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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城大会三场论坛接力关注城市建设：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

2018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现场。 记者 郭良朔 摄

长江日报11月15日讯 “现代化——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国际化——提升城市国
际竞争力”“生态化——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15日下午，中国国际友城大会接
连举办三场论坛，中外嘉宾就城市如何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各抒己见，
提供发展思路和对策。 

解决城市现代化中的问题 要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在首场“现代化——促进城市转型升级”论坛上，6位中外嘉宾从经济、政治、
文化、环境、生态及人的现代化出发，探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分享各自的举措与经验。

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会遇到一些共性问题。巴西州议会全国联盟主席西
罗·西摩尼提到，因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凸显出城市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足，这是许多城市在早期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西罗·
西摩尼说，解决这些问题，应将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运用科技改善城市居民生活
条件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权益，营造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

而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中后期，如何缓解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压力也受到与
会嘉宾的关注。德国杜伊斯堡市副市长安德里·哈克介绍，杜伊斯堡曾是德国传统
的工业重镇，煤铁产业密集。但在发展过程中，杜伊斯堡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为走出困境，杜伊斯堡推进更环保、更清洁的钢铁生产方式，以有竞争力的价格
生产高质量的钢铁产品；推进物流产业发展，依托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口及中欧班
列，成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的起点；重视科技教育，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经过多年的转型升级，如今的杜伊斯堡重新成为德国实力雄厚的城市之
一。

芬兰埃斯波市市政委员会主席，欧盟地区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马库拉则提到了
城市转型中创新的重要性。“创新是芬兰的DNA”，他说，由于大学教育的普及，
众多数学家、工程师以及开放共享的知识系统，让芬兰成为北欧最大的创新中
心。虽然芬兰仍面临气候问题、人口老龄化、城市智能化等问题，但由创新驱动
的城市发展，不仅使城市在经济、生态发展中具有可持续性，同样在社会、文化
等领域也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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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国际化活动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与会嘉宾阅读当天长江日报。 记者 郭良朔 摄

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论坛第二场聚焦“国际化——提升城市国际竞
争力”。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音乐无处不在。通过30年的实践经验，我发现音乐是全
球范围内推进国家与城市间交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国际文化交流最有成
效的方式之一。”德国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席冈特·铁驰分享了他所创立的世界合唱
运动，认为世界合唱运动为国际交流带来新思路和新活力”，他创立合唱运动的初
衷就是希望创建一个合唱界的“奥林匹克”，让世界人民都能参与，为大家提供一
个彼此认识、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

新西兰姐妹城协会主席裕美·莫里斯介绍，作为新西兰姐妹城协会主席，她致
力于推动友城之间的文化交流，以此推动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在惠灵顿，我们建
立了青年演讲交流项目，旨在培养年轻人的全球化视野和领导能力。我们还会组
织新西兰的青少年来中国进行体验，住在当地人家中，体验不同的文化。”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国际化活动可以聚集高端资源，有助于城市的高
质量发展。”论坛上，北京市外办副主任李辉分享了近年来北京借由国际化活动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他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要充分利用大型国际活动平
台，向全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并以此提升城市软硬件环境。

推广同步交通信号系统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可持续发展也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不少嘉宾以自己的城市为例，提供
了在城市生态化中的发展思路。

黑山共和国莫伊科瓦茨市市长兰克·米斯尼克认为，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着诸多
挑战，针对可持续性发展，黑山共和国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将绿色理念引入
社区，来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米斯尼克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的
是考虑它的实际效果，以及是否符合社区居民的利益，“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发展
得更快，更有活力。”

米斯尼克说，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则，这就意味着要减少
能源消耗、减少食物浪费。米斯尼克认为，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因此人们要运用
智慧、投入情感，以此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堪萨斯城代市长斯科特·魏格纳带来了这座城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的经验。堪萨斯城于2008年7月通过了一项气候保护计划，截至2017年底，这座
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21%。在改善社区环境方面，堪萨斯城制定了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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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计划大幅增加城市树冠，以此缓解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魏格纳
还介绍道，未来堪萨斯城将在主要街道上推广同步交通信号系统，减少车辆空
转、频繁启动和刹车，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记者冯爱华 潘茜 汪甦 郑
晓安 王雪 聂杨）

【编辑：符樱】

（作者：冯爱华 潘茜 汪甦 郑晓安 王雪 聂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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