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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
以上海市 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 “ 大联动” 为例

陈慧荣 张 煜


【摘要】文章把协同模式看成合作性的制度，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协同模式
的变迁。协同技术创新通过何种机制改变协同制度？文章以上海市Ａ 区城市综
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案例，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和工作流程改造是如何重塑
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效协同制度产生的关键是协同条块部
门的理念和利益，构建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利益联盟。只有当具有压倒性优势
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出、
持续和巩固。协同技术创新通过重塑相关主体的利益偏好、改变行动者力量对
比、降低变革成本以及强化问责机制促进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研究的理论
启示是，开放的公共管理学可以更多地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协同模式的差
异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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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
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是实现这一宏伟改革目标的重要步骤。国家能力是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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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此感谢。如若作者对Ａ 区的做法有理解上的偏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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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合理政策和有效实现国家意图的能力。国家能力有着不同的分类，比如提
取、规制、分配、符号和回应（Ａｌｍｏｎｄ ＆ Ｊｒ．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７８ ）；提取、渗透、规
制和分配（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 ）；以及专断性权力（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和基础性权力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６ ，２００８ ）。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是重
要课题，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非常迫切。但我国国家治理结构被条条和块块
分割，部门本位主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ｉｌｉｓｍ ）突出，协同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此，
加强国家社会治理能力需要解决条条、块块以及政府和社会之间（以下简称
“政社”）的协同问题。
协同治理主要包括协同技术和协同制度两个重要层面。那么，协同技术是
通过何种机制来改变协同制度的？信息技术的利用和工作流程的改造是否有助
于破解协同治理的制度困境？本文以上海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中的“大联动”机
制为案例，以社会问题的预防、发现和解决为分析中心，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上海市Ａ 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面临碎片化的困境。第一，各职能部门代表
的条条，包括政法委、综治办、公安局、信访办、市容管理局、城管、民政局、
人口计生委、人保局、房管局、工商局、卫生局、环保局和法制办等，在政策
制定和执行中往往不能有效协同；第二，不同行政区域代表的块块之间也有很
多业务需要跨界合作，当前社会治理“以块为主”的责任体制迫切需要块块与
上级条线部门取得合作；第三，各个条线部门都招募了社会协管力量来协助治
理，比如社区保安、社区综合协管、社工、交通协管、就业援助和社区助残等，
这些社会协管力量之间在人事、薪酬、管理机制方面的协作也是一大难题。
在方法论逻辑上，本文案例研究近似于极端案例（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ａｓｅ ），并采取
过程追踪方法（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 ）揭示因果机制。首先，极端案例是指自变量或
因变量取极值的案例，是提出新假说或检验假说的常用案例方法。虽然我们没
法掌握基层协同治理的全部案例或大量样本，但笔者依然认为上海市Ａ 区的城
市综合治理“大联动”实践比较接近极端案例，原因有二：第一，从协同牵涉
的部门和人员数量看，较之其他协同实践，该案例中协同的困难性非常大。“大
联动”中，既要协同５１６ 个社区工作站、１３ 街镇联动中心和一个区联动中心，
又要协同区级和街镇层面的２０ 多个职能部门，还要协同不同条线部门下辖的近
两万人的社会协管队伍；第二，从牵涉政策领域看，“大联动”工作范围几乎囊
括了城市综合管理的所有业务，如治安、市场规制、市容、环保、房屋和物业、
交通、社会保障和人口管理等。其次，本文研究的上海Ａ 区“大联动”虽然是
单个案例，但是可以做案例内分析来考察多样性。上海Ａ 区自２００９ 年探索建立
“大联动”机制以来，同时协同块块关系、条条关系、条块关系和政府与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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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织架构、力量整合和推进步骤方面有比较成型的做法，成绩和困境都得
到展示，因此，通过“大联动”措施推出前后协同治理的对比分析，即使单个
案例也可以获得丰富的多样性（即变量取值的变化）。再次，过程追踪方法帮助
笔者对“大联动”实施前后协同实践和效果进行梳理和比较，从而展示技术创
新是如何推动制度变革的。
余文中，笔者首先批判性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指出本文的研究价值，第三
部分介绍上海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中为解决协同问题而设计的“大联动”机制，
第四部分从案例引申出协同技术与协同制度之间的因果机制，最后笔者在理论
上做出总结和讨论。
◆

二、对协同治理理论的回顾
国家机器内部结构协同一致与否对国家能力有极大的影响。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曾
提出，国家能力与政治组织的制度化程度相关，如适应性、复
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内聚性正是指国家机构之间的协同一致（亨廷顿，
２００８ ）。权
威碎片化对加强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巨大障碍。首先，权威碎片化侵
害了国家自主性，给社会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机器的各块碎片创造了条件（Ｌｉ，
得“中
性
政
府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
基础丧失（姚洋
，２００８ ）；其
２０１２ ），使
次，权威碎片化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协同失灵，各部门的政策相互打架（周志
忍、蒋敏娟，２０１３ ）；再次，权威碎片化使得公共政策执行扭曲走样，比如管制
型政策的食品安全监管失效、资源汲取型政策中的偷税漏税、分配型政策中扶
持资金的挪用等情况都是协同失灵的表现。第四，权威碎片化也导致公共服务
提供中的协同失灵，证照办理、医疗卫生、道路桥梁和公共安全等方面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责任缺失或模糊；第五，权威碎片化给社会抗争、社会运动和革命
创造了政治机会，统治阶级或执政集团的内部分裂往往是革命的先导（Ｓｋｏｃｐｏｌ，
些研究表明破除协同治理困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１９７９ ）。这
在维稳研究中，不少学者注意到国家是可以在横向上和纵向上被拆解的。
在纵向上，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２００６ ；Ｃａｉ，２００８ ；曹正汉，２０１１ ），也享有不同的政治信任（Ｌｉ，
①

志忍、蒋敏娟，２０１３ ）这篇论文对中国公共管理中的协同失灵做了深刻全面的分
① （周
析，他们主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项目管理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三大方面来剖析协同失灵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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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上，国家的不同机构出现了分工和分化（Ｃｈｅｎ，２０１２ ）。因而，
２００４ ）；在
讨论国家机构的微观基础很重要（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 ）。加州大学社会学者李静
君等人的研究谈到了法律行政机构协同作战应对社会抗争（Ｌｅｇａｌ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维稳机制（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 ；张永宏、李静君，２０１２ ）。这些研究
Ｇａｍｅｓ ）的
对权威碎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于维稳机构具体如何协同问题并没有深入
讨论。
公共管理研究高度重视协同失灵问题，提倡超越盛行已久的“新公共管理
运动”，谋求实现整体性治理（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竺乾威，２００８ ａ ）或者
“善治” （俞可平，２０００ ）。在这两个目标指引下，学术界对此做出了大量有益
探索。最初的研究是介绍和评论西方发达国家跨部门协同的理论和实践（沈荣
华，２０１２ ；孙迎春，２０１０ ；曾维和，２００８ ；李国强，２００７ ）。介绍和引进类文
献固然有重要价值，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单纯的介绍和评述无助于理论
的突破，唯有结合中国实践才有望在协同理论上补充、修正或者超越西方话语
体系。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聚焦于对我国跨部门协同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
总结（周志忍、蒋敏娟，２０１３ ；周志忍，２０１１ ；唐任伍、赵国钦，２０１２ ；曹堂
哲，２０１０ ）或者针对具体政策领域或政策阶段协同实践的案例研究，研究还
扩展到了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问题。这些先驱性研究对克服权威碎片化和构建
整体性政府做了有益探索。
整体政府（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或协同型政府（Ｊｏｉｎｔ － ｕ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建
设是以结果为导向的（Ｐｅｒｒｉ６ ，１９９７ ），跨部门协同有不同的层次。就互动水平
和政策产出而言，政策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在协同层次上高于政策协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ＥＣＤ，１９９６ ）。梅吉尔斯（Ｅｖｅｒｔ Ｍａｉｊｅｒｓ）把跨部门协同分为三
个层次，从高到低依次是政策整合（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政策协调（Ｐｏｌｉｃｙ
①

②

具体领域的研究包括：“大城管”模式（张小明、曾凡飞，２０１０ ）、行政服务（储松
燕，２００６ ）、行政审批制度（骆梅英， ２０１３ ）、基层综合应急救援体系（郑寰、燕继荣，
２０１１ ）、汶
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孔静静、韩传峰，２０１３ ）、食品安全监管（颜海娜，２０１０ ；
王洛忠等，２００９ ）、台湾风灾救援（陈秋政，２０１１ ）、广东环境治理（王玉明，２００９ ）、流域
水污染防治（朱德米，２００９ ）以及征地冲突的整体性治理（祝天智，２０１３ ），针对大部制改
革的研究成果尤其丰富（石亚军、于江，２０１２ ；宋世明，２００９ ；竺乾威，２００８ ｂ；施雪华、
孙发峰，２００８ ；王佃利、吕俊平，２０１０ ；张康之，２００３ ）。
方面的研究，比如有，后全能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必要性（李景鹏，
② 这
会自治基础上的协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演进逻辑（燕继荣，２０１３ ）、社会组织参与
２０１１ ）、社
社会管理（王名、丁晶晶，２０１３ ）、协同中非盈利组织自主性形成机制（宋程成等，２０１３ ）、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沙勇忠、解志元，２０１０ ） 和社会协同治理的努力方向
（严国萍、任泽涛，２０１３ ）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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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合作（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ｊｅｒｓ ＆ Ｓｔｅａｄ，２００４ ）。周志忍
等区分了政策协同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关注政府战略、跨部门
政策和部门政策的协调（周志忍、蒋敏娟，２０１０ ）。根据政策、顾客、组织和机
构这四个整合目标及其相应运行机制，整体政府的治理结构也可以分为四个层
次（Ｐｅｒｒｉ 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显然，层次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在我国协同绩效或协
同失灵方面，周志忍和蒋敏娟（２０１０ ）从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两个层面做了很
好的剖析。因而，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分析协同治理问题也适用于本文。
在协同技术层面，研究发现，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在电子政务系统建设中
很容易造成信息孤岛（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现象（樊博，２００８ ）。政府部门之间
信息资源难以共享，形成“外孤岛化”，而政府网站内部信息资源碎片化则被称
为“内孤岛化”（赵慧、刘军，２０１３ ）。跨部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不仅仅是技术
问题，还要分析共享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张铠麟等，２０１３ ），进行成本收益
分析（王芳，２００６ ；聂勇浩，２００５ ）。信息共享的电子政务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成
熟阶段，从低到高依次是政务公开、业务信息化、垂直整合和水平整合（Ｌａｙｎｅ
＆ Ｌｅｅ ，２００１ ）。
笔者发现既有研究有几个缺憾，值得我们弥补。首先，在协同技术和制度
的关系上，既有研究大多数单向地探究制度结构是如何促进或者阻碍协同技术
的开发和应用，而忽略了技术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技术的创新通过何种机制改变既定的制度结构，促成新的协同模式。在技术快
速进步的时代，探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尤为重要。其次，在讨论
协同制度的功能、绩效和困境时，大部分文献都较少涉及政治学中方兴未艾的
制度主义理论。公共管理学一直是开放性的学科，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历史制度
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社会学制度主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等理论流派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和
观点来分析协同制度的产生、变迁和绩效。此外，在议题选择上，对我国跨部
门协同实践和具体政策领域的大量研究是“国际视野、中国关怀”的体现，然
而，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协同治理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
研究。城市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与单个政策领域的协同不同，涉及公共服务、人
口管理、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诸多事项，协同挑战更大。对这方
面的案例分析可以检验西方整体性政府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我国实践基础
上修正和完善其理论框架。
本文力图在三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讨论协同技术如何推动协同制度变
迁，这一领域常常被既有研究忽略；第二，从制度主义的理论预设来解释协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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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或协同模式，加深我们对技术和制度关系的理解；第三，在议题上填补基
层社会综合治理的空白。

三、城市综合治理的“大联动”机制
这部分主要介绍上海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中为解决协同问题的探索，笔者首
先介绍城市基层治理的挑战和协同困境，再介绍“大联动”中协同技术的创新
以及协同制度的变迁。这部分主要是案例描述，为下文的理论分析做铺垫。
（一）治理挑战和协同困境
虽然不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但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突飞猛
Ａ区
进，人、财、物等经济社会要素快速聚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
社会心态复杂化的现象日益凸现，给城市稳定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特别是该区流动人口总量急剧上升，截至２００９ 年７ 月，全区实有人口
２０６ ７ 万
人，其中常住人口９２ ４ 万人，外来人员９６ ２ 万人，成为了全市两个人
口比例倒挂地区之一。到２０１４ 年４ 月，全区实有人口已接近２６０ 万。在此背
景下，城市治理面临几个突出问题，比如违法建筑和群租现象泛滥，城中村环
境“脏、乱、差”，地下工厂和小发廊、小饭店、小网吧、小浴室、小棋牌室、
小游戏机房等无证“六小”场所蔓延，消防和交通等安全隐患突出以及社会治
安和稳定形势严峻等。
联动”机制尚未运行之前， Ａ 区城市管理体制中管理层次多、
２００９ 年“大
行政力量各自为政、社会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管理水平
的瓶颈。首先，条线垂直管理和街镇属地管理时常难以有效耦合，条线职能部
门虽较多地集中了城市综合管理资源配置的权力，但因管理力量有限等原因往
往是“有权管、看不见”，街镇属地管理因缺乏相应的权作保障和利作推动，往
往是“看得见、摸得着、无权管”，客观上造成城市公共管理的低效。其次，行
政执法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受部门型管理体制影响， Ａ 区城市管理过程中执
法力量不足，执法条线分散等问题造成了各部门各自为政，各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忙忙碌碌，但力量分散、信息屏蔽和缺乏长效整合机制而形成不了整体
合力，在一波波的闪电式的专项整治行动下，每个部门都深感管理力量紧缺，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关于Ａ 区的数据均来自Ａ 区政法委和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和应急
联动中心的网站和调查报告以及相关报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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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要求增编加人，致使政府行政执法和社会控制成本不断增加，而城市综合
管理绩效却无明显提升。再次，各类社会协管力量缺乏整合。截至２００９ 年５
月，包括“万千百人就业项目”在内， Ａ 区已有治安辅助巡逻、交通协管、社
区保安、市容环境协管、环保协管、房屋协管等２７ 类就业劳动组织１９４ 家，从
业人员达１８ ４７０ 人，分别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综治办、公安分局、民政局、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人口办等部门分散管理。从全区整体来看，各种社会
管理力量总数并不少，但由于各支队伍缺乏充分整合，一直没能建立资源最优
化组合和最大化利用的格局。
（二）“大联动”的协同技术创新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和困境，Ａ 区于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建立“大联动”机制，以
“整合资源抓源头、综合治理保稳定、化解隐患促和谐”为最终目标，以“管理
力量大整合、社会服务大集中、信息采集大平台、矛盾隐患大排查、社会治安
大联防、行政执法大联动”为工作思路，设立区、街镇和社区三级“大联动”
网络。下文从三方面介绍“大联动”机制的基本运作。
协同治理的技术主要涉及两方面：信息共享和流程再造。无论是信息共享
和流程再造都是为了更好地在协同中预防、发现和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
息共享：整合信息孤岛
１． 信
联动”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实现信息资源整合。目前， “大联
Ａ 区“大
动”机制整合了１３ 个街镇和２０ 多个区级职能部门，全区成立了５１６ 个基层大
联动工作站。更重要的是，２０１０ 年６ 月，区联动中心先后整合了公安１１０ 指挥
中心、城管网格中心、民生服务热线、区长信箱、党务信箱、区应急值班等城
市常态和应急管理资源，开通“９６２０００ ”民生热线电话，２４ 小时受理群众咨
询、求助、投诉、建议，建立了统一受理、集中指挥、协调联动的工作规范
（后来又加入了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２０１０ 年８ 月，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平
台正式运行。各街镇分中心、居村委工作站和相关职能部门已开通信息系统终
端，全面覆盖、联通共享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已初具规模，区、街镇和居
（村）委三级管理主体之间，基本实现了信息共享、接口有序和工作联动，“大
联动”的信息分流、指挥派遣、通报督办、反馈监督等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信息共享是问题预防、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的重要机制。在信息孤岛化的
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被掩盖。“大联动”中的统一信息平台以社会前端管理和
民生服务为重点，建立并完善信息发现机制。全区街面网格共划分７５ 个巡区，
责任块；社区网格共划分居委工作站３５０ 个，村委、企业工作站１６６ 个，
１８９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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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块１ ２９９ 个，两个网格共整合体制内、体制外各类力量共３ 万多人。这是体
制内主动发现与体制外热线反映相结合的信息采集工作网络，大量城市管理问
题、各类矛盾隐患信息快速集中到区联动中心。比如， “大联动”机制建立后，
截至２０１３ 年底，全区各街镇（工业区）共发现上报公共安全隐患信息３１ ９４３
条，查处３１ ７１２ 起，办结３１ ４６８ 起；共受理群众诉求１３２ ７９０ 件，区相关职能
部门和各街镇共办结投诉１３０ １３６ 件，办结率为９８ ％ 。共现场查处社区和街面
巡管上报案件７０３ ０５３ 件，办结率为９９ ３１ ％ 。
通过对汇总和归类的各种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各职能部门和相关领导
可以对问题的性质、类型、轻重缓急、趋势等有一个分析和预判，为对症下药
和提前预防提供可靠参考。比如，联动中心信息系统设置了自动生成的“投诉
热点”条形图，领导和民众都可以根据办理部门、街道或镇、分布区域和事项
类型查询一定时段内的投诉热点问题。
目前，Ａ 区在进一步推动信息共享方面面临不少障碍。当前主要的信息来源
是体制外“９６２０００ ”民生热线和“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即市民的各种诉求和反
映，而各职能部门掌握的体制内信息仍然共享不够。基于各种利益考虑，一些
职能部门依然把他们的信息垄断不放开。这说明，协同治理不仅仅是个技术问
题，还是制度和政治问题。
程再造：统一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
２． 流
协同治理中，政府不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共享，还可以再造工作
流程，达成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的统一。在“大联动”案例中，流程设计
追求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如图１ 所示。

图１ Ａ 区“大联动”机制运作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 区联动中心内部工作手册和网站介绍改编制作。

图１ 的流程图表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任何政策咨询、社会保障、教育入
学、物业维修、市容环境、市政设施、食品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可
以２４ 小时拨打９６２０００ 热线电话或者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向联动中心进行咨询、投
诉、求助和建议等，也可以登录区政府网站的“大联动公开”栏目进行网上操
作。区联动中心负责专人受理反映案件，将其录入信息系统生成任务单，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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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项类型和归属，将案件派发至相关部门或单位，并规定办结时间。相关责
任部门或单位通过联网接收到任务单后，开展现场处置工作或者进行其他后台
处理，并在限定时间内（可视情况申请延期）将办理结果反馈至联动中心，请
求结案（如果派发后，相关部门认为不归其管辖，可以将案件返回联动中心，
联动中心再次派发）。联动中心收到办理反馈后回访反映人，核实办理结果，符
合结案标准的，中心将结案归档，否则将继续跟踪督办。反映人可以在线查询
案件进度，对案件办理进行评价，评价分为“满意、较满意、一般、较差和差”
五个等级。
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促进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的统一。 Ａ 区的“大联
动”案例中的考核监督方式展现出新的问责机制。比如，信息公开和“分色预
警”制度给责任部门带来压力。 “分色预警”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
“大联动”信息平台上建立覆盖全区的分色预警机制，通过大联动门户网站实
时、动态、直观展示区有关职能部门、各街镇、各居（村）委“大联动”工作
站的业务数据完成状态，针对不同状态相应发布绿色、蓝色、红色三级预警信
号。主管和分管领导以及各个责任部门通过信息系统对接可以实时看到自身业
务的进展。绿色表示已经办理完毕，蓝色表示正在办理中，红色表示规定期限
内仍未着手办理。群众凭拨打“大联动”热线时生成的流水号，可以即时查询
有关事项办理进度和有关解释说明，并对职能部门办理情况做出评价。这种信
息公开和“分色预警”制度让整个办理流程都处于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
利于落实行政责任。
（三）“大联动”中协同制度变迁
以信息共享和流程再造为技术突破口的“大联动”对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
协同制度带来了重要变革。协同治理的组织架构和力量整合都是制度变迁的体
现，以下分别介绍。
１． 组
织架构：区、街镇和社区三级“大联动”中心
依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统一协调，分级包块、责任明晰”原则，
Ａ区
建立区、街镇、社区三级“大联动”组织架构。各级“大联动”组织由党政主
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组织架构参见图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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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 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Ａ 区联动中心内部工作手册改编制作。

区成立了区“大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单位由区相关综合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街镇党
政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联动办）。如图２ 所示，区级“大联
动”中心不代表某个部门，而是代表区“大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全
区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联动中心与“联动办”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管理模式，区级城市管理主要职能部门派员进驻联动中心建立联席会商制度。
区联动中心主要负责对全区“大联动”工作的统一指挥调度，协调区级职能管
理部门对街镇“大联动”工作提供条线业务指导和行政执法支撑；当某类城市
管理顽症成为普遍性问题时，由区级“大联动”中心联动区级相关职能部门，
采取专项行动，进行全面的综合整治。街镇是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强化
“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核心载体，因而是实体化的中心。各街镇
分管领导担任“大联动”中心主任，综治办、派出所、城管执法队、房管所、
工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各主要联动单位派员常驻街镇“大联动”中心，
街镇“大联动”中心可以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下设街面指导组、社区指导组、
信息处理组、执法联动组等协调小组，统一指挥街面网格化巡管和社区网格化
巡管工作，集中处理辖区内城市综合管理各项事务。各街镇“大联动”中心，
综合考量本地区实际情况，下设若干个非实体性社区“大联动”工作站。一般
情况下，以居（村）委建制为基础建立社区“大联动”工作站，各社区工作站
由居（村）委会书记任主任，社区民警、治保主任等为副主任，由街镇挖掘资
源，整合归属社区管理使用的人口综合协管员等辅助力量和原属各部门条线管
理使用的协管力量，统一组织社区综合协管队伍，按照责任捆绑制要求，具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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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城市综合管理基础信息采集和违法行为的劝阻等工作。
量整合：社会协管和行政执法
２． 力
力量整合主要涉及社会协管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管理力量整合不是简单
的结合与叠加，而是一种有机组合，适度整合是将系统内分散的各部分整合成
完整的统一体，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社会协管力量是整个“大联动”运作机制的基础力量。２００９ 年以前Ａ 区政
府购买服务的各支队伍分属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综治办、公安分局、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人口办、街道等部门，迫切需要有机整合。社会协管力量的
整合，由区级负责统筹，街镇统一管理，社区集中使用。
行政执法力量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信息互通和执法联动上。 Ａ 区的做法有两
条：一是以成立区级“大联动”中心为契机，建立集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
性、跨部门、跨区域的“大联动”信息采集与共享网络平台，以信息化手段整
合各职能部门内部资源，建立信息流转制度、交办督办制度；二是明晰职责，
条块结合，建立街镇综合执法与条线专业执法相结合的执法联动新机制。全面
梳理现有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建立全区依法行政规程，厘清城市一般性常
见管理问题条块之间的职责范围，明确发现上报问题隐患和加强日常管理的主
要责任在块，行政执法的主要职责在条。对街面一般秩序类的行政管理，由街
镇联动中心组织街镇范围内的联动力量开展，必要时组织条线部门在街镇的派
出机构进行联合执法；而对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事项，由条线部门通过专业执
法完成，块负责对条的执法提供人力物力支撑。改革目标是：实现从“处置问
题”向“发现问题”的前端延伸，推动条线执法力量的下沉，力图实现权责统
一，提高基层管理能力。
在问题：部门本位与“联而不动”
３． 存
“大联动”改革没有彻底解决协同问题，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难题。首先，一
些条线单位存在部门利益至上、联而不动。有些部门担心“大联动”削弱了自
己的力量，名义上接受整合，实则各行其道。尤其是面临法律和制度建设相对
滞后、部门职责有交叉的社会管理难点领域，一些条线部门存在钻法律漏洞推
诿责任、“依法不作为”的情况，导致形式上“联”了，但在问题的解决机制
上“动”不起来。其次，受部门利益制约，人力资源的整合难度很大。因为受
到各支力量当初招录时的薪酬制度、不同辅助力量工作量的显著差异、条线使
用部门的利益等因素制约，目前并没有实现辅助力量网格化布局，在网格内共
同采集城市管理基础信息数据、发现上报问题隐患，协管力量同工同酬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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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四、协同技术创新如何影响协同制度变迁
协同治理说到底是制度创新，是体制机制的重新安排。制度是人为制定的
游戏规则，用以塑造人的行为，既给人以约束（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 ），也使某些行动成
为可能（Ｔａｎｇ，２０１１ ）。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享有不同权力的行为体为争夺
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制度本身更多地体现强者的理念和利益（Ｔａｎｇ，２０１１ ）。
既得利益的强势行为体通过各种手段固化既定制度，而利益受损者会动员资源
来改变既有制度。有效协同制度的产生关键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条块部
门的理念和利益，以此来构建更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力量联盟。只有当具有压
倒性优势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
才能推出、持续和巩固。
然而，技术变迁又是如何推动制度变迁的呢？在上海Ａ 区“大联动”案例
中，我们可以发现若干因果机制。
第一，技术创新重塑了部门的利益偏好。科层制下，信息的流动和掌握是
组织运作的关键。信息的获取和释放都是重要的部门利益。 Ａ 区政法委和综治
委是“大联动”机制的主要推动者，对地区社会稳定负有领导责任。多年来，
政法委在信息掌控和责任划分方面受困于条条、块块和庞杂的社会协管力量之
间的各自为政。基于信息共享和流程再造的协同创新让政法委看到了新的协同
模式成为可能。条线部门和街镇单位也深受权威碎片化之害，工作难有突破，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利用信息技术来整合资源。但是，协同创新是信息、权
力和责任的重新配置，强势条线部门并不是全身心拥护协同，在部门利益驱使
下，对信息的全面开放和权力让渡给街镇持保守态度。街镇等块块单位则期待
利用协同创新从条线部门手中争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以平衡责任与权力的失
衡。所以，区政法委是“大联动”最强力的推动者，街镇单位也乐观其成，强
势条线部门（下辖大量社会协管力量）则勉强应付。这种利益偏好的组合有利
于“大联动”机制的开创和实施，但预示了不小的阻力。
第二，技术创新改变了条块部门力量对比。“大联动”案例中，政法委和街
镇政府的力量得到大大强化，条线部门的权力受到削弱。信息共享技术使得政
法委整合了多个入口的咨询、投诉、求助和建议信息，对于社会治理的整体情
况有了更加全面和量化的掌握。街镇“大联动”中心则是“以块为主、条块结
合、属地管理”的核心载体，成为实体机构，权力大大增强。条线部门信息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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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则变得更加困难，下辖社会协管力量也纳入“大联动”机制中，权力有所减
弱。唯有支持创新的力量联盟占主导地位，变革才有可能。
第三，技术创新降低了制度变革的成本。如果改革成本过高，制度就不会
发生变迁。“大联动”机制中的街面网格和社区网格以及网上的统一入口为政法
委、条线部门和街镇政府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信息的收集成本，大大拓展了信
息覆盖面。在信息收集上，技术创新促成了多赢的局面。
第四，技术创新使得督查和问责更加理性化。“大联动”机制中，联动中心
对于治理问题的派发、督办和评价十分有利于破除组织运作中的人情因素从而
实现协同理性化。在督促职能部门处理民众反映的问题时，传统协同模式往往
碍于人情和面子不能严格落实责任和客观评价。通过网络协同的派发、办理、
反馈和评价机制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因素，联动操作系统可以更加客观地
对责任部门进行评价。上述“分色预警”制度时刻提醒相关部门，督促他们解
决待办事项。信息平台上不同颜色的提示效果要好过督查部门领导的口头催促。
第五，以信息公开和公众评价倒逼相关部门落实责任。根据流程信息公开
和群众评价，Ａ 区实施“三级考核”制度。“三级考核”是指区考核办对区有关
职能部门、各街镇“大联动”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区有关职能部门对专业队伍
或派出机构进行绩效考核，各街镇对所属相关职能部门、居（村）委“大联
动”工作站进行绩效考核；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居（村）委工作站分别对街面
和社区巡管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市民通过“大联动”信息系统监督事项办理情
况并对政府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绩效做出评价。市民可以进入网上“大联动公
开”栏目，查询本人通过热线电话或网络途径反映的案件办理情况，并对办理
结果满意度进行评价（网站设置星级评价系统，一颗星到五颗星分别代表差、
较差、一般、较满意和满意）。他们还可以随时了解各部门、各单位办理诉求的
绩效状态，可以对各部门、各单位依法行政履职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评价。
他们的评价是上述“三级考核”的重要依据。这些技术手段都有利于“大联
动”主要推动者在协同中切实追责。
总之，以区政法委和综治委为主要推动者的“大联动”改革，应用信息技
术和流程改造等技术创新重塑了相关部门的利益偏好，团结街镇块块单位，对
条线部门进行部分削权，初步构筑起支持变革的理念共同体和力量联盟。协同
技术创新还给改革推动者提供了良好的杠杆，使对相关条线部门的问责更加有
力和理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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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克服权威碎片化、构建整体政府对于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至关重要。在
我国，城市基层综合治理的协同困境尤为突出，探索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体制
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联动”协同机制引入前后的对比分析表明，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制
Ａ 区“大
度创新确实缓解了信息孤岛困境，进一步整合了各部门分割化的信息资源，凭
借信息化平台改造了工作流程，进一步统一了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协同
技术创新通过重塑利益偏好、改变力量对比、降低变革成本和开辟协同问责新
途径促进了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大联动”中存留的问题（如条线部门的利
益本位导致联而不动、信息封锁和人力资源难以整合等）体现了各单位、各部
门在理念和利益上难以取得完全协同一致的困境。
本研究有几点理论启示。第一，协同模式可以被看成合作性的制度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把协同模式纳入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可以拓宽理论
视野。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社会科学永恒的
主题。解开集体行动之谜有不同的分析层次，如个人、组织和国家。协同治理
主要包括政府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政府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合作。不
同的协同模式其实就是不同的合作性制度安排，探究不同协同模式的兴衰其实
就是研究制度变迁。通过引入制度主义理论，协同问题的讨论就可以超越公共
管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和整体政府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
历史制度主义等流派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某种协同模式成为可能或不可能。
第二个理论启示是，以合作性制度（协同模式）为分析中心，我们可以进
一步讨论协同技术与协同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协同技术以制度为中介对政治产
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关于跨部门协同和整体政府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制度结
构如何促成或者约束协同技术的应用做了大量研究，然而，较少涉及技术通过
何种机制来改变制度。既有研究也甚少讨论协同技术如何影响政治（比如问责
制和群众路线体现的政府与社会协同关系）。本文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以制度为
桥梁，搭建一个协同技术、制度和政治的三层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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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ｍｏｎｄ ，Ｇ． Ａ． ＆ Ｊｒ． Ｐｏｗｅｌｌ， Ｇ． Ｂ． （１９７８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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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２ ．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Ｐｅｒｒｉ ６ ，Ｌｅａｔ，Ｄ． ，Ｓｅｌｔｚｅｒ，Ｋ． ＆ Ｓｔｏｋｅｒ，Ｇ （２００１ ）．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ｓ ：Ｔｈｅ Ｍｅｚｚａｎｉｎｅ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ｏｕｓｅ．
Ｐｅｒｒｉ ６ ，Ｄ． Ｌ． （１９９７ ）．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ｓ ：Ｂｉｄｅｗｅｌｌ Ｐｌａｃｅ．
Ｓｋｏｃｐｏｌ，Ｔ． （１９７９ ）．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ａｎｇ ，Ｓ． Ｐ． （２０１１ ）．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ＯＥ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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