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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治理是时下中国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遥 从技术层面尧价值层面尧战略层面等对治理进行审视很有

必要遥 作为技术层面的治理袁其具有多主体性尧弱政治性尧重竞争性尧求实效性等四个特征曰作为价值层面的治理袁其具有

人本性尧合法性尧公正性尧互惠性等四个特征曰作为战略层面的治理袁其具有超前谋划性尧鲜明时代性尧网络协同性尧整体推

进性等四个特征遥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和生态环境中袁转型中国的治理除了要秉持治理的一般特征外袁尤其要重视时

空布局要要要既要在时间布局上有穿透力袁又要在空间布局上呈立体式遥
关键词院治理曰技术曰价值曰战略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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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冶的战略目标以来袁野治理冶旋即成

为中国学术界一个极其热门的研究主题袁 政治学尧
公共管理学尧社会学尧经济学尧法学袁以及哲学等诸

多学科的学者都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研究袁所产生

的成果颇为丰富袁但对治理进行立体式考察的并不

多见曰尤其是在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还存在着这样

一种现象院野操的是公共治理的术语袁表达的是非公

共治理的涵义袁推行的是非公共治理实践遥 冶[1]总而

言之袁当野治理冶被中国的学者广泛使用时袁治理就

发生野变异冶了遥 有鉴于此袁很有必要对治理的属性

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描述袁以此为国内

学术界展开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遥
一尧治理的技术之维

野治理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进入人们的

学术视野的遥淤何谓野治理冶钥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

解和说法袁或者把野治理冶看成是野管理冶的升级

版要要要这意味着野治理冶还是一种野管理冶袁或者把野治
理冶看成是野管理冶的替代版要要要这意味着野治理冶并
不是一种野管理冶遥我们姑且不论野升级版冶或者野替代

版冶的说法是否正确袁仅就作为一种对影响国家或社

会正常运行的各种问题进行 野整治修理冶 的活动而

言袁野治理冶 无疑是一种技术性的实践活动遥 进而言

之袁野治理冶 实质上就是一种使国家或社会维持或恢

复正常运行状态的技术手段遥那么袁作为技术层面的

治理袁主要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院
渊一冤多主体性

严格意义上的治理活动及其理论发源于西方遥
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野治理冶下过一个颇具代表性的

定义要要要野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

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遥 冶[2]在这个定义

中袁野治理冶的多主体性得到了清晰的呈现袁即野各种

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冶是野治理冶的题中应有

之义曰换言之袁当这些丰富的主体不被囊括时袁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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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之为野治理冶遥 当然袁对于野治理冶的多主体性袁还
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理解遥 从系

统论的思维来看袁野治理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袁而在

野治理冶这个一级系统之下袁还野包括政府治理尧市场

治理尧社会治理三个子系统冶遥 [3]就野治理冶的三个子

系统来说袁无论是哪一个袁其主体都不是单一的遥 在

每一种治理子系统中袁 既有一个主导型的治理主

体袁同时也有其他的参与型的治理主体和协作型的

治理主体遥 例如袁在政府治理中袁政府不再是处理公

共事务的唯一主体袁市场尧企业尧社会组织乃至公民

个体都可以参与到治理活动中并发挥出各自不同

的积极作用遥 而治理的多主体性主要源于治理强调

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遥 在治理活动中袁野政府与

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界限和责任的模糊冶袁[4]即两

者之间没有主次和高低之分曰而且袁野各种公共的和

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袁
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遥 冶[5]进
而言之袁野皇权或独裁政府 渊即一人治下的政府冤是
治理即集体规制的对立面冶袁[6]而治理则意味着民主

的政府袁即一个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充分地

与其他的主体进行分享的政府遥
渊二冤弱政治性

关于野治理冶袁让-彼埃尔窑戈丹曾经说过院野治理

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遥 冶[7]而治理

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相对于统

治的弱政治性和弱控制性遥 传统的政府统治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结构遥 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

中袁野命令与服从冶构成主要的行事方式袁权威被政

府绝对地垄断和享用要要要政治色彩极为浓厚袁社会

色彩相当淡薄曰而在治理当中袁扁平化的网络结构

取代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结构袁野社会互动的独

特形式取决于磋商尧互动尧沟通和支配性影响而不

是直接监督监管冶遥 [6]政府不再是凌驾于市场尧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体之上的发号施令者和权威独占者袁
而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尧社会组织和公民个

体平起平坐袁并将权威分配给市场尧社会组织和公

民个体袁实现权威共享遥 进一步来说袁在治理中袁政
府与市场尧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之间不再是一种父

子关系袁而是一种成人与成人的对等关系曰[8]治理活

动的展开野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

别人服从冶袁[9]而是依靠相互之间建立在共同利益基

础上的信任与合作曰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着相

互依赖性袁野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发号施令袁权威在

各主体之间自由流动遥 冶[10]

渊三冤重竞争性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窑克罗齐耶曾讲到院野与以往

相比袁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都

要频繁得多袁无论是在对象的选择还是在交往的性

质上袁这种交往都比以往要自由得多遥 我们不仅能

够轻而易举地获取数量极为惊人的不同经验袁而且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更换合作伙伴遥冶[11]渊P7冤克罗齐耶

的话语中蕴含着现代社会所存在的激烈竞争袁即在

我们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袁那些想成为我们的合作

伙伴的社会主体就必须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保障自

己脱颖而出从而被我们选中遥 这种激烈的竞争也体

现在治理当中遥 具体而言袁治理进一步打破了政府

作为唯一主体向社会及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公

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和局面遥 在治理格局中袁除政府

之外袁市场尧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等都具有向社

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资格和机会遥 在向社

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方面袁政府尧市场尧社会

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之间形成了作为同行的竞争关

系遥 一方面袁市场尧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可以与政

府公开进行竞争袁以获取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

共服务的机会要要要这就意味着袁政府如果不具备过

硬的竞争实力袁就必须让位于市场尧社会组织及公

民个体袁而不能像从前那样依靠权威甚至武力来控

制局势曰另一方面袁市场尧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之

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袁它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实力

来夺取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机

会要要要这就意味着袁没有一个主体能够永远独占提

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资格与机会遥
渊四冤求实效性

这里的实效性包括两个层面院一是指治理所依

赖的制度本身的实际效率要要要既包括政治制度的

实际效率袁也包括经济制度的实际效率袁但主要为

野经济制度效率冶袁即野指一种经济制度达到了不减

少给予某个人的好处就无法增加给予另一个人的

好处的程度遥 或者说袁如果这个制度能很好利用资

源并分配商品和劳务袁从而若不使该制度中的某些

人生活得差一些袁就不可能让另外一些人生活得好

一些袁则这种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冶遥 [12]二是指治理

活动取得的实际效果要要要此为治理的落脚点遥 在治

理中袁传统的野问题与主义之争冶已经不再具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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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和意义袁或者说袁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

再像从前那么重大曰现实的一个个问题直接走上前

台袁成为治理关注的对象遥 易言之袁治理以问题为导

向袁 而不是以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为导向遥 不仅如

此袁治理必须要实现增长袁即要把实现增长作为重要

的目标去追求遥 正如管理学家德鲁克所指出的那

样院野没有什么能比生产力的降低更危险了要要要它

必定会导致经济的萎缩袁会造成通胀压力尧社会冲

突以及相互猜疑遥 没有任何体制能够经受住资本或

其他关键资源的生产力的萎缩遥冶[13]增长中最重要的

就是经济的增长遥 尽管说野富强是国家治理的首要

目标冶[14]是不够确切的袁但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尧实现

国家富强的确是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遥 不管

是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还是对精神产品的

需求都离不开经济的增长遥 经济的增长是根本性尧
全局性的遥 一旦经济不能实现增长袁既有的问题解

决不了袁社会还会在既有问题的基础上爆发出一系

列矛盾袁进而威胁社会稳定和阻扰社会发展遥
二尧治理的价值之维

如前所述袁尽管野治理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

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冶袁[15]但是袁由于野治理冶从本质

上讲还是野一种权力渊权利冤结构安排冶袁是一种在

野权力要要要权利冶分配框架下所开展的实践活动曰而
且袁就治理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袁野治理冶从根本上

也都体现着某种政治价值袁野也都是在某种政治理

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冶遥 [16]因此袁野治理冶仍然离不开野基
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冶袁[17]仍然野是一个价值观和政治

学冶[8]的问题要要要这就是价值层面的治理遥 与作为技

术层面的治理不同袁作为价值层面的治理应该主要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院
渊一冤人本性

治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袁而是一个动态的有

机整体袁其主体在人袁动力在人袁目的也在人遥 人是

治理的关键和第一要素遥 首先袁就主体来说袁治理要

充分调动民众积极性袁让民众广泛参与到各种治理

活动中袁不应该以任何借口阻止或破坏民众参与治

理袁 没有民众参与就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治理曰
其次袁就动力来看袁民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袁也
是治理的根本动力遥 只有依靠民众才能获得源源不

断的治理智慧与治理能量袁才能使被治理的各种问

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曰其三袁就目的来看袁治理不能仅

仅是解决一些关乎官员升迁或政府成败的问题袁而

是更应该解决那些影响民生的一切不分大小难易

的问题袁努力为民众营造优良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

境遥 进一步来说袁不仅治理的主体在人尧动力在人尧
目的在人袁而且袁治理效果的衡量标准及其最终评

判也在人要要要治理的衡量标准要由民众制定或者

要在有民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吸取民意而制定曰治
理效果的最终评判也要交给民众袁野在判定社会问

题是否得到解决的事情上袁要惟公众的意志马首是

瞻遥 冶[18]总之袁野现代文明治理要求真正以人为本袁尊
重主体的人性尊严袁将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为治理目标袁并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治理遥 冶[19]

渊二冤合法性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

并维持基本的稳定秩序袁关键就在于人类能够依据

野自然法冶制定一套规则并按照规则开展活动遥 规则

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法律遥 服从规则尧遵守法律是人

类开展一切活动的底线遥 作为现代社会具有典型文

明特征的实践活动袁治理更应该要以野法冶为底线和

准绳袁即治理必须要具有合法性遥 这里的合法性包

括两个层面院合乎道义性与合乎法律性遥 就合乎道

义性来说袁 治理必须被公民自觉地认可和接受袁不
被公民自觉地认可和接受的治理袁即使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袁其合法性也是不够的遥 进一步来说袁这样的

治理也是不能持久的遥 不过袁由于野道义冶通常是一

种比较抽象的东西袁它很难进行量化袁或者说很难

从程序上进行认定袁因此野合乎道义性冶在很多情况

下是难以做到的遥 那么袁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就不得不

退而求其次袁即要求治理必须合乎法律性袁因为法

律是程序化和可量化的遥 就合乎法律性来说袁治理

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遥 具体而言袁
治理的主体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必须接受法律

的约束袁并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世办事曰如果治

理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违背了法律袁损坏了公共利

益袁也必须要接受相应的制裁和惩罚袁并要做到不

论职位高低和权力大小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遥
渊三冤公正性

治理在本质上是野一个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冶遥[20]

协调利益关系尤其要注重公正袁公正是协调利益关

系的首要价值遥 所谓野公正冶袁主要就是指不偏不倚袁
同等地野尊重每一个人袁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袁
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袁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

机会冶遥 [21]具体来说袁治理的公正性包括两个方面院一
72



方面袁所建立的制度要具有公正的属性袁这是确保

治理公正的前提遥 关于这一点袁罗尔斯在叶正义论曳
中特别指出袁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袁正像真

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冶遥 [22]因此袁野治理社会

要加强制度的公正建设袁加大制度的正义操作遥 冶[23]另
一方面袁利益分配的过程也要公正袁这是确保治理

公正的关键遥 利益分配包括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遥 初

次分配要在准确定位野公平与效率冶的前提下解决

分配过程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遥 [24]对于再分配来说袁
一方面袁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对那些通过不正当

或非法手段获取的利益进行矫正或取缔曰 另一方

面袁还要运用税收手段以获取财富和资源进而以财

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和

弱势群体进行扶持和救助遥 [25]总之袁只有在制度建设

中融入公正袁在利益分配中确保公正袁才能最终使

治理行进在公正的大道上遥 当然袁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袁治理的公正性也不要求或不允许无节制地或者

任意地剥夺一部分人渊包括富人冤的合法利益而去

补偿另一部分人渊穷人冤的利益曰如果无节制地或任

意地通过税收或其他手段转移富人的利益也不是

治理公正的题中应有之义袁 甚至会导致社会治理

野通向奴役之路冶遥
渊四冤互惠性

在治理活动中袁野致力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

靠其它组织曰为求达到目的袁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

源尧谈判共同的目标遥 冶[4]换言之袁各治理主体的利益

的实现是以其他主体的利益得以实现为前提条件

的遥 这预设了治理必须具有互惠性袁否则袁治理就不

能持续袁至少不能健康地开展遥 而且袁野在反复的治

理实践中袁博弈局面重复出现袁因此行为者会倾向

于选择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时期的最有

利于自己的策略遥 冶[10] 这进一步表明了治理的互惠

性袁 即各治理主体出于追求自己的长远利益的考

虑袁会把维护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实现自己

的狭隘的私利放在首位遥 一言以蔽之袁治理的正常

开展就是以互惠作为前提和保障的遥 而一旦各治理

主体以利益互惠和公共利益为重袁那么袁作为最主

要的治理主体的政府就会强化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遥
诚如保罗窑阿普尔比曾指出的那样院野公共利益离开

和超越了私人利益的某种有特色的东西袁它可以使

人类所能够实现的某些最高抱负和最深切的信仰

成为政府工作的焦点遥 冶[26]总而言之袁政府尧市场尧社

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在开展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袁要
为互惠共赢创造条件袁促进共同的利益和公共的利

益袁而不是追求利益独占和利益垄断遥
三尧治理的战略之维

严格意义上的治理产生于现代社会遥 现代社会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袁其复杂主要表现在稳定与激变

相结合尧整体与碎片相结合尧一元与多极相结合尧真
实与虚幻相结合尧理性与激情相结合袁等等遥 对于这

么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袁对其展开的治理不仅仅是

一种技术性层面的治理和价值层面的治理袁它一定

也是一种战略层面治理遥 作为战略层面的治理袁主
要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院

渊一冤超前谋划性

虽然治理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袁它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袁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

精准和科学遥 然而袁有限理性主导下的治理也不应

该是野滞后性治理冶或者野回应性治理冶遥 所谓野滞后

性治理冶袁 是指被治理的对象没有第一时间进入治

理主体的视域因而造成治理不及时进而导致治理

无成效的治理遥 所谓野回应性治理冶袁是指治理主体

在治理对象渊如社会问题冤明显地暴露或发生之后

才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的治理遥 不管是野滞后

性治理冶还是野回应性治理冶袁它们都反映了野治理主

体缺乏前瞻性袁习惯于解决具体问题袁预见问题的

意识淡薄冶袁[27]而这不是复杂社会背景下治理的题中

应有之义遥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治理一定是超前谋划

的袁即站在高处袁着眼长远思考问题袁从而在制定治

理的相关政策时能够全面地预见尧 考虑各种因素袁
既避免政策在时间轴上的冲突渊比如袁当下制定的

政策在 5 年后就完全不能适用冤袁 也避免政策在空

间轴上的冲突 渊比如袁 制定的某一政策只适用于 A
地而不适用于 B 地冤遥 治理的超前谋划性最重要的

是从长计议袁未雨绸缪袁防患于未然要要要在制定政

策时袁既考虑当前袁又考虑未来曰既考虑局部袁又考

虑整体曰既考虑个性袁又考虑共性遥 在执行政策时袁
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袁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遥

渊二冤鲜明时代性

在没有时间的空间中袁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实践

活动曰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拥有时间的空间

中发生的袁即是被特定的时代建构出来的遥 作为人

类在特定的时间中所发明的特殊的实践活动袁治理

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遥 对此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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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院其一袁从治理的产生来讲袁治理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遥野治理冶虽然古已有之袁[28]但古代社会的治理

更多地是一种偏向于野统治冶和野管理冶的治理袁严格

地讲袁其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治理遥 当下的治

理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袁它体现的是人类高度发达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遥 一方面袁治理是在高度发达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中展开的曰 另一方

面袁治理也要在此基础上把人类社会引向更加发达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遥 其二袁从治理的对象来讲袁
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遥 尽管治理的对象既包括传

统的老问题袁也包括产生的新问题袁但更多地还是

指向产生的新问题袁尤其是指向那些打上了时代烙

印的大问题遥 因此袁治理要紧紧瞄准具有时代性的

大问题袁集中力量解决这些问题遥 其三袁从治理的品

质来讲袁治理具有鲜明时代性遥 治理要顺应历史发

展潮流袁并吸取古代尧近代的管理精华袁摒弃古代和

近代的管理糟粕袁尤其是要克服古代和近代统治的

局限袁使治理永远保持现代的文明性遥 [19]

渊三冤网络协同性

野政府机构一再发现袁因为组织边界的分割袁很
难去实现公众的需求遥冶[29]再加上袁野全球化背景下发

生的许多社会问题袁不再是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

家中的某个部门所能独自解决的遥 冶[30]野许多政策性

和行政性的事务今天不只涉及单个社区及其官员袁
还会是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官员或政府部门之间

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关系遥冶[31]这都要求作为战略层

面的治理必须具有网络协同性袁即治理必须要在网

络协同中展开遥 那么袁如何实现网络协同呢钥 野在一

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袁最佳的解决方案不是重新设

计组织图表袁而是融合组织间的强大边界冶袁[29]即打

破组织之间将对方区隔开来的壁垒袁化野无形障碍冶
为野有情联系冶遥 进而言之袁在一个无形之手渊如某种

共同的理念尧共同利益冤的主导或感召下袁野通过政

府和非政府力量的有序整合冶袁[32]把野治理系统中各

种相互之间无规则尧无秩序的要素在一个相对统一

的组织结构中有机地整合起来袁使社会治理系统中

的各个子系统由无序状态转变为具有一定规则和秩

序的尧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状态冶袁[33]并使治理主体从孤

立走向合作袁从单打独斗走向一致行动袁进而野将社

会贯通成一张灵活驱动的大网冶遥 [32]总之袁野治理所求

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冶袁[4]

进而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遥

渊四冤整体推进性

整个社会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袁只有每一

个子系统的均衡发展才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遥 若

是片面地追求其中一个或是一些子系统的发展袁而
忽视其他子系统的发展袁或者使其他子系统处于发

展的边缘状态袁那么袁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就难以

实现遥 在当今各个子系统高度依存的时代更是如

此遥 诚如有学者所言院野我们生活在一个耶悖论的时

代爷袁因为我们很多美好的发展进步愿望袁我们很多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努力袁 却带来了不可预期尧意
想不到甚至是对立的结果遥 当政策制定者们强力推

动一项富有争议的政策时袁例如将经济发展的偏好

置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之上袁将行政效率置于效能之

上袁将组织目标置于个人需求之上的时候袁悖论状

况就会出现遥 冶[34]总之袁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越来

越复杂袁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大尧配套性强袁每一个程

序尧 每一个环节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袁每
一个程序尧每一个环节又都需要其他方面的协同配

合遥 如果不协同配合袁不整体推进袁仅仅依靠单项领

域尧单个层次的措施就难以奏效遥 因此袁作为战略层

面的治理必须具有整体推进性遥
四尧转型中国治理的时空布局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袁中共中央提出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冶的战略目标遥 应该

说袁这是一个攸关中国的命运和发展前途的重大战

略部署遥 然而袁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中国漫长的历

史来看袁还是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对短暂的发展状

况来看袁这一世界文明古国都没有为实现野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奠定良好的基础遥 因此袁从负

面来说袁野在一个人治传统非常浓厚尧法治传统比较

缺乏的国家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一个长期的尧艰难的过程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袁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新的革命遥 冶[35]从正面

来说袁野现代化尧市场化尧工业化尧城市化尧信息化与

全球化的力量交相辉映袁共同塑造着中国国家治理

的历史场景与生态环境遥冶[36]在此背景下袁推进野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的条件和基础需要在推进

治理的过程中去创造和积累遥 那么袁就这一巨大的

工程尚处于摸索和试验阶段而言袁转型中国的治理

尤其要注重时空布局要要要即既要在时间布局上有

穿透力袁又要在空间布局上呈立体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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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在时间布局上要有穿透力袁保持治理的连

贯性和前瞻性

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尧落后者袁中国的现

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遥 冶[37]而
且袁从整体上看袁这个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袁即不连贯

的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钥 我们在将造成这

一情形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外敌的野蛮入侵与破坏

之外袁也不能忽视中国政治发展自身存在的先天缺

陷袁 即政策的即时和短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遥 具体来说袁在推进治理的过程中袁一方面袁要正

确对待和敬畏前人的治理经验并善于结合实际灵

活运用曰另一方面袁要让治理既能够解决当前的迫

切问题袁又能够为今后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袁实现

治理突出问题与治理潜在问题相统一袁以及治理现

实与治理未来相统一遥
渊二冤在空间布局上要呈立体式袁实现治理的扩

散性和普遍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袁我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属

于野刺激要要要反应冶式改革袁即等问题暴露了再去寻

找对策解决问题袁这就导致了改革的野碎片化冶遥 [38]而
改革的野碎片化冶投射到治理层面上袁就形成了野碎
片化治理冶袁其典型形式就是野运动式治理冶尧野突击

式治理冶遥 因此袁 当前的治理不能继续沿着 野刺
激要要要反应冶的路径袁而是要运用野整体式治理冶[38]的
思维袁在空间视域内全盘地谋划中国的治理尧推进

中国的治理袁即野要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地理空间

维度袁加强地理空间的谋划冶遥 [39]具体来说袁在推进治

理的过程中袁既要在微观上下细功夫袁又要在宏观

上进行整体把握曰既要对局部进行野透视冶袁又要对

整体进行野扫描冶袁进而将治理这一活动扩展到所有

的领域要要要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袁延伸到所

有的地域要要要南方尧北方尧东部尧中部尧西部袁推行到

所有的疆域要要要陆地疆域尧海洋疆域尧太空疆域尧利
益疆域尧战略疆域遥

总而言之袁推进转型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是一项

浩大的社会工程袁一定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轴上进

行全方位布局遥 在制定治理政策时袁既要进行时间

意义上的封闭式研讨袁充分地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和建议曰又要进行空间意义上的开放式调研袁充分

地听取民间社会的愿望和期盼要要要切忌野用权威凝

聚共识袁用开会制定政策袁用文件落实命令冶要要要因

为袁野在一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袁最大的危险就在于

轻而易举地达成表面上的共识遥 冶[11]渊P22冤在执行治理

政策时袁既要不断地总结和反思治理政策在时间流

动性上的适用性要要要即野未来冶是否仍然适用袁又要

不断地总结和反思治理政策在空间扩展性上的适

用性要要要即野别处冶是否仍然适用遥

注 释院
淤 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 野治理危机 冶 渊Crisis in

Governance冤来形容非洲国家糟糕的发展情形遥 随后袁野治
理冶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运用袁并形成一种理论遥

参考文献院
[1] 申建林袁徐芳.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变异与回归[J].学术界袁

2016袁渊1冤院125-132.
[2]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A].潘晓娟袁张辰

龙.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C].长春院吉林人民出版社袁
2001.223.

[3] 陈宝生.把握改革总目标 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J].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袁2014袁渊4冤院4-7.

[4] [英]格里窑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院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

科学杂志渊中文版冤袁1999袁渊1冤院19-30.
[5]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院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

科学袁2001袁渊9冤院40-43.
[6] Chhotray V.袁 Stocker G..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M].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袁2009.3-4.

[7] [法]让-彼埃尔窑戈丹.现代的治理袁昨天的今天院借重法国

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 [J]. 国际社会科学 渊中文

版冤袁1999袁渊2冤院49-58.
[8] 左晓斯.治理究竟是什么[J].学术研究袁2015袁渊10冤院41-47.
[9] [美]詹姆斯窑N窑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院世界政治中的秩

序与变革[M].南昌院江西人民出版社袁2001.4-5.
[10] 申建林袁姚小强.对治理理论的三种误读[J].湖北社会科

学袁2015袁渊2冤院37-42.
[11] [法]米歇尔窑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上海院格致

出版社袁2007.
[12] [美]沃纳窑西齐尔袁彼得窑埃克斯坦.基本经济学概念[M].

方红袁等袁译袁北京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袁1984.27-28.
[13] [美]彼得窑德鲁克.动荡时代的管理[M].姜文波袁译袁北京院

机械工业出版社袁2006.9.
[14] 李效东.国家治理的价值选择[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渊社

会科学版冤袁2015袁渊4冤院120-124.
[15]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袁2008袁

渊6冤院1-9.
[16]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 30 年渊1978要2008冤[J].吉林大学

张 晒：治理的三维审视

75



2016年 11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6期

Three Dimensional Survey of Governance
要要要On the Time and Spatial Layout of Governance of China in Its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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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nowaday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governance from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value level, and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so on. As the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level, i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much subjectivity, weak political, heavy competition, and effectiveness; as the
governance of value level, i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ature, legitimacy,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as the governance
of strategic level, i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 planning, bright time, network 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advancement.
In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situation and reality environment,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its transition in addition to follow the
general rules, especially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time and spatial layout--both keeping penetrating in time layout and
presenting a stereo type in spac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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