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近几年来，全国各级城市开展了大量社会治理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许多成绩。然

而，从目前城市社会治理展开的主要领域和面对的主要对象上看，还难以完成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

战略任务。中央很多文件都明确强调：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和最大限

度激发社会活力。城市中的社会和谐因素与社会活力，无疑主要存在于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职

业群体之中，然而在日常城市生活中，职业群体却往往在目前开展的城市社会治理范围与对象之

外。因此，如何清醒地认识这个社会治理战略任务同社会治理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已成为完成社

会治理战略任务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任务的矛盾

现实中我们看到目前的城市社会治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中展开，即城市社区开展的社会治理工

作，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依据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我们在北京6个城区的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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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主要通过社区治理而展开的城市社会治理，因其不能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

活动纳入治理范围，而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社会治理的主

要任务。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和复杂内容，不仅

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和输送了活力，而且也因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影响了社会

秩序。特别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以致面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群体

也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信息权力，既为社会生活增添了

活力，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动员企事业单

位各方力量，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开展积极的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突破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社会

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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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开展的城市社会治理的实地调查，及对海淀、西城和朝阳等城区和一些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

开展了社会治理有关问题的专访。从实地调查的情况可知，社区开展了大量工作，诸如便民服务、公

共卫生、社区治安、文体活动、安老助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等，都是社区积极开展的治理工作，这些

治理工作对于稳定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反映的一个

情况是，社区的这些治理工作主要作用对象是离退休人员和没有稳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如果不

改变社区治理工作的这种局限，则很难实现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

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中央明确

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城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围不应当局限于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

员。因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都不在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之中，而在

从事各种职业的职业群体之中，所以，难以接触职业群体而仅仅面对非职业群体的社区治理，就无法

完成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

那么本文所说的职业群体是什么？即它不仅包括在各种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在中小学和

大专院校中学习的学生。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社会能量上看，这些职业群体都是城市社会的

主体群体。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可知，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

中职业群体1514.6万（三次产业从业人数1141.0万；各类在校学生373.6万），职业群体占北京市常住

人口的总人口71.6%。如果考虑非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职业群体的数量就更大。根据瞬间人口调

查数据，2013年北京瞬间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可达1600万。短期在北京流动的人口，除了数量有限的

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以外，大部分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低于70%。因此，无

论是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看，职业群体都是北京市的主体群体。

然而，职业群体作为北京市的主体群体，这还不仅是从人口数量上作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从职

业群体在活动能量及其展开的社会空间上得出的明确结论。通常论及职业群体时，主要重视其在职

场中的职业活动，而轻视其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事实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能量和社会活动

空间都远远超过非职业群体。不仅在双休日和节假日，职业群体可以通过亲朋聚会、外出旅游、休闲

购物等开展大量社会活动，而且在工作日的8小时工作之后，每天也能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大

量社会交往。相比之下，非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却十分有限，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离

退休人员，虽然也能参加一些公共场所的文体休闲活动，但主要的社会活动还是在社区之中。所以，

城市社会活动的内容和空间，主要是由职业群体展开的。

由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因素，是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呈现出来的，其主要的社

会活动是由职业群体展开，因此，当增强社会活力和增加和谐因素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时，社会

治理的主要对象就应当是职业群体，而不应当是非职业群体。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时下以社区治

理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治理，其主要作用对象却是非职业群体。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就摆

在人们的面前：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主要任务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

会治理矛盾，不仅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些人口剧

增、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展的超大城市中，表现的更为严重。

这种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任务不对应的矛盾，引起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社区治理的边

缘化。职业群体不仅在城市人口数量和社会活动空间占主要份额，而且城市社会的财富由他们创

造，城市社会的资源由他们支配，城市社会的权力由他们掌握，城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在他们

之中发生。因此我们认为，只有以城市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治理才能面对社会的主体群体，才能

把社会治理实践引向社会的中心地带。相反，仅仅面对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的社区治理，不

可否认地处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因为，不仅非职业群体不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而且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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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在他们中间产生，所以，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活力和促进社会和

谐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治理实践，就不应当仅仅以他们为对象。从近年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体

事件，诸如2012年爆发的江苏启东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以及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发生的保钓反日大游

行等，都可以清楚看到，参与者大部分是在各种岗位上的职业群体。相反，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则很

少参与其中。

二、社区治理边缘化的历史原因和观念基础

城市社区治理边缘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调查中，从事社区管理或社区建设的社区工作人

员对此有非常普遍的认识。自2006年，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以来，笔者在北京、长春、

杭州、长沙和深圳等地谈及社区管理或社区治理边缘化问题时，很多社区负责人、街道办事处领导或

民政部门负责人都认为这是个长期存在且找不到有效解决办法的问题。通过对北京6城区的社会调

查可知，北京市很多社区为推进职业群体参与社区建设活动做了积极努力，但因为“年轻人生存压力

大，时间也少，对他们参加社区活动构成了限制。这些人平时与居委会接触、联系较少，居委会组织

活动他们也没热情参与，只有社区组织亲子活动时他们有可能参加。”[1]因此，吸引职业群体参与社区

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努力成效不明显。

还有一些社区负责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职业群体纳入社区治理范围。一个社区负责人谈及吸收

职业群体参与社区活动时说：“没有必要将中青年职业群体纳入社区管理之中。原因是中青年职业

群体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是休息，没有时间参加社区活动。就算是节假日，也不愿意参加社区组织

的活动。原因是街道办、社区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来说，不具有吸引力，参加活动没有多大意义。”[2]因

此，结果就像一个社区反映的那样，“社区中退休的居多，在职年轻的比较少。中青年比较少参加社

区活动，只有社区举办特大型活动，比如中秋晚会的时候邀请他们来参加。其实不光我们这，所有其

他社区都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服务对象基本是老年人。”[3]

从社区反映的情况看，一方面，职业群体不仅对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没有兴趣，而且因为实际情

况也确实难以参加社区开展的活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社区管理人员认为，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

人员的社区服务，就应当是社区管理或社区治理的主要任务，职业群体没必要纳入社区工作范围。

因此，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都存在职业群体难以成为社区治理对象的障碍。不过，在我看来，虽然

社区反映的情况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于此，应当从社会体制变迁的历史和

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作出更进一步的思考。

从社会体制变迁的历史看，虽然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体制——单位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

不像很多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单位制已经解体，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单位时代。事实上，原来由国有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包揽职工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实现

了民营化改革，而民营企业不像原来国有企业那样把职工群众的社会生活都揽在怀抱里，机关事业

单位的很多为职工服务的活动也转向了社会化，但单位制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这些变化

而消踪匿迹，它仍然在观念和行动上持续地影响着现在的社会治理实践。

单位制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其作用不仅能通过一些明文规定的管理规则和体制安排而支配企

业和职工的行为，而且它还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更稳定、更广泛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虽然单

位制改革已经使很多单位功能弱化，但不仅企事业单位的职业群体没有清楚认识到自己在职场之外

[1]北京朝阳区dty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2]北京西城区 ssh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3]北京海淀区 sjc社区负责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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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社会活动已经进入社会空间，属于社会治理的对象，而且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管理人员也没有

明确认识到职业群体在职场之外的行为是社会现象，是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工作对象。

单位制的这种意识形态作用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出现了一个企事业单位不管，社会管理机构也

管不着的社会治理盲区。并且，不像汽车驾驶员受驾驶座位限制而形成的视野中较小范围的盲区，

社会治理盲区是由社会主体群体的社会活动展开的范围广阔的社会空间。

社会治理盲区的存在，还与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基础的某些社会学观念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很

多社会学研究在讨论社会建设或社会治理时，总是在一种静态的视角中面对社会现象和思考社会问

题，其结果是把注意力仅仅聚焦在具有清楚地理边界的社区或明确组织形式的群体之上。虽然不可

否认社区和群体都是社会的存在形式，社会治理不能将之排除在视野之外，但社会交往是更重要的

社会展开形式，社会学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应当把社会交往作为更重要的对象。正如马克思、齐美

尔、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所论，社会交往是社会最基本的展开形式，它不仅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而

且生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社会交往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创造了社会财富，推进了社会发展。社会交

往是动态的现实的社会形式，只有把社会交往作为社会学研究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才能抓住事

物的根本。

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高度关注和投以大量研究的中国社会学，本应及早指出和明确分析社会

治理盲区或边缘化的困境，但因为过度追求操作化研究，往往像某些社会管理机构一样，只顾回答眼

前社会问题，忙于帮助政府机构制定政策和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缺乏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的

理论思维，以致只能随声附和地局限于操作层面的表层化研究，不仅局限了自身，也误导了实践。

三、面向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面向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其任务要比面对非职业群体繁重得多。首先在于职业群体的社会

活动空间具有非职业群体无法与之相比的多样性和广阔性。无论是离开职业单位的 8小时工作之

余，还是双休日和节假日，职业群体都可能离开住所而在饭店、商场、娱乐休闲场所或郊外旅游景点

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借助城市便利的交通设施，精力旺盛的职业群体可以将其社会活动空间

展开到城市社会治理能力难以触及的范围。在社区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中，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既

给城市生活增添了活力，也会滋生一些预料不到的社会矛盾。在城市很多公共场所发生的社会矛

盾，大部分是在职业群体之中发生的。

特别是考虑到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发展，面向职业群体开展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更加复杂。社会生

活网络化在中国实现了快速进展，2014年 7月发表的第 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止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6.9%，网民人均周上网时

长达 25.9 小时[1]。这些数据说明，接近中国总人口一半的网民，不仅队伍规模庞大，而且网上活动异

常活跃。北京市的社会生活网络化程度居全国之首，全市网民155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5.2%[2]。

网络化的大规模快速发展，使城市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面临了严峻挑战。

最严峻的挑战是，传统社会治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这种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可称之为在

场空间的社会治理，而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在城市生活中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缺场空

间。这是一种人的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社会空间，是一个在全国有近半数人口

参与，而在北京则有75%以上人口参与的异常活跃的空间。并且，进入网络缺场空间的网民90%以上

是职业群体[3]，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对社会问题最关心、最有参与能力的社会中坚力量，由他们通过

[1][3]《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7月）》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

[2]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403/233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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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观点沟通、社会评价等活动而展开的网络交往，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崭新表现形式，是工业

社会基础上的新社会形态——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直接表现。

缺场空间在城市生活中的大规模展开，使原本就存在的职业群体的社区脱域现象呈现了空前放

大的新形势。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还没有大规模发展之前，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也很少限于社区范

围，因此存在脱离特定社区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社会交往群体，但这些脱离社区的活动与群

体，仍然是在场空间中的社会现象。而当北京有75%以上人口且主要是职业群体以每周26小时在网

络空间活动时，社区脱域现象就展开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之中，从居住社区的脱域转变为对整个城

市在场空间的脱域。并且，在脱域的缺场空间中，人们的网络交往变成了信息沟通或语言交流的间

接性交往，同在场空间中的直接交往相比，缺场交往的交往形式、交往能力、交往环境、交往内容和交

往矛盾都已发生了变化，这些是社会治理面对的崭新现象。

脱离在场区域的网络空间，不仅流动着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信息，而且还传递着支配

人们社会行为的信念，信息与信念在网络空间中的快速流动，既能为社会生活增添活力、增进和谐，

也能提升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转变的频率，并因此而大幅提高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

和应对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代社会风险不断生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和贝克都把不确定性

同风险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论述。并且网络空间引发的不确定性还要引发在场空间的不确定性和社

会风险，进而形成在场空间社会风险的网络助燃，这为社会治理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

增加了极大难度。

社会生活网络化还引起了城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传统社会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党、政

府和一些社会组织的各种实体机构手中，可称之为实体权力，而网络化快速发展中生成并壮大了一

种新型的社会权力——网络信息权力。这是来自民间、由基层社会成员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设置

表达的言谈话语的权力，是在网络中快速流动并能实现横向连接且快速传递的权力。网络信息权力

的突出特点是不受地理边界和局部环境限制的流动权力，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说：“流动的权力优先

于权力的流动”[1]。其意在指明，网络信息权力是与传统实体机构握有的实体权力不同的新型社会权

力，如果实体权力不改变原来的运行方式，则难以应对网络信息权力的挑战。

社会生活网络化还引起一个传统社会治理十分陌生的社会现象——传递经验。从事社会治理

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人们都很重视从经验事实出发，这被认为是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原

则。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们通常看重的经验事实是在特定场所中发生的在场经验，是受

特定环境关系限制的局部经验或局地经验。而在网络化快速展开的新形势下，一种在网络交往中发

生的新经验迅速而大规模生成，即传递经验。这是一种间接性经验，虽然没有身体的经历，但却能因

为网络沟通而形成丰富且深刻的心理体验。这不是独处一隅的孤独的个体心理体验，而是在网络交

往中快速传递的群体经验，甚至是超越具体空间限制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经验。

流动于网络中的传递经验，也是一种十分现实的社会经验。尽管其中缺少人们的身体经历，但

其传递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信息，都是对社会生活十分真实而具体的反应与表达。与把人们的目光引

向天国的宗教表象和引向遥远未来的抽象理想不同，它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包含着对社会事

实或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还表达着推进现实生活发生变化的强烈要求。传递经验借助网络交流的

便捷性，可以使不同环境中的网民心理形成一种共振，生成一种观念上的共识，并透过局部环境的限

制，穿洋跨海地实现广阔范围的经验传递，导致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中相似的社会运

动。2011年至2012年，在北部非洲爆发的社会运动传递到美国而引发的席卷全美的占领运动，就是

对传递经验现实性的有力明证。

[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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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创新

同传统的社会管理相比，面向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首先在治理对象上就是一种明显的创新。

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社会治理的范围，突破了把社会治理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社区中非职业

群体的狭隘视野，不仅使社会治理面对了社会的主体群体，而且面对了社会活动的主要空间和主要

内容，进而找到了进入社会中心地带、摆脱社会治理边缘化困境的途径。应当说，这是实现社会治

理创新的基本前提。因为，是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创新，应当以这种创新能否完成社会治

理的主要任务为根据，一种把目光移向远离社会中心地带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使形式再新颖也谈不

到创新。

时下很多学者和社会管理机构津津乐道的社会网格化管理，就是一种在形式上有些新鲜感，而

在实质上并不能为完成社会治理主要任务而起到有效作用的所谓“创新”。王颖深刻分析了网格化

管理的局限性，在她看来，“以物业小区为形式的新社区大规模兴起，以共同利益、共同志趣重新聚集

起来的基础社群，与传统的街居制组织几乎没有法定的隶属关系。这种在科层体制之外大规模自主

性聚集而成的小区和社群，已经成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1]而推崇社会网格化管理的人们没

有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这种重要变化，还在利用科层制管理社会的手段，追求一种僵硬的协同性和

简单的全面性，其结果不过是，“即使雇请再多的‘格员’，也不过是科层制向下延伸的‘更多的脚和更

细的网’”[2]，它实现不了对科层体制之外的新社会主体的治理任务。

在笔者看来，王颖所论的作为“主流社会的基本构成形态”、“在科层体制之外大规模自主性聚集

而成的小区和社群”，其成员主要是职业群体。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新媒体串联起来，但却不能依

靠“网格”实现严密管控。在传统的科层体制已经难以奏效的新形势下，应当积极利用职业群体之间

的网络联系，探寻“针对利益主体高度分散化、扁平化”的网络化治理[3]。而这种网络化治理，寻求的

是社会主体群体（亦即职业群体）的积极治理。进一步说，社会职业群体不是在网格化管理中的管理

对象，他们本身也是社会治理者。应当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的活动能量，在交往互动中维护自身、群体

和社区的利益，并由此发展为一种体现社会多元主体、多元利益的众治与共治。

充分动员职业群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应当探寻治理的新形式。社会治理除了为社会成员提

供物质生活上的服务外，还应当动员社会管理人员同职业群体主动对话与有效沟通，开展积极的思

想观念交流和价值要求沟通的精神治理。在城市生活的富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职业群体在精神生

活方面的需求上升到较高地位并且变得较为复杂的新形势下，精神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

李强把精神层面的社会治理问题称之为“人心管理”，并认为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李

强看来，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

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不过，人心也并非

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

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

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

平公正。

李强提出的人心管理，既是社会治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深刻蕴含的学术

问题。目前社会治理工作主要在社区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展开，对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社会治理未

能给予充分注意，而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大量问题是属于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如何清楚了解

各种能引起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和价值倾向等方面问题，并采取

[1][2][3]王颖：《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石家庄〕《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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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方案、对策措施和引导模式，及时化解精神心理层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当是当前城市社

会治理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予以高度重视的重要课题。特别是随着社会网络化和信息化程度

的继续提高，这方面的研究任务更加复杂、更加重要。

充分动员职业群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还应当探寻治理的新途径。应当明确企业的社会治理

责任，充分动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只有企事业单位才能对所属职业群体开展有效治理，企事业单

位不仅应当有效管理所属职工的职业活动，而且也应当治理他们的社会活动，这是企事业单位应当

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在单位制弱化之后，企事业单位仅对所属职工的工作时间负责，职业群体在

工作岗位之外的大量活动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服务，不仅不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而且也不利于企事业

单位获得良好社会环境。职业群体在任职单位以外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既应避免重蹈单位制时期

对职工群众无所不管的旧辙，也应避免单位制功能弱化后对职工在职场之外的任何社会活动都不闻

不问的做法。应当对职业群体有可能促进社会和谐和妨碍社会秩序的社会活动提供服务与监管，应

当明确企事业单位对所属职工社会活动服务与监管的合理权责和具体任务，探索有效路径和正确的

操作方式。

网络化的快速推进已经引起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

会认同的权力彰显，社会时空的复杂变迁，都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尖锐挑战，必须调整以传统社会

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才能适应网络化、信息化引起的深刻变化。职业群体既是在场社会活动的

主体也是缺场网络活动的主体，并且缺场的网络活动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而且还对在

场社会活动发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群体事件已经说明，网络信息、网络交

流、网络围观和网络批评，对在场的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和行动助燃作用。企事业单位具

有及时了解本单位职工网络行为与社会行为动向、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能力与条件。企事业单位

把本单位职工的缺场网络活动同在场社会活动统一起来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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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o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Oriented
to Occupational Groups

Liu Shaojie
Abstract: Currently,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occupational groups

fails to fulfill the task of invigorating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ational groups, the main body of urban soci⁃
ety, not only create wealth and deliver energy for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ffect social order as a
result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ven social conflicts among them. Especi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ing of social life puts social governance oriented to occupational groups in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for occupational groups, as the main body of network society, bring great uncertainty which further invokes
unpredictable social risks as well as vitality to social life. Therefore, active social governance of occupational
groups’social activities by mobilizing all forces can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social management, making
new changes to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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