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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策创新与扩散

专栏导语

朱旭峰"

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试点+ 试验被认为是解释中国改革发展奇迹的重要
制度基础, 同时' 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得到了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者越来
越多的关注' 成为当代政策科学理论极具潜力的增长点, 加强对中国政策创新
与扩散规律的科学研究' 一方面有利于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运行机
制' 形成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 另一方面' 也有
利于拓展经典的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理论' 将中国的制度特征因素纳入理论框
架' 从而拓展并丰富当代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创新和扩散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政策科学研究的重大领域, 从
第一篇专门针对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研究成果' 杰克.沃克$O./J

M4X.BJ<@% 于)Z&Z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 上的文章"美国各州中的创新
扩散# $X.BJ<@' )Z&Z% 至今' 已有超过)### 篇$部% 论著出版$K@.0.6' <7

.B' *#)"% , 地方政府创新的基本定义是(一个地方政府首次采纳的政策或项目'

无论这个政策或项目已出现多久' 也无论其他政府是否已经采纳它)

!

$X.BJ<@'

)Z&Z

!

%%)% ' 而这种(创新传播的过程就是扩散) $V5U<@9' )Z%"

!

&% , 在现有
文献中' 西方学者主要从背景+ 主体+ 客体和媒介因素$朱旭峰+ 张友浪'

*#)+% 等方面研究政策创新扩散问题' 其中地理邻近性$><@@:[><@@:' )ZZ#% +

内部政治制度特征+ 财政情况+ 组织规模$ X.BJ<@' )Z&Z- H.?.U<' )Z(%-

N.252 [>.;6' )Z%)- N.@7<@[M.EB.27' )ZZ(% 以及创新政策本身的特征+ 政治
性或专业性的社会网络等因素均在政府创新扩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K@.:'

)Z("- A127@56' )ZZ(% , 然而' 现有的文献大多关注西方联邦制国家的政策创
新及扩散过程' 其理论框架和前提假设并不能完全直接套用于解释中国这样的
中央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转型新兴经济体,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创新扩散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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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已经有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V52.B= N5.9<% + 道格
拉斯.诺斯$\5;UB.99N4T5@70% + 约瑟夫.斯蒂格勒兹$O59<-0 ]4H71UB17̂% 在内
的众多研究者长期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扩散问题$T5@70' )ZZ#-

_1.2 [H71UB17̂' )ZZ&- N5.9<[X.2U' *#)"- Q<1B6.22' *##%.- ;̀' *#))% , 从
实践来看' 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多以地方试点+ 示范区+ 综合改革试验区
等自上而下的政策试验形式出现' 同时也涌现出大量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自发探
索的政策创新实践并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全国扩散, 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
模式和功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西方的政策试验多是先由某个地方议会
正式立法' 以开展小规模的探索性试点工程' 之后由其他政府自愿效仿或学习
$a5B=<2' *##&% , 在中国' 地方政策实验往往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

其成败会影响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该政策的意愿$N.1[ S@<196.2' *##&-

Q<1B6.22' *##%I% , 政策创新扩散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条件探索区域发
展道路的方式' 而且是中央执政者适应复杂环境变化的一种学习方式$X.2U'

*##Z% , 简言之' 中国的政策创新扩散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对现实问题+ 探索有
效政策工具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决策模式, $A527125B.<7.Bb' )ZZ$- N5.9<[

X.2U' *#)"%

中共十八大将积极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 执政党写入党章, 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可以看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公共治理体系创
新' 积极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的政党和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体理论界开展攻关的重大研究课题, 目
前国内学界对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一些研究考察了中国地方政
府创新的动力+ 内容和特征$俞可平' *#)#- 何增科' *#))- 吴建南等' *##(-

陈家喜+ 汪永成' *#)"% - 也有学者借鉴西方政策扩散经典理论模型探讨中国土
地储备制度$c0.2U' *#)*% + 政府微博$A.' *#)"% + 政府效能建设$吴建南
等' *#)+% 等领域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还有研究以中国特色的政治+ 经
济制度基础为视角' 探索府际关系$c0;' *#)+ % + 政策企业家$c0;' *##%-

c0;' *#)*- 朱亚鹏+ 肖棣文' *#)+% 等因素在政策创新扩散中的作用, 然而'

现有文献中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设计揭示政策创新扩散一般性规律' 并且能够
与西方经典理论开展对话并有所突破的研究还为数不多, 可喜的是' 当前中国
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共政策实
践+ 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党和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中开展的全方位制度创新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 随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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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研究方法能力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研究者可以熟练运用各种定量研究+

比较案例+ 过程追踪等方法对政策创新扩散进行系统研究' 理论研究的科学性+

规范性大大提升,

值此之际'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尚需在研究范式+ 研究视角
和研究资料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 经过国内学术界近十年来的努力' 政策创新
扩散现象及其理论价值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践者所重视' 相
应的前沿文献综述和方法论资料储备已然较为丰富$郁建兴+ 黄飚' *#)$% , 当
前迫切需要研究者深入中央与地方政府内部开展经验研究' 广泛运用参与式观
察+ 访谈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 尝试打开政策创新扩散的决策(黑箱) , 此外'

在验证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经典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应当加强对中国本土化制度变
量的关注' 探索诸如央地关系+ 晋升激励模式+ 党管干部制度+ 行政分包制等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对创新扩散的影响, 不仅将政策创新扩散视为理解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自变量' 更应将其视为有待深入研究和解
释的因变量' 从而为政策创新扩散一般性理论贡献(中国观点) , 最后' 应当加
强对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手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目前比较成体系的数据库
是中央编译局主持的(中国地方创新奖) $七届% 项目, 学术界应当投入更多
精力针对不同政策领域+ 不同层级政府搜集更为多元化的数据资料' 以期获得
对政策创新扩散规律更为全面+ 系统的认识,

本专栏致力于激发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学术兴趣' 通过倡导运用科学方法探
索面向真实世界的公共政策研究' 将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的理论探索推向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本期专栏所收录的五篇文章特色鲜明+ 各有所长' 或许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和原创性尝试,

第一篇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梅赐琪+ 汪笑男+ 廖露+ 刘志林的论文
"政策试点的模式! 基于/人民日报0 )ZZ*&*##"年试点报道的研究# , 该研究
建立了一个基于"人民日报# 报道的政策试点数据库' 具有较强的数据原创性,

作者们通过对)ZZ*年至*##" 年间"人民日报# 上刊载的政策试点新闻进行编
码' 分析试点的政策领域+ 发起方+ 实施方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文章发现'

在)ZZ#年代经济发展和农业政策是"人民日报# 数据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政策
试点领域' 但随着中央政府注意力的转移' 环境保护+ 行政改革等领域的政策
试点逐渐增多, 政策试点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 且中央政府有能力在其所重
视的+ 但地方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政策领域发动政策试点' 不过一些精英省份的
政策试点主要是由基层发动, 这一研究对(地方试验' 中央推广) 的假说提出
了质疑' 中国的政策创新扩散过程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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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仍然是主流-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省级和基层政府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在不同政策领域和不同地区的角色展现出较大差异, 虽然
本文仅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汇报结果' 但依然对我们理解中国政策试点的模式和
基本规律有所裨益,

第二篇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闫龙的论文'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
作政策的扩散# ,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公私合作$EEE% 自是)Z(# 年代以来席卷
全球的一股公共管理改革浪潮, 中国的城市政府早在)Z%# 年代就开始了EEE模
式的尝试, 这篇论文建构了基于新制度主义和政策扩散理论的研究假设' 运用
)ZZ* 年至*##%年间中国"""个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政府采纳EEE模式的
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城市内部特征$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固定资产投
资水平+ 人口和城市级别% + 相邻地方政府和同辈压力+ 省级政府影响和政策研
究社群显著提升了城市采纳EEE模式的概率, EEE是当前中国各级政府大力推
动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 本文为我们理解)ZZ# 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采纳基础设施
领域公私合作政策的逻辑提供了经验证据, 时至今日' EEE模式的全球扩散仍
在进行中' 这篇文章的理论发现使得学术界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公私合作政策扩散的中外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第三篇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马亮的论文"公共服务
创新的扩散! 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实证分析# , 这篇论文运用政策扩散文
献中经典的事件史分析法$]QY% 对中国城市采纳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影响因素
展开研究, 论文根据经典政策扩散理论文献和公共交通政策特点提出了城市公
众压力+ 公共交通需求+ 政府意愿与能力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四组理
论假设' 运用M5U17回归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发现' 是否旅游城市+

有无快速公交系统+ 人均道路面积+ 城市级别+ 省内其他城市的采纳率+ 国际
友好城市数量+ 下属区县的采用量+ 媒体报道量等变量显著影响某个城市公共
自行车计划的采纳概率, 论文将政策扩散经典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公共自
行车计划的扩散' 拓展了相关理论的适用范围' 并为其在中国情境下和城市公
共交通政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第四篇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克的论文'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
散! 以(多规合一) 改革为例# , 现有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是政策
创新扩散中的关键因素, 在西方国家中行政首脑型政策企业家大多由选举产生'

一般难以跨区域任职, 这篇论文关注了中国独特的干部异地交流任职制度' 通
过对地方领导人在南方省两个城市异地交流任职期间推动(多规合一) 的案例
进行深描' 细致展现出行政首脑型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策创新扩散中的行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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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作者深入政策扩散发生地' 遍访地方主官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专家
学者等参与者' 掌握并呈现了大量一手资料' 为研究中国地方领导人在政策扩
散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一个详实的案例, 论文基于现有文献挖掘和实地调研
提炼出政策企业家的支配性权威+ 问题界定+ 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
等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 为进一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和大样
本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础,

第五篇是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强的论文'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
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 &&&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
革是中外政策创新实践中的重要领域' 探索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规律对于建设
服务型政府+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论文基于组织社会学理论
构建了理论框架' 以+#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为例' 运用事件
史分析方法研究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制度压力是影响地
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 其中的强制压力和同行压力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
扩散正相关, 此外' 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行政层级的高低与城市网格化
管理创新的扩散负相关' 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
散正相关, 在理论发现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对地方政府采纳和推广网格化管理
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上述几篇论文的共同特点' 就是在熟悉和掌握现有经典政策创新扩散理论
的基础上' 聚焦中国政治实践搜集一手数据' 运用科学+ 严谨的研究方法对特
定领域的政策创新扩散现象开展研究' 并尝试发展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理论框
架与可验证的理论假设, 这些文章既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现象提
供了经验积累' 也为学术界探索政策创新扩散一般性规律进而产生理论突破增
加了可能性, 当然' 本期专栏所收录的文章并不能完全代表前述导言中提出的
学术理想和发展方向,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抛砖引玉' 呼唤更多学者投身于中国
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扩散研究之中' 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理论作出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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