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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应对民众日益多元的生活需求是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学者多从政府内

部和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讨论这一问题，将民意作为一个整体性和描述性的概念，却未详细讨论

其层次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内部视角讨论民意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通过将民意按照主体、内容和

性质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可将其转化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以此分类视角观察北京市西城区“民生项目”
个案中民意在民意收集、表达、呈现和监督四阶段中的作用，探索城市基层治理精准化的可能路径，可

为解决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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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基层治理在实践中面临许多新机遇

和新挑战。伴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日常生活水

平不断提升，生活需求和思想观念也愈发多元。这导

致原有自上而下的单一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情

境。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的思

路转变为社会治理，强调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而非包揽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治理; 十

九大报告也明确要求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城市社区中，多元

共治的实质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以更有效地解决民生问

题。多元主体的表述是社会系统理论的呈现，但其本

质上是在回应一个有较长社会理论传统的重要主题

———民意。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这充

分体现 了 中 国 社 会 对 民 意 之 于 社 会 治 理 重 要 性 的

认知。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治理转型背景下，基层政府积极实践，开

展了诸多利民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应对民生问题，有

些较为顺利，有些则举步维艰。现有相关研究就治理

困境原因逐渐形成判断，即: 基层政府既要担负自上

而下的行政压力，又要承受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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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张力。具体而言，在行政压力方

面，学者强调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关系以及政府部门之

间关系对基层治理的影响，认为科层制的压力和政府

部门间的条块关系造成了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如周

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曹正汉的 “中央治官、
地方治民”模型，周雪光的“帝国的政治逻辑”。在

社会压力方面，学者多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切入，认为

问题源自于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权责不清晰，主要有

两种视角。一种强调自下而上看问题，认为社会具有

自主性，其多元化需求应通过自治解决，基层政府不

应过度干预。在这一视角下，社区通常被视为城市中

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居民具备自主性且拥有对社区

公共事务的发言权。［1］因此，学者的讨论多聚焦于如

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如减少搭便车行为; ［2］如何促

进居民形成现代公民精神，如增加其对公共事务的关

心; ［3］如何增加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以强化居民之间的

关系纽带和对社区的认同感。［4］这种视角在一定程度

上参照了西方的经验，将社区自治作为最终目标，强

调自发秩序的形成。
针对这种视角，有学者认为虽然社区自治有积极

的一面，但其预设了政府与社会对立的不可调和，也

过分强调了社区自治的全能化，既不利于社区治理，

也不符合我国的实践。因此，他们更青睐自上而下的

整和视角，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统领作用。尽管改革

开放前后中国治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国家主导

依旧是 “本”，是 根 本，多 元 参 与 是 “用”，是 策

略。［5］因此，国家与社会并非对立的关系，应该更多

地从两者间的互动去理解基层政权建设。［6］有一些学

者从国家对社会赋权的角度探讨社区能力建设，认为

应给予社区相应的资源和权力，激发居民参与意识，

为共同治理创造良好条件; ［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

的社区建设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的，因此政府需要

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使其成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

体; ［8］另有一些学者从效果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

城市社区治理与理想仍有差距，多元治理改革应该在

为基层政府和社区减负的基础上培育社会组织，协调

好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9］这一视角强调政府在治

理中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在满足社会多元需求方面应

起到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现有研究一方面探讨了政府上下级关

系和部门之间关系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如何影响基层政府的治理效

果; 另一方面也关注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突出

了基层政府受到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以及双方互动对治

理的影响。这两种视角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都有

一定的解释力，也都关注到了民意在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 但二者共同的不足在于，将民意看作一个整体，

未能重视其内部差异性。这充分说明，当下城市基层

治理研究尚对民意持一种笼统的理解方式。事实上，

这种理论现状与实践中对民意的模糊化处理有重要关

系。例如，一些基层政府在处理基层事务时比较被

动，以反应式的方式为主，往往忽略不同群体和个体

民意的区别，以致无法实现精准化治理。
因此，基层治理的困境不可仅从政府内部和政府

与社会间关系去理解，更要重视社会内部的差异。为

达此目的，本文将以北京市西城区的“民生工作民意

立项项目” ( 以下简称“民意项目”) 为例，通过分

类方法将民意从描述性概念转变为分析性概念。在重

新理解民意的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和对比不同项目成

败的原因，进而区分不同主体和内容的民意影响基层

治理的机制，并提出相关建议。基层政府行为与其所

处环境有密切关系，为尽可能地控制这一变量，本文

所选取的案例均来自于北京市西城区。作为首都核心

区之一的西城区，既要在北京市甚至全国起到带头示

范作用，又要达到维稳的要求，面临的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压力都很大，因此这些案例也具有典型意

义。“关于建立健全‘民生工作民意立项’机制的思

考”课题组走访了西城区政府几个重点部门和 6 个街

道，并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同时查阅了以往

政策和文件。总而言之，本文尝试从基层政府的民意

治理实践入手分析其治理逻辑，以扩展现有基层治理

理论并服务于有效基层社会治理。

二、民意内涵及其分类

“民意”概念在不同社会中的形成过程有较大差

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关于民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主要源于欧美社会; 之后的学者在将其从日常语词转

变为政治观念和学术概念的过程中做了许多诠释，关

注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主体、内容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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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主体是民意研究的首要问题。在《社会契约

论》中，卢梭将民意分为 “公意”和 “众 意”。其

中，前者指大部分或者全体民众的共同意志，后者指

个别意志的总和; 除却个体意志间正负相抵的部分，

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0］因此，公意也可被看作众

意的最大公约数。在卢梭的定义中，公意是公正的，

着眼于公共利益; 众意则可能是偏颇的，着眼于个人

利益。基于卢梭的论述，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多数人的

共识高于个别意见。［11］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

为民意不仅是共识，还应包括分歧。也就是说，民意

主体不应是大多数人，还应该包括少数群体或个体。
因此，民意中应强调不同意见的比率，而非共识，也

就是应该强调不同主体所占的比例，而非简单地让多

数人代替少数人。［12］这些讨论与我们的经验有相似之

处，但显而易见，它们生成于西方社会。相比于欧美

社会的构成和发展脉络，中国社会具有独特之处。无

论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国家—宗族—个体”结构，

还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集体—个体”结构，主

体区别较为清晰。按此分类，民意应涉及各类主体，

因此本文认为其可被分为三个层次: 整体民意、集体

民意和个体民意。整体民意是指基于国家全体民众立

场出发的意愿，从长远来看是全体民众所希望实现的

目标，因此更偏重于价值层面。在我国，重视民意是

党和国家的一贯传统。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

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整体民意的呈现形式通常为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集体民意为凭借各种关系纽带

形成的群体的意愿，呈现形式或途径包括利益团体、
兴趣团体、文化团体等。个体民意就是每个个体的意

愿。笔者认为，这三类主体对于理解民意都十分重要，

三者的意愿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同的。
关于民意内容，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民意是公众对

集体所关注重要事件的意见。［13］从广义上讲，我国学

者普遍认为民意内容包含民众的意见或愿望; 从狭义

上讲，民 意 就 是 民 众 对 公 共 政 策 或 公 共 议 题 的 看

法。［14］这些民意的具体内容不仅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影

响，也受到人们认知水平以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具备

多样性的特征。笔者认为，虽然民意的内容包罗万

象，但可将民意划分为三个层次: 理念性民意、规则

性民意和利益性民意。理念性民意偏向民意中的价值

层面，是多年来基于我国历史和文化传承形成的道德

观念，如尊老爱幼的美德。规则性民意是指基于一地

或者一群居民的社会文化观念形成的行为准则，表现

为针对某件具体事情表现出的意见和看法。利益性民

意偏向民众生活中的具体利益，其中既包括经济利益

也包括其它利益。
学界对民意的性质也有争论。包括卢梭在内的大

部分学者都认为民意应该是理性的; 但也有学者指

出，群体并非理性的有机体，很多时候理性的、统一

的民意很难形成。［15］不仅如此，个体也经常有一些非

理性的行为。因此，民意通常带有大量的偏见及情感

因素。［16］从民意的性质来看，民意可以被分为理性的

民意和感性的民意。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意性质与主

体和内容都不可或缺; 但囿于经验观察的限度，笔者

只在适当位置对民意性质维度的内容做必要分析，而

不展开讨论。
民意的主体、内容和性质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

一般情况下，整体民意更偏向于理念层面，集体民意

和个体民意则倾向于分别与规则性民意和利益性民意

相对应。此外，不同主体通过互动产生的不同内容的

民意，既可以是基于理性讨论形成的，也可以是基于

情感或情绪产生的。与其他的分类方法相比，对民意

主体、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的方法突出了民意的主体

性、多样性、多变性等特征。本文在案例分析中，将

通过观察项目中民意的收集、表达、呈现和监督四个

重要步骤，观察不同主体、内容和性质的民意对治理

的影响。

三、案例分类与分析

西城区政府较早在基层治理中探索民意工作实

践。随着实践的深化，其对民意的处理方式也逐渐从

被动转为主动，更多地在项目的开始和运行阶段融入

民意。2017 年，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西城区

政府开展了“民意项目”并将这些项目分为三种类

型，分别为民意征求型、民需申报型和民情推动型

( 以下简称“第一类” “第二类”和“第三类”) 。这

一分类以民意在项目中参与的程度为标准，体现了基

层政府在面临不同压力时对民意的不同处理方式，有

助于我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民意在不同政府压力下的

作用。在下文中，笔者将在不同类别中各选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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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一) 民意征求型项目

第一类项目主要指受到上级政府委派并需群众了

解、支持的民生项目。这类项目通常的程序是基层政

府先宣传项目，再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的形式征求居

民对既定工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完善项目，最

后公开接受居民的检验和监督，如棚户区改造、道路

修建。
案例一: 早期的民意项目多属于第一类，通常以

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在这类项目中，基层政府面对

上层的任务压力较大，如老旧小区抗 震 加 固 项 目。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始推行这一

项目。其出发点为全国人民的利益，首先考虑的是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不论是整

体民意、集体民意还是个体民意，都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操作方式带来了不同

群体和个体居民在规则和利益层面的分歧。防震加固

有多种方式，从整体层面考量，成本最低和效果最佳

的方式是政府请专家评估并寻找合适的加固方案; 但

具体到不同群体和个体居民，不同的加固方案意味着

不同的规则和利益分配。例如，有些群体和个体认为

内层加固会缩小自己房屋面积，所以强烈反对，对于

房屋面积较小的居民来说尤其如此; 有些老年人因行

动不便，或者在房屋加固期间没有住所，或者经济上

比较拮据，不愿意参与加固项目。此外，邻里之间可

能会互相攀比，在是否公平、如何操作问题上各持己

见。然而因为区政府的压力较大，这些意见都要服从

于项目的实施，因此许多民意也未被采纳。
如表 1 所示，当民意内容是理念性的时候，不论

是整体、集体还是个体的民意都相对统一。但当民意

内容是规则性和利益性的时候，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民

意就会产生分歧。因为这一项目的运行是政府自上而

下的安排，所以民意参与相对较少，表达的空间也很

有限。

表 1 第一类项目中不同主体及不同内容的民意
整体民意 集体民意 个体民意

理念性民意 统一 统一 统一

规则性民意 统一 分歧 分歧

利益性民意 统一 分歧 分歧

从该项目中民意运行的机制和效果来看，区政府

在未收集民意的情况下就直接展开了项目。在项目运

行的过程中，区政府并未给予居民充分表达的平台，

而是在项目遇到瓶颈时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让居民表

达意见。民意的呈现也比较零散，只是个人的意见，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意。针对项目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区政府最后也通过计划外补偿的方式而非制度性

的方式来解决。项目结束后，居民也并没有参与监

督。因此，虽然项目在区政府的大力推行下最终得以

运行，但因民意未被采纳，不仅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很低，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意，积攒了不少

负面情绪。
( 二) 民需申报型项目

第二类项目主要指居民想做、政府能做，但需一

定比例的利益相关主体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的项目。这

类项目通常的运行方式为政府发布后由居民申请。据

西城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之前

政府虽然投入很多，但自上而下运行的项目通常运行

效果不理想，所以有些时间上有弹性的项目便以民需

申报的方式展开。
案例二: 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老

旧小区内高层的老年住户对电梯的需求也大大提升。
然而由于不同年龄和不同楼层的住户对电梯需求度

不同，居民对是否安装电梯有很大的争议。区政府

虽然仍面临着自上而下的压力，但为缓解社会矛盾，

同时也为响应中央政府提出的多元参与要求，在项

目发布之后、运行之前就开始征求民意。敬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整体、集体和个体民

意在这一理念上并没有产生任何分歧; 但在涉及具

体规则和利益时，居民则有着不同的意见，分歧主

要出现在不同楼层居民之间，如低层用户和高层用

户在安装费、运营费、维护费、电费方面的分歧以

及居民和商户之间的分歧 ( 见表 2) 。还有一楼居民

对电梯安装造成的噪音和挡光问题始终存在意见。
因此，街道和居委会做了很多协调工作。由于西城

区政府面临着较大压力，在解决某些问题时，市政

府财政也给予了一定支持。
在这一项目中，居民之间的沟通并非自发实现，

而是借助了区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协调。在街道、
居委会和居民代表的多次走访和解释之下，居民意

见随获得的信息以及对项目的认识不断改变，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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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居民始终坚持己见，但也有居民经过与居

委会的沟通改变了之前的意见。然而，居民之间始

终未形成有效互动，最终只有三个楼门达成了统一

意见。

表 2 第二类项目中不同主体及不同内容的民意
整体民意 集体民意 个体民意

理念性民意 统一 统一 统一

规则性民意 统一 有部分转变 有部分转变

利益性民意 统一 有部分转变 有部分转变

从民意的运行机制来看，居民在第二类项目中的

参与较第一类更为充分。虽然民意的收集仍以自上而

下的方式为主，但次数明显增加，而且表达途径也明

显增加。在工作人员走访的过程中，居民的疑虑可以

得到解答且始终不满意的居民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项

目，比第一类项目更加自由。然而民意在这类项目中

的表达空间仍然有限，相比第一类不再是完全零散的

状态，而是由几种相对有代表性的意见构成。电梯运

行之后，因为是政府牵头的项目，居民的监督积极性

也很低。这一项目的运行并未依凭居民的协商一致，

而是区政府通过资金补助的方式促使居民意见统一。
虽然最终完成了上级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居民的需求，但它的模式不具备模仿性，没有很强的

推广意义。
( 三) 民情驱动型项目

第三类项目主要指居民想做但政府限于财力和条

件还未列入计划的项目，是民意在项目中所起作用最

大的一种。运行方式为政府先听取需求，居民再协商

方案，政府部门最后协助实施。这一类项目的程序主

要是广泛听取问题、收集意见，然后研究可实施的

方案。
案例三: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小区内私

家车数量不断增加。因旧有的城市规划无法满足新需

求，许多小区都面临停车难的问题。在这一案例中，

民意的差异性更大，但因为区政府受到上级的任务压

力较小，给居民自自主协商空间较大。与前两个项目

一样，虽然居民普遍在理念层面认同城市秩序需要改

善，小区环境需要整治，但是涉及具体的利益和规则

时，不同集体和个体之间仍存在很大分歧。不同的

是，这次街道并未直接规定项目开展的方式，而是为

居民提供平台，让他们在一起对停车问题进行商议。

一开始，居民的讨论以发泄情绪为主，并未形成有效

的协商。几次之后，讨论逐渐理性化，居民代表还提

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居民自己制定了一套

考虑了多种停车情况的公约，将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

( 见表 3) 。

表 3 第三类项目中不同主体及不同内容的民意
整体民意 集体民意 个体民意

理念性民意 统一 统一 统一

规则性民意 统一 分歧→统一 分歧→统一

利益性民意 统一 分歧→统一 分歧→统一

整顿停车不仅解决了居民个体的困扰，还促成了

公共空间整治。与加装电梯的案例相比，停车问题的

解决方案并未对某个群体或个体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影

响，而是平衡了多方的利益，形成了稳定、统一的民

意，极具推广性。
从民意的运行机制来看，这一项目从民意收集环

节就开始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因此居民对项目的

接受度较高，没有抵触情绪。在民意的表达过程中，

全程都由居民自己参与和见证，随时都可以提出自己

的意见，讨论更合理的方式，所以居民对于结果也比

较认可。最终民意以公约的方式呈现出来，经过居民

决议通过，也对居民有较强的约束力。由于居民亲自

参与了全过程，所以在项目开始运行后，他们也有着

更高的积极性相互监督，守护居民公约。对于政府而

言，这一项目既成功减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矛盾，

也在一 定 程 度 上 减 轻 了 负 担，达 到 了 较 为 理 想 的

效果。

四、总结与讨论

民意分类视角从社会内部出发，强调对民意差异

的关注，为理解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

角。从主体维度对民意做整体民意、集体民意和个体

民意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民意产生分歧的原

因。党和中央政府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是站在整体民意

的立场上; 但因不同集体和个体有不同的需求，集体

民意、个体民意有时会与整体民意发生冲突。因此，

某些被认为是存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

不同主体民意之间的矛盾。另外，可从内容维度对民

意做理念性民意、规则性民意和利益性民意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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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性民意更加宏观和抽象，相比之下，规则性和利

益性民意更为具体。居民在理念上对一个问题的认

同，并不意味着在规则和利益层面同样认同。民意的

理念性更多由文化传统决定，规则性更多由社会环境

决定，利益性则更多由经济地位决定。因此不同主体

的居民对某些问题虽然能在理念上达成一致，但可能

在规则性和利益性问题上产生分歧。从民意的性质来

看，整体的民意和理念性的民意通常为理性的民意，

而集体或个体的民意，当其涉及规则和利益时，既可

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通常情况下，理性的民

意更容易稳定和统一。
不同类型的民意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受到社会环

境的制约。民意的收集、表达、呈现和监督四个步

骤最能体现基层政府在应对不同压力时，不同主体

和内容的民意对治理起到的不同作用。当基层政府

面临较大的上级压力时，集体民意和个体民意收集

渠道比较单一，也通常缺乏充分的表达，不同民意

之间存在的分歧也更多会通过一次性补偿的方式解

决，没有后续的监督，治理效果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居民集体和个体的利益受损越大时，这种负面作用

也会越明显。相反，当基层政府面临的压力较小时，

可以为居民提供协商的平台，使民意的收集和表达

有更加充裕的空间。通过讨论，居民不仅可以抒发

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同时可以就项目运行的规则进

行商议，平衡多方的利益，激发一些创造力，有利

于稳定的理性的共识达成，也有利于居民对项目的

后续监督。这样的经验有推广的意义，多元治理的

效果也可充分地达成。
综上可知，对民意的合理分类和应用对理解基层

治理的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首先，要尽量统合不同

主体的民意。任何项目的运行都应首先符合整体民意

的要求，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和理解集体民意和个体民

意的要求。这样才可能尽量减少负面情绪，有利于利

民工程的实施。这需要在宏观层面上加强教育和文化

建设，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上多考虑居民的具体需求。
其次，要为居民提供充分参与和商议的空间。更全面

和深入的参与一方面可以让居民增进对不同集体和个

体民意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理性民意的达成; 另一

方面也也可以帮助居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对项目成果

有更多的维护和监督。最后，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为居

民创造更多交往的平台和空间，增加社区内的社会资

本，巩固和维护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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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fou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had important influ-
ence to the success of the PPP projects. The higher govern-
ment’s effectiveness of regulation，policy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it’s more likely to raise the proba-
bility of the success of the PPP project. Macro － economic
variables such as higher growth of GDP，population，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 can ris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success of the
PPP proj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PP project can en-
courage private sectors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high risk of
PPP project，such as risk structure，supports of the multilat-
er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diversified private
capital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n the success of PPP projec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de;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Infrastructure; Ｒisk Structure

Ｒeform of Ｒ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Ｒight
System Must Be Cautious: Based on Case
Histories for a Period of 16 years in S City
Wen Tiejun，Liu Yahui，Tang Li ＆ Dong Xiaod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ilot project in the coastal are-
as，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began
to be fully carried out at the end of 2016. Up to now，the
reform on joint stock cooperative system，with the connota-
tion that the equity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deaths，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n the coastal areas. Taking S city of G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requently disputes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perty right is essentially due
to the endogenou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urrent equity
solidification an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both active and pruden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it is neces-
sary for authorities in the Midwes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q-
uity disputes that have already occurred widely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prudently follow up the equity solidification.

Key Words: Ｒ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Ｒight，Institu-
tional Ｒeform，Equity Solidification

TheＲules of Appointment of Mayors at
the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From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Based on the Data of Top 100 Cities of GDP

Qi Fanhua ＆ Lu Xiangmei

Abstract: The prefecture － level city play an link role
between province and county. The mayor steers the ship of
city’s economy. We found the principles of appointment as

mayors by analysis of mayor’s demography，career and edu-
ca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n we analyzed the
reason of principles’forming from the views of social cap-
ital，social gender，post －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licy
change. Additionally，we gave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appointment.

Key Words: Mayor of Prefecture － level，Characters
of Group，Principles of Appointment

UrbanGrass － roots Level Govern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eople’s will
———Case Study of“People’s Will Project”in Beijing

Liu Yiran

Abstract: How to respond to people’s increasingly di-
versified demands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or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Existing studies approached this issue either
from the intra － government perspective or from the interac-
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both ignor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ociety itself. Using the“People’s Will
Project”conducted by West District government in Beijing as
a case，this article divided the subjects of people’s will as
the whole opinion，the collective opinion and the individual
opinion; also classified the existence of people’s will as be-
ing ideal － targeted，rule － targeted and interest － targeted.
Based on this classification，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flu-
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s will on the state projects，
in its process of collection，expression，presentation and su-
pervision，so a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lo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People’s Will，Categorization of People’s
Will，Local Governance，Program Based on People’s Will

Ｒesearch of Innovative Motiv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beddness
———Taking the Institution of‘Technology

Town － Chef Group’as an Example
Chen Pu ＆ Wei Benquan

Abstract:‘Technology Town － Chef Group’is an In-
stitutional Design that combin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Ｒenovation，and embeds social capital in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ulfilling the
function and achieving the goal utterly depends on effective
social capital embeddness.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embed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systematic embeddness，promote the social capital link effi-
ciently with the local economic entity. In addition，it is also
necessary to grasp the increasing point and critical 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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