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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新常态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遥 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偏低
表现为在实现经济数量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尧生态环境领域的成本代价过高遥 通过公共管理体系创新的方式实现我
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袁公共管理创新机制包括公共管理的主体创新尧理念创新尧体制创新以及模
式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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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

角度将经济增长质量阐释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

增长成绩堪称奇迹袁但是袁与此相伴的却是学者普

产量增长袁而且产品质量提高尧生产资料效率提高

遍对野我国奇迹冶的诟病袁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是通过

及消费品消费效果增长遥

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推动的袁是典型的粗放型数量经
济增长方式袁而非以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为主的质

量的概念很宽泛袁 指的是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
会尧 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袁 具体包括受教育水

量型增长遥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野新常态冶阶段袁在

平尧预期寿命尧健康状况尧法律和秩序发展的程度以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成

及收入不平等等遥 [3]从国内研究来看袁任保平将经济

为新常态的核心命题遥 [1]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袁既
要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系统内部形成效率提升尧结

增长质量界定为袁 经济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

构优化的自我协调机制袁也要通过公共管理职能纠

福利分配改善袁创新能力提高袁从而使经济增长能

正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尧生
态环境恶化等市场失灵问题遥 现阶段袁政府管理集

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遥 [4]叶初升则认为袁在发展经
济学视野中袁 经济增长质量既不是狭义上的增长效

权化尧官僚化所导致的垄断尧低效率等是制约公共

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袁也不是增长方式渊结构冤尧增长稳

管理效能发挥受阻的关键因素袁因此袁依靠公共管

定性渊波动冤尧增长持续性渊资源环境代价冤等速度之

理机制创新袁以政府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尧社会转型

外野量冶的范畴中的增长问题袁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

进而推进质量型经济发展势在必行遥

表现出来的野质冶或野部分质变冶遥 [5]可以看出袁由于经

Barro 则认为经济增长质

[2]

下袁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尧结构优化尧稳定性提高尧

一尧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

济增长质量涉及野质量冶这一价值判断属性袁因此袁

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

不同学者的定义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遥 然而袁虽然学

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遥 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

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表述不同袁 但基本都将经

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讨论了经济增长实质袁从效率

济增长质量理解为一个野规范性冶概念袁体现出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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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尧社会尧环境的综合收益角度考察经济增长的优

开始博弈并互相斗争遥 而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市

劣遥 相比于经济增长数量仅仅将经济总量规模扩张

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袁有效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的

作为关注的重点袁经济增长质量则将经济增长引起

经济行为袁改变市场的混乱局面及无序状态袁为经

的社会系统尧 生态环境系统的代价也纳入考量袁是

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保障遥

实现除经济以外袁社会尧生态等更广泛领域的发展
变化遥
作为从宏观上协调人类共处协作尧具有社会管

二尧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我国公共管理创新的
必然性
渊一冤公共管理的主体

理特征的系统化大学问袁公共管理是一种公共组织

国外的研究中主要是从野公共服务冶活动来溯

职能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

及主体的袁认为凡是野为追求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冶

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指向下袁提供社会公共

就是公共管理主体遥 梅戈特指出袁野公共服务不仅包

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行为遥 从公共管理的职能和

括政府的三个分支渊即立法尧司法尧行政冤部门袁包括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来看袁两者具有内在的一
致性院一方面袁公共管理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
要载体和必要保障遥 首先袁公共管理主要是以政府
为主的各类公共管理主体袁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阶段性要求而规定基本任务和行为方向遥 公共管理
的主要职能表现在确定管理框架及其制度尧宏观调
控经济政策尧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尧调和利益群体
之间冲突尧再分配社会收入等方面袁这些职能目标
体现着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遥 其次袁市场失灵作为
市场机制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广泛存在袁在市场机制
难以发挥作用的公共产品提供尧生态环境治理等社
会和生态环境领域袁只有通过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源
进行合理有效的整合和配置袁才能实现对社会公共
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袁 实现经济规范集约化发展尧经
济增长质量提高遥 最后袁公共管理强调的是社会公
平袁其目的是推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和增进社会公
共利益的实现遥 即在明确的公共管理目标指引及约
束下袁运用法律框架和组织工具袁在全社会范围内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袁追求宏观社会效益袁这体现着
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要求遥 另一方面袁提高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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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尧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袁而且包括
非营利部门遥 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
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冶遥

[6]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袁公

共管理主体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袁 以政府为核
心尧由政府组织尧非政府组织和准政府组织共同构
成的公共组织系统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袁政府的主要职能和基
本属性决定了其作为公共管理首要主体以及公共
管理核心的必然性遥 但是袁单纯以政府为主体执行
公共管理职能存在一定的缺陷院第一袁公共管理供
给主体单一遥 现阶段袁我国已经进入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期袁而前期改革所积累的问题
逐渐暴露袁表现在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等各个领域的矛
盾凸显袁如产业结构失衡尧收入分配恶化尧金融市场
动荡尧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均相当严重遥 社会公共
事务范围的扩大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袁但目
前公共管理职能的供给主体仍然以政府为主袁政府
通过行政手段全盘管理公共事务袁 而非政府组织尧
公民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作用非常有限袁严重影响了

长质量要求推进公共管理机制的创新袁是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效能的发挥遥 第二袁政府主体的管理方法

机制创新的经济基础和现实依据遥 首先袁现实中经

陈旧遥 从某种程度上说袁政府管理方法已经超越了

济增长质量相对于经济数量增长滞后袁主要原因在

工具性的意义袁其在达成政府管理目标尧提高政府

于单纯追求野效率优先冶的经济增长在外部性作用

管理效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下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袁非经济领域的

社会事务的管理仍表现出主观性强尧 强制性高尧透

市场失灵导致只能依靠公共管理机制来纠正社会

明度低的特点袁主要以野行政命令冶方式采取审批尧

资源配置失效袁但是袁长期僵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导

取缔尧查封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遥 在

致市场失灵基础上产生政府失灵袁大大降低了公共

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袁 公众意识逐渐觉醒袁公

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袁社会公共治理职能无法有效

众的利益追求更多体现在对社会发展及自身价值

实现遥 其次袁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体多元化要求公

实现上袁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已经不能实现对公

共管理体制创新袁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导致各方利益

众利益需求的满足遥

[7]

而当前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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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公共管理的理念

质量要求公共管理供给服务于纠正社会尧环境领域

公共管理的理念体现着公共管理主体在进行

的市场失灵引发的经济失衡袁但政府却将更多的资

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所遵循的价

源用于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经济增长进程遥 由

值取向和思想原则袁其在观念层面规范着主体行为

于政府的公共管理供给与实际公共管理需求相错

取向遥 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位袁导致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低下袁经济失衡状态

方面院第一袁野唯 GDP 论冶遥 改革开放以后袁地方政府

长期难以扭转袁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遥

普遍不惜以城乡失衡尧地区失衡尧产业失衡与贫富

渊四冤公共管理的模式

失衡等社会发展失衡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袁创

公共管理模式指的是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与

造了举世瞩目的野我国经济奇迹冶遥 但是袁过分看重

市场关系的处理方式尧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方式以及

经济增长速度并将经济发展简化为 GDP 增长目标袁

形成以 GDP 的增长来衡量公共管理绩效尧评价官员

政府对自身的管理方法遥 我国现有的公共管理模式
主要的缺陷在于院一方面袁政府干预仍然占据公共

政绩的公共管理理念袁忽视了公共管理中的社会福

管理主导地位遥 我国的政府组织机构都是按层级化

利分配尧公共服务建设尧生态环境治理等经济增长

设计的袁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尧行政领导的指挥线

质量目标遥这种将 GDP 指标作为社会发展和官员政

路尧行政信息的传递渠道以及行政人员的职责权限

绩决定性指标的管理理念袁 导致经济走向粗放型尧

等均具有规定性遥 而且袁对契约尧形式以及规则的重

非均衡的状态遥 [8]第二袁无限政府理念遥 政府作为公

视是官僚制的基本价值观念遥 另一方面袁市场化的

共管理的核心主体袁 受计划经济体制残留的影响袁

有效性未得到充分发挥袁距离企业化政府尧灵活政

政府越位尧错位尧缺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袁个别政府官

府尧全民化政府的真正建立和完善还相差甚远遥 例

员更是本着野官本位冶尧野权本位冶尧野钱本位冶尧数量理

如袁出于行政改革的需要袁许多人将企业化政府渊即

念尧管制理念的特征袁将自己塑造成野全能政府冶形

将企业运作方式引入政府冤简单看作官僚制政府的

象袁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袁以自

替代物袁在企业化政府的运行过程中袁滋生出诸多

上而下的方式提供服务袁 公民无权向政府提出要

权力滥用现象遥 又如袁灵活政府模式下设置的临时

求袁更无法对政府的服务质量提出意见遥

机构尧 雇佣临时人员只关注任务不关注管理过程尧

渊三冤公共管理的体制

责任感缺乏遥

公共管理体制是多元管理主体以及它们组成

三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

的网络结构袁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或承担管理责任

现有的公共管理机制在主体尧理念尧体制尧模式

的方式与方法遥 公共管理体制本质上决定了公共管

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袁导致公共组织机构在提供

理的效率和目标实现遥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袁僵化落

公共管理服务和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过程中绩效

后的公共管理体制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

不高尧效率有限袁进而导致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有明显的制约作用院第一袁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强

的作用受限遥 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袁必须对现行的公

调的是在一个官僚制的组织体系下袁遵从严格的从

共管理机制进行创新遥

上到下的等级制袁以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和下级对上

渊一冤公共管理主体创新

级的服从为前提遥 奥斯本和盖布勒曾指出院工业时

公共管理活动需要依靠一定的个体或组织来

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袁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

完成袁主体创新就是由这些创新的个体或组织汇集

层叠的指挥系统袁已不能有效运转曰它变得机构臃

而成的遥 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公共管理活动的多样

[9]

肿尧浪费严重尧效率低下遥 第二袁公共管理的政府供

性袁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袁非政治性公共事务不

给与实际需求相错位遥 由于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管

断扩大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逐渐取代政治目标而成

理服务过程中享有特殊地位袁 而被管理者处于劣

为社会公共管理的核心遥 因此袁公共管理的组织结

势袁导致被管理者无权要求和选择管理者所提供的

构也应该从政府单独实施的结构变革为以政府为

服务袁公共管理的实际供给与其需求不相符合遥 自

核心尧 各类公共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管理结

发的经济增长进程往往导致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尧生

构袁实现社会共同治理遥 首先袁要将公共管理供给主

态环境退化等外部性成本袁因此袁追求经济增长的

体扩展到非政府组织部门遥 政府管理应当主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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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性事务尧宏观经济性事务以及部分社会性

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共同选择袁是经济和社会

事务袁而其他部分职能可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管理组

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目的遥 公共管理者应改变以

织遥 从经济效果来看袁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等非政

往只注重数量尧规模的管理目标袁设立增长质量尧社

府组织能够有效发挥基础资源的配置功能袁节约整

会发展尧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创新型管理目标袁通

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遥 并

过对新目标的追求而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袁最终

且袁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能够通过非政府的社会公

实现和谐发展遥

益方式吸纳社会组织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管

渊三冤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理袁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遥 其次袁通过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目标是改善公共管理主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袁变革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和作

体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的运行机制袁其本质上是为

用范围遥 严格限制政府的统治职能袁以社会利益和

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尧组织管理成本及政府运行成

要求作为政府职能实现的参照体系袁依据社会变量

本等制度成本袁从而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

决定政府的结构尧权力及运行方式袁减少政府在微

置及利用遥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在于院第一袁引

观经济领域的干涉袁将政府全方位控制社会减小到

入市场竞争机制袁充分发挥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中

最低限度遥 最后袁加强非政府主体的公共管理职能遥

的作用遥 将公共事务处理和公共权力运行置于全社

依靠人民共管尧非政府组织协助尧社会中介机构力

会的有效监督和竞争性参与中袁通过竞争来降低公

量提供部分公共物品与服务袁最大限度地优化社会
治理资源遥 例如袁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如气候变暖等

共服务成本尧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遥 亚当窑
斯密在叶国富论曳中就已经立论袁在国家制度的框架

环境负效应方面袁通过与众多机构合作的方式调动

下袁国家可以利用人们对私利的追求袁用平等交换尧

各方积极性袁提高能源利用率尧加强环境治理袁从而

互通有无的市场管理机制袁促进专业化和社会生产

实现质量型经济发展遥

效益袁达到国家财富的增值遥

[11]

第二袁建立及完善公

渊二冤公共管理理念创新

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遥 以经济结构尧福利分配尧环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因和必要

境治理等经济增长质量标准来衡量公共管理组织

前提袁在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袁公共管理理念

的绩效遥 要以社会需求为起点袁通过成本要收益分

要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尧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全面发

析范式袁将经济增长的目标重新扩展到满足社会福

展转变遥 首先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遥 追求物

利需求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袁最终形成公共管理体

质生产对人类生活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

制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遥 改变

段的基本需求袁当社会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袁人的

当前公共管理体制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计成本的

发展成为本质要求遥 阿玛蒂亚窑森在叶以自由看待发

管理方式袁 以新的全面标准评估公共管理绩效袁不

展曳中明确指出院发展是扩展人民享有真实自由的

仅以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基准袁 更要将社会福利分

一个过程袁发展能够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

配尧生态环境治理等内容作为公共服务收益纳入绩

活的能力遥 而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

效考核遥

要手段遥 因此袁在追求社会公平发展的质量型经济

渊四冤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增长阶段袁公共管理的目标要从单纯的物质性公共

从公共管理理论来看袁主要有政府为主并且有

产品和服务提供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实

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尧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

现遥 其次袁从权制思维向服务思维过渡遥 在服务思维

全垄断的干预模式尧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

引导下袁 公共管理者应取代原有的命令型方式袁从

模式遥 就我国公共管理实践而言袁公共管理模式的

不服务尧被动服务逐渐转向主动服务尧质量服务袁以

创新袁应采取介于政府主导干预管理及市场化管理

服务于民作为公共管理职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之间袁 吸收政府主导干预及市场化管理的优势袁同

[10]

点袁将公共管理服务要要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要要
要提

80

第 13 卷 第 5 期

时兼顾新旧行政体制之间衔接的公共管理模式袁即

高经济增长质量统一于经济发展中遥 最后袁从数量

政府吸收模式遥 具体来讲袁首先袁清除现有政府主导

观念向质量观念转变遥 物质产品的总量增长只是衡

模式下的旧官僚主义袁通过吸收新观点和意见完善

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袁而经济质量方面的拓展才

政府组织形成新官僚制袁以层级化设置促进政府形

王 薇，
任保平：
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共管理创新机制研究

成有效的行政组织遥 其次袁明确将公共管理职能作
为政府首要职能对政府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遥 最
后袁建立相应的评价尧监督制度来约束尧规范公共管
理人员的行为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奖罚遥 在公
共管理的宏观调控方面依靠政府通过计划尧 组织尧
安排尧协调尧监管来进行袁而在公共管理的微观处理
层面上袁则以市场的运作方式作为补充袁逐步实现
公共管理的市场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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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novation Mechanisms of Public Management to Improv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ANG Wei, REN Bao-ping

渊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27袁China冤
Abstrac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鄄
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reason for low quality of China economic growth is the high cost in the field of so鄄
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ily and feasi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of pub鄄
lic manager,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concept,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Key words: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ubl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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