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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城管积极探索基于创新 2.0 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新模式，努力打造市民参与、社会协同共建、
共享、共治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本文介绍了北京城管利用维基开放文档管理技术探索维基政府合作民主模
式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应用，提出了政务维基的业务流程，研发了“我爱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
政务维基作为一种新型的公众参与技术，通过开放的政府知识管理平台的建设，有助于激发并汇聚群体的智
慧和力量，提升公共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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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jing City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is exploring a new city public service mode based on
innovation 2.0.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use of Wiki in Beijing city management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Wiki
Government as collaborative democracy in the area of city management public service. The business procedure of
government wiki, as well as the open govern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is proposed. MyCity
Government Wiki, “I Love Beijing”, is launched in 2012. Government Wiki, as a new form of public involvement
technology, can enabl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strength for better collaboration a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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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融合与发展改变了知识获取、传承、积累和创造的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创
新活动的形态，推动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在创新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
创新正由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转变，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下一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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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创新 2.0 正逐步浮现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 。
创新形态的演进影响了互联网形态的演化。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将这种强调开放互动、以用户
为中心的互联网形态命名为 Web2.0。Web2.0 不同于单向获得信息的 Web1.0，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
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在模式上由用户单纯地“读”向“写”和“共同建设”发
展，由被动地接收信息向主动创造信息发展，从而更加人性化。
创新 2.0，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对传统政治参与、政治决策、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在内的所
有国家政治行为和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崭新机遇，也推动了政府形态的演化，催生了政府 2.0。
政府正从条块分割、封闭的架构迈向一个开放、协同、合作的架构，以维基（Wiki）为代表的技术和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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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这一进程中充当了重要的催化剂。 维基开放文档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通过开放知识管理平台的
建设，正在推动以维基政府为代表的创新 2.0 时代合作民主新形态，是政府 2.0 的重要实践。
2.维基百科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启示
维基模式及与其相关的 Web2.0 技术可能带来信息革命的新浪潮，在各类与互联网相关的产品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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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将带来重要影响 。维基百科是其成功应用的典范之一。由于用户的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维基百科被称
为创新 2.0 时代的百科全书、人民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是基于 Wiki 技术、面向全球、多语言支持的百科
全书协作计划，同时也是一个内容自由、任何人都能参与、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网络百科全书，其目标和宗旨
是建立一个完整、准确、中立、动态、自由、开放的全球知识体。
2.1 维基技术概述
维基（Wiki）的概念由沃德•坎宁安（Ward Cunningham）于 1995 年提出。其最初的意图是建立一知识
库工具，其目的是方便社群的交流。
从技术角度来看，Wiki 是一种超文本系统，是一种多元协作的网络写作工具。Wiki 网络平台由众多网
民共同创造与维护。在维基平台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参与同一主题下的信息创
造。围绕共同主题贡献多元智慧，对这一主题相关的信息进行无限的扩展。在维基页面上每个人都可浏览、
创建、更改文本，系统可以对不同版本内容进行有效控制管理，所有的修改记录也会保存下来，不但可事后
查验也能追踪、回复至本来面目。同一维基网站的写作者自然构成了一个社群，维基系统为这个社群提供简
单的交流工具。
从应用角度来看，维基技术又是 Web2.0 技术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
信息创造模式，维基模式是知识社会条件下用户参与、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生动诠释。通过组
织大规模协作以获得无限创造，并使其创造成果为社会共享的技术。维基技术解决了信息时代背景下，知识
获取和共享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1、如何解决人类对知识需求的无限性和满足知识需求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2、如何将高度分散的人类智慧能量围绕同一目标，合理协调、科学汇聚，并在一个系统之中予以运行。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Wiki 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思路：设定宏大目标、通过网际协作，将分
散的个体创造能量聚集到同一目标的系统运行中，组织大规模的创造，将这一目标不断实现并不断完善。其
创造成果（包括其创造过程）为社会所共享。
2.2 维基百科：创新 2.0 时代的百科全书
维基百科是典型的基于 Wiki 技术的应用，是由全球用户共同参与编写，是自由、开放、共享的在线大
百科全书，目前已拥有超过 360 万个英语词条，几乎是大英百科全书的 38 倍。作为创新 2.0 时代的百科全
书，维基百科与传统百科全书相比，蕴含着复杂、深刻的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等方面的创新，具有以下四方
面的特征：
开放，维基百科允许大众的广大参与，保证了其平民化的特点，它回避了传统百科全书有领域精英参与、
审阅、论证等繁琐过程，任何注册者都有资格修改百科全书中的任何条目。
平等自由，任何用户在百科网站上享有同等的自由度，并且被要求本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原则进行信
息发布、修改。维基百科不会倾向于某个观点，而是保持中立，让所有参与者去判断、思考。
共享协作，维基百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共享平台，并形成创作者与分享者之间的平衡点。世界各地
的用户都可以基于该平台针对某一主题内容进行协作，通过不断地编写和修订，最终完善相应的词条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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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备，维基百科是众人协作编写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涵盖地理、历史、社会、科学及教育等各个领
域。大部分知识点经过不同的用户多次编辑不断修正形成，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

2.3 维基百科的影响对政府管理的价值
维基百科的开放、平等自由、共享协作、全面完备等特点，彻底改变了传统百科全书的运作模式和传播
方式。维基模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开发方式。维基百科实现了知识的共享互动，使
知识以更自由的方式快速地传播，有力地推动技术普及。维基百科的协同合作模式在公务事务中的应用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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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新产生着革命性影响，是一种新型的公众参与和高效的政府指示管理的合作模式 。利用维基技术在
政府的应用，汇聚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公共参与政府决策与管理，将开放协作的工作理念与实践带入
政府管理领域，可以有效的汇聚大众智慧，强化知识管理，优化决策效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维基技术在
政府内的应用也催生了新的民主治理方式——合作民主，这种民主的决策方式通过保障合理、公开、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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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治理过程，实现普遍接受的判断和高质量的治理产出。 这种强调用户的参与、互动协作及开放平台架
构的政府创新，也即为政府 2.0。
3.创新 2.0 视野下的政府 2.0
政府 2.0 是创新 2.0 时代的政府形态，通过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
和 SNS、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工具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作为
平台的政府，其实质是政府形态完成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政府 2.0 是作为平台的政府、服务导
向的政府、开放的政府，致力于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与互动塑造公共价值。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下一代创新的视角来审视信息时代的政府创新，正是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融合与发展改变了知识的获取、传承、积累和创造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创新活动的形态，
并推动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创新 2.0 模式的浮现，并有力促进
了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和创新。从工业时代的政府发展到基于门户网站的传统电子政府，从焦点只关注于政
府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维基、sns 等社会工具汇聚大众智慧，实现职能转变、观念
改进以及体制机制和管理服务方式的再设计与建造，政府创新进入移动政府、流畅政府时代。
创新 2.0 作为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社会环境下、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大众创新、
开放创新、协同创新，通过多主体、多要素互动、双螺旋驱动不断推动创新涌现，将面向用户的价值实现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创新 2.0 视野下，政府 2.0 的关注焦点将是如何利用信息化更好地实现政府、企业、公
众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真正实现从电子政务向电子公务的转变，从政府管治转向社会治理以及以市民为中
心的服务导向。创新 2.0 视野下的政府 2.0 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将实现作
为平台的政府架构，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实现从生产范式向服务
范式的转变。其特征内涵包括：
一、用户创新。公众参与政府创新过程，为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参与到公共产品的交互体验设计、公共
决策中，不断的优化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二、大众创新。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更方便的获取、交流、更新知识，BBS、博客、微博，
特别是维基平台进一步推动知识收集、产生、共享的新模式，并改变创新的形态。政府 2.0 的大众创新通过
维基、微博等社会工具为公众提供创建、分享信息与知识的协作平台，激发大众的智慧，促进创新的涌现，
汇聚群体智慧，为不断优化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机遇。
三、开放创新。包括政府公共服务数据内容、数据标准及相关工具的开放，方便社会对政府数据的使用
和共享应用，以及市场、社会资源对数据的进一步深入开发利用，产生社会价值；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可以
用更低的成本、更方便的方式使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
四、政府的定位是掌舵而非划桨。利用 web2.0 技术，面向创新 2.0 的平台搭建不但可推动管理人员间
的交流与合作，还可通过平台实现政府、企业及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协同，从政府为主体的政府行政过
程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过程，实现协同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推动了管理与服务形态的转变，推动了由政府管治为主向以公共服
务为主的转变。创新 2.0 视野下的政府 2.0 是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管理创新模式，是一个整体、
开放的平台，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沟通、互动、协同的平台。维基在政府中的应用所塑造的以
维基政府为代表的合作民主新形式正是政府 2.0 的典型代表。
4.城管政务维基，汇聚群众的智慧管理城市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按照“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积极探索面向创新 2.0 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新模式，
推动北京城管领域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城管政务维基是利用维基技术，实现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中的
政府 2.0 的典型应用。
“我爱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以创新 2.0 背景下的政府知识管理为理论内涵，以政务公开为基础、
以政务服务为核心、以政民互动为前提、以平台整合为目标，借鉴全球范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维基开放
文档管理技术，开发基于维基的政府知识管理对外应用，体现政府职能的服务化，创造政府内部以及政府、
企业和个人联成一体的新的合作机会，实现知识和服务共享，是北京城管地图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元素，是
智慧城管的主要内容，是政府 2.0 的集中体现。
4.1 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业务模式
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依托维基开放文档管理技术，以北京城管地图公共服务平台为载体，是新时期
政府知识有效管理、共享的创新型应用。一方面，城管机关将新的决策意图和相应的初始文本在维基系统上
呈现出来，面向公众征集意见，特别邀请相关利益关联人士共同编制、修改和完善文本，探讨解决问题的手
段和方法，在全面提升城管决策透明度的同时，积极邀请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决策管理过程，汇聚群众智慧
管理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管理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让相关专家和关注城市管理的社会公众参与，城市
管理相关知识的协同获取、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等管理过程，建立一个开放的城市管理知
识库，为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管理支撑。
4.2 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功能设计
“我爱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的建设和应用，以创新 2.0 背景下的开放知识管理和公共治理为理论内
涵，实现了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各区县执法局和街乡执法队与辖区市民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工作方案通过
城管维基系统征集意见，让志愿者和社会各界共同编制和完善，积极参与城管决策管理过程，汇聚群众智慧，
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的主人翁意识。系统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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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业务模式

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的功能实现包括三个板块：

城管维基
知识库

一是“权威发布”板块：城管机关正在征集意见的文档。该板块是各级城管部门正在编制的、需征集社
会公众意见的文档，并特邀相关领域专家、一线城管队员、部分关心城管工作的志愿者等参与，同时任何公
众均可参与，共同编辑、修改和完善这些文档，贡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通过此板块，公众可以积极
参与城管执法机关正在研究、准备出台的政策文件和各类工作方案的编制和修改，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将认真
吸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北京的城管执法工作更具科学性。
二是“问计一线”板块：一线和市民参与发起的文档。该板块是一线队员和市民就相关城市管理问题发
起的相关建议和文件编制。形成的政策建议和工作方案，如果得到多数一线执法人员和市民的支持也可被各
级城管机关直接采纳并应用在工作中。通过此板块，公众可以对城市管理的所思、所想及身边城管问题的洞
见告诉北京城管，为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出谋划策；公众的建议和发起编辑的文件很可能转变成北京城管的
政策、方案。有效提升公众在城市管理和运行中的主人翁意思。
三是“热点解读”板块。该板块是由关注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工作的网友共同编辑、完善和普及城市管
理的相关热点词汇和知识，包括科技前沿、政策文件、科技城管、队伍建设、环境整治、城市管理及行政执
法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此板块，公众与北京城管机关共同编辑、分享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城管执法及科技
创新方面的维基知识库，将这里建设成为城市管理工作者、志愿者了解城市管理知识、分享城市管理知识、
探索城市管理新知与科技前沿知识的平台，将这里建设成为最大、最活跃的在线城市管理知识库。

图 2 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界面
4.4 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的应用效果
作为国内第一个政务维基系统，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自 2012 年 7 月投入运行以来，吸引各方专家、
基层管理人员和市民参与完成了《“智慧城管”顶层设计》、《城管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范》等文稿的编
写，并搭建了城市管理在线知识库的雏形，对汇聚群众智慧共同管理城市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依托该系统，
市民可以分享城市管理知识，提交相关提案，并直接参与政府文件的发起、起草和修改过程，从而真正实现
[7]

了社会“自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相互融合 。目前，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的建设还很初步，在信用机制建
设、可视化协商、开放知识管理方面，以及进一步发动社会的广泛参与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提高
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北京城管通过搭建政务维基平台，让各利益相关方、公众有机会广泛参与到公

众行政过程中去，对行政决策施加影响，对行政过程进行监督，与公共部门开展合作，对进一步提高公共服
务部门的行政绩效，满足公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政务维基的应用，更将带动维基政府
新形态，创造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联成一体的新的合作机会，开创创新 2.0 时代的合作民主新机
[6]

遇。 北京城管正是基于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的理念，以及维基百科的开放、参与精神，依托维基百科开
放文档管理技术不断推动“我爱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实现汇聚群众智慧和社会力量共同
管理城市。
5.结论和展望
“我爱北京”城管政务维基系统，是依托维基技术，建设维基政府在城管领域的初步探索与实践。该系
统是北京市城市管理领域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交流重要平台，通过将维基模式与城市管理工作相结合，
实现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各区县执法局、街乡执法队与辖区市民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工作方案通过北京城
管维基系统征集意见，让各领域专家、志愿者和社会各界共同编制和完善，通过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享，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让普通市民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管理过程，汇聚群众智慧，进一步激发广大
市民的城市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推动“人民城市人民管”和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管理工作氛围。
随着政府 2.0 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社会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的将进一步的提升，对政府
工作的信息透明、平台构建、协同参与等方面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维基技术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建设开放的城市管理知识库将会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城管政务维基实践的经验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其他政策领域，通过维基技术应用强化对用户创新、开放
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的支持。基于维基协作吸纳社会各界专家、大众深入广泛的参与，对于促进公众
整治过程参与、提升公共决策和管理水平、促进决策合法化都具有很好的价值。政务维基作为一种新型的公
众参与技术，通过开放的政府知识管理平台的建设，有助于激发并汇聚社会各界的群体智慧和力量，并进一
步推动创新 2.0 时代维基政府和合作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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