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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面对病毒传染及危害的各种未知和不确定性，

加之多地封城等前所未有的应急举措，从顶层到基层的各级政府都经受了巨大考验，特别对还未

来得及理念明晰和能力建构、又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市域社会治理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

市域社会治理是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于 2018 年 6 月首次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市

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市域层面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

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

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处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位置”①。同年 7 月，他在《人民日报》

刊登《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②一文，进一步指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分为治理理念

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是基于大国治理前提下的中坚细分，

它立于顶层治理的引领之下，又高于基层治理的网格之上，在规模经济、资源整合以及技术共享

市域社会治理：从新公众参与到
全能力建设

——以 2020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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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时间上遭遇国内新公

众参与浪潮。特别是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中，还未充分准备好的市域社

会治理经受了全方位挑战。公众参与能力、政社互动能力、协商共治能力、回应监督能力、

数据治理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等全能力建设，急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携手、共同推进，

唯有如此，市域才有机会在日常成为治理中枢，在应急时成为治理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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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具备可能的优势，一经提出即形成对此的解读浪潮，并从政法委系统向其他领域蔓延。

从空间视角和政府主体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给出了行政序列的推进路线，但社会

治理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或曰多元参与。即便市域社会治理与西方以自治为

主的地方治理有本质差异，它以治理为名，须回应治理的各种要义，包括参与、公开、回应、法治、

公平和有效等。而自 1995 年治理一词在联合国被首次明确定义，到党的十八大后进入中国主流

话语，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公众对此的认知和践行已跨越近十年的周期，其间各类大型公共事件

对公众参与治理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又不断助力公众参与形式和内

容的更迭。而这一时点由政府提出以中轴空间为突破口的市域社会治理不得不面对已在一定程度

上习得参与治理要义的公众，同时市域社会治理试图建构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能力建设，也因公众

的觉知和行动急需上升到全社会、全能力的建设。当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市域社会治理所要

面对的新公众参与场景和社会整体所要提升的治理能力都还未提上议程，一场蔓延全国，并散布

于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就直面而来。

新公众参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始终受到空间的约束③，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在“中央—地方—基层”三级治

理模式中，中央已连续释放“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各级、各类信息，而基层从来不缺

少创新精神，更不乏制造典型经验乃至政绩盆景的冲动，虽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周期相对较短，

也有内卷化的趋势④，但近年来基层通过社会治理技术和模式的不断探索，在承接各级政府政

策下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和化解了局部社会问题。⑤相比较而言，一方面，地方的创

新性发挥远远不够，也就是说市域在社会政策制定、治理体系创新和资源统筹等方面的主导性

作用，远远没有发挥。⑥另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从 1979 年的

17.9%，一路攀升到 2011 年末的 51.27%，首次超过 50%，截至 2018 年底，城市化平均值已经

达到 59.58%，也就是说告别千年农业社会的中国正在逐步进入由城市引领发展、由城市反哺乡

村的新阶段，市域社会治理不但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重点从区县一级向市一级转移，突

出市级层面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作为，同时回应了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新趋势、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与新诉求以及时代提出的社会治理新命题。⑦

除了基层倒逼、城镇化过半等事实，还有一个崭露头角但被忽略的现象，即新公众参与时代

的到来。新公众参与（New Public Involvement）这一概念源起于西方，亦被称为新公民参与（New 

Citizen Participation），或新公共参与 (New Public Engagement) ，自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始，

在林登·约翰逊政府推行“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时流行起来。当时联邦政府要

求州和地方政府在实施城市改造计划的过程中，必须赋予公民参与管理的权力，这使得公民参与

行动进入合法化程序。⑧新公众参与较之于传统的公众参与至少有三大特点 ：第一，以往公民是

局外人，行政管理职业者是专家，立法者是精英利益的代表，而新公众参与试图改变这种角色定

位，使公民成为决策者，行政管理职业者成为专家式咨询者，立法者则能回应社区所有居民的需

求。⑨第二，对于公共参与的核心界定两者有差异。在新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公民并非简单地参

与政策的制定、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对政府决策与执行施加压力，公共参与的主要目的不仅是

分享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分担政府的责任，是为了建立一个责任共享、利益共担的机制。⑩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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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公共参与的精英理论之偏见相反，公共参与曾经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权力与责任，新公共

参与拓宽了参与的群体与渠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通过灵活多变的形式参与，不论是社会

的中上层阶级，还是贫民，抑或那些低收入的社会阶层。⑪导致西方新公众参与在 20 世纪中后期

兴起的主要原因包括民主政治的包容性、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的增强以及信息摆脱地域限制等。⑫

这些都促使公众走向前台，他们以自身所拥有的智识在合法的政策许可下参与、谏言并执行。但

是新公众参与实践与预想的一样困难重重，有学者提出两个经典问答 ：各国政府真的准备好放弃

对决策过程的控制了吗？简单的答案是“不”。更大的问题是公民是否准备好挺身而出？而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也许”。⑬甚至有学者历数 20 世纪 60 年代至该世纪末的研究，悲观地认为很少有

研究成功地将公民参与和政策或政治结果联系起来，相反倾向于采取理论方法并假设效果来回避

实证问题⑭，但更多的学者看到了西方多国政府从法律及政策制定，到时间和成本的更多投入来

推动新公众参与，也看到公众从参与投票，到参与环境、邻避、女权和种族等新社会运动等来扩

大自己的话语权，同时还发现更高的公民参与度增强了政策的响应性，相比公民个体、公民小组

在推进各类公共事务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⑮，公民加大参与、更积极的招募和更激烈的行动将会

提高当地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⑯，等等。

与西方公民社会发育较早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众参与多以动员式、总体式为主，真

正意义上的自主性公众参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开始兴起。⑰经过 30 年的实践，如今公众参

与已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环境治理、政策评估等多方治理的制度安排。公众从理念认知到行动

选择经历了快速变迁，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在线公众参与成为中青年群

体的重要介入方式，并反过来影响线下参与。在短短的 30 年国内公众参与历程中，至少有三波

浪潮 ：第一波与西方新公众参与的早期相似，即环境参与、邻避运动等负向的、维权式参与形

态较多，这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开放及民众开始拥有物权有关，大量的旧城拆迁、新城开发让

部分百姓在空间移转中权利被侵害，他们意识到只有参与才能维权。第二波公众参与浪潮的标

志性节点是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几十万志愿者迅速集结到四川，形成不容忽视的抗震救灾力

量。许多学者将2008年视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这意味着公众参与从保护个体利益的维权式参与，

走向以公共权益保护、公共利益提升为主的团体性、社会性更强的公民参与。与此同时，2008

年出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2009 年出台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也将公众参与逐渐

纳入法制化轨道。第三波浪潮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与此几乎同步兴起的新

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学者指出 ：“媒体社会化背景下我国的公民参与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

实践，其本质上即是一种新公民参与运动。可以说，我国公民参与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新的公

民参与时代已悄然来临。”⑱

如果说西方新公众参与是以合法化、制度化、规模化和全过程化来区分于传统的公众参与，

那么对国内公众参与而言，新旧参与的分界线出现在人们普遍提升的受教育程度、参与意识，以

及与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社会组织扩张时代的汇合处。近十年，新公众参与在突发公

共事件中的作用尤为显现，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都会激发网络舆情⑲，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

公众都有机会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加入公共事件的信息分享、热点商议和政策应对中，伴随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的各类顶层制度设计，除了在线式、新媒体式参与外，协商式、大数据式参与也

成为新公众参与的重要特征。由此对中国而言，所谓新公众参与，笔者认为是指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之后，基于自媒体和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并在一定的制度许可之下，相对有素养的公众通过



208     总第三六六期

线上线下的各类渠道，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嵌入公共事件，表达心声、提出谏言，并付诸行动，对

解决问题和社会前行达成一定效用的参与行为。

相较国内新公众参与兴起的时点，社会治理进入中国并成为政府主流话语起始于 2012 年，

也即党的十八大之后，两者几乎同步。之后经历社会治理理念及实践的逐渐培育、孵化，特别是

有关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步步推演和基层治理的多维先发、创新，到 2018 年市域社会治理提出，

走过了一个由宏观到微观，再由微观到中观的过程，并与新公众参与的勃发期相遇。参与对于社

会治理而言一直是首要关键词，社会治理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依赖的就是多元参与，而在新公

众参与视角下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直接影响对市域社会治理多个层面的理解。

首先，有关市域的界定。一种观点认为市域是指地级市的行政区域范围，既包括城镇区域，

也包括农村地区⑳，或认为“市域”应该主要指设区城市的行政区域和层级（包括副省级城市、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设区的市为单位的社会治理具有更大更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地方立

法权优势和资源统筹协调优势，且市域治理以城区为重点。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市域，当

视为包含一定乡村在内的自成一体的空间体系，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人群，内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分工和交换体系，同时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居于特定的位置。如今讨论市域社会治理，必须放到

中国城镇化进程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大势中来予以定位”㉒。对标西方新公众参与合法化、制度化

的视角，笔者认为目前 323 个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或自治州）作为市域范畴的界定较为合适，

2015 年《立法法》修改后，全国 289 个设区市、30 个自治州和 4 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广东省东

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这 323 个城市（或自治州）

的立法权来之不易，作为连接中央和基层的中枢，且以地方立法为切入口，对探索新公众参与下

的市域社会治理有先行先试的作用。

其次，市域社会治理行动逻辑及突破口。市域社会治理不是凭空而出的，它有近十年的地方

和基层治理探索经验 ：自 21 世纪以来连续举办八届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三届的“中国

社会创新奖”㉓，以及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2019）等产生了近 4000 个案例，在汇聚地方

和基层治理各级各类创新实践的同时，也由下至上开展了多场地方和基层竞赛，涌现出诸多创新

样本，包括浙江的“最多跑一次”、诸暨的“枫桥经验”、温岭的“民主恳谈”；江苏栖霞的“不

见面审批”“基层大数据治理”，鼓楼的“基层协商”和太仓的“政社互动”；北京的“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上海的 3.0 版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成都的“楼幢自治”和“社区营造”；

广东广州的“城市治理榜”、深圳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山西朔州的“朔城街坊”模式 ；甘肃兰

州的“市民城管”等。这些地方和基层治理经验无一例外均涉及新旧公众参与，以此为基础，市

域社会治理需要直面四个问题 ：基层经验是否可放大到市域、市域的探索是否能在全国推广、目

前的实践是否有可持续性、新公众参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哪里。对于 323 个拥有地方

立法权的城市（或自治州）而言，上述四个问题可归纳为以新公众参与为契机或突破口，在分析、

回应、预判新公众参与在基层和地方的形态、规模和走向的基础上，如何建构和完善市域社会治

理的能力及体系建设。

再者，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回应时空对接的问题。从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时点上恰

逢国内的新公众参与浪潮，这并非偶然，而是新公众参与在规模化、公开度和有效性上与社会治

理的理念完全吻合，因此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像起步阶段的基层治理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各走各的

道路、各试各的创新，而应正视新公众参与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可能冲击，时时回应公众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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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公众的心声，并在市域空间，利用具有集约效用的市域平台，寻找推进承上启下、条块融通、

政民互嵌和区域共享的治理模式。

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市域全能力建设

处于时空交汇处的市域社会治理，未曾料想迎面遭遇 2020 年冬春之交的新冠肺炎疫情。这

场疫情一波多折，全国 14 亿人口共同经历了恐慌期、出行管控期、医护用品紧缺期、小区封闭

期和开工不得宅家期等。至笔者完稿时，湖北以外陆续有序复工，武汉及周边还未进入平稳恢复期，

可以说政府与公众一起面对防疫救治的应急、封城停工的应急、人流管控的应急、信息发布的应急、

社会心态的应急和复工返工的应急等，几乎所有的治理手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经历了大考，

而公众参与在此期间至少呈现以下新的特征 ：

（一）公民性参与

公众参与仅仅是公众嵌入社会的行为和实践，即使有一定的量的累积，它是否能真正影响社

会和推动社会还需打个问号。而公民性参与基于每个参与者的公民身份，他们出于承担公共责任

和维护公共权益的使命而参与公共事件、为公众发声或请命，即便没有一定的规模，但从参与性质、

内容和意义上相比普通的公众参与要影响深远。疫情初期，有医生凭借自己的医学常识通过微信

平台告之亲朋好友和相关部门新冠肺炎的人传人现象，这些医生将新冠病毒最初的传染信息释放

出来，是专业精神驱使，更是为保护更多的他者。类似这样的公民性参与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不断

涌现，例如武汉快递小哥从运送医护人员发展到组织庞大志愿的哥团队参与防疫救治等。

（二）激发式参与

这场疫情带来的历史罕见的超大城市武汉封城、全国 31 个省市先后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㉕等 , 让身处中国的所有

公众不能置身事外，无关年龄、性别、阶层，他们需要了解疫情并自保，其间相当多的沉默大多

数被激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由长期潜水转向偶尔发声 ；由于对病毒的常识都是新建，对疫情的扩

张都不可预知，对一级响应的日常体悟大多也是首次，公众不停刷新各自偏好的媒体平台，对在

线信息的依赖度急剧上升，与疫情相关的文章很容易获得 10 万 + 的阅读量 ；当然，由于公众的

鉴别力有限，各类参与很难杜绝谣言，公众常常既是谣言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这样井喷的、

四面八方涌来的应急式、激发式参与，不一定能带来常态的、日趋良性的公众参与，但与西方公

众参与历程相同的是，每一次重大公共事件都有机会将公众参与引向一个新的阶段，而这几乎也

是人类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三）规模化参与

面对疫情被激发而出的公众参与直至 2 月 6 日达到高峰，几乎整个微信朋友圈都在为李文

亮医生秉烛祈祷。截至 2 月 7 日下午 16 ：28，微博上有关“李文亮去世”的话题阅读量达到 4.5 亿，

讨论 35.2 万㉖。利用“知微传播分析软件”分析该事件相关的微博信息可发现，其事件影响力达

到 63.7。2 月 6 日晚 21 ：30 至 2 月 7 日凌晨的相关微博量达到峰值，央媒中有 37.9% 参与了报道，

高频词凝聚了所有参与者的情感，来自北京的民众参与发声最多（22.6%）。㉗来自两微平台的公

众参与虽不能代表全部，但是相比 2003 年非典事件所处的互联网早期，移动互联网下的大数据

分析可以将这场超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清晰呈现，无论对个体、组织还是政府都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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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式参与

表 1　市域社会治理全能力建设指标的日常与应急解读对比

全能力建设指标 日常解读 抗疫应急解读

(1) 公众参与能力

公众具备参与意识、面向公

共事件有参与能力和行动

力。

无论是居家隔离、参与管控，还是信息共享、救人自救，

均需要全员参与。

(2) 政社互动能力

政府面向公众有决策力、领

导力、社会愿意与政府联手

共治。

市域政府做到信息公开、问题公开，并做到决策正确、行

动果敢 ；公众相信政府、协助政府，与各界共克时艰。

(3) 协商共治能力

政府让渡部分权力，建构常

态的协商机制和法律体系 ；

社会各界具备协商意识、习

得协商能力。

市域决策层要俯下身来与相关专家协商，每做一个决策都

是与相关专家协商而得，才有机会与抗疫各级政府、各类

团体、所有民众携手共治。

(4) 回应监督能力

倾听民意、常态回应 ；时时

监督、问政问责。确保在法

律上、政策上有常态的回应

监督机制。

24 小时定期回应疫情变化、市域政府时时回应当地民情，

面向救治信息、物资捐赠等敏感问题同步启用常态和应急

监督机制。

(5) 数据治理能力

政府需习得数据治理 , 尤其

是大数据治理能力 ；公众要

具备数字敏感和一定数字分

析能力。

所有与疫情相关的数字信息需准确透明，能用尽用数字治

理小程序、软件、APP 等，公众具备每日阅读、研判数字

信息的能力。

(6) 平台运营能力

政府有建构平台、链接平台、

运营平台和共享平台的能

力 ；公众有运用平台、参与

平台，为平台提供数据、信

息，甚至技术的能力。

疫情之下几乎所有国家机器和社会机器都在高速运转，市

域决策层要有能力调度各级平台、各类资源和协调各类矛

盾的能力，并让民众充分享受市域平台的规模优势和共享

优势。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病患体量大、救治抗疫耗时长，甚至连传谣和辟谣一天都要上演几回，公

众参与除了大量的声浪来自线上外，在参与内容上更多的怀疑式参与、批判式参与和反思式参与

也得以激活 ：为什么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成后床位仍不够用？为什么发热患者要下沉到社

区而不是征用附近宾馆统一隔离？为什么“应收尽收”政策下仍有被遗漏的患者？为什么武汉的

社区管控、超市人流疏散还不如其他地域来得力度大？为什么武汉创建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基层治理创新平台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在抗疫进程中，公民性的、激发式的和规模化的参与

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一定的信息对称，与长时期同一种声浪相比，许多民众在这场疫情中习得了反

思式参与，即使这样的参与在这场全球瞩目的疫情面前仍显得极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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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不仅是武汉，几乎所有市域都是首次面对这场超大规模疫情，更是首次应对疫

情之下与之伴随的这场不断聚合、不断迭代、不断升级和反思的新公众参与，除了每天必须发布

疫情最新状况和分布、病患救治效果如何、确诊和疑似患者行踪追溯、基层管控措施是否得力、

医疗和民生物资保障是否到位、社会捐资捐赠如何、复工如何有序推进等，各市域城市的治理水

平和能力在公众参与的聚光灯下被全国民众用来比对、放大。与日常治理不同，在这场超大规模

的突发疫情下，市域治理中所需调用的全部能力（本文简称为“全能力”）都在接受挑战。这些能

力有些对付日常还够用，但在防疫进程中其实战提升和能力突变捉襟见肘 ；有些是日常正在不断

建构，还来不及完善就要拿出来试枪比武 ；有些是市域各级还未意识到，疫情当下倒逼政府和社

会必须将治理能力武装到牙齿，而这些在此次新公众参与的大潮中被暴露无遗，被推波助澜。笔

者尝试进行市域治理全能力建设的日常和应急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列出的六大能力作为市域社会治理全能力建设的一级指标，就日常而言主要基于 ：（1）“公

众参与能力”。主要应对近些年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程度不均衡、中青年群体弱参与、参与平台

相对单一、参与效度不够、参与的可持续性不足等突出问题，通过在市域范围内率先为公众参与

铺路搭桥、提档升级，进而影响基层及更广泛层面的公众参与水平，来提升公众对社会治理的直

接体悟和获得感。（2）“政社互动能力”。近十年在国内相对发达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但对大部分

中等及相对不发达市域而言，政社互动还只停留在文件层面。提升政社互动能力既是对社会运行

的要义、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化认知，也是不断尝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联动可能，“政社互动

能力”还是检验一个地方资源整合、权力让渡和扁平治理的重要指标。（3）“协商共治能力”。呼

应不断升温和扩大的地方协商实践，自 2015 年两办下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

见》以来，“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高频词，各地也不断涌现有关协商民主的实验和案例，但

是如何协商、协商的规则和模式、协商决策如何合法执行、协商如何导向民主等还未被普遍习得

经验和能力，同时提升“协商共治能力”对获得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操作化路径也有直接影响。

（4）“回应监督能力”。在治理时代尤为重要，“回应”既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词，也是笔者在分析全

球 52 个国家政府质量数据后获得的首位评价指标㉘，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主体与

客体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市域与基层之间、部门与区县之间都需要高频度、高质量的回应和

相互监督，这也是治理区别于管理的重要表征之一。（5）“数据治理能力”。用以应对信息化时代

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包含大数据治理在内的数据治理，无论是理念、方法、实践还是相关人才

储备和相应技术支撑等各方都未准备好，大部分地方可能还未找到数据治理的真正要义，就要面

对大数据治理的全方位侵入。特别是大数据治理在数据共治的全域观、数据挖掘的主体性、数据

分析的结构化、数据决策的精准度和数据共享的安全感方面将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足够的技术支

撑。（6）“平台运营能力”。针对信息社会、智能社会急促催生的各领域平台及其运营，在全球范

围内平台型治理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具体操作路径、各行动主体的角色定位、公共平台的运

行管理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各方均知之甚少，治理平台搭建和运营的复杂性远高于商业平台，

更何况社会治理来到中国还不到十年，政府与社会要携手推进市域平台型治理需要克服诸多难点，

包括理念的更新、技术的嵌入、路径的选择、平台的建构和运营等。

市域社会治理提出不到两年，全能力建设也才刚刚开始，但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蔓延直逼

各市市域能力的急速提升，抗疫场景几乎可以用上述六种市域社会治理必备能力综合起来进行

描述。对于任何一个市域而言，疫情当下，无论是居家隔离、参与管控，还是信息共享、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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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几乎触及每一个人，比其他公共事件更能激发起全民参与。而市域政府能否做到信息公开、

问题公开，并做到决策正确、行动果敢，直接影响公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进而决定能否与政

府携手共克时艰 ；那么市域政府要做到正确决策，必须俯下身来与相关专家协商，才有机会与

抗疫各基层、各团体及所有民众携手共治。相比非典，这次疫情更胶着，其传播和救治存在更

大的不确定性，市域政府需 24 小时关注疫情变化，时时回应当地民情，对于救治信息、物资

捐赠等问题同步启用常态和应急监督机制。数字时代所有与疫情相关的数字信息需准确透明，

能用尽用数字治理小程序、软件、APP 等，当然公众也需具备每日阅读、研判数字信息的能力

才能应对疫情下的日常。总体而言，疫情之下几乎所有国家机器和社会机器都在高速运转，市

域决策层要有能力调度各级平台、各类资源和协调各类矛盾的能力，并让民众充分享受市域平

台可能的优势。

公众参与、政社互动、协商共治、回应监督、数据治理和平台运营这六项能力建设在抗疫时

期几乎被公众用来检测和比较各大市域的治理绩效，例如疫情初期，河南各市的全民参与式管控

一时得到全网点赞 ；疫情中期杭州每日回应新增病患情况，并用大数据模式跟踪密切接触人群，

杭州红会每天公布收支信息，均被公众点赞 ；在恐鄂情绪下，南京等地主动接纳海外回国需集体

隔离的旅客，同时南京也因其未雨绸缪建设了全球唯一获过 IBMA 国际项目大奖的大型传染病医

院项目而被点赞 ；面对返城复工问题，苏州率先出台保护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举措，宁波、义乌

等市包火车专列运送复工人员返岗，等等。当然，面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初级阶段和疫情的突如其来，

没有任何一个市域城市能向公众全方位地展示其全能力建设成果，不仅如此，还经常因某方面的

疏漏，或不及时、或没有经验等遭受公众质疑。但总体而言，哪个市域信息公开越彻底、公众参

与越积极、政社互动越到位、回应监督越及时、数据治理越专业、平台运营越娴熟，哪个市域抗

疫战役就越主动、越有胜算。

市域社会治理的时空取向和全域突破

以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启航的前两年即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体

系和能力远未准备好的情形下迎来全域大考，这一时空对撞为市域社会治理留下了诸多机遇和

挑战。

就时间窗口而言，正如前文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前新公众参与时代已经来临，无

论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否准备好，未历经城邦社会的中国民众在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技术变革的共

同触发下，相比改革开放之初已拥有一定的参与意识，其参与通道、参与频度、参与模式和参

与内容等方面都要丰富许多，这迫使市域社会治理的推进必须与新公众参与相呼应，新冠肺炎

疫情的汹涌而至在加速新公众参与的显性化、规模化及反思性的同时，直接逼问市域社会治理

六大能力的建设情况。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各界一边防疫抗疫，一边必须调用或习得六大能力

来筑起应对高墙 ；就空间取向而言，笔者将 323 个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市（或自治州）作为市域界

定，一方面凸显法治为本、法治先行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为全能力建设提供权力保障。抗疫进

程中，在没有太多参考经验、缺乏更多专业支持的情形下，市域几乎扛起了地方治理大旗。相

比基层，他们有更多的决策权和资源调配能力，相比高层，他们需要直接面对一方百姓的安危

和呼声，无论是出入防控还是救治救济，他们需要第一时间做正确决定，并立刻行动。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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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政社互动、协商共治、回应监督、数据治理和平台运营等能力几乎要同步运用、同步推进，

并且不能有任何差池和懈怠，因为事关国运和百姓安危。也就是说，一定规模和一定立法权限

下的市域在空间上具备相对合适的体量和政策权限，应对日常或突发公共事件时具备一定的规

模效应和规模经济。

在特殊的时间维度和位于中轴的空间维度交汇之下，市域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有的使命，它

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共同出击。以往学界和政界在破解某一类治理问题时，比较常

规的方式是为此建构一套指标体系，然后逐一对照落实，这一解决方案看似体系完备，但不容易

找到着力点、发力点，或者说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关键问题。而此次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域社

会治理在短期内上一个台阶提出了新要求，陈一新作为中央抗疫指导组副组长在武汉督导战疫时

指出 ：“抗疫中市域社会治理有许多创新经验，但也暴露出不少短板弱项。我们要把加强市域社

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来抓。”㉙作为国家治理体系

的一部分，市域社会治理应当更多承担突击队的职责，2020 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对每个市域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没有犹豫的时间，更来不及去建构体系，只有在短时间内用全能力去应对、

去突破。

在大部分区域性突发公共事件面前，例如无锡高架桥坍塌事件、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

等，公众对此的主要期待是信息公开、回应监督等，而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不确定因素多、人人存在风险、经济损失巨大，抗疫期间市域治理几乎全时段、全方位经受考验，

并与其他市域始终处于比对中，如果仅有回应监督能力、没有数据治理能力，仅有日常政社互动、

没有应急政社互动，仅有社区范围内的小商小议、没有专家型和突发型的共商共治，仅有行政

部门的常规协作、没有“政府—企业—社会”共营的平台化协作，那么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市

域社会治理就可能出现崩塌，至少也要受到公众质疑，或让地方的常态体系遭受重创，更何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急剧蔓延，抗疫常态化已基本成为共识。因此，新公众参与特

别是在这场超大规模、影响深远的抗疫之战的昭示下，市域治理的全能力建设其实有不同于以

往的路径依赖。

（一）平台运营为先，应急回应为上

近十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以跨界互通、合作共享和用户思维为主导的平台型

经济迅速成为新经济的主流，并带来城市商业形态和居民消费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平台型经济

向社会领域渗透复制，正在逐渐形成的平台型社会治理既是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顺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可能的社会发展大潮。㉚目前

类似市域各级各类的政务平台、指挥平台、协商平台、投诉回应平台及区域一体化平台等的搭

建和运营基本处于各自为政、数据孤岛的状态，大部分平台由政府一手打造，用户或被行政强

制加入，或偶尔上线长期离线，缺乏经济平台的粘性和时时更新、服务下沉的特征，在大型公

共事件面前，它的碎片化、散装性就会暴露无遗。真正的平台思维、平台运营需要至少回答四

个问题 ：平台内的信息交互是否扁平化？终端每一位用户的发声是否都能听得见？任何专业类

问题是否都能有“课代表”来解读？关键事件之下是否有一键求助和应急回应？特别是应急回

应，即突发公共事件到来，平台立刻可以专业地面对各种诉求，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几乎成

为检验一个平台是否有效并可持续运营的重要指标，就像救火经常需要演练一样，平台治理的

应急训练应纳入常态。当然由于平台型治理的理念超前、系统集成、技术叠加和多维嵌入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