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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隔离现象的凸显，
“社会混合”被确立
为法国城市政策的重要原则。本文首先阐述了社会混合的涵义以及争
议，进而以 2000 年颁布的
《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
和 2003 年开始的“国
家城市更新计划”为例，分析了社会混合原则在法国城市政策中的实

引言
1990 年代以来，随着法国城市空间分异与居住隔离现
象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混合”

施方式，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来说，这些政策促进了

逐渐被确立为法国城市政策的基本原则。2000 年颁布的《社

法国社会住房在城市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并且有效阻止了部分街区的

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SRU: loi Solidarité et Renouvellement

衰败趋势。但一些实证研究也暴露了其问题，
包括贫困人口异地再集中、

Urbain）对各市镇社会住房建设比重的强制规定标志着这一

新居民融入程度不一、原有居民的异议等，引发了对于社会混合实施

原则已上升为一项国家政策，被普遍运用于法国城市住房规

方式的探讨和改进。最后，本文在总结法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

划与建设中。2003 年起，由法国国家城市更新机构（ANRU:

如何应对居住分异以及社会隔离提出了建议。

Agence Nationale de la Rénovation Urbaine）主持的“国家城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social segregation, “social
mix”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urban policies in France.
This paper begins by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mix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it, and then analyzes the mode of applying social mix through the case
of SUR Law (loi Solidarité et Renouvellement Urbain) promulgated in 2000
and the National urban renovation program started in 2003, as well as the
policy effects. In general, these polices promoted a mor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social housing in urban spaces in France, and prevented a number of
neighborhoods from continuously declining. Meanwhile, some empirical
studies showed several negative effects, including the re-concentration of poor
population in other neighbourhoods,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integration
among new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discontent from original residents, etc..
Based on the French experience, implications are concluded for Chinese cities
when facing residential and social segregation.

市更新计划”（PNRU: Programme National pour la Ré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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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居住隔离问题的住房政策是研究的重点，目的是吸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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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出建议 [7,8]。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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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ine）更是将社会混合作为指导思想和目标，针对隔离
严重的衰败街区实施了拆除社会住房、新建多样化的住房项
目、更新公共设施、改善交通可达性等改造措施。社会混合
与混居政策是西方学术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但对于法国的个
案研究相对较少 [1-4]。部分国内文献对法国住房政策的发展历
程进行了梳理，介绍了法国 1945 年—1970 年代中期快速城
市化背景下社会住房的大规模集中建设，1980 年代居住隔
离的问题产生以及住房供给体系的多样化发展，1990 年代
以来社会混合概念的提出以及城市更新战略的启动 [5-9]。其中，

总体上，现有研究对法国社会混合原则的阐述以法律及政策
导向的介绍为主，对具体操作层面的考察和政策实施效果的
评估较少。事实上，法国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后，已探索出
一系列实施社会混合原则的方式。从政策效果来看，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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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SRU 法颁布和国家城市更新计划实施后，社会住房的空
间分布较 1990 年代更为均衡 [10]，衰败街区的面貌得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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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观 ；另一方面，法国城市的社会隔离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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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甚至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有所加深 [11]。部分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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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 ：以“分散”贫困人口为目的的更新项目可能导致贫

则，但其理论基础一直伴随着质疑。社会混合作为社会隔离

困人口的异地再集中，新居民在“嵌入式”的社会住房新增

的对立面，其合法性来自于贫困人口过度集中所产生的负面

项目中融入程度不一，且部分原有居民对于来自不同阶层和

“街区效应”[17]。贫困人口的集聚造成地方税收的枯竭，使

种族的家庭混居提出了异议。

公共设施缺少维护，进一步降低了街区的吸引力，导致更多

由此，本文以法国的经验为例，以社会混合为切入点，

贫困人口在此集中。这样，街区境况陷入了恶性循环，从而

分析以 SRU 法和国家城市更新计划为代表的城市政策的实

走向持续的衰败 [18]。然而，学术界对于社会混合本身的正面

施方式，并对其政策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对我国城市如

效应尚存在争议。甘斯（Gans）提出了在街区尺度混合不同

何应对居住分异以及社会隔离提出建议。

人群的诸多益处，包括丰富居民的生活，利于下一代的教育
和个人发展，加深不同阶层的彼此理解以及增强人们对阶层

1 “社会混合”的涵义与争议

差异的容忍度 [19] ；佛罗里达（Florida）指出，“混合”创造

法 国《 住 房 字 典 》（Dictionnaire de l’Habitat et du

，并提升
了不同文化的碰撞机会，能激发城市的“创造力”

Logement）将“社会混合”定义为一项社会政策的目标，旨

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活力 [20]。但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

在通过住房计划，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城市

尚博乐东和勒迈尔（Chamboredon & Lemaire）指出“空间

单元生活

[12]

。相对于“社会隔离”，“社会混合”作为一项政

距离的接近不能缩减社会距离”[21]；佩托内（Pétonnet）认为，

策目标，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 [13]。前者是指因社会财富与城

不能把部分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集中简单地视为社会隔离的

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不同社会群体在空间上分隔的

结果，事实上也可能是他们自愿聚集 [22] ；某些社会群体因文

现象，以及由此逐渐加深的社会矛盾 ；后者则展现了不同社

化、种族的因素在空间上聚集可能有助于团结协助，而强制

会群体在同一地理空间混合居住、和谐共处的理想愿景。面

性地将这些群体与主流群体混合反而可能导致少数群体受到

对当前法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决策者将社

主流群体的控制和压迫 [23]。

会混合这一城市空间发展策略奉为缓解矛盾、促进社会融合
的“良方”[14]。

2 社会混合原则在法国城市政策中的实施方式

然而，社会混合作为当前法国城市政策的基本原则仍存

10 多年来，基于决策层的大力推动，社会混合原则伴

在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其概念的模糊性而导

随着以上质疑在法国的城市政策中得到广泛运用。在衰败街

致的操作困难，二是对其理论基础的质疑。

区“分散”贫困人口和在富裕街区“嵌入”社会住房是当前

首先，社会混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具体表现在对于混
[15]

法国实现社会混合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政府通过“拆除—

。不同人群在

重建”和异地新增等方式推进社会住房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

城市空间上的混合，可以有年龄、收入、种族、职业、阶层

和与周边环境的有机衔接 ；另一方面，政府激励开发商在更

等多重指标，而采取哪些指标作为混合依据并不明确。目前

新项目进行商品房以及其他功能开发，以实现街区人口与功

法国的城市政策主要根据家庭收入水平进行“混合”。事实

能的多样化。

合的标准、程度与空间尺度没有明确的定义

上，法国社会隔离问题的成因非常复杂，除了经济收入水平
的差异外，还包括种族、宗教等方面的不同。其中，少数族

2.1 “分散”与“嵌入”作为实现社会混合的主要方式

裔的居住隔离现象在法国大城市较为严重。以法兰西岛大区

国家城市更新计划和 SRU 法作为法国推动社会混合的

为例，1999 年共有 24 个市镇的非欧洲移民（包括后代）居

主要政策，分别对应了“分散”和“嵌入”两大方式 ：前者

民比重超过 30%，占市镇总数的 6%。然而，法国国家统计

在空间上分散低收入家庭，倡导多样化的住房供给，改变问

局曾声明涉及种族的指标具有政治敏感性，因此仅统计人口

题街区的形象 ；后者在富裕街区嵌入式地新增社会住房，吸

的出生地和国籍等“中性化”指标 [16]。考虑到法国的大规模

纳贫困家庭，实现住房资源在城市空间上的均衡分配。

移民潮发生在 1970 年代之前，移民后代大多已取得法国国

国家城市更新计划的主要改造对象为“城市敏感区”

籍，由此加大了以种族为指标的社会混合的难度。此外，其

（ZUS: Zone Urbaine Sensible）
，
即法国政府基于失业率、
收入、

模糊性还体现在对于混合的程度和尺度没有明确的衡量依

社会住房比重等指标，在城市内部划定的贫困人口过度集

据。例如，各市镇社会住房比重界定是否合理，混合的尺度

中、社会问题突出的困难区域。城市敏感区内居民的贫困水

是一幢住宅楼、一个街区，还是一个市镇等。社会混合概念

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失业率高达 20% 且为全国

的模糊性导致了其在操作上的困难。

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60% 的居民住在社会住房内 [24]。贫困

其次，尽管社会混合已被确立为法国城市政策的基本原

人口在这些区域的集中一方面是社会住房在这些地区过度集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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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这些街区本身低劣的城市空间品质所

代表组成的分配委员会（Commission d’Atribution）共同筛

导致，包括公共设施不足、公共和私有空间界限模糊，以及

选“嵌入”富裕街区的社会住房候选家庭。除了基本的收入

与周边城市环境的隔离。因此，国家城市更新计划包含两大

条件以外，申请者的家庭构成、工作地点、所需公共服务设

措施 ：一是通过拆除部分衰败的社会住房，重新安置原有社

施以及申请材料的紧急程度在分配时都将予以考虑。为了体

会住房居民，新建产权形式多样化的住房，实现分散贫困人

现公平原则，不少市镇采取了积分方式，对于就近工作者、

口的目标 ；二是重新规划街区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提升街

残障人士、单亲家庭、住房受灾者等指标赋予较高权重。

区品质，改变过去封闭的街区环境和负面的街区形象。更新

将“分散”和“嵌入”作为社会混合原则的实施方式，

项目的具体操作包括项目编制、审核、批准、实施和评估等

与法国城市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法国早在 1970 年代就完

五个阶段。市镇或市镇联合体①为项目申请的主体，负责与

成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前的城市建设以更新改造为

社会住房的所有者——低租金住房组织（HLM: Organismes

主。因此，社会混合的实施可以视作对过去规划模式所造成

②

d’Habitations à Loyer Modéré） 共同编制项目规划，经省政

的社会隔离现象的“纠错”过程。与此同时，社会混合也成

府预审后提交至 ANRU。项目经过审核获得批准后，项目主

为未来城市住房建设与开发模式的基本原则。法国规定各级

体与 ANRU 签订协议，获得 ANRU 资助。在项目实施期间，

市镇联合体必须编制地方住房规划（PLH: Programme Local

评估和跟踪委员会（Comité d’Évaluation et de Suivi）作为由

de l’Habitat）。该规划基于本地区住房现状诊断，制定未来

建筑师、规划师、工会、记者、企业和社团代表等组成的独

一个阶段（一般为 5~10 年）的新增住房计划，在 SRU 法的

立团体监督项目的实施，重点考察更新项目对居民的住房、

指导下明确不同类型住房的建设规模，并参照地方城市规划

工作和教育境况的改变情况，并公布评估报告。其中，项目

（PLU: Plan Local d’Urbanisme）引导新增住房的空间分布。

编制为关键环节，只有较好地体现分散原则、改善街区环境
的项目才能获批。以克莱蒙费朗地区市镇联合体 2006 年获

2.2 社会住房作为推动社会混合的有效工具

批的城市更新项目为例，改造方案包括拆除 537 套社会住房，

鉴于社会混合标准的模糊性，法国将社会住房视为实

原地新建 230 套，
异地新增 307 套（分别位于 18 个安置点） 。

现混合的主要工具。这一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拆迁对象的选择主要基于其所居住的社会住房的建筑状况，

性。2006 年，法国 17% 的家庭居住在社会住房中，其中超

而非拆迁家庭本身的情况。但在安置过程中，拆迁家庭的意

过 60% 的社会住房居住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③ ；而 1992 年，

愿会作为安置房分配的重要依据，老年人、单亲家庭、多子

这一比重仅为 52% [27]。可见随着法国社会住房政策从“一般

女家庭等弱势群体会被优先考虑安置在区位较好的街区 [26]。

模式”向“剩余模式”靠拢，社会住房不再是中产阶级的社

SRU 法第 55 条规定 ：每个人口大于 3 500 人的市镇（在

会福利，而集中保障贫困家庭 [28]。一般认为，通过社会住房

大巴黎地区，每个人口大于 1 500 人的市镇）的社会住房比

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可以促进不同收入家庭的混合居住。而

例都应达到 20%。未达到该比例的市镇将处以罚款，罚金

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工具，法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25]

将用以资助社会住房建设。2013 年颁布的《关于利用公有

（1）在隔离严重的街区，“拆除—重建”社会住房，在

土地建设社会住房以及加强社会住房建设责任》（loi Relative

异地新增社会住房。2003 年，法国通过的《城市更新计划与

à la Mobilisation du Foncier Public en Faveur du Logement et

指导法》（Loi d’Orientation et de Programmation pour la Ville

au Renforcement des Obligations de Production de Logement

et la Rénovation Urbaine），又称 Borloo 法，提出了在未来 5

Social）法令，又称 Duf lot I 号法，将这一比重提升到了

年 ④ 内拆除 20 万套社会住房的计划，拆除对象为位于城市

25%。该政策旨在通过新建、收购、更新等方式在社会住房

敏感区的大型社会住宅区（Les Grands Ensembles）内的不符

不足、富裕阶层集中的市镇内增加社会住房。自 SUR 法颁

合居住标准的社会住宅。ANRU 规定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拆除

布以来，法国开始监测各市镇的社会住房建设进度，定期公

社会住房后，必须新增同等数量的社会住房，其中约一半在

布社会住房比例不达标的市镇名单，并以三年为一个阶段制

原街区重建，另一半在其他街区新增。异地新增社会住房主

定“补建”目标。在操作层面上，由地方政府和低租金组织

要通过新建、更新收购和协议收购三个渠道实现。其中，更

① 由于大多数法国乡村市镇规模过小，财力有限，以市镇为单位的规划存在不集约、实施困难等问题。因此，多个市镇基于共同的发展意愿联合
起来，建立市镇联合体，作为介于市镇和省之间的行政范围以及规划编制单元。
② 在法国，低租金住房组织具有规划、开发、建设、更新、维护社会住房等多项职能，是所开发建设的社会住房的所有者。
③ 这里的“低收入家庭”是指收入水平根据 INSEE2006 年统计的全法家庭收入最低的 20% 和次低 20%~40% 的家庭。
④ 后来这一计划从 5 年延长到了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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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购和协议收购在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社会住房比重不足

内的历史建筑来建设社会住房，对深度的社会混合做进一步

的“富裕”市镇得到了广泛运用，在较短周期内实现了不同

尝试（图 2d）。

类型住房的混合。以巴黎市为例，富裕阶层集中的中心区以
及西郊更倾向于通过协议收购增加社会住房（图 1）。

2.3 激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以及其他功能开发

（2）改变社会住房形式，弱化社会住房建筑特征，实现

在推动社会住房均衡分布的同时，法国政府也积极鼓

社会住房与普通住房及周边城市环境的“无痕”衔接。法国

励房地产开发商在社会住房过度集中的街区增加面向中产阶

大型社会住宅区具有体量大、功能单一、与周边城市肌理格

级的商品房供给。相较于富裕阶层，中产阶级更倾向于与其

格不入等特点（图 2a,b）。随着贫困人口的集中，这里的失

他阶层的人群混合居住，他们一方面对住房的价格比较敏

业、犯罪乃至毒品问题日趋严重，导致了社会住房的“烙印

感，另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包容度。因此，ANRU 利用

。针对这一现象，法国在近 10 年新建的社会住房摒弃了
化”

税收政策鼓励开发商在更新项目 300 m 半径的区域内进行商

城郊高层集体住房的形式，转而采用低层、多层小型集体公

品房建设。低于规定收入上限的购房家庭可以享受比市场价

寓，甚至联排别墅（图 3）。这些住宅在外观上与普通住房相

格更优惠的房价，而这一差价主要通过房产增值税率的优惠

差无几，符合现代建筑审美，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图 2c）。

（由 20% 降至 5.5%）实现。同时，
“土地住房协会”
（AFL:

在城市用地使用效率上，大型集体住宅由于受到日照间距、

（1%
l’Association Foncière Logement）作为法国“1% 住房基金”

公共绿地等指标的制约并不比多层小型集体公寓楼更加集约

logement）①下属的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负责在更新区范围内

（图 4） 。此外，收购的社会住房与新建社会住房相比，

建设专用于出租的商品房。此外，针对社会隔离严重的街区

可更好地与周边环境融合。部分市镇甚至尝试收购高档社区

功能单一的问题，ANRU 在更新项目中重新规划了街区功能

[30]

18e 区
21 308 套
10.58%

e

17 区
11 223 套
12.37%

8e 区
619 套
2.98%
16e 区
3 174 套
3.79%

7e 区
405 套
1.38%

9e 区
2 080 套
6.09%

15e 区
20 488 套
16.36%
小于 5%

2014 年以前 2014 年以后

5%~10% 之间

协议收购

10%~15% 之间

更新收购

15%~20% 之间

新建

大于 20%

10e 区
6 498 套
12.67%

2e 区 723 套
5.47% 3e 区
1e 区 906 套 1 352 套
9.41%
6.56%
6e 区
719 套
13.05%

14e 区
17 752 套
24.76%

19e 区
32 861 套
38.04%

5e 区
2 669 套
8.22%

11e 区
10 942 套
12.71%

20e 区
31 656 套
32.71%

12e 区
15 016 套
19.88%

13e 区
32 029 套
35.54%

图 1 2014 年巴黎各区社会住房数量及比以及 2001—2014 年间巴黎社会住房新增方式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29]

a. 郊区大型集体社会住房公寓

b. 郊区大型社会住房街区

c. 新建的多层小型社会住房公寓

d. 历史街区内协议收购的社会住房

图 2 法国社会住房建筑形式
资料来源 ：图 a、b 源自参考文献 [30]，图 c、d 源自参考文献 [31]

① 1% 住房基金是法国的住房公积金项目，职工人数超过 20 人的企业必须将年度工资总额的 0.45% 缴纳给该基金，用于资助企业职工租房或者
提供购房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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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组织方式，引导开发商进行办公、商业设施的开发。

3.1 社会混合程度整体提升

（Petits Prés）街
例如，巴黎东南部克雷泰伊市镇的“小草地”

与 1990 年代相比，当前法国社会住房的空间分布更为

区更新改造项目包括 ：拆除 262 套社会住房，原地重建 121

均衡，社会混合程度得到整体提升。1999—2011 年间，法

套社会住房，新建 245 套普通住房，住房总量由改造前的

国的社会住房数量从 410 万套增长到了 440 万套，增长率

262 套增加到改造后的 366 套，住房密度提高了 39% ；同时，

为 7.5%。其中，SRU 法涉及的未达标市镇在这期间的社会

小区的内部路网被重组和加密，形成以 2~3 幢小型多层公寓

住房总量增加了 12.8%，社会住房在主要住所①中的比重从

楼为单位的组团式结构 ；匝道的拆除增加了街区的可建设面

10.4% 上升到 11.1% ；而 SRU 法涉及的达标市镇在这期间的

。
积，使小区东北角得以新建 9 000 m2 的办公楼 [30]（图 5）

社会住房总量仅增加了 3.8%，社会住房在主要住所中的比
重从 30.6% 下降到 29.8%[33]。可见，在 SRU 法的影响下，未

3 社会混合原则的实施效果评估

达标市镇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社会住房建设策略，促进了辖区

2000 年以来，以 SRU 法和国家城市更新计划为代表的
法国城市政策积极推动了社会混合原则在城市政策中的实

内社会住房数量的增长。社会住房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得到
推进。

施。总体上，法国社会住房的分布较 1990 年代更加均衡，
部分衰败街区通过更新项目改变了负面形象，提高了吸引力。
与此同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数据很可能掩盖

3.2 衰败街区吸引力增强
在国家更新计划的干预下，法国城市敏感区内的衰败

了这一政策对不同群体居住迁移路径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

街区的面貌得到改观，吸引力有所增强。2003—2014 年间，

经济、社会、文化效应。

ANRU 共计完成了 490 个更新项目，投资总额为 470 亿欧元，
其中 ANRU 的直接投资为 123.5 亿欧元。这期间，拆除 14

12%

18%

5%

25%

35%

17%

独立别墅

4%
6%
5%

郊区大型集体住房

此外，更新计划范围内新增了约 8.5 万套普通住房，实现了
住房供给的多样性 [34]。在法兰西岛大区，衰败街区经过更新

郊区中小型集体住房

10%

42%

15%

城区大型社会住房
城区联排别墅
城区中小型集体住房

48%
32%

所有社会住房

万套社会住房，新增 14 万套社会住房，重新安置 9 万户家庭。

26%

近十年内建设的社会住房

独立别墅
5~20 套 /hm2

所有住房

图 3 法国社会住房的建筑形式的转变

联排别墅
25~40 套 /hm2

大型集体公寓
50~110 套 /hm2

中小型集体公寓
110~150 套 /hm2

更新改造住房
150~170 套 /hm2

市中心老建筑
160~200 套 /hm2

图 4 法国不同住房类型建筑密度比较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32]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0] 整理

进入 RD1 号
公路的匝道

办公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

保留建筑

国立马塞尔音乐学院
保留建筑

教堂
a. 改造前

图 5 克雷泰伊市镇“小草地”（Petits Prés）街区改造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 绘制

① 主要住所是相对于用于度假等用途的第二寓所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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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造后

李明烨 汤爽爽 孙莹

改造以后，购房人群中中高收入家庭比重增加，街区平均房

法国城市政策中“社会混合”原则的实施方式与效果研究

视，少数移民家庭甚至在入迁后又申请搬到其他街区 [37]。

价提高 [35]，体现了街区吸引力的增强。

3.5 原有居民面临“降级”（déclassement）③
3.3 贫困人口异地再度集中

在富裕街区内新增的社会住房在提升新居民居住迁移路

以“分散”贫困人口为目的的更新项目可能导致贫困人

径的同时，也导致了原有居民迁移路径的被动下降。这里以

口的异地再集中。基于法兰西岛大区 2004—2007 年间的 15

居住于巴黎第 9 区和第 15 区内被协议收购的两幢住宅的原

个国家城市更新项目的调查，因更新项目迁出原住地的家庭

有居民为例。首先，两幢住宅中分别有 20% 和 16% 的原有

中，75.9% 的家庭留在了同一个市镇内①。其中，89.9% 的被

居民在得知收购计划后搬离了原住宅。在第 9 区的收购住宅

安置家庭搬迁到了社会住房比重在 30%~60% 之间的市镇

中，搬出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 3 695 欧元，约为入迁家庭的

[36]

。

对于最贫困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居住迁移受到较多限制 ：首

2 倍 [38]。可见，高收入家庭对于社会混合是排斥的。其次，

先，因不能接受租金上升，他们只能被安置到租金较低的其

留下的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大多数对于收购行为表示不满。

他大型社会住房区（往往位于城市敏感区）；其次，由于不

（1）收购过程中低租金住房组织和他们
他们的意见体现在 ：

同市镇间尚未建立完全统一的社会住房供给网络，跨市镇安

（2）对需要缴纳比住在社会住房内的邻居更高
的沟通不足 ；

置的难度较大，进一步减少了被安置贫困家庭的选择。因此，

（3）感到自己的社会阶层有被“降级”的
的租金表示不满 ；

更新项目尽管减少了项目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但导致了贫困

（4）不能接受入迁者（尤其是移民家庭）的文化习俗
危险 ；

人口在其他城市敏感区的再集中。更新项目中的受益者主要

和在公共空间的行为举止。可见，原居民与新邻居的融合并

是通过优惠价格置业的“小中产”阶层，更新项目使他们快

没有真正实现 [38]。

速实现了居住迁移路径的“上升”。但由于他们中的很大部
分是移民或者移民后代 [36]，以种族为指标的社会混合目标并

4 结论与启示

没有实现。

4.1 对法国经验的总结与探讨
法国在快速城市化阶段集中建设的大型社会住房区加剧

3.4 新居民融入程度不一

了居住隔离，进而引发了部分街区持续衰败、社会治安恶化

入迁富裕街区的低收入家庭尽管快速实现了居住迁移路

乃至郊区骚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混合被视为纠正这一

径的提升，但因自身意愿的差异表现出了不同的融入和适应

历史错误的补救措施。过去 10 多年间，在决策者的大力推

程度。以迁入巴黎市中心以西的第 8 区两栋协议收购住宅

动下，法国城市成为实践社会混合原则的先行者，积极探索

的低收入家庭为例 ：一部分家庭的满意度较高，主要源于

、市镇等
了在住宅楼、街区（一般为城市更新项目的范围）

子女教育机会的改善、公共空间和设施的改善、通勤距离

尺度实现不同社会群体混合居住的方式，并且取得了一定的

的缩短②，他们自身也为融入新的街区付出了努力，包括更

“分
成效。在当前法国城市发展以更新改造为主导的背景下，

尊重街区内的环境及适应主流文化等 ；另一部分家庭则有强

散”和“嵌入”被确定为实施社会混合原则的基本方式。

烈的边缘化感受，原因是他们在富裕街区很难找到廉价的商

2003 年起 ANRU 主持的国家城市更新计划和 2000 年颁布的

品和服务，疏远了居住在郊区的家人和朋友，且受到更多歧

SRU 法，分别对应这两种方式推动了社会混合原则在城市更
新过程中的实施。总体来说，这些政策促进了社会住房在城

表 1 1999—2011 年 SRU 法对于不同市镇社会住房的影响
SRU 未涉及的
市镇

SRU 涉及的已达
标市镇

市空间上的均衡分布，有效阻止了部分街区的衰败趋势，对

SRU 涉及的未
达标市镇

1999

2011

1999

2011

1999

2011

社会住房在主要住所 13.4

12.9

30.6

29.8

10.4

11.1

年份

中的比重（%）
社会住房总量的变化 +6.0
（%）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33]

+3.8

+12.8

城市空间的多样化发展和社会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一
些实证研究也暴露了这一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引发了对社会
混合实施方式的探讨和改进。
（1）在进行物质空间改造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个体家庭
住房境况的关注。当前的城市政策着眼于各个社会群体在特
定空间范围内按一定比例混合的静态结果，而忽视了个体家
庭居住迁移路径上升或下降的动态过程。事实上，公共政策

① 大多数法国乡村市镇规模较小，四分之一的市镇人口少于 200 人，二分之一的市镇人口少于 400 人。
② 低租金住房组织在选择保障对象时优先考虑了在富裕街区工作的低收入家庭。
③ 此处的“降级”
（déclassement）特指社会学意义上人们从较高的社会阶层向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Vol.32, No.3

73

城乡研究

的介入可能导致部分家庭居住迁移路径上升，也可能导致部

融入城市更新改造中，增加原地安置比例，提供多样化的异

分家庭居住迁移路径下降。在这一过程中，充分的沟通、人

地安置选择。同时，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应采取人性化的方式，

性化的处理和适当的补偿措施尤为重要，具体包括 ：了解这

加强与拆迁对象的沟通，充分尊重原居民的意愿，优先考虑

些家庭的住房需求、搬迁意愿、工作地点、经济承受力等 ；

弱势群体，减少拆迁对于原居民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让原

根据家庭需求提供更适宜的、多样化的住房选择 ；维持城市

居民和新居民共享城市功能升级和空间改造的成果。此外，

更新项目内重建社会住房的租金水准，不再增加贫困家庭的

可考虑设立独立的评估和跟踪团体以监督项目的实施情况和

住房负担等。

居民的安置方式，增加拆迁安置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2）在推动“外生性”混合的同时，激发和维护“内生
性”混合。当前法国的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吸引外部新居民的
[39]

（2） 建 立 可 持 续 的 住 房 保 障 模 式。 自 国 家 提 出 了
“十二五”期间建设 3 600 万套保障性安居住房的目标后，

。新居民的到来可以给街区注

地方政府需要在短期内完成相当数量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指

入新的活力，创造不同文化的碰撞机会。与此同时，原有居

标。受土地财政、扩张式城市发展模式以及中心区用地紧张

民构建了亲友网络，参与了社区公共事务，培育了社区文化，

等因素的牵制，许多城市政府选择了在郊区集中兴建保障性

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与城市更新和新增社会住房相比，

住房小区。在快速完成保障指标的同时，这一建设模式留下

保留原有居民的政策成本更低，且可有效激发和维护社区的

了诸多隐患，极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居住隔离。对此，国家应

内生性混合。例如，法国从 1990 年代末开始尝试的减免附

当把住房保障定位为一项长期的住房政策，而不是通过短期

加租金（Exonération du Surloyer）政策 ，旨在保留社会住房

内单纯的数量指标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增长。相对于

项目中收入水平提高且超过收入上限的家庭，让他们为街区

实物保障来说，住房补贴给予了保障对象更大的住房自住选

混合贡献力量。

择权，且能有效地避免低收入人口在特定空间的聚居，可作

方式增加原街区的混合程度

（3）在短期内实现社会混合目标后，需考虑如何在更

为未来住房保障的主要模式。地方政府在完成这一轮大规模

长时期内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增进社会融合，保持街区吸引

的保障房建设之后，可考虑利用城市更新等契机在城市中心

力。社会混合并非消除居住分异的终极策略。项目导向的居

地区逐步“嵌入”保障性住房。在这些项目中应弱化保障房

住计划需要配合以“人口”导向的辅助政策来实现重建社区

的建筑特征，实现不同住房类型间的“无痕”衔接，以及保

[40]

。法国的经验显示，针对更

障性住房与周边环境的有机结合。同时，在住房供需矛盾不

新街区内失业人群的就业计划、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互助行

突出的地区，地方政府可采取收购商品房的方式增加保障房

动等政策将在社区重建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2014 年 2 月颁

供给。

的经济发展、社会晋升等目标

（Loi de Programmation pour la Ville et
布的《城市与融合计划》

（3）对少数族裔或移民聚居现象采取包容性的引导和改

Cohésion Urbaine）规定 ANRU 需要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为当地

造方式。从法国的经验看，少数族裔移民家庭和主流群体的

居民创造就业和职业培训机会，例如，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新

混居具有一定的难度，强行的混居可能造成居民之间更大的

建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岗位时需优先考虑本街区内的居民。

矛盾。对此，我国多民族混居的城市应包容适当程度的少数
族裔聚居现象，并通过提供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减少他们

4.2 对我国城市应对居住分异的启示

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距，使这一类型的社区在保持自身文化、

在市场转型和快速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城市居住

景观特色的同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于我国发达地

空间分异现象日益明显，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初见端

区的大城市来说，移民聚居问题主要是城乡户籍和地区差异

倪

[41]

。法国的经验对我国城市应对居住分异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重审我国城市更新改造中的拆迁安置方式。在激烈

造成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城中村”聚居的现象屡见不
鲜。然而，大部分“城中村”改造项目忽略了作为原居民重
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使他们被迫搬迁到更加偏远的地区，

的城市竞争背景下，旧城改造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实现城市功

形成新的聚居点。对此，城市政府应该采取包容性的“城中

能置换和提升的重要模式。然而当前的拆迁安置迎合了开发

村”改造模式，将原住民（包括租客）的居住需求考虑在改

商追求土地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导致的结果是面向城市白领、

造计划中，规划建设一定比例的与农民工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新贵阶层的高端居住区占据了公共资源集中、生活便利的优

小面积出租房屋，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服务，实现未

越区位，而中低收入阶层则被排挤到公共资源不足、可达性

来居住人口和社区功能的多样化发展。

差的边缘地区。从法国的经验来看，城市政府作为土地利用

（4）建设完整社区，重建地方认同。住房改革以来，以

和空间规划的决策者应当突出公平原则，将社会混合的理念

小区为单位的房地产开发成为我国城市居住区发展的主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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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传统街区内的成熟社区相比，这些小区很可能面临配
套设施不足等问题，缺乏社会共同意识和邻里网络，居民的
构成相对单一（往往是在房价因素下集聚的同一收入阶层的
。这些缺陷增大了城市内不同居住空间的不平等性，
家庭）
加剧了居住分异。因此，“完整社区”建设是从微观层面上
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对此，法国在社区硬件和软件建
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充分重视街区公共空间的品
质，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小区与周边城市肌理的衔接 ；另一
方面，通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组织文娱活动、扶助弱势群
体等一系列社区建设工作，增强居民认同感，激发和维护社
区的内生性混合，保持社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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