳出行，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

3  结语

本文着重阐述了世界宜居城市建设的特色经验，以期为

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科学借鉴。世

界宜居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不同维度的宜

居城市子系统构成，宜居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各具特色。

但由“木桶原理”可知，宜居城市建设中不能存在明显的短

板，尤其是城市安全和环境健康等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要素

应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墨尔本、维也纳、温哥华、新加坡、

东京、纽约和伦敦等世界宜居城市的案例分析表明，这些

城市在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

开放和包容等方面各有所长，为其成功建设世界和谐宜居

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营造出和谐活跃的社会文

化氛围。这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了以下

启示 ：健全宜居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完善住房保障、重

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鼓励低碳交通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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