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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演进机制：
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例

陶　 鹏

【摘要】公共组织学习作为优化应急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离不开灾后政治
环境，党政领导的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关系互动形塑着应急管理制度变革。
论文将灾害批示作为重要影响变量，分别将焦点事件与公共组织学习以及将单
环学习与双环学习进行连接，构建起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批示—双环”叠加
演进模型并形成假设体系，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变迁为例，采取模式匹配的分
析方式对理论假设体系进行解释检验。研究发现：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灾后学
习演进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焦点事件、灾害批示、知识生产、行为转变等要
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建构效应与政治加值效应，使得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在制
度层面呈现阶段性有限变革和整体性深层变革。论文为理解中国灾害政治背景
下的公共组织学习模式与政策变迁走向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并对优化我国灾
后公共组织学习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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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度聚焦学习议题，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状态，在
政治科学领域，组织学习、政治学习、政府学习、政策学习等概念即是考察公
共组织层面利用经验与知识以改变认知与行为的运作机理。公共组织学习可被
视为信息与知识获取、组织纠错、复杂认知建构和政治系统压力调试（Ｂｒｏｗｎ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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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２００６），公共组织学习与危机特殊情景交叉，使得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亦成
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灾害危机被视为焦点事件（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而引发灾后公共组织学习（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Ｓｙｌｖｅｓ，２００８），从公共组织学习发
生机制上看，可划分为单环学习（Ｓｉｎｇｌｅ － ｌｏｏ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双环学习（Ｄｏｕｂｌｅ －
ｌｏｏ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组织单环学习模式是指在外部环境稳定的背景下，组织排除外
部调查介入而依靠自身对危机引致的问题进行发现与解决，其特征是维持基本
价值、原则下的表层制度调试；组织双环学习则是强调外部压力下由外部调查
介入而对组织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一旦发现有改变必要则组织政策、规范等皆
会改变（Ａｒｇｙｒｉｓ ＆ Ｓｃｈｏｎ，１９７８，１９９６）。从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在灾害演进时间
点来看，可以划分为事后焦点事件交叉学习（Ｉｎｔｅｒｃｒｉｓｉ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危机处置过
程学习（Ｉｎｔｒａｃｒｉｓｉ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２００８）。整个公共组织学习过程受到
文化、组织目标、政治环境、社会压力等多要素影响，尤其在灾害危机情境下，
灾害政治环境对于公共组织学习影响至关重要。

灾害政治已成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灾害政治逻辑（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
２０１４；Ｈａｒｔ，１９９３；Ａｂｎｅｙ ＆ Ｈｉｌｌ，１９６６；Ｏｌｓｏｎ，２０００）、灾后社会政治冲突
（Ｏｌｓｏｎ ＆ Ｇａｗｒｏｎｓｋｉ，２０１０；Ｎｅｌ，２００８；Ｐｏｇｇｉｏｎｅ ＆ Ｇａｗｒｏｎｓｋｉ，２０１２）、框架竞
争（Ｆｒａｍ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ｓｔ）与制度变革（Ｓｔｏｎｅ，１９８９；Ｂｏ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政府救灾
实务与官僚理性成为经典研究议题（Ｇａｓｐｅｒ ＆ Ｒｅｅｖｅｓ，２０１１；Ｇａｒｒｅｔｔ ＆ Ｓｏｂｅｌ，
２００３；Ｓｙｌｖｅｓ ＆ Ｂｕｚａｓ，２００７），而灾后组织学习与灾害政治间的关系研究逐渐受
到研究关注。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作为应急管理周期内的基础环节，通过评估组
织在应对风险、整备、响应以及恢复阶段的行为，客观分析应急管理过程的得
与失，进而形成组织认知与行为方面转变。灾害危机事件背景下的特定政治场
域中，焦点事件、舆论、利益相关团体等多源流力量所构成的灾后政治环境，
将形塑事件因果链及公共组织学习方向（Ｈａｒｔ，１９９３）。在中国政治系统中，批
示指示具有重要影响，批示指示所涉及的事项也会被政治—行政系统所重视，
得到更为积极有效的贯彻执行，“乃至有批示串联整体行政过程之迹象，是行政
运作过程中的常态机制，由此深刻影响了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责任追究
的全过程”（秦小建、陈明辉，２０１３：７５）。虽然，党政领导的灾害批示指示并
未与应急响应级别之间进行制度化连接，但不同级别领导的灾害批示不仅意味
着政治系统对外界压力的反应，亦将引致灾害危机应对的资源投入与事后学习
强度。如此，灾害批示是中国政治系统对于灾害危机事件的政治回应，影响着
灾害危机管理和学习。灾害批示作为中国应急管理运行所处政治环境的重要特
征，灾后政治环境与公共组织学习之间关系逻辑的研究将打开中国灾后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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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新认知，中国灾害政治环境对公共组织学习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聚焦灾害批示对中国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发生及其
演进路径，并提出优化中国灾害政治环境下的公共组织学习策略。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动态复杂性

灾后组织学习可被理解为灾害危机事件引致灾后调查学习获得新认知与行
为，并将学习成果制度化到灾害管理体制之中。在组织与灾害事故之间的关系
研究上呈现出两种认知倾向，在查尔斯·佩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ｒｒｏｗ）看来，现代社
会变得更加具有错综复杂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紧密耦合（Ｔ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性，前者是指“不熟悉、非预案的、非预测的事件出现在系统中，并
且难以可见或不可立即理解”，于是导致组织混乱失序；紧密耦合指现代社会系
统之间高度依赖，导致系统很难迅速从灾害中恢复。灾害事故是非预期、难以
避免的，它是复杂社会科技系统（Ｓｏｃｉｏ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的必然，事故的发
生成为“正常事故”（Ｎ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８４：５）。而高可靠性组织理
论（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则强调灾后公共组织学习是避免问题被简化
处理而获得更多学习机会，通过对组织规范、价值、行为的反思学习并最终体
制化到应急管理制度之中，进而形成具有持续活力、高可靠性组织（Ｒｏｂｅｒｔｓ，
１９９０；Ｗｅｉｃｋ ＆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３；Ｌａ Ｐｏｒｔｅ，１９９６）。理论间的冲突从侧面也反映出
灾害事故与公共组织学习之间是一个动态复杂过程，需要从整体系统全面地认
识和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动态演进性。知识、行为、制度化作为公共组
织学习的重要内容要素，组织学习体现出从知识与行为层面转变再到体制化的
过程特征。多米尼克·埃利奥特（Ｄｏｍｉｎｉｃ Ｅｌｌｉｏｔｔ）提出组织灾后学习过程，即
焦点事件→知识获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知识转化（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知识吸收（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文化转变（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ｌｌｉｏｔ，２００９），通过一个灾害学习过程达成组织文化调试与制度转变（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７６）。而灾后组织学习的基本过程往往亦并非单一事件能够达成，比尔克兰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Ｂｉｒｋｌａｎｄ）较早关注灾变事件引致的政策变革，通过对原油泄漏、核
辐射等事件的灾后立法与规制方面变革，提供了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发生的初步
证据（Ｂｉｒｋｌａｎｄ，１９９８）。而焦点事件发生与公共组织学习的实现之间的联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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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采用简单线性的模式，有学者通过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多案例比较，发现公
共组织学习的发生并不是依靠单一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过程（Ｖａｎ Ｄｕｉｎ，１９９２）。

其次，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过程受政治因素影响。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过程受
到组织文化与心理层面、组织结构以及政治环境要素的影响。尤其当灾害管理
与政府行政体制的互嵌，灾害危机可被视为先存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象征体系
的崩溃，危机管理亦被视为一个由“合法性”“去合法性”“合法性再生”构成
的动态过程（Ｈａｒｔ，１９９３）。官僚理性在灾害管理中不断扩张，影响着灾后公共
组织学习方向、范围以及强度。灾害危机事件充满时间压力、不确定性以及价
值冲突，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环境则由组织避责、框架建构、调查评估等要素构
成，灾害政治增强了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不确定性。如有研究通过比较德国和
瑞典的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发现两国在类似事件上公共组织学习效果的显著差异，
政治环境可能阻滞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有效性（Ｄｅｋｋｅｒ ＆ Ｈａｎｓｅｅｎ，２００４），政
治环境在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中亦呈现正反功能的复杂特征。

（二）理论框架

灾害政治与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之间的宏观联系已被建立，灾后政治环境将
影响着公共组织学习效果，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过程的复杂性亦获得初步认知。
然而在政治因素影响公共组织学习的基本过程路径上却缺乏精细的理论建构。
传统单一事件引致公共组织学习研究，侧重从单一事件解释而忽视了灾后公共
组织学习作为累积性学习与复杂性因素影响。多事件引致灾后组织渐进学习过
程分析则缺乏对于政治要素影响过程机理的深入建构。此外，现有关于政治因
素与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理论框架解释力还可能受到来自灾种差异、政治体制
差异的挑战。那么，本文关于灾害批示对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影响路径理论建构，
强调在同一政治体制、同灾种、多焦点事件条件下，揭示灾害批示在灾后公共
组织学习动态过程中的作用机理。

在组织学习文献中，通常将组织学习划分为组织单环学习与组织双环学习，
依据灾害政治影响下的公共组织学习动态复杂特征，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虽然具
有单环与双环学习两种基本类型，而往往灾害批示会触动公共组织双环学习。
灾害批示意味着高层领导高度重视，一旦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出现，外部调查
的介入对于事件因果链展开分析，而实现公共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与行为转变。
公共组织学习结果往往呈现出单一事件触发的有限技术、管理变革即公共组织
单环学习，亦可呈现出深层次价值、理念、制度变革即公共组织双环学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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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组织双环学习实现过程应当是一个累积过程，一方面是由不断重复出现的焦
点事件，而呈现出多个类似事件累积来影响政治压力强度，另一方面是焦点事
件重复发生会带来政治系统对于公共组织学习效果的重新评价，二者相互叠加
最后促成了公共组织双环学习的实现。如此，灾害批示是组织双环学习的重要
触点，而组织双环学习开启后，灾害批示影响着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方向与速
度，单一焦点事件受到灾害批示的推动能够快速达成技术与管理层面的有限公
共组织学习，而基于多个焦点事件累积和公共组织学习效果评价而引起的政治
压力加值则会确实促使深层制度与理念变革，使得灾后组织双环学习得以真正
生成。

图１　 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批示—双环”叠加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假设１ ． 在中国灾后政治环境中，灾害批示是打开灾后组织双环学习窗口的
充分条件。

灾害危机事件的发生造成了社会功能中断，瞬时引起社会舆论聚焦，造成
政治系统的压力。焦点事件与组织双环学习之间的联系并非直接的，而需要灾
害批示的连接，一些焦点事件在没有灾害批示下往往会被隐藏或内部处理，而
灾害批示则将公共组织学习暴露于内外部压力之下进行。当焦点事件引发政治
重视，灾害批示所强调的事故调查、原因分析、责任追究等为组织双环学习的
开启提供基础。而灾后组织双环学习的实现则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从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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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程度上可划分为有限技术—管理变革与深层制度—理念变革。于是得出假
设２与假设３。

假设２ ． 灾害批示形成的建构效应将决定着灾后组织知识生产与行为转变，
在单一事件的影响易显化为有限技术—管理变革。

社会建构主义灾害观并不否认灾害的发生现实，而是认为利益团体和不同
利益相关者决定了灾害问题是否被纳入公共议程（陶鹏、童星，２０１２）。灾后公
共组织学习的开启受到灾害批示形成的建构效应影响，对危机事件的定性将影
响公共组织学习方向。知识生产集中体现于灾害危机事件的认知层面，即灾害
危机原因、结果以及二者之间连接的解释，对于灾害链在制度、技术、理念的
认知，指引着公共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方向。具体地，制度方面即为灾后对于
应急管理制度及其相关管理制度的认知；技术方面即为对于应急管理相关技术
指标、设备方面的认知；理念方面即为对于事件重视与认知的强化。单一焦点
事件中的知识生产所引致组织行为转变则呈现出有限技术—管理面向，表现为
解决新问题或“亡羊补牢”，并未直接解决深层次问题，但在长期积累过程中会
促发深层制度变革。于是得出假设３。

假设３ ． 灾害批示形成的建构效应与政治压力加值效应的相互叠加，共同推
动深层次制度与理念变革，越容易使得灾后组织双环学习的生成。

多次类似焦点事件的阶段高发将推高政治系统面对的外部压力，容易引起
政治重视，进而对过往公共组织学习进行评估，高发焦点事件与公共组织学习
效果共同推动了政治压力加值，增强了公共组织学习的方向与深度。灾害批示
作为公共组织学习效果的评价，一方面会汲取已有公共组织学习积极效果予以
肯定扩散，另一方面则会反思公共组织学习失败因素而进行深层制度与理念变
革尝试。

于是，灾害批示与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互动过程呈现出三种阶段性模式，即
窗口开启、有限制度变革以及深层制度变革，三种阶段模式从整体上体现出灾
害批示对于灾后组织学习的双环叠加演进过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案例库建立

首先以《人民日报》新闻报道为内容分析的文本数据源，利用“人民日报
图文全文数据库”进行全文内容检索。通过关键字“批示”和“指示”爬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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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数据库。其次，通过建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相关关键词体系通过对初级数
据库进行二次检索，｛ｆ１，ｆ２，ｆ３，…，ｆｍ｝表示可能会出现在某一类突发事件相
关新闻中的一组关键字，即我们要提取新闻的一组特征向量，其中ｆｉ表示关键
字，ｍ表示关键字数量。通过关键字可缩小新闻的识别范围，进而爬取出符合
事件描述特征的安全生产事故案例索引。最后，以建立案例索引为基础，利用
网络、新闻、年鉴以收集事故灾难后的领导批示以及事故调查报告，充实案例
内容，形成完整案例库。

（二）案例研究设计

单案例研究同样具有描述、探索和解释功能，本文选取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变迁为例，通过选取和分析该制度变迁节点上的重要子案例，解释灾害批示与
灾后组织学习之间呈现出的叠加过程，继而构建灾害批示与安全生产制度变迁
之间的总体解释。本文所采取案例证据分析基本策略是依据理论支持观点策略
（殷，２０１０），即根据理论假设体系来开展资料收集和案例分析结构布局。首先，
在具体子案例分析技术上使用模式匹配方式，通过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模式与
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模式相匹配。灾害批示、知识生产以及行为转变的因果过
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窗口开启、有限制度变革以及深层制度变革，通过案例
选择来对三种模式进行匹配。其次，安全生产制度变迁案例中的三种阶段模式
之间的叠加变化过程，则可以从整体上形成对于假设体系的解释。当然，案例
研究并非基于抽样原则而是基于主观选择进行复制性检验，通过挑选安全生产
领域的灾后组织学习的子案例，满足灾害批示与灾后制度变迁阶段模式的逐项
复制要求，即在理论框架已申明的初始化条件之下，灾害批示与灾后组织学习
的互动而产生出特定的灾后组织学习现象即阶段模式，进而从整体上形成对于
假设的解释，以提升理论的内在效度。

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一）灾害批示触动焦点事件走向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南丹矿难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７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特大
透水事故，８１名矿工遇难。事故发生后，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矿主与当地腐败官
员勾结，隐瞒事故真相长达半月。后经媒体介入事件并以人民日报《信息专报》
形式汇报高层，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对事件进行批示，表示需要“查个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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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勾结官员，草菅人命。当前首先要排除一切阻力，查
明遇难人员”（人民网，２０１１）。没有这个批示，当时被遮瞒得密不透风的南丹
矿难，或许要历经更长时间才能捅开，甚至不能完全捅开。

最高领导人的偏好、突发事件、国外力量的推动政策议程推动的重要因素，
而焦点事件与领导人偏好、社会媒介力量的汇聚则会是开启灾后公共组织学习
的窗口。国家领导人获得信息有两条重要路径：报告制度和内参情况反映制度，
其中后者在影响决策方面大大超过公开发表信息。正如有学者在对“河北邯郸
鸿达煤矿井下瓦斯事故”的案例分析中提出，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对事故的反
映显得迟缓和力不从心，而一旦国家权力正式接入，则又显示出机器强大的政
治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处理危机的策略和技术（钟开斌，２００５）。南丹事故受到高
层批示之后在国务院成立调查小组进入现场调查取证，并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向社会公布了南丹事故调查报告，处理相关者责任人。

（二）灾害批示建构效应与有限制度变革：昆山工厂车间粉尘爆炸事件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日７时３４分，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二车间发生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造成
共计死亡１４６人，直接经济损失３ ５１亿元。事发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
总理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遇难者亲属安抚工作，查明
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吸取血的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①

首先，灾害批示的因果链建构导向。从灾害批示所强调的要求可以看出，
应急处置的方向为救治伤员、安抚亲属，同时也明确要求查明灾害事故原因、
追究责任，强调公共组织学习汲取教训并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由于事件造成
死亡人数多、性质恶劣，灾害批示强化了对事故分析与责任追求强度。同时，
灾害批示为整个事故调查确立了技术、制度以及理念认识层面的基本导向。

在经过４个多月的调查所形成的《江苏省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８·２”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之中，形成了对于事故分析的技术链
和制度链，从而实现了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知识生产。在事故发生技术链，“事
故车间除尘系统较长时间未按规定清理，铝粉尘集聚，引发除尘系统及车间的
系列爆炸”。在事故发生制度链，“中荣公司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组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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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江苏省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８·２”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
组，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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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生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苏州市、昆山市和昆山开发区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不强、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安全监管部门、公安消防部门、环境保护部门、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部门未认真履行职责，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专项治理
工作不深入、不落实，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①

其次，行为转变。昆山８ ２粉尘爆炸事故之后，当地企业和政府相继在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安全监管以及粉尘防爆专项治理上展开了政策与组
织机构调整，共计出台与转发相关制度文件１８件，其中，地方１１件，上级政
府７件。② 一是落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层面。事故发生之后昆山市政府要求上报
铝镁机加工停产停业企业基本情况以进行专项检查，并于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２日对
整改验收工作做出部署。其二，落实地方政府监管，尤其是开发区安全监管。
印发《昆山市集中开展“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设立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受理电话与奖励办法，成立昆山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
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其三，在粉尘防爆专项治理层面，开展铝镁企业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针对全市工贸行业冶金、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和有限空间作
业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对存在粉尘爆炸危险企业安全专项检查，对劳动密集型
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宣传粉尘防爆安全知识及预防措施。

最后，公共组织学习内容与政策扩散的有限性。事故发生后的８月４日，安
委办下发文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江苏省昆山市“８·２”特别
重大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２０１４年８月４日）（安
委办〔２０１４〕１９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将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内容
纳入异地交叉检查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厅函〔２０１４〕２３５号）、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河北省涉爆粉尘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进
展情况报告的通知》的通知（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安委办〔２０１４〕５８号）。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形式分别发布《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 （２０１４年８
月１５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６８号），颁布实施《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安
全生产八条规定》（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５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７２号），《企业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九条规定》（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８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７４
号），同时，在铝镁制品机械加工防爆安全技术规范层面，将相关标准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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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务院江苏省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８·２”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
组，２０１４）。

昆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ａｆｅｔｙ． ｋｓ． ｃｎ。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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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发布，并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正式确立实施。① 有限制度
变革之下的行为转变，往往基于知识生产带来的对于事故技术因果链的新认识，
通过对相关技术环节、工艺、标准、流程方面的改进，以及运动式的安全大
检查。

（三）建构、政治压力加值与深层制度变革：多案例历时分析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是防范事故灾难的基石，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的灾害批示
中对于安全责任制度不断重复强调。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亦在不同时期随着事件
重复性、阶段性、集中性高发而出现深层次变革。

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初建。２０００年萍乡烟花爆炸、江门烟花爆炸、洛阳
“１２·２５”特大火灾事故的批示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妥善处理事故，迅速查
清原因，严惩责任人，一连串事故的最高党政批示中对于此类事件处置、调查
与责任追究奠定基本方向。在企业安全作为安全责任主体被确立下来之后，为
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供法律保障，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
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明确了安全生产中的行政领导责任追究机
制。２００２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强化了企业是安全生产
的主体责任，明确了事故赔偿与处罚标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予以
协调、解决。

安全生产行政领导问责制———对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的强化。２００２ 年
“４ １５”特大飞行事故、大连“５ ７空难”以及公路运输、煤矿生产等安全事故
多发形势下，朱基总理提出“各地方政府一把手，要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负总责”（新华网，２００２），灾害事故行政领导问责制度被进一步强化。２００８年
发生的山西襄汾“９ ８”溃坝事故，胡锦涛、温家宝迅速做出批示：“要求采取
一切有效措施，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和伤员救治，认真负责地做好善后工作，彻
底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凤凰网，２００８），追责成为抢险救援之外的重点。中央对山西省
襄汾县“９ ８”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任追究中，作为山西省省长孟学农，
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张建民负有领导责任。

８４

◆专栏：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ｓａｆｅｔｙ．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ｐａｇｅ ／。作者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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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行政领导问责制度的地方创新。在《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２００８年全省安全生产考核指标和奖励办法的通知》
（晋政办发［２００８］８号）中，率先开始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即对
未完成年度安全生产考核指标或发生影响较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市、省有关
部门及单位，要进行通报批评，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单位当年不能评为先
进单位，负责人不能评为先进个人，对有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安全生产监督领导责任的转型。
２０１３年“６ ２中石油大连石化爆炸事故”“６ ３德惠火灾事故”“昆山８ ２粉尘
爆炸事故”接连发生引致高层对于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做出批示强调，
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需要举一反三，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２０１３年“１１ ２２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的高层批
示中继续强调，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负责制，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
监管，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地监管，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截止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３２个省区市中有２２个省市已经研究制定出台了“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正式文件（新华网，２０１４），转变传统安全责任
模糊情形，对于政府主要部门的安全生产责任进行明晰，形成党政同责摆脱以
往单纯依靠行政问责，强化安全生产领导责任。

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健全过程之中，灾害批示确立了对于安全生产事
故责任调查、追究、处理的基本导向。从最初对于企业安全生产责任的强调，
到政府监管责任的初建，再到行政领导问责制度施行，发展到目前党政同责与
安全发展理念的嵌入，此过程显示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断走向深入。事件加
值与公共组织学习加值促使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向深层制度变革迈进。具体地，
阶段性安全生产事故高发产生的政治系统外部压力，越是事故灾难集中高频爆
发，政治系统面临的外部压力剧增，组织灾后学习推力亦更大。而事故频发背
后，政治系统会评估过去事件中安全生产责任设计与落实情况，对于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尚存的盲区进行反思，避免由于灾害批示短期强力推动力丧失后出现
公共组织学习断崖效应，而对于如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此类地方灾后公共组
织学习经验，亦会被灾害批示所吸纳并作为未来安全责任改革的重要内容予以
推广，形成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经验的政策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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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结合具体灾种、中国政治环境特征以及案例分析表明了灾害批示对于
公共组织学习具有积极作用，形塑公共组织学习方向与强度。虽然在中国应急
管理制度设计中对于灾害批示与应急响应、灾后学习之间并没有建立制度化联
系，但在中国政治行政环境中，党政领导批示有效的推动了事故灾难的灾后公
共组织学习的开展，灾后政治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联合推动公共组织学
习的合力。灾害批示使焦点事件与公共组织学习相互作用的催化剂，灾害批示
打破了事故灾难后由地方避责引发的阻滞公共组织学习情形，政治重视推动着
公共组织学习窗口的开启。灾害批示作为政治系统对于事故灾难频发与以往公
共组织学习经验的评估，建构了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方向。从单一事件的灾后
组织来看，公共组织学习针对新颖问题展开知识生产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技术
与管理改进，而从多事件叠加影响来看，灾害批示将使公共组织学习走向深层
制度与理念层面的变革，本文将前者视为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阶段性特征，而
依据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动态演进特征，后者在整体上体现出灾害批示与公共
组织学习的关系演变的叠加路径，即在不同焦点事件中的灾害批示、灾后公共
组织学习要素不断叠加累进加值，地方公共组织学习经验亦可能被灾害批示吸
纳而形成政策扩散，使得政治压力加值与建构导向深化进而推动着灾害管理制
度的深层变迁。

在优化中国灾害政治环境下的公共组织学习策略，强化应急管理制度角度
来看，通过对组织规范、价值以及行为的反思并将经验体制化到应急管理制度
为具有高可靠性组织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过程中，以灾害批
示为代表的政治压力或政治重视在制度变迁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得不反思的
是，以政治压力为促发方式的学习过程呈现出不稳定性和被动性，需要增强应
急管理制度自身的主动长效学习机制建设。政治压力对于灾害事故经验的学习
具有建构效应，往往政治重视的应急管理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在灾后组织学习
中会得到多部门重视，通过强力协调加以解决，对于已发现问题而未受到政治
重视的部分则依旧难以协调推进。一旦上游政治压力对于灾害危机的建构导向
存在偏误，则应急管理制度学习过程便会有较大失败可能，组织学习的不稳定
性特征明显。同时，灾后组织学习过程自上而下驱动现象亦非常显著，被动的
组织学习不利于从基础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制度学习的长效机制，那么，需要在
灾后组织制度学习层面建立全面客观灾害危机风险演进及组织应对过程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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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制，由此获得的组织经验需要通过建立组织学习评估机制来有效体制化，
通过增强组织学习的主动性来缩短“批示—双环”组织学习的叠加过程，以更
少的“血的教训”获得更多的“安全稳定”，不仅仅要通过灾后政治权威力量
的介入来达成组织学习，更需要强化应急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威，以保障其在常
态期有效履行组织功能，增强事前防范灾害危机能力。

灾后公共组织学习与灾害政治之间的影响作用机理探索中，政治因素对于
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影响。本文丰富了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过程
研究，结合中国灾后政治环境特征，注入灾害批示变量并将不同公共组织学习
进行纵向动态连接，从而展示出中国灾害批示影响下的灾后公共组织学习路径。
诚如本文建构理论模型所强调的理论初始化条件所示，未来灾害批示对公共组
织学习演进路径理论模型仍需要进行拓展和验证。政治系统对于不同灾种的政
治风险建构对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影响以及跨灾种案例验证，将能够进一步提
高理论模型的解释力。灾害批示对于公共组织学习聚焦时间点的分析，即将公
共组织学习具体划分为灾时与灾后公共组织学习来测度灾害批示的影响；灾害
批示对于公共组织学习成果的政策扩散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亦能够发现更多有趣
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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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演进机制：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Ｒｏｂｅｒｔｓ，Ｋ． Ｈ． （１９９０）．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１６０ － １７６．

Ｓｔｏｎｅ，Ｄ． Ａ． （１９８９）． Ｃａｕｓ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０４（２）：２８１ － ３００．

Ｓｙｌｖｅｓ，Ｒ． Ｔ． （２００８）．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Ｑ Ｐｒｅｓｓ．

Ｓｙｌｖｅｓ，Ｒ． Ｔ． ＆ Ｂｕｚａｓ，Ｚ． Ｉ． （２００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１９５３ － ２００３：
Ｗ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ｄｄ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Ｓｔａｔｅ ＆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３９（１）：３ － １５．

Ｔｕｒｎｅｒ， Ｂ． Ａ． （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１（３）：３７８ － ３９７．

Ｗｅｉｃｋ，Ｋ． Ｅ．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Ｋ． Ｈ． （１９９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ｎｄ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ｅｄ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Ｆｌｉｇｈｔ Ｄｅｃｋ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８（３）：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檭

殐

殐殐

殐

３５７ － ３８１．

《公共行政评论》
投稿系统优化后试运行及微刊开通

《公共行政评论》网上投稿系统经过优化后，已开始试运行，欢迎大家
使用投稿并敬请关注，提出改善意见。网上投稿系统网址：ｈｔｔｐ：／ ／ ｊｐａ．
ｓｙｓｕ． ｅｄｕ． ｃｎ。

另，《公共行政评论》杂志微刊也已经开通，请大家关注本刊微信公号
“ｊｐａｃｈｉｎａ”，点击“杂志微刊”菜单，进入相关图文信息阅读面然后点击下
方“阅读原文”，即可通过手机免费阅读本刊最新期的杂志和过刊。

感谢各位朋友对本刊一直的支持！

４５

◆专栏：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2016第1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