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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策动员与执行

专栏导语

黄冬娅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被认为是相对封闭的精英决策，这种相对封闭
的精英决策并不意味着一元行动者完全的理性决策和严格的政策执行。相反，
上层政治精英的立场和政策分歧、政府层级之间及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和讨价
还价、压力型体制和责权同构体制下的地方选择性政策执行和政府共谋行为充
斥着整个政策过程（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８；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 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９２；
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Ｅｄｉｎ，２００３；周黎安，２００８；荣敬本等，１９９８）。近年来
的研究从多个方面试图深化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的认识，并且，试图追踪和揭示
这种政策过程模式在经济发展和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是否经历了变化，甚至
转型。

针对党的最高层决策制度研究的“集体决策”模式、基于医改决策过程所
提出的“共识性决策”模式、基于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制定过程所提出的“集思
广益型决策”模式是对中国高层和中央决策过程的深化，它们捕捉了中国政策
制定过程特有的意见综合和利益协调机制（王绍光、樊鹏，２０１３；王绍光等，
２０１４；胡鞍钢，２０１５）。同时，对于目标考核责任制下“非正式”的压力消解、
常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转换、督查制和项目制及评比制的运作、控制权
的分配和政策执行的差异化效果、政策“试点”创新以及政策学习和扩散等的
研究则致力于揭示地方政策执行层面上的具体运作机制（周雪光，２０１２；周雪
光、练宏，２０１２；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艾云，２０１１；欧阳静，２００９；徐岩
等，２０１５；陈家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８）。此外，对于议程设置模式
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于网民、企业家、公咨委、专家智库、ＮＧＯ组织和积极分子
等的研究则试图揭示社会行动者开始逐步在政策过程中发挥影响（王绍光，
２００６；朱旭峰，２０１２；朱亚鹏，２０１０；曾繁旭、黄广生，２０１２；赵秀梅，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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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２００７；Ｍａ，２０１２；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４，２００９）。这些研究都对于深化我国政策
过程的运作及其变迁有相当的意义。

不过，虽然已有研究已经得出了许多有现实洞察力和理论内涵的结论，然
而，由于政策过程很多时候仍然是难以揭示的黑匣子，因此，我国政策过程的
许多核心机制仍然值得进一步的深化研究，特别是对于政策过程中新因素和新
机制需要持续地关注和剖析。

本专栏的三篇论文从不同层面增进了对于我国政策过程的认识和已有研究。
这三篇论文是来自于刘骥和熊彩的《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系》、
文宏和崔铁的《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
内容分析的研究》以及陈晓运和张婷婷的《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以广州市
垃圾分类为例》。

刘骥和熊彩的论文聚焦于“政策变通”。虽然已有研究早有讨论“政策变
通”问题，但是，这篇论文却推动了多方面的研究进展。在研究对象上，最近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省以下层级的政策执行及其变通，与之不同，该篇论文聚焦
于省级层面的政策变通。在研究方法上，跟对于晋升激励与大跃进的研究以及
环保考核的研究类似，该文也使用定量研究考察政策变通。并且，该文对于因
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较为可靠。作者用“男扎流量占总结扎流量的比例”测量
“政策变通”；用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党内地位测量“政治激励”，将党政一把手
是中央委员的政治激励赋值为２，是候补委员的赋值为１，其他的赋值为０，一
省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指数为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这个指标上的得分总和。在研
究发现上，这篇论文的结论有一定的理论新意。在已有研究中，一方面，权力
集中和压力型体制被认为是政策变通的根源；另一方面，至上而下的政治激励
往往也被认为是“追风政治”和政策过度服从的根源。刘骥和熊彩的论文正是
探讨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他们的论文发现，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
越可能引发省以下政府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生育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
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
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
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
的政治激励较强，就更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激发了政策变通。

文宏和崔铁的论文虽然主旨在讨论运动式治理，实际上也是在揭示地市级
政府如何协调各方、推动政策的执行，具体来说，在政策执行中如何强化部门
间的横向合作和如何将各种社会力量纳入到治理体系，从而加强对于基层的掌
控，推动政策的执行。论文采用公开的会议记录、政府相关文件、区级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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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结和工作简报以及市级“创卫”的新闻报道，然后进行信息摘录与编码整
理，并构建类目表，进行信度检验。通过内容分析，论文发现，在“创卫”的
运动式治理中，地方政府通过多种协同方式来推动政策的执行，诸如：强化会
议沟通、文件传达和评比考核等权威体系的常规沟通方式；构造多主体协同体
系，创设临时组织等方式来整合和强化官僚系统结构，成立专门的、自上而下
的、平行于原有政府科层体系的矩阵式临时指挥、工作系统；强化政治权威，
营造竞争氛围、推动下级政府竞争；强化社会参与、践行群众路线，并以网格
管理等方式加强基层管理体系；等等。作者还对每一种协同方式进行了细致而
深入的阐述，比如，作者分析了上级政府如何通过不断公开各地市的完成情况，
介绍和表彰典型人物和典型城市的经验等方式强化下级政府间的竞争，推动目
标的完成。又如，论文还分析了在“创卫”过程中政府将社会主体和其他企事
业单位吸纳到行政系统内的方式，包括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分管领导被编入临时
矩阵式指挥体系，以及市、区级政府围绕“创卫”问题组织重要会议，听取工
作安排、参与会议讨论、汇报工作进展等。论文的细致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揭示
了政府以运动式治理推动政策执行的运作方式和机制。

陈晓运和张婷婷的论文则是使用了“政策营销”这个概念，以垃圾分类的
案例，剖析地方政府如何督促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公众执行政策。值得注
意的是，这篇论文在分析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媒体、企业的政策卷入
时，并不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以及它们的政策参与和
政策影响，相反，论文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出发，揭示的是政府主导的“政策营
销”下，不同营销通路的运作方式及其激励方式，从而考察地方政府如何通过
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媒体和企业将垃圾分配的政策推广执行。这其中，政府
主要领导通过公开站台等方式塑造了强力推进政策的施政形象，它既是对相关
部门和基层政府的执行督促，也是对公众公开表态政策实施决心。同时，政府
官员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现身解释和宣布政策，既增强了政策互动过程中的
政府回应性，又强化了媒体、社会组织等的参与效能感。同时，政府通过街道
和居委会进行政策和知识宣传、设备配置、志愿者招募和政策试点，政府还通
过公咨委开展民意调查、征集需求反馈和政策建言，通过环卫公司进行知识宣
传和社区劝导；等等。

总的来说，本专栏的三篇论文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转型期的中国政策执行
过程，不管是从定量的方法探讨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还是细致剖析运动式治
理和政策营销中政府的资源动员、机构整合、组织构造、利益协调和话语框架，
都为我们理解地方政策执行过程提供了较为新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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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ｒｉｅｎ，Ｋ． Ｊ． ＆ Ｌｉ，Ｌ． Ｊ． （１９９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１（２）：１６７ － １８６．

７８

专栏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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