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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新疆自治区党委八届八次及九届一次全会

（扩大）会议对创新和优化新疆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持续重视和探索，可知创

新和优化该体系对当前新疆稳定和发展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疆没有稳定，

一切无从谈起。新疆一切的的工作都要围绕着一个总目标来推进，这个总目标

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网格化治理就是围绕这一总目标，在信息技术的支

撑下从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对基层治理进行重新设计，新疆构建

网格化治理体系坚守“主动防范、预防为主”的理念，从五个维度编织立体化

公共安全防控网，从源头上消解矛盾和冲突，保障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实现祖国安定统一。然而，新疆面临着稳定发展两个“三期叠加”，反恐维稳

任务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网格化治理自新疆推行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宗教和睦和谐等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但问题也逐渐显

现和复杂。因此，立足于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现实，探究和归纳存在的

问题并寻找优化方案刻不容缓。

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

意义，网格化治理是对公共安全治理的优化，在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研究现状进

行分析，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部分，

全方位、广角度的陈述了网格化治理及其借鉴和吸收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奠定研究命题写作的理论和实践基石；第三部分，阐述新疆构建网格化治

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并归纳围绕这一总目标

的具体任务；第四部分，主要根据实证研究和理论数据资料阐述了目前新疆构

建网格化治理的现状，主要从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实施成效、主

要风险和潜在隐患、基本经验和存在局限等方面阐述；第五部分，揭示网格化

治理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包括非管理体制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并将这些

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第六部分，根据网格化治理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国内外优秀的成果和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

关键字：网格化治理；公共安全治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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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central Xinjiang Work Forum meeting, the Party committee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eight session of the eight and nine first plenary

session (enlarged)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exploration of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Xinjiang, the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ystem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Xinjiang is not stable, all the impossible. Xinjiang must all work

objectives focu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grid-based

management around the general goal function from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under

the suppor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desig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grid-based management adhere to the

“active prevention, prevention oriented” concept three-dimensional weaving, public

secur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twork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from the source to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safeguard social stability and achieve

stability and unity of the motherland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in Xinjiang. However,

Xinjiang is faced with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ree overlay”,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counter-terrorism task is still grim. Grid-based management in Xinjiang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harmony and

other aspects, but the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nd complicat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 grid system of governance, explore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d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without dela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the introduction part present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the Grid-based management is to

optimize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analyz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expounds the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difficulties and innovations; the second part. Full range, wide angle state

Grid-based management and absorbing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writing

proposition; the third part elaborated the Xinjiang construction of main target

Grid-based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achieve social stability and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in Xinjiang, and summarize the specific tasks around the general goal the

fourth part; mainly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ata describ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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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 Grid-based management, mainly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and basic situati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method, main risks and potential risks, 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the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the fifth par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ing non Grid-based management system to reveal the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and has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the sixth

part, according to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rid-based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mbined with good results and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is feasible.

Key Words：Grid-based management,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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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且在可控范围内，但稳定形势依然复杂而严峻。新疆既

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又处于经济

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分裂和反分裂斗争

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也艰巨繁重，传统管理体制

的政府单方管控和落后的管理手段已显单薄，不能满足新疆公共安全治理的需

求，社会力量的普遍积极参与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必然趋势。新疆构建网

格化治理体系与新疆必须应对稳定和发展两个“三期叠加”形势挑战直接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次中央新疆工

作座谈会上提出，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要推进新疆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 23 集体学

习时，再次强调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公共安全关系着全民福祉，事关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同年 12 月，在自治区党委八届十次全委会议中指出：“要

早见事、防风险，增强防控风险意识和能力”。以上中央及新疆会议中的治疆

方略、大政方针也是优化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重要背景因素。

网格化治理实则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

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工作内容，但其主要目标是维护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焦点在于反分裂、反渗透、反暴恐。它的实施并不是

一般意义的维护公共安全，根本旨归是通过固本强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

是政权安全。

1.1.2 研究意义

新疆一切的的工作着眼点和着力点都要围绕着一个总目标来推进，这个总

目标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公共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危害大、影响深远

等特性，因此，往往公共安全事件都伴随着大量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民

众恐慌不安、影响持续时间长等现象。新疆由于其特殊性，面临的公共安全问

题更显复杂多元、形势严峻。越早发现社会安全事件，并能及早反应控制局势，

越有利于妥善解决和把损失降到最低。因此，推进新疆“主动防范、预防为主”

的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优化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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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治理理论作为新颖的理论产物，相关的理论基础少又杂。本文的

理论意义在于全面地梳理了创新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网格化治理相关概念及理

论，并且对这些理论作了比较完整的界定，为论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石。网格

化治理作为优化公共安全治理的举措，主要目的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

治久安。因此，梳理公共安全治理的演变和发展，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在网格

化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和基层治理，在此基础上发展多元参与主体、转变工

作机制，完善治理过程。

在新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新疆公共安全问

题受到了更为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其中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公共安全问题中的

主要攻克点。由于新疆的特殊性，所以很难从国内外的公共安全治理理论和实

践中复制完全适合自己的网格化治理。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以信息技术为

手段、以主动防控为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隐患，挤压犯罪活动空间，其目

标是建设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它是实现本地的长远发展和稳定

全国大局的后盾。因此，推进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对于实现新疆

的长治久安和祖国的安定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网格化治理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历经了危机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等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和政府相关管理人员认识到社会

力量对保障公共安全的积极作用，公共安全治理逐渐成为研究主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日益成熟与完善。再者，西方

发达国家将 RS、GIS、GPS、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网格化治理的初期实践作

为优化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公共安全问题是网格化治理的对象。按威胁公共安全的渊源可分为自然原

因和人为原因。因为在早期社会威胁公共安全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早期学者

对公共安全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自然灾害方面。后来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和

水门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件，西方学术界开始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及相关理论的研

究。美国正式组建成立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这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的专门部

门成立。

分析国外的相关文献，公共安全问题是超出“常规”的危机，学者注重于

分析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时应如何决策和达到何种决策目标。公共安全问

题具有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破坏性和威胁性等特点，所以政府在面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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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时，应具有“主动防范、预防为主”的意识。

网格化治理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早期在国外称为危机管理，虽然名

称不同，但内涵一致。郝尔曼、史蒂芬·菲克、罗森塔尔等学者为构建公共危

机管理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
目前，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

公共安全治理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公共安全治理基本理论及

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其中有四种理论发展最为广泛认可，包括紧急事态管理

的生命周期或全过程（4个阶段）理论、综合紧急事态管理系统、美国提出的全

面紧急事态管理和澳大利亚的有准备的社区理论，第一种理论从动态上宏观概

括了公共安全治理的政策活动：减除、准备、应对和恢复。[2]然而，面对日渐复

杂的公共安全问题，这样的宏观概括已显得过于笼统。不过这些理论成果相对

丰富和成熟，构成了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框架。

美国的莫顿在防控理念研究上提出了建设性对策，他认为警察除了要扮演

好社会守护者的这一角色，还要扮演好服务者，扎根于基层社区，为市民直接

服务。随着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逐渐应用于社会治理中，为

提升社会公共安全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运用于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

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及遥感技

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网格化治理应运而生。尼克·科林认为信息及技术

管理重构积极推动危机信息管理发展；2004 年，美国安全技术研究机构在《危

机信息管理软件（CIMS）的互用性》中，认为运用这个软件可以系统管理许多

应急组织，指出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之间的互用性。公共安全问题突发性这一特

点是公共安全治理巨大的挑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针对这一特点的研究

领域不断扩大、深度不断推进。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及发展，信息问题也日益

突出，应急信息管理研究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

网格化治理的发展和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除了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在实践领域也较早开始了探索，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美国投资超过五亿美元的经费着手网格技术研究，预计“全球信息网格”

计划在 2020 年完成。英国利用信息技术在各地政府推行了游牧项目，建立一个

统一的平台改善公共管理与服务。伦敦市为改善市容市貌，通过在其西敏寺区

安装监控设备，利用无线联结将信息实施传输到政府监控中心；路易区市为改

善市容开通了专门的投诉通道，市民可以利用手机或登录网站，将所发现问题

通过反映市容问题的投诉通道反馈给政府，政府将处理结果通过网站公布或通

过手机短信直接告知投诉者。这个项目推动了政府组织大政府转化为小政府，

[1]
刘宏杰.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2]
罗伯特·希斯.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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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的动态管理机制，整合了人力和信息资源，实现了高效管理和小成本

管理。

1.2.2 国内研究现状

自从 2003 年在我国爆发非典疫情以来，我国开始致力于公共安全治理的研

究，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阶段，而且随着威胁我国公共安全的社会突

发事件的日益复杂和高频率爆发，对此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国内对于公共

安全治理这一命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生产与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安

全、网络安全及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等方面。相应的论文资料也在呈增长趋势，

例如，中国知网在 2001 年之前相关文章仅为 146 篇，而如今有关资料有 70316

条结果，输入“公共安全治理”和“网格化治理”分别有 1334 和 2245 条结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形势的影响，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着更多

的挑战。我国的学者和实践者借鉴国内外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各

地的实际研究形成适用于我国大量的成果。围绕网格化治理这个主题展开对文

献的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予以简要评析。

在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早期的理论认为是对各种灾难有部分准备和预

防工作的处理，现今的理论认为应主要从准备和预防工作入手；在该理论的重

要性上，张维平认为，只有具备健全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才能保障社会存在

与有序发展及人们正常的的生存与生活，由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因此，需要全面认识公共安全保障系统，并把握其运行机制和原则，强化公共

安全治理。周连根对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重要意义，从基层维稳的角

度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并且探究了通过网格化治理推动基层维稳的路径。[3]

徐敏宁、陈安国、刘东杰等认为对网格化治理理论及其制度进行创新，除了能

实现基层治理创新，还将网格化治理从社会领域推向整个公共领域、从城市推

向农村。[4]

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智亚利将其概括为：协同不力、社会参与程度不充分、

法制体制不完善不健全。
[5]
以前学者们对我国网格化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的概括主要有：一是政府和公众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二是目前我国的网格化

治理片面注重应急管理而忽视日常管理与防范，三是管理的机构体系设置不完

善，四是法律基础薄弱等。随着我国网格化治理实践的深入，田毅鹏（2011）

[3]
周连根.网格化管理:我国基层维稳的新探索[J].中州学刊,2013,(6): 83-85.

[4]
徐敏宁,陈安国,刘东杰.地方治理制度创新:从网格化管理到治理现代化[J].社会治理,2014（11）: 67

-73.

[5]
智亚利.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危机[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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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格化治理模式及其运行的问题做了研究分析，主要有运行成本过高、持

久性不强及网格泛化，他还特别分析了弱化社区自治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网格

化治理的推进要寻找其与“社区自治”两者的联结点是关键点。

在优化举措上。李爽等认为应着重从建立健全危机预防机制和信息应急联

动系统，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及资金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

焦友影、唐跃忠等人提出了系统理论和技防手段，变“亡羊补牢”为主动防范。

随着理论的完善，多数的学者认为完善网格化治理应从完善法律体系提供法律

保障、发动社会参与提高治理效能、以技术和资金投入为支撑和保障着手建立

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姜晓萍、焦艳认为应从以下四点完善网格化治理：第一，

转变治理理念，将“公共服务”置于网格化治理的核心位置；第二，拓展公民

参与渠道，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第三，依托大数据，创新智慧化社区

服务网络；第四，实现功能转换，构建网格化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的本质属性

是自治，从维稳走向基层自治，构建新的网格化治理模式。
[6]

除了理论研究，我国早已开始了网格化治理的积极实践。我国首先是在北

京和上海进行的公共安全治理改革，2002 年以后在这两地的 90 多个社区推进了

社区改革。作为典型的北京东城区，在网格化治理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启城

市网格化治理的新模式，这模式中所运用的精细化管理理念，大大提高了网格

化治理效率，同时这种模式实现了网格化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共享机制，对网格

化治理系统中的信息和资源进行流程再造，大大降低了成本，提到了治理成效。

网格化治理在我国试点实施三年后，网格化治理的主要目标逐渐发生了偏转，

开始与以“维稳”为主要目标，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它的实施和应用的范围

也不断扩大，已经扩展到党的建设、工会、妇联及社会组织等领域，“网格”

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层级发挥着基础作用。简言之，网格化治理的功

能和定位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它突破了一般性的管理和服务范畴，从而导致基

层组织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形成新的公共安全治理格局。

2007 年，新疆乌鲁木齐市下发《关于加强城市长效管理的意见》，提出加

强和创新基层治理，革新城市管理模式，正式开启社区基层治理试点和推广。

依照中央和省、市的指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要坚持“源头治理、夯实基础、

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的原则，通过化解矛盾、强化管理，融管理于服务中，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重点是基层治理理

念、体制及方法的创新。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基层网格化治

理从过去被动的管理方式，转变为主动的管理与服务，基层组织积极主动贯彻

[6]
姜晓萍,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J].理论探讨 ,2015,（6）: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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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倡导以民为本，以服务群众、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

本宗旨，有助于基层组织将工作重心由单一管制转向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和转变了官本位思想。网格化治理依托信息技术和“网格”，

与群众保持时时处处、及时有效的沟通，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点、

热点问题，通畅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积极回应群众的需求，为困难群众及弱

势群体提供帮助；充分动员群众，发挥群众在网格化治理中的积极性，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密切干群关系，网格化治理吸收和借鉴群防群治的理念，依靠人

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保障新疆网格化治理的长效

机制，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强调基层民主与治理，能

有效提高应对社会复杂公共安全问题的能力，保障各族群众的基层权利和利益

及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和频发的形势下，网格化治理对

基层治理的推进符合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创新发展的要求。

“7·5”事件爆发后，新疆稳定形势严峻，反恐维稳任务愈加繁重，加强

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2012 年，网格化治理在全疆城镇逐

步推广，它的实施使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得以贯彻，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极

大的消除安全隐患。网格化治理对夯实基层组织维稳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了基

层组织建设，推进了公共安全治理，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

以上关于网格化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分别基于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

思维方式进行。既有对此方面的技术等微观研究，也有对构建该体系的宏观分

析。国外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都要早于国内，技术应用也比中国要成熟。目前，

我国对网格化治理研究逐渐关注，从理论研究践行于实践应用，再通过实践对

理论进行更新和完善。包括北京和上海的网格化治理取得的成绩，反映出这些

年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进步。但是研究和实践的侧重点主要体现在自然灾害、

生产与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安全等方面，很少有关于与“三股势力”相关的社

会安全事件的探讨。新疆很难从国内外的网格化治理理论和实践中复制完全适

合自己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如何根据新疆的特殊情况，推

进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

1.3.1 研究方法

本文写作时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非传统安全管理

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等方法。在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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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实证调研，即实证分析的方法，按照理论研究、实证案例分析和政策建议

的主线展开。涉及理论研究方面，广泛收集和大量阅读国内外涉及公共安全治

理、网格化治理及相关参考文献与资料，学习和丰富相关理论知识，把握理论

发展动态和研究动向，为写作奠定理论指导。

在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本文将选取新疆省会城市乌

鲁木齐、代表北疆地区的伊犁、代表南疆地区的喀什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

归纳等方法总结出新疆网格化治理的现状及未来出路。这过程中主要运用案例

分析法、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法对新疆网格化治理的具

体实例进行阐述与分析，揭示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与相应理论相结合，可使文

章更有说服力。开展结构式或半结构化访谈是最常用的方式，与此同时，为了

解和掌握新疆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本人在各地社区和乡政府，亲身参与基

层网格工作人员工作及追踪观察。

1.3.2 主要观点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紧紧围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一总目

标。因此，维稳并不是新疆网格化治理的唯一目标，网格化治理在新疆推行以

来，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便民服务、维稳处突为主要职能。健全

“一套机制”，坚持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分子和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同时并举。

始终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坚持保稳定和促发展并举。

新疆网格化治理的实施主要是基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应对

两个“三期叠加”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的需要。新疆网格化治理

结合本地实际，在实现新疆城乡大局稳定、夯实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维护民

族团结和促进宗教和谐、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但要

注意网格化治理供需矛盾加剧；网格化治理泛化、虚化；网格工作人员思想麻

痹、落实不力；引发公民隐私担忧和不满情绪等非体制因素的制约影响网格化

治理长效机制的发挥。

新疆网格化治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受传统管理

体制及思想的影响延续的一系列问题，行政色彩浓厚、社会参与不足、联动协

作不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党政军警民兵多元参与主体合作共治未发挥真正实

效，政府成本和负担加重，作为基层治理创新的网格化治理将职责下派到基层

组织的同时，并未有效放权，基层组织成为政府实施管控的延续，这些都与治

理的本质相悖。因此，在完善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最根本的是进行

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城乡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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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1.4.1 研究重点

首先，对命题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明晰的界定，并阐述网格化治理的理论

借鉴，明确与新疆两个“三期叠加”相联系的社会安全事件是新疆网格化治理

体系的主要防控目标，其中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和与“三股势力”有关的社会安

全事件是其主要攻克点；指出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其次，通过文献资料、数据信息、实证研究归纳总结新疆网格化治理的现

状，包括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实施成效、主要风险和潜在隐患、

基本经验和存在局限等，实施效果、现存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优化举措，实

现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优化。

1.4.2 研究难点

在写作过程中，虽然我查询了相关尽可能多的书籍、知网、新闻报道等文

献资料。目前对网格化治理的研究内容较少，由于网格化治理最早在我国的实

践是从城市社区试点推行的，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只侧重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研

究，并且概念非常模糊，需要更清晰的界定，新疆很难从国内外的网格化治理

理论和实践中复制完全适合自己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如何有效整理资料对笔者

而言也是一项具有挑战的工作。

本文需要对新疆进行大量的实证调研，选取了三处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

分别是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代表北疆地区的伊犁、代表南疆地区的喀什为

研究对象。能对新疆网格化治理进行全面地分析，并提出优化方案。但由于本

人和现实条件的局限性，可能会存在对实证分析不够全面和完善等问题。

1.4.3 研究创新

目前来说，国内外网格化治理的系统研究较少，网格化治理最早在我国的

实践是从城市社区试点推行的，国内研究文献中对网格化治理的研究大部分只

针对于城市及其所依托的基层组织，研究也是主要针对社区的基层组织创新。

本文将对新疆网格化治理从城市和农村的现状进行分析，将新疆省会城市乌鲁

木齐、代表北疆地区的伊犁、代表南疆地区的喀什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新疆

网格化治理的目标任务、落实概况和问题，探究其优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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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2.1 理论基础

2.1.1 公共安全治理

厘清公共安全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网格化治理的对象，公共安全，

这一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含义主要是指来自三个方面的侵害，即

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和犯罪。广义含义是指人和社会的安全，具体来说，是社

会、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生命健康、公私财产、生活、国防、环境、社会福利

保障等）的安全和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
[7]
涉及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众多，但总

的来说，可以将其概括为自然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从某种角度上看，社会安

全事件比自然灾害更具威胁性，社会安全事件也是本文写作的研究重点。

公共安全治理这一理念是由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衍变而来。那么在

介绍公共安全治理的概念前，先梳理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公共安全管理：国

家通过完善的立法在政府组织中建立一套具有成熟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完整的

标准作业流程的专门处理机构，其目标是建设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

公共安全治理理论随着对实践的总结和该理论的发展不断完善。公共安全

治理，即政府充分动员和利用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资源，发挥整体优势，应

对突发事件和不安全因素，完备相应体系，使公众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社会公共

安全治理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它强调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

维互动合作，实现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的转变，机制上由政府单项控制转向为

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多维度的合作共治，模式上由国家全能管控转向社会联合

治理。政府通过设立专门进行公共安全治理的组织机构来处理各种灾难事故并

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制度体系，让公众也适当参与到公共安全治理中

来，如公众、专家学者、感兴趣团体和新闻媒体等，这些组织在各种救助活动

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实力有限，远不及政府，只能在能力范围

内对灾民提供紧急救援与临时食宿等，主体工作仍需要政府进行统筹规划。

综上，公共安全治理是将政府作为主体，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团体、个

人的积极性和力量，采取各种积极行动主动防范影响安全和稳定发展的事件，

[7]
郭济.政府应急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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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此类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降低损失的行为，其主要目标是建设一

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和稳定的社会。[8]

现阶段，新疆的社会安全事件主要为一般突发公共事件和与“三期叠加”

维稳形势相联系的社会安全事件，与“三期叠加”维稳形势相联系的社会安全

事件是威胁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公共问题，这也是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

主要防控目标。随着信息网络发展给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先进的工具提高治理效

率的同时，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海量的信息容量也给新疆公共安全治理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网格化治理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和完善，在政府与其他

参与主体多维度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应对公

共安全问题。

2.1.2 网格化治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空间网格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

间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网格化治理由此提出。

网格化治理也是本文写作最重要的基石。

网格化治理中的“网格”一般有两种理解，即空间网格和计算机网格。空

间网格是从地理空间出发按一定标准划分网格作为单元，而计算机网格则是建

构在互联网上的一种新兴技术，为工作人员和平民百姓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

及实现资源共享。[9]

郑士源等人认为网格化治理是将空间网格和计算机网格相结合，将信息网

络技术的协调机制用于空间分布，使各网格之间能有效进行信息和资源共享，

最终达到系统整合、管理效率提高的现代化治理。[10]简而言之，计算机网格是

网格化治理的技术支撑，空间网格是网格化治理的具体表现，二者之间相互作

用、相辅相成。

网格化治理是依托现代治理理念，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将管辖区域

作为一个整体，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单元格划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管理系

统，把各单元格的信息准确无误的录入到信息管理系统内，建立巡查机制，配

备专业的巡查设备，派遣专门人员对划分的网格进行巡视，一旦发现问题及时

向指挥中心进行报告。加强重点领域防控，严密防控网建设，将重点地区和部

位、重点人口等要素重点设防，尽量做到网格内无缝隙、无盲区空白点。形成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的全覆盖模式。网格化治理的推进不是简单的让

[8]
王 莹,王义保.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模式与策略[J].网格化治理 2015（2）.

[9]
IanFoster, arlkesse I man, Steven Tuecke. The anatomy of the grid:Enabling scalable virtual

organization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Supercomputer Applications，2001，15(3):200-222.
[10]

郑士源,徐辉,王浣尘. 网格及网格化治理综述[J]. 系统工程, 2005,2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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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放权，而是通过信息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利于政府主动发现、及时处理，

将问题解决在人民群众投诉之前，强化公共安全治理的处理能力和成效。从运

行机制来说，它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动态管理、精细化管理和闭环式管理。

首先，它将过去由政府单项控制的机制转向为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多维度

的协同共治的机制；其次，将被动应对、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

现、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再次，从纯管理转变为管理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将

信息技术应用在治理对象、过程和评价上，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灵活性和高效

性；最后，问题处置机制是一套规范的科学封闭机制，发现、立案、派遣、结

案这四个流程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正是因为它具备这些功

能，可以将单一主体、被动管控、纯管理、粗放、条块化的管理，转变为多元

主体、主动防控、数字化与管理相结合、精细、扁平化的治理。

新疆网格化治理主体是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治理工具

是现代治理理念和信息技术；治理模式是党政军警民兵等多元参与主体合作共

治，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治理对象主要是与“三期叠加”维稳形势相联

系的社会安全事件；治理目标主要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网格化治

理是新疆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积极探索。

2.1.3 无缝隙政府

无缝隙政府这一理念最开始是由美国学者拉塞尔·M·林登提出的，他主张

将经济学领域的“无缝隙组织”思想引入政府，将其再造成为“无缝隙政府”。

他认为应打破传统管理体制部门分割和职能交叉的局面，政府应积极整合所有

部门、人员和其他资源，以此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和服务，以应对现实

的“合作困境”。
[11]

该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打破了传统的部门界限，提高部门间

的横向协作能力、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网格化治理模式吸收了“无缝隙政府”的思想，打破部门分割和职能交叉

的局面，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大大提高了管理效能，是“无缝隙政府”

理念在基层组织的积极探索。一方面，网格化治理通过将管辖区域划分为若干

“网格”，通过在“网格”内进行常态化管理、动态化管理，最大限度服务群

众，从而实现了“纵向到底”。另一方面，网格化治理通过建立信息技术平台，

将信息技术镶嵌于管理服务中，打破了传统管理体制部门职能及责权边界，避

免信息重建，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提高了治理效率。从某种上来说，新疆网

格化治理模式实现了对“无缝隙政府”的全面突破和超越，力求达到“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全覆盖功效。

[11]
（美）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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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协同治理理论

上个世纪 70 年代，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协同的概念，协同学就是在此基

础上形成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他认为，以组织的进化形式进行分类，可以分

为他组织和自组织两类。他组织是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自组织是系统

是按照自身相互默契的某种秩序，自发形成的各尽其责而又协调有序的结构。

自组织的提出开始于自然界的研究，但自组织现象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

自组织概念被引入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从系统论的角度发展为协同治理理

论，而协同治理理论是对治理理论的丰富发展。协同学理论及分析方法为公共

安全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自组织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政府能力由于受到了诸多的限制，既有

政策过程复杂、缺乏合法性的制约，又受相关制度多样性、复杂性特点的约束。

政府是影响社会系统中有序进行的主要行动者，但是，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将

自己的意志诉诸在其他行动者上。然而，其他行动者试图摆脱政府严格管控，

追求实现自主。这不单纯意味着实现自由，而且意味着这些行动者要为自己负

责。自组织想要实现更大程度意义上的自由，就必须具备一套自我治理的自主

体系。这套自主体系必然会削弱政府管控，在某些社会领域甚至要求政府完全

撤出。那么，只有依靠自组织的协同，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但

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甚至，政府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在协同治理中，作为

嵌入社会的重要行为体，政府在协同行动中的目标制定、运行规则等方面有着

无法替代的意义。协同治理是政府和自组织及自组织间的的协同，而自组织间

的协同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协同治理是权力、信息和资源的互动过程。

协同治理是参与治理的主体呈多元化格局，为了保障协同治理的长效性，

强调治理主体间是相对独立性和包容性的平等关系。协同治理主体包括政府、

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企业、新闻媒体、家庭以及公民个人等，各主体根据自

身功能和力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由于不同的治理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和利益需求，它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社会系统中是

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行为体拥有足够的信息和资

源能够单独实现目标。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各主体具有自我管理和对社会的自治能力。各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协商、讨论，

并最终形成对社会治理的决策。送种多元治理格局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和力量，

降低了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满意度，同时又兼顾了社会各

阶层的利益诉求，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问题。

组织间掌握着不同的信息和资源，组织要进行大规模活动必须要依靠其它

组织的配合，那么，就要求不同组织间要协同配合，协同主体间要实现信息透

http://www.chinarefor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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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和公开化。只有实现信息的共享，才能充分实现社会治理各主体的有效沟

通和协调。有效沟通是建立在信息共享基础上的，只有满足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协同治理才成为可能。在信息化时代，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关

键在于发展电子政务，先进的科学技术，降低信息公开成本，加快信息对内对

外的流转速度，搭建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之间的便捷沟通

桥梁。协同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只有达

到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协同状态，才能使社会治理达到最佳的协同治理效应。

相反，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排斥、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系统处于混乱和内耗之

中，极易激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治理混乱无序。因此，充分利用制度和法律

的规范作用，使各子系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条理化、规范化、合法化，是实现

协同治理的重要保障。

网格化治理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要将公共利益最大化

视为关键，协同治理是网格化治理的重要实现途径，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

统一。新疆政府协同治理能力的不足，因此，要创新政府协同治理能力。

2.2 实践经验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着日渐繁杂的外部环境。

如何创新治理模式，力求社会矛盾及早发现和及时化解，实现治理的实时性、

高效性和精确化，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话题。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网

格化管理开始试点并广泛推广于各大城市的治理实践中。网格化管理对公共治

理流程再造而言，通过信息技术的嵌入，延伸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

量。网格化管理边界不断地从市容市貌管理向消解社会矛盾、多元社会主体合

作共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的全面治理拓展，逐步由网格化管理过渡到网格

化治理。
[12]

网格化治理遵循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到公共治理演进的历史逻辑必然

性。它与治理的现代化高度契合，符合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网格化治

理作为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更是复杂，将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的发

育度、市场的成熟度、公民自治等范畴。[13]因此，新疆在推行网格化治理制度

[12]
陶振.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J].青海社会科

学 ,2015(2):78-85.

[13]
徐敏宁,陈安国, 刘东杰.地方治理制度创新：从网格化管理到治理现代化[J]. 社会治

理 ,2014(11):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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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时，必须切合新疆的政治生态，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适合新疆特色的网格化治理。

2.2.1 北京东城区“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模式

2004 年，北京市东城区在我国率先试行“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模式，这个

模式将万米单元网格和城市部件管理相结合，建立指挥和监督“两个轴心”的

管理体制，从而实现全天候、全方位覆盖的精确和高效管理。根据行政区域划

分和自然地理布局，按照管理属地及地理布局进行基础划分，还要将管理对象

的整体性及便利、高效管理作为划分依据，把东城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东

城区的具体做法包括：其一，城市部件管理法，将每个部件赋予代码，使每个

部件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标注在数据库中相应的万米单元网格图中；其二，

利用信息采集器，通过专项服务热线和“城管通”等实现信息实时传递；其三，

再造管理流程，工作流程包括收集信息、建立案卷、任务派遣及处理、结果反

馈、结案核实和综合评价等环节；其四，两个“轴心”管理体制，东城区组建

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形成了指挥和监督分离的管

理体制；最后，完善了评价体系，对责任主体、工作过程、规范标准和工作绩

效进行评价。

2.2.2 上海长宁区“大联动大联勤”模式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长宁区新华街道吸收无缝隙政府和协同治

理理论，依托网格化工作架构推动城市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以探索如何高

效整合资源、提升社区的快速处置能力为重点，于 2007 年建立上海市首家社区

事务服务联动处置中心。联动中心较好地整合了社区资源，增强了社区管理服

务的水平和效率，提供更好地便民利民服务，赢得了当地社区居民的肯定和支

持。既推进了和谐社区建设，也充分证明了网格化治理模式拓展应用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

“大联动大联勤”模式为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有效将源头治理、应急处置

和动态管理有机结合，这个模式针对于城市管理功能碎片化和服务裂解性的问

题，实现了最大整合管理力量、最大集中社会服务、统一平台信息采集、最大

排查矛盾隐患、行政执法大联动、社会治安大联防。“大联动大联勤”模式既

是特大型城市综合管理的新探索，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创新。这个模式

通过联网、联勤、联动，实现重心下移和资源整合，符合了系统治理的内在需

求。以“抓源头、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为终极目标，形成了“制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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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的新治理机制，强调民生服务和社会稳定。
[14]

2.2.3 拉萨城关区“1+5+X”模式

2008 年的拉萨“3·14”暴乱事件，震惊了国内外。关于暴乱为何会爆发在

城市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得出的研究结果为：多民族化导致了民族

结构发生变化，民族关系更加复杂，民族矛盾相应增加。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

族关系、民族矛盾，已成为全世界各个城市发展中迫切解决的难题。拉萨市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首批实行网格化治理的试点地区，率先探索了多民族地区的

公共安全治理问题，这对新疆的网格化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借鉴。城关区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吸收群防群治理念，确定了以“提高群众安全感、和谐感、

舒适度”的治理理念。

城关区通过“1+5+X”模式对现有力量进行整合，包括乡（街道）干部、村

（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各类协管员、治保员、警务室民警等。

按照“1+5+X”的标准，配备网格工作力量，“1”是指网格格长，“5”是指网

格警员、网格流动人口服务员、网格治保员、网格居民事务联络员、网格宗教

事务服务人员，“X”是指其他网格工作人员或社会力量。这模式的一格多员、

一岗多责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为充分调动公众参

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开展“先进双联户”创建评选活动为有效措施，最大可

能激发联户单位主体作用、提高群众参与热情。围绕平安和增收两大重点问题，

积极开展“双联户”工作，形成了“政策通到底、社情传到顶”的社会治理体

系。
[15]

2.2.4 乌鲁木齐天山区“庭院化”管理模式

2009 年，乌鲁木齐在全国首创了社区“庭院化”管理模式。社区庭院化管

理以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为重点，在社区的管辖区域以强化治安乱点为重点，

织密网络、分片包干，有序管理。在社区全面推广“庭院化”管理模式的基础

上，加大对重点社区的推进力度。设置治安岗亭、安装社区大门等方式，对各

社区实行全封闭或半封闭管理，对重点及流动人口较多的区域，能封闭尽量封

闭；对情况较好及流动人口较少的社区，可以实行半封闭模式；对无人管理的

社区，要建立值班室。通过这几种方式全面完善社区治安防控体系。

[14]
陈海松,应敏.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网格化”与“大联动”——以上海为例[J].城管天地 ,2014

（4）:64-69.

[15]
张继焦.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探讨——拉萨市调研报告[J].民族论坛 ,民族论坛 ,2015（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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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区是新疆乌鲁木齐社情、民情较复杂的地区，是接出警最多的区，辖

区总面积 245 平方公里，下辖 18 个片区管委会，1个街道办事处，195 个社区、

1个村。[16]天山区赛马场东社区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社区，在 2010 年就率先实

行了社区封闭式管理。该社区位于城乡结合部，其中流动人口占 85%，同时，其

临近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南疆各地州的流动人口流入乌鲁木齐时，大多会选

择就近住在赛马场东社区所管辖的小区，这就使该社区形成出租房屋集中、人

员结构复杂、宗教氛围浓厚和治安形势严峻的区域特点。社区党支部针对这一

实际情况，深入推进“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率先推行“单位化管理、

网格化覆盖、社会化服务”模式。

天山区社区庭院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新疆各社区进行逐步推广，庭

院化管理还推向了其他场所和领域。逐步对所管辖区域的重点部位或人员密集

场所实行庭院化（封闭式）管理，将街面重点开放场所、重点社区和机关、企

事业单位内部等实行封闭式管理，合理设置出入通道和防冲撞设施，在通道配

备安检门、X光机及专职安检员。政府及其他参与治理主体主动防范，预防可能

产生的安全隐患。

[16]
天山区人民政府网.区情概况.

[EB/OL].http://www.xjtsq.gov.cn/2016common/list_single1.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

id=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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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目标任务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只

有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这就赋予了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更多的内涵。新疆构建网格化

治理体系的目标任务是以社会效益为主线来探讨的。网格化治理是新疆处在两

个“三期叠加”特殊形势挑战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举措，它是反恐维稳长效机制，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和

保障。网格化治理实施以来，一直在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努力，

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坚持保稳定和促发展并举，完善基层治理，坚持

严打与意识形态斗争并举，团结和依靠各族群众，形成了严密的安全防控网。

3.1 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目标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各族群众最普遍、最殷切的期望。近年来，新

疆聚焦总目标，坚持把各族群众对社会稳定的需要作为出发和落脚点，把维护

社会稳定当做重大政治任务。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努力发动群众参与反

恐维稳，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幸福感。然而，维护新疆稳定是

一项规模宏大的公共安全治理工程，新疆经济发展特别是改善民生、多渠道促

进就业创业是基础，发展教育是根本，精细做好宗教工作是关键，遏制宗教极

端思想的渗透是客观需要，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

3.1.1 实现新疆城乡大局稳定

新疆稳定的社会环境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关乎新疆的民族团结繁荣

发展。在新疆，只有大环境稳定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各族群

众才会有安定幸福的生活，才能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维持和推进已取

得的工作。但凡失去了稳定这个基础和前提，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及社会的繁

荣发展就无从说起，从目前新疆的形势来看，“三股势力”的破坏手段仍不断

升级，危险并没消失，要把反恐维稳作为胜过一切的政治任务。

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是新疆稳定的需要。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全体

人民的愿望和期盼，任何非法势力都是无法阻挡的。在新疆所有的工作、所有

的群众、所有的单位都与稳定息息相关，一切都要以稳定为前提和基础，全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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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工作和任务都要让位于稳定和服从于稳定，不论是网格工作人员还是各

族群众，均需绷紧维护社会稳定这根弦，头脑始终保持清醒的同“三股势力”

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网格化治理工作就是服从新疆的稳定大局，织密维稳安

全防控网，统筹推进城乡发展。

3.1.2 夯实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既要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方式服务各族

群众，又要团结和依靠各族群众。针对于维稳处突和便民服务这两项基本职能，

要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做到严厉打击暴恐分子、犯罪团伙和非

法组织，又要紧密团结全疆各族群众。要实现网格化治理的长效机制，就要最

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对于各族群众，要切实相信、紧紧依靠、联系服务、密切

团结以实现广泛动员，同各族群众与“三股势力”做彻底斗争。各族群众的肯

定和支持是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坚实基础。因此，实现社会稳定既要织

密城乡维稳防控网络，又要紧密依靠各族群众，服务好各族群众，切实保障各

族群众安居乐业。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坚持综合施治、专群结合，想方设法做好各方

面的群众工作。实行惠民政策，支持教育惠民，推进全疆教育事业发展；发展

就业惠民，促进多途径就业创业；坚持社保惠民，完善社保体系；实施医疗惠

民，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关注扶贫惠民，依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兼顾暖心

惠民，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坚持安居惠民，实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持续兴边惠民，推动稳边固边；持续安全惠民，提升各族群众安全感。在网格

化治理落实中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通过惠民政策和便民服务，最大限度地争

取人心、凝聚民心。

3.1.3 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宗教和谐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保证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这个问题始终也

是当地最难最长远的问题。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民族伴随着

多宗教共存。因此，新疆没有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和谐稳定。因此，网格化治

理作为新疆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始终致力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和宗教事

务管理工作。

首先，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中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继续加大汉族干部

和各少数民族干部的交流力度，继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由各领导和

党员起到民族团结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开展相关工作，在机关单位、学校、

社区、乡村、企业及宗教活动场所等地搭建民族团结平台和开展民族团结宣传

教育，使“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等思想意识深入民心，除了加大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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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之间的团结宣传，还要紧密新疆各地区、各族群众的团结互助，拓宽各族

群众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渠道，使全疆有条件的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进行民汉

合校和民汉合住，通过民汉合校和民汉合住等方式提供给各族学生在一起学习、

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团结全疆各族人民。网格化治理的工作人员中占有很大的

少数民族比例，特别是在南疆有 90%以上的比例，这一方面大大解决了少数民族

就业问题，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同胞理解和配合网格化治理相应的工作，理解和

认同政府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使新疆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

起。

其次，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时，必须精心做好宗教工作。新疆少数民

族中大多数的群众都信教，而各民族间宗教信仰却不尽相同。因此，新疆的宗

教工作势必是一项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工作。能否做好这项工作关系着民族团结、

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影响国际局势。要实现宗教和谐就要对符合法律的合法

宗教进行保护，依法保护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需求和宗教活动，并且尊重少数

民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对不符合法律的非法宗教坚决制止，并

且坚决遏制和打击极端宗教和宗教犯罪。

3.1.4 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意识形态领域是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重要领域，互联网也已成为新疆舆论斗

争的主要战场。民族分裂分子通过网络煽动民族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的典型案

例，就是新疆的“7·5”事件。多数暴恐事件是恐怖分裂势力披着宗教外衣为

掩护的政治渗透和分裂破坏活动，他们通过一切手段和途径进行“三非”（非

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出版物及非法宗教网络传播活动）活动，为了尽大可能

扩大影响，主要目标群体是“80 后”、“90 后”的青年人。通过地下讲经或非

法宗教聚集，传播极端思想和策划暴恐活动；极端组织通过培训，鼓吹圣战，

通过洗脑，引发“圣战”共鸣；普通的民事纠纷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

影响民族团结。本质上，他们力图利用具有蛊惑性和煽动性的言论进行思想渗

透。

反恐维稳斗争坚持严打与意识形态斗争并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及网络媒

体的发展，互联网也成为了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重要战场，要切实用好管好互

联网，净化网络环境，确保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全覆盖，开展马克思主义“五

观”教育，加强“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教育；对不符合法律的非法宗

教坚决制止，并且坚决遏制和打击极端宗教和宗教犯罪，在整治非法宗教时，

要严防“三非”对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和宣传。降低和减少扭曲极端思想的传

播，为增进民族感情、民族团结起到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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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任务

树牢“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坚决打好反恐维稳“组

合拳”，切实做到“六个抓好”“五个管住”“四个全覆盖”，以持续高压态

势给暴恐分子以严厉打击。主动发现、及时处置，从源头上发现和减少暴恐活

动的产生。科学划分网格，健全社会面安全防控体系，提升见警率，增加民众

安全感；抓好基层工作，完善基层治理，将管理和服务深入于基层，促进政府

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善信息网络防控网，有效实现信息整合及互联网安全，

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改善社会面貌和环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提高公民素质，提高社会自防自治能力，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施

治。

3.2.1 建立健全社会面安全防控体系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以公安、武警、兵团民兵及群防群治力量为重要

参与主体，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疆的社会面安全防控网络。围绕社会面安全防控

重点，将网格的点线面与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继续织密织牢城乡网格化安全

防控网，建筑起防范、打击、控制、管理一体化体系，建立起常态化、立体化

的安全防范体系。社会面安全防控网在可见方面呈现的是网格化治理中的空间

网格内容，它的这一特性决定了这项工作就是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的工程，

能否科学布防、排兵布阵，直接影响百姓的好恶。

将所管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网格，建立巡查机制，配备专业的巡查设备，

坚持“混编联勤”和车巡步巡人巡相结合，巡逻力量实现了最快速到达处置地

点的要求，2分钟内达到巡区内任何位置、1分钟内到达重点区域处置，覆盖数

字化视频监控系统，把各单位网格的信息精确无误的录入到信息管理系统内。

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将巡逻警力、装备设备，依照管辖区域的需求程度，特别

是在偏僻背街巷道、居民居住区、学校、治安复杂区域和案件易发区等作为防

控重点，科学划分网格和制定社会面巡逻路线，打造全覆盖的点线面相结合的

防控网，24 小时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巡逻安全防范工作最大限度的提高社会

面防控能力。尽量做到网格内无缝隙、无盲区空白点，有效保障人民人生和财

产安全及遏制各类违法犯罪的发生。实现“琐事不出格，小事不出区，大事不

出街，严重矛盾反馈上级解决”的治理模式。[17]

网格化治理运行过程中的主要优势就是能够主动出击、先发制敌，及时处

置，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发现，网格化治理强化了快速

[17]
李鹏.我国城市网格化治理研究的拓展[J].城市发展研究,2011,(2):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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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机制，形成严密的防控网。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机制理念，将处理问题由

“事发后”转化为“萌芽状态”，做到未雨绸缪。由于网格工作人员对所管辖

区域全权管理和负责，处理网格事物和事件时间大大缩短，以往有些通常需要

两三天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内就能处理，进一步提升源头治

理隐患能力和效率。

3.2.2 提高基层群防群控能力水平

随着网格化治理的深入和推行，多渠道促进和推动教育工作。为待就业者

拓展就业领域和就业技能，持续在高校、农村（社区）等落实和开展的有针对

性和实效性的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开发的社会就业岗位的各

项措施，有效拓展和发挥了就业途径和桥梁作用，而且，网格化治理体系也成

为了吸纳大量待就业人员的就业平台。党和政府秉持以教育促良性就业的方针，

强化义务阶段教育，并逐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体系，2013 年在南疆地区落实

14 年免费教育，覆盖所有适龄儿童入学率，南疆地区在 2014 年，学生入学率显

著提高，学龄儿童小学净入学率高达 99.7%，同时，小升初入学率达 98.42%，

初升高入学率达 84.3%。同时，在民族地区的学校推进的双语教育，通过双语教

育激励政策，吸纳优秀大学生支教和引进优秀人才的战略拓宽双语教师队伍，

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教育覆盖率和教育水准，2014 年，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普及率

高达 87.64%。在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下简称报告）中，使“少数民族学生

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开展双语教育的方针，并规定了实现

的具体年限是 2020 年。
[18]
从教育入手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的综合素质，通过提高

各族群众的判断力，不仅能有效抵御不法分子的煽动，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各

族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新疆网格化治理。

网格化治理吸收群防群治的理念。在各城市，按照商铺位置相邻为主要划

分依据，沿街商铺安装“十户联防”一键报警装置，接入警务室监控平台或社

区视频监控室，目的是实现一户遇险，十户联防，警务室和社区巡控力量联勤

联动；在农村，一个村里的人基本都认识，一个村哪家或哪里来了陌生人是很

明显的，通过邻里相望扫除隐患。[19]网格化治理坚持专群结合，在全疆布下天

罗地网、同心协力构筑铜墙铁壁，暴恐分子犹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无处

藏身。网格化治理提供的服务不是单一的，同样的，提供管理和服务的主体也

不是单一的，它再也不是以政府管制的单向防御为工作机制，而是将社会的每

个细胞都纳入到体系中，既服务他人，亦服务自己。政府重视、上下合心，是

[18]
人民网.陈全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全文发布.

[EB/OL].http://xj.people.com.cn/n2/2016/1110/c186332-29286512.html

[19]
张凡.新疆反恐与维稳新策[N].小康，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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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高效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打防并举、整体联动，是实现网格化治

理体系高效率的关健因素。引导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新疆网格化治理，形

成强大合力，建立网格志愿者队伍，成为相关政策宣传者、矛盾纠纷调节者、

情报民意搜集者，深化群众自我保护、自我教育、主动参与的理念。

3.2.3 完善基层治理机制

基层是新疆维稳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基层最接近和靠近群众，因此，

这里也是群众反映问题和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新疆网格化治理坚持主动治理、

源头治理，既着力解决当下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又筹谋强基固本之策。完善基

层治理，从制度实践及创新上，制定出“二维码管理”、“居住证管理”等流

动人口管理服务措施，对人员密集场所、六小场所管理等系列制度创新；从发

现问题的方式上，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主动把各种矛盾冲突化解在基层、

消除在萌芽状态。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与强化基层一线的维稳力量相辅相

成，发挥群防群治力量，构筑起反恐维稳的坚强防线和后盾，打牢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的工作基础。

农村（社区）治理总结了服务的工作理念：社会化服务、庭院化管理、数

字化支撑、网格化覆盖。农村（社区）是链接居民最有效地中枢纽带，也是网

格化治理参与主体之一。网格化治理将管理和服务向基层延伸，要求农村（社

区）包户干部做到对村（居）民底数清、情况明，溯本清源，从源头上减少人

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将基础网格工作落实到主动收集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及时

了解人民生存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思想、想法、期盼的动态，主动引导人民

用正确地、合法地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和农村（社区）

的组织协调作用，为人民提供了更深层次、更细致和更实际的服务，调动网格

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联合施治，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预警能力，编

织起维护稳定、群众工作一体的基层安全网。

2012 年以来，新疆开始试点推行网格化治理，将维护稳定的重心放在基层，

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和农村（社区）建设，落实流动人口管理

服务措施。随着不断推进农村（社区）警务室建设，警务室作为公安机关最小

勤务单元，已逐步覆盖至每个农村（社区）。到 2013 年，全疆 9000 多个农村

（社区）警务室的办公用房已全部建成，警务室防护装备配备率超过 94%，警务

室专职民警增加至一万多名，人数已占到派出所总警力的 57%，警务室基本实现

了一室一警，重点村和复杂社区达到一室两警或多警。
[20]

为基层维稳工作提供

了专业力量保障，一定意义上加强了群防群治力量建设，筑起和加固了反恐维

[20]
高雪静.反恐背景下加快推进新疆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考[J].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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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坚强防线，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全疆可防性案件的

发案率同比下降，在一些区域出现了一批“零发案村”。

3.2.4 推进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1）有效实现信息整合，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网格化治理以信息化为支撑，深入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智能

化。实现了治理流程的精确化、动态化，实现了参与治理主体间的信息资源共

享，使得网格化治理现有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部分无法解决的问题正通过

网格化治理新模式逐步解决中，极大提高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以社

区为例，通过建立居民信息资源库，充分整合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一次

收集，多处共享”，保证了信息的一致性，避免大量重复性工作，大大提高了

网格化治理效能。

其次，做好情报工作，从源头化解矛盾。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实现了与

群众的进一步联系，不断把反恐维稳斗争引向深入。越来越多的居民通过智能

系统更多的参与到了网格化治理中来，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关心社会的各项问题，

提供威胁社会安全的线索，同时也注意着每一件事件或部件的处理效率。

（2）做好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强化网络信息管控

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互联网是

涉疆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我们要加强主动宣传的意识和能力，强化正面宣传

工作和舆论引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导权。新疆网格化治理的构建，特

别重视借助媒体力量发声，不仅仅只针对于新疆人民，更要在全国人民面前充

分揭露暴力恐怖分子凶残的本质，在舆论阵地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借助新闻媒

体、网络（微博、新闻网、微信）、短（彩）信等主流媒体主动发声，利用平

台宣传国家意识和国家政策、公民意识、打击爆恐案件相关信息，主要目的是

使全国各族群众明晰一个事实，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保

障，只有维护好国家的最高利益才可能有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一个国家

有尊严了，这个国家的各族群众才拥有民族尊严。这些宣传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缪力同心、和衷共济的认识和强大力量，全国人民对新疆

维稳工作的支持形成了有效力量，各族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新疆稳定的主力军，形成维护团结稳定的铜墙铁壁。

在进行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的同时，加强互联网安全管理也极其重要，加

强网络信息管控，持续开展整治“三非”活动，对利用网络进行分裂渗透以此

来煽动和从事制造暴恐活动的信息和活动，要及时依法严惩。全面正确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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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旨，对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的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分裂渗透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绝不姑息，维护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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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现状分析

在完成理论的积累和总结后，对新疆网格化治理从城市和农村的现状进行

分析，分别在新疆省会城市乌鲁木齐、代表北疆地区的伊犁、代表南疆地区的

喀什涉及网格化治理的部门进行实地调研，与当地政法委、公安、乡镇（街道）、

农农村（社区）的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了结构性访谈或半结构访谈，为了

确保所获信息的全面性和精准性，参与基层网格工作人员工作及与当地的各族

群众也进行了访谈。通过全面细致的了解和系统分析，结合理论对新疆网格化

治理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网格化治理吸收无缝隙政府、协同治理理论、群防群治等治理

理念，具有互动性、基础性、高效能及主动性等特点。新疆维稳工作难度大、

任务重，因而，在实施中坚持“全面覆盖、突出重点”的部署战略。自新疆 2012

年对网格化治理进行试点推行以来，全疆对于网格化治理是愈发重视，根据维

稳形势和财政能力在各地区逐步推广。伊犁地区在创新和试点网格化治理工作

机制上一直走在前端；乌鲁木齐作为首府城市，技术和设备的普及更新是最快

的，作为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相对完善；以喀什为代

表的南疆地区维稳形势严峻，但经济相对落后，这矛盾的现实因素以致该地区

网格化治理呈现如下特点，南疆地区的人力投入在全疆各地区的比例最大、先

进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推广较缓、管控力度和资金投入的矛盾最为突出。笔

者在论文这部分，从全疆的角度浅要分析新疆网格化治理的落实情况，包括简

介网格化治理的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实施成效、主要风险和潜在、

基本经验和存在局限，为写作奠定事实基础。

4.1 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

4.1.1 实施背景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是主要是由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

应对两个“三期叠加”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的需要。

（1）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

新疆处于亚欧大陆中心，与周边的八个国家接壤，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

行政区。新疆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包括 47 个少数民族，经济比较落后存在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因此，新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而且是反分裂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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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主战场，要持续推进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发展。国家始终

都十分重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并不断加大扶持和支持新疆经济发展的力

度，不断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处理好新疆的社会稳定不仅是新疆的问题，

也关系国家安全统一、全国稳定和发展大局。换而言之，新疆固则国家固，新

疆治则国家治。实施网格化治理，形成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防

护网，也形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防护网。

（2）应对两个“三期叠加”的需要

新疆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面临着稳定发展两个“三期叠加”。形势非常

复杂，而且可以说是十分严峻，在稳定形势上，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复

杂和尖锐的，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十分激烈的，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在经济领域，打赢全区脱贫攻坚战、实现经

济更好更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繁重。

目前，与“三期叠加”维稳形势相联系的社会安全事件频发，这类公共危

机突出表现为非法宗教活动隐秘、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蔓延及其家族式和独狼式

暴恐犯罪多发频发，新疆的维稳形势依然严峻。境外恐怖势力与我国“三股势

力”相勾结，利用各种手段和空隙制造实施各种暴恐事件。为造成较大的破坏

和影响，暴恐分子通常在人员密集场所、机关单位或基层组织发动突然袭击，

也存在个别爆恐团伙在农村或边远地区实施的现象，他们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滥

杀各族群众和网格工作人员，给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暴露了他们的凶残

本质，并持续引发社会恐慌。暴恐事件具有隐蔽性、危害大、突发性等特点，

新疆反恐维稳工作面临着更多的变数和风险，出现了新的动向和挑战。“7·5”

事件后，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团伙案都不下百起，并且与“三期叠加”维稳形

势相联系的社会安全事件呈现高位徘徊态势，2012 年新疆暴恐案件就超过 190

起。

新疆正处在社会快速发展阶段，社会转型期即利益调整期，必然会引发一

些新的矛盾与问题。目前，新疆流动人口大致占新疆总人口的 1/6，
[21]
流动人口

流入和流出时间不定，因此，给管理带来了极大难度。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不仅

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巨大压力，也使出租房和空房，甚至空置地下室存在不

法分子“做窝下蛋”安全隐患，给新疆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而且，

新疆经济条件仍比较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贫富差距拉大致使民族关系紧张。

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和自然环境恶劣的南疆地区，极端思想极易滋

生，并在这里最终形成有效力量。而这些力量为了取得较大的影响和效应，施

[21]
郭永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夯实维稳工作基础［J］.新疆法学,2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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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点往往选择人口聚集的城市。过去，新疆的涉及民族、宗教、经济、边疆

因素的公共危机事件，以及敌对势力企图分裂国家制造的事件，相对来说比较

独立，相互之间影响不大。但近年来，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催化转换。

（3）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的需要

抓好基层组织建设是稳疆安疆的固本之举。基层组织是新疆筑牢反恐维稳

的第一道防线，因此，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传统管理体制强

化管制、条块分割、机制不畅、脱离群众的模式效率低下，已经不能适应当前

新疆严峻的维稳形势，导致部分地区群众利益受损，很多“大问题”都是“小

问题”因为被人为地忽视积累而最终爆发，这样只会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导

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管理难度更大且成本更高。然而，网格化治理依托信息技

术平台，依靠基层组织，深入各族群众，及早发现、及时反馈，并针对性地处

理和解决各种问题，它的精细化这一特点大大拓展了治理的深度和范围。基层

组织基于信息技术平台上的维稳管控，是提升基层政府公共安全治理和公共服

务效能和水平的关键支撑点，加强和改进了城乡基层治理。

4.1.2 基本情况

新疆网格化治理坚守“主动防范、预防为主”的理念，向所管辖区域撒下

了“五张网”，紧密交织成严密的防控网，从源头上消解矛盾和冲突，保障新

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面安全防控网主要覆盖公共安全场所、公共交通、

交通要道（卡点）；治安高危行业防控网主要防控旧货、物流托运、娱乐场所

及危险物品（人员）等领域；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安全防控网是网格化治理

向基层延伸的具体表现；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控网是加强机关、企事

业单位自我防控能力的保护伞；信息网络防控网是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治理的外

在体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真正做到了安全防控网无缝隙、无盲区空白点，

竭尽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疆已基本形成“大调解”局面，在 2014 年

一年间，新疆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了各类矛盾纠纷的总数达到 219879 件，在

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中成功调节了 217603 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不安定因素。

形成了“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服务零距离、管理无漏洞”的安全防控网。

便民警务站结合街面巡警流动处置，与威胁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刑

事、治安案件明显减少，民事纠纷和矛盾明显下降。2016 年，塔城地区依托警

务室建立村级综治工作站 900 多个，共排查矛盾纠纷 6000 多件，调处率 98.90%；

哈密市坚持“一根针扎到底、一张网双覆盖”，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6669 件，调

处成功 5999 件，调处成功率 90%；乌鲁木齐市在全市开展“平安社区”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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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公交”微行动，这两个微信平台拥有超过六十三万粉丝，登记转办举报信息

累计 8000 多条，问责公交车站安保人员 5000 多人次，向举报群众发放微信红

包或奖金 4000 多人。[22]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接受采访中超过 98%的

群众表示街面上都是巡警，大大提升了安全感。
[23]

4.2 主要做法和实施成效

4.2.1 打击暴力恐怖活动

安定团结、繁荣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各族群众的殷切期盼，因此，要坚决维

护社会稳定，把反恐维稳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对于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坚决严

厉打击，这是对新疆各族群众的无尽热爱和最大保护。对于这类犯罪活动，要

保持严打整治高压威慑态势不动摇。坚决打击从事分裂祖国、影响民族团结、

威胁社会稳定的活动；坚决打击暴恐分子、非法组织和犯罪团伙。按挖存量、

减增量、铲土壤的指示，实施坚决打击和精准打击。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盯

人盯案盯线索；始终追着打、压着打、挖着打，揭盖子、挖幕后。一定不能给

暴恐分子留任何喘息的机会和空间，要赢得时间和主动权，从根本上解决深层

次问题，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新疆网格化治理工作开展以来，严厉打击暴恐活动，人民安全感上升，据

自治区公众安全感调查，2012 年公民安全感为 87.58%；乌鲁木齐市在 2012 年

-2013 年间，查获各类违法嫌疑人 2328 名、网逃人员 108 名、涉毒嫌疑人 1126

名。2014 年乌鲁木齐“5·22”案件后，自治区启动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

怖活动专项行动，这次严打专项斗争，新疆打掉了 181 个爆恐团伙，92.6%被摧

毁在预谋阶段。[24]

4.2.2 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

网格化治理实施以来，不断创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并不断发展完善，

是基层组织优化网格化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从全面掌握所有居民情态的“四

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机制，到有针对性的分层次管理的四类管理法。2014 年 5

月推行的便民联系卡制度由于工作范围大，没有明确的规范制度，导致工作任

[22]
中国长安网.新疆各地州综治办主任谈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EB/OL].http://www.chinapeace.gov.cn/zixun/2017-02/16/content_11395831.htm

[23]
和讯新闻网.新疆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方式综述.

[EB/OL].http://news.hexun.com/2015-07-10/177446528.html
[24]
新华网.新疆专项行动一年打掉暴恐团伙 181 个.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25/c_1115396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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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重、群众意见大等负面影响，2016 年 5 月在全疆取消了“便民联系卡”制度，

基本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和居住证管理制度取代。这项工作制度避免了将流动

人口和出租房管理割裂的问题，简化了工作程序、降低了工作难度、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网格工作人员对辖区房屋及人口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全面掌握常住人

口的信息，对流动人口进行动态化管理。为了提高掌握人口信息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有针对性的对不同人群实现分类管理，达到精细化、全程化的服务。特

别关注流动人口动态，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上，针对流动人口及其承租房屋的

不确定性，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统一，坚持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

管人、以信息化管人，实行以房管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为了及时准确

的掌握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的信息，实行 369 限时工作法和二维码管理；为了降

低安全隐患，在对出租房屋管理时实行准租制，在社区登记备案后才允许出租，

并对出租房实行动态星级管理。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了

管理效率。

（1）两证一担保制度

两证一担保是指，疆内流动人口在乌鲁木齐租住房屋，必须持有身份证、

居住证或居住申领凭证，并有本市居民或用人单位的担保书。它是乌鲁木齐在

落实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的创新，这项工作制度避免了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

理割裂的问题，简化了工作程序、降低了工作难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管理具体实施中，由于流动人口迁入、迁出的不确定性，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是在出租房管理时同步进行的，因此，通常是在流

动人口在乌鲁木齐租住房屋后，社区包户干部在出租房屋完成“二维码”管理

工作时，采录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并通知他们带着本人身份证和拥有本市户口

的居民，在社区完成个人信息录入和本市居民的担保书，以此获得居住证。

（2）出租房酒店式管理

喀什地区某社区为创新出租房管理，实行了出租房酒店式管理，管辖区内

房主要出租房屋的，必须首先向社区提交申请。为了便于管理，社区成立了房

东协会，专门负责这项事务，设立房东钥匙寄存处，每户一柜一档分类管理。

房东协会的成员一般由管理站站长、老党员及房东代表组成，只享有基本的补

贴，可以称之为公益岗。房东协会负责的工作内容以下几项，待出租房管理、

整理出租房屋材料及出租房星级评定、定期房屋巡查。通过这些前期工作，对

出租房屋实行统一登记、管理、服务，无偿为房东介绍承租人、为承租人介绍

空房信息。在整个流动人口出租房服务管理的过程中，要对房东和承租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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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身份、签订合同、采集信息，房屋出租直接通过房东协会完成。将出租房

和流动人口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既有利于社区及时掌握信息，又有利于第一时

间排除隐患，既实现了管理，又为各族群众提供了便利服务，这也是出租房屋

酒店式管理的创新之处。

这种模式发挥了群防群治力量，减轻了社区的工作任务量，是创新基层治

理的积极探索。但是，现行的出租房酒店式管理机制并不适合流动人口和待出

租房规模庞大的社区，每户一柜一档分类管理需要大量的纸质材料，使信息更

新和替换工作复杂化，在完善出租房酒店式管理工作机制时应主要从这两个方

面入手。

4.2.3 开展“访汇聚”活动

2014 年开始新疆组织自治区“访惠聚”工作组，选派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优秀干部进驻村（队）和重点社区，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指导当地基层

组织和帮助当地群众致富，开展群众工作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民情，切实落实

惠民政策，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到底数清、零距离，牢固了城

乡稳定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有利于社会稳定。实践证明，“访惠聚”活动是抓

好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好举措，它是维护稳定的治本之策。

库尔勒市依托“访惠聚”活动搭建了一个活动平台，这是一个通下情、连

民心的实践平台，将工作组人员纳入到网格化治理中，专门设置 A、B岗与社区

干部结对互助，让工作组人员下沉到“网格”，工作服务在“网络”，形成“访

惠聚”工作新格局。承包“责任田”，服务群众“零距离”；打通“走访路”，

奉献基层“零距离”；打好“维稳牌”，平安创建“零距离”；搭建“连心桥”，

力求帮联“零距离”。
[25]

但“访惠聚”活动在具体落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一些驻村工作队存在

思想不到位及工作不到位，存在严重脱岗漏岗现象。2016 年，仅喀什地区就有

1176 人因各种原因长期不在岗或无法参加考核。在今年工作队组建中，存在没

有把骨干选派下去的现象，克州县（市）部门正职 254 人中只选派 14 人驻村。

基层干部暴露的思想麻痹、工作松懈是我们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敌人。[26]

[2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疆库尔勒市召开“访惠聚”活动总结表彰暨动员送行

会.[EB/OL].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0225/c219998-28150263.html

[26]
新疆焦点.李鹏新在自治区“访惠聚”驻村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EB/OL].http://www.xjzjb.gov.cn/news.php?id=3817

http://www.xjzjb.gov.cn/news.php?id=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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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时，加强各族干部与群众及群众间的团结互动。

“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活动自实施开展以来，新疆各族干部

与各族群众之间开展了各种形式（结对子、结亲戚等）和多种方式的互往互助

活动，通过各民族之间交朋友等方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

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等紧密民族团结。各民族通过相互了解和交流，像

石榴籽般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以来，自治区 11 万干部与南疆四地州群众结

对认亲；各地州与当地群众结对认亲；“访汇聚”工作组与当地群众结对认亲；

内地十九个援疆省市的援疆干部与受援地群众结对认亲。在与当地群众结对认

亲的过程中要重点联系这类群体，包括流动人口、“四老”人员、宗教人士、

贫困家庭及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使干部了解

各族群众的家庭情况和解决实际困难，并在与各族群众交流时，宣传国家法律

法规和惠民便民利民政策，通过双向互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传递给各族

群众。

4.2.5 推进“去极端化”工作

只要宗教极端思想存在，暴力恐怖活动就会长期存在。积极应对“三非”

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取群众，通过网格化治理所依托的信息技术进行网络

信息管控。主动出击，推进“去极端化”工作，用好“五把钥匙”、坚持“四

管齐下”，挤压极端思想生存空间；通过微信平台、微博、QQ 和新兴媒体进行

宣传，进行网络信息管控，及时发现、封堵、删除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

通过信息宣传与管控来争取群众。

针对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最主要的防控目标所进行的“去极端化”教育，

“去极端化”工作存在投入力量不足、宣传工作不到位、立法工作远远滞后于

实际工作需求等问题。一些地方的小区、单元和商铺都张贴宣传单，凡有音响

商铺不间断播放宣传内容，城市靓丽点连续播放宣传内容，配合发放宣传单，

但成效不够明显。必须切实推动宣传教育入耳入心，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4.2.6 落实帮教管理机制

落实分类分级帮教管理机制和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对重点人员、特殊群

体实行分类分级帮教管理。重点人员及特殊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人员，服刑在教

人员及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

群，对他们加强正面教育。还要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推动作用，促进安



4.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现状分析

第 32 页 共 78 页

置帮教和教育改造工作双延伸。积极引导重点人员、特殊群体通过诚实劳动脱

贫致富，在教育转化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主动给

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有效地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机会。

在完善帮教管理机制方面，新疆引入了远程帮教视频会见系统，2016 年 3

月在阿克苏试点，和田最先开始实施。远程帮教视频会见系统突破了距离上的

限制，实现了实时交互。相较于之前使用的 QQ 软件，安全系数更高。节约服刑

人员家属的看望成本，这种双向教育的方式在具体实施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4.2.7 落实群众举报制度

明确涉爆涉恐的举报内容和举报途径，建立有价值信息奖励制度。发动群

众提供情报信息，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共筑牢固的群防群治战线。《非法宗

教活动 26 条界定的具体内容》的出台和相关宣传，让各族群众明晰了非法宗教

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南疆某乡党委书记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针对于群众对

提供和举报信息的盲目性，将举报内容归纳为 138 条表现形式，并印成册发放

给村民，指导村民提供有效信息情报；2016 年 4 月，新疆出台了《群众举报涉

暴恐犯罪线索奖励办法》，这个办法规定了信息举报细则，使各族群众知道举

报内容和举报途径。为了鼓励各族群众踊跃举报涉暴恐犯罪线索，还相应规定

了提供有效情报的奖励办法，它的出台有利于新疆有效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活

动。

2014 年，为了有力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新疆开始开展严打专项斗争。这次

行动开展后，近万名各族群众积极举报各类涉暴恐线索，直接参与或协助抓捕

逃犯的群众超过数万名，各族群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突出

贡献。一批涉暴恐案件得到及时侦破是由于各族群众的踊跃检举揭发，打击了

“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大大震慑了暴恐分子，避免了各族群众生命及财产

受到损失。但是，由于受各族群众安全意识等因素的制约，各族群众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并未完全激发。
[27]

4.3 主要风险和潜在隐患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落实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

多困境。论文这部分主要梳理影响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目前及长远发展的非体

制风险和隐患。主要表现为资金供需矛盾加剧，网格化治理泛化、虚化，网格

[27]
中国政府网.新疆出台办法奖励举报涉暴恐犯罪线索的群众.

[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4/12/content_5063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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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思想麻痹、落实不力，引发公民心理恐慌和隐私担忧。这项反恐维稳

长效机制必须要有效克服和避免这些风险和隐患。

4.3.1 网格化治理资金供需矛盾加剧

网格化治理模式迄今还处在试点阶段，是政府为了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模

式，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服务系统与基层组织结合起来的治理模式。多元治理

主体参与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实现了信息和资源共享，还有效节约了成本。

但是，新疆网格化治理的前期建设及运行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网格化治理资

金供需矛盾加剧。

一方面，投入成本大。网格化治理的优势之一便是能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但却不能否认网格化治理在前期准备和建设阶段的投入成本偏高。从其构建的

社会面安全防控体系来说，将管辖区域划分成众多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相应要

求量的网格工作人员，这样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除了人力成本外，还

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设备投入，最主要的部分是信息技术及设备和安检设备的前

期投入，还有后期的维护和更新。简而言之，网格化治理从前期工作到实施运

转再到后期维护这一系列流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经费不足。经费投入与保障不足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由于新疆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虽有党中央和援疆省份的大力经济

支持，但基于新疆的维稳特殊性，网格化治理体系的投入力度远远超于我国其

他省份。然而，大投入和新疆自身发展落后等因素致使资金投入缺乏稳定性，

个别地区的设备投入和更新滞后，以及网格工作人员工资拖欠，这些因素会严

重影响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凝聚力和防控力度，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网格工作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

4.3.2 网格化治理泛化、虚化

（1）网格化治理泛化

网格化治理的推行是实现新疆总目标的需要，然而，自网格化治理推行以

来，它的功能和实施范围都扩大了，甚至认为网格化治理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

题的地步了，网格化治理被大大泛化了。网格化泛化也使得新疆维稳相关工作

对网格化治理及其主要部门产生严重依赖倾向，这样一来，使得基层治理边界

模糊、权责不清，只是一味的加大了基层的工作任务。

（2）网格化治理虚化

由于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还持续存在，出现了错位或失位等问题，个别领

导对网格化治理实施的深刻内涵认识不足，很多部门把实施网格化治理视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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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上级指示，没有真正领悟网格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实质，有的地方认为网格

化治理就是严密的社会控制，把实施网格化治理当作实施的最终目的，从而在

实施中一味强化管理而轻视服务。因为理解的偏差，个别部门并不能主动性和

创造性的推动其落实，存在被动状态和观望状态，亦步亦趋地完成上级部署，

只是把它当作换汤不换药的形象工程。再则，绝大部分网格工作人员对网格化

治理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认为网格化治理就是设置卡点和

街面巡逻；社区工作人员则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房管理的工作就是网格化

治理；城市的网格工作人员认为只有城市才具备实施网格化治理的条件，农村

地区只能叫做群防群治；由于各族群众对于网格化治理模式认识不到位甚至完

全不了解，使得他们的参与不充分。以上部门及个人对网格化治理都是片面的

认识，没有看到网格化治理的实质，使网格化治理流于形式，产生虚化倾向，

这严重影响了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推进。

4.3.3 网格工作人员思想麻痹、落实不力

威胁新疆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主要是与“三期叠加”维稳形势相联系

的社会安全事件，这类社会安全事件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点。随着新疆维

稳力度的加大，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不断挤压，新疆稳定形势向好，不少网格

工作人员产生了思想麻痹和自我放松的心理，盲目乐观的估计当前局势，在落

实网格工作中存在侥幸心理和懈怠状态，出现渎职和脱岗现象。

以安检工作人员为例，重点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由专职安检人员配合检查，

切实做到“人机合一”才能发挥安检的真正作用。安检门由于只要有携带金属

物品就会发出警报音，人所携带的钥匙等基本物品都会发出警报音，安检效果

不明显，渐渐的被 X光机所替代。X光机检测更有效率，但对安检人员的技术也

提出了要求，它不会发出警报音，需要通过颜色，形状等分辨是否含有危险物

品。如果使用过程中网格工作人员没有“看”或不会“看”，则效用为零。但

是，在全疆都存在个别安检工作人员在“过包”检查时玩忽职守的现象，大大

影响了安检实效。很多安检人员是由保安公司供给，出现了问题就被辞退，不

利于真正的考核和追责。

4.3.4 引发公民隐私担忧和不满情绪

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以来，实施全覆盖、无缝隙的安全防控网，见警

率提升，起到震慑作用，给公民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让他们处于一种“不安”

的心理状态；一系列的检查和访客系统，在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也需要群众

提供个人的关键信息，引发公民隐私担忧。

全疆逐步推进封闭式管理，将重点开放场所围起来，进行人群分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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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反应：“硬质隔离造成生活不便利，这种隔离也会导致人心的隔离”，

起到震慑作用的同时，群众心里感觉压抑；为了加强网络信息管控，个别地方

会对个人的手机、电脑进行随机检查，为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的需要，

实行访客登记制度，需要填写个人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引发公民隐私担忧；在

新疆，大多数的暴恐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维吾尔族，所以不少群众都反应在接

受检查时，从检查力度和频率来说，维吾尔族同胞尤其是维吾尔族青年都高于

其他民族，这现象在新疆各地方或部门及安检工作人员的工作中都会有这种现

象，有工作人员反应工作强度太大，每个人都仔细检查也容易造成排队现象，

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绪，引起群众不满。

4.4 基本经验和存在局限

4.4.1 基本经验

（1）坚持主动防范、源头治理

以往传统管理体制的维稳工作方法通常是“事后处置”，以“被动”的方

式来解决稳定的问题。实行网格化治理后，坚持以民为本，对群众的问题和合

理诉求及时予以回应，为人民提供全覆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网格工作

人员通过对公共场所（街面、人员密集场所等）的巡查和定期走访，对网格内

各类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进行及时排查和处置，使隐患消解于网格之中，坚持

源头治理，准确反映和及时协调各族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将矛盾和冲

突化解在源头，有效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2）坚持资源共享、动态治理

网格化治理在工作方式实现了转变和突破。从粗放管理转变为精细管理，

在网格化治理的推进中，各地对各领域、程序和环节都做到精细到位，实行量

化管理和目标管理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实现全方位、全时段的覆盖和监控；

从条块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统一的实战指挥系统，集中调度和协调相关部门

及资源，减少中间层级和管理幅度使网格中的问题能得以及时解决和统筹解决，

大幅度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效率；从纯管理转变为管理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把分割、分散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形成系统地、高效地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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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以民为本、“内透”服务

新疆开展网格化治理坚持打击暴恐与服务各族群众并重，打击暴恐也是为

了保障各族群众安全，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维稳的同时服务各族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便民警务站、

落实错时代办服务工作机制等便民服务；开展“访汇聚”活动、普及义务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建设等惠民政策。

（4）坚持多元参与、合作共治

实现参与治理主体间由“条块分割”转变为“合作共治”；“上面千条线”

的基层组织治理格局由“下面一根针”转变为“下面一张网”；从单中心管理

转变为多中心管理，变管制为管理和服务相结合，实现由政府为管理主体的单

项管控转变为党政兵警民等多元参与主体合作共治的模式。

（5）坚持依法治理、刚柔互济

在网格化治理运行中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

方式来解决和处理网格化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坚持刚柔互济，注重意识形态、

宗教、道德等约束力，团结各族群众。

4.4.2 存在局限

（1）预警信息收集机制不健全

信息情报工作广度、深度不够，没有强化或者强化社会公众的参与发现机

制和渠道，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公共安全治理的要求。同时，部分网格工作人

员重视度不够，对搜集的信息不进行研判，或对新问题及潜在问题的发现能力

和预见能力不强，不注重总结规律，导致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2）工作协调机制不健全

网格化治理将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同时将任务也分配给了基层，很多基层部

门既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承担网格工作。在乌鲁木齐天山区某社区调研时，

了解到该社区承担了大部分带行政色彩的工作，所有工作事项中，超 300 项工

作任务中有超过 240 项属于行政性事务。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尽管

颁布了社区减负通知和不断推进“小街道、大社区”体制改革，社区减负工作

并没有随着发生明显转变，基层组织任务重的问题在南疆地区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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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

网格化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缺乏其他参与治理主体的问题依旧突出，这导

致网格化治理“行政化”倾向严重，市场、社会组织及各族群众却参与空间不

足、治理能力低下，始终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要改变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大

包大揽”的运作方式，在网格化治理运行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运用所掌

握的资源来培育市场、社会组织及各族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使市场、社会

组织及各族群众真正发挥基层治理主体的功能。

（4）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

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运行中法律法规缺位，这并只是新疆网格化治理存在

的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以法律来健全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运行应作为

首要工作。法律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是其他社会规范不具备或难以企及的，

网格化治理有了法律做后盾，那么网格工作人员及管理和服务的人民就有章可

循，对网格化治理体系所有人进行规范，社会就有了稳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

例如，监督组的“执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对于监

督员“执法”能否可以代表政府部门的问题，饱受质疑和不认可。在实际的监

管过程中，如果发生被监督者的不配合等情况，是否能按民事纠纷裁决也存在

争议。

（5）监督机制不健全

以政府为主体的监督体制，监督主体过于单一，不能完全发挥监督的作用，

应该引入社会组织及各族群众等非政府机构的评价渠道，相应加大奖惩幅度，

让责任落实到实处；监督考核方式单一，许多网格工作人员承担着双重工作，

由于工作任务重，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落实和安排上级工作上，主要致力于“应

付检查”，只要检查合格就万事大吉，制约了网格化治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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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问题分析

新疆网格化治理是适用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发

展，该模式自身的优越性，以及实施后围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目

标实施现状已有表述，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以来，在实现新疆城乡大局稳

定、夯实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宗教和谐、维护意识形态

领域安全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但不能忽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

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延续的一系列问题，也有在新疆本土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新问题；存在同国内外类似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独具新疆特色的特殊性问题。

本文从网格化治理工作格局、运行机制、人防技防物防不足、缺乏完善的法律

保障这几个大方面入手来分析新疆网格化治理的现实问题。

5.1 网格化治理体系工作格局的局限性

新疆在网格化治理实施过程中，同我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受传统管理体制

的影响，依旧是政府为主体，并未发挥和协调社会与公民的力量。不论是政府

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存在很强烈的官本位思想。政府治理理念和能力仍显滞后

和不足，具体来说，表现为:政府定位失准、社会组织和媒体等没有发挥出相应

力量、受宣传不力和公民自身局限等方面影响的公民参与不充分。

5.1.1 网格化治理中政府定位失准

政府依赖性强，自治组织力量不足。网格化治理较之传统管理体制的显著

优势之一就在于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可在具体落实中，对社会

组织、媒体和人民力量的发挥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调动。大部分时候是政府的

“独角戏”，依旧以政府管理代替社会治理，并没有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

的力量，社会协同力量薄弱。虽然网格化治理重心下移，但居民对网格化治理

的关注度不高，参与意愿不强。由于一直以来，网格化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导致基层和基层工作人员自治意识不足，人民群众对社区

的定位更是模糊不清。在调研走访中，超过半数的受访居民认为社区是政府组

织，居民参与度低，以被动参与为主。证明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主体缺乏认同

感，认为当出现问题时，社区工作者倾向于诉诸行政强制权力，社区带有明显

的行政色彩。以社区为典型，在网格化治理中应强化党委和政府对网格化治理

体系建设的领导，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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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发挥社会组织、媒体力量有限

首先，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有限。没有充分认可和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网

格化治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是政府，群众参与很少参与，社会组织参与更少。

政府几乎承担包揽了网格化治理的全部工作，加之新闻媒体等对网格化治理的

相关宗旨、思想宣传不力，致使某些区域或政府并没有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

某些区域或政府受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对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或

存在偏差，因此，它们并没有把没有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相关工作纳入工

作议程，将社会组织排除在网格化治理体系之外。

其次，发挥媒体力量有限。由于新疆的网格化治理核心目标是维稳，所以

牵扯到的很多内容都是涉密的，本文写作的实际调研中也因此遇到了很多难题，

这也是导致大众媒体很难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做相关报道宣传的政府的报刊，

受众面很小，很多民众不知道什么是“网格化”或对“网格化”实施的一些内

容不理解。甚至于政府和社区内部的工作人员，如不是负责相应工作板块的，

则模糊知晓，如是负责“网格化”的工作人员，也存在认识偏差现象。目前，

信息宣传渠道和时效有了明显改善，但还需挖掘潜在媒体力量，巩固群防群治

力量。

5.1.3 公民参与不充分

公民参与不充分，致使网格化治理工作的重复性和难度加大。公民参与不

充分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方面，因重视不足、宣传不力导致网格化

治理社会化程度不高，从而影响群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另一方面，受公民自

身政治参与意识低及其切身利益的影响，大部分公民都是被动参与。

表 5-1 喀什地区某村民参与网格化治理情况

问题 村里是否进行过安全防范宣传 您认为增强您安全感的有力措施是

选项 宣传过 未宣传 不清楚 加强监控设施投入 密切警民联系 加强巡逻

人数 70 14 64 44 44 60

比例（%） 47.30 9.46 43.24 29.73 29.73 40.54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在调研中有居民反映，由于不是本地户口的人，因此社区的工作人员会上

门做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工作，社区工作人员虽然是下班以后来家里，但是作

了简单登记后，具体的工作需要去社区完成，这又与上班的时间相冲突，而且

很多人嫌麻烦，因此，会常常出现社区工作人员跑多趟的现象。同时，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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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向笔者反映：由于居民的不理解或不配合，有的工作还需要反复作业，大大

加大了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在各地的走访调研了

解到，大部分民众对多频率和越发严格安检表示理解和支持，还有部分民众不

理解，原因在于“嫌麻烦”“认为自己没问题”“侵犯隐私权等”，在完善网

格化治理体系时，提升群众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任重而道远。

（1）重视不足、宣传不力导致公民参与不充分

新疆在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时对公民参与重视不足、宣传不到位。网格化

治理的社会化程度并不高，受众面多而普及化程度低，82%的群众对网格化治理

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没听说”或“好像听说过”的层面，只是对网格化治理

易于呈现和显见的内容比较熟悉，比如街面巡逻或入户调查等，但也不知这些

是网格化治理的内容之一。因此，认为它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事，自身安全防范

意识和能力较低，真正主动参与到网格化治理的人就少之又少。以乌鲁木齐某

社区居民为例，表示不想或没时间参与的居民占到了 78.56%，只有 8.32%的居

民积极参与，而因社区极少组织相关活动和宣传的就占到了 13.12%。

图 5-2 乌鲁木齐市某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意向图

（2）群众被动参与

首先，受群众自身政治参与意识所限参与程度低。据采访的村（居）民中

关于“是否愿意成为和基层网格工作人员巡逻执勤的志愿者”的回答反馈，大

部分村（居）民表示不愿意，主要是以没报酬、没时间和不感兴趣作为拒绝理

由。以乡村为例，本土农民群体素质不高、参与绩效低、参与意识不强，并且

还要注意到本土农民思想觉悟简单，极易受影响、盲目跟从，因此更要提防敌

对势力的宣传影响，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并辅助于惠民政策，最大可能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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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群众。乌鲁木齐市作为首府城市，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相较于其他地区高，

但从某社区抽样调查结果来看，从未向社区反映过情况的比例占到了 83.68%，

我们的群众工作还要经历长期的奋斗。

图 5-3 乌鲁木齐某社区居民向社区反映问题调查结果图

其次，公民主动参与层度低与其切身实际利益有关。尽管新疆的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势态较好，但还属于较落后地区，大部分群众必须为解决自己生存

和提高生活水平努力。城市中织密社会面防控网中，要求各商铺、酒店等各人

员流动频率大的场所安装安检设施和配备安检设备，安检设备“人机结合”的

特点，往往一台安检设备配备 2-4 名安检人员，但是，各商铺的安检设备及安

检人员的费用和工资由各商铺自己承担，增加了商铺负担，他们的意见比较大。

在乡村，也呈现了“新常态”，即人口大量外流，除了少数为学生外，多数为

青壮年劳动力去周边或外地城市寻觅工作机会，因为补贴低，民兵很难找，而

且这也是项难解决的问题，就算按当地农村劳动力前一年平均收入水平的 1.2

倍确定，也没有他们去城里打工挣得多，所以很难留住人。

5.2 网格化治理体系运行机制不协调

网格化治理在具体实施和落实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笔者将这些问

题归纳为两大方面的问题。首先，职能交叉，责权不明，受传统管理理念和现

实工作条件的制约，在具体实施中层级、部门间职责交叉重叠、责权不清的情

况仍比较突出；其次，参与主体割裂，工作任务重，表现为在实施过程中政府

及基层组织仍是网格化治理相关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度



5.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问题分析

第 42 页 共 78 页

低，大部分的工作量和重担都落在了基层，缺乏一个健全统一的指挥中心协调

信息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动员所有力量，网格工作人员不堪重负。

5.2.1 网格化治理权责边界模糊

网格化治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型提出

了新的挑战。传统部门职能和现有工作方式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一些地方的

相关职能部门对自己拥有多少权责并不明晰，层级之间、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

叠问题仍比较突出。

一直以来，政府职能部门就存在相互交叉，部分职能权限不明确，在新型

网格化治理模式践行以来，虽然能缓和这一问题的继续扩展，但部分工作还存

在管理区域的边界不明等问题，认为提高社会自治就是责权下放到基层，基层

部门人少事多、权小责大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部分事件的处置职权缺乏明确

的规定，这些导致了相互推卸责任、工作无人负责的现象；由于部门利益，存

在“都不管”或者“抢着管”的现象。

5.2.2 网格化治理联动协作机制不完善

大量的信息收集和人、物布防是网格化治理推行前期的必要准备工作，因

此，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任务量会比之前更加繁重。由于参与主体割裂、多重复

性工作导致本来就繁重的工作任务量继续增加。自网格化治理推行以后，网格

工作人员将承载更为复杂琐碎的日常工作，针对每一个网格化区域内进行巡查，

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事情发生，需要处理的各种事物与日俱增，网格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工作难度也不断升级。

由于参与主体割裂，新疆网格化治理的大量工作都落到了公安、农农村（社

区）警务室等基层组织，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新疆的网格工作人员，特别是公

安和基层工作人员，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新疆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和人

民安居乐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维稳战线献身的新疆公安干警是内地的

5.4 倍，仅 2014 年这一年间在工作岗位猝死的基层干部多达 230 人。[28]

（1）参与治理主体割裂

网格化治理是政府单项控制转向为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多维度的合作共

治、由国家全能管控转向社会联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能实现各种

资源的有效整合，以最小投入实现最大化益处。然而在具体落实中受多方因素

影响，并未真正实现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在政府依然是主要参与和落实者

[28]
凤凰网资讯.新疆警察牺牲率是全国 5.4 倍 烈士约占全国的 1/3.

[EB/OL].http://news.ifeng.com/a/20150312/43327623_0.shtml

http://news.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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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各部门依然存在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的传统管理模式职能封锁的弊

端，所形成的“指挥孤岛”是协同治理的最大障碍。

（2）多重复性工作

工作任务繁重除了新疆构建网格化体系的准备工作需要外，还因为重复性

工作较多，某社区书记以社区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工作为例反映这个问题，

为了对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实时掌控，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及时登记录入流动人

口和出租房屋动态，而登记录入需要实时登记入册的纸质表就包括社区空置房

登记表（空置房屋安全责任人）、返乡学生登记表、流动人口统计表、“教育

转化”人员现实表现图、逐村逐户摸排进度表、“三有一无人员”摸底表、房

屋出租一览表等，如此多的分类导致任务重复、信息重叠的问题，对信息的及

时提取和利用也造成了困难。而且多重复性工作的问题不仅仅存在同一部门，

不同部门间也存在工作重复。这要求建立健全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形

成协同配合、扁平化的指挥体系。

5.3 人防技防物防不及

新疆的网格化治理工作能顺利的开展，初期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由于新疆

经济不发达和前期投入成本高等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三（人、物、技）防从

数量和质量上都跟不上。

在实际调研中，了解到社区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在喀什的很多社区都能

看见小孩的身影，通过与工作人员交流，由于夫妻两人都是网格工作人员，上

班或值班时只能带着孩子，这在很多地方已是见怪不怪的事了。社区的工作人

员普遍表示：“一再喊社区减负，但任务却只多未少，晚上值班，第二天还要

照常上班，工作任务重、工资低等因素导致招聘难，难招聘及难招到高素质人

才又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此恶性循环”。以下是伊宁市社区干部一览表，从表

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社区男女比例及学历层次。

表 5-4 伊宁市社区干部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类别 性别 文化程度

男 女 中专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人数 126 274 75 73 252

比例（%） 32 69 18.75 18.2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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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网格化治理维稳防控力量不足

一方面，现阶段网格化工作人数有限。投入网格化治理的人员有限，编制

也是有限。由于人力资源缺乏，会促使效率越来越低，拖累网格化治理模式，

阻碍其自然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网格工作人员招募难。网格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低于工作付出

量，网格员招录用工方式，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各地均使用公益性岗位保障

网格员基本薪酬并由财政负担“五险一金”。当前网格工作人员大多属于政府

购买服务，网格员薪酬标准较低，不属于固定在编的正式人员，职业发展前景

不明，大学毕业生对此工作热情度不高。在农村地区，群众外出务工收入逐年

增高、福利优厚，而网格员工作的薪酬待遇较低、工作任务繁重，农村网格员

人难找、人难留、心难留。综上，城乡网格员队伍难稳定。网格化治理的发展

亟需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的推动。

5.3.2 管理及技术人才的缺失

从管理人才层面上，网格工作人员担负着网格化治理和服务的第一线，从

事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治安巡查、日常管理和服务等，他们是推进

网格化的助推，也是最重要的实施人员。另外，网格化治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工作的技能要求和难度加大。这两种因素要求网格工作人员具备过硬的业务素

质能力和很强的责任心。然而，分析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构成，人员构成主要

包括在编、公益性岗位、街聘民选和机关下派等几个部分，年龄偏大、学历偏

低、以女性居多，从宏观上表现为人员结构不合理、成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与

担任管理和维护网格的工作不相适应。根据喀什市某社区的调查，只有 43.05%

的居民向社区反映过自己的困难或问题，但是这些反映过问题的居民只有

35.12%的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这较低的工作效率无疑会影响社区在居民心中的

地位及居民反映和提供情报的积极性。

图 5-5 喀什市某社区居民对“您向社区反映过问题吗？”调查统计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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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人才层面上，网格化治理是以技术为支撑，那么必然有一系列的技

术性工作需要吸纳有相关素质的人员，最基础性的信息技术和安检设备等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或者通过专业培训达标的工作人员。但是基于现实状

况，一方面，很多技术设备都是最新引进，掌握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工作人

员自身素质跟不上。综上，培养专业技术性人才及定时的专业技术培训是不能

放松的。

5.3.3 技防物防不足及落后

一方面，设备投入量巨大与资金短缺的矛盾日渐突显。设备本身的价格，

以及设备种类和数量的巨大，使资金的投入值惊人。结合在首府、北疆和南疆

的调研，设备的投入程度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维稳形势密切相关，并不是简

单的“一刀切”。但技防未达到要求是全疆的共象。如视频监控覆盖率低，要

求的百米有监控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安检等技防物防设备落后。目前，绝大部分设备都

需要“人机结合”，但凡工作人员有任何疏忽，就会存在很大的隐患。此外，

相应技术和设备的落后造成工作难度加大，效率大大降低。在南疆某乡政府的

网信办调研中了解到，网信办的工作人员针对于网络信息管控的工作，是申请

QQ、微博、微信等账号进入陌生人的空间、朋友圈等查看是否存在问题，存在

“三非”等问题的进行上报，由于 2014 年网络实名制的推行，对这项工作提供

了便利，但由于这些社交软件都可以进行权限设置，这种形式的网络信息管控

技术手段过于落后，不能达到智能拦截的作用。因此，技防物防作为网格化治

理的主要治理工具，它的落后成为制约网格化治理实施效果和发展进程的因素

之一。

5.4 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

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运行中法律法规缺位，这并只是新疆网格化治理存在

的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以法律来健全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运行应作为

首要工作。法律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是其他社会规范不具备或难以企及的，

网格化治理有了法律做后盾，那么网格工作人员及管理和服务的人民就有章可

循，对网格化治理体系所有人进行规范，社会就有了稳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

如果没有对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行规范，就可能存在随意执法和法律空子，难以

起到制约和规范的作用，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也难以实

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只有确立了该体系的法律内容和法律地位，

才能树立网格化治理的权威，才能保证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合法地位和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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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相关基础性制度不完善

任何工作的推进和开展都需要其合法的地位，同时由于传统的管理模式长

期存在，以领导的重视程度决定网格化治理合法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实践

调研中有工作人员反映，基本上，网格化治理工作的内容就是“上面”下发文

件、“下面”落实执行，并没有系统化的相关文件，更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

随着新疆网格化治理的深入开展，技术支撑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突

破。然而，运行机制不跟新，单纯依靠机器设备，不配合人力甚至缺乏与相配

套的法律法规，问题将会逐步暴露，或将表面问题解决了，可实际问题还在不

断反复的爆发中。这样“面子工程”将严重打击智能化治理的模式，甚至会阻

碍治理正常推进。探索过程中会制定一部分政策性质的文件，现在多数网格化

治理使用的政策文件，都是从这些传统模式管理制度体系之下得来的，缺乏创

新性，内容虽然层次分明但过于陈旧理，无法囊括网格化治理的所有层面，面

对新形势网格化治理的推进，基层组织的发展，对于治理主体地位的设定、治

理主体责任的确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益，都没有准确的规定。

5.4.2 网格化治理法律基础薄弱

首先，相关法律出台滞后。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作为支撑，更谈不上拥有网

格化治理法律体系，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许多行为活动找不到法律依据。例如，

对于网格化治理中成立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就找不到法律的依据，那么治理就会

存在漏洞，不利于开展网格化工作，更不利于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没有完善的

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是阻碍网格化治理模式进步的绊脚石。

其次，存在法律空白和盲点。对网格化治理中的某些领域或案例的界定，

存在法律的空白或模糊，导致难以操作，没有办法达到迅速反应、及时处置的

要求，这与网格化治理的要求相悖；因网格化治理还未立法，使其缺乏行政依

据和法律保障，这种授权的不完备，使网格化治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钢性，

存在执法难和协调难等问题；在法律上并没有赋予网格工作人员合法身份，对

相应的职能权限也无明细法律条文，使网格工作人员存在执法难或滥用职权等

现象。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还没有完全匹配网格化治理这一方面，有的

仅仅是地方部门条例，针对那种社会顽疾，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彻底解决还是要

相关政策的出台，只有将其纳入法律法规的保障之内，才能有效实现有法可依。

5.4.3 缺乏应急突发状况的法律法规

新疆网格化治理模式发展趋势迅猛，但在公共安全治理层面，网格化治理

仍然属于新鲜事物。这方面的立法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立法处于落后阶段，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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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形成公共安全治理的法律体系。
[29]

对于网格化治理本身来说立法的需求

是强烈的。

缺乏健全完备的法律保障，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健全完善根本无法推进，例

如，深受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部门利益根深蒂固，这类问题仅依靠领导的重

视，并不能彻底解决，并且没有法律的更新，网格化治理体系无法达到长效和

有效治理的要求。网格化治理也涉及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关

于执法者的工作权限以及公民相应的义务和合法权益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要

明确“公权”的边界，用法律来制约对公共权力使用不当或过分使用的部门和

工作人员，对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对网格化治理部门及工作

人员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保证社会组织和公民正当合法的权利。当前网格化治

理相应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的漏洞，使网格化治理中的很多工作

面临着执法难或协调难等现实困境。

[29]
朱田.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法治建设研究[D].新疆财经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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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优化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对策

针对于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新疆网格化治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出

了针对性的建议，即从工作格局、运行机制、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保障、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网格化治理体系建设等几个大方向提出具体的优化对

策。

6.1 建立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工作格局

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新疆网格化治理有如下几点作用：最大限度地

降低社会安全事件带来的各种损失，最快速恢复正常秩序；有利于提高新疆社

会自救和互助能力，减少政府压力和负担；有利于弥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

管理的不足和失效，不会因政府对某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应急

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在完善网格化治理工作格局时，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

各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社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定位和责权，加

快政府角色转变，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公众传媒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

有效合力，共筑群防群治统一战线。

6.1.1 加快政府角色转变

在构建网格化治理工作格局时，要正确工作格局中各方参与主体中的定位，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各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应牢牢把握“掌蛇者”

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从“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的角色，成为积极推动

数字化技术建设的筹划者和推动者，积极发挥公共安全治理职能，形成“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

推动政府与社会各参与主体的互动，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参与主体力量，逐

步由政府为主过渡到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协作的模式，特别是在处理党

和政府与农农村（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关系，要改以往管控为主的方式，以预

防和克服当前行政化色彩重的倾向。党和政府应充分重视和发挥社会各参与主

体的监督和协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机制，扩大自治范

围。吸收协同治理理念从系统论出发分析政府与社会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它们

之间应是互信和互助的关系，深化一盘棋意识，有效统筹社会力量，多方协调

联动，构建“全民防控”的大格局。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ha.e21.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922&q=%E4%BA%BA%E9%98%B2%E7%89%A9%E9%98%B2%E6%8A%80%E9%98%B2%E4%BF%9D%E9%9A%9C&ts=1490519031&t=4018f018e712c916c46df9c4ab5c593&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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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充分发挥社会协同作用

首先，认可社会组织的地位。网格化治理的实施和推进，不能仅仅依靠党

和政府来进行对社会的完全控制，而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培育和利用社会

自治力量，引导社会自组织发挥协同力量。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这方面还属于

起步阶段，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不能仅仅运用行政化手段，而应尊重和鼓励社

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形势，对于那些在法律及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的，

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组织，党和政府要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30]还

要引导这些社会组织自律，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组织

纳入网格化治理体系当中。

其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新疆有 5571 家社会组织，但具有社会治理

专业知识的社会组织寥寥无几，它们参与社会治理大多都是发挥捐款或捐物的

作用。很多社会组织并未具备完善的规章制度，管理方式不科学。因此，政府

在向社会购买服务时，很少有社会组织可以符合要求。另外，新疆作为民族地

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设计中对民族特色文化较少关注，不能与少数民族产生共

鸣，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效果。政府应根据新疆实际和特色，采

取可行性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招引有关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共同投资安全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安全

设施产业。首先，要制定保障社会协同机制的法律和政策，保障社会组织的合

法权益；其次，要制定促进公益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广

公益服务创业创投和社会治理项目招投标的政策；再次，要制定社会组织健康

发展的政策，形成和完善登记注册、资金税收、人员待遇、准入门槛等社会组

织管理的政策创新。社会组织等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和作用，真正为各族群

众服务、站在各族群众的立场上。党和政府要克服传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倾向，

关注社会组织的理性利益要求，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既可以充分表达民意，

又能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再次，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在重视社会组织力量的同时不能忽视媒

体力量，引导和利用公众传媒力量，并健全完善相应的机制和体系，使公众传

媒力量成为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政策法规、法律知识、惠民政策、安全防控的

宣传平台和途径，更是各族群众表达利益和对与“三期叠加”相联系的社会安

全事件的举报的窗口和渠道。对于法律允许和不涉密的内容适时公开，公开有

关维护新疆稳定的信息，使各族群众能够获得对称性信息，加强各族群众对政

府的监督、减少谣言和不利猜想、防止“三股势力”对各族群众的蛊惑。这对

[30]
徐丹.武汉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困境及对策‐以汉阳区建桥街网格化治理为例[J].法制与社

会,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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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和发动各族群众有着积极意义。

6.1.3 保障网格化治理公民参与

首先，重视社会公众参与地位。各族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网格化治理运行的

坚实社会基础。同时，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公众和公共事务。各族群众是网格化

治理的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利害关系人，争取群众是我们与“三股势力”斗争的

主要方面，只有将争取群众和打击暴恐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新疆的总目标。积极

引导各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让各族群众参与网格化治理，不仅体现

了国家对各族群众的碗认和尊重，
[31]
更有利于拉近政府与各族群众之间的距离，

近距离实现双向沟通和交流，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从源头化解和消解

矛盾冲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也有利于维护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

保证公共安全治理的效率和公平。

其次，提高各族群众参与热情。加强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和民

生工程，这是政府在网格化治理实施过程中必须优先实行的基本职能，通过提

供各族群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经济保障，以增强各族群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

拓宽各族群众参与网格化治理的渠道，例如，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参与决策听证

会，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等。在激励机制上，积极鼓励各族群众参与网格化治理

中，发挥模范和表率的引领作用，增强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完善各族

群众举报制度，规范和详尽举报线索的范围和方向，对提供有效线索或协助抓

获犯罪分子的群众，给予经济奖励、名誉表彰等各种方式的奖励。尊重和保障

各族群众利益，网格化治理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尊重各族群众的隐私和尊严等

基本权益，对各族群众一视同仁，重视宣传和引导，并不能简单地把管辖区域

内的各族群众和事物置于“监控”之中，使各族群众理解和支持网格化治理及

网格工作人员的工作；重视各族群众的生活状态和发展机会，提高各族群众政

治参与意识和自防自治能力，拉近各族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使各族群众积

极踊跃参与网格化治理。

6.2 完善网格化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网格化治理的理论优势在具体落实中未显现，主要是受到现实众多因素的

制约，笔者根据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向化的解决方案。首先，推行

权力清单制度明确部门、网格工作人员的具体权责，健全目标责任制、领导干

部负责制等问责制度，并建立健全独立统一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网格化工

[31]
吴常柏.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乌鲁木齐市“典型社区”的调查[D].华东师范

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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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次，健全整体联动机制，通过统一指挥体系协调联动各种人力和资源、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制度完善来整合各种资源、减少重复性工作，提高整体效

能、实现治理目标。

6.2.1 落实网格化治理权责清单制度

（1）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对部门而言，针对部门之间权责划分模糊问题，如较为典型的政府部门与

社区之间的问题上，应不断提高社区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管理体制中，社区存

在很大问题，行政事务多、会议台账多、基础事务多以及检查评比多等，导致

社区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导致社区职能模糊、管理事务较多且效率较低。对

社区减负工作的相关制度，在 2015 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通过《关于进一步开

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根据社区发展的现状，指出虽然社区减负工作一直

在推进，社区干部工作任务重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该通知将社区的工作事项和

考核机制等纳入了法律体系，从法律和制度上对社区减负工作提供依据和保障；

对社区会议和台账进行了精简和规范清理，整合重复性材料报表；整合信息网

络，做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然而，在具体落实中，社区的工作量有增

无减。新疆网格化治理是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治理的推动力，针对“权小责大”

等权责不清的问题，应在网格化治理推进过程中不断细化责任，明确权责，这

也是保障网格化治理有序推进的保障。

对网格工作人员而言，树立网格工作人员的主体责任意识。他们是网格化

治理的直接实施者和负责人，对网格化治理内涵正确认知，才能对其实施灵活

掌握。因此，网格化治理主体要加强对网格化治理工作的学习并不断深化认识。

要按照网格化治理内容和要求，对网格治理工作人员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应急

与反恐维稳方面业务知识、职业道德和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经常性和无偿培训，

提升主体责任意识、精细化管理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培训时间上采取定期

和非定期相结合，培训方式上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在培训内容上突出能力和

素质，提高执法人员服务质量。在网格化治理具体实施中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

和领导干部负责制的责任机制，防止责任推诿和无人负责，做到层层负责和落

实。建立合理的安全保密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程序。明确

网格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所承担的相应责任。将工作落实到每个具体工作人员，

把责任分解到每个具体工作人员，明确界定网格工作人员的工作权限，包括具

体的执行范围和标准，使网格工作人员做到不失位、不缺位。对因网格工作人

员因重视不足、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产生威胁新疆社会稳定问题的地区，如发

生了严重违法犯罪现象或重特大案件，以及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地区，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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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否决权，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明确网格化治理工作及工作人员的

职责，可以有效避免网格化治理的形式化，杜绝网格化治理虚化问题。

（2）健全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独立统一的监督机制，网格化治理是将管理和监督者两项职能独

立分开，克服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有利于监督的

客观性和实效性，真正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双轴化”监督机制应运而生。

新疆强化网格化治理监督机制要克服传统监督机制的弊端，结合新疆特色健全

监督机制。

一方面，明确其监督评价的具体事项和奖惩制度，由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

对全疆的网格化治理的参与部门和工作人员实施监控与评价，通过不定时走访

和随机调查等方式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给网格化治理指挥中心，并对相关责

任人的处置情况进行监督，使监督机制能真正发挥实效。另一方面，统一指挥

中心根据监督部门的反馈，能及时发现新疆网格化治理具体实施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效率提出改进方案进行解决，又可以避免出现

多头领导、管理层级较多等不利于基层组织发展的组织结构障碍。因此，可以

通过建立独立且完整的网格化治理监督机制，独立管理、独立运作，形成独立

的监督主体，对网格内的人、事、物等全部信息资源进行时时监控以辅助实现

网格化治理的扁平化和高效化。规范网格化治理工作细则，杜绝网格工作人员

不负责或推卸责任的问题发生，保证网格化治理相关工作能顺利进行。

6.2.2 健全网格化治理联动协作机制

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中的“民”少有体现，在具体落实中政府和基

层组织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因此，新疆网格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时

间长而少休息时间，再加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日常管理是安全稳定的，而暴恐事

件等不安全因素爆发的突发性和随机性，使网格工作人员身心俱疲，负面情绪

增多。对他们进行情绪管理和情绪疏导外，解决困境还要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

网格化治理中，但不能把选聘和招募网格工作人员，纯粹作为“增添人手”、

“解决就业”的手段，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依据治理的相关要求对多方参与治

理的主体进行合理整合和配置。加快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

进行改革。针对网格化治理部门工作负担重的问题，健全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

动机制，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统一指挥、协同配合的扁平化指挥体系。能

由市场办、社会办的事情坚决由市场办、社会办。要充分培育和调动社会组织

的力量，大力拓展志愿服务让各族群众主动参与其中，调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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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力量，实现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维互助合作，形成党政兵警民多元

参与主体联合维稳的模式。[32]

（1）健全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

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建立健全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

机制，从顶层设计上着眼，健全统一指挥和行动的指挥体系，通过指挥体系协

同配合实现快速反应和高效运转的动态化机制，指挥体系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分

析研判全疆的形势协调调动各区域、各部门实现部门联动、区域协作及各族群

众参与等。各级领导干部高度负责，实行全天候值班带班制度，确保及早发现、

及时处置一切可能情况。实践证明，党政军警兵民多元主体参与的整体联动机

制从宏观设计上推动新疆网格化治理，使党政军警兵民多元参与主体协同配合

做好基础的维稳处突、服务各族群众等日常事务管理，形成了维护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严密安全防控网。

（2）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化要在建设信息系统的软硬件设备的基础上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支撑体系，这也是新疆网格化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确保层级间部门的基础类信息的共享，做到信息一次收集、多次共享，构建无

障碍信息的共享和交换，真正做到信息的安全与畅通，形成层级间、部门间信

息准确、及时上传下达的综合化信息服务平台，加之新疆网格化治理的维稳信

息大多涉及安全、隐私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时要高度关

注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建立高度安全的信息保护网。在保证信息安全基础

上，有效整合内部信息资源，过滤重复信息，避免出现信息重复建设和信息分

割的现象；在成本管控方面，通过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新疆网格化治理统一指

挥系统可以更加及时和精准的掌握全局动态，全面分析管理中的所面临的问题，

合理的分配和优化人力资源，即可以节约人力资源投入，又可以减轻网格工作

人员的工作负担，不仅降低了网格化治理日常管理的成本，还提高了效率和增

强了应急管理能力。

6.3 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保障

维持新疆网格化治理运作的重要支撑便是人、物、技的供应。要留住现有

网格工作人员，并能吸纳大量优秀的人才；要保证技防物防设施的大量投入，

[32]
任泽涛.社会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实现机制及制度保障[D].浙江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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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保证物防技防软件的先进性和适用性。这背后离不开雄厚的经济支持。

第一，拓宽网格化治理经费渠道。新疆网格化治理统一指挥中心应设立网

格化治理专项资金，并且发挥各族群众的力量拓展群防群治经费渠道。政府应

投入必须的经费解决运作问题，但仅仅依靠政府拨款不是解决问题唯一方法。

一方面，应发挥本地企事业单位回报社会的力量，对新疆网格化治理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财力、物力上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发挥各族群众力量筹募经费。

新疆政府应将网格化治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通过设立的网格化治理专项资金，

新疆网格化治理统一指挥中心统一标准按各地区维稳形势和需要分配经费；网

格化治理的服务对象是各族群众，最终受益者也是各族群众，应设立专项基金

会，向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筹募维稳安全防控经费，另外，聘请保安或

筹建群防群治队伍来降低投入成本；将群防群治工作逐步推向市场，有效利用

市场的竞争机制来调节和配置，通过这种途径以最小的成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探索政府购买与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由政府指挥和监督，以此方式来解决

资源与成本的有效配置问题；发展新疆经济，保证持久供应后劲，以发展促稳

定，虽然由国家和外省的资金支援，但要使新疆具备强劲的经费供应动力，最

终依靠的还是新疆自身的经济发展。

第二，严格资金监管。应不断完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对网格化治理专项

资金设立公共账户。一是严格执行“费随事转”原则，杜绝经费截留、缓发现

象发生；二是结合实际划分最低警戒线，确保困难地区的经费保障；三是明确

责任，指定专人对经费进行管理、公示，以便于其他参与治理主体监督。

6.3.1 保证网格化治理维稳防控力量

新疆网格化治理的主要工作向基层延伸，作为身处基层、直接面向各族群

众的基层网格工作人员，工作任务量大而繁琐。绝大部分基层岗位工作人员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到退休，然而，这些基层岗位工作任务繁重、工资待遇

不高、工作中常遇到群众不支持的状况，在职业前景上缺乏晋升空间和发展前

途，导致了一些工作者出现自卑情绪和怠惰情绪，影响正常工作。也使相关工

作失去了岗位吸引力，高素质人才很少愿意投身其中，高校毕业生大多也不愿

从事这一行业，如此循环反复，网格化治理工作难以高效持续的进行下去。

（1）充实维稳防控力量

在现网格工作人员人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志愿者

可提供一定协助。在全面推进网格化治理道路上，政府部门逐步完善并扩大志

愿者队伍建设则显得尤为重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大志愿者宣传力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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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策宣传、志愿者示范宣传、网络宣传等形式，提高各族群众对志愿者的认

知度，同时更要注重对志愿者进行思想和工作等多方面培训；依据需求设立专

属于志愿者队伍的办公地点，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志愿者服务相关门户网站建

设并实时更新信息内容，从而为展现志愿者服务成果和激励网格化治理志愿者

队伍建设等起到一定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可以将一些任务外包，成立独立的

劳动服务公司，诸如，由于新疆网格化治理实施以来，需要大量的执勤巡逻人

员，但是政府供应不足，所以就将一部分不涉密的日常工作外包给保安公司，

承担和分担部分网格化治理任务。

（2）提高网格工作人员稳定性

首先，增强岗位吸引力。建立网格化治理岗位的激励机制，应出台激励和

福利政策，吸引相关管理和技术性高素质人才，采取工作实效与报酬挂钩等方

式充分调动基层维稳力量参与网格化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基层工作队伍力量。

研究制定与网格化治理实施相适应的网格工作人员保障机制，确保网格工作人

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保障，调动网格工作人员和非在编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

性，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其次，制定完备的留人机制。对于正从事于网格化治理的工作人员，应建

立科学的工作绩效考核机制，赏罚分明、权责明确，对考核中综合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的优秀基层工作人员大力提拔，对有突出表现和贡献的非在编人员参

加考试时可优先录取转为事业编制人员，从制度上保障网格工作人员的发展空

间和可能性；建立群众参与的评议机制，参考服务对象，即各族群众对工作人

员的评价，保证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总的来说，建立统一标准的科学化评

价和考核体系，通过部门内部评价、督查组的巡视评价、群众评议等做到对网

格工作人员的全面、客观评价。对于那些工作认真负责、群众满意度高的考核

成绩优秀的网格工作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以提高他们对工作岗位的热爱。减

少在职网格工作人员的流失，保证网格化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6.3.2 提高网格工作人员综合素质

网格工作人员大部分身处基层，奋战在维稳一线，因此，网格工作人员的

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直接决定了管理、服务的质量，决定了网格化治理能否发

挥应有的效能。人才的引进和任用是做好网格化治理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制定

人才引进计划，各种渠道吸纳优秀人才。

网格化治理实施的服务主体是各族群众，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各族群

众的利益，这也是此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各族群众办理实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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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困难，才能赢得各族群众的支持。新疆作为民族地区，具有复杂的社情民情，

所以网格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和处理方法，同时要提升基层网格工作

人员特别是民族聚居区的网格工作人员的“双语”水平，实现无障碍沟通和交

流，学习方式灵活多样，如脱产、自学等，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认真

组织实施和监督，并将“双语”水平做为一些地区员工考核的一部分。使网格

工作人员真正了解社情民情，为百姓做实事和提供服务。除了提高在职网格工

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外，还要放眼于长远，不断吸纳优秀人才和开展人才储备计

划。

首先，吸纳优秀人才。网格工作人员大部分身处基层，奋战在维稳一线，

因此，网格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直接决定了管理、服务的质量，决

定了新疆网格化治理能否发挥应有的效能。人才的引进和任用是做好网格化治

理的前期准备工作，要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各种渠道吸纳优秀人才。适当增加

少数民族网格工作人员数量，特别是在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干部能更好地实现

与群众的无障碍沟通，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各族群众参与反恐维稳工作的

积极性。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高校历届和应届大学生，通过选调生、三支一扶、

西部志愿者和村官计划等多种方式和途径选聘一批综合素养高、服务意识好、

工作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投身于网格化治理工作；赴内地重点高校引进人才，带

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服务于新疆的网格化治理事业；继续推行干部下基

层计划，开展“访汇聚”活动，优秀的干部在基层工作时能深入了解网格化治

理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时解决，在回到本职岗位时能运用大局观念，制

定切实可行的长远计划。另外，工作者的选拔，应适当增加门槛限制，把熟练

掌握计算机技能和管理素养等因素纳入到基本准则。

其次，开展人才储备计划。提高新疆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的科教文

卫事业建设，增强其自我发展的内动力。包括教育和科技在内的建设，是最为

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提高整体的素质和未来的管理和科技人员。制定人

才培养战略，推进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一方面，通过在全疆普及 15 年教育，在

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普及“双语”教育，能够培育和提高全疆人民的综合素质和

自我发展能力，并且增强全疆人民抵御极端思想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高等

教育，为未来的网格化治理提供充足的人力和优质的人才。

6.3.3 加大技防物防的“双量”投入

技防物防的投入既表现在设施数量上的需求，又有质量上的要求。以新疆

信息网络防控网的建设为例，既包括网格化治理实现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的内容，

还包括对信息的安全防控工作。信息网络的发达给人民生活带来便利及提高工

作人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给信息网络安全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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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速度和海量的信息容量，使“三股势力”利用网络工具进行煽动和蛊

惑各族群众的信息藏匿其中，大大加大了网信工作者的工作难度，同时对信息

安全防控技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各族群众明辨是非、判断真假的能力不

强，网络信息巨量的资源、快速的传播、真伪难辨等特点，给新疆网格化治理

的信息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新疆网格化治理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

数据及数据库，来迎接网络时代的挑战。通过强化信息防控技术、净化网络环

境及信息技术改进和创新等方式形成严密的信息防控网，信息技术是全面推行

网格化治理发展的技术支撑，更是建设数字化新疆的助推器。

首先，加大技防物防设施数量的投入。技防物防设施能弥补纯人工管理的

弊端。在拓宽网格化治理经费渠道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与新疆网格化治理建设

相匹配的技防物防设施投入量。技防物防的保障使新疆网格化治理得以发挥整

体功能。

其次，加大技防物防设施质量的投入。提高技防物防质量对安检设施而言，

对各族群众的安检尤其是针对于暴恐分子携带管制刀具及任何有危险性可能的

工具的检测，有利于挤压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间，从源头预防不安定因素；提高

技防物防质量对监控设备而言，可大大提高破案率，打击犯罪分子；提高技防

物防质量对网络信息管控而言，可以提高网信工作者对“三股势力”进行的宗

教极端思想的传播智能拦截的效率，降低和减少损害民族团结、煽动制造暴恐

活动的扭曲言论。在进行技术的革新和改进上，具体可以采用现代组件技术，

利用该项技术部分升级的优势，针对于现代软件规模大、更新快的现实环境，

能更好地维护设备及减少浪费。除了强调量的数字化增加，替换和升级以前投

入的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一批监控和安检等技术设备，实现机器设备的智能

化提升，对于安全防控网越织越密，降低危险的可能性和网格工作人员失误率，

以及提高案件的破获率，防灾难性功能得力。

6.4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网格化治理体系建设

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为新疆网格化治理提供软力量保障。通过有针对性的

法制宣传，使网格工作人员知晓自己的责权范围。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

使各族群众知道党和政府鼓励他们参与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中担任的角色和可

以做的事项；使各族群众知道一切反对国家统一、新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涉恐

涉暴言行不仅要求自己杜绝，并且发现别人做的时候要进行举报。那么，通过

及时出台和更新详尽的包括非法宗教活动、群众举报制度、网格工作人员责权

在内的法律、法规则是进行法制宣传的前提，通过减少法律空白和无法可依的

现象，在新疆网格化治理推进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具体工作，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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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

6.4.1 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新疆网格化治理各项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转，必须有制度、法规为其提供制

度保障。因此，在前期的基础准备工作中应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为保障新疆

网格化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实效性，建立健全新疆网格化治理长效机制，强化

制度保障，形成完整的网格化治理制度链。

新疆网格化统一指挥体系应将网格化治理实施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政

府及基层组织是网格化治理的直接实施者，可将他们总结的好方法适时上升为

制度性文件，应使各横向部门及纵向部门间及时沟通交流工作心得，摒弃过时

方法，学习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的方法，并进行推广，避免全疆在网格化治

理推广和实施的不平衡状态，构建全疆一体化网格化治理体系。针对于网格化

治理制度、规章的零星分散，应将治理的目标、治理范围、治理任务、治理机

制及基本内容形成制度性文件，或者适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将网格化治理的

模式用制度化方式固化下来。明确网格化治理执法主体的权责和工作规范、各

族群众的权利与义务等；明确网格化治理体系的法定地位，通过对网格化治理

机构的性质和职能等的制度性完善，赋予其合法性地位；明确网格化治理监督

机制，界定相关责任主体在网格化治理中的职责和地位，包括在各管理部门之

间、指挥中心和监督中心之间合理设定要件处置程序及归责原则，确立监督机

制在治理体系中应有的权威性，加强对网格化治理各部门和网格工作人员的约

束和管理。

政府应加快出台一系列规范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的文件细则和规章制度。

如制订网格化治理工作中的部门和网格工作人员考核办法，各部门或组织如何

融入网格化治理工作的意见等。拥有一套保障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就

如同房屋有一个夯实的地基，只有拥有牢固的基础，房屋才会稳固。换而言之，

网格化治理只有具备了制度化的保障，才能发展得更远。因此，政府在建造网

格化治理这座大厦时，一定要加快完善网格化治理的制度，健全体系建设。

6.4.2 及时出台和宣传网格化治理相关法律

（1）及时出台法律

对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立法是推进其运行的重要依据和保障。网格化治

理是新疆城乡基层组织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其法治水平的主要

任务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此来实现保障和制约。基础的立法工作需要国

家自上而下的推动，新疆作为自治区也可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将成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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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形成法律条文，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推进网格化治理工作法治建

设。使网格化治理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与网格化治理体系相配套的法律，是促进新疆网格化治理持续推进的重要

保障。新疆将成熟的经验和好方法加以制度化形成地方性的法律规范，是完善

适运于新疆相关法律的重要手段之一。固化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和业务操作程

序，确保在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防止人为处置或权力滥用。

（2）开展法制教育

除了出台网格化治理相关法律填补其法律的空白，还需要开展法制教育，

对网格工作人员和社会各方参与主体宣传相关法律。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应总结

和归纳基层法制宣传内容，针对各族群众的特点和需要开展服务，有效地帮助

各族群众解决实际和法律盲区；开展网格化治理相关法制宣传和教育，在宣传

时要注重成效，多宣传和讲解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奖惩条文，

法制宣传地点和时间固定化、提供读本、宣传的方式要灵活多样让当地群众切

实掌握宣传内容，提高新疆各族群众法制理念和意识。

6.4.3 健全新疆网格化治理法律体系

健全新疆网格化治理法律体系，首先，要加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法院、

检察院等组建对网格化治理机制建设的工作小组，还要注重法律人才队伍的培

养。用法律来丰富单薄的政策性文件、来充实这一新鲜事物的基础。立法要着

重考量网格化治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纠纷或状况。为了完善权力运行机制，针

对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通过法律将可公开和涉密的信息进行界定，让新疆

各族群众知道权力是如何运行的，让各族群众知晓网格化治理并不是政府单方

面管控的管理体系，使各族群众能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也能监督部门和网格

工作人员正确使用权力，从而能对权力起到制约和监督作用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力保证社会组织和各族群众正当合法的权利。使权力的行使处于法律的制约之

下，提高了网格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健全网格化治理法律体系，法律制定在现实基础上要有预见性。网格化治

理的基层工作内容多而杂，却没有法律进行详尽的分类界定，在具体的工作中

处理问题可依据和参考的条文有很多，如何处理的权限就掌握在了网格工作人

员手中。因此，依法健全网格化治理中的工作机制，一定程度上把源头治理、

应急处突和动态化管理结合起来，变“亡羊补牢”为主动防范，对于可能引起

民族情绪和影响民族团结的工作方式加以规范。要加强对预警和运行机制的立

法，提高制定法律条文的预见性和规范性，掌握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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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网格化治理法律体系，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网格化治理。新疆

在构建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共治的同时，也要注重这些人员的思想

认识和教育。对于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共治的这种新模式，用法律

为这种新模式提供正常运行的保障。这种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沟通和合作的

模式，也能减少各族群众采取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诉求的现象。因此，要建立

完善网格化治理中党政兵警民等多元主体合作的法律制度；要拓宽社会多方主

体参与网格化治理的法治途径，引导和促使他们主动积极参与；实现党政兵警

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合作关系，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和完善法律法

规，实现网格化治理各方主体的有效分工和良性互动，来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

权利和利益。网格化治理作为打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新模式，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之一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族群众群防群治力量，这部分内容也是新疆健全网

格化治理法律体系的重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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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疆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新疆第九次

党代会强调，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新疆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围绕

这一总目标，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

点，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便民服务、维稳处突为主要职能。健全

“一套机制”，坚持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分子和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同时并举。

自 2012 年在全疆推行实施以来，城乡基层组织创新治理机制，结合本地实际，

以主动防控为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隐患，挤压犯罪活动空间，新疆从反恐

维稳、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疆在推行网格化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不足。除了受

传统管理思想制约产生的定位失准、责权不明、缺乏制度化法律化保障的体制

问题外，还存在网格化治理认识偏差、成本巨大、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等影响

因素。要在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和智能应对网络时代的安全隐患，发展多元参与主体、转变工作机制、健全法

律体系，完善治理过程。本文对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具有代表性的地

区进行实证调研，对新疆优化网格化治理进行全面地分析，并提出优化方案，

但由于本人和现实条件的局限性，存在对实证分析不够全面和完善等问题，从

而使理论分析不充分。望更多的学者能关注新疆网格化治理，并提供真知灼见，

实现新疆网格化治理体系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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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在这三年中，增长了不少见解和学识，

最重要的是提高了看待问题和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高度。在这篇论文的写作

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资料的缺乏，由于涉密性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

多地调研遇到很多波折，以及调研后的几个月间网格化治理力度加大、现状有

所改变，这些因素一度影响了写作的进程，最后在艰难中完成了写作，要感谢

很多人对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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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调研期间，学院的黄毅老师和罗丽同学帮我出具学院的相关证明，以此感

谢他们的工作。当然，最应感谢的还是我的导师--丁守庆教授，在这三年间给

予了我不少的肯定和支持，让我获得了更多的见识，老师扎实的学术涵养、低

调的处世态度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是我终生的楷模。

感谢石路老师、马晨老师及唐文睿老师等在我研究生阶段的授课，启发了

我的思维，引发了我更深入的思考。还要感谢我在调研过程中的政法委、司法、

公安、社区、乡政府等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的配合和帮助，还有很多普通群众

给我的相关信息反馈，他们给我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数据。

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学姐潘诗扬和杨亚江，她们在我论文写作中给我提供

了很多建议参考，我的同班同学在我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也给我了很多的帮助

和照顾，我表示非常感谢，也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未来。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在我论文调研中给我提供各种帮助，在写作中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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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最好的状态回报你们。

使学校及我身边的每个人，影响和成就了现在的我，我要继续坚定学习的

道路，未来不论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我都会以一颗感恩的心以最好的自己回

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