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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公民满意度数据失真现象考察：
信任赤字、 博弈策略、 理论意涵

徐艳晴　 周志忍

【摘要】公民满意度主观指标被国际公认为防治博弈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中
国地方政府近年的实践表明，满意度测评同样为博弈行为所困扰。“被满意”成
为社会热门词汇但相关研究尚未进入学界视野，这一空白需要弥补。一些地方
的满意度数据与社会认知和境外状况存在巨大反差，不同调查主体和不同时段
的调查结果差异过大，调查结论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公民满意度
测评的“信任赤字”；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包括赤裸裸的操纵数据、公关努力、
技术控制等，这些是导致满意度数据失真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为国际共识提
供了一个反例因而具有重要理论意涵，同时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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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内容框架

现代管理技术如目标管理、雇员考绩、标杆管理等，用牛津大学教授胡德
（Ｈｏｏｄ，２００７）的话来说，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指标世界”（Ｔａｒｇｅｔ Ｗｏｒｌ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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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者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惩罚。这种压力有可能转变为作弊动机，博弈
（Ｇａｍｉｎｇ）①行为因此和这些管理技术如影随形，政府绩效评估也不例外。被评
估者的博弈导致了信息失真和行为扭曲，对绩效评估期望的强化问责、优化资
源配置、改进内部管理等目标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博弈行为及其对策成为国
际范围内绩效评估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周志忍、徐艳晴，２０１４）。国外学者提出
的对策包括：制定反作弊法规，加强绩效审计和外部监督，完善激励机制，强
化职业和组织规范建设等。虽然各种措施的相对重要性尚存争论，但公民满意
度测评被普遍视为防范博弈行为的重要手段。这一“国际共识”主要基于两方
面的理由。一方面，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的重要致因之一是对“客观指标”的
过度依赖，其防范措施之一就是用“主观指标”进行适度平衡。这里的主观指
标既包括上级对行动者绩效的评价，也包括服务对象对绩效的评价。公民满意
度主观评价对防范博弈行为的意义自不待言。在一些学者看来，上级对绩效的
主观评价亦能发挥同样作用———有助于确认特定行为是否具有博弈性质，进而
通过体系调整减少客观指标中的噪音和扭曲风险（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２）。另一方面，
用“结果导向”（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指标取代“产出取向”（Ｏｕｔｐｕｔ － ｂａｓｅｄ）
的指标有助于抑制博弈行为。产出取向的指标被视为博弈行为的重要致因：“用
量化产出指标衡量部门绩效时，官僚就具有产出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不管最大
化产出能否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这不仅会导致“目标置换” “制造工作”
“无事忙”等现象，而且“强烈的产出最大化动机会导致组织作弊” （Ｂｏｈｔｅ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１７３ － １８２）。其逻辑结论是：结果导向的指标是博弈行为的有效反
制措施之一；而在西方的绩效评估框架中，公民满意无疑是“结果”的一个重
要方面。总之，满意度测评之所以被视为博弈行为的重要防治手段，是因为它
符合绩效指标改进的上述两个方面：既属于主观指标，又是重要的结果指标。

然而，中国地方政府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公民满意度测评同样为博弈行为
所困扰，数据失真和弄虚作假现象普遍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这对上述“国
际共识”形成明显挑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涵。从实践上看，满意度测评
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危害表现在许多方面：影响测评本身的效用；数据没有反应
真实的民意；无法为问题诊断和改进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巨
大伤害；挫伤公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公民对满意度测评也采取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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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学者用多种词汇描述绩效评估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如博弈（Ｇａｍｉｎｇ）、作弊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操控（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包装美容（Ｄｏｃｔｏｒｉｎｇ）、策略行为（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创
造性分类（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创造性解释（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等。鉴于“博弈”和
“作弊”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概括性词汇，本文用“博弈”来概括多种弄虚作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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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进而陷入信息失真的恶性循环。因此，探讨满意度测评中的数据失真
状况、博弈致因及其防范之道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虽然“被满意”
和“假民调”等成为社会热门词汇，但相关主题的系统研究尚未进入学界的视
野。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空白。

研究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面临几个方法论方面的难题。首先是系
统数据的匮乏。正如雅各布和莱维特（Ｊａｃｏｂ ＆ Ｌｅｖｉｔｔ，２００２）所言，政府绩效
评估中博弈行为的研究基本上基于趣闻轶事性质的新闻披露，难以据此对其普
遍性和严重程度做出系统准确的判断。反映在现有成果中，研究者对博弈行为
做了多样化的类型划分，但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相对权重作出判断（周志忍、徐
艳晴，２０１４）。公民满意度测评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原因在于，判定“失真”
的前提是确立一个“真实的标杆”，需要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针对相同的目标
群体、围绕相同主题进行独立科学的调查。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其次，
作为因变量的博弈行为的系统数据匮乏，必然对博弈致因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因此，现有博弈致因研究或者基于问卷调查和利益相关者的主观判断（Ｆｉｓｈｅｒ ＆
Ｄｏｗｎｅｓ，２００８），或者基于小规模的心理实验（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３），系统数据基础
上的实证研究比较鲜见，即使有也只聚焦于某一狭小的主题和领域（Ｂｏｈｔｅ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难以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第三，我国国情和行政环境下博
弈行为及其致因研究面临更多的限制和约束：政府运作及其信息透明度方面存
在较大差距；缺乏官方评估机构对满意度测评的独立调查和博弈现象的权威性
披露；媒体披露会增加当事地方政府对博弈主题的敏感度；从而对客观深入的
调查形成重大障碍。考虑上述方法论难题和这一主题几近空白的现实，本研究
应用规范方法，对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进行系统考察。

本文后面几部分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公民满意度测评的背
景、历程和意义，然后构建一个比较分析框架，展示现实中存在的“信任赤
字”；第三部分总结地方政府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策略；第四部分讨论地方政府
满意度测评中博弈行为的理论意涵。

二、公民满意度测评的发展历程与信任赤字

从公民参与角度看，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到２１世纪初是“政府主导与公民无参与阶段”。基本特征是：政府启动
并组织实施，目的限于内部管理控制，评估结果主要由内部消费。虽然绩效评
估开展得轰轰烈烈并导致干部间激烈的“政绩竞争”，但平民百姓只能扮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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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者”的角色。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央强调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
的根本标准，政府绩效评估由此进入了“公民有限参与”的新阶段。公民参与
的有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参与范围或广度的有限性；角色或参与方式的单一
性；公民参与的影响力有限（周志忍，２００８）。“角色或参与方式的单一性”即
公民在绩效评估中担当被动的“信息供给者”角色。换言之，满意度测评是中
国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方式。

梳理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公民满意度测评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亮相相当高
调，标志性事件是１９９９年珠海市启动的“万人评政府”活动，随后扩展到沈
阳、南京等许多城市。但地方政府的主流实践是，“社会评议”与其他客观指标
一起，共同构成政府绩效的总评价，而社会评议所占权重各有不同且经历持续
的调整优化。各地“社会评议”的主体包括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
代表、媒体代表、企业代表等，但大规模抽样基础上的公民满意度测评，无疑
在社会评议中占据主导地位。把公民满意度测评纳入绩效评估的意义毋庸置疑：
反映了价值取向从“政府为中心”到“公民为本”的转变；评估目标从“内部
控制”到“外部问责”的转变；评估主体从技术官僚向大众参与的转变。

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民意测评始终为博弈行为所困扰，畸高
的满意度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较大落差，数据的真实性是社会关注的
焦点之一，“被满意”相应成为一个热门词汇。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国青年报》社
会调查中心对全国３１个省、市、区１３ ３３１人的调查显示，对各种民意调查的结
果，４３ ８％的人表示相信，２６ ８％的人不太相信，２９ ５％的人表示不好说、要
看是哪里做的调查（李松、周琳，２０１０）。借用克林顿的一个说法，地方政府公
民满意度测评面临严重的“信任赤字”（Ｔｒｕ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即社会对满意度测评结
果的质疑和不信任。

信任赤字部分源于社会公众中存在的误解、偏见或怀疑情绪，部分源于满
意度测评结果中的数据失真。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认数据失真的相对权重，
甚至无法准确描述数据失真的普遍程度或严重性，只能利用新闻报道中的一些
案例，总结归纳数据失真的表现形式，探讨哪些现象使得满意度测评结果让人
感觉难以置信。

第一个现象是畸高的满意度与境外情况的巨大反差。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世界
经济论坛编著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包括了“警察可靠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指标，可以视为警察绩效的综合评价。新西兰一直是排名前三位的国
家，英国排名２０多位，台湾地区３６位，中国大陆近６０位（Ｓｃｈｗａｂ，２０１３）。
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警察服务满意度数据是：根据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新西兰警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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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总体公民满意度为８３％，达到历史最高点（新西兰警务在线，２０１３）；根
据２０１４年的调查，英国公众对警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６１％，较上年下降了一
个百分点（Ｅｖｅｎ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的调查表明，台湾地区警察总体满
意度为６２％，满意度为“历年之最” （中新网，２０１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总体绩效排名近６０位的中国大陆，地方政府警察工作满意度的官方调查结
果动辄超过９０％，低于８５％的似乎显得无地自容。

第二个现象是满意度测评结果与社会认知的巨大反差。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北京
市卫生局对全市５０家三级医院进行了患者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达到１００％的医
院竟然有１９家，即使是排名最后的几所医院，其满意度也达到了９２ ５％。结果
引起社会的质疑浪潮：“如果我们的医院真的这么好，和谐社会就建成了！但谁
会相信？！”（许贵元，２００６）畸高的“满意率”与当时的“就医环境”和“大
气候”很不合拍。从就医环境看，“三长一短”（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交
费时间长、看病时间短）一直是北京大医院的顽疾，要让社会公众去接受１００％
的满意率有些强人所难。从大气候看，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医疗体
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公开发表，把医疗制度改革置于风口浪尖。同年８月２７
日，中国改革研究院在北京举办形势分析会，与会２０多位重量级人物认为，大
多数人对医疗卫生现状不满意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和卫生这两个领域是现在社
会矛盾最突出、最激烈的两个领域，基本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苗树彬，
２００５）。

第三个现象是不同主体调查结果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市民安全感为例，民
间调查机构得出的数据普遍低于政府调查结果：政府部门市民安全感调查的平
均水平都在９２％以上，但根据零点公司的调查，上海作为中国安全感最好的城
市，也从来没达到９２％，南方有些差的城市则很少超过５０％ （李松，２０１０）。
另外一个例子涉及２０１０年春晚。央视网消息，ＣＴＲ市场研究公司通过随机抽
样，电话调查了２ ２９０个收看家庭，结果显示，９６ １％的用户收看了春晚，其中
８１ ６％认为今年春晚办得好。而２月１５日的《广州日报》报道，在某门户网站
对春晚的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是，认为“好”的只占１５ ２％，不到两成，４６ ５％
的人认为不好（腾讯网，２０１０）。

第四个现象是不同时间段调查结果的巨大反差。２００６年以来，针对大多数
人对医疗卫生现状不满的大环境，各级政府大幅增加了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
入，采取一系列措施回归医院的公益性并强化管理。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２０１２年公布的《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报告》，２ ／ ３以上的城乡居民
对医疗卫生服务表示满意，７８ ６％的居民认为总体上医疗卫生服务变好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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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就医环境、就诊便利程度等项目的满意度都在７０％以上。
不满的地方则都与钱有关，比如药品价格、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比例在
５０％上下浮动（新京报，２０１２）。经过大力改进后公众对医院服务态度、就医环
境、就诊便利程度等的满意度不到８０％，那２００６年北京市５０家三级医院患者
满意度调查近乎１００％满意的结果，引起社会质疑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个现象是满意度测评结果的内在矛盾。举例而言，２００５年江苏省实施
的省级机关公众评议中，１０ ３１２个访问对象共提出了６ ９４８条批评意见和建议，
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效能不高，存在推诿扯皮、行政不作为等
问题；二是清正廉洁不够，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权钱交易等还多有存在。
虽然高达６７％的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虽然批评涉及到违法乱纪之类的严重问
题，但群众的满意率依然达到９９ ３％ （孙立忠，２００５）。

当满意度测评结果出现时空上的巨大反差、背离社会认知或存在明显的内
在矛盾时，要想得到公众的信任是不可思议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些数据失真
如何会出现？

三、地方政府在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策略

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信息失真部分源于技术因素，如抽样和分析技术的科
学性，但更多源于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无意行为（有
限理性、无意识偏颇、认知或判断力有限等）；有意作弊或弄虚作假。我们把有
意弄虚作假称之为“博弈”。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主体可以是公众（如恶意差
评），也可以是公共部门及其官员（如对民意测评的随意操控）。也许操控民意
测评对信息失真的影响比较大，国际上博弈行为的研究都聚焦于公共部门官员
有组织的作弊或弄虚作假行为。相应地，博弈被界定为“能从激励契约中获取
最大收益同时没有实际改进绩效的行动”（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２：５９８）；或“刻意包装
甚至赤裸裸地捏造数据，旨在提高个人或组织的地位”（Ｈｏｏｄ，２００７：９５）。就
我国而言，断言有意弄虚作假是满意度测评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可能会受到质
疑或引起争论，但下面两点可以说毋庸置疑：博弈行为普遍存在，是导致满意
度测评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这些博弈行为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巨大
伤害。

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操纵数据、公关努力、技术控
制（潘洪其，２０１１）。特定策略在特定阶段占据主要地位，这是地方官员应对环
境和相关制度规范变化的结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操纵数据是地方

０６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政府应对绩效评估的主要策略。由于这一时期的目标责任制聚焦于经济增长，
ＧＤＰ成了数据操纵的重灾区。随着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公民满
意度测评开始引起社会关注并逐渐成为绩效评估中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满
意度作为一项附加内容，主要目的依然是“内部控制”而非“外部责任”，地
方政府的公民满意度数据汇报给上级，没有向社会公开的义务。透明性和社会
监督的缺乏导致了“我的调查我做主”的心态，满意度数据失真相应成为普遍
现象：少数部门没有进行任何测评就杜撰上报满意度数据；多数部门虽然进行
了满意度调查但没有遵循基本规则，比如公务员身穿制服面对客户进行满意度
调查，有意识的抽样偏差，随意修改数据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满意度数据
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政治需要。
２００３年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提出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

来，公民满意度测评的制度规范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不仅测评的技术规范得到
改进，而且第三方独立评估为社会所公认，“我的调查我做主”不再行得通，于
是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进入了“公共关系”的新阶段。所谓公关策略，即通过
疏通、感情笼络等施加影响，甚至赤裸裸的收买和威胁以取得高分数。公关策
略可以针对上级主管部门或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但更多的是针对被调查对象
的公民。梳理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地方政府的公关策略五花八门。

第一是制定标准答案进行组织辅导。２００９年２月，江苏省对南通市的启东、
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采用随机抽样的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
当地干部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专门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有不少中小学
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盛翔，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陕西电视台报道，陕西武功县贞元镇的一些村民收到名为
“民生问题解读”的传单，上写着一串民意测验题，而下面写着“好”、 “满
意”、“到位”等标准答案。中小学生也都收到传单且被告知，星期四晚上有人
打电话就照着念。２０１２年８月，湖南常宁市宜潭乡部分村民收到乡政府下发的
两份文书，一份为社会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查问卷，另一份为“回答须知”，
要求被调查人回答问题时只选一项计９ ５分，剩下的都要计１０分（郭文斌，
２０１２）。

第二种公关策略是制定标准答案辅以威逼。２０１１年江西省进行全省“公众
安全感”民意调查，８月１５日吉安市吉安县登龙乡朗石村委会干部给每家每户
发放一份通告，要求村民在接受调查时必须按照通告上的内容回答。村领导口
头恐吓，“谁家不老实会给予处罚”（岳粹景，２０１１）。类似事件同样发生在江
苏省，副镇长讲话时“嘭”的一声敲桌子，“你们都要讲好话，谁不讲好话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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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杨超等，２００９）。
第三也是使用最多的公关手段是“收买”或“利诱”。南通市所辖的启东市

在２００８年江苏省统计局的随机电话民意调查中获得９４ ８％的满意率，记者发现
了启东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电话调查问卷和标准答案：
无论实际家庭人均年收入多少，农村居民必须回答８ ５００元，城镇居民必须回答
１６ ５００元；无论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或保障，都必须回答参加了；无论对住房、
道路、居住环境是否满意，都必须回答满意。村里多次召开会议，明确按照标
准答案回答奖励５０块钱，采访前的最后时刻又提高到２００元，还有１４４元的电
话月租费（杨超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３日，湖南省邵阳市很多市民接到一
条短信，开头是“邵阳人要说邵阳好，家乡才能真的好”。这条邵阳市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来的短信称，接到省里民意调查电话，同时给出了客
观公正、积极评价的市民，凭通话记录可以领取误工补贴（赵婧昊，２０１３）。

除了公关策略外，“技术控制”也是近年来一种重要的博弈策略，其做法各
种各样。

第一种做法是“选项控制”，提供有限或结构失衡的选项以达到高满意度的
目的。其中最极端的是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满意度”的民意调查，
只设置了“满意”和“非常满意”两个选项。面对舆论非议永吉县解释“网站
遭受黑客攻击所致”（蒋小康，２０１０）。比较普遍的则是结构失衡的选项。国外
公民满意度调查一般设立“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中立（Ｎｅｕｔｒａｌ）、不大满意、
非常不满”五个档次，而不少中国地方政府仅有“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
不满意”四个档次（胡建华、杨瑾，２０１３）。结构失衡选项的“效果”怎样？
北京市卫生局２００６年７月曾公布过全市４９家三级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平均
满意度为７９ ９％，当时的调查选项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一般、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五个选项。在同年１０月进行的调查中，调查选项修正为“满意、
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接近
１００％的满意度。换句话说，考虑两次调研时间间隔很短，把“一般”改为“基
本满意”的简单选项调整，满意率就提升了接近２０个百分点。

第二种做法是“权重控制”。２０１１年重庆开县政风行风投票评议网公开了
一个计算公式：满意率＝ （非常满意× １００％ ＋满意× ９０％ ＋基本满意× ７０％ ＋
不满意× ５０％） ÷得票总数× １００％ （聂超，２０１１）。按照这一公式，假设１００
名群众给受评单位投票，不满意得票１００票，结果得出群众满意率为５０％。被
媒体批评后，开县把公式改为“测评得分＝ （非常满意× １ ＋满意× ０ ９ ＋基本
满意× ０ ７ ＋不满意× ０ ５） ÷得票总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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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做法是设置差评率上限。福建省莆田市政府网进行“２０１０年政风行
风网上满意度测评”，明确规定“不满意票数不能高于５０％” （赵鹏，２０１０）。
据我们了解，有的地方利用信息系统设置隐性差评上限，不满意票数超过这个
上限时，系统不记录这张不满意票，但依然给投票者提供“感谢参与和批评”
等反馈。

上面的讨论表明，地方政府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策略五花八门，虽然
饱受批评依然延续不绝。

四、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博弈行为的理论意涵

从前面两部分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地方政府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信
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是导致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
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原因。这一发现为“国际共识”提供了一个反例：公民满意
度测评作为博弈行为的有效反制措施并不具有普适性，它同样会受到博弈行为
的困扰，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需要专门的诊断和理论诠释。我们浏览梳理了相
关国际文献，期望从中获取一些启示和借鉴，借以研究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博
弈行为及其致因。结果有点令人失望：现有文献对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致因的
研究成果丰硕，但尚未发现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博弈行为及其致因的专门研究成
果；就满意度信息失真的原因诊断而言，现有文献聚焦于公众的无意行为，鲜
有对公共部门有意弄虚作假行为的专门研究。

首先讨论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致因的研究成果及其适用性。综合相关文献
（Ｂｏｈｔｅ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Ｆｉｓｈｅｒ ＆ Ｄｏｗｎｅｓ，２００８；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３），我们总结了一
个博弈行为致因的分析框架，五个要素及其与博弈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简述如
下：① “社会规范”，主要指组织非正式文化对博弈行为的态度。当弄虚作假已
形成某种气候的时候，组织成员就会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弄虚作假（破窗效
应）。② “任务难度”，这是一个由任务复杂程度、基础、资源和能力匹配度等
构成的综合指数。当任务难度大又要按照同一标准竞争时，组织可能用作弊来
实现竞争的“公平性”。③ “监督力度”，包括日常监督、信息公开、数据审
计、问责制度等。④ “激励结构”，不论是正面奖励还是负面惩罚，力度超过一
定的度会导致博弈行为。⑤对“评估体系的认同度”，如果成员认为评估属外部
强加，服务于上级控制而对组织没有意义，或者认为指标体系偏离组织工作重
点或导致扭曲，或者对绩效指标缺乏信任（效度不高、分类不当或时效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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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博弈就会被视为对“不当”考评体系的“合理抵制”，博弈行为发生的概
率就比较高。这一框架对分析中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的致因具有适用性。
遗憾的是，该框架针对的是一般绩效评估中的博弈行为，而非公民满意度测评
中博弈行为致因的专门分析框架。这样，即使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框
架的合理性及各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无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五大要素各
国普遍存在，为什么公民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只在中国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再简要讨论一下满意度信息失真致因的研究成果。满意度信息失真表
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公民实际满意状况与报告或公布的满意状况之间的差异；
二是公共服务的“客观”质量与公民“感知”质量（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国
际文献关注的重点在第二个层面，即公共服务的客观质量为既定时，哪些因素
会影响公民对服务的满意度。文献中提及并做了实证研究的因素包括个体特性、
政治态度、社会网络、组织隶属关系、以往经历、期望值、接受的服务类型、
与服务提供者直接接触的程度等（Ｃａｒｄｏｓｏ，１９６５；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 Ｓｕｐｒｅｎａｎｔ，１９８２；
Ｏｌｉｖｅｒ，１９９７；Ｋｅｌｌｙ ＆ Ｓｗｉｎｄｅｌｌ，２０００）。此外，个人满意与否还会受到认知、直
觉、动机等偏差的影响（Ｏｌｉｖｅｒ，１９８０；Ｙａｎｇ，２０１０）。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对
我们的研究价值有限，因为它们聚焦于公民而非公共部门及其官员，侧重于无
意行为而非有意的弄虚作假。

现有文献鲜有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博弈行为及其致因的专门研究成果。可能
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绩效评估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博弈行为，但公民满意度测评
中的弄虚作假并不多见，竞选过程中的民意测验、任职后的支持率测评等，亦
很少出现弄虚作假现象。实践中不存在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公
民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有其特殊原因。
在我们看来，探讨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博弈行为的致因，不能不思考中国特有的
三角关系，即上级官员、下级官员、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公民满意
度测评中之所以鲜有博弈行为，除制度规范完善、评估主体独立、社会监督有
效等之外，关键是官员要经受选举投票的最终考验，民意测评上弄虚作假无异
于掩耳盗铃，只会帮倒忙。中国地方政府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现
象，主要根源在于官员眼睛向上，虽然强调干部任用以民众满意、民众拥戴为
主要依据，但民众满意拥戴与否实际上还是上级说了算。民众缺乏决定官员乌
纱帽的实质性权力，意味着官员是否受群众拥戴无需经历选举投票的最终考验。
于是，为取悦上级而在公民满意度测评中弄虚作假就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许
多政府官员坦言，参与民意造假多是因为要向上级交差，公民满意度调查沦为
展示政绩或粉饰太平的工具（李松、周琳，２０１０）。这一解释只是一种假设，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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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和经验验证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除了体制因素需要经验验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如果说体制和国情是博弈行为的主要致因，那同一体制和国情下为什么有的地
方博弈行为比较严重而其他地方相对较少？与投入和产出评估中的博弈策略相
比，满意度测评中的博弈策略又表现出哪些特征和特殊规律？公民满意度测评
是否存在内在缺陷使之难以担当防治博弈行为的重任？怎样才能有效防范满意
度测评中的博弈行为？公民满意度测评在政府绩效评估中该如何定位？这些问
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并做出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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