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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Paris-suburb gap i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reflected in both the 

suburban riots and Grand Paris Plan.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massive influx of immigrants to 

settle in Paris and its suburbs, the large-scale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to solve the lacking of house 

is not efficient. The disparity between Paris and its suburb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imbalance in 

regional planning, there is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 north and south in Paris 

district, causing the complicated social questions in Suburbs. The pattern of Paris and suburbs as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 continues to this da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wa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mmunes and Region was put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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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黎的城郊问题由来已久，从郊区骚乱到大巴黎计划都可看作是这一问题衍生的。

本文首先探讨了人口压力导致郊区大型住宅区的建设以及其弊端。其次从区域规划不平衡的

角度分析以巴黎西部郊区为主的失衡，这种分区模式从巴黎市一直延伸到整个大区。为了治

理和应对这个问题，巴黎通过与市镇和大区等区域合作的方式，试图改善巴黎城郊形成的中

心与边缘的格局，以及延续至今的城郊问题。 

关键词  巴黎市；巴黎大区；郊区；城市规划 

 

巴黎大区包括巴黎市和郊区两部分，二者泾渭分明，由环城大道隔开，并且分属不同的

省。巴黎市为环城大道以内的部分，面积为 105 平方公里，只有 220 多万居民，环城大道以

外的巴黎大区部分，面积约 1.2 万平方公里，拥有 1100 多万人口，可称作巴黎城市聚集区

（l`agglomération）。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向来都聚集在巴黎市，而郊区往往作为附属一

向都被忽视。事实上，巴黎市同郊区以及整个大区之间存在着资源分配和交通网络不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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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其随着人口增加和规划不完善而变得日益严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巴黎频繁出现郊区骚乱，暴力犯罪、不平等、社会治安等问题

层出不穷。即使进入 21 世纪以后也没有缓和，最严重的莫过于 2005 年 11 月巴黎北部郊区

的奥奈苏布瓦爆发的大规模暴力骚乱
①
。巴黎大区的城郊问题由来已久，并且有差距不断扩

大的趋势，法国历届政府都视为棘手，2008 年由萨尔科齐启动的“大巴黎计划”就将着眼

点放在了改善城郊关系上。这种不平衡的城市发展可上溯到 19 世纪中叶，本文试图探讨其

根源，并分析其治理状况。 

 

1  巴黎的地域和人口扩张 

 

1.1  巴黎地域的扩张和城郊的形成 

巴黎在历史上有过数次扩张，规模最大的可追溯至 1860 年，这一年巴黎市的地域范围

越过了原来的海关墙（Fermiers Généraux）
②
，将周边的市镇大量并入，极大扩展了巴黎市

的区域范围，边界达到了当时的梯也尔城墙，20 世纪中叶以后在这里修建了机动车的环城

大道。从海关墙到环城大道被并入的部分称作近郊（Petite Banlieue），环城大道以外的部分

成为名符其实的郊区。可以说，从 1860 年开始正式确立了巴黎市的边界。 

巴黎大区的郊区变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的。此前整个巴黎地区划分为塞纳省、塞

纳·瓦兹省和塞纳·马恩省三个部分，巴黎仅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情况到 1964 年发生改变，

从塞纳省拆分出了巴黎省、上塞纳省、塞纳·圣德尼省和马尔纳河谷省，后三个省紧紧围绕

着巴黎，被称作小郊区（la petite couronne）。1968 年塞纳·瓦兹省又被分成三个省，即伊芙

林省、艾松省和瓦兹河谷省，塞纳·马恩省保持原样，这四个省共同构成了围绕巴黎的大郊

区（la grande couronne）（图 1）。由此，巴黎和城郊、中心和边缘的二分模式被确定下来，

以巴黎市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得到了巩固和加深，包含 20 个区的巴黎市作为一个省，被周

围构成大小郊区的七个省共同构成了巴黎大区，辖区面积扩大到 1.2 万平方公里。随后，1965

年就出台了 SDAURP（《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巴黎地区城市规划开始

从限制转向了以发展为主的战略方针，并积极准备在巴黎郊区建立新城。 

到 1976 年，为了整合巴黎地区，巴黎市同大小郊区组成了巴黎大区，亦称“法兰西岛”

（Île-de-France）。这时，新总统德斯坦上台，也出台了新的规划政策 SDAURIF（《法兰西岛

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对整个大巴黎地区的规划进一步发展，并且也开始调

整原来的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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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黎市和大小郊区 

 

1.2  巴黎大区人口的迅速增长 

巴黎市连同周边区域构成的巴黎大区到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巴黎市日益独立出

来，成为与周围地区迥然不同的区域，而周边地带则成为郊区，城市和郊区的差异日益明显，

滋生越来越多的问题。20 世纪巴黎的快速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辉煌的 30 年”
③
，这时期人

口迅速增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移民的进入，使法国的城市人口膨胀。巴黎的城市建

设，以及随之形成的城郊问题，尤其以辉煌的三十年期间最为显著。 

人口的增长除了自然增长外，还经历过数次移民潮，来自国外和外省的移民大量涌进巴

黎。最早一批是 19 世纪末开始的，主要是从外省迁往巴黎。这时期的农业危机推动了全国

性的迁移，有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都离开家乡（Annie Fourcaut，2005）。这批移民中前往巴

黎市为主，少部分搬到塞纳省郊区，进入巴黎市的通常是有一定文化程度，主要从事商业、

饮食业等。 

第二批移民潮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如 1931 年就统计有 45 万外国人在巴黎郊区，包

括来自意大利、比利时、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亚非。这些移民没有形成聚居区，而是分散在

各个小区和郊区市镇，一般不超过当地人口的 18%，少数郊区形成移民社区，如巴黎西南

方毗邻的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和东南郊的阿尔福维尔（Alfortville）形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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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亚人社区，大都是聚居在一条街或一幢建筑里。巴黎市的大型工业这时逐渐向郊区迁移，

许多移民随之而搬到郊区。 

二战以后，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移民选择定居在上塞纳省，葡萄牙移民定居到马

恩河谷省。居住是移民最严重的问题，1970 年在巴黎郊区有 30 处贫民区，居住着 5 万外国

人，被与法国人分隔开来。葡萄牙人主要在香槟尼（Champigny）的贫民区，阿尔及利亚人

主要在西郊的楠泰尔（Nanterre），西班牙裔移民到 1960 年代新迁来的在巴黎大区约有 14

万，主要居住在北部郊区如圣德尼以及西郊。意大利人和外省法国人居住区主要分布在北郊

的圣德尼、奥贝维利埃（Aubervilliers）、圣图安（Saint-Ouen）的工业区域（Annie Fourcaut，

2005）。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吸收大量外国工人，吸收了来自北非、南欧

等国的劳动力，巴黎的郊区恰好成为移民的主要居住地。这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

巴黎郊区吸引了大量移民，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些郊区都形成共产党占主导的地位，因此也被称作“红色郊区”（Marcel Roncayolo，2001）。 

 

      

图 2  巴黎大区和巴黎市的人口增长 

 

1975 年以后，巴黎人口增长缓慢。巴黎大区人口在 1975 年为 987.8565，1982 年突破了

1000 万，到 2011 年初达到 1186.6900，而巴黎市人口却有所减少，1975 年为 229.9830，到

1999 年降至 212.5851，到 2009 年才重又突破 220 万。截至 2010 年 1 月 1 日，巴黎市人口

达到了 224.6995，巴黎大区达到了 1179.7021。巴黎市的人口规模大致如此确定下来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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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 2040 年还会降到 221 万，而巴黎大区人口则会增至 1276 万
④
。从图 2 中可以大致看出

巴黎人口的增长趋势。 

 

2  郊区大型住宅区的建设和问题 

巴黎城郊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住房匮乏

问题。为了解决这种人口快速增长和房屋匮乏的矛盾，在巴黎市周边郊区开始兴建大型住宅

区。 

战后开始大规模建设住房，到 60 年代在巴黎市周边建立了许多大型住宅区。国家也采

取住房促进政策，对建设住房进行公共资金的支持，法国社会福利房的数量从 50 万套增至

300 万套，其中约有 350 个大型住宅区，包括了三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房，而这些大型住宅区

将近一半位于巴黎大区。因此在巴黎市的郊区布满了这种大型住宅区，每个有至少 1000 套

住房，在巴黎北郊的萨塞尔镇超过了 1 万套这样的住房。 

这也主要是法国从 1958 年开始推行 ZUP（优先城市化区域）的结果，到 1969 年，巴

黎大区总计 12 处 ZUP，距离巴黎市有 30 余公里，拥有 100 多处集中式楼房，包括 30 万处

住所，可容纳 140 万人。这些住房和优先发展区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住房匮乏危机，为

大量从外省和海外迁往城市的移民提供社会福利性住房。到 60 年代，巴黎市的周边郊区很

多都为这种楼房群所覆盖（Bernard Marchand，1993）。 

这种大型住宅区是受当时流行的城市功能分区理论影响而推行的，往往建在价位低廉的

土地上，与农业区域相邻，除了住宅区以外别无他物，与工业生产区相隔较远，这也是严格

遵循了住宅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区分。而且这些住宅区附近的交通、教育、公共基础设施都难

能跟上，增加了这里生活的不方便。快速建设也使这些住宅的数量和质量差距极大，直到

70 年代，这种急于求成的建设才开始转向放慢速度和重视质量。 

但是这却是法国国土整治的结果，也是为了分散巴黎的人口集中情况而鼓励在郊区进行

建设和发展。经过 20 年的建设，到 70 年代中期，在郊区建立大型住宅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城市的住房危机，大量整齐划一的住宅楼在供水、供热和卫生设备方面也达到了一定

的标准。这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建造花园城市、低层楼房以及独立、连排式别墅是不同的，以

统一的样式解决了居住问题（安妮·福尔科，2010）。总之，在 60 年代，这种规模建设的住

房还是颇为成功的，大量出现的集中式住宅区使巴黎地区的住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贫

民窟也都消失，对当时的工薪阶层而言租金还是非常合适的。 

在郊区这些住宅区里居住的主要是成年的雇员和工人，受到这里社会福利住房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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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薪阶层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从破旧的住宅搬迁而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非技术工人，

对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对而言比较满意，另一种是更为年轻的技术工人或公司雇员，对未来有

一定的规划，只是将这里作为临时的居所和过渡之用。这两类住户对生活空间中的许多方面

都因态度的不同而经常会发生一些冲突。在这些区域还出现了年轻人的帮派，不安全的因素

日益增长。 

60 年代末对法国城市化政策的批评增加，尤其认为大型住宅区的城市规划相当于制造

了社会隔离，形成贫民和无产阶级的“隔陀”，也出现了许多犯罪、自杀等暴力事件。如何

在这种混杂的居住点建立认同感和共同的文化精神，成为法国政府颇为头疼的事情。1974

年德斯坦当选总统，戴高乐时期激进的国家统治型经济宣告结束，开始回归自由主义，并思

考建立具有法国特色的城市规划模式，批判大型住宅区式的城市化危机。国家开始调整政策，

利用银行业进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并从 1977 年开始进行购房补助的社会政策，减少对建

筑商的补助，而是为有意购买房屋产权的家庭有选择性地提供补助，试图用提高市场流动性

的方式解决大型住宅区模式的城市化危机。 

但是长期以来残留的大型住宅区模式仍留有负面影响。为此，伴随着 80 年代开始的地

方分权的改革，巴黎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为了帮助困难的郊区市镇，发放低息贷款，减免

当地企业税收，翻修住宅区大楼，对年轻人进行教育和社会措施。这些政策的推行者和执行

者是各个城市市长，而不再是中央政府。一直到 20 世纪末，郊区都在大张旗鼓进行着街区

整治，大量大型住宅区的大楼被推到，以小型楼房或独立住宅取而代之。但是在这一转型过

程中，郊区仍充斥着暴力犯罪的现象。20 世纪末以来，法国经济再次进入停滞期，工业衰

退，农业产品价格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廉价住房匮乏，交通堵塞，致使郊区的危机也愈

演愈烈。 

 

3  城市规划的失衡 

从 1860 年奥斯曼对巴黎市的扩张，一直到 1965 年 SDAURP 的颁布，都可以看出，大

巴黎是规划者一直汲汲追求的目标，希望在地区的层次上进行规划和整合。20 世纪初，就

有城市改革者呼吁建立一个包含巴黎市郊的大巴黎，取消入市税，从 20 年代起也开始从整

体出发考虑城市规划，但都没有进入施行阶段。巴黎与外省的分裂可追溯至旧制度时期，绝

对王权将外省贵族收归首都。以至于历史学家格拉维耶（Jean-François Gravier）在 1947 年

出版了题为《巴黎和荒漠化的法国》的著作，突出了这种巴黎独大的法国城市面貌。这本著

作的影响极大，与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马尔萨斯式”的城市规划相呼应，形成了国家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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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发展的思维和政策，限制在巴黎的建设投资活动。可以看到，从 1934 年的 PROST 规

划，到 1956 年的 PARP 规划，再到 1960 年的 PADOG 规划，都是对巴黎实行限制的思维下

的产物（刘健，2002）。直至 1960-1965 年的城市化革命，1965 年 SDAU 的出台，才摆脱了

这一桎梏，开始着手大力发展巴黎。1963 年法国成立“国土规划与地区发展委员会”

（DATAR），为平衡地区发展而确定极核城市，建设高速公路网等政策。但是，不平衡的规

划仍然体现在了巴黎的建设发展当中。 

 

3.1  重视巴黎西部的发展 

在 19 世纪的巴黎规划中，就造成了巴黎市东西部的不平衡，20 世纪的巴黎大区规划中，

也造成了巴黎城郊发展的不均衡。这个问题源远流长。奥斯曼于 1860 年扩并巴黎周边郊区

时，本来是打算一种限制性的扩并，即仅限于西北部的郊区，只是后来征求专家意见之后才

决定全面地进行扩并（Annie Fourcaut, 2005）。这也是由于 18 世纪以后巴黎的西北边发展较

好，许多文人艺术家都到这里定居，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也成为巴黎扩张的首选地点。 

尽管如此，在规划的过程中，对巴黎西部的重视从未改变过。1957 年开始，拉德芳斯

的建设开始，这里成为从巴黎市中心向西部的延伸部分，成为西部郊区的一处大型商务区，

巴黎由此拥有了自己的“曼哈顿”。这个区域的选址是在西边海关墙外的一处平地和贫民区，

原本打算将这里设在东西轴线的延长端上，以此进行城市的扩展，但是带来的却是巴黎东西

方之间差距的加大，使这个老问题更加严重。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里却是招商引资的重要

机会，提供了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商业办公地点。拉德芳成为巴黎地区的首要商业区，大大

带动了巴黎西部区域的发展，这与法国这时期的国土规划是背道而驰的（Bernard Marchand，

1993）。 

 

3.2  大区内部的功能性分区 

从宏观上看，巴黎大区的规划也是朝着不平衡的方向进行。60 年代初，出现了巴黎地

区（le district de Paris）的建制，巴黎地区政府成立，包含拥有 1305 个市镇的广大区域。随

之出台了新的规划政策 SDAU，放弃了过去以限制为主的区域规划，转向以发展为主题。

SDAU 预测巴黎地区到 20 世纪末会增至至少 1200-1400 万居民，因此每年需建设 10 万处住

房，这就需要设计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向郊区的扩张又继续进行，公共交通成为首要的发展

对象，将巴黎连向周边市镇的首府，60 年代开始建设 RER（réseau express régional），1969

年完成了第一段轨道建设。为了更加有效连接巴黎和郊区，还计划建设环道和放射性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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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除此以外，还从更广阔的空间上考虑区域规划，将整个巴黎大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60 年代中叶在巴黎周边兴建了 5 座新城，1969 年建立埃夫里（Evry）和塞尔吉（Cergy），

1970 建立圣康坦，1972 年建立马恩拉瓦莱，1973 年建立默伦·塞纳。到 1990 年这些新城

容纳人口达 654000 人，主要是成年工人，吸收了 20%的外圈增加的人口。1991 年的新的规

划指导纲要提出在郊区建立新的中心，如艾松省的玛西（Massy），以及连接交通网的城市，

如枫丹白露、埃当（Étampes）、默伦、朗布依（Rambouillet）等。 

为了补充新城的作用，计划将在巴黎周边与远郊之间建立一些活跃的城市中心，为新城

增加“战略性区域”：鲁瓦西（Roissy）、奥莱（Orly）、塞纳·圣德尼、塞纳·阿蒙（Seine-Amont），

这些区域位于巴黎和新城之间，用于吸收增加新增人口，并将继续承担过去赋予新城的任务。

新的中心有的成为 60 年代分割出来的省的省会，如克勒泰伊（Créteil）成为马恩河谷省的

省会，博比尼（Bobigny）成为塞纳·圣德尼的省会，拉德芳斯成为上塞纳省的省会，凡尔

赛成为伊芙林的省会。这些新的中心也有助于形成一种专业化城市，如隆伊（Rungis）拥有

巴黎的批发市场，鲁瓦西接近新建立的戴高乐国际机场，拉德芳斯和克勒泰伊除了作为商业

区外，还作为大学城所在地（Norma Evenson，1979）。这些新的中心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工业生产区域”（主要位于北部和东北部，包括圣德尼、热讷维利耶（Gennevilliers）、

普瓦西（Poissy）、弗林斯（Flins）），“服务性区域”（位于西部和西南部，包括讷伊（Neuilly）、

吕埃尔（Rueil））和“后勤区域”（位于从东北部的鲁瓦西到东南部的奥莱和隆伊）。这三个

区域实际上是延伸了过去的巴黎市的功能分区，将巴黎市的分化扩大到郊区，如北部和东北

部的工业区域，西部的商业中心和服务性区域（Bernard Marchand，1993）。 

 

3.3  污染性工业向郊区的迁移 

巴黎向郊区的扩张还伴随着大量工业工厂的外迁。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一直到世纪末第三

共和国时期，在巴黎郊区就发展起了重污染的工业，如天然气生产、石油加工、重金属工业

和化工。巴黎也迁出了大量公共机构往周边市镇，如收容所、济贫院、调车场、商栈仓库、

公墓、飞机场等。可以说是完成了第二帝国时期（1850-1870 年）的改造计划，就是将工厂

和“危险的”工人阶级赶出巴黎，只在首都留下服务业、商业和银行业（Bernard Marchand，

1993）。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好时代”时期，巴黎郊区出现了快速发展。巴黎市

的工厂和工人数量都急剧增加，超过 500 个工人的大型工厂增加了一倍，给巴黎带来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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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因此，传统的生产部门开始向郊区搬迁，如纺织业、制衣业等，甚至迁往外省。主

要用于新型工业生产，如汽车、飞机、发动机、以及其他石油工业。大型工厂在巴黎郊区增

加了 140%，在巴黎只有 70%。大量工厂迁往郊区，巴黎剩余的超过 100 个工人以上的大型

工厂在 1873 年还有 489 座，1888 年有 452 座，1900 年有 387 座，到 1914 年就只剩下了 307

座。巴黎完成了从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的转变（Bernard Marchand，1993）。而郊区与外省

的联系也逐渐比与巴黎联系更加紧密，具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 

巴黎市致力于摆脱一些必不可少的功能，如货物集散地、仓库、监狱、调车场、水库、

以及军事用地等，而郊区就成为这些繁重设施的迁移目的地，而且也往往都是带有污染性的。

巴黎南郊接收了从市中心玛莱区（Marais）迁来的化学工业厂，巴黎北郊由运河和铁路与法

国北部、东部重工业地区相连，也发展起重工业。从 20 世纪初开始，巴黎郊区逐渐发展起

大规模的机械和化学工业，可以不依赖巴黎市而独立发展，也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程度

的自治。但是，另一方面，巴黎也开始对郊区失去了兴趣，仅将其作为设置排污性工业等功

能的地方。地铁也没有在巴黎市以外的郊区地带铺设。 

面对这种情况，将来的巴黎大区规划也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如从过去侧重从巴黎市

向郊区放射性地外迁和新城建设，转向为连接郊区各个居民点而进行的环线道路建设。并且

以郊区内既有的次级中心建立起多中心的布局，以此减弱巴黎市的单一性，这些次级中心到

2030 年规模将会增加到与巴黎市不相上下，同时将这些多中心有效地连接起来，巴黎的发

展和健康将依赖于这些多中心的共同发展（Groupe Moniteur，2009）。 

 

4  城郊差距的治理和应对 

巴黎地区规划的主导权力一直较为集中。从 1870 年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市享有的独立

就受到了抑制，从此处在法国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甚至取消了市长职位，归塞纳省管理。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 1977 年中央实施地方分权，各级机构的权力都比较集中，巴黎一系列城

市规划的决定权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国家层面进行，市镇只是消极地居于次级地位，巴

黎和周边市镇始终处在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如塞纳省在 60 年代解体以前，对巴黎和周边

市镇的管理主要由省长、省议会、市镇议会负责，但是省议会中主要由巴黎的代表构成，来

自郊区的代表占少数。1975 年恢复了巴黎市长的职位，但选举出的巴黎市长主要代表巴黎

市的 200 万人口，对于巴黎大区的整体人口并无责任。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法国中央权力纷纷下放到地方上的市镇和大

区，重建地方政府和地方权力，形成了国家与地方的伙伴合作关系。市镇之间尤其加强了交



朱 明：巴黎大区城郊问题的根源与治理 

商务印书馆 2012 

流和联合，成立“市镇群共同体”（Communauté intercommunale），而且市镇精英被选入省

议会以及省长职务，巴黎与郊区的关系缓和许多。除了将权力下放到市镇一级，另一个重要

措施就是在大区层面进行整合。法国传统的行政区划是国家-省-市镇三级单位，但大量分散

的省份不利于政策的规划和执行，60 年代起法国试图以大区作为新的有效的行政区划单位，

在区域层次上进行发展经济和城市，但直到 70 年代，大区才发展起作为地方管理机构的大

区议会。1976 年设立巴黎大区以及大区行政长官，起到整体上协调巴黎市与郊区的关系，

填补巴黎市长在郊区缺失的角色和作用。1982 到 1983 年，法国议会出台了“地方分权法”，

标志着上述变化在法律上的确定。该法规定大区作为新的地方单位，同市镇和省一样由当地

居民直选出大区议员和议会，而后由议员选出大区议长。“地方分权法”将原属国家的一部

分规划权力移交给新成立的大区，希望这一层次能够作为国家与地方合作的重要单位。但是

大区政府和议会同过去长期起作用的省一级政府相比还非常不完善，在建制和组织方面远不

如后者，而且也不能干涉市镇和省的事务（卓健、刘玉民，2004）。不仅权力有限，巴黎大

区的市政建设不够，人手少，所雇职员数量远远比不上巴黎市政（Bernard Marchand，1993）。

这些都使巴黎大区的建设和协调工作受到一定阻碍。 

对于巴黎大区而言，管理结构的七零八碎仍然是主要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大都市建设的

政策实施。巴黎市的市政建设已经非常成熟，通过市长作为代表可以有效地在巴黎市行使协

调功能，但从巴黎大区整体规模来看，他的重要作用却得不到体现。巴黎大区有 1280 个市

镇长官，尤其在涉及到市镇边界以外的规划事务时经常会遇到困难或争端。大区议会有利于

在区域层次上进行操作，“大巴黎计划”中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的规划就将均衡发展

巴黎大区作为首要原则，他试图在整个大区进行重组的规划（Groupe Moniteur，2009）。 

而经过改善后的“市镇群共同体”也是解决这些难题的一种有效措施。法国给予“市镇

群共同体”一定的公共权力和保证其稳定的税收来源，1991 年 4 月，法国通过法律设置 DGF

（Dotation Globale de Fonctionnement），帮助一些市镇更好地发挥功能，从帮助最富裕的城

市调整为帮助郊区最贫困的城市，保证市镇之间财政上的最好协调和统一（Bernard 

Marchand，1993）。2000 年开始，欧盟委员会推行“城市社群共同体促进计划”，专门拨出

基金用于扶助城市中的贫困区域，巴黎大区亦被包括在内。为了进一步促进市镇间合作，1999

年通过法律简化了成立的程序，并且提出三种组织模式，根据人口规模不同组建相应的“城

市共同体”（Communauté urbaine）、“聚集区共同体”（Communauté d`agglomeration）和“市

镇共同体”（Communauté de communes），并将各个共同体的管理机构统一为“市镇间联合

管理公共机构”（EPCI），除了各个市镇及其企业的税收权，还将在整合的基础上享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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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公共服务设施网络的建设经营权、工业小区的开发权等（卓健、刘玉民，2004）。在城

市规划方面，这种联合机构取代了市镇层面的建设，成为有效避开市镇各自为政的不利局面，

促进在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统一规划。 

 

5  结论 

纵观巴黎城郊问题的出现和治理，可以发现在整个 20 世纪巴黎都在致力于消弭城郊差

距扩大导致的恶劣影响。 

从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辉煌的三十年中，以戴高乐政权为主的技术官僚以国家力量大

力推行郊区城市化，在郊区广泛建立大型住宅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住房匮乏问题，但将经

济高速发展时期产生的大量工薪阶层安置在大型住宅区中，并且将其作为大量外来移民的居

住点，虽然改善了居住状况，但却没能有效地改进和增强新建区域的地方认同感。这种情况

在 70 年代中叶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逐渐变得愈加难以控制。移民住房问题加上经济危机、

失业等难题，更使这些郊区大型住宅区的街区变得问题重重。 

在规划方面，长期以来也是奉行优先发展巴黎西部的政策，并且将巴黎市的工厂和垃圾

不断迁往郊区，致使巴黎地区的不平衡发展越来越明显，即使在 70 年代以后放开发展大巴

黎地区以后，也仍未能彻底改变原有的功能分区的规划结构，这种规划带来的后果积重难返，

导致郊区问题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种历史造成的难题，有效缩小巴黎城郊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法国分别在巴黎

市、巴黎大区及其市镇共同体两个层面上进行了改革，在中央权力下放的同时注重地方自治

体的联合与合作。在规划单位上，通过放权给市镇和大区，建立市镇间的联合体，并且在大

区层面上进行整合以改善大区与市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合作。在规划方向上，如将来致力

于将郊区主要市镇和中心连接起来计划，也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尝试。但是巴黎城郊问题的解

决和改善，仍有待于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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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2005 年巴黎骚乱发生在巴黎大区的郊区塞纳·圣德尼省，10 月 27 日该省克利希·苏布瓦有两名北非裔少

年在躲避警察追击时被电死，导致当地青少年发起骚乱和破坏以示抗议，并且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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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迅速在整个巴黎郊区蔓延，一周后扩展到法国其他城市。外国移民主导的郊区骚乱破坏严重，显示了

法国多元文化下身份认同的危机。 

② 海关墙建于 18 世纪末，用于征收入市税，围绕着巴黎市的核心部分，现在为两条环城地铁线。 

③ “辉煌的三十年”是法国经济学家 Jean Fourastié的一本著作的名字，指的是二战结束以后长达 30 年的

经济高速增长期，从 1945 年一直持续到 1975 年。 

④ 均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数字，见 http://www.insee.fr/fr/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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