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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策略研究 ＊

曹惠民

摘要：近年来，我国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且公共安全事件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与“风险社会理论”存
在很高的契合度。为了促进城市管理者对于公共安全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管控，需要从风险视角去
全面审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城市公共安全的系统治理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下，
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上海踩踏事故这一案例，探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有助于提出基于政府 － 社会协同参与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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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

域也十分广泛。２０１４ 年末发生在上海的踩踏事

推进，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

件、
２０１５ 年发生的“海南马拉松瘫痪城市的争

社会公众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统计局相关

论”、哈尔滨的火灾等公共安全事故都在提醒我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 ５４．７７％，

们：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机制创新迫在眉睫，这是

城市的规模与数量都在快速增长。毫无疑问，城

我国城市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

市化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城

我们从理论上予以回应。

市所带来的这种经济社会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与
其自身安全管理的脆弱成正比。随着城市规模的

一、
风险社会与城市公共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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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越来越多的要素在城市聚集，发生在城市
的公共安全风险呈加剧和增多的趋势，发生的领

我国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是在 ２００３ 年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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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人们对于应急管理体制的关注而逐步开展

即风险本身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化的衍生物，
而且风

的。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来看，

险日益呈现外部特征内部化的倾向。人们日益对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依然严峻。但很多

“风险是被人们制造出来的”
这种观点达成共识，
而

城市管理者并未从战略高度去关注城市公共安全

代替传统的
“风险来自于外部”
的观点。从某种程度

风险，对城市公共安全事故的预控和应急能力明

上讲，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集聚反映了我们制度的

显不足。我国对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处理一般是

“缺失”
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对公共安全制度、
公共秩

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领导工作机构，
重在应急
处理，忽视预防、监控与评估，缺乏完整的体系和

序和规则的
“无视”
。
２．文化意义学派观点。该学派认为风险本身

流程设计。［１］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

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量的增加或加剧，而是随着

日常公共事务管理背后的风险更应被关注，我们

认识和技术的增长，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在

需强化对于风险的预控和系统治理。风险社会理

提高，潜在的风险被更多地感知。风险社会的治理

论恰恰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有赖于人的意识的现代化，有赖于人类自身的自

（一）风险社会理论

组织行为，有赖于不同社会主体对于风险治理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

价值认同和行为协同。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

《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

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

“风险社会”的概念，［２］贝克将“风险”界定为“系统

和规范，而是依靠本质意义上的价值或认同。对风

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

险的治理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更强调社会主

式”。 ［３］风险社会是指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可能

体的自组织行为和习惯性的行为调适。日益广泛

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损失的社会阶段。

［４］

的公民安全教育本质意义上就是在创造一种“安

２０１５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

全文化”
，但是公共安全教育的投入以及人们对公

战略纲要》，凸显了我国对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视。

共安全的认同仍然不乐观，也就是风险、
安全并没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都面临

有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认同。

着现实或潜在的公共安全风险，这种风险在某种

３．不可知论的风险社会。以劳（Ｌａｕ）的“新风

程度上不断积聚。“风险社会理论”
能很好地描述

险”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由于

和反映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结构特征和内在

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

发展机理，为我们理解现代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

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

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如金融危机等。这种

１． 制度主义学派观点。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
表。他们是
“风险社会”
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
认

观点认为风险是由于人们行为可能性不断增加以
致改变了社会本身的结构而引发的。
风险社会的到来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范

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

畴和危机应对理念。公共安全涉及的社会主体日

的生态主义色彩，侧重于技术性风险；
而吉登斯侧

益多元，公共安全风险本身的来源也日益复杂且

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
更强调制度性风险。他们

难以预测，因此对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防范和

认为风险与人的客观的生产、生活行为密切相关，

预控，我们必须从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向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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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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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府与社会高效协同的“治理”模式，从整体

会主体的互动参与，注重对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

上用系统思维去构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网路，

预控，目的在于防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爆发，保

实现城市公共风险管控主体多元化、
技术精细化、

护社会公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减少整个社会的经

安全教育普及化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有序和有

济损失与心理创伤，维护城市公共领域的稳定和

效参与。

有序，进而将潜在风险消灭在摇篮中，尽最大可能

（二）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内涵
目前学界并没有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概念给

降低公共安全风险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价值的损
害。

予规范的界定。王雪丽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
“府际关系”
问题研究》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城市

二、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分析

［５］
但是并没有给出确切概念。
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

我们认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既是一种制度，
同时也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公共安全

是一种价值共识。它是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通过彼

的风险点或风险来源日益多元和复杂化。民族、宗

此间的互动与协作，
而构建的旨在预防和控制公共

教、城市的承载能力等要素都有可能是城市公共

领域现实或潜在的风险的管理制度和公共安全的

安全风险的来源或风险点，对这些风险源或风险

价值共识的总称。与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相比，
城

点的识别应是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的

市公共安全治理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
二者可以从

基本依据。因此，政府要建立整体性治理思维，协

主体、
目的、
手段和功能四个维度进行比较，
使我们

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公共安全治

更加准确地把握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概念。（详见

理进行布局。笔者将结合 ２０１４ 年底发生在上海的

表 １）

踩踏事件，对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作具

很多学者认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与城市公共
安全治理内涵一致，我们则认为前者更多地强调

体分析。
（一）政府的风险预控机制

政府自上而下的
“管控”
，
主体相对比较单一，主要

基于政府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

手段是公共资源和公共行政权力；而后者强调政

地位及其所掌控的资源，
政府依然是城市公共安全

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依靠多元社

风险治理的核心主体。现阶段，
政府应对公共安全

表 １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与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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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能力还远远不够；统一的保障机制尚未形

行情况是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一个体制性来源。

成，
相关的治理措施难以适应现代公共安全治理的

首先，政策和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包括政府的

需要。［６］政府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的公共安全风险

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是否“有法可依”，这考验的是

意识不强，
对潜在的风险估计不足，
其导致的一个

政府和城市管理者对政策、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能

直接后果就是预防手段和措施准备严重不足。政府

力是否满足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实践需求；其次，

内部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同的应急机制，也是

政策和制度的执行情况即是否能够被政府和城市

导致公共安全风险的重要原因。从公共安全风险发

管理者切实贯彻执行，这考验的是政府和城市管

展的情势来看，
公共安全风险的预防和防范尚没有

理者对应然的公共安全治理政策、制度执行的“忠

内化为政府部门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行为的约束

诚度”。客观上讲，我国公共安全政策、制度不可谓

条件，
在潜在风险积聚、
爆发前，
政府和城市管理者

不全面，而城市公共安全事故依然频发，根本原因

往往被暂时的平安所
“迷惑”
。就上海
“１２．３１”
事故

就在于相关的责任人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表现在

调查报告来看，
相关部门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

对相关政策、
制度的漠视。由于公共安全风险在没

识，
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

有爆发之前人们往往难以感知，这使得许多管理

未作评估，
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
事发当晚预

者并没有将公共安全风险预控纳入到城市自身发

警不力、应对措施不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

展战略规划中来，不愿意在危机事件预防上花费

的主要原因。［７］ 地方政府及城市管理者对公共安全

过多经费，对城市公共安全抱着侥幸心理，得过且

潜在的风险麻痹大意、放松监管甚至作为不当，
都

过。［８］就上海市踩踏事件而言，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是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

工作人员在某些环节的作为不当或不作为是这次

（二）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执行情况

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详见表 ２）从表中可以看

公共安全治理的政策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执

出，黄浦区政府常务会议应该说对可能出现的潜

表 ２ 黄浦区政府及部门的公共安全职责及其履行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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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安全风险有相关的预案和工作要求，但是

自救和互助能力（公共安全风险发生后的）。公共

区政府没有进行检查督促、各相关部门未落实区

空间的组织秩序意识和相关的应急知识储备的欠

政府常务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从而为潜在公共

缺，如紧急情况下的推搡、起哄与恐慌等，是我国

安全风险的积聚和爆发提供了条件。这种有令不

社会公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碍，同

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公共安全事务治

时也是公共安全风险发生的直接原因。许多群众

理的过程中同样存在。

缺乏风险防范观念，对危机的征兆反映不敏锐，
应

（三）社会团体或组织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急避险的常识少，自救互救的能力差。此外，社会

城市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着

公众尚未形成与政府和其他组织高效协同的公共

重要的角色，
它们通过运作大规模群体活动，如体

安全文化，基于共识的安全价值观尚未构建，这是

育赛事、音乐会等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需

公共安全风险发生的间接来源。

要。但是这种大规模群体活动对这些社会团体规避

（五）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的避险系数

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能力却是极大的考验，
组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中对公共安全风险

织能力有余而（风险）防范能力不足，
可以说是政府

的评估与预测以及避险功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

之外的社会团体组织大型群体活动的基本特征。这

定着城市基础设施的避险系数。随着城市规模的

些社会团体对群体活动有可能引发的公共安全风

扩张，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潜在的风险也开始诱

险的治理能力参差不齐，
有的考虑到成本甚至有意

发，这也从根本上考验着城市的承载能力和风险

无意地“弱化”或选择性地漠视对潜在公共安全风

规避能力。城市本身的承载力在特定时间内是一

险的系统预控措施，
缺乏周密的应急方案。另外，
这

个相对稳定的数值，所以城市基础设施及其运行

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能力和风险治

管理即成为客观物质条件中的短板，为此，在城市

理网络的构建在我国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
政

建设规划时就要对潜在公共安全风险进行评估。

府与社会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无缝对接的防范网

但我国多数城市规划缺乏专业化、
精细化、
人性化

络。这都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上海市 ２０１５ 年新年

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设防标

倒计时活动的各个组织方之间就缺乏充分的沟通

准偏低，运行系统较为脆弱，这导致城市本身的避

和协调。

险能力较差，安全
“欠账”
较多。特别是对城市公共

（四）社会公众的自身原因
社会公众也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主

安全进行监测、预警、调查、评估的信息网络系统
建设滞后，是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物质诱因。

体。公共安全教育（包括对公共安全风险的预测、
判断能力等方面） 水平和自组织能力是影响和制

三、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策略选择

约社会公众的风险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这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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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素也可能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爆发的内在

由于风险本身的诱因多种多样，因此城市公

诱因。前者主要是指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安全

共安全风险治理也必须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

教育及预防潜在风险的技能教育 （公共安全风险

能动性，强调彼此间协同参与，注重对城市公共安

发生前的）；后者即社会公众在公共安全风险发生

全风险的预控。通过调动城市管理者的主观能动

后的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

性、强化制度的建构和贯彻以及社会公众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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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促进公共安全治理绩效的提升。我们可能无

府内部公共安全的预防机制实现高效协同，做到

法准确预测或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但绝对可以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进而彻底“封堵”政府内部

通过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及时得当的处理来减

管理、
执行层面可能出现的风险来源。

少突发事件向恶性危机转化的可能性。［９］ 海恩法

（二）建立
“约束”
各社会主体行为的制度体系

则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海恩法则指出： 每一起严

有效地管理和降低风险，保护人类安全和公

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 ２９ 次轻微事故和 ３００ 起未

民福祉，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遂先兆以及 １０００ 起事故隐患。基于海恩法则，文

也是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除了安全意识的灌输

章提出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模型，探讨城市公

与教育，城市管理者对于公共安全风险预控的一

共安全风险的治理路径。（详见图 １）

个最有效也是最常见的途径就是建立“约束”
各社

（一）强化政府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监管和预
控机制

会主体行为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本身对于各社
会主体行为的约束与限制。

根据海恩法则，城市公共风险治理最好的办

就政府而言，应该突出对政府行为自身的约

法是将着力点和重心前移，在事故的源头上下功

束与控制，合理控制其行为边界，为城市公共安全

夫，及时发现事故征兆，立即消除事故隐患。强化

风险的防范和预控构筑第一道安全阀，这方面的

风险意识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观条件。为有

制度设计应该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义务性制度，这

效预控风险，
政府必须从战略上强化风险意识，风

是政府这一城市管理的核心主体必须切实贯彻和

险预控的理念和机制应该成为政府行政行为发生

执行的。如与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相关的法律、
条例

的前置决策要素。首先，要构建各级政府和城市管

和规定；第二类是保障性制度，这是保证城市公共

理者的公共安全责任地图。其次，
要强化政府内部

安全治理顺利进行的支撑性制度。如城市规划、
建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风险预控信息的

设时的约束性和限制性规定，
又如政府在风险预控

共享机制和治理行为的协作机制；
第三，
要充分发

过程中对相关资源和权力的调配权力也要通过制

挥政府内外的政策咨询机构的专业优势，开展城

度确定。这类制度是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和主体的政

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系统研究，为风险预控提供专

策依据，
是保证风险预控与防范顺利进行的重要条

业性、精细化的治理方案；第四，政府部门内部要

件；第三类是追责类制度，这是构建政府公共责任

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执纪问责机制，保障政

地图、
有效约束政府行为的重要要件。从本质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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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海恩法则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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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
如果政府及其相
它也是前两类制度的一种

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要充分提升自身的风险意识

关部门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和政策不作为

和风险防范、
自救和互助能力。风险预控应该是社

或作为不当时，
可以启用追责制度。通过追责类制

会公众自身行为的优先考量，特别是要强化社会

度的构建与贯彻，从制度上为政府行为“戴上紧箍

公众在公共场合的秩序意识和规则意识，这是城

咒”
，充分发挥政府和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公共安全

市公共安全风险预控的社会基础。

风险防范或预控的能动性。风险社会的运行越来越

另外，社会公众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

要求各方承担自身造成的风险的责任，
应当明确规

间的协作和互动必须充分考虑其行为作用和依赖

定相关主体的风险责任，
建立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

的空间载体 － 环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

机制。

作必须与环境的变化实现高度耦合，实现动态的

就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而言，同样有三类制

平衡。我们强调的系统性治理必须是考虑特定环

度，
但其具体内容、
性质和表现形式与约束政府行

境的一种行动逻辑。不同的社会主体要在特定的

为的三种制度有所不同。第一类是责任性制度，
需

环境中明确彼此应该承担的风险治理职责与行为

要通过制度来确定社会主体的行为边界即可为与

域及行为边界，依赖于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专业

不可为的相关规定；
第二类是保障类制度，
这是社

机构、
专业人员的专业性和职业化，使得公共安全

会公众与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实现复合型的

风险的协同性防范和预控在科学、专业的指导下

协作治理的必要保障；
第三类是追责类制度，社会

进行，实现公共安全风险防范的社会化、专业化和

公众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公共安全责

科学化。

任，
接受司法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与控制。
（三）实现社会公众自组织能力与公共安全风
险防范、
自救能力的有机统一

（四）提升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将风险预
控嵌入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本身的避险系数同样是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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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自身的特征和发展

共安全风险防范的物质基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机理，复合治理战略也许是人们应对它的最优策

要充分考虑城镇化程度的增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

略选择。风险本身来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客观上

对于人口、
经济和社会资本的集聚效应，相对于城

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复合治理、系统治理的基本原

市有限的承载力，城市规模的扩张却在不断加剧，

则。这也就是说，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防范和预控

这就成为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爆发点。为了克服

不再是政府和少数主体的责任，也应是政府与其

持续扩张的城市规模与有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他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结果，这是现代城市公共

城市在建设之初就要充分考虑城市基础设施本身

安全治理的关键。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

的避险功能，将公共安全风险的避险和防控的功

则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协同互补，
高效运作，
这样才

能嵌入到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

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１０］

都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域特征、城市对于人口和

对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城市公共

资本的吸聚效应、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等

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能动性，
促进政府、
非政府

因素调整、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本身的避险功能。这

组织、企业、家庭以及个人等主体对于公共安全风

就要求城市管理者重视城市的整体规划，对城市

险的科学认知，
强化彼此间的协同与合作，
特别是

面临的或可能面临的公共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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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评估结果嵌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或

［４］张铭轩：
《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多主体合作机制

据此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或修缮，从而有效

研究》，东北财经大学，２０１２ 年。

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避险系数。

［５］王雪丽：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府际关系”
问题研究》，
《云南行政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３ 年 第 ２

四、结论

期。
［６］陈道银：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学术论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是随着我国城市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而呈现的一个现实课题，日益受到

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７］上海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联合调查组：

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关注。我国并没有形成多

《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ｓ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元、专业的城市管理者队伍，
目前的城市管理依然

ｃｎ／ｎｅｗｓ／ｂ／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ｄｅｔａｉｌ－ｉａｗｚｕｎｅｘ９２４４５４１．

以政府管理为主，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参与程度

ｓｈｔｍｌ。

有限。另外，
我国目前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依然是

［８］朱广黔：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现状及对策》，
《人

以应急和事后的处置为主，事前的预防和监控并

民论坛》中旬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没有成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常态。
基于此，

［９］刘影、施式亮：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综合体系研

笔者在强化预控和事前管控的思路下对城市的公

究》，
《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９ 期。

共安全治理进行了初步研究。未来城市公共安全

［１０］张一楠：
《社会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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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因素和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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