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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城市2.0”的起草建立26个城市构想家园地的推荐的基础上。
UTC 1:

新城市议程之公共空间（斯德哥尔摩，瑞典）

UTC 2:

城市贫民窟的解决方案：建立在社区知识和遗产上（坎帕拉，乌干达）

UTC 3:

谁将成为亚洲的国际都市： 1 ％与99 ％ （中国香港）

UTC 4:

第五次亚太地区住房论坛（菲律宾，马尼拉）

UTC 5:

我们想要的城市之促进包容性繁荣（新德里，印度）

UTC 6:

城市服务（巴勒莫，意大利）

UTC 7:

（女性有权利）确保女性安全（内罗毕，肯尼亚）  

UTC 8:

纽约市城市构想家园地：“我们想要的城市”路线图（纽约市，美国）

UTC 9:

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和公正的城市（瑞士，日内瓦）

UTC 10:

大城市：弥合现实与期望（孟加拉，国达卡）

UTC 11:

中小型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机遇（奥马哈，美国）

UTC 12:

“我们想要的城市”之住房（西班牙，巴塞罗那）

UTC 13:

2015年墨西哥城市构想家园地——人居三的法律课程（墨西哥城，墨西哥）

UTC 14:

我们所需要的注重性别差异的城市（墨西哥）

UTC 15:

包容性城市：青少年和城市空间的开源技术（累西腓，巴西）

UTC 16:

未来城市论坛——城市构想家园地（阿联酋迪拜）

UTC 17:

可持续城市——更智慧的规划（法国，巴黎）

UTC 18:

女性转型城市对话咖啡馆（温哥华，加拿大）

UTC 19:

我们想要的城市之健康和福祉（古晋，马来西亚）

UTC 20:

青年人群想要的城市，他们想要的世界（肯尼亚，内罗毕）

UTC 21:

弹性城市：弥合人道主义/发展鸿沟（虚拟）

UTC 22:

建造包容和智慧的城市：着重于安全/卫生（新德里，印度）

UTC 23:

我们想要的进步的城市（津巴布韦, Chitungwiza）

UTC 24:

道德城市：锁定宜居 （澳大利亚，墨尔本）

UTC 25:

在游牧世界中的城市公民（曼海姆，德国）

UTC 26:

我们想要的城市：开放艺术 （意大利，阿尔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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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的城市

序文
我们，世界城市运动的城市构想者，

从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2月20日，我

将在这里呈现一个21世界全新的城市

们组织了26个由世界城市运动管理安排

模式。为取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致

的“城市构想家园地”活动。这让全球性

力于实现可持续城市化，我们在“人居

的磋商和意识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

三”——关于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联
合国大会——之前，与世界分享我们的

“城市构想家园地”提出的建议由“起草委

愿景。这一愿景将建立在三项成果上：“

员会”进行编译和过滤，并在2016年3月

人居议程”，2030年的“发展议程”，以及

12日完成。这个文本随后在2016年3月16

我们积极参与的“COP 21”。

日，由世界城市运动的指导委员会在布
拉格/捷克一致通过。

“我们想要的城市2.0”宣言，是由来自
124个国家和2137个组织中超过7847位

我们，世界城市运动的合作伙伴，认为“

男女参与者共同准备的。这些参与者代

城市构想家园地”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构

表着十四个不同的团体，分别是：地方

建共识的进程。这个进程通过一个分散

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基层组

性的模式，让所有以上提到的代表群体

织、妇女、议员、儿童和青年、企业和

可以大声表达，从而明确一个以联合国

工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专业人士、

会议为目标的共有立场。在原则和变革

工会和工人、农民、土著人民以及媒

驱动力的引导下，我们希望会员国和国

体。

际团体能仔细思考我们共同的愿景，从
而制定一个将在“人居三”大会上传达的 “
新城市议程”。

1

这个数据来源于“城市构想家园地”（UTC）所提交给城市世界组织秘书处的报告。
阅读所有报告，请访问http://www.worldurbancampaign.org/urban-thinkers-campus

2 请看附件1（城市构想家园地组织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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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正如在2012年城市宣言中所提到的，我
们在此重申：“城市的未来将决定可持续
发展战役的输赢”。

主要挑战/过去的经验教训
所以我们的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呢？过
去和目前的形势提供给我们了一些重要

我们今天策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方

信息，告诉我们什么是需要避免的：

式，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实现更和谐、
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明天。精心规划

• 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间对角色、

过的城市让所有居民都有机会享受到安

责任和授权的陈旧和不清的定义

全、健康和充实的生活。精心设计过的

将引致资源的恶性竞争、管辖权

城市将给国家带来重要的机遇，使社会

重叠，以及不协调的监管框架。

变得更具包容性、弹性和更繁荣富强。
• 不合理的规划，以及过度依赖
这个世界正处于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过时和死板的方法，导致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居民数量将

不合理的扩张、交通拥堵，严

增加两倍之多，人数将达到世界总人口

重的污染。同时导致土地、水

的近四分之三。我们还需再建设超过

和能源的浪费，使气候恶化。

60%的居住区来容纳这些新的城市居
民。

• 在 城 市 规 划 和 决 策 上 缺 少 透
明度和责任感。从而导致公民
社会和商业界对地方当局和公
共 机 构 的 领 导 力 缺 乏 信 任 。
• 对 自 然 系 统 施 加 压 力 ， 使 之
超 过 系 统 所 能 承 受 的 极 限 ，
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及脆弱。

3 “城市宣言—我们想要的城市未来”，发表于2012年9月3
日，那不勒斯/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城市论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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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排他的城市发展策略导致贫民窟

• 不充分的住房和土地管理政策隔离了

和不规范住所的形成，使穷困

一大部分人口，使其无法获得可负担

的人无法获得公共物资和服务。

得起的住房。平民窟和不规范住所的
持续产生，加剧了城市中无家可归的

• 不负责任的土地利用和建设使城市

现象。

在面临自然和人为灾害时变得更加
脆弱，造成其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机遇

• 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不力导致投
机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产生，进

“城市是世界商业和创新的引擎。在良

而加剧居住权保障的缺乏及城市

好的管理下，它们可以促进就业机会、

居民无法负担居住开支的现象。

希望和成长以及可持续性。”

我们将在

2030年前再建设60%的城市区域。这是
• 对文化遗产和当地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无与伦比的机遇，它意味着新城市

破坏使城市失去了它的特征。同

时代的来临。在那里，人们能感受到自

时对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漠视，

由、创新、繁荣、健康和安全。这对我

使社区变得排他、隔离和分裂。

们来说是纠正过去错误的绝佳机会，我
们可以重新对基础建设和规划方式进行

• 政策和融资的不充分，导致边缘化
群体无法享有基础服务。整个城市

选择，从而使我们的城市和社区实现真
正的再生和弹性。

的居民缺乏干净的水、足够的卫生
和废物清除设施，从而引起了人们
不佳的健康状况、疾病及生产力损
失。这些政策加剧了不平等和不公
正的现象，导致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4 秘书处高级别小组的综合报告，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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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兴的走势：公众、私

• 最新的、基于系统方法上的预测性

人和公民社会团体携手提高城市居民的

计划和建模工具，为所有的利益相

生活品质。我们看到这些组织借力自然

关群体和城市当局，就更好地了解

资源来提高城市服务。这些努力毫无疑

城市系统中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

问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这些方

的复杂的互联关系，提供了一个

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没有对

空前的方法。这些工具和方法使决

城市将要面临的挑战提出适当的解答。

策者和城市居民能够用系统的思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

维和方法来避免政治行动的意外

重新思考城市的体制，重新设想城市的

后果，能够大幅提高决策的有效

未来。为此，我们需要开拓一个新的城

性，并实现有效的资源分配和利用;

市模式。
• 系统方法可以进一步帮助实现迄今为
我们想要的这个城市须对当地的环境、

止无法实现的梦想：在短期经济目标

文化和习俗有相当的认知和解读，并需

和长期政策及策略之间的搭建一个桥

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作为基础：尊重共有

梁，从而实现共享的繁荣、更佳的健

和私有土地的利用，及一个协调良好的

康、安全以及所有城市居民的福祉。

系统体制。如果一个城市运行妥当，它
需要能够协调各个不同的方面。其中包

• 对地方风貌的重要性要有新的理解和

括土地、能源和水的利用；对废弃物的

认知，要把对公共空间的建设放在城

处理；交通、医疗、教育、经济的发

市发展的最前列，把它作为加强城

展；改善性别歧视；以及促进文化活力

市绿化的手段，以及提高安全认知并

和社会包容性。

增强社会互动及多形式表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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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革命为城市服务的效率和响应

• 因气候变化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

能力提供了新的机遇。它为城市的

和发展的模式，人们产生日益增强的

居民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使其

风险意识，从而提出再生城市和循环

可以与公共当局一起参与到那些会

经济的新前景。原有的理念是通过循

影响其生活品质的决策中。它有

环使用来恢复和补充自然系统，从而

助于避免过去的错误:

例如，未能

支持城市的生活。然而此新前景超

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时考虑到关于性

越了原有的理念，它能考虑到城市和

别歧视和年龄差异等方面的需求和

农村地区之间不同的关系，并提出

优先度。它为建设创新、合作的

城市新愿景——城市和城郊的农业

经济模型及社会契约提供了一个

发展，以及真正弹性和生态的基础。

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
• 为了在21世纪建设“我们想要的城市”，
• 改变生产模式是一个重要的机

我们的新城市模式将由一系列原则来

遇。在先前采用的集中生产模式

引导。具体的原则阐述如下，同时还

中，公民仅是享用服务的用户。

附有关键变革驱动力的介绍。

转变后形成的参与和协作的生产
模式，使公民和社区成为能源、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合作生产商。
• 通过创建新企业模式、广泛的新产业
以及新的就业机会和体面的工作，
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参与性生产模式
使城市能够充分地利用“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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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城市模式的原则

原则

1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社会包
容和有参与性的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以人为本、道
德和正义的。它在物质和空间层面
上消除一切形式上的隔离、歧视和
排他性。它重视生命和所有居民
的潜力，特别是穷人和其他弱势群
体。它拥抱文化多样性，接受在信
仰和语言上的差异，并在移民和难
民问题上，倡导社会融合。它鼓励
所有不同阶级和年龄群体的人，参
与 和 分享社会及文化生活。
“我们想要的城市”提倡“所有居民所
拥有的城市权利”。这赋予了居民获
得尊重和安全的权利，使他们能拥

3 我们想要的城市

有体面的住房、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认识到性别

并能够参与决策。它通过一些方

差异的需求，并支持妇女成为规划

式，如社区协商、社区承包缔约及

的主角，推行实施相关政策，增强

参与式 预 算 ， 促 进 文 化 团 结 。

妇女的参与性与决策力度。“新城市
议程”旨在认识并整合不同城市居民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宽容的。无关年

的不同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龄、种族、信仰、性别或其他形式

特别是在当地和全市范围项目的规

上的差异，它都能够接受并且拥

划和实施阶段，通过提高公民参与

抱它的居民。它创建的协作空间是

的有效性来达到此目标。我们想要

社会包容的，是通过民主决策驱动

的城市能认识到，确保参与性比确

的。它能够培养和提倡共享的价值

保所有人获得基本服务更为关键。

观及城 市 未 来 的 共 有 愿 景 。

它推行自下而上，贯穿整个政策周
期的参与过程：对优先权、战略和
行 动 进 行 全 方位的定义和审查。

我们想要的城市

4

新 城市模式的原则

原则 2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亲民、
公开和公平的
在“我们想要的城市”里，每个居民
都能享有平等的资源，每个居民
都能获得相同的机遇。它着重关
注土地、基础设施、住房、交通和
基本服务的设计和运行，从而确保
妇女、低收入及弱势群体能够获取
享有这些服务的权利。公共服务是
在社区的共同参与下设计的。在设
计时，它能有意识地考虑妇女、老
人、儿童、青年，以及残疾人和边
缘 群 体的需求、安全和尊严。
“ 我 们想要的城市”视每一个城市
居民为市民，无关乎他们的法律地
位。它改善贫民窟和非正式住宅区

5 我们想要的城市

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与各界人士密
切合作 ，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 新 城 市 议程”应提出一个连贯统
一的合法居住的安排（集体和个人
的、习俗约成的、众所接受的或正

“我们想要的城市”要能认识到它的

式登记的），为反对强制拆迁、剥

居民是公共空间的共有人。这些公

夺、破坏和其他违规的行为提供法

共空间在设计时能够鼓励居民的参

律保护。

与性，并有意识地考虑到妇女、老
人、儿童和青年、残疾人和边缘群
体的需 求 。
快速扩张的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需要
一些社区重置措施。“我们想要的城
市”在进行社区重置时，能够对居民
的生活和其社交网络关系的破坏降
到最低 。

我们想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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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城市模式的原则

原则 3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有经济
活力和社会包容的
“我们想要的城市”鼓励和促进本地
的经济发展，包括所有小型企业和
大型公司。它简化许可程序及其他
行政服务。它为微型、小型和中型
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并通过采用自身承包和采购的功能
支 持 当地的经济发展。
“新城市议程”应认识到非正规经济
部门为城市贫民，特别是妇女提供
了重要的生计来源。同时，“新城市
议程”也应认识到，非正规经济部门
能够有助于消除阻碍妇女发觉自身
潜 力 的屏障。

7 我们想要的城市

“我们想要的城市”要意识到健康是
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健康有助于促
进包容性繁荣，并通过对青年群体
的技术培训，及对非歧视性就业政
策的提倡，促使居民享有体面的工
作、生活及共享繁荣的权利。它通
过结合私人、公众和公民来实现以
上目标 。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意识到共享经
济的定位和潜力，使公共服务变得
更加亲民和公开，并促进当地经济
的发展

我们想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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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4

我们想要的城市拥有统一
和民主的管理方式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参与式的。它
鼓励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及所有社
会成员和合作伙伴的主动参与（公
共 、 私人和民间团体）。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树立强烈的
社区意识。它的居民有表达自己想
法的知识和方法，特别是对那些影
响他们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透明
的公开讨论，他们能够参与到城市
管 理 和规划的决策中。

9 我们想要的城市

我们想要的城市使社区变得自立，
并重视地方能力的发展。它给予地
方领导和协作机构支持，使其提高
自立意 识 和 自 我 决 策 力 。
“我们想要的城市”让公共服务成为
一种就业选择，拥有相应的专业人
士，遵循道德规范，实施匹配的政
策和计 划 。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意识到女性在
各自社区中的重要作用，并加强她
们在城 市 和 地 方 决 策 中 的 影 响 力 。

我们想要的城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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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

我们想要的城市推
进联动的地区发展
“我们想要的城市”在一个全面联动
的地区框架内，协调部门政策和行
动，如经济、流动性、住房、生物
多样性、能源、水及废物管理。在
尊重辅助性原则的同时，它能清楚
地定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和作
用，并遵循资源分配的战略性和平
等 性 ，及围绕共同的议程。
我们想要的城市，在它所占据的辖
区内，是实现可持续规划的催化

11 我们想要的城市

剂。它力求执行政策调整和执行，

房、工业、服务和教育方面建设适

实施投资，采取保留地方自治权的

当的集群，实现此目标。它应建议

措施，同时建立和加强区域合作。

跨市合作以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

它积极地寻求跨部门协作，促进农

应，优化利用资源，防止地方政府

村和城市地区之间互利和有益环境

和 其 他 公 共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

的联系 。
“新城市议程”应鼓励联动的地方发
展，以避免城市的无规则蔓延，并
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它应建议减
少人和货物的运输需求。通过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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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6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
资源再生和弹性的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弹性的。它能
够连续不断地评估风险，并培养当
地利益相关者、个人和社区的能
力，为能从自然和人为所导致的长
期压力和突然震荡中吸收、恢复和
学习做准备。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此类可能事件的发生，不管在事件
发生前、发生时或发生后，都能保
护脆弱的人群。它要认识到，城市
中最脆弱和最边缘化的居民是实现
弹性城市的关键群体，所以需要努
力确保他们的长期生存条件，以及
其 生 活的可持续性和质量。

13 我们想要的城市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资源再生、能

态系统服务在城市的健康、环境保

源高效及低碳的，并且它依赖使用

护、美观性和宜居性等方面起到的

可再生能源。它可以自我补充那它

作用。

所消耗的资源且能够对废物采取回
收使用。它综合利用水、土地和能

“新城市议程”应呼吁城市为各产业

源，并与周边腹地和睦相处，从而

提供规划及实施基础建设，从而促

更好地支持城市和市郊农业发展。

进循环经济的繁荣，并实现可持续

它的基础设施具有多种功能，并且

生 产 及 消 费 的模式。

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它为促进当地
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同时，它还
开放公共空间，使居民的生活品质
得到改善。城市能认识到它所依赖
的自然系统的承受极限，并重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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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7

我们想要的城市有城市
特征并且具有地方风貌
我们想要的城市要培养地方文化，
使 所 有居民能够感到归属感。
“我们想要的城市”要有多层面的特
征。来自不同地区的街坊和居民，
致力于分享地方文化，从而促成城
市特征。“我们想要的城市”须承认
文化是人性尊严的关键，并承认文
化多样性在知识型经济里，是创
新 、 成长和学习的来源。
它的运行如同一个弹性的学习社
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背景中，
回应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它加
强城市与周边农村地区的联系，
并承认农村为城市地区所提供的
宝贵资源。

15 我们想要的城市

它通过利用当地的文化和遗产、当

模式进行设计、探索和实验的创新

地的技术和材料以及当地的知识，

方式。

研发解 决 城 市 问 题 的 方 案 。
“我们想要的城市”不仅能够从怀旧
人类是通过感官的方式与地方建立

的角度上看待传统，还能站在一个

连接的。城市应认识到感官刺激和

优化和创新的意识层面上思考它的

美感对地方风貌和居民福祉的重要

存在。它对所有现代化城市的快速

性。“我们想要的城市”应通过规划

发展的特性表示赞美，同样地，它

公共和自然的空间，积极地促进美

能够珍视本土的知识、文化和观点

学体验。它使人们，尤其是贫困社

上的价值。

区的人，拥有对城市空间的享有
权，并以此形成一个共享的形式，

它承认艺术在创建地方独特性和美

提升居民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我们

观时的重要作用，它包容接纳所有

想要的城市”认为所有形式山的艺

不 同 形 式 的 表达方式。

术，都是一种能鼓励市民对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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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8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设计
合理、适合步行并拥有
便利的公交系统的
“我们想要的城市”采用综合规划的
方式，满足现下和将来对土地、住
房、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它采
用参与性规划的方式，赋予所有利
益相关者能力，使其加入对城市规
划和建筑规范的开发。以此建成的
土地享有完整的框架、功能和连
接。多形式的社网和经济的交流模
式为一个相联的公共空间组建了基
础 框 架。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紧凑的。它精
心规划的街区和街道网络促进了城

17 我们想要的城市

市可及性。沿街的建筑和基础设施

“我们想要的城市”具有高效和亲民

为居民提供了不同大小和功能的便

的移动系统，能够确保所有人获有

利设施及服务。确定城市密度旨在

公交系统的权利，同时保证所有人

允许计划内的城市扩张，同时减少

拥有进入工作、礼拜和娱乐场所及

生态足迹和无规则蔓延。学校建在

文 化 和 服 务 场所的同等机会。

我们居住区的附近，可以步行或者
骑车到达。工作单位处于离家几站

“新城市议程”应呼吁各城市以灵活

路的地方。日常生活所需的购物区

的方式开展和实行自己的城市计

建在离家不远可以步行到达的地方

划，并定期更新重点信息，以更好

或者公交车站附近。公共休闲娱乐

的满足来自合作伙伴、人群和社区

的区域可以从学校、工作和家里步

的需求。

行到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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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9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安全
和健康的，并且能够促
进居民的福祉
“我们想要的城市”没有暴力、冲突
和犯罪。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人们
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大街上、公园
里，并能搭乘公共交通而无需担
心害怕。它确保妇女、女孩和老人
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安全。为
此，它让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参与
到安保政策的规划、设计、预算和
执 行 中。
“我们想要的城市”提倡和平文化。
通过携手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开展
跨年代和跨文化的对话和活动，并
以 此 促进理解、宽容和沟通。

19 我们想要的城市

城市的公园和园林是居民享受自然

“ 新 城 市 议 程”应承认，良好的健康

和娱乐消遣的地方。它对所有居

需要一个贯穿整个卫生部门的解决

民，包括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开

方案，并应建议各卫生部门建立更

放。这些园林旨在培育地方生物多

好的沟通和协调。“新城市议程”也

样性， 并 提 供 关 键 的 生 态 服 务 。

应认识到健康是发展的根本目标，
与其他的目标一样，应谨慎思考健

“我们想要的城市”倡导城市居民间

康行动对所有城市部门的影响。它

的运动，并提供娱乐的公共空间，

应认识到健康的决定性因素及其作

同时对特殊人群的需求投入特殊的

用，减少对于空气、水、土壤和噪

关注。

声的污染，并确保饮用水的安全、
卫 生 设 施 的 充足和住房的规范性。

“我们想要的城市”须抑制与肥胖、
不健康的饮食、久坐的生活方式、
药物滥用和环境污染等相关的非传
染性疾 病 （ N CD s ） 的 上 升 趋 势 。

我们想要的城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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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10

我们想要的城市
会学习和创新
“我们想要的城市”是一个探索未来
另一种可能的“实验室”。它带来了
互相学习和共同探索的机会，重新
审视和确立城市模式及社会契约，
从 而 使未来得以持续。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意识到城市
自身正在经历转变，这种转变需要
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以及更灵活的
规划和决策。这包括对社会、经济
和环境的创新式治理方式。同时它
还呼吁对市政、财政和财务实施开
创 性 的管理方式。
“我们想要的城市”勇于面对新兴的思
想、实验和创新，使所有利益相关
群体与其他城市及社区紧密合作。

21 我们想要的城市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驾驭科技的全

“我们想要的城市”能够利用系统的

部潜力，以促进运营的效率和有效

思考方式来理解城市的复杂性与政

性，并减少城市碳量排放。这些科技

策所带来的意外后果的原因。它用

创造了新的沟通渠道，新的工作种类

科学和有据可依的新方法进行实

和新的商业及企业模式。它们通过鼓

验。这些方法包括行为研究、人群

励市民在规划、决策和项目实施中的

来源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互动政策

参与和互动，使财富倍增。

的对话和研究，以及利益相关者所
参 与 的 跨 学 科 合作研究。

“新城市议程”应意识到解决数字鸿
沟的重要性。所有居民都能够充分
利用这座城市，把它作为一个公开
的平台和合作的空间。这种公开有
助于加深居民、政策制定者和私营
部门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它使居民
和政府部门间共享信息资源，突破
部门局限和过时的管理系统，开发
对水、废物、能源、移动和食物的
新的管 理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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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驱动力
城 市是 世 界 变 革 的 驱 动 。 为 实 现 我们想要
的 2 1世 纪 城 市 ， 我 们 须 鼓 励 国 家 、地区、
城 市和 人 居 议 程 合 作 伙 伴 一 起 ， 共同构建
对 应的 政 治 制 度 、 法 律 架 构 、 发 展战略，
以 及 包 含 关 键 原 则 的 新 城 市 模式。

23 我们想要的城市

变革驱动力

1．政府与合作伙伴
地方政府是城市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它

通过公开的协商进程、平台等其他方式

们为

“我们想要的城市”提供指引和未

来加强居民参与性。使儿童、青年和被

来愿景。地方政府的运作需要明确的指

边缘化的群体能够积极的参与其中。通

令和充足的手段。通过很大程度上的自

过利用这些进程，各级政府应考虑城市

治、灵活性和创造性，它们与各级政府

新居民的需求，比如难民和移民。这些

一起设计、规划、建设、管理和传达“我

进程能够提升意识，并建立社区感。利

们想要的城市”。

用媒体和工具间的互动，它们建立了一
个自下而上的策略，其中包括向所有人

国家政府在明确并提供国家政策、框架

开放数字传媒。艺术和文化也应被视作

和法律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应授予和分

一种有效的、能够表达不同诉求的参与

配地方当局与其任务相称的资源。

途径。

建设适当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以阐明产

邻里间的和小范围的动员活动，特别是

业和其他经济参与者之间的有效的伙伴

通过举办文化、艺术和体育等相关的活

关系。这可以通过建立专用的本地发展

动，可加强社会参与度。 让生活在边缘

机构来实现。

地带、平民窟和隔离地区的居民，特别
是妇女群体一起参与其中。草根运动和

以制定、实施，及监管政策、策略和规划

社区行动是重要的工具，它们能驾驭边

为目标，地方政府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缘居民的潜能，并激励社会包容性以及

来鼓励私人、非政府人员和居民之间的互

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变革。通过建立市级

动。它们应采取注重性别差异的政策，用

政府、基层和社区领袖之间的合作伙伴

于减少男女、男孩女孩间的差距。应采用

关系，以确保所有人的参与有效性。

公民审计和其他工具来着重实行注重性别
差异的政策、计划和预算。
我们想要的城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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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解决方案是提高市民参与度的

2. 计划和设计

有效手段，同时它也是管理城市运作的

城市规划和设计是实现“我们想要的城

方法。互动式的管理不但有助于确保服

市”的基石，有助于通过使用政策、工

务能及时且有效的传达给最终用户，同

具、机构和参与等机制和监管手段，实

时还能衡量用户的满意程度。在智能化

现空间远景和战略规划，并实现“我们想

管理和用户反馈技术的驱动下，电子政

要的城市”的原则。“我们想要的城市”采

务使城市通向“智能”。然而，“智能”的城

用了参与性机制和协商性程序，把性别

市应以人为本，而不应驱动于技术——

问题及不同年龄阶层和残障人士的需求

它的存在是社区集体智慧的体现。

和利益纳入主流。

我们应当完善市级体制的透明度和问责

城市规划的成功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制度。在这方面，电子政务能支持综合

力和政治意愿，可以通过同所有利益相

决策，将复杂的城市议程传达给民众。

关者建立适当的伙伴关系来实现此目

电子政务的作用是帮助确保透明度、获

标。有实施力度的和透明的法律框架，

取共同利益、保障居民的权益和多方利

健全的和灵活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面向

益相关者的参与。同时也意味着，它能

大众的和有成本效益的财务计划，可以

根据辅助的原则，确保效率并支持非集

提高合作伙伴的能力。实施城市规划的

中化。

整个过程需要所有阶层的城市居民共同
参与和开发；这包括男女之间的均衡参

公共利益应优先于私人利益，从而加强

与，从而确保城市规划的包容性，并能

对地上、地面和地下的活动空间的建

满足不同的需求、优先度和观点。

设，以供社会互动、协作网络和集体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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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设计的立意为推动发展，以实现

包括对性别差异的注重及对残障人群的

城市的幸福感。应通过适当的监管框架

关注，从而满足各个阶层和各年龄群体

和工具，就城市和地区的政策、服务和

的需求。它应抵制歧视，并尊重有不同

土地利用，构建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

需求和问题的人。它要能够满足人们对

共同的愿景并统一行动。

娱乐和运动的需求，以及对文化和艺术
表现形式的需求，从而促进地方风貌，

场所的建设和城市的设计是“我们想要的

培养能够反应社会多方面诉求的地方。

城市”的核心。它们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
及经济的包容性、价值、安全、健康、

为了促进协作的空间，城市设计应撤去

福利，以及城市特征和地方风貌。有效

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屏障，如使街道

的城市设计应拥有适当的街道模式、公

和建筑物之间互相交融，促进创建空间

共工具网络，以及对公共空间的良好分

的多种用途，避免“门控社区”。

配，从而满足所有住户和商户对流动性
及服务的需求。城市设计可以培养社会

对促进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的和谐和互动，它是实现包容的一个重

步行空间的数量和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要手段，如果与其他要素相结合，可以

它能减少对机动交通过度依赖的问题，

帮助实现‘我们想要的城市’。 城市设计应

在城市中开发更多的绿色空间。

涉及城市规划的各个方面，包括地上、
地面和地下。

城市应确立和规划其战略区域，并促进
社会凝聚，预防空间分散的问题。

公共空间应对包容、参与、特征和福利
等主要原则内容，在“我们想要的城市”

在包容、参与、特征和福利等相同原则

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公共空间的设计应

的驱动下，城市扩张的规划应创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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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在城市里未实现的平等。并以共同利
益为目标，透明地分配资本收益。

应重新审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规范和标
准，以应对所有关于城市空间的弹性和
可持续性的问题。关于干预和复原（更
好的重建），应采用弹性的设计。并对
所有已有的场所、地点和基础设施进行
重新鉴定，包括城市外围。应推崇经过
培训的、有技术的，并遵守道德标准的
建筑环境界的专业人士。

应根据最大化披露、公众参与、透明和
尊重财产权等原则，为城市规划的拟定
和发布制定统一的方法，这对于简化规
划的解释和鼓励参与规划实施是相当重
要的。

3. 财务
有效的金融和融资模式是建设“我们想要
的城市”的前置条件。

中央政府应实施透明和可预测的政府间
拨款和补贴体制，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
政独立性。然而协调的投资策略需要多
级政府的合作，包括开放和利用民间金
融资源，并采用适当的融资机制，比如
政府债券。

当地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助于增强城市自
治和社会平等。这将依赖于越来越强的
社会参与力，因为社会参与者拥有大量
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帮助政府应对所遇到
的问题。通过参与式预算让社区和利益
团体能够积极地参与到预算决策中，从
而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决策往往能够直
接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特别是对妇
女、儿童和青年群体而言。

社区承包制度为社区提供了提高生活水
平的机会。这包括，将公共服务外包给
直接享受这些服务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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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住房，服务
需要为地方当局提供足够的装备和训练
来获得信贷发展。市级融资解决方案应
包括有创新性和道德的借贷；土地投
资；土地增值回收；必要和适当的拆
迁；促进公私社区间的伙伴关系；鼓励
私人对城市建设的投资；以及鼓励企业
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城市应当与地方和中央政府合作，实行
能减少贫富差距并激励低收入人群创业
的税收计划。这包括对家庭的女户主、
残疾人、老人、草根组织等实施税收优
惠，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事业。

应当设立一个能够保障权益的方针和社
会公证的议程，使所有人都能拥有获取
土地、住房、和服务的权力。城市应采
用创新和弹性的推广方式，向所有居民
推广这些理念。

对城市土地和其使用权的充分分配，是
实现包容和平等城市的前置条件。产权
制度应确保社会和空间的包容性，应支
持资产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城市及其他
人群居住区中，支持土地所有权的多样
性。

应制定关乎土地使用的政策和框架，搜
集足够的数据来公布有效的土地利用规
划，并且在规划实施之前，通过民主的
机制审议、确定和预测地产使用者的需
求。它们应满足妇女对于安全使用、访
问、控制、转移和继承土地权利方面的
需求，也应对土地市场进行系统地监管
及定期检测，以保证均衡发展，避免隔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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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法和相关政策对土地

应通过协调社会福利、服务，以及住房

市场进行干预，从而使土地、房屋和资

设施，对无家可归的人群投入更多的特

产充分履行其社会功能；减轻投机；保

殊关注。

护妇女、老年人、儿童和青年，以及其
他边缘化群体；确保有足量和亲民的住

应用更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建造足

房，并预测未来对社会住房和栖息地的

量的公共空间，同时保持用户友好性。

需求。政策和计划应确保对土地和公共

这些解决方案包括征地、私人向公共空

空间的适当分配。应制定、计划和开发

间的转换、土地增值回收、社区管理的

有利于妇女的生产性经营和活动的社会

公园和花园，以及私营部门管理/赞助的

和个人住宅。

公共空间。

非正式定居点须获得政府认可，并将其

城市须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来管理服务

纳入政策、战略和计划的一部分，以确

机构。公共机关——如警察、消防部

保城市结构对其的包容性。使居住在这

队，以及健康、福利、运输、环境等服

些非正式定点的居民能够获得基本的服

务机构之间须经常互相交流，并与邻里

务，并保障他们的住房。

和社区组织间也保持沟通。

国家住房的政策和战略应用，应促进经

“我们想要的城市”拥有精心规划过的地

济适用住房的发展，并能意识到社会住

下基础设施、地下交通和地下公共空

房的生产对低收入群体起到的作用。这

间。这类基础设施需要良好的管理和记

包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在经济适用房上

录，确保信息便利，以避免在服务的使

的适当的借贷机制。房屋策略应是全面

用和中断上产生潜在争端。

的，并能注重社会福利和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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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
为了实现再生城市这个迫切的需求，城
市中的所有生产者和使用者，都需想方
设法保持并且恢复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系统。

非持续性的使用和消费模式破坏了生态
系统。城市之间需紧密合作，从而帮助
发展和实施再生生态系统的相关政策。

政府需制定国家级政策，扶持综合及可
再生城市的发展，并推广循环经济的实
施。

地方政府的策略和计划应建立在绿色节
能的基础上，减少浪费、回收资源并降
低消耗。与此同时，政府应以提倡绿色
人才为基础，并提供适当的财政奖励作
为支持，在城市周边扶持新兴的产业和
工作，保护和恢复环境。

水资源问题应当通过这些方案来解决：
均衡的使用跨区域水资源，依照私人、
公用、工业和商业等不同用途进行区

分；鼓励效率用水和雨水收集；废水循
环使用以及雨水利用等等。应推广以社
区为基础的水利基础设施，使其具有多
功能性、适应性，并为城市居民提供多
重福利，同时支持完整的可再生生态系
统。

应通过推广新兴企业实现零浪费，比如
将有机垃圾注入土壤增强肥力，对污水
进行处理并获取和利用其中的养分，以
及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分配有效
性。这还意味着要对排污用的空间和水
道实施复原，将它们转换和集成到一个
内部联通、用户友好以及绿色的空间网
络中。

应提倡绿色施工和规划。在整个施工过
程中，从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到改
造拆迁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对环境负责
并达到资源有效利用。

应通过促进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城市地区
的粮食系统：地方城郊粮食的生产、由
社区支持的农业和农民市场的发展、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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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使用，以及城市衍生的有机废物在
城市有机农场中的使用。加强城乡之间
的联系，从而改善食品安全，并支持农
业发展。

公共、私人和社会的参与者需在城市内
和城市周边，努力减少各种形式上的污
染，鼓励本地植树、恢复生物多样性、
治理水土流失，以及促进碳元素的吸
收，从而绿化我们的城市并解决城市自
身的补充问题。这些以“我们想要的城
市”为目标的城市重建方案，需要所有居
民及城市的合作生产商的携手参与。

6. 健康和安全
国家、区域和地方级政府要实施一致和
专用的的多部门政策，在“我们想要的城
市”里，创建关于健康、安全和福利方面
的新范例。

城市须认识到，健康源于人和城市环境
间的互动的整体性，并非只是卫生系统
的质量和可用性那么简单。因此，在设
立改善健康、安全和福利的相关方案
时，需认识到城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源于并涵盖所有部门和各社
会阶层。

应将城市安全政策定义为：制定和执行
最高标准的反对暴力和犯罪的人权保护
协议。需特别关注侵犯女性的暴力犯
罪，如骚扰、虐待、强奸和谋杀。

城市的设计将会从现实和感官上对城市
安全性造成影响。如公共场所和街道的
照明，安全的运输设计等。要考虑到妇
女、老人和残疾人，以及儿童和青年的
需求。应在危险区域安装监测系统，促
进有防范意识及关心城市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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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的卫生与安全监测机制是进行有效

要的。它们可以提升社会福祉。这意味

应对和行动的关键。

着：推行自产自销的产品，促进关于健
康饮食的教育，以及反对食物浪费。应

应实行综合统一的信息系统。这种系统

鼓励食品产业提升食品质量和供应量，

应具备可比性、地理标注，以及对不同

并与顾客一起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性别和年龄的暴力犯罪的程度的标注。
对居民的调责应注重结果，并考虑居民

对创建活力和健康的城市，促进民间运

的需求，采取跟进行动。

动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提供运动和娱
乐专用的公共场所。它还需要政策和战

应确立关于性别问题的上报系统、执行

略上的积极引导，消除一切形式上的歧

方法和寻求司法公证的渠道。同时对女

视，以确保残疾人、老人、妇女和女童

性受到的暴力，设立适当的报告和补救

获得平等的使用权。

机制。应发起反对针对女性暴力、反对
任何形式的歧视、反对阻碍司法程序的

在“我们想要的城市”中，公共艺术不仅

运动。提倡勇于告发犯罪行为及无畏于

有利于营造地方特色；同时也可以提升

报复的文化精神。

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对遭受暴力和犯罪的城市实施补救措

许多国家和城市在未来几十年将迈入人口

施，实行相应的预防策略，以及推广有

老龄化的巨大转变。相对的，这将导致“

助于社会结构重建的项目。这些项目包

我们想要的城市”在自然、社会、经济和

括监测机制和综合战略，在受影响区域

文化方面产生巨大差异。而“我们想要的

加强社区网络的建设并稳固经济。

城市”将预测到这些变化，建立时代鸿沟
间的桥梁，并在对老人友好的基础上，确

健康食品对“我们想要的城市”是至关重

保归属感、健康、安全和人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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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济和民生

和商业人才的平台。鉴于所有非正规经

在全球贫富差距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

济部门的参与者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部

低收入和居住在贫困地区的人群，其生

分，在建立社会网络和累计社会资本的

计和生活品质应当是所有公众、私人和

时候，需要咨询他们的想法。这包括对

社会人员优先考虑的方面。

摊贩和非正式服务商进行服务和监管上
的改善。将非正式社会基础服务的提供

应当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及

者纳入城市的规划，从而取得以下目

具有约束力的手段和措施。通过参与进

标：提升环境管理，改善工人的健康和

程的方式以激励居民获得体面的工作并

安全，降低市政成本，促进更公平的工

创建可持续企业。

资分配，提高工人的生计质量。

通过各种方式，是应对“我们想要的城

包容性经济需要承认待业群体所产生的

市”长期变化的根本基础。

经济和社会价值。即便他们是低收入群
体，还是需要确保其获得健康和公共福

通过社会和团结一致的机制，地方经济

利的权利，从而实现包容性经济的目

发展实施参与式进程，促成了地方经济

标。

的复苏。地方经济的发展应包括对性别
差异的注重，从而解放女性的经济能

在开辟能够增加本地就业和增强经济发

力、加强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并以此

展的新道路时，需考虑以文化为本的城

创建一个社会繁衍的背景，关心现下并

市策略。这类策略能通过文化生产的方

加强未来后代。

式——都市生活及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更为正式的艺术生产——从而

非正规经济也是建立社会网络和积累社
会资本的重要手段，并且是培养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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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演艺和文物保护活动可

给予同等的回报。并且它要能够为家庭

以在正式和非正式部门间，成为为城市

提供福利，比如孩童的托管项目。

贫民提供工作的储备仓库。文化产业和
创意经济在城市的发展和转型中发挥越

从战略手段的层面上促进和加强环保住

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日渐加强对本地经

房，其意义在于：创建新兴行业、企业

济和就业的扶持。在搭建城市的发展框

和体面的工作，促进城市的发展并创建

架时，需把它们纳入考量范畴内。对地

低碳的建筑领域。

级文化的保护和推广是发展本地资源并
取得可持续收益的一种方式。可持续文
化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创收的催化剂。
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言，它能够
提升城市的基础建设。

8. 教育
教育是实现一个包容、学习和创新的城

在金融层面上包容边缘化群体，是解决

市的基础。

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银行和非银行需开发
支持城市贫民的金融服务。

对话是知识共享型社区的关键驱动力。
有据可依的政策对话和分析是一种催化

地方当局应与所有行业和经济参与者合

剂，它能够调动所有参与公民教育的人

作，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

群，激发其参与性，从而提高社区集体

培训，提供新科技以及知识共享的平

的能力。

台，并注重妇女和青年的需求。
学校应着重推广关于提倡和平及矛盾解
城市须率先确保公平的法律框架，在保

决等方面的课程，以便为所有社区的公

证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对同等的劳动力

民的参与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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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地方级、国家级和全球性的知识

够参与其中。须为非法童工提供接受教

网络，以支持理念和技术的定期交流。

育的选择。

应强调本地进程，从而促进在城市和其
直属领地范围内的知识构建。

如果女性和边缘化群体要行使关于城市
服务的合法权益，上述行动是必要的。

应建立文化和教育咨询委员会，展开相
关的讨论：艺术、文化和传统在城市中
起到的作用。
9. 科技
应培养男孩和女孩传统的技巧和创新的

新科技并不仅仅代表着设备或者应用。

技术。这些技术能用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我们想要的城市”里，科技代表着整

并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个社会智慧的集合。对“智慧的城市”和
科技的应用而言，自上而下的方式或

为了让未来一代的领导人能更好地参与

供给驱动的模式所产生的结果是不能为

到城市的决策中，学校应增加涉及国际

大众所接受的，因为此模式无益于变化

问题的课程，比如城市化发展和气候变

的延续性。通过科技的应用使居民的生

化，其中也包含了关于城市创新的最好

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其基础在

练习。

于，如何定义人们的需求和其在变革
过程中的参与行为。创新让城市变得

同时学校也应推出参与和改变城市的权

智慧，但这不表示城真的变得更“智慧”

利的相关课程。

了，而是因为城市中那些创新的社群使
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智慧”。

应制定有适应性的教育政策，使居住在
没有公民权的居民区和定居点的群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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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开源的知识平台能使城市居民更好
地了解情况，并让其有机会参与决策。
要取得这个目标，应培养能力建设，使
居民具备对工具使用的基本知识，以及
对参与性规划和决策的方法的了解。

从人群中获得的数据集合，代表着现实
社会和文化的创新。在这当中，应使城
市居民融合在一起，以提升他们的效率
的参与性。对人群数据的分析和理解进
行投资，是实现高效数据使用的前提。

国家和企业应采用透明的个人数据收集政
策。就个人数据的使用和管理，居民、有
关当局和私人组织需要达成共识。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工具能显著改善城市
的管理方式。城市须重新定义其角色和
职能，对公用服务确立适当的问责制
度，并对所有的供应商和开发者实施新
的道德法令。

在对新科技的选择上，城市应避免把周
期过长的科技作为选择目标，这是因为

10. 监管和评价
公开数据访问权是取得一个平衡系统的
基础。由于数据是由公共和私人机构共
同向居民采集的，城市居民应拥有向公
共当局和私人机构收集、分析、查阅数
据的权利。

应利用新科技实施数据收集和定期监管
系统，集中于涉及各城市系统的变量
上，根据不同的规模、年龄阶层、和社
会经济团体进行划分。

在创建透明开放的数据结构、公平的度
量标准，以及涉及监控、衡量和问责制
的框架时，要能观察到城市里不平等的
现象，这对于创建以上制度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独立的个体和机构须对工业、项目、城
市和相关领导者，就在社会、经济和环
境方面的表现进行跟进。这包括社会监
管机制，比如公民观测站。这个项目使
城市居民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时，拥有
发表其想法的权利。

科技和创新的步伐将变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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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世界城市运动的城市构想者，会

作为草根组织，在实现“我们想要的城

坚定地遵守“我们需要的城市2.0”，以及

市”时，我们会确保这项进程将囊括所有

其10个主要原则和10个变革驱动力，从

草根集团。

而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
作为议员，我们会在国家的政策和立法
作为非国家参与者，我们因共同的愿

中推广“我们想要的城市”的原则。

景聚集在一起。我们保证，会结合我
们所有的力量同大家一起建设“我们想

作为小孩和青年，为了将来的一代，

要的城 市 ”。

我们会确保“我们想要的城市”是可持
续的。

作为地方和国家以下的各级当局，我们
将是政策、策略、和行动的催化剂，我

作为商业和产业，我们会通过创新和包容

们将一起推动“我们想要的城市”。

的解决方案来传递 “我们想要的城市”。

作为研究人员和学者，我们会通过相关

作为基金会和慈善家，我们会与其他人

的研究，贡献出我们的知识，从而促进“

一起携手支持 “我们想要的城市”，并为

我们想要的城市”的发展。

其融资。

作为社会组织，我们是公民参与者与国家

作为专家，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建设“

之间的调和剂，在实现“我们想要的城市”

我们想要的城市”，并遵循专业和道德

时，确保所有人的意愿都能得到体现。

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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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贸易联盟和工人，我们支持和保护“

我们呼吁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一起给予“

我们想要的城市”的建设者。

我们想要的城市”支持，这需要在国内和
国际上制定有效的政策、策略和行动，

作为农民，我们会通过可持续的农业实

帮助位于21世纪发展核心的可持续城

践来促进“我们想要的城市”。

市。

作为原住民，我们将在“我们想要的城

我们需要人居三——关于联合国住房和

市”里注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把我们对“新城
市议程”的愿景和承诺纳入考量范畴。

作为媒体，我们将推广和传播“我们想要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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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城市构想家园地的组织列表
1

African Union of Architects (AUA) – UTC 2

2

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UET) – UTC 10

3

Bufete de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AC/ MIRA – UTC 14

4

Colegio Nacional De Jurisprudencia Urbanistica (CNJUR) – UTC 13

5

Designing Hong Kong – UTC 3

6

Dubai Real Estate Institute (DREI) – UTC 16

7

European Council of Spatial Planners - Conseil européen des urbanistes (ECTP-CEU) – UTC 12

8

Federación Iberoamericana de Urbanistas (FIU) – UTC 12

9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gences d'Urbanisme (FNAU) – UTC 17

10

FEMUM – UTC 14

11

FIABCI -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ederation – UTC 16

12

Future of Places – UTC 1

13

Habitat for Humanity – UTC 4, 22

14

Habitat Professional Forum (HPF) – UTC 12

15

Huairou Commission – UTC 7, 14, 18, 23

16

IAU Ile de France (Institut D'Aménagement Et D'Urbanisme) – UTC 17

17

Joslyn Castl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 UTC 11

18

Municipal Arts Society of New York (MAS NYC) - UTC 8 (co-organized with The New School)

19

National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s (NIUA) – UTC 5

20

Polycom Development Project – UTC 7

21

PUSH – UTC 6

22

Ray of Hope – UTC 23

23

Studieninstitut Rhein-Neckar (STIRN) – UTC 25 (co-organized with the City of Mannheim)

2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UNU IIGH) – UTC 19

25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 UTC 15

26

University of Sassari – UTC 26 (co-organiz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gliari DICAAr, Italy and
University of Belgrad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Public Art and Public Space, Serbia)

27

UN Global Compact – Cities Programme – UTC 24

28

Women Transforming Cities – UTC 18

29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 UTC 9,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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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我们想要的城市2.0”起草委员会成员列表
在2015年10月，世界城市运动组织在第

bex。该会议囊括了25个合作者代表和“

13届，于纽约/美国召开的世界城市运

城市构想家园地”的组织人员，基于城市

动指导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新的工作组

构想家园地所提交给世界城市运动组织

织。它确立了“我们需要的城市2.0起草

的报告，确立了“我们想要的城市2.0”的

委员会”工作组一号。这个由世界城市运

最终草案。

动代表团组成的起草委员，将致力于编
译26个“城市构想家园地”的报告，以及

在3月7日，最终草案将展示给所有的世

起草 “我们需要的城市2.0”。

界城市运动组织以获取更多的评价。七
个合作者在期限内向世界城市运动组织

经过一系列的电话会议，起草委员会于

提交了文字评论

2016年2月29日至3月2日在肯尼亚内罗
毕举行了最终会议，并灵活运用了We工作组一号成员“我们想要的城市2.0起草委员会”
1.

主席：Nicholas You (世界城市运动指导委员会名誉主席)

2.

联合调解人：Joyati Das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3.

联合调解人：Peter Loewi (Children & Youth International)

4.

Christopher Dekki (Communitas Coalition)

5.

Didier Vancutsem (ISOCARP)

6.

Dyan Currie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Planners)

7.

Filippo Boselli (World Future Council)

8.

Hirotaka Koike (UNMGCY / Children & Youth International)

9.

Jacqueline Trieu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 UTC 9, 21, 24

10.

Judith Hermanson (IHC)

11.

Katia Araujo (Huairou Commission) – UTC 7, 14, 18, 23

12.

Mahmoud Hesham El Burai (DREI) – UTC 16

13.

Inge Bouwmans (Cordaid)

14.

Maruxa Cardama (Communitas Coalition)

15.

Mohamed Munyanya (UIA)

16.

Paul Zimmermann (Designing Hong Kong) – UTC 3

17.

Sanja Zlatanic (ACU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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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起草及提供建议的合作者代表，以及城市构想家园地的组织人员
18.

Christian Huebel (City of Mannheim) – UTC 25

19.

Giovanni Campus (University of Sassari) – UTC 26

20.

Jean Felix (FIDIC)

21.

Jose Gabriel Siri (UNU) – UTC 19

22.

Kathryn Travers (Femmesetvilles)

23.

Magdalena Garcia (MIRA) – UTC 14

24.

Mariana Sgalicia (CNJUR) - UTC 13

25.

Marta Lora-Tamayo (CNJUR Europe) – UTC3

26.

Mee Kam 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UTC 3

27.

Pablo Aguilar (CNJUR) - UTC 13

28.

Rainer Kern (City of Mannheim) – UTC 25

29.

Ralph Horne (UN Global Compact Cities Programme) – UTC 24

30.

Teshome Lemma (Cordaid)

31.

Trudi Elliot (RTPI)

32.

Uta Dietrich (UNU-IIGH) – UT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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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世界城市运动的伙伴列表
1.

AARDE Foundation (Art & Architec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Education Foundation)

2.

African Union of Architects (AUA)

3.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APA)

4.

Arcadis NV

5.

Associated Research Centers for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ACUUS)

6.

Association de Professionnels (AdP) - Villes en Développement

7.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Villes et Ports (AIVP)

8.

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UET)

9.

Building & Social Housing Foundation (BSHF)

10.

Building and Wood Workers International

11.

Centre for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12.

Children & Youth International (CYI)

13.

Cities Alliance

14.

Cities Network Campaign

15.

Citiscope

16.

CityNet

17.

Climate Change Network Nigeria (CCN-Nigeria)

18.

Co-City

19.

Colegio Nacional De Jurisprudencia Urbanistica (CNJUR)

20.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Planners (CAP)

21.

Communitas Coalition

22.

Consortium for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CSU)

23.

Cordaid

24.

CSR Europe

25.

CSR Wire

26.

Da Tong Project

27.

Designing Hong Kong

28.

Deutscher Verband für Post, Informationstechnologie und Telekommunikation e.V. (DVPT)

29.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 Youth Alliance (DIYA)

30.

Dubai Real Estate Institute (DREI)

31.

Eco Logic

32.

EcoCity Builders

33.

ENDA RUP-Senegal

34.

En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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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uropean Council of Spatial Planners - Conseil européen des urbanistes (ECTP-CEU)

36.

European Cyclist Federation

37.

Eutropian

38.

Federación Iberoamericana de Urbanistas (FIU)

39.

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T) Minna, Nigeria

40.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gences d'Urbanisme (FNAU)

41.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ICCI)

42.

FIABCI - Brasil

43.

FIABCI -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ederation

44.

Fonds mondi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villes (FMDV)

45.

Fundación Servivienda

46.

Future of Places

47.

Global Forum on Human Settlements (GFHS)

48.

Global Network on Safer Cities

49.

Global Parliamentarians on Habitat (GPH)

50.

Global Studio

51.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GUD)

52.

Global Volunta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GVDA)

53.

Green World City Organization

54.

Habitat for Humanity

55.

Habitat Professional Forum (HPF)

56.

Habitat UNI

57.

Huairou Commission

58.

Humaran Bachpan

59.

IAU Ile de France (Institut D'Aménagement Et D'Urbanisme)

60.

ICLEI

61.

Indian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IIHS)

62.

Institut pour la Ville en Mouvement (IVM)/ PSA Peugeot Citroen (IVM)

63.

Institute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IHS) -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64.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

65.

Interna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66.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using and Planning (IFHP)

67.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nsulting Engineers (FIDIC)

68.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IF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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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alition (IHC)

70.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ers (ISOCARP)

71.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UIA)

72.

International Urban Food Network (IUFN)

73.

Istituto Nazionale di Urbanistica (INU)

74.

Joslyn Castl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75.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KRIHS)

76.

Les Ateliers

77.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78.

Mayors For Peace

79.

Metropolis

80.

Mumbai Environmental Social Network (MESN)

81.

Municipal Arts Society of New York (MAS NYC)

82.

National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s (NIUA)

83.

New CityZens

84.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rban Health

85.

NextCity

86.

Nomadeis

87.

Observatoire Ivanhoe Cambridge (Ivanhoe Cambridge Observatory)

88.

Ocartagena (Observato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rtagena)

89.

Organisation pour la Rénovation Environnante du Sud d’Haïti (RESH)

90.

Oxfam Great Britain

91.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92.

Partenariat Francais pour la Ville et les Territoires (PFVT)

93.

Peace and Life Enhnacement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PLEII)

94.

Penn IU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95.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PDHRE)

96.

Practical Action

97.

Praveenlata Sansthan

98.

PUSH

99.

Reseau Projection

100.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RTCC)

101.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RTPI)

5 合作伙伴的状态更新于201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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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SECOVI-SP

103.

Shehersaaz

104.

Slum Dwellers International (SDI)

105.

Smart Cities Intiative for North Africa (SCI-NA)

106.

Society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107.

Studien Institute Rhein-Neckar (STIRN)

108.

TakingITGlobal (TIG)

109.

The Ecological Sequestration Trust (TEST)

110.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Polytechnic

111.

UBM's Future Cities

112.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

113.

United for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Futures (UESF)

11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UNU IIGH)

115.

United Religions Initiative (URI)

116.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Africa (USIU)

117.

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118.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119.

University of Sassari

120.

Urban Private Partners (UPP, formerly UPSAB)

121.

Urbanistes

122.

UrbanSDG Campaign (par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123.

Uwezo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me (UYDP)

124.

Veolia Environnement

125.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WIEGO)

126.

World Alliance of Cities Against Poverty (WACAP)

127.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128.

World Enabled

129.

World Future Council

130.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131.

WWF

132.

Young Professionals in Local Development (YPLD)

133.

Youth Advisory Board

134.

Youth for Social Development (YSD)

135.

Zero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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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领先级赞助商

主要赞助商

媒体合作伙伴

首席合作伙伴

我们的合作伙伴

协作性合作伙伴

BUET

会员

PEACE AND LIFE ENHANCEMENT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UrbanThinkers

Campaign

联合国大会的合作伙伴所支持的，一个以“人居三”为目标的世界城市运动的特别倡议。

World Urban Campaign Secretariat, UN-Habitat
Email: wuc@unhabitat.org
Tel: +254 20 762 4576
www.worldurbancampai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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