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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策与邻避运动： 公共项目决策中的
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及改进方向

陈　 玲　 李利利

【摘要】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项目遭遇“邻避”困境，造成潜在的社会稳定
风险。多数研究关注邻避设施及邻避运动，而缺乏对政府及其政策过程的细致
考察。论文考察了北京市某垃圾焚烧项目的决策、建设和运营过程，分析该项
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研究结论指出，政府自身的决策及监管行为是触
发公共项目“邻避”困境的重要原因，应当转变以往以项目为中心的风险控制
策略，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主动管理模式和动态实时的、全项目周期的社会稳
定风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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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项目
遭遇“邻避”困境。诸如垃圾处理厂、精神病医院、殡仪馆、监狱等公共设施
既是城市发展的必需，但又容易引起公众心理的厌恶和排斥，触发社会稳定风
险。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陷入两难困境，一些邻避项
目甚至由于市民反对而搁浅。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政

６２

◆专栏：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陈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利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
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与自由裁量：我国公共决策机制的理想模式及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决策研究”（７１４７３１４４）、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若干领域政策实践
的中国公共决策模式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７１２３３００５）、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公共
政策决策机制研究”（２０１２Ｚ１１１４２）、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２０１３年重大课题“重大决
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资助项目。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策，例如重大项目决策前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然而，邻避运动仍层
出不穷。我们发现，目前多数研究关注政府如何控制邻避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
但对政府自身在公共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本文拟弥补
这一不足。

具体言，我们认为邻避冲突是企业、公众和政府多方互动的社会过程，政
府不仅仅是凌驾于企业和公众之上的管理者和协调者，其自身在项目决策和实
施过程中的行为也有可能触发甚至激化邻避冲突。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公
共项目决策、建设和运营全过程中的风险触发机制是什么，政府的决策和监管
行为如何造成新的社会稳定风险，以及如何改进全过程的公共项目社会风险管
理流程。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本研究是一个单案例研究。单案例研究未必能够揭
示并论证普遍规律，但有助于探索人们未知的事实，修正并增进人们对既有理
论和实践知识的认知。本文以北京市某垃圾焚烧项目Ｌ的决策、建设和运营过
程为例，分析该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反观政府在
上述各个风险触发环节的角色和责任。研究发现，政府在项目决策和监管过程
中负有主要责任，应将政府自身的决策和监管行为纳入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体
系中来。

本文数据和资料主要来自于作者的实地调研、当事人访谈，以及政府文件
和公开报告。我们通过深度访谈该项目所涉及到的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受影
响的群众，来获取项目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详尽信息。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公共项目风险管理进行理论梳理并且建构政府“过程式”的风险管
理模型；第三部分梳理了Ｌ项目决策、建设和运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流程，
总结公共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潜在根源和触发机制；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
与政策建议。

二、公共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构建

（一）公共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风险管理目标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使
风险所致的损失达到最低程度（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Ｈｅｉｎｅ，１９８５），而风险管理方法则着
重评估其适用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Ｓｃｈｏｌｅｓ，２００２）。因此，风险
管理往往被视为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汪忠、黄瑞华，２００５）。虽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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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为传统的风险管理提供了大量的模型技术，从而使得风险识别和度
量层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全面到来（贝克，
２００４），政府风险管理策略也应随之改变（唐钧，２０１５）。

既有的项目风险管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反馈控制
的管理取向源自诺伯特·维纳（Ｎｏｒｂｅｒｔ Ｗｉｅｎｅｒ） （１９６２）的控制理论，强调以
反馈的形式获得信息，以信息来测定我们对世界的适应程度。反馈控制的风险
管理方法的有效性首先依赖于反馈信息的正确性（Ｈｏｇａｒｔｈ，１９８１）。然而随着
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化、复杂化发展，这种面向结果的事后行动控制难以实
现预期的风险控制效果。反馈控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信息缺失，信
息反馈延迟（Ｓ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９；Ｄｏｒｎｅｒ，１９８０）及对其执行标准缺乏反思性
（Ｓｃｈｒｅｙｇｇ ＆ Ｓｔｅｉｎｍａｎｎ，１９８７）。这些信息可能是风险触发点的重要反馈，然而
由于反馈控制往往无法提供给决策者足够的信息，即使传递了重要信息，但由
于反馈延迟往往导致系统失调，致使决策者无法观测到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尽管一些技术性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反馈控制提高水平（Ｔｅｅｎｉ，
１９９１），但许多经验研究已表明反馈控制无法在动态环境中表现出卓越的降低风
险的能力，这就使得决策者必须重新反思以往的控制手段。前馈控制的风险管
理策略应运而生，前馈控制的控制逻辑在于其面向事前的扰动因素，是试图事
先控制不利因素输入系统之中的一种管理行为。相比于反馈控制，前馈控制的
优势在于信息的准确与连贯，并且减少决策者的认知负荷（Ｂｊｏｒｋｍａｎ，１９７２）。
因此，在动态环境与复杂系统中，前馈控制比反馈控制能够提高效率（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 Ａｂｄｅｌ － Ｈａｍｉｄ，１９９３）。

从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的风险管理取向与逻辑的转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应对不断动态化与复杂化的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但也可以清楚看到，不管
是面向结果的反馈控制还是面向未来的前馈控制都有一种忽略“过程”的倾向，
忽略了政府自身的影响。在实际的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风险触发点是实时的、
且往往是难以精确预测的，“控制”这一行动本身也有可能触发新的风险，这很
有可能让原有的风险控制系统本身就成为风险源。因此，需要反思政府的控制
策略，寻找更为可靠的替代性策略。

（二）项目风险管理的政策实践及问题

风险管理从面向结果的反馈控制到面向未来的前馈控制，这一转变过程也
被运用到具体的政策实践当中。以公共项目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控制为例，决
策者将事后控制社会稳定风险（如“维稳”）变为事先进行项目的社会稳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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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政策决策者这一政策导向正是反映了此种理论取向的变化，以期解决
从问题出现到问题解决之间的时滞（阎耀军、薛岩松，２００９）。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种前馈控制的机制设计反映了制度设计者尝试将“关
口前移”（彭宗超等，２０１３），以面向未来、防患于未然为风险管理思路。在具
体的政策实践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前馈控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体现
的是“评估—预测—控制”的控制思路，尝试运用不断获得的最新的有关社会
运行的可靠信息加以预测，最终试图在各级决策层中加强决策过程的预测环节，
从而实现对各个环节的控制。然而，仅仅依靠事先的风险评估而忽视了项目动
态过程中不同主体信息的表达、反馈与沟通，可能导致控制结果的偏差，这一
控制偏差在邻避公共项目建设当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邻避项目有别于传统的、面向技术的工程项目或者面向收益的商业项目，
它是新的社会情境产物（ＯＨａｒｅ，１９７７）。在新的情境下，“真实”风险与“感
知”风险之间二分差异（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８８）往往包含了许多外部的影响因素。
邻避项目由于其天然的非共识性、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性等特点，导致了邻避项
目建设具有内生的社会稳定风险。根据集体行动逻辑，成本负担者具有较强的
动机与较高的组织能力来反对邻避设施（陶鹏、童星，２０１０），因此如何管理此
类公共项目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之一。

不断涌现的邻避事件说明了项目评估、决策与运营之间的破碎化。不同学
者（何艳玲，２００９；陶鹏、童星，２０１０）都对此类公共项目风险管理进行了反
思。尽管对邻避公共项目建设都进行了评估、预测与控制的前馈管理，但是风
险管理的各个环节之间却是割裂的。如何避免反馈控制与前馈控制对社会稳定
风险管理的破碎化倾向，如何将“过程”思路纳入到实际风险管理当中成为本
文的关注重点。

（三）构建全过程的社会风险管理模型

反馈控制与前馈控制对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都依赖于信息、知识与
反馈的及时性与可靠性，因而，传统的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重点在于事前和事
后的信息改善。本研究将政府自身“决策—执行”行为纳入到社会稳定风险管
理之中，建立一个“过程式”的社会风险管理模型。

如何甄别项目全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现有文献指出，甄别风险的传统思
路主要来源于三个模型：风险源分解结构模型（Ｈｉｌｌｓｏｎ，２００２）、工作分解结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１）、风险分解矩阵（Ｈｉｌ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这
三种模型主要从项目要素（如技术、管理、商业等）和项目流程（如计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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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运行）角度甄别风险。风险源是多维度的（Ｗａｒｄ，２００３），这三个模型为
我们分析风险触发机制提供了参照。依据公共项目的工作流程和政府管理职能，
我们提出如下风险管理流程（图１）。

图１　 公共项目的风险管理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研究的核心假设是：政府行为是触发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诱因。公共项
目的全过程包括规划立项、建设与运营管理阶段，政府在各个阶段承担不同的
管理职能。因此，根据上述核心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提出的推论包括：

推论一：在规划立项阶段，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包括决策方式、政府
承诺和技术评估等。如项目决策建立在封闭决策的基础上，政府承诺不具有可
兑现性，各方依托政府承诺而形成具有妥协性、临时性的项目方案，相应的风
险评估则流于形式，则易埋下社会风险隐患。

推论二：在建设阶段，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包括政府部门协调、信息
公开和有效沟通等。如因政府条块分割使得部门难以协同，信息公开也未能充
分发挥风险沟通的作用，公众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则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推论三：在运营管理阶段，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政府因素包括兑现承诺、
风险监控和利益的动态调整机制。如因政府承诺难以兑现，风险监管与预警系
统失灵、动态调整机制失效，也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验证上述假设与推论的话，就应当将政府置于提供公
共服务、监管企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心位置，从政府自身的角度全过程
地重建社会风险管理机制。

三、案例分析与假设验证

垃圾焚烧项目是一类典型的邻避公共设施。随着城市扩张与人口集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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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在不断增加。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仍以填埋法为主处理生
活垃圾，然而现有的填埋场几近饱和，垃圾焚烧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相比于填
埋，焚烧法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时间短、减量化显著、无害化较为彻底、可
回收余热等优点，已被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但是，缺点在于垃圾焚烧过程中会
产生烟气、烟尘、飞灰和炉渣。由于我国垃圾收集多采用混合收集，在缺乏垃
圾分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垃圾焚烧往往造成不完全燃烧，最后产生较多的二
英和其他有害气体。加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方面技术装备水平仍然偏低，二
英等污染气体逸出炉外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较高。正是由于此类原因，北京、
杭州、番禺等地先后出现因垃圾焚烧设施引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①

Ｌ项目是北京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可日焚烧垃圾３０００吨，由中央政府、
北京市政府及某市属国有企业Ｓ共同出资，总投资２１ ６亿元，并成立了专门的
项目公司来负责建设和运营。在经历了六里屯、高安屯等一系列“反焚”民众
抗议运动后，市政府试图将Ｌ项目建设成为垃圾焚烧的标杆项目，以技术先进、
绿色无污染的形象为今后此类项目扫除“邻避”障碍。事实也确实如此，Ｌ项
目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规划立项、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顺利批复，均未引起任何争议和反
对。然而，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开始试运行之后却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附近居民群
起反对该项目的运行，并试图阻挠该项目二期扩建工程的决策。难道“邻避”
真是躲不开的魔咒吗？为此，我们梳理了地方政府在Ｌ项目中的各个治理环节，
分析公共项目建设中的风险触发机制。

（一）项目规划与决策阶段

１ ． 封闭式的快速决策机制
政府决策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其决策的方式与质量直接影响

效率的实现。随着不断的改革与发展，政府决策越来越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
主化与法制化。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独立第三方的缺失、
决策信息不全面、决策监督与责任追究制度不到位等原因（许耀桐，２００８；张
乐、童星，２０１４）致使决策本身成为风险源。

北京市政府“十一五”规划拟建十座垃圾焚烧项目，但绝大多数项目选择
都受到民众抵制。压力之下，市政府转而与市属国企Ｓ协商，利用工厂搬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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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因垃圾焚烧厂建设而引起的群体事件，如北京六里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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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群众巨大的抗议，并演变为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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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弃矿区建设垃圾焚烧厂，即Ｌ项目。为避免公众注意，Ｌ项目命名为“生
物质发电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区政府Ｍ负责项目协调。这一做法成功地减少
了专家与公众对该项目的关注，从而减小了政府决策阻力。Ｌ项目既可以解决市
政府“垃圾围城”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企业产业转型的需要，因
而市政府与企业一拍即合。决策过程中的另一主体，即区政府Ｍ，则倾向于完
成上级政府指令，并运用乡镇基层政府、村委会等政府层级机构的影响力，很
快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有限的决策共识。① 短短三个月之内，Ｌ项目完成了所
有前期审批手续，这归功于政府相对封闭和策略性的决策方式，最小化该项目
利益相关者和独立第三方的讨论空间，然而该阶段的封闭性共识决策为项目的
后续实施留下了隐患。
２ ． 缺乏可信性的政府承诺
政府承诺是政府官员利用其政治权威获得民众的信任。杨君和王臖（２０１４）

认为“承诺提出”主要包括“承诺主题设置”和“承诺水平选择”两个与可信
度相关的要素。这两方面是政府承诺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在政治市场中，机
会主义会导致政治承诺的不可信性（Ｆｒａｎｔ，１９９６）。这就使得原本基于权威的一
种脆弱信任被打破，潜在的破裂风险就可能增大。因此，穆雷·霍恩（Ｍｕｒｒａｙ
Ｊ Ｈｏｒｎ））（Ｈｏｒｎ，１９９５）认为，规范的、有约束的现代政府制度设置是为了解
决政府所面临的承诺的不可信性问题。

Ｌ项目在正式上马之前对技术路线、污染控制和利益分配三个方面做出了承
诺。为了得到当地民众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上的签字同意，市政府领导在乡镇
干部的陪同下，承诺给予当地居民经济利益补偿，包括免费使用垃圾处理中心
的热源、免费供暖、供电优惠和提供部分就业岗位等。② 但这些口头承诺没有写
入市政府会议纪要或其他文件，仅记录在乡镇干部的工作笔记上，不具备可信
的约束力，为事后民众反对埋下隐患。同样在环境排放方面，政府也为企业提
供了权威性保证，如选择最先进的技术，高标准的排放，以及承诺建设废气、
废水、噪声、恶臭污染防治设施和污染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以实现信息的实时
传输、公布和沟通等。

对技术路线、污染控制和利益分配三类政治承诺，地方政府负有兑现的责
任。政治承诺要起到预期的效果依赖于它的可信度（迪克西特，２００９）。邻避型
公共项目的推进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委托代理关系、利益分化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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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基于未来行动而进行事先的、可信的承诺是达成有效结果的重要手段。但
是这种政治承诺的风险在于其缺少制度化的约束，政治官员的机会主义很有可
能使得原本的承诺本身变成项目风险，原本依赖于政治承诺而达成的暂时妥协
可能崩溃。
３ ． 进行行政裁量的技术评估
公共决策是在当下的信息条件下，对未来不确定的利益、价值与可接受风

险之间做出判断。可行性评估是作为缓冲“不确定性”的一种可信方式已经运
用于各类项目工程当中，并且成为正式程序的重要部分。由于可行性评估具有
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上的测算难度（张乐、童星，２０１４），尤其需要政府及
第三方机构的公信力作为支撑。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可行性评估成为地方政府
行政裁量的程序，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和层级监督（许传玺、成协中，２０１３），
可行性评估就有可能演变为风险触发点。

受Ｌ项目运营公司的委托，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环保所承接了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该环评报告从空气质量、地表水、地下水、噪声和
固体废物等方面对建设项目进行评估，报告结果认为该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政
策规定。然而民众普遍担心的并非是企业的技术水平，而是政府未能对垃圾焚
烧厂进行严格监管，进而导致人为的环境污染。由于技术评估忽略了技术在经
济与社会条件约束下的实现程度，最终使得可行性报告成为“邻避”风险的爆
发点。①

总体而言，在规划立项阶段，决策者一方面需要应对现实中垃圾围城的政
策压力，另一方面需要最大可能回避市民“邻避运动”可能引起的社会风险压
力。因此，决策者尝试在现行制度规范的约束下所采取的理性决策，是在技术
选择上采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技术，在运营方式选择上采用政府投资为主、企
业运营的战略。但是，面对双重压力的决策者在对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认识上
存在先天性不足，众多直接或潜在的利益相关者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进而
导致了决策者在相关问题上缺乏审慎的风险评估和有效的审查与监督，这一系
列潜在问题为项目后续阶段积累了社会稳定风险。

（二）项目建设阶段

１ ． 从信息公开到信息沟通：风险沟通的关键
信息是现代社会中个人、组织进行活动的基础与原动力。民主过程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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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参与的前提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然而信息保密的激励可
以使得政府通过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排他性占有来扩张自己的实际权力（斯蒂格
利茨、宋华琳，２００２），而这种隐秘的权力扩张则将民众的知情权排出在外。随
着知情权越来越被强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也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基础，信息
公开仅仅是第一步，背后的信息沟通才是信息公开的本质要求，然而目前的现
实是不仅仅完全实时的、透明的信息公开无法实现，信息沟通机制更是缺乏。

在Ｌ项目中，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时间窗口较小，未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信
息公开和沟通。按照国家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必须包括利益
相关群众参与的意见情况，并进行网上公示。在实际操作中，环境影响评价的
“公众参与”通过地方基层干部说服、拉拢、甚至求情的方式完成，环境影响报
告书虽然进行了网上公示，但仅有两周时间给公众进行意见反馈，项目信息公
开与吸纳公众参与缺乏有效性。此外，公众也无法实时获取项目设备调试、试
运行等各个环节中的真实信息。①
２ ． 行政职能部门的协调失灵
中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条块结构形成了“碎片化”的分割管理模式（蔡立辉、

龚鸣，２０１０），这种结构设置造成的协调失灵也有可能激发社会稳定风险。
Ｌ项目建设分为主体工程建设与配套设施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配套设

施是跨区的垃圾专用运输道路和中水供水管道。由于途经其他行政区划、需要
辖地政府审批，配套工程的进度大大滞后于主体工程建设。在垃圾焚烧主体工
程完工后，垃圾专用道路和中水管道仍未开工。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Ｌ
项目向市环保局提出试生产申请，竟然获得批准并一再延长试生产期限。在试
生产期间，垃圾遗洒污染路面、地下水位下降致使附近居民生活用水中断，这
些问题显性化且日积月累，最终爆发居民集体抗议。②

（三）项目运营阶段

１ ． 未能兑现的政府承诺
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和政府的回应的基

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的关系（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这种关系契约的维持与巩固
需要借助承诺的遵守与履行。然而在中国语境当中，由于政府的行政承诺具有
自由裁量的特性（张基奎，２００５），使得承诺的履行失去了刚性的制度约束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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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行政问责。承诺本身的随意性使得政府兑现承诺更加困难，项目风险则由
此累积。

在Ｌ项目运营过程中，民众对项目所公布的污染检测结果产生强烈的质疑，
因此要求政府履行立项时承诺的公布实时污染检测信息。但是，检测部门声称
二英浓度检测需历时数月、炉温监测数据等也因故不予实时公开，政府与企
业实际上均在刻意推诿责任。① 同时，在项目运营后，利益补偿手段并没有落实
执行，当地群众仍然没有享受到垃圾处理中心的免费供暖、供电优惠和部分就
业岗位，利益补偿承诺的兑现失败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２ ． 环境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失灵
Ｌ项目作为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存在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次是全体

纳税人与政府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层次是政府投资机构项目的建设运营
单位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有的委托代理关系都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刘
有贵、蒋年云，２００６），因此对项目全周期的有效监管有利于及早发现其潜在的
社会稳定风险。强有力的全周期监管应贯穿项目策划、可行研究、设计、施工、
运营管理，每一阶段有不同监管内容，针对项目的周期阶段选择不同的监管重
点，达到有效项目风险控制（强青军，２０１１）。Ｌ项目在建设与营运当中，由于
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和沟通手段，致使动态调整机制陷于僵化。

政府对重点项目运营负有日常监管的职责。Ｌ项目建有实时监测设备，检测
数据应当实时传送到环保局的监控屏幕上。然而调查发现，实时监控和传输系
统却未启用。作为替代性方案，环保局通过委托下属检测机构进行抽检，但检
测时间间隔长达数月、结果可信度受到公众质疑。
３ ． 民意反馈和动态调整机制失效
在公共项目的运行阶段，政府应设有民意反馈渠道和动态调整机制，以提

高对社会的响应程度。相关机制包括政府内部的市长信箱、来信来访等渠道，
也包括政府以外的政协、人大、群众社团组织等制度设计。在Ｌ项目运营过程
中，民众对垃圾焚烧厂运营问题主要集中在垃圾运输、地下水、地区发展方面。
在交通问题上，由于垃圾运输车占用该地区的旅游道路，垃圾遗洒和臭味影响
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和旅游业发展；在地下水问题上，由于垃圾焚烧厂项目所配
套的中水管线设施未完成建设，试运营期间采用当地生活水源进行冷却，导致
地下水位下降，居民用水困难；当地房地产开发商也担心垃圾焚烧设施降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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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地块的潜在价值，致使利益损失。调查发现，利益相关者通过地方政协、信
访、投诉等渠道反馈意见，尽管各种制度性渠道都畅通，但却未能得到实质性
解决。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由于邻避项目建设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是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显性的
社会稳定风险，对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理论上以及国外公
共管理实践的角度，此类邻避问题完全能够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监管能力、完
善决策的公共参与机制得到缓和甚至解决。然而，本案例的研究结论却是令人
失望的。我们系统考察了北京市某垃圾焚烧项目Ｌ的决策、建设和运营过程，
分析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对邻避项目的社会风险
管理系统存在割裂与破碎化，政府自身的项目决策及执行问题是触发公共项目
“邻避”困境的重要原因。根据案例分析，封闭的决策方式、无法兑现的政府承
诺、非畅通的反馈、协调与沟通以及非制度化的民众的利益诉求机制使得社会
稳定风险不断积聚，最终导致邻避运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政府应当转变以往以项目为中心的风险控制
策略，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主动管理模式，以及动态实时的、全项目周期的社
会稳定风险管理系统。首先，在规划立项阶段，应先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进行项目决策，充分做好可行性评估与公众风险沟通，全方位覆盖利益相
关者，形成开放的决策空间。政策方案应考虑并确保政府承诺的可信度，为后
续环节的风险管理建立信任基础。其次，在建设阶段，垂直监管部门与地方政
府的“条、块”之间应协调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及时、有效、充分的信息
沟通机制与制度化参与途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失灵造成的社会稳定风险。
最后，在运营管理阶段，将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流程进一步制度化，建立实时
的、动态的调整机制，并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顺畅以及利益补偿
和配套政策的有效落实，对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实行问责。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涉及到的垃圾焚烧厂是一种特殊的公共项
目，但其在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上，为政府关于类似的公共项目建设与管理提供
了经验教训。从更为一般的角度言，当出现新的社会情境时，单向的风险控制
系统极易崩溃，原因在于其忽略了风险控制系统本身触发风险的可能性。在此
类的公共项目决策与执行中，政府本身作为风险控制系统，不仅控制风险，也
有可能制造和触发新的风险。所以，政府需要转变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中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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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将“过程”思路纳入到实际风险管理当中，着眼全过程进行系统性与
制度性改善，而不仅仅是策略性的技术改善。

然而，本文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针对的是一类技术相对成熟、具有
公共价值共识和利益的显示度较高的项目，本案例没有对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分
歧和专家参与、价值分歧与利益代表机制进行专门讨论。但这些因素在技术复
杂型的、涉及价值判断的以及不特定的、甚至是隔代的潜在利益群体的公共项
目中将是无法避免的。一个稳健的社会风险管理系统还需要更多的进一步的研
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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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玲（２００９）． “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 开放时代，１２：１０２ － １１４．
刘有贵、蒋年云（２００６）． 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学术界，１：６９ － ７８．
诺伯特·维纳（１９６２）．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郝季仁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彭宗超、曹峰、李贺楼、邵东珂（２０１３）．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新探． 公共管理评论，２：４３ － ６０．
强青军（２０１１）． 基于全寿命周期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控制与监管模式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
斯蒂格利茨·约瑟夫、宋华琳（２００２）． 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

作用． 环球法律评论，３：２６３ － ２７４．
唐钧（２０１５）． 论政府风险管理———基于国内外政府风险管理实践的评述． 中国行政管理，４：６ －１１．
陶鹏、童星（２０１０）．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南京社会科学，８：６３ － ６８．
乌尔里希·贝克（２００４）．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汪忠、黄瑞华（２００５）． 国外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进展． 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２５ － ３１．
许传玺、成协中（２０１３）．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反思与理论建构． 北京社会科学，
３：８７ － ９３．

许耀桐（２００８）． 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研究． 理论探讨，３：１ － ７．
阎耀军、薛岩松（２００９）． 风险社会中的管理时滞与前馈控制———试论基于前馈控制的公共危

机管理创新． 天津大学学报，４：３２９ － ３３５．
杨君、王臖（２０１４）． 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来自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

作报告（２００２—２０１１）的经验证据．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１６５ － １８２．
张基奎（２００５）． 行政承诺的法理学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５４ － ５９．

７３

政府决策与邻避运动：公共项目决策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及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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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童星（２０１４）． “邻避”冲突管理中的决策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中国行政管理，４：１０９ － １１３．
Ｂｊｏｒｋｍａｎ，Ｍ． （１９７２）． 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ａ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３：１５２ － １５８．
Ｄｏｒｎｅｒ，Ｄ． （１９８０）．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ｍｅｓ，１１：８７ － １０６．
Ｆｒａｎｔ，Ｈ（１９９６）． Ｈｉｇｈ －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ｗ －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６（３）：３６５ － ３８１．
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ｕｒｇ，Ｗ． Ｒ． （１９８８）．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Ｒｅａｌ Ｒｉｓｋ：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２４２（４８７５）：４４ － ４９．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 （１９９５）． 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Ｈｉｌｌｓｏｎ，Ｄ．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ＢＳ）ａｓ 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ｅｓ，Ｆｒａｎｃｅ：ＰＭ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ｉｌｌｓｏｎ，Ｄ．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Ｓ． ＆ Ｒａｆｅｌｅ，Ｃ． （２００６）．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ｉｓ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ｒｏｓｓ Ｒｉｓｋ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８（１）：６１ － ７６．

Ｈｏｇａｒｔｈ，Ｒ． （１９８１）．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Ｂｉａｓ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９０：１９７ － ２１７．

Ｈｏｒｎ，Ｍ． Ｊ．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Ｇ． ＆ Ｓｃｈｏｌｅｓ，Ｋ．（２００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ａｒｌｏｗ：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ｒｅｙｇｇ，Ｇ． ＆ Ｓｔｅｉｎｍａｎｎ，Ｈ． （１９８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１）：９１ － １０３．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Ｋ． ＆ Ａｂｄｅｌ － Ｈａｍｉｄ，Ｔ． Ｋ．（１９９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９（４）：４１１ － ４２８．
Ｓｔｅｒｍａｎ，Ｊ． Ｄ． （１９８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３２１ － ３３９．
Ｔｅｅｎｉ，Ｄ． （１９９１）．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 ＤＳ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２：６４４ － ６５５．

ＯＨａｒｅ，Ｍ． （１９７７）． Ｎｏｔ ｏ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ｏｕ Ｄｏｎ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Ｓ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５（４）：４０７ － ４５８．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１）．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Ｗｏｒｋ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ＳＡ．

Ｗａｒｄ，Ｓ． （２００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５（４）：７ － ２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 Ａ． ＆ Ｈｅｉｎｅ，Ｒ． Ｍ．（１９８５）．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 － Ｈｉｌｌ．

８３

◆专栏：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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