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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协同： 一个新的地方政府
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

孙　 斐　 赵晓军

【摘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提升行政效率、实现地方
发展的管理工具在众多地方政府中得以推行。但在目前各地“高绩效”成绩单
下，却存在着愈演愈烈的价值冲突倾向。为了探究其原因，论文通过对四川省
资中县政府绩效评价的案例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
值协同理论。研究发现，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构成了价值协同形成的宏
观环境，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和有限的地方财力则形成了价值协同发生的微观现
实基础，通过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矛盾、强化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弱化对上级
政府的博弈能力和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共同搭建起来的桥梁，控制价值
与回应性价值间发生了协同作用，从而导致了价值目标置换和价值冲突。本研
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层
面有望为发展出新的价值冲突管理策略提供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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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起，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
验，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价的探索与尝试，现已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制度得以推
行。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选择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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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四川省等８个地区进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据中央纪
委监察部绩效管理监察室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全国已有２７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政府绩效管理工作。

虽然，在我国以绩效评价作为推进地方发展的管理工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所推行的尚不够完善、科学的地方政府
绩效评价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各地“高绩效”成绩单下，存在着愈演愈烈的
价值冲突倾向。

我国ＧＤＰ长期保持着高速增长，在过去十年中基本维持在７ ４ ％ ～ １４ ２％
之间，而反映社会公平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维持在０ ４７ ～ ０ ４９之间，远
远高于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０ ４，也高于由世界银行给出的２０１０
年全球基尼系数的平均值０ ４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１９７８—；中国新
闻网，２０１３）。社会建设远滞后于经济发展，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１８７
个国家中位列第８９位，但人文发展指数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仅为第１０６位（杨
家亮，２０１４）。在唯ＧＤＰ的绩效观驱使下，各地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
发展间的背离。《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
告指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１０个城市之中，仍有７个位于中国。中国５００个
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１％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厦门（２００７）、大
连（２０１１）、昆明（２０１３）等地爆发的民众反对ＰＸ项目事件，集中反映了以经
济发展或ＧＤＰ增速为主的绩效观与公众对环境可持续发展诉求间的冲突。诸如
此类的事件，还有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与群体性事件。由《中国食品安全
舆情报告蓝皮书（２０１３）》数据可知，仅２０１２年就有１ ９４２起食品安全事件被
媒体曝光。２０１３年９月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领域问题静态预测报告》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９月，中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性
文件共８４０多件，其中法律法规７９０件，其他规范性文件５０件左右，但“三聚
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２０１３年
《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
万起甚至十余万起。高速的经济发展，并未如人们所愿带来幸福感的持续增加。
从《２０１３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来看，中国的人民幸福度仅列９３位，甚至比
赞比亚、刚果等典型落后国家都低（搜狐网，２０１３）。

上述事实无疑说明了各地ＧＤＰ、高速公路、财政收入等绩效“结果”持续
增加的同时，社会公平、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等绩效“效果”
并未成比例上升，反而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公平、民主与秩序（马宝成，２００１），
官本与人本、管制与服务、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等价值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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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日、李松林，２０１２；倪星、余凯，２００４；彭国甫，２００６）。
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
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
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
人民健康状况”。这标志着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即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政府绩效不再单纯地以经济增长和效率等价值论英雄，而
是要谋求经济增长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效率与可持续性等价值间的
平衡，从而破解高绩效下的价值冲突这一“戈耳迪之结”。

高绩效下的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厘清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
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由文献梳理可知，当前学者主要以价值竞争为前提预设，
聚焦于具体价值间的冲突，暗含价值间的合作与协调是实现价值平衡的有效路
径。但正如约恩森（Ｔｏｒｂｅｎ Ｂ Ｊｒｇｅｎｓｅｎ）和波兹曼（Ｂａｒｒｙ Ｂｏｚｅｍａｎ）（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 Ｂｏｚｅｍａｎ，２００７）所言，众多价值似乎是以集群的形成得以呈现，并且价值间
存在着复杂的层级关系和因果关系。因此，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过
程中是否存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价值协同，即由哈肯所定义的“协同”
概念发展而来的，旨在通过价值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实现价值间冲突的化解。
故此，本文所研究的价值协同是指，在价值集群内部，价值间的相互依存、相
互协作会形成某种“合力场”，不仅使得相互协作的价值在彼此层面上得以增
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化了隶属不同价值集群的价值间的竞争，从而导致价
值冲突。由于在价值集群内部，价值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协作形成某种“合力
场”的过程体现了合作效应，并符合协同论的序参量原理，因此本文借用了
“协同”一词。此时，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实证研究，验证在地方政府
绩效评价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价值协同引发价值冲突？如果存在的话，就中国
情景而言，有哪些价值参与其中？这些价值间的合作效应是如何引发价值协同
的，即价值协同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价值冲突的研究涉及众多领域，如行政领域（Ｓａｒｅｍｂａ ＆ Ｇｉｌｌ，１９９１；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政治领域（Ｔｈａｃｈｅｒ ＆ Ｒｅｉｎ，２００４；Ｓｔｅｗａｒｔ，２００６；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商业和社会领域（Ｋｌｉｎｇ，１９９６；Ａｌｌｅｎ，２００５；Ｌｕｏｍａｌ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Ｋｒｉｅｎｇｋｒａｉｐｅｔｃｈ ＆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２；Ｋｏｎｇ，２０００）等。学者通常从冲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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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成因、冲突内容和表现来界定价值冲突的内涵（科塞，１９９０；兰久富，
１９９６）。例如，科塞（Ｌｅｗｉｓ Ｃｏｓｅｒ）（１９９０）认为，价值冲突是个体或社会群体
之间由于价值观念或经济、非经济利益的对立而发生对抗。就政府绩效评价或
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而言，学者们并没有直接作出界定，而是更多地从价值
冲突的表现形式入手，通过对具体价值间的竞争和对立关系的呈现加以说明，
如透明与效率、管制与服务、经济增长与公平、效率与信任等（Ｓｔｅｗａｒｔ，２００６；彭
国甫，２００６；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金东日、李松林，２０１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
Ｇｈｅｒｅ，２０１３）。

为了实现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的有效管理，价值冲突成因成为了学界
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主要从政府自身、利益相关者和外部环境等角度对其进行
了研究。从政府自身的角度来看，组织目标是公共价值的载体之一，因此政府
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常常表现为组织目标的冲突。由于公共政策通常包
含一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因此绩效指标通常不是中立的，而是相互竞争和冲突
的（Ｒａｉｎｅｙ，１９９３；Ｖａｎ Ｔｈｉｅｌ ＆ Ｌｅｅｕｗ，２００２；Ｙａｎｇ，２０１１）。公共服务组织常
常执行一些相互冲突的任务，导致公共管理者会被一些“他们应该做什么”的
冲突性理念所困扰（Ｈｏｇｇｅｔｔ，２００６）。摩根（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３）基于对
中国西部五个市县级行政区官员的访谈，发现中国官员一项共有的挫折感和焦
虑是他们都担心在上级各层政府发来互异指令，且优先权不同的情况下，必然
造成相互矛盾的价值，而他们自己怎样才能胜任对这些相矛盾的价值的权衡处
理。总之，正如汉普希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７８）所总结的，
公共管理者通常处于效率行为所主张的道德要求与来源于一丝不苟的诚实和正
直的道德要求之间、在公正与仁慈之间、在自发性与有意识的关注之间的两难
境地之中。

其次，组织目标是政府绩效评价指标制定的依据。理想状态下，绩效指标
的制定应该全面、准确地反映组织的目标。然而，实际运行中的绩效评价却常
常表现出组织目标与绩效指标的不匹配，进而导致组织目标承载的公共价值与
绩效指标承载的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Ｋｒａｖｃｈｕｋ ＆ Ｒｏｎａｌｄ，１９９６）。例如，为了
满足政策目标对绩效的要求，政府部门往往选择那些最容易帮助其实现绩效指
标的顾客作为主要服务的对象，而常常忽略实际上最需要政府服务的顾客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 ＆ Ｕｌｅｎｓ，１９９８；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
这种“撇脂（Ｃｒｅａｍ Ｓｋｉｍｍｉｎｇ）”或者“摘樱桃”（Ｃｈｅｒｒｙ Ｐｉｃｋｉｎｇ）的现象看似
实现了绩效目标，实际上却损害了最需要公共服务的那部分顾客的利益，进而
导致了价值目标置换和价值冲突。再者，由于时间成本和评价成本的限制，管

６６

◆专栏：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致性与激励效用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理者常常选择一些易于收集信息和量化的指标，进而导致对量化指标和短期指
标的重视，而忽略了定性指标和长期目标的追求（Ｊａｃｏｂｓ ＆ Ｍａｎｚｉ，２０００）。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差异”和“利益诉求”
是造成绩效评价过程中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７）。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判断绩效的标准是不同的，甚至彼此间充满着矛盾（Ｂｒｙｓｏｎ，１９９５；Ｊｏｈ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例如，在道路修建或扩张的评价中，交通部看重的是道路建设带来的运
输价值，环保集团在意的是道路建设对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居住在道路周
边的居民则考虑的是宜居性价值（Ｋｌｉｊｎ，２０１０）。在荷兰，自１９５０年以来，支
持史基浦机场扩张的一方和支持环境保护的一方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一直处于
相互博弈的状态中，导致荷兰政府忙于平衡经济价值和环境负效应之间的关系
（Ｈｕｙｓ ＆ Ｋｏｐｐｅｎｊａｎ，２０１０）。此外，由于合同外包的兴起，即使处于同一服务目
标之下的政治家、行政人员和合同承诺商的价值诉求也是不同的（Ｄｕｂｎｉｃｋ，
２００５；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２００５）。为了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合同承包商往往牺牲“透
明”价值的追求，从而逃避政府和公民的监督（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ｙａｎ，２０１１）。总之，
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差异和利益诉求共同促成了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政府绩效评价中的价值冲突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
于政府部门所处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一方面，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政府
绩效评价可能更重视效率价值而忽视公平和民主价值（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１）。伯恩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Ｂｏｙｎｅ）（Ｂｏｙｎｅ，２００２）对英国地方政府绩效数据的文本分析展示
了政府是如何倾向于关注服务产出和效率测量，而很少关注于回应性、公平和
参与。罗森布罗姆（Ｄａｖｉｄ Ｈ．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等学者（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 ＆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
２００２）也指出，在《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下的绩效报告取代了像透明这样的
非任务价值。并且，地方政府的绩效测量排除了对社会公平的考量（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６）。由于测量的中立、理性和专业知识使得这种取代成为了可能，隐瞒了它
的主观因素。但是测量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它是为了实现表达价值、观点和
规范，由个体和组织进行的社会建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２００６）。因此，新公共管理运
动所倡导的基于使命的目标是无法囊括重要的民主价值，如平等、透明和公平
对待（Ｒａｄｉｎ，２００６）。现代评价技术的运用也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膨胀和蔓延，
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文化的传播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彭国甫、张玉亮，２００７）。另一方面，受官僚等级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在
上级制定的绩效目标与下级不相匹配或发生价值冲突的情况下，下级政府可能
会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从而以表面的和谐掩盖了潜在的不一致（彭国甫、盛明
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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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公共责任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等被视为是中
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的原因（唐龙辉，２０１２）。从实际而言，政府绩效
评价行为由于内在博弈关系的存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使得政府绩效评价的价
值偏离公共行政所形成的价值约束，从而形成价值冲突（郎玫、包国宪，
２０１２）。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反思，本文改变以往价值竞争的分析视角，而是着力从
价值合作出发，聚焦于价值集群内部的价值间的相互关系来探究在地方政府绩
效评价过程中是否存在价值协同现象，从而力求为高绩效下的价值冲突提供一
种全新的解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由于价值及价值冲突常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感知相联系，并隐藏于行为背后，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价值冲突问题在度量与操作方面的难度，其结果是有关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协同的研究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命题假设。扎根理
论（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主张，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而是
带着研究问题，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上升到理论（陈
向明，１９９９）。本文拟采用基于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方法，以确保成功抽取资料
中所隐藏的本质性构念和命题，并在利用这些构念和命题建立模型的过程中，
兼顾到我国行政生态情境特征，以形成更契合现实的理论。案例研究在构建和
验证理论上有自己的优点，尤其是在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这类带有探
索性质的研究问题时颇具优势。本文采用便于深度分析的个案研究，希望在对
案例详尽描述的基础上，为今后该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经验事实和启示。由于
扎根理论对资料的依赖性，案例的选取和资料收集能够更好地为开展后续的扎
根分析提供素材，这使得其与案例研究方法紧密相连（李志刚，２００７）。此外，
为了提高资料的编码与分析效率，本文运用Ｎｖｉｖｏ８ ０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对访谈
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

（二）案例选取

案例的选取是有理论依据的，应该“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代表性，而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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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计学上的代表性”（Ｄｅｖａｕｓ，２００１）。本研究选择案例也基于这个标准，主
要考虑了五个因素：一是案例必须具有可接触性；二是具有较长的实施绩效评
价的历史；三是所选择的地方政府要能够说明多个部门和机构参与；四是所实
施的绩效评价为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的考核型评价；五是地方政府最好为县级
政府①。

四川省在２０１１年被国家监察部确定为８个政府绩效管理的试点省（市）之
一，内江市则被四川省确定为试点市。鉴于资中县政府是一个具有十多年绩效
评价历史的县，被内江市确定为试点县。由资中县政府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１年的
《综合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综合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
法》可知，无论是早期的目标考核，还是２０１２年升级为的绩效管理，其评价的
组织权和管理权分属于县委县政府目标督查室和县目标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３年，
改为“县目标绩效管理委员会”）。评价权以２０１１年为风水岭，２０１１年之后引
入了外部评价者，打破了以往政府内部评价格局，但评价不占分值。在２０１２
年，才明确规定了外部评价仅占１０分。总之，资中县政府绩效评价主要是一种
典型的考核型评价模式。此外，在２０１２年，资中县政府委托兰州大学中国政府
绩效评价研究中心对该县推行的目标绩效管理考核方式进行诊断，并提出该县
政府绩效评价的系统方案，这为笔者进入研究场域提供了机会。因此，本文选
择了四川省资中县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进行资料的收集。大多数受访者的访谈时间
约为４０分钟。笔者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成因为研究主题，预先制定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见表１）。

为获得完整的资料，并达到理论饱和点。笔者实施了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５
年８月，历时３年的跟踪访谈。第一轮访谈，笔者先运用分层目的型抽样，确
定了四大领导班子成员和县级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两个层次。接下来运用滚雪
球式抽样，来确定每一个层次上具体的受访对象，最终确定了１１位四大领导班
子成员、１９位县级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作为受访者；第二轮访谈，笔者就部分

９６

价值协同：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

① 县级政府在我国行政层级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一方面，就中央和省、
市级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而言，县级政府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最容易在县级政府得以暴露；另一方面，县级政府相较于其他层级的政府而言，它可以
更为直接地与公众进行沟通、互动，对公民的需要最为了解，从而便于检验地方政府绩效评
价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偏好差异。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受访者对以研究报告形式呈现的初步研究结果所持有的异议，展开回访以求在
与受访者持续不断地互动中，形成解释性理解，从而实现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除了３位异议者之外，笔者运用系统抽样方法，从剩余的２７位受访者中抽取了
９位。第三轮访谈，针对前两次受访者类型的单一化和内部评价视角，补增了其
他类型的受访者，提高了本研究的信效度。一方面，运用滚雪球式抽样确定１０
位职能部门一线员工作为受访者。另一方面，增加外部评价视角，通过系统抽
样确定了１５位县人大代表，运用焦点团体收集资料。本着对参与者无害和资料
匿名、保密的原则，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以英文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替代①。

表１　 访谈提纲
编号 提问内容
① 您所在的县（部门）实施绩效考核或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当前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

的问题与困难？
② 您是如何感知到这些问题与困难的，其主要方式是什么？
③ 针对您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与困难，是哪些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是这些原因，而不是

其他的？
④ 这些原因中，您认为什么是关键性原因，为什么？
⑤ 对于关键性原因而言，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⑥ 如果您所谈到的问题与困难没能实现有效的解决，会导致什么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效度，笔者运用三角检验法，不仅搜集了资中县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１年的《综合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综合
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等政策性文件，而且对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绩效评价
实施过程进行了非参与式观察。

四、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编码，发现了“控制价值与
回应性价值间的协同作用引发价值冲突”这一核心范畴，并由此发展出一个理
论，即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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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受访者按照其英文字母缩写编码，将四大领导班子成员、县级各
职能部门分管领导、职能部门一线员工和县人大代表分别编码为ｃｌ、ｄｌ、ｆｌｓ和ｃ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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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形成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不仅呈现出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形成机制，而且也厘清了控
制价值、回应性价值、价值目标置换和价值冲突之间的关系。从价值协同形成
机制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构成了价值协同形成的
宏观环境，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和有限的地方财力则形成了价值协同发生的微观
现实基础。在此情境下，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作为控制价值的实现载体，势必
会与多样化的评价对象产生矛盾。控制价值通过评价制度的强制性和集权化的
资源分配，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在财政、人力等方面的依赖性。这种
依赖性又会弱化本已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博弈能力。在统一
性与多样化的矛盾和弱化对上级政府的博弈能力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面对
一个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为了实现回应性价值（对具有政策决议权和
提供公共资源的上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出响应），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便是
在自身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公共项目的选择上迎合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从而导
致价值目标置换（上级政府的价值目标置换了本地公众的价值目标），结果便引
发了价值冲突。由于回应性价值指向上级政府而非公众，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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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价值，从而在它们相互协作的边界范围内构筑起“合力场”，不仅使得彼此得
以增强，而且激化了隶属于不同价值集群的价值间的竞争，从而导致价值冲突。

（一）价值协同形成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现实基础

１ ． 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
上级（中央）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规约着下级（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

影响着整个绩效计划的制订、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结果使用的方式等。当上级
（中央）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与下级（地方）政府现实情境存在偏差时，可能
引发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最初定位的偏差，造成最终绩效评价生成的价值产
生偏离，从而导致价值冲突。正如众多受访者在被问及“针对您所提到的这些
问题与困难，是哪些原因造成的？”这一问题时，首先会指向“宏观政策与地方
现状的偏差”这一概念类属，并将其视为后续谈论价值冲突成因的前提：

“上级政策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就是让群众得实惠，但是实际执行到我
们县这一级，各个地区、部门它必然就会出现个体差异，导致政策与本地
现实存在出入”“上级的政策和实际存在不相符合的情况，比如说，新农村
建设的要求太高，存在着时间少、资金少、任务重等方面的问题。这导致
我们开展工作，以及结果评价带来了诸多困难。”（ｆｌｓ０２和ｃｌ０９）

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源于宏观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基于全国整体形
势或发达地区，缺乏对具体地方政府现实情况的准确、全面调研，存在着以
“拍脑壳”的方式做出决策，且未考虑政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中央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就基于整个全国层面的这个形势。制定政
策的一个风向标，可能很多就是根据发达地区的形势来制定的政策。这样
对我们来说，就非常不适合。或者中央政策的制定是基于对全国经济形势
的研判所作出的一个决策，它可能，也无法面面俱到，也无法顾及到每一
个省的这个具体情况。做出决策不正确的原因就是对情况把握的不准确，
或者是说不全面，这样误导了你做出决策的方向和措施。” “上级不熟悉基
层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完全拍脑壳，只考虑一个方面，出台政策没有
考虑这个连锁反应，不系统、不科学”。（ｃｌ０１和ｃｌ０４）

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产生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官员时常处于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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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他们需要在上级政府发来互异指令，且优先权不同的政策目标间做出权
衡处理，其实质是在相互矛盾的价值间做出平衡。因此，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
的偏差存在着增加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的风险。正如两位地方官员所言：

“它就是有的政策，没的政策，政策之间，前面的政策、后面的政策，
发生冲突，这个就无法解决，我们也很头疼。” “就是说国家政策，我们难
以操作，不是脱节，就是难以落实，对此我们也比较难心”。（ｄｌ０５和ｄｌ０２）

２ ． 微观现实基础———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和有限的地方财力
多样化的评价对象，不仅表现为不同地区间评价对象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同

一地区内评价对象的差异。首先，各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尤其以经济
发展水平间的差异为主，并且是造成评价对象差异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我们四川和广东的情况就
会完全不同，四川和甘肃的情况也会有不同。” “全国这么一大地方，而且
地域这么辽阔，经济差别那么大，大家不可能都一样。”（ｃｌ０１和ｄｌ１４）

其次，就同一地域而言，由于专业分工形成了各评价对象职能职责的客观
差异，并且职能强软与完成统一评价指标的难易程度存在着正相关，从而呈现
出各评价对象在完成统一评价指标时的能力与效果等方面的差异。此外，某些
评价对象由于自身职能性质的特点会成为众多评价项目的成员，它便具有了获
得额外评价加分的机会，导致各评价对象在获取评价加分机会上的不平等：

“确实部门的职能有强有弱，这个职能强的部门，它完成起来肯定要容
易一些。职能很弱，它要完成，当然指标不是很突出，它要完成起来的话，
它的难度反而更大。”“各部门职能职责不一致，像有些部门，它作为领导
小组成员，它就涉及一个加分，……你比如说，机关里，几大班子里，办
公室，什么财政啊、人社啊、纪检监察啊，可能每个部门评先进的时候都
要评它，……任何一项工作确实也离不开它，离不开它的重视。……它们
还是成员单位，评先进的时候都要评它。”（ｄｌ１９和ｄｌ１６）

有限的地方财力是大多数中西部县级政府的生存现状，常被冠以“财政穷
县”、“财政弱县”等称号，部分原因在于有限的财力控制和税收收入。由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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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性边界，因
而有限的地方财力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鉴于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满足公众价值诉求的现实载体。因此，有限的地方
财力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价值供给能力：

“资中县属于财政穷县、人口大县，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才有３或４个
亿，我们支出是２０多个亿，所以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你说我们从主观
来说想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做好，但是呢，受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只
有一定的能力。”“县府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很大的财力，但就是说跟群
众的需求肯定还是有差距，本身问题还是财力不够。”（ｄｌ０５、ｃｌ０８和ｃｐｃ０２）

（二）价值协同的参与者

１ ． 控制价值
控制价值体现了绩效评价的工具理性特征，多与官僚层级控制体制和集权

相联系，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常见于考核型的绩效评价模式中。它是上级政
府为确保向下级政府分解的评价指标和目标值顺利完成所施加的手段，属于过
程导向性的价值。它并不像效率、经济发展和效益等价值可以直接作为评价指
标内容得以体现，而是更多地蕴含在绩效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以及
评价方法的设计之中，并有赖于评价制度的强制性所提供的保障。

首先，５０％的受访者从不同维度表达了控制价值的重要现实载体是面向多
数政府组织的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具体包括统一的绩效标准、评价模式、评
价指标形式和目标值等。虽然，在各年的《考核实施办法》中不断地就乡镇和
县级部门的年度综合目标进行调整，但缺乏对不同类型的乡镇和县级部门做出
有效区分。如２０１４年的《综合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在其“目标制订与下
达”中，总体性的为乡镇设计了包括经济发展目标、民生及社会事业发展目标、
重点工作、单项工作四大类，为县级部门设计了职能工作目标、共性目标、单
项工作三大类，但未区分农业乡镇、工业乡镇和混合乡镇，也未区分经济部门
与非经济部门。这种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借助官僚体制，遍布于中央、省、市、
县等各级行政组织中，并且呈现出常态化趋势：

“年初，给各个科室、各个股室下达目标任务，它就是一个统一的指
标，上级也是这样考核我们的。这样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内控。” “政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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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实施多少年了，我认为就是国家对地方政府、本级政府对我们职能
部门，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你比如说安全方面，你用统
一的考核标准就不合适。……，目前在我们县上没有区分，都是一票否决。
我相信不光我们县，全国都一样。它没有因为你的风险评估进行区分，而
是采用一刀切，只要出现安全问题就给你扣完。”“每年从中央、到省、市、
县都是这样考核，上面的考核体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态势。”（ｄｌ１０、
ｆｌｓ０２和ｃｌ０３）

其次，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的实施有赖于评价制度的强制性所提供的保障。
评价制度的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为内核，向被评价者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被评
价者竭尽全力的创造条件来应对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但同时存在着引发地方
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的风险，尤其是对那些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而言。评价制度
的强制性可通过官僚层级控制体系实现强制性的逐级传递，外化为评价指标和
目标值的逐级下达与考评，并通过逐级签订绩效合同使得被评价者明确意识到
自己对于本级政府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上级政府分解的评价指标和目标值所肩
负的责任和义务，其危险在于上级（中央）控制会走得太远：

“现在的行政体制决定的，上级下达的考核目标，你必须要完成，你必
须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很多是硬性指标，包括各种保险、计划生育，
任务完不成不仅会扣钱，而且领导要开了你。” “这种考核机制逼得下面有
钱没钱都去弄，政府的这种负债非常之大，而且有增无减。” “根据市上给
我们的考核任务，县上我们再分解，再和乡镇与部门去签订责任书，层层
签订、层层落实。”（ｆｌｓ０７、ｃｐｃ０１、ｄｌ１４和ｃｌ０４）

最后，在集权的组织结构中，大多数地方政府组织下设众多受中央机构支
配的子单位，由中央机构制定规则并分配资源。资源分配不仅具有中央集权的
特征，而且会因上级政府或领导对地方政府与干部的不信任而得以加强，从而
导致事权和财权的进一步分离，这就剥夺了地方政府或管理者手里的控制权。
由于评价指标的完成会受到资源配置条件的限制，因此控制价值便具有了通过
集权化的资源分配强化地方政府对上级（中央）政府依赖的可能性：

“资源都是，现在都是中央集权，资源都是上面这个它才有的。”“中央
集权的资源分配体制下，……政策的前提是下面都是贪官，他首先推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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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钱你拿了，你不会用在该用的地方。也就是这个钱，领导拿给你基层
干部是不行的，这个钱最好不要过你的手。” “比如公共事业发展的那块，
并不是说我想把它做好就能做得好的，因为要牵涉到资金，牵涉到政府资
源的配置。……把它这个农村宣传的公共服务那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
它受这个资源配置的条件限制。因此，对于我们这种吃饭财政来说，需要
国家加大投入力度，需要上级支持。”（ｃｌ０６、ｄｌ１４和ｄｌ１９）

２ ． 回应性价值
回应性价值涉及到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关系，它被视为任何现代公共组织的

核心价值，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及时，积极的对公众的需求做出反应，还意味着
政府有责任帮助公众了解自己的需求，找出通常被隐藏起来的重要需求，并表
达自己满足这些需求的愿望。然而，由访谈资料分析可知，资中县所秉持的
“回应性”价值与最初预判存在较大的偏差。它并非是对公众需求做出反应，而
是对具有政策决议权和提供公共资源的上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出响应。
５３ ３３％的受访者认为实施绩效评价的首要任务在于完成上级政府向下级政

府分解的评价指标和目标值，实现对上级政府期望的回应，并将此视为履职和
政治忠诚的体现。这种对绩效评价目标的判断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密切
关系，并在自上而下的单向任务链条中不断强化：

“绩效考核的目的就是围绕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展工作，完成市委市政
府下达的各项考核任务。”“我们这个考核目标申报的最低限是完成上面的
任务。中国的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这样一个链条。从目标任务的角
度看，上级就是下达，下级一个是解决，第二是依据上级精神，进行目标
分解落实，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是完成或者超额完成。这个既是对上级的忠
诚、也是下级应履行的职责。”（ｆｌｓ０４和ｃｌ０８）

为了实现回应性价值，在宏观层面，下级（地方）政府通常将上级（中央）
政府的任务要求、关注问题和规划方案以及政策导向等作为自身构建绩效评价
体系的基准。此外，为了保证对上级政府重点关注的项目做出有效回应，往往
采取单独考核的方式，并增加考核力度：

“就是按照当前的这个中央的要求嘛，改善民生嘛，这个也是我们考虑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的民生工程，我们是单独列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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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而且对乡镇和部门完成民生工程的要求都特别严格。” “然后，目标
办这一块，基本上在年初各局就把目标任务结合市里下达的任务要求提出
来了。”“比如前年和去年目标考核的时候就把‘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和中
央规划纳入了我们和各个部门的考核体系中。” “应该说在这个目标制定的
过程中，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比如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它的一个政策的
导向，它有一些明确的政策信号，或者一些工作的要求和指向。这个是我
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制定年度目标，一个大的政策背景的考虑。”（ｃｌ０１、ｄｌ１３、
ｄｌ０１和ｃｌ０６）

在微观层面，一是，绩效评价指标的遴选和设计是以上级政府所设计的评
价指标为蓝图，并呈现出随着上级领导的绩效偏好而改变。此外，与上级政府
目标任务相联系的否定性指标在最终的绩效排名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
是，评价办法也是根据上级政府的考核办法制定而成。在２０１１年《综合目标考
核实施办法》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综合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总原
则”中，指出：“根据《内江市县区目标考核办法》，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制定
本办法。”

“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中，以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作为我们自身评价指标设
计的依据，还不是以本辖区老百姓的需求直接作为指标。” “目标考核的指
标体系要跟着市上的指标走，不同的领导要求的重点不一样，上届经济发
展指标多，本届更加突出重点项目。” “否定性指标就是在市委市政府目标
任务上都没有完成，或者有一两项重要指标没有完成，那这个肯定是要放
到后面。”“我们会围绕市上的要求制定我们自己的考核办法，比如说经济
上ＧＤＰ比重，招商引资方面围绕市上的目标来分解啊。”（ｆｌｓ０７、ｃｌ１１、ｃｌ０２和
ｃｌ０３）

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上级政府所分解的评价指标和目标值的回应，资中
县政府会基于科层制，逐级向下分解，并层层加码。由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综
合目标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目标的分解与实施”可知，县目标绩效管理委
员会编制《资中县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表》，以文件形式下达到各乡镇和县级各部
门执行，要求乡镇、县级部门要按照县委、县政府下达的目标逐级量化分解到
各村、办、站、中心、所、股、室。受访者ｆｌｓ０４和ｄｌ１５也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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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县肯定要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考核目标，为此目标分解到
我们每个部门，我们完成了，全县就完成了。” “虽然一般省上下达目标到
市上要低一些，市上比省上又要略高一些，我们发改局下达的目标比全县
又要略高一些，所以这个要层层加码，留保底系数。”（ｆｌｓ０４和ｄｌ０１）

（三）价值协同形成的中间环节及其过程

１ ． 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矛盾
在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存在偏差的情况下，上级政府为了实现预期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目标，所建立的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尤其是统一化的评价指标
和绩效标准，时常会引发与多样化的评价对象间的矛盾，从而降低了评价对象
对于当前绩效评价体系的信心，甚至产生消极情绪。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与我国的单一制与中央主导模式息息相关，并借助行政集权制实现了绩效评价
运行程序的标准化，但也带来了对评价对象实际绩效测量的偏差：

“全国这么大地方，而且地域这么辽阔，经济差别那么大，大家不可能
都一样。就用一两个指标来衡量，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在我们国家，我对
目前的这种考核体制挺担心的。” “部门与部门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区
域之间、个人的职能职责不一样，他治理起来一把尺子来衡量，是很难定
性。你比如，中央针对各个省，他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他的区域不一样，
一把尺子，制定统一的标准来考虑。他肯定，这个有些很轻易得到高分，
有些就低。我说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确实是都有一个差异。而且在评的时
候，都是一把尺子，按同样的分数和等级。”（ｄｌ１４和ｄｌ１６）

由于指标体系是评价体系的核心，因此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与多样化的评
价对象的矛盾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评价对象将会面对一个缺乏匹配性的评
价指标体系。受访者ｆｌｓ０３和ｄｌ０８直言不讳：

“在指标设计上合理性存在问题，主要是经济性指标。经济部门完成起
来比较好，但对我们这种非经济部门，指标下来后，完成起来就觉得困难。
我们也缺少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所需要的资源。” “有些职能部门可以招商引
资，比如工业部门、商业、农业部门。对于公益性学校没办法招商引资。”
（ｆｌｓ０３和ｄｌ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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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强化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
控制价值通过评价制度的强制性和集权化的资源分配，强化了地方政府对

于上级政府在财政、人力等方面的依赖性（见图２）。一方面，有限的地方财力
作为地方政府的微观现实基础，预示着上级政府制定的绩效目标与达成这些目
标所需资源之间的不平衡，这就奠定了其对上级政府依赖的可能性。由于财政
能力为评价指标的达成提供着基础性保障，在面对评价制度的强制性，且地方
财力有限时，单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来完成评价指标常常显得鞭长莫及。此时，
地方政府更多的希望通过获得上级政府的预算拨款或其他有形支持来实现评价
指标完成，其结果强化了对于上级政府的依赖性：

“财政能力与评价任务的完成是相关的，没有资金的保障，工作肯定就
没法做。”“这一块食品安全卫生很重要，要单靠县上、县政府的力量完成
考核，是鞭长莫及的。要完成这些考核任务，需要国家加大对基层监管能
力的建设和财务的配比。”“一些考核问题，单靠县级政府是没有办法解决
的，需要上级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ｄｌ１７、ｄｌ０９和ｃｌ１１）

图２　 强化对上级政府依赖性的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一方面，如前文分析所示，资源分配具有明显的中央集权特征，并且评
价指标的完成会受到资源配置条件的限制（访谈内容上文已经例举，此处不再
赘述）。因此，对于那些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而言，集权化的资源分配
减弱了地方政府对所使用资源的控制权，反而强化了对上级（中央）政府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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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在我们西部，很多地方政府对上级的依赖性比较强，自身的收入少，
但是你要保证，不管你的预算也好，或者你的民生需求也好，我们的依赖
性比较强。”“县政府都是财力上受限，你就不一定达得到上面的考核要求。
现在很多是靠外力在支持，靠一些政策项目来支持，原来连吃饭都靠转移
支付。”（ｄｌ１５和ｃｐｃ０２）

３ ． 弱化对上级政府博弈的能力
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依赖性的增强，同时弱化了自身对于上级政府的博

弈能力，主要表现为对上级政府制定的评价指标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对
评价指标调整的无力感，使得地方政府被锁定为单纯的执行者角色，阻碍了下
级政府发展出有效的合作路径，参与评价指标的持续改进，从而导致绩效生成
的价值更多地是按照上级政府预设的价值目标演进。此时，绩效评价就无异于
上级政府决定哪些对公众最重要：

“现状的考核没有一个泄压的窗口，目前的中国体制，很少有下级政府
敢和上级政府叫板，不做的，几乎没有。” “所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没
有政策和指标的调控能力，能做的就是落实。” “在考核指标中还是存在一
些无法自主的指标，我们也无法做出改变，除非上级做出整体性改变。”
“我觉得不管是省上、还是市上下达的考核指标，都应该征求我们的意见，
在指标下达之前，召集相关部门，共同商议，这样对于指标的合理性最
好。”（ｃｌ０２、ｄｌ０２、ｆｌｓ０６和ｆｌｓ１０）

４ ． 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
当统一的绩效评价体系与多样化的评价对象间存在矛盾，且无力改变时，

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将会面对一个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这意味着地方政
府无法找到对自身最为适用的“仪表板”来及时调试绩效过程或修正绩效目标。
于是，地方政府倾向于学会如何听命于刚性的上级（中央）政府制定的绩效评
价指标，而不是坚持自己对什么才能最好地产生本地公众所期望的结果的判断。
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主要表现为评价指标匹配性弱和评价办法有效性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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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评价指标匹配性弱，具体表现为评价指标本身有失全面性、综合性
和科学性，即评价指标侧重于考查当前任务的完成而非长远任务、聚焦显性政
策而非隐性政策、偏静态而非动态。因此，地方政府的成败并非其自身绩效的
最佳指标，结果所生成的价值也并非最优的价值供给：

“绩效评估，也就是考核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级对哪一级的考核，都要
实事求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应的指标，这样才能符合我们的情况，
而不是现在这样区别小。”“共性化考核指标太多，每个部门都做一模一样
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文件资料，考核下来每个部门都是一样的。” “我
们考核侧重点主要就是当年指标的完成，而对一些长远的这个任务的完成
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考虑。我们考核的就是这个显性的政策，包括一些隐
性的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考核到。” “上级分配的考核指标设置当中没有
考虑到这种问题，偏向静态，而不是动态。”（ｃｐｃ０１、ｆｌｓ０２、ｃｌ０１和ｃｌ０４）

其次，评价方法较为形式化、原则化，缺乏有效的细分，未将评价方法与
评价对象的职能特征结合起来，常常以评价指标的加减分作为主要的评价方法。
此外，主观性判断较多，也未将现场观察、同事评审、专业评估、雇员访谈、
顾客重点小组以及其他收集信息的方法综合运用，致使定性评价方法有效性不
足，其结果降低了绩效评价体系的总体针对性。正如，资中县２０１１年综合目标
考核评分细则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考核计分办法所规定的，对乡镇和县级部
门年度目标考核实施超额加分，差额扣分的办法。同时，也得到了众多受访者
的证实：

“考核方式上，我觉得要轻形式、重实效、重视实际。有些形式上的东
西我觉得可以简化。程序上更简化一点，可以加强平时考核。” “考核的方
式呀，……针对性不是特别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它的针对性强，只能相
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原则的一个考核办法。” “看看我们的考核办法就行，原
来我的办公室搞的，主要是体现出加分和扣分。” “目标考核也好、这个统
计数据也好，这一块，有很大的随意性，它也可能只能定性，无法定量，
主观的东西太多。”（ｃｐｃ０１、ｃｌ０１、ｄｌ１０和ｃｌ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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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协同引发的结果

１ ． 价值目标置换
面对一个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为了实现回应性价值，以求的上级

政府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便是在自
身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公共项目的选择上迎合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结果便会引
发价值目标置换，即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置换了本地公众的价值偏好。一方面，
评价价值取向是评价指标体系的灵魂，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价值取向的载体和
保证。当地方政府以上级政府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为蓝图开展自身评价指标的遴
选和设计时（访谈内容上文已经例举，此处不再赘述），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便
会植入到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体系中，重塑原有的价值优先权和价值结构，
从而影响最终政府绩效评价生成的价值内容。

另一方面，“绩效指标可视为给一个项目的运作指定的一个数目”，以此作
为标准来测定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状况。因此，公共项目的
选择直接关系到评价指标的内容，尤其像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等。资中县政府
为了获得上级政府的支持，常会选择符合上级政府特定偏好的公共项目。问题
在于上级政府偏好的公共项目并不一定与本地公众所偏好的公共项目相一致。
由于公共项目是价值的现实载体，分歧的公共项目选择意味着价值目标间的差
异。当利益相关者偏好的价值间存在非一致性时，地方政府常会体验到不同利
益相关者偏好的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倾向
于参照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排序，也就是说在常规情况下，
上级政府所偏好的价值要优先于本地公众所偏好的价值：

“在本级财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一些基础比较好的项目做，争取到上
面的接受，得到上面的支持，更好地实现年初目标。” “重点项目是给予了
一定政策优惠的，或者是政策权限。你比如说省重点项目，那就是土地，
因为现在项目最难的要素就是土地，还有就是资金，像进入省重点的一些
项目，从土地指标，从环评上面，上级就会全力相助。一旦进入到银行贷
款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融资也会容易一些，这个考核大概就是这样。”
“老百姓希望的是眼前利益，与上级政府的期望不一样，……我们地方政府
面对的主要冲突还是上级政策规定与服务群众的追求之间的冲突，但执行
上级政策是首要的。” “上级政策要求与群众利益也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会积极协调、向群众解释，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前提是符合政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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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ｃｌ０９、ｄｌ０１、ｃｌ１０和ｃｌ０７）

２ ． 价值冲突
价值目标置换意味着上级政府的价值偏好置换了本地公众的价值偏好，此

时政府绩效评价生成的价值，更多地符合于上级政府的价值诉求而不是本地公
众认为重要的价值，其结果价值供求间的冲突便可能发生：

“目前的考核也存在着领导满意，群众不一定满意这种差距。……，现
在公安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行事，但与群众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差距。尽管
我们作为县级政府一个部门，我们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关的政策办事，
但群众他不一定满意，没达到他的要求，所以群众满意度测评不高。”
（ｆｌｓ０８）

由于公共服务提供了传递公共价值的现实途径，因此公共服务的供求冲突
折射出的是深层次的价值供求冲突。公共服务的供求冲突，不仅存在于公共服
务供给的数量方面，而且发生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方面。这就折射出在资中
县，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供求冲突更加复杂，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增加某一价值
的生产性要素投入就能实现价值供求平衡，而是要保证实现该价值的生产性要
素能否产出预期的效果，即目的性价值及其工具性价值的一揽子供给：

“在当前的评价方式中，我们部门向群众提供的环保服务和他们的要求
可能还有些差距。”“我们提供的服务和他们需求的东西就是需求和供给的
矛盾突出。”“对我们服务态度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和我们实际提
供的还是有差距的。卫生行业比较普遍的不满意的，第一就是医疗资源还
不能满足需要。比如病床还不能满足需要，中医院，县医院加床都比较多。
老百姓还需要一个舒适的住院治疗环境，结果你没有空调，电风扇都还很
缺乏。二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太高，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ｄｌ１２、
ｄｌ１５和ｄｌ０３）

究其价值冲突的显性原因，一方面，目前的绩效评价体系未能有效地将公
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其中；另一方面，由于时间成本、评价成本和评价指标开发
技术和能力的诸多限制，管理者常常选择一些易于收集信息和量化的指标，而
忽略了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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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方面有很大的问题，考核应该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能职责来考
核它们的支出和节约。因为现在提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约是老
百姓很关心的问题。……，在政府部门应该考核它的公共支出，财政投入
是不是节约，三公经费，考察学习经费，公务接待经费和公车消费等，这
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这些应该成为考核的内容。我主张考核应该根据老
百姓的需求进行考核。”“绩效评价的效果就是要看老百姓满意，但是这个
满意度如何来衡量，如何来评价，这个中间涉及的相关指标还不好确定。
老百姓对医疗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很关心，这些解决了老百姓就有
幸福感，但是这个幸福感指数又如何来评定呢？幸福，因人而异，个人感
觉不一样。作为指标来说，这个还是比较虚拟一点。所以，政府会更关注
那些可以数字化的指标。”“就我们职能部门而言，希望评价体系能够量化
的指标尽量量化，也好操作。定性指标对于我们把握工作的中心较难，也
会增加准备资料，增加了应付考核的时间、人力。”（ｃｐｃ０１、ｃｐｃ０２和ｆｌｓ０１）

五、讨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现实情境，通过对资中县政府绩效评价的个案研究，运用
扎根理论，揭示出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形成机制。价值协同不仅说
明了价值间存在着复杂的层级关系与因果关系，而且更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
值冲突成因全景图的必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研究发现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以
求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研究结论。

首先，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和有限的地方财力
是价值协同形成的现实土壤。一方面，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预示着上级
（中央）政府制定的通用政策与多样化的下级（地方）政府现状存在着不一致。
当通用政策作为制定绩效计划的指南和绩效标准的内容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
的价值协同便具备了外部形成条件。正如费斯勒（Ｊａｍｅｓ Ｗ Ｆｅｓｌｅｒ）和凯特尔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Ｋｅｔｔｌ）（２００２：３３６）指出的：理想主义者制定法律，而现实主义者去
执行它们。它们之间差异形成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最终绩效结果。从决策信息的
完备性来看，上级政府并不具有完善的知识和信息，以此来预见到未来某一政
策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以及感知到政策目标与下级政府能力和资源之间
的匹配性程度。因此，通常会基于消除了个别差异性的均值数据来作为决策信
息，或者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下，高级领导者以个人喜好作为决策判断的基准，
这都会带来宏观政策的“水土不服”。如果上级（中央）政府没有进行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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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以此来增加下级（地方）政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绩效计划的灵活自主权
的话，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就难以消除。当然，授权应该将灵活自主权
与绩效责任紧密挂钩，从而保证集权到分权的每一环节，都必须取得授予自由
和实施责任之间的平衡（奥斯本、普拉斯特里克，２００４：３６９ － ３７２）。

另一方面，地域间的自然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专业化分工
带来的政府职能细化，共同塑造了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在此客观情况下，基于
通用政策所设计的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势必会与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存在矛盾，
造成评价指标信效度的缺失或不足，这就为价值协同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此外，当上级（中央）政府出台的新政策仅仅是公布一项价值需要，却从未创
造过满足这一价值需要的手段或资源时，会加重本来财力有限的下级（地方）
政府与达到这些价值所需的资源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说，当上级（中央）政
府在没有增加下级（地方）政府拨款的同时向下级（地方）政府强加新的绩效
目标，扩张旧的绩效目标以及要求更高质量的绩效结果时，对于下级（地方）
政府来说，财力匮乏会显得更为糟糕，其结果便是价值供给能力的不足。

其次，控制价值与回应性价值间的合作效益是诱发价值协同的“罪魁祸
首”。控制从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的时代开始，就已是组织理论中的核
心议题。它与官僚层级控制体制和集权相伴而生，并在中国社会的权威依赖和
民间社会孱弱的传统共同作用下得以强化。行政权力是控制价值得以实现的重
要力量，它深深地嵌入到基层绩效评价体系中，使得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表现为
一种“嵌入式控制”的逻辑。鉴于行政权力实际上来自由上级政府逐级授予的
权力，这种“过程控制”式的绩效评价，实际上是上级政府不定期控制某个层
级政府官员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古代实施的“巡”、“察”等绩效评价，归
根到底是皇权控制的一种表现，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政治控制
（尚虎平，２０１３）。控制价值通过建立适用于多数政府组织的统一的绩效评价体
系，使得政府每个组织成为统一的共同整体，并且在制定绩效标准、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方式以及评价方法的设计等方面呈现出标准化或趋同化的现象。此
时，上级或中央政府作为这些标准的监护人，实现了无所不在的微观管理（奥
斯本、普拉斯特里克，２００４：３６８）。

资中县政府开展的绩效评价并不是偏重于外部问责即报告绩效水平以推动
公民监督，而是更多着眼于内部控制和监督，具有明显的“控制导向”。这反映
出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尤其是考核型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一种计
划式绩效评价，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利益相关者是内部行为主体，
绩效评价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程序，反而强化了科层制的优势（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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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此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缺乏来自社会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公众既无
法有力地调节失衡的价值供给，也无法倒逼地方政府对自身的价值诉求形成实
体性的回应，结果价值冲突集中汇集在地方政府和本地公众这两个主体上。总
之，正如卓越等学者指出的，绩效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控制工具（卓越、赵蕾，
２００６）。

回应性价值涉及到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关系，它被视为任何现代公共组织的
核心价值，对于绩效的关注就是回应公民的需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９７；Ｗｈｏｌｅｙ
＆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１９９７；ＯＦｌｙｎｎ，２００７）。正如贝恩（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ｅｈｎ） （Ｂｅｈｎ，
２００３）所言，政府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最终目的是提高政府提供公共
物品与服务的效率，实现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回应性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及时，
积极的对公众的需求做出反应，还意味着政府有责任帮助公众了解自己的需求，
找出通常被隐藏起来的重要需求，并表达自己满足这些需求的愿望（Ｄｅｎｈａｒｄｔ ＆
Ｄ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００）。然而，资中县政府绩效评价所秉持的回应性价值与此大相径
庭，它是对具有政策决议权和提供公共资源的上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出响
应。但这一研究发现却与波兹曼等学者（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 Ｂｏｚｅｍａｎ，２００７）运用文献
分析方法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间关于公共价值研究的２３０篇文献系统梳理后，得出
的“与公共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关系相关的价值”中的回应性价值含义相一致。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秉持此回应性价值，预示着理性的地方政府更加看重与
上级政府的关系而不是与公民的关系。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与府际关系密切相
关，县级政府在我国行政层级中更多地扮演着执行者角色。这就决定了县级政
府将执行上级命令视为行为准则，其价值预设就是“政治忠诚”和“回应性”；
二是对于处在政府间体系底层的地方政府而言，既然它们接受了转移支付或政
府间补助，那么它们必须试着去迎合上级政府的目标（费斯勒、凯特尔，２００２：
３４１）；三是，控制价值与回应性价值间的合作效益。控制价值通过统一性与多
样化的矛盾、强化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弱化对上级政府的博弈能力和缺乏针
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等实现了对回应性价值的强化作用，反过来及时且有效地
回应又为进一步的控制奠定了基础，构成了互增强的闭回路。在此闭回路中，
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被锁定为回应上级政府的需要，其结果可能导致上级政府
的价值偏好置换了本地公众的价值偏好，从而引发价值冲突。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需要鼓励公民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价中或开展社会评价。公民参与是国家
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治理的
基本途径（托马斯，２００５），更是以公共价值生产合作者的身份参与绩效评价全
过程，实现将自身的价值诉求植入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中的重要途径（孙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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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公民的实质性参与可以为政府官员提供有关公众需求的有价值的见解，
以便政府官员做出辨识与回应（Ｋｉｎｎｅｙ，２００８），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价的“回
归”，即回应公众诉求，承担起创造公共价值的使命（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５）。

然后，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矛盾、强化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弱化对上级政
府的博弈能力和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共同搭建起来了控制价值与回应性
价值协同作用的“桥梁”。它们彼此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被置于一张相互关联
的网络之中，呈现出一种内在逻辑链条。同时，它们也为我们试图打破这种异
化的价值协同作用过程提供了启示：１）解构中央集权。授予地方政府在自身绩
效评价体系构建的自主权，尤其是评价指标的遴选与设计，以此消除统一性与
多样化的矛盾；授予地方政府对完成既定绩效目标所需资源的控制权，以此减
弱其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２）构建新的中心。一方面，上级政府应从微观管理
中退出，扮演好掌舵和服务的角色。它们需要监督和评价下级政府所实施的绩
效评价系统，帮助开发并传播有效的绩效改进方法，在整个行政系统内鼓励绩
效评价的再造者———如通过授权构建一种社会行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切
利益相关者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和自主（张康之，２０１２）；另一方面，将绩效评价
的中心重构为对公众的责任，通过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与对公众的责任挂钩，
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价值诉求。这既改变了控制的位置，也转变了控
制的形式———从规则和服从到对公众的回应和责任的转变。此时，地方政府倾
向于学会如何与公众展开对话和倾听民意，并坚持什么才能最好地产生本地公
众所期望的结果的判断。

最后，价值目标置换和价值冲突是价值协同的“恶果”。价值目标置换并非
是一种偶然现象，正如赫克曼（Ｊａｍｅ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和史密斯（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等学者指出的，为了满足政策目标对绩效的要求，
政府部门往往选择那些最容易帮助其实现绩效指标的顾客作为主要服务的对象，
而常常忽略实际上最需要政府服务的顾客。更进一步地说，在当前的实践中，
政府绩效评价往往忽视了绩效生成的第一要素是辖区内公众的需求，反而以自
身判断代替公众需求，产生以上级领导可以观察的结果置换公众需求的问题
（尚虎平，２０１５）。

“价值协同”嵌入在复杂的价值层级关系和因果关系之中，并不像价值竞争
那样外显，且易于感知。价值竞争发生的前提是各利益相关者存在着认知差异，
并且这种认知差异会形成异质的价值偏好。由格兰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ａｎｄｙ）
（Ｇｒａｎｄｙ，２００９）提出的，价值间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在
没有减少一些价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增加另一些价值）可知，在资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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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期望通过政府绩效评价来实现自身所偏好的价值时，
便有可能引发价值冲突。因此，通过开展持续的互动消除各利益相关者间的认
知差异，便有望实现价值冲突的化解。然而，对于“价值协同”而言，即使不
存在认知差异，在价值集群内部，各价值间依然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协作。
当价值间相互协作，在它们的边界范围内构筑起某种“合力场”就有可能使得
相互协作的价值得以强化，并激化了隶属于不同价值集群的价值间的竞争，从
而导致价值冲突。故此，由“价值协同”引发的价值冲突往往要比由价值竞争
引发的价值冲突更难以治理，它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审视各价值间的层级关
系和因果关系，改变以往仅聚焦于具体价值元素间的竞争，转而更加兼顾价值
集群内各价值元素间的合作效应。

总之，这一研究发现可为方丹、伯恩和罗森布罗姆等学者指出的，政府绩
效评价倾向于关注服务产出和效率测量，而忽视公平、参与、透明等非任务价
值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价值竞争的解释。它也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管
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即从价值集群内各价值间的协同作用入手，通过确
定价值协同的作用路径及关键节点，以此作为制定相应策略和方法的指南。

六、结论

本文选取了中国最为典型、普遍的考核型评价案例，运用个案研究和扎根
理论，力图揭示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形成机制，并将其宏微观因素
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之中。这不仅有望为消解高绩效下的价值冲突提供
了现实可能性，而且拓展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的研究视角。虽然
获得了一些启发性的观点，但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个案研究的局限性，
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代表性”的质疑。然而，个案研究也是可以非常具
有说服力的，因为一个适当的例证就足以反映出现有理论的缺失或是新的研究
方向（Ｓｉｇｇｅｌｋｏｗ，２００７）。

本研究仅呈现出了在特定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内“关系性整体”的认识，为
了获得“实体性整体”的认识，有关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研究仍有待
系统化和进一步深入。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实现对已有研究结论在
更广阔的区位、更加多样化的政府绩效评价模式中进行验证，以求发展出更具
普适性和解释性的研究理论，来根除高绩效下的价值冲突这一顽疾；二是，地
方政府绩效评价过程中既存在着价值竞争，也存在着价值协同。如何识别出它
们各自的发生情境，对于厘清价值间或价值集群间的层级关系与因果关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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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建出具有内在稳定性和自适应能力的价值体系尤为重要。三是，以地方政
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形成机制为基础，发展出面向实践的价值冲突管理策略
和实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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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致性与激励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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