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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袁为了改变传统行政模

式袁提高政府效能袁欧美国家开展了新公共管理运

动遥 其中袁提升政府效能是政府或公共部门改革的

核心袁 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袁有
效地提升政府效能遥 但是袁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

开展袁问题和矛盾开始出现袁比如政府如何有效实

现与市场的对接袁 政府内部组织之间如何协调关

系袁企业文化与行政伦理的矛盾袁市场效率与社会

公平的矛盾等遥 为了应对以上问题和矛盾袁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袁以美国尧英国尧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为代表的国家先后推行了第二轮政府改革遥 其

中袁英国学者汤姆对西方各国野整体政府冶改革的实

践与经验进行总结袁归纳出一套最佳实践的野整体

政府冶组织模式渊见图 1冤遥 [1]

鉴于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效能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袁本文将对国内外政府效能的相关文献进

行梳理袁从政府效能的概念内涵尧理论基础尧实践与

评估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袁并对该领域未来

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袁希望能为国内政府效能的研究

与探讨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新的责任与激励机制连结
着院 共享结果导向的目的尧
共同的技能方法尧规制

新的组织类型连
结着院 文化与价
值尧信息尧培训

新的组织工作方
式连结着院 共享
领导关系尧 共同
预算尧 融合性结
构尧联合团队

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连
结着院联合磋商/参与尧共享
顾客关注点尧共享顾客界面

最佳实践的
野整体政府冶

图 1 最佳实践的野整体政府冶组织模式

二尧政府效能的概念内涵

渊一冤效益尧效率和效能的概念

在这里袁野效益冶表示一种结果袁指一项生产活动

产生效果袁取得收益袁发生影响遥 这一概念比较容易

理解袁在此不再赘述遥下面袁我们需要对野效率冶和野效
能冶的概念做具体比较分析遥

二者的区别在于院第一袁从字面上看袁野效率冶的
概念是生产活动中原材料等资源的投入产出比遥野效
能冶 的概念是性能或有效性袁 包含效率和效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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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遥 虽然它们都被广泛用于经济管理活动中袁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袁 效率是一对输入和输出单一概念袁
强调范围相对较小袁 而效能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袁
包含多重含义遥

第二袁野效率冶主要是指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比例

关系袁它是一个简单的定量指标袁在具体的生产或

管理过程中袁往往只注重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

大的产出袁而容易忽视产品的质量遥 相反袁野效能冶出
于对产出结果的关注袁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机地

统一起来袁并且把质量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遥 无

论是对于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而言袁在野效能冶的
主题下袁质量永远都是它们最为重视的方面遥

第三袁野效率冶作为一个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概

念袁本身不是一个矢量袁不包括任何价值判断遥 野效
率冶 所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以来工具理性的思维模

式袁 在以手段的最优化作为理性的最高要求的同

时袁 对价值理性采取了一种漠视甚至是排斥的态

度遥 而野效能冶则是一个包含更多价值理性因素的范

畴袁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遥 在野效
能冶主题下袁人们更加注重的是态度尧作风尧沟通和

协调袁重视全员参与尧充分沟通袁强调团队精神袁从
而充分调动每一个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遥

虽然野效率冶和野效能冶这两个概念存在上述一

些区别袁但是二者还是存在紧密联系的袁不能将二

者截然分开遥 野效率冶的概念最初源于物理袁是指资

源的投入产出比遥 后来袁有人把这个概念引入到经

济领域袁比较经济活动取得的成果和所消耗资源和

劳动量遥 在野效率冶基础上袁人们提出野效能冶的概念袁
即性能或有效性袁包含效率和效果的意义遥 在现代

管理理论中袁野效能冶包含三重含义院经济袁效率和效

益遥 由此可见袁野效率冶是野效能冶的题中之义袁现代经

济社会活动中袁各种组织不能忽视效率袁同时应该

重视提供服务的质量遥
渊二冤政府效能的概念

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开展袁西方

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袁同时袁国外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认识到政府效能对于政府变革的重要

性遥 野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袁不在于它们政府

的形式袁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遥 冶[2]其中袁野官
僚制具有物力和人力成本小的属性袁其结果是可靠

的袁易于体现耶效率准则爷冶遥 [3]这些正好适应了工业

社会规模生产和分工基础之上效率优先的要求遥

从提高本国竞争力来看袁工业时代的政府官僚

机构既庞大又集权化袁提供服务千篇一律地标准化

而又不看对象袁因而不足以迎接迅速变化的信息社

会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挑战遥 [4]对于政府及其

成员而言袁至关重要的是不断探索提升政府效能和

服务品质的创新机制遥 [5]由此可见袁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袁任何一国都需要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袁而加

强政府效能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方式遥
从影响因素来看袁行政效能譹訛是一个影响因素尧

测量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比行政效率更为复杂的范

畴曰在整个行政管理过程中袁是一个比行政效率更

为核心的焦点遥 [6]高绩效组织就是用相同或更好的

资源生产或提供较高质量的所要求的产品或服务

的一组雇员遥 他们的生产率和质量逐年不断提高袁
从而完成他们的使命遥 [7]显而易见袁改革不是可以简

单预测的线性过程袁只有社会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

才能有效地推动政府改革袁提升政府效能遥
从实施效果来看袁行政效能强调的是数量与质

量的统一袁功效与价值的统一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袁
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遥 [8]此外袁它强调投入与产出这一

简单数字化比数与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

同时袁把维持社会稳定袁促进平等与自由也纳入评

价体系之中遥 [9]

从政府职能来看袁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是要

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袁而不是

试图通过控制或野掌舵冶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遥
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遥 [10]政府在公共事务中

扮演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袁公共利益和公众需要是政

府提供服务的主要目标袁 努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

化遥 他们主张一种建立在公共利益服务公民权和民

主基础上的新公共服务模式袁政府效能更多体现在

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上遥
由此可见袁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野政

府效能冶概念进行界定袁但是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

定义遥 在总结上述观点基础上袁笔者认为袁政府效能

是指政府管理行动取得预期效果或产生相关影响

的程度袁即主要指政府或公共部门向公民提供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遥 它包括数量尧 质量尧影
响尧能力袁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要求遥 政府效能不同

于政府效率袁它有较强目标性袁重视供给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袁 同时更加强调政策或措施产生的效果袁
而且此效果往往是长期的和持续的遥 因此袁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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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尧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区别

门必须树立效能意识袁重视政府效能袁在提高政府

效率基础上袁不断提升政府能力袁全面优化政府服

务产品质量和服务效果袁满足公众日益丰富尧多元

的要求袁建设公众满意的政府遥
三尧政府效能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中后期袁 西方国家开始政府再造运动袁
引起政府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袁该理论更加关注政府

管理的野公共冶本质袁实现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协调袁
具体互动过程详见图 2遥

政府决策部门
渊决策袁监督冤

社会公众
渊服务对象冤

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

政府职能部门
渊执行冤

政府决策部门
渊决策袁监督冤

现代的的政府与公民互
动形式渊自下而上冤

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

政府职能部门
渊执行冤

需求

收集

整合

传统的政府与公民互动
形式渊自上而下冤

社会公众
渊服务对象冤

图 2 政府与公民互动过程渊传统和现代冤

在这一时期袁 西方政府管理理论获得快速发

展袁出现了由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向现代意义上

的公共管理转型的发展趋势袁其中政府效能理论日

趋成熟遥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院
渊一冤行政组织理论

公共政治生活离不开行政组织的参与袁公共行

政效能不是简单的量的范畴袁实际上它还包括对行

政效果尧行政效益的涵盖袁即强调的是量与质的有

机统一遥 [12]持续性的高效能从本质上反映了公共行

政组织在结构尧体制尧制度尧关系以及行为方式上不

仅自身达到了合理性要求袁而且与行政环境形成了

相对和谐与平衡的状态遥

渊二冤新公共服务理论

罗伯特窑丹哈特等公共管理学者在反思新公共

管理理论基础上袁 提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袁它
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渊三者

之间的主要区别见表 1冤袁[12]从全新视角定义政府职

能定位和政府管理的目标遥 野新公共服务冶以公民为

中心袁政府和公共行政机构扮演服务者或服务机构

的角色袁实现社会资源共享袁并为社会发展作出一

定贡献遥
渊三冤企业家政府理论

该理论指出袁 政府应该学习和吸收企业家精

神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袁最终实现有效地变革和

发展遥 改革传统的政府机制应该遵循以下十项原

则院一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曰二是授权而不是服务曰三
是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曰四是改变照章

办事的组织曰五是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曰六是

满足顾客的需要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曰七是有

收益而不浪费曰八是预防而不是治疗曰九是从等级

制到参与和协作曰十是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遥 [4]

渊四冤行政伦理理论

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袁 它是以协调个人尧组
织与社会三者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

系统遥 只有建立合理的行政伦理袁才能有效规范公

共管理和市场活动中参与主体的行为袁并树立行为

规则袁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遥 在政府变革的大背景

下袁行政伦理也成为构建效能政府和转变政府职能

的关键要素袁会影响每个参与主体的思想尧目标和

行为遥 该理论有利于改善政府公共政策袁完善政府

管理体制袁建设公众满意的政府遥
渊五冤多元公共行政理论

该理论由罗森布鲁姆提出袁他认为袁宪政制度

中的每一个政府部门袁皆有一套信条尧一套价值尧一
套工具以及完整的程序遥 对于行政部门而言袁它们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

理论前提 理论基础

主导理性和相关人类行为模式

政治理论

抽象理性袁野行政人冶
经济理论

经济理性袁野经济人冶
民主理论

战略理性袁对理性的多重检验

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 公务员回应的对象

政府的作用

选民

划桨

顾客

掌舵

公民

服务

实施机制 实现政策目标的组织建构

责任的途径

政府公共机构

等级制

私人和非营利机构

市场化运行

公共尧私人和非营利机构的联盟

多元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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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行政尧管理尧官僚袁以及效率和效能的强调遥 对

立法部门而言袁它们便是政治和政策制定以及对代

表性和回应性价值的强调曰对于司法部门袁它们便

是法律袁强调的是宪法的完整以及对个人的实质性

和程序性平等保护遥 [13]由此可见袁公共管理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袁至少还有其他管理袁政治和法律研究三

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公共管理遥 公共行政管理者一

方面必须在分权制衡尧联邦主义以及政府之间等关

系之间进行平衡与协调袁同时也必须在社会和经济

因素等因素之间进行协调遥
四尧政府效能的实践与评估

渊一冤关于政府改革尧政府重塑的实践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袁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实行的政府改革袁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遥 野重塑

政府运动冶尧野企业型政府冶尧野政府新模式冶尧野市场化

政府冶尧野代理政府冶尧野国家市场化冶尧野国家中空化冶
等袁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野新公共管理冶实践

催生出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理论新范式袁这
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遥 国外学者关于政府效能的研

究袁当前主要集中在政府效能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

的介绍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主要有院渊1冤
詹姆斯窑W窑费斯勒和唐纳德窑F窑凯特尔认为,野新公

共管理冶改革具有三个典型特征:重建尧不断改进和

精简渊见表 2冤曰[14]渊2冤马克窑G窑波波维奇认为袁政府绩

效管理是政府改革成功的关键袁一个高绩效的政府

不仅需要完善自身的组织结构袁 改进工作方法袁而
且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管理系统进行全面而彻底的

改造袁包括服务对象尧文化尧职能等曰渊3冤奥斯本提出

了野再造政府冶的五项战略渊见表 3冤遥 [15]

渊二冤关于政府效能或绩效管理和评估的相关

研究

政府绩效反映出政府的工作业绩袁是政府能力

的体现遥 因此袁政府应该特别重视绩效管理和评估

渊绩效管理和评估流程见图 3冤遥 [16]这方面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学者有院 西多窑H窑波伊斯特主张将绩效考

核系统应用于公共组织中袁强调绩效考核要与公共

组织的管理目标相一致袁根据管理目标来具体设计

考评系统遥 而帕特里夏窑基利指出袁公共部门绩效管

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标杆管理袁通过这种管理方法

可以对公共组织绩效管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袁并
且对政府变革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遥

表 2 新公共管理改革具有三个典型特征

精简 重建 不断改进

目标

方向

方法

中心着眼点

行动

开支减少

从外到内

目标明确

规模

非持续

效率

自上而下

竞争

流程

非持续

回应性

自下而上

合作

人际关系

持续

表 3 野再造政府冶的五项战略

杠杆 五个 C 战略 途径

目的 核心战略 澄清目的

澄清角色

澄清方向

激励 结果战略 竞争管理

企业管理

绩效管理

责任 顾客战略 顾客选择

竞争选择

顾客质量保证

权力 控制战略 组织授权

雇员授权

社区授权

文化 文化战略 打破习惯

触摸心灵

赢得人心

阐述绩效评
估的目的尧要
求与任务

改革财政预算
部门之间的合作
公共政策
公共服务
公共责任

根据评价标
准跟踪与衡
量绩效

划分绩效等级院
进行结果与绩
效目标的比较

运用绩效评估
结果来改善

分析尧报告与
公布绩效评
估结果

建立各种评
价标准和计
量方法

确定可以量
化的绩效目
标尧评估指标

图 3 政府绩效评估行为系统

五尧评析与展望

第一袁 政府效能的实证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遥
在实践中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政府效能建设袁政府

效能建设从福建省率先展开袁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袁
逐渐向全国纵深推进袁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开

展政府效能建设袁政府效能建设成为各地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重要发展目标袁 有力地推进行政体制改

革遥 虽然中国在效能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袁但
是相关实证研究却不多袁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层

林培源：政府效能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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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探讨袁没有利用实践成果进行细致剖析袁解决

现实问题遥 由于实证调查和实际数据的缺失袁国内

的政府效能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论证的层次袁缺
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遥 此外袁很少文章或专著涉及

对国外政府效能实践与本国实践的比较分析袁对国

外政府效能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不足遥
第二袁政府效能评估工具有待进一步开发遥 国

内对评估方法和工具研究大多停留在引介层面袁并
且没有进行合理的选择袁对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缺乏

针对性和应用性遥 政府效能评估工具开发过程中要

注意以下两点院一方面袁不能简单套用企业绩效评

估工具评估政府效能遥 企业管理与政府治理是存在

差异的袁评估工具和评估指标也应该不同袁简单套

用只能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袁不能真实反映政府效能

的发展现状袁 不利于决策者和监督者提出改善建

议遥 另一方面袁不能把评估指标作为衡量政府效能

高低的唯一标准遥 政府效能评估工具的测量数据是

考量标准袁同时需要结合政治实践袁保证评估结果

的客观性与全面性遥
第三袁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提升政府效能遥

根据上述分析袁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效能下一步可能

的研究方向是院第一袁学习借鉴国外研究经验袁针对

中国政府特点袁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政府效能评

价指标体系曰第二袁发展实证研究方法袁将政府效能

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袁二者形成良性互动袁即让

理论研究指导实践袁反之用实践来检验尧完善尧丰富

理论遥 目前袁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17]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遥 [18]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出野国家治理冶的
概念袁具有划时代意义袁更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撑遥 十

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到袁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尧放管

结合尧优化服务袁提高政府效能袁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遥 [19]这无疑为中国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袁必
将大力推进中国政府效能建设遥

六尧结语

中国需要以政府效能建设为契机袁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袁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遥 但是袁这场改革应

该是渐进的尧符合中国国情的袁不能一蹴而就袁我们

需要按部就班地实现发展遥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历

史袁有璀璨的民族文化袁在政府效能建设过程中我

们一方面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袁吸取

失败的教训遥 另一方面袁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遥 21 世纪是快速变革和高

速发展的世纪袁各国竞争也日趋激烈袁中国需要抓

住机遇袁迎接挑战袁努力加强政府效能建设袁进而在

国家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道路袁只有这样袁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国家

富强和民族复兴遥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有效的制度袁经济上实现快

速稳定增长袁公民充分享有各项权利袁社会积极因

素被充分调动袁这个国家一定实现了有效治理,政府

效能也会得到提升遥 这是很多国家追求的目标袁政
通人和袁 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袁
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遥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普遍比较注重提升政府效能袁通过吸引最先

进的科技和理念袁制定政治尧经济社会政策袁推动国

家或地区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袁提高其国际交往

能力袁逐渐显露出更加开放尧融合尧快速创新的新格

局遥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中袁政府效能建设与国

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袁提升政府效能并实

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必须以历史传统尧现实国情与时

代特征为基础袁扎实推进政治尧经济体制改革遥
注 释院
譹訛 在国内关于政府效能的文章中袁 一部分学者使用行政效

能的概念袁一部分学者使用政府效能的概念遥 他们从不同

角度界定行政效能或政府效能的概念袁为了论述需要袁本
文认为下文中提到的行政效能和政府效能两个概念是通

约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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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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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refers to the extent of the desired effect or relevant effects which government's action
produces, that is, mainly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public sector to provide quality public goods and ser鄄
vices to citizens. It includ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quantity, quality, impact, influence, capabilities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Unlike government efficiency,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is of goal-oriented,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Meanwhile, it still emphasis on the effect of policies or measures and this effect is often long-standing and sus鄄
tained.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origin of government effective鄄
ness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studies etc.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fur鄄
ther research topics and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n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Key words: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government reform曰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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