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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 在微观层面上因为政策过

程不完整、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差异化而形成, 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户

籍、政策稳定程度是政府界定问题域的基本维度, 前者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

的公共品提供的范围和程度; 后者限定了既有社会稳定问题和现有社会稳定问题的性质

和范围。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应关注预警层次、指标定义、主观指标、逆向指标、指

标相关性等问题, 相应的信息系统还存在缺乏整合、覆盖面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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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河北省定州市征地引发群体性事件 ( 2005年 )、福建省厦门市 PX项目群体性

事件 ( 2007年 )、贵州省瓮安县群体性事件 ( 2008年 )、重庆市出租车罢运群体性事件 ( 2008)、

广东省南海市汽车工人罢工群体性事件 ( 2010年 ) 等在国内公共舆论领域引发较大争论和传播

效应, 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主要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从党政机关到公众的敏感话题

之一。如何对社会稳定问题进行有效的预测, 为前置干预、现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具有现实的

紧迫性和实践意义。

学术界对此早有回应。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社会预警研究是社会学应用研究长期关注的领

域之一。国内学者对社会预警的机制提出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在实证方面也提出了社会预

警指标体系设计的构思, 还有学者对政府 维稳 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笔者 2009年参与华南 Z市社会预警课题的研究过程中, 进行了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的实地调研。在实地调研和分析讨论的过程中, 遇到了社会稳定问题预警研究中一些需要厘清的

问题。笔者试图从实地案例入手, 分析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和演变, 意图对 社会稳定问题的

问题域 这一问题进行回应, 同时也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和相应的信息系统的构建存在的

一些难点作一探讨。

一、社会预警研究回顾

国际社会预警研究中, 早期的著名范例是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的研究, 也被称为 悲观

派 社会分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贝克 ( U lrish B eck )、吉登斯

( G iddens) 提出的 风险社会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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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 风险社会 理论是对应他所说的 第二现代 而言的, 主旨在于说明从古典工业

化社会的财富分配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分配的转型。现代工业社会跨越传统社会边界的技术风

险, 使得人类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导致了全球日渐成为风险社会。而知识领域对

风险的多样性认识, 使处理 二手的非经验 ( second hand non experience) 的社会公众难以对

风险形成共识, 甚至包含了 替罪羊社会 ( scapegoat society) 的危险倾向 。吉登斯更强调制

度性风险, 在现代性全球体系中, 世界民族国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

军事秩序等制度性支柱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 而且难以预测, 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在

这一处境下, 出现了风险的个人化, 个体作出的选择都与风险相关联, 而个体对风险的理解又是

独特的。个体对诸如核泄漏这样的后果风险的恐惧, 以及虽然更加信任专家系统但又存在个人化

的质疑的倾向, 使得个体在对风险的认知上遭遇困境 。

在国际实证研究领域中, 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起, 经合组织 (OECD) 国家、苏联等先后

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 如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 ( SSPS)、T B 奥西波夫

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等。 2001年, 联合国统计署和统计委员会对最基本国家社会指标数据

(MNDS)、国际发展目标 ( IDG)、共同国家评价 ( CCA )、普及基本社会服务 ( BSSA )、千年发

展目标 (MDG )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 CSD) 体系所涉及的全部指标进行筛选和整合, 最终提出 3

级 123项指标。

国内开展社会预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宋林飞、肖飞、牛文元、邓伟志、童星等。宋林飞

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稳定问题, 提出在收入分化、财富分配、职业有无三个方面非均衡性

加强的中国社会, 通过社会预警, 有助于形成改革过程中社会可承受的适度社会成本 。牛文

元、叶文虎以 社会燃烧 理论来说明社会预警的建构过程, 为社会预警提出了新的思路 。童

星、张海波对公共管理理论和社会预警理论进行整合, 认为可以将社会风险管理的思路引入社会

预警中来 。

国内学者也开展过一系列实证性社会预警研究。宋林飞提出由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

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 7大类 40个指标构成的 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

体系 。邓伟志提出了由经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 4大类 17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预警指

标体系 。阎耀军提出了实证性社会预警的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6大子系统 12个特征模

块 55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 。朱庆芳提出了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

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 6个子系统 38个重要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 以反映物质生活质

量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

二、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 微观层面上的形成

要确定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 需要确定社会稳定问题的判断标准和类型, 这就需要从社会

稳定问题的形成过程入手。已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 强调社会稳定问题宏

观层面的源头主要来自社会转型、贫富分化、失业、腐败等因素, 但较少从微观层面分析社会稳

定问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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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市因征用土地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过程, 可以从微观层面上说明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路

径。20世纪 80年代以来, Z市的征地问题曾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是较为棘手的社会稳定问题

之一, 金融危机以来因征地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仍有发生。

Z市土地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从土地补偿和群体的不同角度划分, 共有七种情

况。就土地补偿来说, 有以下四种情况:

1 征地补偿标准的问题: 由于 Z市各乡镇之间和镇下辖的村土地开发的时间有先后, 征地

的补偿标准也不一样; 开发较早的村或村民组的农民, 虽然已经享受了征地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但由于土地价格在市场上的攀升, 不满当时的征地价格, 要求提高补偿款;

2 征地补偿方式的问题: 征地时一次性下发的补偿款用完之后, 农民要求政府给予进一步

的生活保障, 如就业、养老保险等;

3 合法征地的问题: 个别地方存在着上级土地审批监管不够严格、超出当年土地指标的超

量违规预征现象, 既没有土地证, 又可能出现暂时征而不用的情况, 引起农民不满;

4 土地丈量和村庄公用地归属的问题: 由于土改时期的土地丈量技术手段所限, 难以做到

精确测量, 再加上道路、沟渠等公用地 (每村数十亩不等, 土改时期均未登入土地册 ) 的归属

问题, 导致农民在征地时对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产生疑问。由于历次规划建设使得所征土地的建

设布局已经发生重大调整, 基本上不可能再重新丈量。

就群体而言, 有三种与征地问题相关的群体问题:

( 1) 农转非户口人群: 这一人群在子女教育、生育权利 (第一胎是女儿可以生育第二胎 )

等方面没有得到与农业户口的同等待遇, 再加上土地开发为村民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收益, 一部分

农转非户口要求转回农业户口, 分享农村土地开发收益和各项公共品权益, 但是现有农业户口的

村民不赞成他们再将户口转农来分享自己的既得利益, 双方形成矛盾;

( 2) 外嫁女人群: 这一人群要求分享出嫁前所在村庄的土地权益, 但是村民依据传统, 不同

意她们的要求;

( 3) 代耕农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村庄曾经出现因农民逃港导致耕

地撂荒的情况, 故而招募外省农民前来耕种交公粮。因为时间跨度长, 这一人群已经出现了世代

继替, 且与本地户籍农民通婚, 因此代耕农对土地权益亦有要求, 但是显然他们的要求难以解

决。

上述 7类问题仅是分类依据不同, 实际上土地补偿和群体的不同分类之间存在交叉。当我们

透视历年来因征地而导致的问题时, 除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 还可以发现:

1 政策过程不完整, 是社会稳定问题出现和演变的根源之一。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丈量

登记开始, 就存在纰漏, 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80年代以来, 土地征用补偿方式以 摸着

石头过河 的方式发展, 一事一议, 征地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不断变动, 解决方法本身也酝酿

着新的矛盾。

2 政策本身也是利益分配差异化的机制。一些涉及群体利益的政策进入实施阶段后, 就已

经限定了不同群体汲取利益的能力; 后续的政策在维护 稳定团结 这一大局的方针指引下更

倾向于强化已有的利益分配差异化机制, 覆盖面轻易不 开口 , 原来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受到

相对更大的利益剥夺。

股权固化 解决办法就是一例。经过多年摸索, Z市在征地过程中将征地面积的 10% -

30%留给行政村建物业出租, 进行集体分红, 相比国家级城乡统筹示范区域成都、重庆的经验来

说, 留给农村的实际收益更多。而且, 征地补偿的方式也更加民主,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将土地虚

拟化为股权, 按照 生不增死不减 的办法, 将补偿方式完全固化。

然而, 也正是这一方式带来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村民支持股权固化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外嫁

女会获得土地权益, 一位村民小组长谈到了村民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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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2004年开的村民大会, 吵得很厉害。你也知道, 我们这里土地非常珍贵的,

农民都不希望嫁出去的还在村里占一份土地。按照法律, 妇女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从村

里来说, 这就不行了, 我们这里的习俗, 女人嫁出去就不能再在娘家村里占地。为什么

呢? 你嫁过去以后, 可以在婆家那边占一份地, 这边还要占一份, 不是太贪心了吗? 说

到底, 如果女人嫁出去以后地不交回来, 从外村娶进来的女人怎么办? 她们也需要地

啊! 这相当于互相交换, 要是地被外嫁女占住了, 没有地分, 总不能让男人都去打光棍

吧!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 不能坏了规矩。其实股权固化, 就是断了她们分地的念

头。 (摘自 2009年 3月深度访谈记录 )

在这一过程中, 地方政府扮演着微妙的角色。一方面, 不能不默认村庄惯行的秩序, 按照父

权制家庭为中心的土地分配方式, 去解决农村中最为棘手的土地分配问题; 另一方面, 又不能否

认相关法律法规和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默许的结果, 是社会稳定问题在一定规模上的常态化。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这是理性计算后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 其结果是带来了对地方政府来说相对

可控 的社会稳定问题。 股权固化 的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定型后, 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弹性

不断下降, 最后因为解决方式向受益方的倾斜而具有利益纽带的作用。此后, 外嫁女上访更加常

态化, 成为 历史遗留问题 。

究其原因, 由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 资源配置更多依

靠行政指令, 因而利益分配机制的诞生、演变和消亡, 都有与之关联的政治责任。如果没有来自

政府的默认和支持, 违反 土地法 和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村民大会决议就不可能通过并执

行。来自政府的权威, 成为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基准。为了维护这一利益分配机制, 又不得不发生

对影响这一利益分配机制的群体或因素进行社会区隔, 将此上升到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高度来对

待。经常上访的外嫁女, 又多是因离异、病患等有家庭困难的外嫁女。究此问题的实质, 是在其

家庭资力的不足, 但被政治化为群体性事件。

在调研过程中, 一些村干部还提到了 股权固化 在未来可能引发的问题: 新一代村民成

年以后, 2004年之前出生的肯定会有股权, 而之后的则未必会继承到股权, 势必造成不公, 影

响到社会稳定。在个别村庄,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争议。

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提出的 父母官型诉讼 理论, 可以加深对上述微观层面上形成社会

稳定问题过程的思考。滋贺秀三指出, 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是原告和被告互相角力的过程, 也就

是 竞技型诉讼 ; 在东亚社会, 除了角力的双方, 政府是诉讼中相对中立的第三方, 双方共同

遵从同一裁判者的决断。滋贺秀三把后者称为 父母官型诉讼 , 认为这是东亚社会解决社会冲

突的一个历史传统, 政府扮演着 父母官型诉讼 中第三方的角色 。仅以土地利益分配为例,

村民和外嫁女群体、代耕农群体之间的冲突, 也具有 父母官型诉讼 的特点, 一开始双方在

形式上都遵从政府的裁决。但是, 由于政府由利益分配的裁决者转为已有利益分配机制的保护

者, 失去了中立的立场, 使得 父母官型诉讼 无法延续, 进而产生社会矛盾。

三、社会稳定问题的分类和演变

人类学家玛丽 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 风险文化 中将风险关注的领域划分为三类:

( 1) 社会政治风险: 来自内部异常人员或外部军事敌人对社会结构的风险; ( 2) 经济风险: 对

经济的威胁, 或经济运行失误的风险; ( 3) 自然风险: 对自然和人体的生态威胁, 即 技术带

来的风险 。 上述分类方法是以社会群体对风险进行关注或 选择 为基准的。按照贝克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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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晚期财富分配向风险转型的说法, 处于工业化过程和全球化过程的中国, 既可能出现因为工

业化财富分配带来的社会冲突, 也可能发生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引发的冲突, 比如厦门、成都

因 PX项目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国内相关研究中, 于建嵘提出了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类

方法: ( 1) 维权抗争; ( 2) 社会纠纷; ( 3) 有组织犯罪; ( 4) 社会泄愤事件 。王学辉对群体

性事件提出了 6种分类角度: ( 1) 按成因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群体性事件; ( 2) 根据人数规模

和社会影响分为小规模、较大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群发性事件; ( 3) 根据政治目的和结果

分为政治性、非政治性群发性事件; ( 4) 根据发生地不同分为农村群发性事件和城市群发性事

件; ( 5) 根据参与主体的结构和态度, 分为同质性、异质性与混合型的群发性事件; ( 6) 根据

群发性事件的复杂程度、性质和控制可能性等综合指标, 划分为结构良好、结构不良好群发性事

件 。

显然, 由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引发的突发事件, 其实并不属于社会稳定问题。也就是说, 这

一部分产生的稳定问题, 其实处在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之间, 它只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

的一种表达, 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 最终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 甚至还有可能促进经济稳定 。

综合目前国内社会预警研究的成果, 可以看到, 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稳定问题, 主要由学术

界、政府部门来界定。也就是说, 一方面是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界定

的, 如前述社会预警研究对问题源的界定; 另一方面是由政府界定的, 比如 2000年公安部定义

的 群体性治安事件 , 在 2004年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定为 群体性事件 。前者是从社会科学的

角度进行界定, 后者是从政府的角度进行界定, 在社会稳定的问题域上存在着交叉和分离。但

是, 总地来说, 在当下语境中, 社会预警实证研究受到政策研究范式影响较大, 问题域更多是主

要由政府部门界定, 而且通常来说是事后应急性的处理方式 。

国内语境中, 政府是风险选择的主体, 当政府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威胁安定团结局面时, 经

济风险、自然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可能被升级为具有社会政治风险的事件。探讨 Z市存在的

社会稳定问题时, 可以看出, 其问题域是与政府的界定密不可分的。政府确定是否将这些问题纳

入社会稳定问题范畴时, 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出发:

1、户口: 按照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区分, 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提供

的范围和程度;

2、政策稳定性: 既有政策和现有政策之间的延续稳定程度, 限定了既有社会稳定问题和现

有社会稳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政策稳定程度的高低, 直接决定了原来的社会稳定问题还是不是

现在的社会稳定问题, 也决定了新的社会稳定问题会不会被纳入由政府限定的问题域。

以劳资关系问题为例, 80年代中后期 Z市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 这方面较少引发社会

稳定问题, 而且工人大多数又非本地户籍, 故而地方政府关注较少, 长期以来不将其视为社会稳

定问题。直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因为民营企业倒闭引发了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次劳

资纠纷, 开始进入地方政府视野, 但仍不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随着外来常住人口的急

增, 以及 2003年全国范围内第一次 民工荒 后汇率变动、农民工工资上涨周期、新 劳动合

同法 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 加之常住人口的概念越来越受

到重视, 因此地方政府就将其纳入了社会稳定问题的范畴, 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应对。其中, 新

劳动合同法 在短时期内带来了政策法规的大幅度变动, 加之 劳动仲裁法 的实施, 使得以

往不认为是问题的加班费追偿成为劳资纠纷的导火索之一, 这也导致了劳资关系更为紧张, 进而

引发省高院紧急出台司法解释对相关政策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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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中 Z市政府部门和受访对象普遍反映近年来的主要社会稳定问题, 我们按照上述

两个维度划分, 可以看到 Z市的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 (见表 1) :

表 1 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

上述这些社会稳定问题最早出现的时间为 80年代后期, 我们以 1988年为基点, 通过下图来

说明 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出现时间和在不同时期里的代表性程度 :

图 1 Z市社会稳定问题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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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对 代表性程度 进行了赋值, 来自课题组讨论的结果。赋值在 0 01- 0 29区间, 是局部的社会稳定问题; 赋

值在 0 30- 0 59区间, 是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 但还不是全局性的社会稳定问题; 赋值在 0 60- 1 00区间, 是全局

性的、最主要的社会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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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页图 1可以看出, 从 1988年到 2008年的 20年间, Z市的社会稳定问题在问题域上有以

下主要变化: 原来最突出的是政策稳定程度较低且是本地户籍人口的 1类问题, 已经向现阶段最

突出的政策稳定程度较低且是外地户籍人口的 2类问题转型。与此同时, 政策稳定程度较高且是

本地户籍人口的 3类问题 (如医患问题、律师问题 ) 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

从二十年来 Z市社会稳定问题出现和演变的历史来看, 作为人均 GDP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

下的 1970年美元换算已超过 3000美元的城市, 社会稳定问题已经从国内普遍存在的征地问题这

样的政府 -本地户籍人口民间利益格局问题, 转型为政府与包括外来人口的常住人口之间的关系

格局问题, 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公共品提供和利益格局调整的色彩。

根据 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演变脉络, 可以预见到, 在经历进入WTO以后 2003年至 2008年

与社会稳定问题相关的新政策频出的阶段以后, Z市的主要社会稳定问题会进一步向 3类问题和

4类问题转型。征地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等既有问题也会随着政策稳定程度的提高和目标人群的

分化而转型为其他类型的社会问题。

从与社会稳定问题有关的群体来看, 随着社会分化定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 像 90年代后期

那样规模庞大、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下岗工人群体的情况再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而是围绕某

项权益或是阶层内因利益分配机制再细分而形成的亚群体。

四、指标体系设计

在确定指标权重时, 使用较多的是德尔斐法 ( De lph iM ethod) , 阎耀军设计的社会预警指标

体系就采用了这一方法, 由国内社会学专家进行评分 。此外, 极值 - 均值法、世界通行标准

法、文献综述法也是常用的方法。

从实际操作来看, 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存在以下难点:

1 预警的层次: 由于社会指标主要用以解释社会过程, 不易精确地进行预警, 已有研究均

以宏观层面的预警为主。由于绝大部分社会稳定问题都发生在基层, 也是地方政府所要面对的实

际问题, 有必要探讨社会预警研究是否能够与之对接。

2 指标定义的问题: 名义指标和实际指标之间的关系, 也需要重视。例如, 表明社会治安

控制的资源配置情况的每万人警力配置是一项重要指标, 但目前警力配置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在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存在倒挂的地方, 警力配置和常住人口是不匹配的。 Z市的解决办法是各行

政村招聘数量不等的治保员, 调研中招聘治保员人数最多的一个行政村多达近 300名, 实际起到

了补充警力配置的作用。如果指标中不能反映这一情况, 指标体系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失真。

3 主观指标的问题: 社会心理维度的测评注重时效性, 不便于进行历史数据比对; 而且,

价值领域和社会稳定问题的关系较难定论。

4 逆向指标的问题: 在地方政府以 199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 试行标准 为主要参考依据的

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 除了个别 一票否决 的指标除外, 侧重经济发展, 对逆向指标的

考察较少。比如, 以经济发展为正向指标, 以社会治安状况为逆向指标, 难以断定两者是否存在

负相关关系, 但一经设定, 两类指标即存在负相关关系。

5 指标之间的独立性: 比如 GDP增速、民生投入占 GDP比重均设为正向指标, 但在近年来

地方政府的施政过程中, 两者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较好地发挥作用, 建议以区域作为社会预警的层级。这里说的区域是以地级市为基础,

以区域地理单元为目标。比如说, 在长三角若干个地级市建立与五年规划对应的社会预警指标体

系, 经过运行和调试, 5- 10年内形成符合区域特点、区域内各地级市可通用的社会预警指标体

系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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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地理单元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

层级 目标 说明

宏观层面 社会发展评估 建立社会发展评估的历史数据库, 形成社会预警评估的参照系

中观层面 社会预警评估 包含若干逆向指标, 对年度为时限的社会稳定程度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不

直接针对某项社会稳定问题预警, 而作为决策参照依据使用

微观层面 社会稳定问题

监控平台

对由若干主要社会稳定问题构成的问题丛进行监控, 作为针对特定社会稳

定问题的预警工具, 重点监控对影响该项社会稳定问题的 (具有因果关系、

相关关系、拟合关系的 ) 社会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 在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中, 对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逆向指标的设

立和指标权重的确定, 需要慎重。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 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压力, 比如刑事案

件破案率、每万人警力配置、非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属地化义务教育比例等, 往往是地方政府

不对外公布的数据, 一旦设立, 有可能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设立指标和确定指标权重时, 受到人

为干扰; 二是有关部门在逆向指标上虚报数据。

五、信息系统

收集、校验和汇总各项与社会预警有关的指标数据的信息系统, 是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基

础, 关系到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能否发挥预警功能。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信息系统缺乏整合, 是相

关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 Z市为例, 一共有三个常规的人口信息收集系统: ( 1) 公安局主管的流动人口暂住证登

记制度; ( 2) 计生委主管的流动人口统计; ( 3) 政法委直属的综治办的流动人口信息系统。针

对突发事件也有三个信息收集系统: ( 1) 社会治安评估系统: 由 Z市公安局和某大学合作研发,

对公检法资源和能力、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各方面进行信息汇总和评估; ( 2) 网络舆情监

测系统: 由 Z市公安局网络科和某信息公司合作研发, 监督网络舆情, 未来将接入省级网络舆

情监测平台; ( 3) 非正式的治保员信息系统: 各行政村设有多名治保员, 出现社会稳定问题苗

头时向上汇报至镇政府。

以 Z市现有的信息系统来说, 偏重配合临时性的前置干预和现场干预, 而非制度性的前置

干预。以对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为例, 公安、计生、流管办等部门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方式各有不

同, 结果不一致, 最终由统计局核定形成的数据, 在政府内部也是缺乏公信力的。卫生局统计的

数据中, 近年来流动人口在 Z市医院分娩的新生儿年度总数超出户籍人口新生儿近一半, 但统

计数据中流动人口总数仅相当于本地户籍人口总数的 2 /3, 两个数据对不上, 也和教育系统统计

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人数对不上。

这对主要社会稳定问题的预警研究形成了阻碍。比如, 建筑工人停工和械斗是近年来 Z市

较突出的社会稳定问题之一, 主要来自外省, 有的械斗具有区域联动的特点, 附近城市的建筑工

人被拉过来参与械斗。但是, 这些建筑工人的人口学统计资料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 建筑工人

流动性强, 随着建筑项目的周期流动, 多数住在工地, 其信息是 以房管人 为主导方向的暂

住证登记制度难以收集的。再加上建筑工程转包多为私下交易, 没有备案, 一旦发生冲突, 无从

获得信息, 不易控制。

信息系统覆盖面不足, 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收集制度之一是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的密折制度, 建立了非正

式的、直接深入基层的信息系统。除了笼络官员、丰富信息来源以供信息比对的作用之外, 尤其

重视收集民生攸关的信息。此类信息主要有三, 一为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 如米、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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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和供应情况; 一为民众对地方大案要案的看法; 一是赈灾方面的情况。可以说, 对民众生

活水平和价值观倾向的评估, 是密折制度收集信息的重点 。

当下建立覆盖常住人口的信息系统的难题, 在于现阶段社会分化造成了信息系统的断裂, 这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总体性使得阶层分化中具有断裂的特点 。以 Z市为例, 流动人口流入就业

时, 分化为两个市场: 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前者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或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也就是所谓的 人脑 ; 后者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农民工, 也就是 人手 。这一分化导致在

针对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出现了断裂, 社会管理以农民工为参照群体 ( focus

group) , 强调社会控制; 社会服务以高素质人才为参照群体, 正在逐步纳入均等化服务的覆盖

面。这从体制上就导致了流动人口主体和精英层的断裂, 难以在流动人口内部建立完整的信息收

集系统。

在对 Z市民营企业的调查中, 这一断裂显而易见。外来常住人口中, 涉及到社会稳定问题

的农民工群体的信息, 难以获得, 构成信息系统的盲点。如何将在农民工群体中建立信息员队

伍, 并覆盖农民工的主要职业, 这是基层政府、工会等应考虑和着手的事项。

本文从实地调研出发, 考察了社会稳定问题在微观层面上的形成、演变和分类, 以及社会预

警指标体系设计和信息系统完善方面的难点。社会预警研究是一个难题, 也许更难的是如何将社

会预警研究与政策过程结合起来, 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建立客观的、实证的社会预警

指标体系, 有待学界、政府、公众的共识和合作。

(责任编辑: 薛立勇 )

Problem s on EarlyWarning Research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Issue

Yu Dong Y ang Shanhua

Abstract: The social stab ility issue concerned on m assive emergency triggering is formed by the

incomplete po licy process and benef it d istribut ion d ifferences caused by po licy in them icro leve,l thereby

affects the doma in o f soc ia l stab ility issue Household and the policy stability degree are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prob lem domain governm ent defined The form er lim its the scope and ex tent o f pub lic goods

prov ision wh 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 l stability, wh ile the latter lim its the nature and scope o f

both socia l stab ility and ex ist ing social stability issue Soc ial early w arn ing ind icator system designing

shou ld focus on the fo llow ing issues, such as early w arm ing leve,l indicator def inition, subjective

indica tor, reverse ind icator and ind icator correlation etc The corresponding info rmation system a lso has

the problems of lacking in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 ient coverage

Keywords: Social S tab ility Issue; Prob lem Doma in; Soc ial EarlyW arning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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