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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部署，提出要在建党一百周年

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

要求。

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特大城市和城市群

发展已经构成当前城市化发展

的主导力量和重要特征。任远

教授任首席专家的《新时代特

大城市管理创新机制研究》获

评 202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旨在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对城市管理的要求出发，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和管理

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总结国

内外特大城市管理创新的实践

经验，探索如何推动特大城市

管理创新，提高城市管理和服

务的能力。

全球在不断地城市化，人

口正向特大城市集中。当前全

世界有 70 多个百万人口以上的

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数量和人

口数仍然在继续增长，中心城

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对区域

的带动引领能力日益增强。因

此，切实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机

制，以人为中心，构筑起人际和

谐的社会良性秩序，是国家深

化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

的一个重大政治社会议题。《新

时代特大城市管理创新机制研

究》将为这项议题贡献理念创

新和策略智慧。

特大城市是发展方向

特大城市发展是一个全球

现象，现在是一个“星球城市

化”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大都

市和特大城市在继续发展，而

特大城市增长更主要集中在发

展中国家。我国正经历着人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特

大城市的发展尤其突出。

我国城镇化和大城市发展

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改革

开放之前及初期，城镇化水平

很低，1978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仅为 17.9%，仅 3 个直辖

市属于超过 500 万人口的特大

城市。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水

平快速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

市快速增加。人口迁移和流动

构成推动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

突出现象。

特大城市发展和管理所面

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我国也

不例外。总结特大城市面临的

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人口问题，

如人口膨胀和过度集聚；住房

问题，如房价高企和住房紧张；

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和生态

退化；社会融合问题；公共安全

问题；以及能源资源短缺和交

通拥堵等。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城

市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

最美好的希望，城市让我们变

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

和幸福。不少学者认为，特大

城市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具有强大的集聚经济效益，在

改善城市生活和治理、带动经

济发展、承担产业创新和吸纳

人口集聚方面承担重要功能。

特大城市对国家发展具有领头

羊的作用，都市圈和城市群将

大力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

程。

三个层面的“知识· 实践链条”

追求治理现代化、实践国

家治理是新时代国家的重要任

务。在国家不断城市化的背景

下，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治理

现代化”视角看待特大城市发

展和管理，关键是“从管理到治

理”，将治理理念贯彻在城市管

理创新和城市运行的具体实践

中。任远说，本课题在治理现

代化的观点下开展特大城市发

展和管理的整体研究。

课题的总体思路包括“理

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

究”三个层面。理论研究将基

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理论，完成特大城市治

理现代化的目标构建；在“行动

者–结构–技术–空间”的分

析框架下，完成治理理念下的

特大城市管理创新、实现治理

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实证研究

依据对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内

涵分解建立指标体系，对特大

城市管理运行状况、典型特征、

优势和不足开展实证研究；针

对特大城市发展和管理面临的

重大问题，对特大城市管理创

新的具体实践、实践成效、面临

的主要问题开展实地调研、文

本分析和比较研究。对策研究

从城市管理的机制创新入手，

在现代城市治理的“战略设计

–路径选择”的逻辑思路下，总

结特大城市管理创新的对策建

议。

“治理”是研究的关键概念

任远说，本课题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治理”理念

下推动特大城市管理创新，从

而在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实

践“治理”，提高城市管理的能

力，并促进实现特大城市治理

现代化的目标。

本课题将解决以下一些问

题：特大城市为什么需要从“城

市管理”过渡为“城市治理”？特

大城市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是

什么？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包

括哪些方面？治理如何在城市

运作的过程中得到落实和运用，

并更好地应对城市发展和管理

面临的挑战？如何通过管理制

度创新来落实和实践治理？

在关键问题的逻辑链中，

本课题将结合特大城市发展和

管 理 面 临 的 四 方 面 的 重 点 问

题，探索相应的特大城市管理

创新：根据特大城市的人口变

动特点，如何加强人口管理体

制的创新？结合城市管理的重

心下移，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治

理，完善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体制？在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

的背景下，面对特大城市日益

复杂的城市运行，如何加强大

数据的技术应用创新建设智慧

城市？伴随着城市公共事务的

复 杂 化 和 城 市 空 间 格 局 的 扩

展，在城市多中心化、城乡一体

化、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

过程中，如何加强特大城市的

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课题提出特大城市治理体

系运作的“行动者–结构–技

术–空间”的分析框架，形成一

些具体的指标，构建特大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指数，引导建构

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建构特大

城市管理创新的战略设计。

任远坦言，研究中有不少

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大数据是

一个新兴领域，但相对于数据

来源、开发应用的巨大前景，相

应的城市管理创新实践仍然非

常不成熟。针对此，本课题将

探索《新时代特大城市管理创

新机制研究》将为这项议题贡

献理念创新和策略智慧。如何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构造出大

数据技术应用和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创新生态体系。第二个难

点是，特大城市发展面临一些

传 统 城 市 管 理 没 有 面 临 的 问

题。课题将针对特大城市的特

殊性，探索在都市圈和城市群

发展中创新，实现一体化的治

理、整体性的治理。

任远充满信心地说：“我们

的研究是根植于中国经验和中

国实践的研究，将对特大城市

的城市治理问题形成具有中国

话语的研究发现，对世界特大

城市发展和管理产生出具有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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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人口与

发展、人口迁移流动、城镇化的发展和治理、福利制度和社会

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上海市社科基金、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决策咨

询等各类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共计16项。《未来的城镇化道

路》（独著）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

作类二等奖。

任远任远：：

在“治理”理念下推动特大城市管理创新
任远教授谈《新时代特大城市管理创新机制研究》

重大项目写真 Research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两个项

目在4月10日举行的吴文俊人工

智能科学技术奖十周年盛典获

奖。冯瑞团队牵头的《智能视频计

算关键技术及其在公共安全中的

应用》项目成果荣获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张军平所著的《爱犯错的智

能体》获得科技进步奖（科普奖）。

《智能视频计算关键技术及

其在公共安全中的应用》项目面向

国家重大应用需求，突破了大范围

复杂场景下的海量智能视频感知

与理解、面向跨媒体内容智能生成

与描述的自优化迭代跨模态内容

智能生成与描述系列等关键技术，

研发了系列系统与产品，并开展了

示范应用与产业化推广。成果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19项，发表学术

论文177篇，取得软件著作权35

项，研制的系统在全国数个省市推

广，部署点位超过1 万个，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爱犯错的智能体》以通俗易

懂又十分生动有趣的方式阐述了

智能体的多种知觉在环境交互中

的诸多误判。从“简单视觉错觉”、

“复杂视觉错句”、“听觉、体感和语

言”、“梦、顿悟与情感”、“群体智

能”方面多角度阐述了智能体感知

的诸多因素。

来源：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我校两项目获吴文俊奖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久存课

题组和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晓课题组合作研究揭示中国汉

族人群皮肤微生态宏基因组特

征，为进一步探索皮肤微生物功

能、利用皮肤微生物改善皮肤状

态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

果以《人体皮肤微生物耐药基因

组特征及两种微生物皮肤型的鉴

定》2月17日在线发表于《微生物

组》（Microbiome）杂志。

研究团队首次对中国汉族

人群的皮肤菌群进行了大样本

研究，建立了首个跨人群的人类

皮肤微生物组基因集。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李志

明，复旦生科院王久存课题组博

士后夏晶晶、硕士研究生蒋刘一

琦及博士研究生谈益妹为本文共

同第一作者，王久存、生科院讲座

教授及德国莱布尼兹环境医学研

究所院士Jean Krutmann、华大生

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和聂超

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论 文 链 接 ：https://link.

springer.com/content/pdf/

10.1186/s40168-020-00995-7.pdf

来源：生命科学学院

王久存课题组合作研究揭示
中国汉族人群皮肤微生物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