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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路径分析———以顺德为案例

张楠迪扬

【摘要】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层
政府行政级别低，权限弱，在改革中面临较大阻力。基于多次深入访谈，本研
究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为案例，分析改革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虽然
顺德在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突破的深层障碍，但依凭一系列动力因素，顺德采
取迂回策略，以变通方式绕过障碍，持续推进改革。本研究试图通过讨论顺德
的改革路径，分析、解释基层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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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疑惑

行政体制改革是“十二五”时期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重要工作。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下简称“顺德”）是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先锋力量，
其经验和模式对探讨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路径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０９年，顺德
完成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此后，顺德在不同领域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改革进度上，顺德走在全国的前列，改革方案屡创全国之首。绩效
评估上，大部制改革后，顺德党政部门职责得到优化，资源得到整合，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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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扁平化，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黄冬娅、陈川鳭，２０１２）。
但这并不意味着顺德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没有遇到障碍。本研究发现顺德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出改革动力与阻力的博弈局面。一方面，顺德在推进改
革上表现出基层政府高效与果断的推行力。另一方面，每项关键改革都遇到难
以突破的障碍。面对这种情况，顺德没有“硬碰硬”冲破障碍，而是绕道前行，
继续推进改革。这一现象带出的问题是：面对难以突破的障碍，顺德为何没有
搁置改革，而是将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基于多次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大
量二手资料，本研究发现顺德的改革具备一系列动力因素。这是顺德可以持续
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本文将讨论大部制改革
后顺德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难以突破的障碍。第二，文章将分析顺德如何绕
过这些障碍，另辟蹊径，持续推进改革。第三，文章将讨论顺德改革背后的动
力因素，从而解释其为何能够“绕道”。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试图为基层政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提出一种可行性分析视角。

二、文献回顾

中国目前实行中央、省、市（地）、县、乡镇五级政府架构。地方政府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中，不同层级政府推进改革的路径有可能十分不同。基层政府权
限低，改革方案须得到主管上级政府的批准，要与多级政府及部门进行权力博
弈，面临的问题和阻力较多，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相对曲折，改革的局面
更复杂。因此有必要将基层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子概念，与其他层级地方政府
进行区分①。此外，基层政府数量多，在改革中面临的深层制度障碍比较相似，
此概念细分有助于更好研究此层级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特殊机制。

在对中国基层政府的研究中，既有文献中的“基层政府”更多指乡镇政府
（于建嵘，２０００；张静，２０００，赵树凯，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周飞舟，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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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省政府之外，地（市）级政府处于中间层级，更多在省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履行上
传下达职能。囿于主题和篇幅，此处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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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毅，２００７）。此种视角忽略了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的特殊性，丢失了以县级
政府观察政治过程的视角。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中，省级政府一般处于引领改
革方向的位置。乡镇政府处于最基层，权限不足，通常只作为执行单位，难以
担当推动改革的试点角色。县级政府更多被选为试点①，成为改革发生的实际场
域，是具体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与试行者。但既有专题研究县级政府的文献很少。
有的研究将县政府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并未对其在政府序列中归位（雷战波、
周博宁，２００７）。有的研究将县级政府笼统归为地方政府（贺东航、王红，
２００８；沈荣华，２００２）。目前少有研究将县级政府明确界定为基层政府，并深入
研究其政治过程。

既有研究对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做了有益探索。有的研究关注中央与地
方关系，着重讨论政府间关系对地方行政体改革影响（丁荣生，１９８９；庞明礼，
２００７；吕芳，２０１２；王一胜，２０１３）；有的研究着眼于机构改革，探讨地方政府
职能部门的整合及效果（于法友，２００９；徐继敏，２０１２）。个别有关县级政府行
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只是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王毅、高荣曾，２００９）。目前少有
研究深入具体案例分析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及模式。

既有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多停留在２００９年大部制改革阶段。如黄冬
娅、陈川鳭（２０１２）对顺德大部制改革进行绩效评估；吕璐璐（２０１２）、王浩
（２０１３）讨论了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特点及启发。大部制改革主要将职能类似
的部门进行整合，是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２００９年后，顺德的行政体
制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多次深化改革。２０１２年５月，顺德启动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放宽公司注册条件，注册时长由数月降为最多四个工作日。
之后，顺德建立并联审批制度，打造部门、系统间数据共享平台。顺德梳理了
全国县级政府最完整权力清单，并以此为基础分批取消、转移行政审批事项，
培育社会组织，为进一步转移政府职能做准备。但是目前鲜有研究跟进大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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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市）级与经济特区也会被选为改革试点。但由于地（市）级政府直接对省政府
负责，与县政府相比，推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障碍相对较少。经济特区由于具备立法权限，
改革所遇部分制度障碍可以通过立法方式解决，具有更大优势。相比之下，县级政府权限低，
改革面临的阻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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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顺德的改革进程。此外，更少有研究基于顺德推进改革的实际过程，分析县
级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

分析框架上，要解释基层政府的权力来源、与不同层次政府的互动关系、
与各种障碍之间的结构关系等，首先需明确基层政府在当今中国政体权力结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中的角色。遗憾的是，目前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大多
没有将基层政府纳入中国政体的权力结构。描述与解释当代中国政体权力结构
理论框架大多强调“权威主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框架为
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末，迈克尔·奥尔森伯格提出的“碎片化权威主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碎片化”用来概括中国政体“条块分割”的特
点；“权威主义”意指重大决策权仍由少部分党政干部掌控。这一理论框架将当
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描述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权力中央之下职能部门互
不合作、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形态（Ｈａｌｐｅｒｎ，１９９２）。在奥尔森伯格的影响下，
西方文献相继出现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用以描述中国集权式的权力结构，
如“韧性权威主义”（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３；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指出中国似乎找到了与高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方式。类似框架还有
“调适性权威主义”（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另有学者基于政
府吸纳社会意见决策的特点提出“咨询性权威主义”（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ｅｅｔｓ，２０１３）。但这些框架的重点皆落在中央集权。虽然有学者提出“分权式
权威主义”（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０９），指出中央下放部分
权力以缓解发展过程中的压力，但仍没有将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府归入权力结构。

本文关注的案例显示，基层政府在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层政府不仅是改革方案的实际制定者、践行者，还巧妙周旋于诸多障碍之间，
与各种体制及制度性壁垒进行博弈，并最终推动制度变革。即便在西方语境的
“权威体制”之下，基层政府在推动实际制度变革上发挥着中央、省级政府不可
替代的作用，是中国政体权力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实际政治过程
复杂而充满矛盾，基层政府在权力结构分析框架中缺位，无论对理论建构还是
回答现实问题都是一种缺憾。本研究将以顺德为案例，分析其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路径、模式，以此展示基层政府在推动制度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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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障碍

顺德是广东省佛山市下设的直辖区，属区县级政府，下设镇街一级政府，
位列基层政府序列。顺德作为中国改革前沿的历史由来已久。１９９２年，邓小平
南巡最后一站来到顺德，确立顺德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９年顺
德分别进行了两次行政体制改革。２００９年，顺德进行大部制改革，开启新一轮
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后，顺德的行政体制改革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
心，先后完成了三步走。第一步放宽重点领域准入审批要求；第二步优化行政
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第三步取消、转移部分政府职能。

（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及障碍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下简称“商改”）是顺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
改革之一。２０１２年５月，顺德正式实施商改①。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三分离三
构建”。“三分离”指商事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对分离、商事主体资格登记与
住所（经营场所）审批相对分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与实缴备案相分
离。“三构建”指的是建构并联审批体系和一体化审批体系、部门共享信息平台
与信息公示平台以及“宽进严管”的市场监管体系②。商改在“分离”与“建
构”阶段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障碍。
１ ． “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与制度性障碍
“三分离”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不

仅在操作层面上降低市场准入要求，方便企业注册，而且涉及政府职能定位理
念的转变。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是将营业执照简化为商事主体资
格凭证。改革前，政府以“营业执照”为最后关卡，卫生、消防、环保审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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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印发顺德区商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顺德区政府文件（顺府发〔２０１２〕１１
号），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印发顺德区商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顺德区政府文件（顺府发〔２０１２〕１１
号），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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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营许可证为前置审批环节。企业必须先行办理各种许可证，通过政府审
查，才能获得商事主体资格。这是政府“以审批代替监管”的传统管理模式。
改革后，“前置审批变后置审批”，企业可以在最多四个工作日内领取《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并在获得商事主体资格之后办理特
许经营项目所须许可证。政府不再通过审查资格、卡住入口的方式减少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而是通过后期巡查、抽查等方式进行监管①。

很明显，“商改”放宽了企业准入市场的条件，实现了“宽进”。顺德面临
的问题是“宽进”之后如何进行“严管”。商改使“有照无证”在理论上成为
可能，为政府监管带来压力②。虽然目前尚未有数据显示“宽进”导致违法现
象增多，但仍存在潜在可能。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很难进行地毯式
排查，且行政处罚力度有限，对企业没有实质的约束效力，不法企业“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的现象层出不穷③。

“商改”正式实施后，顺德企业登记出现了“井喷”现象。改革前每月新设
立公司数约４３３ 户，改革后月均新设立公司数为５８７ 户，增长约３５ ６％ ④。
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顺德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９ ８０８户，同比增加
２７ １８％ ⑤。与庞大的企业数量相比，市监管系统从事一线监管执法人员只有约
２５０人⑥。无论在改革方向上还是实际执行层面上，通过增加政府行政资源投入
加大监管力量并不可取。于是商改将政府置于监管困境：政府不应该管，却又
不得不管。导致这种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为责任主体”。这既是一种制
度，也是一种观念。

制度具有稳定性，一旦稳固下来，制度规则很难被打破（Ｓｔｅｉｎｍｏ，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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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印发顺德区商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顺德区政府文件（顺府发〔２０１２〕１１
号），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详情见有关黑网吧重开的讨论， “顺德政风行风热线———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中共佛山市顺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佛山市顺德区政府监察和审计局，ｈｔｔｐ：／ ／ ｊｃｓｊ． ｓｈｕｎｄｅ．
ｇｏｖ． ｃｎ ／ ｄａｔａ ／ ｍａｉｎ． ｐｈｐ？ｉｄ ＝ ８３２５６ － ７２１００４８，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资料来源：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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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理论中，制度具有典型的自我强化效应（Ｄｏｂｕｓｃｈ ＆ Ｋａｐ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３；
Ｖｅｒｇｎｅ ＆ Ｄｕｒａｎｄ，２０１１；Ｋｏ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Ｚｕ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４），一旦制度变迁
走上了某条路径，就会对这个方向产生依赖，并一直走下去。这可能是一种良
性循环，也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制度层面上，政府要为违法
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在中国普遍存在。当顺德已经意识到“政府为责任主体”与
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相冲突时①，不少地区还在主动强化此观念。例如，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２日，河北省环监局公布《关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环境监
管体系的实施意见》（冀环治领办〔２０１３〕１１号），明确指出政府为环境监管的
责任主体，强调实施“无缝对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人海战术。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１日，上海市徐汇区政府在《２０１３徐汇区安全生产工作意见》中第一条就
强调落实政府在安全生产上的责任，要采用责任考核的方式，落实“行政一把
手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３）。类似政策规定在强
调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同时，淡化了企业为责任主体的重要程度。

参考境外成熟经验，顺德意识到放宽市场准入应以“企业为责任主体”为
前提②。企业为自身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只要照章办事，履行例行抽
查，便算尽职，不会为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才能有效自
律。但现行制度下，“宽进”带来更多违法隐患。为了减少隐患，政府不得不通
过“全管、严管”实现有效治理③。而政府管得越多，越不利于企业形成责任
主体意识。

在观念层面上，社会已经习惯了“责任型政府”的形象。对于不法企业造
成的社会影响，舆论压力仍倒向政府失责，这种社会观念强化了政府内部的行
政追咎机制，强化了“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旧有制度④。十分反讽的是， “全
管、严管”的方式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这使得政府很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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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比如顺德一直以来学习借鉴的香港，企业的主体责任由相关法例明确规定。在行政

处罚无效的情况下，违法企业会被政府检控，由司法裁决违法企业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政府
只例行抽查、巡查的职责，不会为违法企业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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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制定规则为主的“小政府”。如果权力下放，责任不下放，政府很难实现彻
底放权。而当“放权”成为国家推进改革的大政方针，政府不得不放权，就自
然会出现政府既要放，又要管，放的越多，管的越多的怪现象。

虽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在社会监管上承担连带性主体责任，
但这是长年沉淀下来的观念性制度，已成为政府习惯性治理模式。前广东省委
书记汪洋明确要求顺德“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①。言外之意，省政府
会体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鼓励改革试点解放思想。但在观念性制度的阻碍下，
顺德不敢放弃严管。顺德主管市场监管的官员曾表示：“对手头的权力，管不到
那么多，而且有风险……我们把精力放在监管上，如果监管不到位，我们也要
承担责任。”②

２ ． 建构信息平台与体制性障碍
在“三建构”中，顺德建立了并联审批模式，实现各有关部门同步审批，

以提高审批效率。并联审批要求政府部门间共享数据，时时互通审批进度。由
于大部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顺德较易打通参与并联审批的四大部门：市监
局、国税局、财税局、公安局。但企业登记审批事项中，超过一半的事项在顺
德没有审批权限③。这些事项的审批权限分别在佛山市、广东省和国家部委。建
立企业登记并联审批信息平台不仅需要打通顺德区内各部门信息渠道，还需要
打通对佛山、广东省以及对国家部委的系统。但是打通这些系统困难重重。在
对接广东省的事项上，顺德只打通了５５％，虽然顺德对广东省打通了超过一半
的审批事项，但这些事项集中于个别合作意愿高的部门。在系统数量上，８５％
的系统尚未被打通④。而需要与中央和佛山市对接的系统，全部没有打通⑤。

在建构并联审批信息平台上，顺德碰到了传统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在与
国家及广东省业务系统对接上，广东省给出的解释是对接系统需要解决技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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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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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存在难度，需要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工作会议指
出“需要国家和省相关部门对业务系统进行技术改造才能与市县分厅进行对接。
这种对接整合，存在业务上需要梳理规范，技术上要设计开发，有一定难
度。”① 而在与佛山市业务系统对接方面，绝大部分业务系统尚未表示合作意
向②。上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消极态度实际上是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之间的矛盾的
体现。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尹振东，２０１１；尹振东等，２０１１）。当改革推
进到一定深度，这一壁垒对改革的阻碍作用便突显出来。

（二）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及障碍

商改只是顺德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在商改的基础上，顺德继
续将改革向其它审批领域推进，并同步清点政府各部门所有审批事项，廓清政
府权力范围。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顺德完成对区内２３个审批部门１ ５６７项审批事项
的梳理③，并开始有步骤地取消、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顺德
共进行了两批政府审批事项变更④，共取消１０９项审批事项。但是顺德遇到了事
项“取消不掉”的问题。２０１２年，顺德曾尝试跳出法律法规限制，向省政府建
议取消、转移及优化５４８项审批事项，占顺德全部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虽然
顺德很清楚，这些上报事项中的绝大部分不可能被取消⑤，但至少这份目录体现
了其希望取消、转移及优化的事项范围。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顺德只削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审批事项，这主要因为顺
德的权限十分有限⑥。全部审批事项共有三类：行政许可事项、非许可类审批事
项、便民服务。根据《行政许可法》，作为区县级政府，顺德没有权限设置行政
许可类审批，也就没有权力取消任何行政许可类审批事项。这类审批事项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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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料来源：顺德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顺德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的通

知》，顺德区政府文件，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顺德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事项目录（第二批）的通知》，顺德区政府文件，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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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全部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①。非许可类审批事项和便民服务不受《行政许可
法》的约束，国家对这类审批事项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这两部分事项基
本都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依据，顺德也无权对其删减。

早在２００９年大部制改革时期，顺德作为基层政府权限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凸
显出来。为肯定顺德经验，广东省政府赋予顺德地级市的经济权限，帮助顺德
“解决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②。２０１１年，顺德被确立为“省直管县”试点，
享有地级市行政执法权限③。但这只为顺德搭建起越过佛山直接和广东省沟通的
渠道，并没有赋予顺德削减有法律依据的审批事项的权力。而顺德无权削减的
行政审批事项占全部事项的９０％以上④。虽然基层政府贴近社会生产、生活，
对审批事项的必要性有着更贴切的感知，某种程度上更清楚何种事项应该取消、
何种事项应该保留。但基层政府处于行政层级的底层，具有权限低的先天不足，
在取消审批事项上受到各种限制。顺德案例显示了基层政府无权取消绝大部分
审批事项，只能将其认为有必要取消的事项上报，待上级政府决定。顺德在削
减行政审批事项上遇到的权限障碍是中国政体权力结构的内生问题，基层政府
凭一己之力难以突破。

四、改革的策略和动力

顺德的改革具备一系列动力因素，虽然改革不断遇到难以突破的障碍，但
通过绕过障碍，顺德仍将改革持续向前推进。“绕道”多见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
研究中，一般指改革中遇到难题，绕道而行（蒋清海，１９９５）。经济体制改革领
域中常见的“绕道而行”主要指遇到困难的消极逃避态度，而顺德案例中的
“绕道”是一种积极的迂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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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顺德区行政审批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广东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意

见》，中央广东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粤办发〔２０１１〕２号），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 （粤办发〔２０１１〕２号），２０１１

年１月２８日。
资料来源：顺德区行政审批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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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策略

１ ． 绕过“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制度性障碍，继续进行职能转移
商改后，“宽进”为“严管”带来压力。虽然顺德认为“政府主责”与改

革方向相悖，但并没有直接挑战这一沉积多年的制度观念，依旧沿用“严管”
模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政府进一步放权，但“放权”意味着政府有可能
承担更多的连带责任。顺德并没有因为不能突破行政追咎制度而搁置放权。
２０１３年顺德两批共转移９０项行政审批事项。被转移的审批事项包括“转

移”与“下放”两个部分。“转移”指将政府原有行政审批事项转移给社会组
织。“下放”指将原有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给下一级政府机构，即将区一级审批事
项下放到镇街。转移的职能主要分为四类，即行政审批类职能；行业自律类职
能；社会服务职能以及市场监管职能。这涉及将政府越界代管的职能归还给社
会。其中，行政审批职能主要指行业有专业能力完成的技术性审批。改革前，
此类审批职能由政府行使。由于匮乏行政力量以及专业技能，政府要承担巨大
工作量，且不能有效保证审批质量。行业自律与管理类审批事项属于行业自治
范畴，本该由行业协会承担。通过职能转移，顺德将此部分职能归还给行业协
会。此外，借鉴协作式公共管理的理念①，顺德寻求社会力量协助政府服务社会
以及监管市场，将这两部分职能移交给社会组织。对于本该由政府行使的审批
权，顺德通过将部分权限下放至镇街一级政府，减轻县级政府工作负担，加强
镇街同社会的联动性。在此基础上，顺德正在梳理新一批拟转移的行政审批事
项，报批广东省。这意味着新一轮“放权”正在进行。
２ ． 绕过“信息系统不对接”的体制性障碍，出台办事指引
在打通信息上，顺德没有试图正面冲破垂直管理系统的壁垒。虽然绝大部

分对市、省和国家的业务系统未能打通，并联审批系统无法将这部分数据纳入
平台，但顺德并没有搁置信息共享进程。从比较成熟的商事登记领域切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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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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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梳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顺德将与企业经营审批有关的事项分离出来，
汇编顺德没有权限办理的审批事项，形成企业经营审批事项目录，向社会公布。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顺德公布全国首份《顺德区企业经营审批事项目录汇

编》（下简称《目录》），涵盖１８个行业２２１项企业经营审批事项和４１５个许可
证件，以及各事项的主管部门、审批许可依据、分级审批权限和办理地址、电
话等。其中在顺德没有办理权限的事项都有指引①。也就是说，《目录》提供了
顺德区内企业经营涉及的所有审批事项的办理指引。

《目录》中，超过５１％的审批事项在顺德没有办理权限②。这意味着除了提
供参考性指引，顺德无权对这些事项进行变更。在垂直业务系统尚未对接的情
况下，虽然顺德凭一级政府力量难以做到并联审批，但仍可以通过公示社会的
方式，为办事人提供明晰指引。对于那些尚不能通过顺德并联审批办理的事项，
虽然办事人仍须奔赴多个部门，但至少可以在《目录》中查询事项清单和对应
部门，提高办事效率。
３ ． 绕过“基层政府权限低”的架构性障碍，推进、深化并联审批制度
由于基层政府权限低，顺德面临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不掉”的问题。

但顺德并没有正面要求越权取消事项，而是绕过权限问题，通过提高审批效率
改善现行制度。主要途径是优化审批流程，建立“并联审批体系”，取代环环相
扣的串联审批模式。“并联审批体系”既是对商改的深化，也是顺德在权限内可
以推进的改革。

“前置变后置审批”后，企业可以先行申领《营业执照》，但企业在申请
《营业执照》时仍须完成６项审批，包括：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审批、企业法人或
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审批、组织机构代码证核准、公章刻制备案审核、税务登记
证审批和社保登记审核。办事人须到不同部门多次递交材料。在最顺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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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顺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企业经营审批事项目录汇编的通知》，顺德区政府文件
（顺府发〔２０１３〕３０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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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部审批需要１３ ５个工作日，一般情况下，完成全部审批需要数月时间①。
为改善此种情况，顺德行政服务中心建立企业登记并联审批窗口，实行“一表
登记，三证同发”。申请人递交办理６项审批只需填写一份表格，递交一次材
料，在４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发三证②。目前阶段，优化的企业登记并联审批制
度只涉及企业登记范畴的执照办理。实际经营上，若涉及特许经营业务，办事
人仍须到多个部门多次提交材料。因此，顺德正在部署将商事登记并联审批的
模式推广到行业许可证审批，以提高许可证审批效率。

表１概括了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相关领域遇到的问题、障碍、障碍性质及改革
的绕道方案。通过绕过这些障碍，顺德避免了与障碍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发生正
面冲突，从而以巧妙的方式在权限范围内推进改革。

表１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障碍分析
改革领域

（一）商改 （二）削减审批事项
１．商事登记主体与经营
主体相分离

２．建立并联审批信息
平台

３．削减审批事项

问题
企业“宽进”后，“严
管”难

难以上级垂直业务信息
系统

难以削减

障碍 政府为责任主体 “条块分割” 基层政府权限有限
障碍性质 制度性 体制性 架构性
绕道前行方案继续转移政府审批事项 出台《目录》，公示没有

权限的审批事项信息
实行商事并联审批；
推进许可证并联审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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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顺德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回头看调研报告》，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文件
（顺监〔２０１３〕７２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顺德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回头看调研报告》，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文件
（顺监〔２０１３〕７２号），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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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绕道”？

１ ． 可以突破的障碍
顺德改革中，并非所有的制度障碍都不能突破。商改在很多方面突破了

２００６年版《公司法》的限制。比如，２００６年版《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３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为１０万元，且股东应当一次缴足出资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
５００万元。顺德商改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与实收资本备案制，突破了公司法的上
述规定，改革后，“零首期”可成立公司，对公司股东首次出资额不做限制或
审查。

作为基层政府，顺德没有任何权限突破国家法律。自２０１１年启动新一轮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德因受限于法律法规及部门利益，只能推进优化工作，如
缩短时间、简化流程等①。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顺德获商改试点地位，使得
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约束成为可能。商改能够突破《公司法》的限制，很大程度
上由于工商系统不受国家垂直管理系统的限制。顺德试行商改前，国务院２０１１
年４８号文件已经取消了工商、质检的省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分级管理②。
但可以想见，即便没有４８号文的出台，由于工商系统为省以下垂直管理系统，
广东省仍具备赋予顺德“先行先试”的权限。
２ ． 难以突破的障碍
获得“试点”地位使顺德可以试行商改。在中国的改革逻辑中，“试点”的

意义就在于可以试行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不一致的方案，并探索方案
推行的效果。但获得试点地位并不意味着试点地区可以随意推行改革。“试点”
可以行使的权限只是一种提案权。试点地区与上级主管政府是“请示与被请示”
的关系，试点地区可以大胆畅想并提出突破性方案，方案最终可否试行，仍须

８５

◆专栏

①

②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办公厅〔２０１１〕４８号文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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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改革主管上级的批准。以顺德商改为例，改革的启动程序是，顺德被赋予
商改试点地位，顺德先提出改革方案，广东省批复同意方案后，方案才可试行。

虽然顺德在广东省的支持下获得“试点”地位，但并非因此可以突破所有
障碍。商改对《公司法》的突破只是单一改革方案对现行法律个别规定的突破。
当改革不断向前推进，要求突破的障碍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但加深时，就会
遇到难以突破的障碍。改革初期，选定领域不直接触及，却波及的障碍有很多。
这些障碍有可能在推进改革的某一阶段集中出现，也就是常说的改革进入“深
水区”。改革启动阶段，在上级政府的帮助下，试点地区冲破的一般是标志性的
制度障碍。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障碍由表面的政策性、规定性障碍变
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比如，顺德商改初期突破了《公司法》部分条款限制。
但随着改革深化，并联审批制度要求大范围打通垂直业务系统；进一步削减行
政审批事项涉及打破多个上级部门既得利益。这些均属植根于制度和体质的结
构性障碍。如上所述，打通业务系统需要征得上级业务部门的同意，涉及公开
职能部门不愿曝露的信息。作为基层政府，顺德没有权限要求上级职能部门开
放系统端口，因此信息平台建设进程受阻。削减审批事项则更加敏感。审批权
是上级部门的权力所在，顺德虽有建议权，但绝大部分审批权限不在基层政府
权力范围内，顺德无权强行取消。因此，虽然某些法律条文可以被突破，但解
决深层结构性问题须疏通沉积多年的制度及体制障碍，短期间内较难突破。

（三）改革动力

面对难以突破的深层障碍，顺德仍可以推进改革，原因在于其具备一系列
持续推进改革的动力。
１ ． 国家政策方向：改革的根本原因
国家将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工作重心，这是顺德推进改革的根本动力。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是“十二五”时期的主要工作。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十八大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进一步要
求，指出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等。２０１３
年２月，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继续推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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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一轮国家层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２０１３年８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确定将改革向地
方全面推进。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政方针为顺德推进改革的合法性来源。
２ ． “强人政治”：改革的实际推手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政治强人是顺德改革的实际推手。顺德１９９２年

的改革由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动。新世纪，顺德大部制以及其后的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由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推动。郑永年认为，顺德改革基本呈现了
汪洋的改革思路，先通过大部制改革，将政府形态压缩，然后通过放权式改革，
将部分公共权力交给社会，培育社会组织，由此形成大社会、小政府共治局面，
从而促进当地市场经济发展（广东机构编制网，２０１１）。顺德也认为，正是因为
广东省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顺德才有吃螃蟹的机会①。
２００３年撤市并区之后，顺德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步伐有所放缓。在这种情况

下，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第一次来到顺德。在１１月召开的
全省第二次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明确要求顺德继续推进改革，强调顺德
是改革典型，要擦亮顺德这块牌子，保持改革的延续性，并将大部制改革确定
为顺德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起点（广东机构编制网，２０１１）。２００８年年底，
时任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赴国家行政学院邀请相关专家为顺德大部制改革设计
方案②。
２００９年１月，汪洋第二次到顺德。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后，顺德区委办公大

楼挂起一副红底条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
头兵。”③ ２００９年６月，汪洋第三次到顺德，听取大部制改革方案（初稿）汇
报，并提出修改意见。顺德最终将政府机构压缩至１６个。看完初步方案后，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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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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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非常满意。①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获广东省
委省政府正式批复，顺德“大部制”正式出台②。

大部制改革后，汪洋继续关注顺德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２０１１年７月，
汪洋第四次来到顺德，提出了社会组织培育、社区自治等问题，并指出顺德下
一步的改革方向是“大社会、小政府”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网，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年八、九、十三个月，顺德分别推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社会体制综合改
革、农村综合改革三大改革（顺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２
月，汪洋在听取顺德汇报后，要求顺德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取消审批
事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作为呼应，顺德各审批部门以商事登记为主要领域，
分别对可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统计。各部门上报的拟取消与优化的审批事项
超过６００项，这与其它很多地级市上报２０几项拟取消事项的情况形成鲜明
对比③。

企业注册难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注册公司时间长达数月甚至半年的现
象并不罕见④。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家外企注册一年未
成功”的报道，集中曝光了企业注册难问题。汪洋对该报道做了批示，“要求各
地学习借鉴香港经验，大胆创新商改，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广东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２）通过理解汪洋的意图，顺德确定将“商改”
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决定第一个“吃螃蟹”。现任顺德区委书记梁
维东表示“我理解，省委、省政府是在谋求改革的重点突破，重点突破的核心
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商改。”（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广东省政府批复，同意顺德率先开展商
改试点工作。次日，顺德区政府印发了《顺德区商改实施方案（试行）》，正式
推行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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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关于印发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粤机

编〔２００９〕２１号），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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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汪洋第五次来到顺德，听取改革进度报告，肯定了顺德在培
育社会组织方面的成绩和方向。同月，顺德参考香港经验，启动试点首批四家
法定机构。法定机构与事业单位不同，采取理事会的模式，独立于政府运作。
顺德以此作为回应汪洋“小政府、大社会”的实际举措。
２０１２年９月，汪洋第六次来到顺德，强调要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汪洋希望顺德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
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①。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顺德完成更
新区内审批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并继续研究可取消与转移事项②。

３ ． 较高管理权限：越级对接的制度管道
在政治强人的推动下，顺德被赋予较高的实际权限，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直接与省对接。这为顺德改革搭建了越级与省对接的制度管道。１９９２年３月
２６日，民政部批准顺德撤县设县级市③。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日，广东省委、省政府
正式批覆同意赋予顺德市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④。这意味
着，顺德在既有县级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
等系统和国家垂直管理部门仍维持管理权限由佛山市代管外，其他所有的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都享有地级市权限。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８日，顺德并入佛
山，撤县级市设佛山市顺德区⑤。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
复重新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同意顺德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先行先试，实行大部门体制（顺德区人民政府网，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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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汪洋：广东‘大部制’势在必行”，茂名机关党建，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ｈｔｔｐ：／ ／
ｓｚｇｗ． ｍａｏｍ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ａ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 ／ ０９１９ ／ ５４７． ｈｔｍｌ。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顺德历史沿革”，顺德区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ｈｕｎｄｅ． ｇｏｖ． ｃｎ ／ ｚｊｓｄ？ｉｄ ＝ ２。
《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批转〈关于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

意见〉的通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文件（粤发〔１９９９〕９号文），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
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务院文件（国函〔２００２〕
１０９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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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编办正式通报，确定顺德为广东省首个“省直管县”试点①。在地级市
管理权限之外，“省直管县”的地位赋予顺德更多权限。顺德不但享有行政执法
权限，还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政府间收支划分、从转移支付、税收
返还、所得税返还，以及专项拨款补助方面，“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帮助顺德绕
开佛山市的中间环节，避免了佛山对顺德财政的限制②。

从上述时间点来看，顺德历次被确立为改革试点，都伴随着行政层级或实
际权限的升级。１９９２年，顺德被确立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行政层级由县升
为县级市；１９９９年，顺德开展第二轮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授地级市权限，与省
对接；２００９年，顺德进行大部制改革，恢复地级市权限；２０１１年，顺德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被确定为广东省第一个“省直管县”，在财政上独立于佛山
市。行政层级及实际权限的提升体现了国家与广东省对顺德的扶持与肯定，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顺德作为基层政府权限不足的局面。

４ ． 以改革推动改革
政治强人在启动改革上起主导作用，这解释了改革何以开始。在改革何以

持续上，政治强人仍发挥重要作用。顺德案例中，汪洋主导了顺德几阶段的改
革推进方向。此外，改革本身对下一步的改革也具有推动作用。

在顺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商改对许可证制度改革产生推动作用。
这里的许可证制度改革并不限于简化审批程序的操作层面。与商改一样，彻底
改变许可证制度的内容和要求是顺德下阶段改革的重点之一。虽然目前此层面
的改革尚未全面波及许可证制度，但已在局部范围推动了制度改革。商改理论
上降低了“无证经营”的难度，造成了“无证经营易”的制度环境。要弥补
“无证经营易”的制度漏洞，必然需要启动许可证制度改革，取消对企业申办许
可证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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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粤办发〔２０１１〕２号），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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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网吧行业，许可证门槛过高导致了无证经营泛滥（佛山市顺德区政府
监察和审计局，２０１３）。国务院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颁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对全国网吧行业实行总量和布局限制，并授权文化部及省级文
化行政部门制定具体要求①。此后，文化部逐年发布全国网吧总量和布局要求。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５日，文化部等１４部委联合发文，规定全国网吧总量不再增加，
新增网吧职能以连锁方式存在，各地不再发放单体网吧行业许可证②。在国家政
策要求下，顺德对区内网吧总量布局实行严格限制。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顺德区
指标只有９０个，证照齐全的网吧仅１３６家，绝大部分在２００９年以前以单体形
式申报③。新增网吧需要以“连锁网吧企业”的形式申报。许可证申请难导致
此后近三年区内无网吧通过审批④。

正规网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黑网吧屡禁不止⑤。已经推行的商改更为
“无证经营”提供了制度便利。商改后，许可证制度改革被推上台面。２０１３年４
月，文化部发布《关于开展网吧准入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动态调整
网吧总量和布局规划⑥。顺德以此为契机推动网吧行业许可证制度改革，同年６
月２６日印发了《关于推进网吧准入条件改革工作方案》，开启网吧行业许可证
制度改革。改革放宽了网吧总量和布局限制，降低了准入条件，简化了审批流
程，许可证办理时间由以前的４５个工作日缩短至１０个工作日⑦。

如上所述，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因素可以归结为国家政策、政治
强人、较高管理权限与改革自身的推动效应。在这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顺
德获得了持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如表２所示，国家政策为顺德改革提供合法性
及方向指引，是改革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省级政治强人具体引领改革进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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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３６３号，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２００７〕１０号），２００７

年２月１５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文化部关于开展网吧准入试点工作的通知》 （文市函〔２０１３〕５３４号），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７日。
顺德访谈记录，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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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改革的实际推手；较高的实际管理权限为顺德提供直接与省沟通的制度管
道；当改革被启动后，前一阶段的改革会对其它领域的改革产生推动作用。

表２　 改革动力分析
改革动力

１． 国家政策 ２． 省级政治强人 ３． 较高管理权限 ４． 前一阶段改革

对改革的作用合法化来源 实际推手 制度保障 持续推动力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改革路径与结论

顺德案例展示了基层政府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及改革过程的复杂局面。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可以用图１来描述。图中的综合动力是基层政府
能够启动并持续推进改革的动因。综合动力可以冲破部分障碍，对于难以冲破
的深层制度障碍，顺德采取“绕道”策略推动改革。迈克尔·奥尔森的“碎片
化权威”范式可以部分分析基层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如图１所
示，“权威”体现在“改革动力”部分的“国家政策”上。虽然基层政府是改
革方案的实践者，但国家政策仍然表现出“自上而下”引领改革方向的作用。
顺德之所以成为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首先因为有国家政策导向。“碎
片化”体现在“难以突破的制度障碍”部分。顺德案例显示，“碎片化”的垂
直管理系统是顺德推进改革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但是，从图１可以看出，这
一曾经用来整体描述中国政体结构的主要框架只涉及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
程的两个的结构性因素。而分析路径的其他部分，如省政府／省级政治强人、基
层政府、制度渠道，以及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需要补充新的分析视角。

本研究对顺德行政审批改革路径的探讨有助于将基层政府引入中国政体的
权力结构，补充“权威碎片化”范式的结构性缺失及静态不足。顺德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的路径及策略动态捕捉了各种作用力的博弈过程。整体来看，基层政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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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是一场动力与阻力的博弈。动力方由国家政策、
省级政治强人、较高实际权限、前一阶段改革组成；阻力方是各种深层结构障
碍。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基层政府必须将改革向前推进，因而选择绕过障碍。
“绕道”策略并不是改革的倒退，相反展示了基层政府在权限范围内的迂回智
慧。对于深层障碍，若与之正面冲突，改革很可能夭折；若知难而退，则改革
被搁置。顺德的改革路径或为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一
种成本较小的推动模式。

图１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顺德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综合动
力能够持续推进改革，却难以根本解决改革过程中的深层障碍。虽然前阶段改
革会对下一阶段的改革产生推动作用，但并未表现出对深层障碍的冲破能力。
那么如何才能冲破这些障碍？这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第二，“绕道”策略
是基于顺德案例的经验性归纳。由于基层政府具有相似的体制、制度性障碍及
行政地位，可以推断此路径在中国其他地域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但此策略是
否具有广泛适用性，在何种程度和条件下适用于其他地域，仍有赖于更多案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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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ｌｐｅｒｎ，Ｐ． Ｎ． （１９９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Ｋ． Ｇ． ＆Ｌａｍｐｔｏｎ，Ｄ． Ｍ． Ｅｄ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ｓｔ － 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ｔｈ，Ｄ． Ｃ． （１９９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８６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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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ｏｃｈ，Ｊ． ；Ｅｉｓｅｎｄ，Ｍ． ＆ 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ｎ，Ａ． （２００９）．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１）：６７ － ８４．

Ｌａｎｄｒｙ，Ｐ． Ｆ． （２００８）．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Ｍａｏ Ｅｒ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ｌｅｒ，Ａ． （２００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 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ｌｅｒ，Ａ． （２００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ｕｓｔａ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ａｍｉ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９．
Ｎａｔｈａｎ，Ａ． Ｊ． （２００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１４（１）：６ － １７．
Ｓｔｅｉｎｍｏ，Ｓ． （２００１）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Ｃｌａｒｋ ａｎｄ Ｊｏｅ Ｆｏｗｅｒａｋｅｒ，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ｇｅ．
Ｔｅｅｔｓ，Ｊ． Ｃ． （２０１３）． Ｌｅｔ Ｍａｎｙ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Ｂｌｏｏｍ：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１３：１９ － ３８．
Ｖｅｒｇｎｅ，Ｊ． Ｐ．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ｎｄ，Ｒ．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Ｍｏｓｔ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３６５ － ８２．
Ｚｕｋｏｗｓｋｉ，Ｒ． （２００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１（９）：９５５ － ９７３．

９６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以顺德为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