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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崛起似乎被五花
八门的“陷阱论”给缠住了：“中等收
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
格陷阱”等。西方“陷阱论”层出不
穷，其潜台词恐怕是：中国如果不走
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
奉这些“陷阱”为圭臬，将会形成恶
性预期自我实现的效应。“陷阱论”
的诸多欠缺，决定了它们只是“守成
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形成话语权的

“软权力”策略。以之观察和裁决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是先入之见，
而且是强词夺理。

如今的中国人要挣脱西方思想
和理论的故步自封，敢于用自己创
造的概念、以自己生产的思想和话
语来解释中国甚至世界。中国这些
年来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成功，
已经为在知识体系中创造“中国学
派”提供了良好条件。跳出西方理
论工具来对中国的伟大实践做出理
论总结，恰逢其时。建立起中国自
己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外界不再
跟着各种“陷阱论”去臆想中国，而
是用比较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当
然也有助于我们自己提升“四个自
信”的自觉性，让我们从思想到实践
都能自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环球

时报》，王义桅、程亚文、丁一凡/文）

城市社会日益成为一种复杂
的、生态性的、生命性的风险社会。
理解与营建城市社会，迫切需要生
态生命意识与风险意识的统一性、
同时性、互嵌性自觉。一部城市史，
是一部人与风险始终相互伴随、相
互作用的历史。城市行动、城市发
展的辩证性、负面性，城市观念、城

市认识的滞后性、片面性，城市运
行、城市建制的问题性、脆弱性，是
生成城市风险的主要原因。人是城
市的创造者，也是城市风险的根本
源头。治理与防范城市风险，需要
对城市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特别需
要对人的身心与行为进行启蒙、约
束与治理。

其一，推进城市社会的文明自
觉。一方面，需要确认城市社会的
方向性；另一方面，也需要用敬畏的
心态看待城市。既不能走向盲目的
城市乐观，也不能走向盲目的城市
悲观。

其二，推进城市社会的生命自
觉。生态生命城市不仅意味着城市
有良好的自然要素、自然生态，也意
味着城市的所有环节与方面都处于
良性的互动、互嵌状态。

其三，推进城市社会的伦理自
觉。城市发展是一个总体性过程，
城市社会越推进，人的因素越强大，
越需要人的自觉干预，越需要人的
主体自觉、伦理自觉。

其四，推进城市主体的身心自
觉。城市社会的良性可持续，是不
断调适的城市与不断调适的人自身
这两个进程的统一。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陈忠/文］

在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中，城
市争先进位一直是最精彩的变化，
也是最能引起外界关注的内容。

如果把经济进位与下滑的城市
分列两组，会发现2008年以后的十
年里，长期依赖传统经济的城市，越
来越缺乏后劲；而那些抢抓机遇砥
砺转型的城市，凭借新经济新动能，
都开始强劲上扬。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只要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
塑造出发挥自身特长的主导产业，
就是上善之策。特别是在新经济平
台+先进制造业的深度演化、催生
下，原先根本想不到的新经济增长

点正在一系列交叉融合的化学反应
中孕育形成，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
革、效率变革。但对于任何一座城
市来说，“痛点”与“堵点”都是一样
的，即彰显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是什么？

城市竞争犹如赛车般一波三折
发车抢位、领先飞奔，被赶超，弯道
追赶再反超，加速冲刺，最后赢得胜
利。当先行者已在既有跑道上加速
前行时，后发参赛者能否“弯道超
车”很重要，但真正能凸显实力的，
是在恰当时机的“变道超车”。

这对每一座城市的党政决策者
以及扎根这座城市的企业家来说，
都是决策智慧与战略前瞻力的考
验：选准了，迈向更高平台；选不准，
原地徘徊甚至滑入谷底。上一轮城
市竞争是这样，新一轮城市争位赛
更是如此。

（摘自《决策》2018年第2·3期，

王运宝/文）

在强调国家的整体发展模式的
背景下，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以
社会政策为引领，因为其发展的主
要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在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当
前，我国社会政策面临以下四个方
面的发展议题：

确定合理的总体福利水平。不
论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目标
看，还是从提升人力资本的经济目
标看，各级政府都应该以更加积极
和更加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社会福利
需要，合理规划社会政策的发展。

积极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政策
主体模式。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创
造条件，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
并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创造更好的条
件，形成政府认真主导与社会积极
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福利供应模式。

进一步促进公共资源分配的均
等化。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重视
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因为
其不仅对促进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具

城市社会的生命自觉与
风险治理

城市争位赛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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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还对提高社会政策的
社会效益有着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社会政策的运行效
率。各级政府在社会政策的规划、
决策和实施等环节上要重视社会政
策的运行效率，并积极地通过创新
和优化其运行机制的方式进一步提
升运行效率，这对于提高保障和改
善民生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实际效果
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自《国家治理》周刊 2018年

第11期，关信平/文）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
计，在根本上要与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要求相适
应，构建一个由“理念—体系—机
制—能力”构成的整体性理论与政
策框架。

理念决定高度，理念决定先进
性，理念决定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方向。因此，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
是关键，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必须
先行一步。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
本，自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共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机制是功能的实现方式，要优
化功能，必须同步优化相关机制。
因此，我们必须注重社会治理机制
现代化和功能现代化的耦合关系，
联动推进。

光有先进的理念，没有科学的
功能和机制不行；仅有科学的功能
和机制，没有相应的能力，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绩效也出不来。因此，必
须以个体和组织为基础，全面加强
社会治理相关能力的建设。

（摘自 2018年 4月 9日《北京日

报》，杨宜勇、曾志敏/文）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公民
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路径之一，其

实质是通过参与来监督政府，让其对
公众负责，这种互动是政府以服务获
取公众信任的交换正义。由此，政
府绩效的公众评估是服务型政府和
责任型政府构建的必然要求。

权重结构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
评估的核心问题。然而，要回应这
个核心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将公众
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权重提升后对
可能带来的数据处理难题做出应对
之策。特别是规模日益加大的评估
主体数量和评估内容，这些都离不
开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对于公共行政部门而言，大数据的
技术手段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还
通过公共部门的管理创新，客观上
增强了公共部门的服务意识，最终
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政府
要学会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打造公众
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技术平台，这
有利于政府收集处理公众大规模参
与政府绩效评估带来的海量评估信
息，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也使政府绩效管理的
其他环节有章可循。

（摘自《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

2期，宋煜萍/文）

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
家才有力量。那么，信心从哪里来？

人民痛恨腐败现象，执政党就
高压反腐，反腐无禁区。人民干事
创业面临着体制性障碍，执政党推
动改革就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倒逼
深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弊端。人民
有信心，首先就是来源于执政者的
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

人民有信心，还来自对开放基
本国策的坚持。今天的开放是一种
更加自觉和主动的对外开放，中国人
民的民族精神和实际福祉都会在全
面开放的新格局中获得新面貌。

市场经济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
成的，对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欺行霸市，乃至于搞不正当垄断的，
就要把它们逐出市场，甚至严加惩

罚。这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更加公
平、更加正义的社会，对提升人民对
新的生态、新的规则的信心是非常
重要的。

要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年轻
人始终相信，始终怀有梦想、坚持奋
斗和创造是新时代改变个人命运最
好的通行证。

（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7期，

赵义/文）

一直以来，事业单位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还未能从政府与社会关系
的范畴做出清晰统一的定位，由此
产生了不少认识误区。如果不澄清
这些模糊认识，既会束缚事业单位
发展，也会使公益服务的效率受损。

误区一：坚持公益属性就不得
从事经营活动。强化公益属性是一
个社会视角，从宏观管理来看，应指
结果，而非过程；是指功能，而非要
素。具体来说，这其实是要求事业
单位更好地提供公益服务，并以此
为目标，而不应是对每个事业单位
微观活动的限制。

误区二：事业单位不能收费“养
人”。事业单位“入门”较难的同时，
退出机制尚不健全，所以宏观上就
出现了“养人”现象。随着社会事业
的发展以及人员更替的需要，事业
单位的社会化招聘日渐增多。但这
部分经费只能由事业单位自行解
决。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养人”问
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事业单位改革
尚没有到位。

误区三：将分类管理理解成行
政化管理的细化。从现有属性看，
公益一类和二类的区别只是财政保
障程度的区分，而没有从整体的角
度、从体制机制上理顺并确定政府
与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的关系。事业
单位的分类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
化、细化、科学化。

（摘自 2018 年 4 月 16 日《学习

时报》，刘尚希、韩凤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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