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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路径研究

张 洁 梅 唐 冰 辛

摘 要：政府支持、政策导向等关键因素推动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发展成果又反馈到政府城市管理的过程

中，成为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内在驱动力。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构建科

学的精细化管理体系，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人为本，增加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现代城市实现精细化

管理要求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从市民的角度定义城市管理价值，以数字的方式驱动精细管理变革。当前城市精细

化管理办法的持续性、科学性有待加强，协同共治的参与性、平衡性有待提升，需要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现构建科学路径，从而推进现阶段我国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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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呈现出

数据参与价值创造的新特征。搭乘着数字经济的

东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进入了快速发展及转变

阶段。新时代下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对中国数字经

济时代的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截至2019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这表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下的“城市中国”特征正逐渐显现。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市治

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进一步延续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

功夫”的指示。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2018年以来，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省级政府都相继出台了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数字经济发展的大

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实行精细化管理是

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更加贯彻的

最优管理模式，中国城市从传统的粗放型管理向精

细化管理的过渡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城市面

临的普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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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时代对中国城市管理

提出的新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下在快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中

国各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均面临一系列的难题，传统

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

和历史机遇。

1.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形势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广泛存在

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成为各领域创新转化、

开放发展的新蓝海。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为

互联时代各领域的发展助航，也可以提升整体的

资源利用水平，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数字

经济提出了不同的见解：Don Tapscott（1996）在

《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一书中

首次使用数字经济的术语，被誉为“数字经济之

父”。Manuel Castells（2003）在信息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重建中定义数字经济，进一步将数字经济的

概念推广开来。2016 年，G20（20 国集团）杭州峰

会指出：数字经济是指用数字信息作为关键性的

驱动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

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

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已有的研

究基础上，本文延用 G20 研究峰会中对数字经济

的定义。

中国的数字经济从 21 世纪初进入萌芽时期，

2008年经济危机后发轫，给多个行业带来了潜移默

化的影响。2012年底，智能机使用人数首次超过台

式电子计算机，意味着中国的数字经济迈入新的发

展阶段，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向移动端全

面转型，之后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经历了蓬勃

发展时期，各行各业全面拥抱互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集成新业态出现，以微博、知

乎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和虚拟城市社群也逐渐发展

起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及方式转变

的重要动力。

2.中国城市管理的新要求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快速

发展时期，2019年底已达到 60%，因此城市已经成

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地。中国数字发展与就业白

皮书（2019）中指出：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34.8%。数字经济时代，中

国经济政治文化都进入到一个改革的过渡时期，中

国城市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社

会结构正进行着转变，各大城市面临着人口基数

大，资源分配紧张，居住环境恶化等现实难题。传

统的粗放型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

求，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随

着“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五共理念”在

城市管理中不断被重视和应用，中国城市改变管理

模式也势在必行。

3.精细化管理的新应用

泰勒于1911年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最

早提出了精细化管理的概念。该管理理论虽然源

起于美国，但是在日本得到应用和普及，并于 20世

纪 50 年代在日本发展成为了一种企业管理理念。

丰田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是丰田公司实

行精细化管理具有代表性的探索成果，该公司顺应

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浪潮，通过对流程的标准

化治理，调动员工参与的热情，逐步进行流程改善

和精细化，从而提升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精细

化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管理模式，是顺应

数字经济时代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

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被应

用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2017 年两会召开时，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的总体要求，使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在中国城市管

理中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如今中国的城市精细化

管理已进入到顶层推动和创新发展阶段。一些学

者对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和实现途径进行

了论述。庄少勤(2007)深挖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内

涵，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精细化管理系统，包含管理

精深化、作业精细化、服务人性化三个层次。唐皇

凤(2017)把城市管理精细化视作一个“理念—制度

—政策—技术—行动”五层次的概念，包括以人为

本，创新服务的理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协同化、

治理手段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治理标准的规范化。

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就是贯彻精细化管理的理

念，侧重智慧引领和管理模式创新，倡导多元主体

建立互联互通的共治网络，从而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使管理思想向城市居民价值主导转变，提升市

民幸福感。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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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原则

城市是一个实体，需要各类参与建设的主体不

断投入资源建设完善，也需要对成果进行精细化管

理，推动城市健康发展。中国城市实行精细化管理

是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从城市发展进程

来看，现代城市实行精细化管理与自由、平等、和谐

的社会治理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实行精细化管理有

重大的时代意义。

在管理规范的基础上，现代城市应该加强具有

现代化特征的新原则的构建进程，强化底线思维，

更新精细化管理过程的理念意识，推动精细化管理

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细化管理要把

服务深入到城市的所有空间及人群，及时有效的解

决治理过程中的各类难点、重点、热点问题，更加提

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新生事物的运用，把管理

工作从城市具体事务的工作内容上升到科学精细

的管理理念的高度，转变管理职能，提升服务效

能。精细化管理更要求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结合

数字经济的特征及优势建立新型智慧城市，强化多

元共治的治理理念，以国际化的视野推动城市精细

化管理进程，真正实现管理中体现服务，规划中体

现精细，模式中运用数字的现代化治理。

1.从市民的角度定义城市管理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11 月在上海调研时指

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进一步

深化了城市人民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的主体

地位。数字经济的发展让城市居民的个性化得以

释放，使其参与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热情显著提

高，不断从需求上倒逼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市

民为中心”的理念逐渐转变为政府实行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价值选择。在中国的社会治理框架中，将公

众置身其中既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还能够实现人

民当家做主的诉求，同时也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必然

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生动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

众路线。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量的丰富，使市民对城

市的发展及管理能够做出更加合理的判断。由于

市民最终决定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价值，政府既要

关注市民明确表达的诉求，也要挖掘市民由于时代

进步即将产生的潜在诉求。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只

有以市民价值为主导不断地创造价值，才能赢得人

民，管理好城市。市民价值主导逻辑下的城市精细

化管理如图1所示。

提升人民幸福感，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和

政策语境下将党的初心和社会民生资源对接的生

动诠释，彰显了我国改革发展重心的进一步下移。

重心的下移同样体现在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过

程中，在新的城市治理格局下，城市居民幸福感成

为评估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新标杆。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灵魂，是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使城市成为更优

越的生命场所（秦德君，2018）。中国城市实行精细

化管理除了提升标准化、智能化、网格化之外，更要

提升管理过程中的人性指数，追求带有温度的可持

续综合发展而非一时的突进，真正以市民价值导向

调整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战略目标和治理结构，才能

精准的把握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核心价值。

2.以数字的方式驱动精细管理变革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扩张，人类社会逐步向

“人与数据对话”“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时代过渡（何

大安,2018）。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

察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善

于利用互联网优势，着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

上下功夫，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细化、

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

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

做到心中有数。”此论断进一步强化各级治理主体

对城市精细化管理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经济

产物的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管理活动

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精细化管理系统将现实世

界完整的映射在数字空间，每一条数据都拥有多个

图1 市民价值主导逻辑下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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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及价值，如何发挥它的最大价值需要城市管理

主体进行精细化设计。

谷歌公司 2009年在《自然》杂志上通过大数据

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了精准的预测，向世界展示

了大数据的魅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在城市管

理中的应用与创新，也为政府向参与城市管理的主

体开放参与管理活动的权限提供数字化赋能。例

如：城市管理通过算法和各类遥感系统的应用，对

各类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和统一调配，强化管理模块

的衔接，将传统纵向管理流程转换为扁平式的管理

流程，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块数据”技术将跨地

域的城市管理数据进行分类整合，改变管理方式，

促进数据流通，为政府进行精细化管理提供更为全

面的技术支持；电子政务的推广提升了管理效率。

从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本质上来看，数字参与能

较好的融合城市管理主体客体的发展和变化，无论

是城市管理系统技术上的升级，还是管理场景上的

延伸，数字技术都表现出更加灵活多样的特点，可

以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变革。

3.用协调的手段构建城市共治网络

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已经不是管

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过

程。在传统的城市管理活动中，政府作为主要的城

市管理者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客观存在的管理活动

边界弱化了信息传递，在进行城市管理时构建了信

息孤岛，使其管理活动缺乏针对性、科学性和实践

性。尽管政府通过各种努力加强自身城市管理的

水平，但是受到信息禀赋值的限制，管理模式的创

新速度难以跟上时代的变化。因此在精细化管理

的过程中强化信息交流，用协调的手段构建多元主

体参与的城市共治网络就十分有必要。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建立起来的数字方

式，打破了城市精细化管理内部和外部的边界，为

共治网络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政府、企业、民间组

织、市民共同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有利于将全社会的

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在城市共

治过程中，应该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职责共担关

系，从制度层面清晰界定不同主体的责任范围，在

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下，不断创新优化城市共治网

络，使相关主体能够主动、高效的参与其中，打破传

统城市管理的局限，全面构建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

治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

三、当前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短板

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在政府与各个参与主体的

共同作用下，为了坚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初

心使命，通过组织、协调、指导、规范以及监督和纠

正等方式，对精细化管理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和环

节以及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进行管理。因此，从广

义上讲，城市管理与“社会统筹”的概念相近，其主

体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专门机构，客体或者管理对

象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桑德尔，2008)；从
狭义上讲，城市管理单指政府在权力机关的授权

下，对不属于原有社会部门管理的城市公共事务进

行的管理。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单一城市管理

方式无法跟进改革的大势，存在诸多问题，如：强调

政府在城市管理的主导地位忽视多元主体的参与、

追求改革进度缺乏对出台政策的前瞻性等，这些问

题的存在都制约着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

进程。

1.管理办法的持续性、科学性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市民

有了更高的要求。个别地方政府的规划者在推进

城市管理的进程时缺乏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科学思

想，缺乏对城市管理职责边界的正确认识，缺乏对

市民利益的切实关注，忽略政策可行性、科学性性

研究，在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上还存在不足，补短

板、强弱项、提品质的精细化管理任务目标的实现

存在障碍。

2016 年 11 月 30 日，某市在 22 时下发紧急通

知，决定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次日各中小学

停课。12月 1日凌晨 2时许，又通知各中小学不再

停课。短短四个小时，停课与否的转换，让各相关

教师、家长措手不及，消耗了市民精力。在城市建

设的过程中，个别地区由于更换城市管理者，导致

正在实行的城市规划办法被推翻，存在不少烂尾工

程，空壳工程的现象，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2017
年，各城市推行单双号限行的管理办法，但由于缺

乏科学的研究，个别地区的政策也频频更改，“便

民”举措变得“不便民”。部分地区存在照搬试点地

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的情况，没有因地制宜结合

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导致政策规划“水土不服”，不

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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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城市的具体事务管理过程中，对于整合

治理多采用“突击检查”和“违规即罚”的方法，不能

使市民更好的理解城市管理决策的长远用意，管理

精细化办法缺乏科学性，导致垃圾未分类、款搭乱

建等“城市疾病”反复出现。此类事件和政策实施

情况暴露出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决策者没有运用科

学的方法来分析管理办法的落实效果，缺乏长远的

规划贯彻出台的政策，阻碍了精细化管理的进程。

2.协同共治的参与性、平衡性有待提升

中国的城市管理尚未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社

会各参与主体在自发形成的平台中和政府组织中

更偏向于信任自组织平台，对于官方平台的共同管

理渠道参与意愿不够强烈。一些城市及下属社区

开辟大量信息交流平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社会

各主体参与度不强，建言献策的可实施性、规范性

较低。

随着电子政务在我国的推广，各城市相继在官

方门户网站上开放市长信箱、政务回应、意见征集

等栏目，来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众等共

同参与城市管理开展新的尝试。我们对某省下属

部分市级的门户网站进行了统计，大部分民众及企

业主体倾向于从自身角度提出问题及困难，未给出

科学性的解决方案；总体的参与度较低，建言献策

栏目发布人数不多；部分提出的方案缺乏可实施性

和前瞻性。通过线下调研我们就近走访了 15个社

区，居委会在就某政策实施征求意见时，每一个社

区固定参与的人数只有30人左右，在3万人的大型

社区参与人数也不足60人，且大部分为退休的老年

人群。

虽然针对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各地都以政府

为主导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管理权

力的下移仍未形成长效的规范实施机制，各社会主

体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及科学性仍有待提升。

3.基层自治的明确性、规范性有待深化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是我国进行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有益探索，此模式是在市、区两级政

府的基础上，形成市、区街道办三级纵向管理体制，

通过扩大基层街道办权限，充分发挥其管理功能。

然而在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中，其条块特征较为明

显，基层自治的明确性、便捷性有待深化。

一是管理线条过多，在实践过程中，每个社委

会要对应 2至 3个行政线条，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压

力，自治空间受到侵占。二是自治属性不突出，按

照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派出机

构。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居委会需要协助行政部

门、法院、人民团体处理大量事务，按照性质划分，

居委会完成上级分配任务的优先级更高，而忽略了

居民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自我治理的要求，表现了

基层治理工作片面化和明确性不够突出的问题。

四、中国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科学路径

根据我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发展进程和面临

的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城市精

细化管理的科学路径：

1.加强法制建设与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 2006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

指出：“要创新城市管理手段。在运用经济、行政手

段管理城市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城市

管理，建设‘法治城市’。”为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的精

细化管理指明了条件。目前宏观层面上的《城市管

理法》尚未出台，但是各地依照各部委条例出台了

地方法规规章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进程。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六化”建设方向总包

含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2019年，北京市出台

《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意见》，提出通过加强

法制化、标准化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河南

安阳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自觉运用精细化

管理的思想，编写了《安阳城管执法精细化管理工

作法》，这些都是我国在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中法制层面的有益探索。

在加强法治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国家、城

市、部门方面应结合自身职能，基于时代特征和改

革要求因地制宜的制定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也应

该运用大数据的方式，明确目标绩效考核评价的方

法，探索出台城市精细化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施行细

则，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城市管理中基层自治中规

范性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快改革进程，创新管理体制

机制。首先强化加强高位协调，打造先规划、再建

设、后管理的纵向管理体制十分有必要，这要求城

市管理管中破除各主体横向交流的瓶颈，探索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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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系统的协调机制。另外要贯彻管理权力下移

的理念，充分放权，使市民可以参与到管理过程

中。最后需要建立城市发展成果共享的激励机制，

调动各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强化进

程推进。

2.坚持智慧引领与模式创新

智慧城市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管理

中被广泛应用，是以技术发展推进管理升级的重要

体现。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开始的较早和技术领

先等原因，城市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较为成熟，伦敦

通过“Talk London”等数字化平台，广泛推动社会各

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破除信息孤岛的困

境；米兰建设数字运营中心，与MI020（米兰城市数

据生态系统）中的城市开放数据集成，提高城市管

理中的智能化水平；东京打造社会各主体协同参与

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共同推进各民生领域的发展。

在国内，发达城市“城市大脑”的运用，在精细

化管理中也初见成效，“堵城”杭州在全国拥堵排名

第5位下降到第57位；上海的“社区大脑”运用数量

巨大的传感器布点，将城市监控、警报、机动车管理等

27个应用场景连贯起来，提升了精细化管理的能级。

未来我国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一是要结合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升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

统，实现辖区范围内全面覆盖；二是更新网格化管

理技术，加强城市的动态监控，建立全国规范的管

理平台；三是划分精细化管理单元，加快大数据等

适用技术的开发，提升建设效率，整合相关资源，加

强智能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同爱好的用户在

网上聚合成为虚拟社群，协同分工，共享新知识，为

城市精细化过程中的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新思

路。虚拟社群作为一个自我发展的平台，可以涵盖

市民、政府、企业等多个主体，在这里个体独特性得

到最大体现，各主体进行信息交换的同时也可以参

与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政府想要建立协同共治的

局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建立本

城市、本社区的粉丝社群，促使跨界连接局面的形

成，强化碎片化价值的聚合能力，丰富精细化管理

形式，更好的关注市民的多样化需求。

3.突出城市品牌与人文关怀

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必须着力加强城市

品牌建设。精细化管理需要政府通过大量的数据

深入分析城市市民的需求，需求的不同导致不同城

市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差异性。面对创新的浪潮，

城市精细化管理更加提倡包容，各地应结合自身城

市的发展现状和社会各主体的需求，实行具有地域

特色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推动城市发展的品牌

化。一些城市只是照搬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理论，采

用相似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一味强调刚

性，缺少包容性，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具有区

域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理念。在数字经济时代，

中国的城市应通过精细化管理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征的城市品牌。

城市精细化管理也应兼顾对市民的人文关怀，

打造良好的生命场所，在人文方面完善城市管理系

统，提升城市管理中的人性指数，彰显人的价值。

以地摊经济的管理现状为例，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

时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因地制宜的释放地摊

经济，给与从业者合法地位。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

造成冲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 4月份城镇

调查失业率达到 6%，创近年高峰。放开地摊经济

有助于缓解我国的失业现象，但对城市的精细化管

理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在面对诸如地摊经济时，城

市管理人员要防治“一刀切”政策的泛滥，倡导城管

人员由“驱赶型”向“规劝型”、“服务型”转变，各部

门探索联合出台办法规范包容地摊经济，给与从业

者最大的尊重，使城市真正成为宜业宜居的生命

场所。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到中后期阶

段，新技术的应用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城市

精细化管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对城市的描述是：城市是充满智慧、勇敢、

和谐的城邦，公民十分有道德，国家稳定和谐。我

国在顶层设计上要求精细化管理权责分明、服务为

先、多元共治、创新治理，给城市管理初步指明了方

向。精细化管理对于协同共治的主体来说是理念

与愿景，更是责任与担当。只有用开放包容的心态

推进城市精细管理现代化，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强化

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力争我国的城市文明在全球处于领先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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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hinese Cities to Realize Delicacy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Zhang Jiemei Tang Bingxin
Abstract: Key factors such a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policy guidance ar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s development results are fed back to the government's urban management process, becoming an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Chinese cities to achieve refined management. The main purpose of refined management in Chinese cit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s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fined management system to solv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put people first, and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urban residents. To realize fine management in modern cities,
people's interests should be the core, urban management value should be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 and fine
management reform should be driven by Numbers. At present, the sustaina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refined urban management
method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balance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need to be improve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pa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fined urban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refined urban management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City Management; Delicacy C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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