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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

创新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

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

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

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

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

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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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近日，
习近平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

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

类风险能力①。 2014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课题”，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1+6”文件②，其中明确提出了“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的新要求。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专门肯定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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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课题”的现实意义。 他指出：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

心在城乡社区、关键在体制机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上

海X区依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关精神，着眼于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提升综合管

理效能，整合公共服务管理资源，加大城市管理的监督和市民参与力度，通过大力拓展城市网络化

综合管理，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向法治、共治和自治转变，开创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新路径。

一、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理论视阈

精细化管理是源于发达国家的一种企业管理理念，主要提倡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创新务实的

工作精神和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细化管理思想经历了泰勒的科学管理、
戴明的为质量而管理和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简称TPS)三个发展阶段，由工人现场操作管理扩大到

质量管理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再延伸到企业的生产系统管理，如今已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并向社

会治理范畴深度拓展。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一是基于微观创新的学科范式。 多以公共管理学视角阐释关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及相关

问题。强调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引入精细化理念与原则，利用更低的成本、更专业的治理手段，实现更

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指出社会精细化治理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

创新”的过程。
二是强调技术路线与“数据思维”。 相关研究在论及精细化治理目标、路径等操作性问题时，强

调“技术”的重要性，既包括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也包括治理活动的技术理性化

的发育，主张精细化就是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思

维”。
三是实践性研究偏向基层化。多数讨论在论及精细化的机制、功能、意义等相关问题时，都特别

关注社会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导向：基层导向，如有人将焦点集中于

基层治理精细化具体讨论；局部导向，如有人将焦点集中于局部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具体讨论；人性

化导向，如有人将焦点集中到“个人”需求真实满足的具体讨论上。这些讨论多数关注如何成功实现

社会治理活动的末端传导，如主张以夯实城乡基层基础为主攻点，不断提升基层服务和管理水平；
推行扁平化管理方式，提倡创建网格化的社会治理责任模式。

四是注重顶层制度设计和治理理念转变。 如陶希东认为社会治理精细化应以政府职能与治理

理念转变为前提，其本质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反映和行动逻

辑。 赵孟营认为当下要以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为基本目标整体推进宏观领域的社会治理精细化

实践，首先是推进社会治理领导系统的精细化实践，其次是推进宏观社会治理机制的精细化实践，
再次是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关系公关精细化实践。

政府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即是协同化。 由此，与国内相比，西方国家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

织、公民之间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相关实践在最近30年有了非常普遍的应用。由此西方学术界对于社

会治理精细化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研究，这些研

究分散于多个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以及行政法等。尤其在公共管理领域，与精细化协同

治理有关的概念已经深深嵌入西方研究的主流。 这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公私伙伴关系、民营化、网络

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等等。国内外有关社会治理精细化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对于本文的写作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启发， 但就如何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透视中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现

状与难题，如何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探寻中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路径仍然面临重大挑战，
这也成为本文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内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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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成果，基于上海市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的实践案例，着力研究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在社

会治理精细化中的协同互动模式，围绕政策设计、技术支撑、服务供给、参与协同等机制，探讨社会

治理精细化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二、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模式

网格( GRID) 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借鉴电力网的概念提出来的。 网格的最终

目的是希望用户在使用网格计算能力时，就如同现在使用电力一样方便，为用户提供与地理位置无

关、与具体计算设施无关的通用计算能力，消除信息孤岛和资源孤岛，实现信息的高度融合和共

享③。 福斯特和凯塞尔曼德将网格视为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种新兴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城市管理信

息系统，后来，李德仁等学者又将城市网格化技术分为“技术集成”、“构件和构件库技术”、“中间件

技术”、“地理编码技术”以及“移动技术”等五个部分④。 顾朝林发现，现代城市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

控制已不再是集中而是“多元、分散、网络型以及多样性”⑤，这就为网格化管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上海市X区坚持“互联网+治理”，依托区、街两级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整合

区域管理服务资源，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基本形成五个“一”⑥的城市网格化综

合管理格局，从而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
1.建立“1+13+X”城区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

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将联动联勤、“12345”市民服务热线、应急处置等职能统一纳入，坚持上

下对接和全区联动，在工作机制、信息网络上互联互通，实现“发现-立案-派遣-处理-反馈-核查-
评价”的双向功能链，完善区网格化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建设现代化的、符合X区特点的“1+13+X”城

市综合管理体系⑦，以“天上有云、地上有格、格中有人、人能管事、事皆有序、序后评估”为标准，构

建“一个组织体系、一套运行机制、一张统一网格、一个信息平台、一支综合力量”的城市综合管理格

局，有效破解各类城市治理顽症，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适应城市快速发展和

社会多元化需求，达到“信息化建设，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总体目标。
2.全面整合“4+X”网格化管理平台

以城市网格化管理144类部事件的高效处置为牵引，以网格化综合信息平台为基础，大力推进

各部门的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向网格平台集聚、对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区各街镇、居

（村）工作终端全覆盖。 现已实现公安、小区4000路视频全面联网；推动政府资源和企业、市场、社会

资源的有机整合，将管理触角延伸至306个居民区、5个园区、1个地下轨交工作站，从而构建起多网

协同、拓展内容、丰富功能，整合数据采集、受理监督、指挥处置、综合评价、综合展示、应用维护、基

础数据管理、数据交换等相关子系统，将现有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打造升级为涵盖城市

综合管理各领域、各层级的综合性信息平台，实现“法人库、人口库、地理信息库”落地，使人、地、事、
物、房等多种数据整合共享、聚合使用。 进一步强化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与政府相关服务

管理系统互联互通，重点加强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110”指挥系统的有效对接。 以网格化综合

管理为基础，融合12345市民服务热线、应急处置、联动联勤等职能，扩展功能和案件信息来源，构成

X区“4+X”网格化管理平台⑧，并聚焦各类管理顽症，进一步释放城市综合管理效能。
3.管理资源、力量、权力同步下放

按照有利于精细管理、有利于资源整合、有利于责任落实的原则，推进网格化、数字化、精细化

管理城市的理念落实。 注重无缝衔接，以街镇为单位，共划分为63个管理网格，从地上延伸到地下、
从围墙外延伸到围墙内，网格化管理进商圈、地铁、园区、交通枢纽、开发建设区域等，形成管理边界

的无缝衔接。 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管用一致原则，推进市场监督、城市管理等领域的执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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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下沉，充实和加强街镇城市综合管理力量。全面整合街镇层面的网格监督员、城管协管员、社区

保安队员、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等城市综合管理辅助力量，按照属地化管理，交由街镇管理使用。加

强城市综合管理辅助力量规范化建设，推进辅助力量进网格。同时明确街镇中心的主要职责为巡查

发现辖区内各类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对各渠道发现的问题进行派单调度、督办核查，指挥协调相关

执法管理队伍开展联合执法处置等工作。 目前，90%以上的案件在街镇发现处置，基本形成以街镇

网格化管理中心为联动平台，以城管为骨干、以公安为保障，市场监管、房管等相关职能部门派出机

构、执法单位共同参与的联勤工作机制。 在居民区层面，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建立日常巡护、联

动处置、事务顾问三支队伍，以居委干部、楼组长、业委会为骨干力量，建立小联勤机制，发挥及时上

报、劝阻、上报、监督的职能，使简单问题就地解决，疑难问题上报街镇。
4.着力强化督办考核奖惩机制

建立完善“提醒—警示—催办—督办—效能监察”的督办制度，按照“应发现尽发现、应处置尽

处置”的总体要求，加强从发现到处置各环节工作痕迹的留存和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确保各责任主

体履职到位。 区府办会同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加强对问题发现和处置的日常督办、 专项督

查。区监察部门对在城市综合管理工作中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街镇协调指挥不力或指挥失当问题

实行行政效能监察问责。 将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对职能部门和街镇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考

评纳入其年度绩效考核，分值占10%，对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成绩突出的给予加分奖励。 建立居民投

诉、媒体曝光的事部件问题责任倒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建立问询、督

促等机制。与此同时，依托区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提供的信息统计功能，实时通报各部门、单位案事件

受理处置情况；定期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市民群众、第三方参与等社会力量，对辖区内城市

综合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评议，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发挥考核评价的

导向性作用。

三、共生共享共治：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

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要求不仅政府组织，而且民间组织、企业、家庭以及公民个人在内的社

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

细化的三重维度。
1.理念共生：社会治理人性化

理念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源头，重视“细节文化”的行政理念和治理思维共生作为一系列技

术化、标准化、细节化社会治理的前提。 由此，推进落实“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首先就必须在理

念上变自上而下的垂直管控为重视基层的协同治理，突出基层群众的需求导向，做到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保障下倾；努力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

程序”，把简单的带给群众，把复杂的留给政府，让群众在家里小事上有更好的客户体验⑨。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传统的“官本位”行政文化容易导致公共行政过度关注上层

权力而忽视基层诉求。 为了实现治理结果的精益化，应当对社会问题把握有度，对社会需求及时捕捉，
并形成有效的治理形式，以实现“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⑩。
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 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网格化平台要求政府对城市的管

理和服务做到“全面覆盖，一网受理，限时处置，轨迹可溯”。在以前工作中有些单位和同志或许存在

选择性发现、选择性整改、选择性执法的现象，现在只要平台上的案件没有依法办、及时办、尽责办

的就会在网上亮“黄灯、红灯”，红灯挂着解决不了就会有督办机制、考评机制、问询机制来跟踪督

促，会有压力輥輯訛。 实践结果表明，网格化平台建设让各支管理队伍以及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深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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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守土有责”的含义，社区管理服务理念发生转变。 各街镇统筹区域特点、人口数量、管理幅度、
内容、资源等因素，科学设置管理网格，梳理任务清单，整合网格管理执法力量，把“人、地、物、事”放

入格中，把处置痕迹晒在网上，把老百姓的事做在实处。 城市问题由“被动发现”向“主动发现、主动

管理”转变，每一个管理网格不仅成为发现、处置问题的管理单元，而且成为尽其所能提供公共服务

的基本单元，强化了网格管理团队和街镇职能部门的管理服务理念，提升了回应群众需求的责任意

识。各居委也逐步转变观念，从“凡事找政府”到“易事自己处”，从“有事找人”变为“有事找网”，产生

了社会效应。 如XT街道的“12345”市民热线，投诉下降了29.9%，城市管理信访下降了29.3%輥輰訛。
2.信息共享：社会治理精准化

就社会治理而言，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治理对象和内容的基础性信息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只有

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治理对象和内容的基础性信息，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工作。 为此，必须充

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快城市（区、街道、社区）社会治理信息平台一体化建设。不仅要把这个平台

打造成为社会治理中公共服务的供给信息平台和需求信息平台， 而且要把这个平台打造成为数据

共享的社会治理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平台。 同时，围绕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内容，通过整合各种社会治

理力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治理资源，建立多部门合作、多功能一体、多主体协同的资源共享、便捷

高效的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提供一条龙或者一站式服务，彻底改变目前社会治理中“九龙治水”的不

经济、低效率的局面輥輱訛。 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

术平台的共享共建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这是因为互联网信息平台一方面

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性，实现了居民需求与公共服务的零距离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大力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 解决了基层政府服务与管理 “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平台横向整合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动联勤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以及地理、人口、设施设备、建筑、其他公共服务等信息库资源；纵向整合了网格

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街镇平台和居民区工作站终端， 使原本孤立的、 无序的信息资源整合为有序

的、系统的信息资源。 信息数据平台不仅涵盖了网格辖区内的基本情况、居民的利益诉求等基础信

息资料，而且强化了区级网格中心与街镇网格中心，以及政府相关服务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处置

问题由随意性向规范化、专业化转变。网格化管理的地理信息系统快速准确定位、任务清单的分类、
处置流程受理以及对相关职能部门的限时处置和限时反馈等信息化技术， 进一步规范了网格化管

理的业务流程，确保了居民诉求的问题做到“易事快处置，难事有回应”。 輥輲訛由此，推进社会治理精准

化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监控设施，按照信息共享、资源共享、集约

化建设的要求，根据职能部门的需求，区层面统一设置并以租赁方式，按照权限，运用图像监控资

源，形成信息采集、流转、处置、反馈的运作流程，实现区、街镇、社区三级网络的串联，联动部门直接

的信息共享、接口有序和工作联动，从而提高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技术含量和运行效率輥輳訛。
3.多元共治：社会治理科学化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和主体的多元化， 单一的政府

内部管理力量的整合不足以有效回应公众多样性的利益诉求， 客观上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共

治，走向参与式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参与式治理”极大地改变了目前政府在基层社会事无俱细、
大包大揽的治理思路，从根本上排除了管理思维科层化、行政化、等级化的倾向，从而更加有利于贴

近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多元社会组织成为与政府平等的合作主体，推进扁平化、多样化、平等化

成为城市管理共享的核心价值輥輴訛。 在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中，我们发现，X区在街

面管理上将市容和城管协管员、非机动车管理员、街面保洁员统一整合，并抽调部分社工，组成一线

网格巡查管理队伍；将驻区城管、公安、市场监管及其他条线力量整合组成处置不同案件的执法队

伍，按法定、商定和指定原则，处置疑难案件；将公安片警、居委、物业、业委会、援助律师、志愿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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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成居民区小循环、小联勤管理服务队伍；机关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居委干部、市民巡访团和

政风行风监督员整合组成督察队伍。各支队伍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职能叠加、相互支持，从而将

社会治理由政府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化社区自治管理主体进行拓展和转变輥輵訛。 由此，推进社会治理

科学化必须创新社会主体的参与治理模式，吸纳各种主体参与城市管理，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基层治理体系应全面整合社区保安、社区综合协管以及居委干部、物业安保等各类协管辅助力量和

平安志愿者，协助开展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同时，动员党员、社区居民（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和公共秩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并与城市管理大联动平台对接，
完善及时发现、及时上报与快速处置的机制，从而不断提高了社会治理科学化的水平輥輶訛。

四、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路径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给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带来巨大挑

战。 然而，受到行政领域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时也惯于运用笼统

的、模糊的处理方式，表现为管理浮于表面，标准化程度较低，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大概差不多”、
“最后一公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这使得政府既投入了成本，又无法收获预期的治理效果輥輷訛。
面对基层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必须以“精细化”的理

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 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

化。
1.条块协同：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和管理部门的专业化， 城市管理事项多头管理的情况也日益普遍，“条

块”分割的弊端更加突出，这就可能产生多个部门间推诿扯皮或者越权执法的现象。 网格化协同治

理机制要求将各职能部门及其管理的事项统一整合，由统一的综合管理平台处理，做到“即发现、即

处置”，有效改善部门管理内容交叉、管理责任不明晰的状况。同时突破原有“条块”分割的科层体制

局限，实现了从传统科层制治理向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变革輦輮訛。 由此，面对基层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

新常态，要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就必须大力推动政府机构职能改革，力争把政府从传统时期的推动

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和功能，更多地转向改善民生、社会分配、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上来，更加注重

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防治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通过推

动政府机构职能改革为民众提供整体性的公共服务，提高基层政府的服务与管理水平輦輯訛。
2.政社协同：推进社会体制机制创新

精细化的社会协同治理关键在于政府超越“划桨者”或者是“掌舵者”的角色争论。 要从重政府

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 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

社会各方更多、更积极、更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
尽快从传统的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輦輰訛。 目前，上海市X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动联勤

和应急处置等综合功能已全部纳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
新机制，从而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城市动态监管和社会治理的多元有效衔接輦輱訛。 可见，按照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多元治理制度和规则，推动社

会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尤其是在流动性、无界限化的

时代背景下，更加注重构建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社之间的多元跨界治理机制，从而为社会的无缝

隙治理、精细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輦輲訛。
3.信息协同：推进大数据技术共享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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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 同时，移

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助力企业发展，互联网对于整体社

会的影响已进入到新的阶段輦輳訛。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

共服务平台，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更为其提

供了时代优势和技术条件。 如上海市X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手段，将市工商、质监、房管、税务12条

专网、71个市区联动业务系统、2个区自建系统接入数据中心，建立数据信息“市区联动、全区共享”、
“一次采集、多次利用、多方利用”机制輦輴訛。 为此，按照开放、共享、安全的理念，加大政府各职能部门

数据系统的建设、协同、共享与数据开放进程，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规律，在立

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领域实现精准化治理的新突破。
4.规范协同：推进社会服务标准化

在“重权力归属”的行政运行逻辑下，权力运行过程的具体化和细节性安排往往容易被忽视。这

使得虽然有时候结构性的安排已经做到位，但由于背后的流程和具体规范并未明确，导致很多社会

建设成果达不到预期效果。 由此，执行框架标准化就成为了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关键问题輦輵訛。 有

了标准才能使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明确化； 有了标准才能将细致的管理理念通过具体的操

作规范落实到实践层面；有了标准才能对管理行为和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判依据，促进治

理成效的不断更新輦輶訛。 从这一点来说，为了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承担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和管理

的政府部门，以负责任和协同共治的态度，制定针对相对统一的服务规则和服务标准，显得尤为重

要輦輷訛。 上海市X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以城市网格化管理144类部事件的规范高效处置为牵引，
精确对标，不断打磨工作机制、流程和标准，包括对网格化管理向小区延伸的实施方案。在落实好全

市统一的群租、违法搭建等8小类“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好将民情日志、民生服务和民主协

商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自选动作”，制定切合该区实际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在全区范围推广，使

居民区工作站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輧輮訛，从而通过规范协同不断推动社会服务标

准化，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重要的制度化保障。

注释：

① 《习近平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社，2016年10月12日。

② 2014年2月26日，上海部署启动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调研重点落在街道和镇以及居和村两个

层面，旨在使工作重心进一步下移，通过将经常性的管理、执法资源下沉，统筹管理的权力下沉，与之相对应的人财物支配管理权

下沉，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调研形成的“1+6”文件，主要解决街镇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力量建设、管理执法等治理资源配

置、基层组织基本经费托底保障等四大突出问题。 这7个文件包括1份意见《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6个文

件（1）深化本市街道体制改革（2）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3）完善村级治理体系（4）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5）深化拓展网

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6）社区工作者管理等6个实施意见、管理办法。

③ I. Foster, C. Kesselman. The Grid: 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M]. Morgan Kaufman Publishers,USA,1998:
34-37。

④ 李德仁等：《武汉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与应用》，《测绘通报》2007年第8期。

⑤ 顾朝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发》，《城市规划》2001年第9期。

⑥ 即依托大数据信息技术构建“一个组织体系、一套运行机制、一张统一网格、一个信息平台、一支综合力量”的城市综合管理

格局。

⑦ “1”即区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将联动联勤、"12345"市民服务热线、应急处置等职能统一纳入区网格化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平

台。 主要承担对"12345"服务热线等各类渠道市民举报投诉的受理派单，对职能部门和街镇提交的事项协调处理，组织对职能部门

和街镇相关履职情况的监督评议，对城市综合管理相关的一般突发事件指挥处置，对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相关业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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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指导。 “13”即13个街镇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街镇牵头负责辖区内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整合相关管理机构，建

立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主要承担巡查发现辖区内各类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对各渠道发现的问题进行派单调度、督办核

查，指挥协调相关执法管理队伍开展联合执法处置等工作。 “X”即居民区（园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站：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发现

受理、处置解决、全程监督等方面的综合管理优势，在居民区设立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站，探索常态化、多部门的网格化工作协同机

制。 建立居民区（园区）等工作站自我巡查、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联勤机制，由社区民警、居委会、业委会、小区物业、社会组织、社

区志愿者队伍等力量组成联勤队伍，对社区进行巡逻执勤，对巡逻发现的各类问题，居民区工作站通过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自治

方式及时劝阻，同时上报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协调派单处置，实现城市网格化管理与居民区自治管理有效衔接。 根据地

区差异特点，建议商圈、园区、院所、建筑工地等管理参照建立相关工作站。

⑧ 4即“12345市民服务热线、网格化管理、联勤联动、应急处置”四大基本功能，X指其它扩展功能和案件信息来源。

⑨ 张世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湛江日报》2015-12-01
⑩ 蒋源：《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人民论坛》2015年第2期

輥輯訛 吴寅飞：《以网格化平台建设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理论文萃》2014年第6期。

輥輰訛 王晓芸等：《拓展网格化：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第1期。

輥輱訛 柳云飞：《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群众》2015年第12期。

輥輲訛 王晓芸等：《拓展网格化：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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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d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hanghai Practice
of Fin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Norm

Liu Zhongqi / Zheng Xiaoru / Zheng Xingyou / Yang Xiuju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refin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This is both a new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a direction for so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X city network in Shanghai shows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refine -
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all kin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ac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citizen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an -
agement of social affairs.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luralism co-governance constitute a triple dimen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refinemen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the barrel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the extensive and empirical
management thinking with the idea of refine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mechanism of gridding coordination and gover -
nance, the refin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will be promoted.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Refinement; Gr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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