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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是全球公认的低碳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先驱，目前已开

展了诸多不同类型的低碳社区建设实践。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尚处

于起步阶段，现有理论研究偏重于低碳社区物质空间建设经验的

总结，并尤为关注低碳技术的应用，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低碳建设

模式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析欧洲

低碳社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并针对我国多类型社区的现实情况，

以及政策制度、公众行为、开发商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障碍，提

出从目标设定、规划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因“社区”而异的

低碳建设思路。

Abstract: Europ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ioneer	 in	 low-carbon	
development,	which	has	carried	out	much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low-carbon	community.	However,	China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in	
low-carbon	community,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physical	 space	planning	of	 low-carbon	community,	or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very	few	studies	
have	concerned	about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	modes	 in	 low-carbon	
community.	With	a	deep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in	
Europe	by	typical	low-carbon	comm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China,	we	
think	that	low-carbon	construction	should	vary	from	one	community	to	
the	other	in	the	go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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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低碳社区建设进展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温室气体减排已成为关注焦点，但

政府与行动主义者认识到制定与实施积极减排目标的紧迫性是在

21 世纪的前几年 [1]。2003 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

“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 [2]，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趋势。自此，“低碳

社会”、“低碳城市”、“低碳社区”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

而生。

欧洲在低碳发展政策与行动方面卓有成效，尤其偏重于生活

与消费领域的节能减碳。一直以来，这种节能减碳的行为改变都

是针对个人，而近年来，欧洲当局者意识到低碳社区提供了能源

终端用户行为改变的新环境，从而开始转向低碳社区这一层次 [3]。

通过激励社区成员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社区中其他成

员、整个社区环境，以达到降低社区总碳排放强度的目的 [4]。

纵观欧洲低碳社区发展，其研究与实践多在可持续社区、生

态社区、“一个地球生活” （One Planet Living）等概念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 [5]。以英国为例，2000 年左右，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和英国生态区域发展集团（BioRegional Development Group）共

同发起“一个地球生活”活动，旨在让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在全世

界范围内变得易行、有吸引力，并提出社区开发建造时需遵守零

碳排放、零废弃物等 10 项原则 [6]。2006 年，英国及地方政府部

门颁布了“零碳住宅”（Zero Carbon Home）政策。其政策目标是

从 2016 年开始，所有在英国国内建造的住宅都要达到“零碳”

标准 [7]。为促进社区节能，2008 年，英国城乡规划协会（TCPA）

出版《社区能源：城市规划对低碳未来的应对导引》（Community 
Energy：Urban Planning For A Low Carbon Future），从区域、次区域、

地区三个层面来界定社区能源规划的范围和定位，构建社区能源

发展的框架 [8,9]。2010 年，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开展了低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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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这需要开发商转变短期利益驱动的意识，也需要政府在

低碳生态开发推广初期予以开发商适当的补偿与激励措施。

（3）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是低碳社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维护

者。社区的低碳化转型，意味着社区内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

之间双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社区发展模式的变迁。低

碳社区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认同并维系这个社区需要全体

居民的努力，通过居民建立起低碳环保生活概念，推行低碳

生活方式。

（4）非政府组织

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低碳社区建设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环保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某

种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反应机制不健全，或者

说非政府组织正在做一些政府应该做的工作。即便如此，非

政府组织开展的工作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也依赖于政府必

要的系统性改变 [17]。

就低碳社区建设的复杂性而言，除以上主体外还存在更

多的主体，如规划师、建筑师，甚至节能产品制造商等等。

在低碳社区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不甚相同，不

同阶段主要的建设主体也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低碳社区规

划设计阶段，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度创

新提出低碳排放的标准，同时制定一系列部门规章与实施细

则，规划师、建筑师在此基础上进行社区规划与设计。低碳

社区建造阶段，开发商投资建造社区，其对低碳技术的应用、

低碳产品的选择直接影响社区物质环境是否低碳。低碳社区

使用与管理阶段，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及社区组织的低碳意识

对低碳社区的认同与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2.2  低碳社区建设模式
现有关于低碳社区建设模式的研究相对分散，且视角不

一。例如，基于减碳途径的划分，低碳社区可分为设施低碳

化的社区、生活方式低碳化的社区、设施与生活方式共同低

碳化的社区 [18]。基于空间类型的划分，低碳社区建设可分为

四种形式：基于地域空间的社区、基于职业空间的社区、基

于生活空间的社区和基于虚拟空间的社区 [19]。

基于建设主体在社区中的作用，有学者提出自治型、政

府导向型和合作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其中，自治型模式的主

要特点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居民充分参与社区

管理，在社区管理中凸显主人翁地位；政府导向型模式强调

政府的全面规划管理和导向功能，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体现了

强政府弱自治的特性，缺乏居民自主参与；合作型模式则强

调政府与社区相结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与此类似的说

法还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低碳社区建设模式。

区挑战项目（Low Carbon Community Challenge），对英国 22
个既有社区试验不同的低碳发展模式与策略，并提供一定的

财政与技术支持，鼓励公众参与低碳行动 [10]。

除英国外，德国、瑞典、丹麦等欧洲主要国家也纷纷把

建设低能耗生态社区作为节约能源、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手

段，并开展了诸多建设实践。

我国低碳社区起步较晚，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均处于逐

步兴起阶段。建设实践上，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结合低碳

技术，开展了低碳示范社区建设。与此同时，部分城市也尝

试开展了低碳生活方式的宣教活动 [11]。理论研究方面，目前

主要集中在知名社区的低碳空间规划要点总结与低碳技术梳

理上；或通过实地调查，探索个人或家庭日常生活碳排放结

构特征及影响机制，以期为社区低碳规划设计提供指引 [12,13]。

近年来，部分学者逐步意识到物质空间建设与技术应用仅是

低碳社区发展的一部分，良性的政策机制与公众参与尤为重

要，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14]。

总体来看，现阶段国内对于低碳社区建设的深层背景、

建设主体与组织方式缺乏集中、深入探讨，一定程度上使得

国外经验在我国“难以推行”，也使得国内低碳社区政策“难

以落实”。鉴于此，本文基于建设主体与组织方式的视角，

解析、总结欧洲低碳社区建设的多模式经验，并从我国社区

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探讨不同类型社区低碳建设的差异

化途径，以期为国内逐步兴起的低碳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2  低碳社区建设主体与模式

2.1  低碳社区建设主体
低碳社区作为一个综合系统，需要诸多主体协作共同建

设。目前普遍认为，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是低碳社区建

设的直接主体。伴随着民间环保组织的迅速发展，这类非政

府组织也被认为是低碳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15]。

（1）政府

政府是低碳社区建设政策、制度与标准的制定者和监

督者，同时也是高效技术的提前试用者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的守护者。“全球着眼，地方着手”（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是低碳社区建设的重要思路，在中央政府制定并推

行全面的低碳生态政策、制度、法规与规范的同时，地方政

府应配合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对低碳社区开发项目及相关

环节给予支持，以实质性推进低碳社区建设。

（2）开发商

开发商既是建造城市物质社区的主体，也可能造成“建

设性的破坏”，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外部性的存在而给

予开发商非理性行为的机会将逐渐不复存在 [16]。目前，低

碳技术的高成本与慢收益成为开发商走向低碳建造的重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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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洲四种典型低碳社区建设模式

根据低碳社区建设的核心主体与组织方式的不同，欧洲

低碳生态社区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政府与开发商主导型、

政府与居民组织协作型、非政府组织运作型、居民自发建设

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模式并不能囊括欧洲所有的低

碳社区建设类型；在各类模式中，除核心主体外，仍存在其

他主体不同程度地参与低碳社区建设。

3.1  政府与开发商主导型：以瑞典哈姆滨湖城为例
哈姆滨湖城（Hammarby Sjostad）占地 204 hm2，曾是

斯德哥尔摩市郊污染最严重的旧工业港区，20 世纪 90 年代

初被市政府规划为生态奥运村，后来因为申奥失利，又被改

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社区。哈姆滨湖城的主要计划是整合水、

卫生设备、排水系统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环

境愿景是至 2015 年，其碳排放量相比同年代建设的其他住

区要减半 [20]。

在总体愿景指导下，斯德哥尔摩城市规划署组织编制了

战略性总体规划，划分了 12 个次区域，并任命私立部门三

至四位建筑师 / 总体规划师制定次区域的详细总体规划。为

了补充详细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署的规划设计团队与选定的

开发商和建筑师共同商议，为每个次区域制定设计准则，设

计准则必须通过当局法定程序。一般而言，设计准则包括次

区域特征，布局、形式与结构，建筑风格、类型、元素、标

准与色彩，庭院设计与开敞空间等内容。最后，每个次区域

依据开发规模与复杂程度划分为 4 ~ 11 个地块，城市规划

署邀请了多个开发商与建筑师的联合体来参与地块或建筑开

发，以确保在设计准则框架下的建筑多样性 [21]（图 1）。
哈姆滨湖城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市政府、市道路交通

部门和私人资金。其中市政府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瑞典地方

投资项目（LIP: Local Investment Program）基金。为促进项

目实施，1997 年斯德哥尔摩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团队，

负责哈姆滨湖城的财政、设计、实施以及净化土壤、修建桥梁、

道路、公园、公用设施等工作。项目团队由项目经理和环境

专员领导，成员包括规划、房地产、交通、污水、废弃物和

能源部门代表，加强了政府的主导性与专业的协调力度 [22]。

3.2  政府与居民组织协作型：以德国弗班社区为例
弗班社区（Vauban District）位于弗莱堡市郊，曾是废

弃的军事区，1992 年弗莱堡市政府出资 200 万欧元从联邦

政府手中购买了社区所在的 38 hm2 土地，并将其纳入城区

的发展规划中 [23]。1994年“弗班论坛”（Forum Vauban）成立，

并于 1995 年初被弗莱堡市批准为协调市民参与的官方组织。

1995—1996 年，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后，精心制定了一个

适应不同环境的开发规划，将该地区定位为生态住宅区，并

规定“人”、“创意”、“居民参与”等理念为该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通过集中的规划宣传与公关行动，吸引潜在居民。

随后，市政府将规划用地分割成多个区块，并在出售土

地产权时，事先规定土地容积率与空间环境品质。1997 年

社区首期开始筹划实施，在商议制定详细政策后，如“生活

无须有车”（living without an own car），每个区块所属居民自

行委托承包商与建筑师，居民对于住宅方位、平面配置、立

面设计与颜色搭配、材料选择、节能措施、开放空间比例与

用途，都有充分的选择权，建筑师则担任专业咨询的角色 [24]。

2000 年首期主体部分基本完成，为近 2 000 人提供了住房。

1999 年开始销售二期产权，参照一期建设模式，2000 年开

始二期建设，2006 年完成了三期建设（图 2）。
弗班社区最为成功的经验是推行了“居民参与机制”

（Form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形成由市府执行单位

（Project Group Vauban）、专属市议会和弗班论坛三大组织

构成的行政运作平台。其中，市府执行单位是弗班社区项目

的协调者，其核心任务是出售建设地块，并开发建设学校、

幼儿园等设施；专属市议会介于市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是

负责信息交换、讨论与决策准备的平台；弗班论坛是弗班社

区的居民组织，受到弗莱堡市财政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支持。

论坛成立了多个工作小组应对建筑、法律、财政、社会、妇

图 1  哈姆滨湖城规划开发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1] 整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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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弗班社区规划建设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3]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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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事务、运输和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或矛盾，并对专家和居民

开放。原则上，只要市府执行单位与弗班论坛双方取得同意，

政策就可以实施，整体决策的风险也明确由所有居民共同分

担。正是在这一模式运作下，弗班社区的居民在规划之初就

得以参与整个社区运作，所有人在规划之初便因此熟识，一

个稳定的社区架构在规划过程中逐步建立。

3.3  非政府组织运作型：以英国贝丁顿社区为例
为践行“一个地球生活”活动，表明在保证良好生活

质量前提下，生态建设和绿色生活方式是简单、易行且可

负担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英国生态区域发展集团倡导建

设了世界上首个“零能耗”社区——贝丁顿社区（BedZED: 
Beddington Zero Energy Development）。社区选址在英国南部

萨顿市，曾是荒芜废弃的污水处理厂，占地 1.65 hm2。

生态区域发展集团是该项目的环境顾问，负责分析和

撰写生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项目引入了伦敦最

大的非营利性福利住宅联合会 Peabody 信托开发组织，作为

投资者和开发商。另外，世界自然基金会为该项目提供了

资助，萨顿市政府也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地价作为鼓励提供

用地。1999 年，Peabody 信托开发组织指定奥雅纳工程顾问

公司（ARUP）和英国著名生态建筑师比尔 · 邓斯特（Bill 
Dunster）作为项目设计团队，1999 年 11 月社区规划被批准

（图 3）。社区于 2000 年正式开始建设，2002 年基本建成，

建成后由 Peabody 信托开发公司对项目运营进行监测 [25]。

 

3.4  居民自发建设型：以丹麦太阳风社区为例
太阳风社区（Sun & Wind Community）位于丹麦贝

泽市，由居民自发组织建设的合作居住社区 (Cohousing 
Community)，共 30 户家庭。社区建设的构想来源于三个单

亲母亲，为了寻找适宜独自抚养孩子的社区环境。1976 年，

她们通过报刊、会议等途径，寻找对社区提议感兴趣的成员，

并由此成立了社区团队，该团队由场地、财务、能源、生态、

住房、儿童利益等多个工作小组组成。经过多次交流与讨论，

该团队商定了“互助”、“共享”、“多样”、“低能耗”为社区

建设的总体目标。

为将总体目标转化成详细目标，太阳风社区成立了社区

规划建设委员会，由各工作小组的代表组成。如住宅组负责

调查住宅和设施的比例以及厨房、餐厅、浴室的大小等，场

地组负责与县政府讨论购买县属土地等相关事宜。另外，社

区聘请了律师处理房地产转让、居民协议以及其他法律问题，

并精心挑选了建筑师团队。

经过综合比选最终确定社区场地后，便开始制定社区规

划方案。社区成员被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详细的场地

地图和该场地相应的住宅、公共用房、停车区模块。四个场

地规划最后拼合成一张图，供进一步讨论，并形成社区规划

方案，提交规划部门审批。

1979 年，社区收到来自欧洲经济委员会（EEC）和丹

麦政府 5.9 万美元的拨款。在有限的预算控制下，建筑师开

始和居民一起设计住宅，并创造出住宅的基本范式，居民

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移除或调整以适应不同家庭的需求。

在这过程中，建筑师参与讨论。之后，建筑师根据居民讨论

的结果对场地和住宅设计进行优化，形成社区施工图，提交

建设部门审批。获得建造许可后，社区聘请了施工管理公司，

并通过竞标协调确定了承包商。尽管预算有限，居民并没

有降低建设标准，而是通过自己完成壁橱、天花板、油漆、

绿化等工作降低成本 [26]。1980 年太阳风社区建成，居民逐

步入住（表 1）。

表 1  太阳风社区开发建设主要过程

阶段名称 主要内容

初始阶段 （1）通过报刊、会议等途径，寻找对社区提议感兴趣的成员；

（2）确立团体组织；

（3）商定总体目标与地理位置

编 制 发 展

计划阶段

（1）理清社区建设目标、确立优先事项；

（2）成立社区规划委员会，挑选建筑师，聘请律师起草相关合

作协议；

（3）寻找、确认有潜在可能的场地，并最终确定场地；

（4）完成场地规划设计方案，并提交规划部门审批；

（5）招募新成员，申请建设贷款，收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丹麦

政府拨款

编 制 设 计

和 施 工 文

件阶段

（1）完成施工图，明确建筑各细部构建规格，并进行成本评估；

（2）获得建造许可；

（3）聘请施工管理公司

建造阶段 （1）施工竞标与协商，选择承包商；

（2）动工建设；

（3）居民入住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6] 整理

图 3  贝丁顿社区建设主体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5]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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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洲四种典型低碳社区建设模式评议

迄今为止，哈姆滨湖城、弗班社区、贝丁顿社区、太阳

风社区被认为是全球低碳社区建设的典范，其所代表的四种

建设模式在欧洲应用广泛。总体而言，低碳社区建设无疑都

以“低碳排放”为重要导向，但因建设主体与组织方式的不

同，社区的核心价值取向仍有差异，也表现出不同的优缺点。

4.1  核心价值取向
一般而言，政府与开发商主导型社区多以城市形象和公

共住房需求为导向，开发商以此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哈姆滨

湖城，由政府主导的大目标始终放在项目首位，开发商是实

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建设者，其商业利益追求也直接影响项目

的进程。

政府与居民组织协作型社区一般会兼顾城市综合利益与

居民利益。在弗班社区，政府在规划之初便设定好地块容积

率、建筑能源标准等约束指标，以保证城市综合利益。在此

基础上，给予潜在居民充分的自主裁量权，决定社区的基本

政策与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运作型社区大多以社会环境利益最大化为出

发点。贝丁顿社区作为“一个地球生活”活动的首个示范社

区，其建设之初便被定位为简单、易行、可负担的低能耗社

区样板。在社区建设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机构对其提供主要

的资金、技术、管理支持。

居民自发建设型社区则以居民利益为主。由于社区建设

的构想来自于居民而非开发商，居民能自发讨论商议，自始

至终地参与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居民利益得到最

充分的体现。

4.2  优缺点评价
低碳社区优缺点主要从环境效果、社区氛围、社会影响

等方面进行评价。

环境效果方面，非政府组织运作型社区作为环境利益最

大化的典范，一般环境效果较好；而政府与开发商主导型社

区、政府与居民组织协作型社区在居住需求和商业价值导向

下，社区开发密度较高、环境压力较大，但单位能耗往往较

低；而居民自发建设型社区多以居民舒适为前提，开发密度

低，环境负荷小，但单位能耗往往较高。

良好的社区氛围是实现“可持续低碳”的重要基础。政

府与开发商主导型、非政府组织运作型、政府与居民组织协

作型、居民自发建设型，这四种模式的居民参与程度由低到

高，社区氛围由弱到强。

在欧洲，“低碳”一般不是社区建设的唯一目标，而多

与其他社会目标结合。除居民自发建设型社区外，其他三类

社区一般均会考虑社会住宅的供应，并具有良好的示范与带

动作用。如哈姆滨湖城、弗班社区、贝丁顿社区都是城市更

新项目，位于工业港区、军事区或废弃污水处理厂等地段，

是城市重点示范项目与样板工程。相比而言，太阳风社区多

考虑居民自身利益，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较弱，但太阳风

社区这类合作居住社区的最终影响是作为未来的一种人居方

式来传播 [27]。近年来，合作居住作为一种创造邻里之间“社

区感”的创新策略，经过不断发展演变，逐步从北欧传播至

北美、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正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世界影响 [28]。

5  对我国城市低碳社区建设的启示：多方参与、因
“社区”而异

我国城市社区形成机制复杂，建设背景独特，类型多样，

其低碳社区建设面临诸多障碍，不能照搬欧洲模式，应根据

我国城市社区的差异特征，进行差异化建设。

5.1  我国城市社区类型及特征
总体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大致具有四种类型，即商品房

社区、保障房社区、单位社区和城中村社区。这四类型社区

具有明显差异。

商品房社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宅由房地产开发公

司经营，按市场价出售，由物业公司进行统一管理。保障房

社区由政府统一规划、统筹，提供给特定的人群使用，多为

低收入者，一般由政府委托物业公司管理。单位社区由单位

统一管理，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首先，单位社区职住接近，

通勤距离短，更多地利用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出行方

式；其次，单位社区土地功能相对混合化，除了基本的生产

设施和住房外，还为单位社区居民提供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

设施；第三，单位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较多重合，有助于形

成共同的社区认同与归属感，以及牢固的单位情结 [29]。城中

村社区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土地利用高度混合，居

住人群混杂多样，多由村委会协调管理。

5.2  我国低碳社区建设的障碍分析
研究认为，低碳社区建设缺乏进展主要有四个关键类型

的行动障碍：结构 / 运行的障碍，监管 / 法律的障碍，文化 /
行为的障碍，以及情境障碍。这些障碍深层交织，可能彼此

相互加强，形成潜藏在不可持续的城市运作模式背后的相当

大的惯性 [30]。具体到我国，当前低碳社区建设主要面临政策

制度、公众行为、开发商成本与收益等诸多限制因素。首先，

政策制度方面。例如，低碳能源与节能材料等方面强制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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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与税收制度的缺乏，限制了低碳技术的推广。其次，公众

态度和行为方面。目前大多数居民对“低碳”概念不甚了解，

以垃圾分类为例，公众对垃圾如何分类都不清晰，很难有意

识地采取低碳行为。第三，开发商成本与收益方面。开发商

多以短期利益为驱动，低碳技术的高成本与高风险被认为是

在中国实现低碳社区的最大障碍，因此需要政府在项目实施

和设施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31]。

5.3  我国低碳社区建设模式的差异化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应采取差异化的低碳

建设路径，主要涉及目标设定、规划建设以及运营管理三个

方面。

（1）目标设定：低碳理念与导向的差异化

“低碳排放”是低碳社区建设的共同目标，但不同类型

社区现状条件差异巨大，考虑到低碳建设的成本与收益，社

区的低碳理念与导向应有差异，而不应统一强调各项指标均

达到理想低碳状态。例如，单位社区职住接近、服务设施配

套齐全，交通碳排放较低，而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垃圾与水

资源回收利用往往是这类社区低碳建设的重要方向。

（2）规划建设：组织与建设模式的差异化

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社区的特性采取差异化

的组织方式与建设模式。商品房社区应以开发商为重要建设

主体，政府提供政策、标准、资金或土地支持低碳建设。但

同时也要规避欧洲政府与开发商主导型低碳社区的缺点，注

重适宜的环境负荷，引导居民参与并营造良性社区氛围。保

障房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具有较强的社会效应，其低碳建设

可以考虑引入政府延伸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同时鼓励潜在居

民参与。单位社区在低碳方面的作用近年来被重新认识，其

低碳建设可以考虑政府与企业单位协作，充分发挥企业单位

在低碳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城中村社区在低碳建设过程中，

可考虑政府与村集体协作，并积极发挥居民的作用。

（3）运营管理：低碳管理与运行的差异化

社区的低碳，除前期投入与硬件建设外，后期的管理与

运行也相当重要，因此在针对不同类型社区选择建设模式时，

还需要考虑后期管理与运行的适宜性，通过政策制度设计及

公众行为方式的引导，以维护低碳建设成果，保证低碳社区

可持续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欧洲在低碳社区规划建设实践上已积累了诸多经验，国

内对其借鉴多集中在物质空间与技术应用层面，但事实上，

适宜的组织方式与建设模式对于低碳社区建设至关重要。本

文通过典型个案剖析欧洲四类低碳社区建设模式，包括政府

与开发商主导型、政府与居民组织协作型、非政府组织运作

型和居民自发建设型社区。总体来看，这四种建设模式虽然

均以“低碳”为导向，但其核心价值取向仍有差异，也表现

出相对明显的优缺点。

国内社区类型多样，存在商品房、保障房、单位社区和

城中村等特征各异的社区，如何因“社区”而异，选择适宜

的建设模式，是今后我国低碳社区规划建设的重心。当前，

低碳社区的建设形式、公众参与以及政策机制等内容已逐步

被关注，尽管还仅仅处于“建议性”阶段，但已然是一个进

步。未来低碳社区规划建设的深化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

不同类型低碳社区规划建设障碍问题，这是低碳社区规划建

设模式选择的前提，当前仍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次，不

同类型低碳社区建设投融资管理问题，这涉及到社区低碳建

设的成本与收益，直接影响到开发商是否有动力进行低碳社

区建设；第三，不同类型低碳社区配套政策机制问题，通过

在不同阶段制定适宜的政策机制，促进开发商、居民、非政

府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低碳社区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保障低

碳社区可持续发展。这三个问题是我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

低碳社区的深层次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应是今

后低碳社区规划建设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地

区差异巨大，社区面临的具体情况各异，未来应结合地区发

展，开展多类型的低碳社区建设实践，进一步探索我国城市

低碳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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