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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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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一个公共服务个案的观察
吴 帆 周镇忠 刘 叶


【摘要】目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与实践。服务提供
模式的转变绝非简单地将公共服务移交专业的社会组织，而是要在能力建设、
政府角色转换、潜在风险防范、服务传输质量保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
系构建等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美国早在１９６０ 年代就开始通过政府购
买方式拓展公共服务的供给渠道，现已发展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模式。论文
根据对中国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个案运行全过程的观察，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
理论和实践作为参照，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亟需解决的问题、理念构建和制度
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政府购买服务 公共服务 合作理论 评估
【中图分类号】 Ｄ０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００４ － １９

一、引言
政
府
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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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即
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ＯＳＣ ），是
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拨款和公开招标的方
式，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或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中标者所提供
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王浦劬、萨拉蒙，２０１０ ）。从运作方
式上看，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福利供给民营化（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市场化的主要
方式，即通过民营化吸引社会资源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市场化将竞争机制
引入公共服务传输过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构建了一个包括服务卖方（政
帆，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
 吴
院，访问学者；周镇忠（Ｊｕｌｉａｎ Ｃｈｕｎ － ｃｈｕｎ Ｃｈｏ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
教授；刘叶，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和社会政策系，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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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买方（社会组织）和接受服务者（服务对象）的三方市场，也重新定义
了这三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角色和功能。这种准市场（Ｑｕａｓｉ － ｍａｒｋｅｔ）的运
行模式几乎彻底改变了公共服务传统的传输方式和途径，重新形塑了政府和社
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角色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同时
避免“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
取向基本达成一致：既能降低服务成本和行政成本，又能提升服务的传输质量
与效率（罗观翠、王军芳，２００８ ；苏明等，２０１０ ；关信平，２０１３ ）。但需进一
步思考的是，购买服务过程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来实现上
述功能。服务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一系列要素的综合效应，包括制度设计、社会
组织发展状况、政府角色转换及其实现程度、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
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化关系，等等。随着中国政府购买服务在政策和实践层
面的推进，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韩俊魁，２００９ ；许芸，２００９ ；冯俏彬、郭佩
霞，２０１０ ）。一是针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理论探讨，如将现行模式归纳为社会组
织发展说、行政职能委托说和传统采购延伸说（马俊达、冯君懿，２０１１ ）；二是
针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的研究，将两者关系概括为独立关系竞争
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模式、依赖关系非竞争性模式（王名、乐园，
为政府与社会组织既可能发展出市场交易关系，也可能存在依附关系
２００８ ），认
和伙伴关系（郭小聪、聂勇浩，２０１３ ），并有学者在国家法团主义理论的框架下
将双方关系归纳为强控性、依附性、梯次性和策略性四种类型（范明林，
２０１０ ）。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涉及的领域广泛，既包括硬件设备购买、公共交通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提供等较易通过市场操作的服务，也涉及儿童福利、老年
人照顾、职业培训等社会服务领域，而不同领域公共服务购买的运作模式也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所探讨的公共服务聚焦于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领域，即由
政府或社会组织向家庭或个人，尤其是向弱势群体提供旨在改善社会福利水平
的专业化服务。这类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是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成本核算
难、专业化能力要求高、监管成本较高，因此容易出现监管制度不健全、评价
监管体系缺失、政府的缺位或越位导致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邰鹏峰，
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从制度建设、监管、加强沟通及评估等方面在
２０１３ ）。为
理论层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探索，如构建购买者、承接者、使用者、评估者
四元一体的政府购买操作框架（徐家良、赵挺，２０１３ ），通过提升行政环境
（完善政策、法律、提升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加强政府管理（建立合同管理、
问责机制及购买方式与程序等），进而提升购买服务的最终绩效（王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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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用项目化的过程管理模式来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即通过项目招
２０１５ ），以
标、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等形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由于这些探讨整体
上缺乏实证资料支持，导致直接借鉴和参考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一些基于
个案探讨政府购买运作模式的研究更多关注具体服务内容的确定和服务传输本
身（李凤琴、陈泉辛，２０１２ ；胡科、虞重干，２０１２ ），缺乏对服务运行过程、政
府功能定位转换、双方合作制度设计等内容的深入探讨，因此对策建议的可推
广性也略有欠缺。诸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如何建立信息平台？
在服务传输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如何加强政
府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化角色？等等这些议题，都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
分析。
总之，政府购买服务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尚
未形成统一的发展模式，也未能确定一致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制度环境不
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低、服务主体的技能缺乏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因此，
其他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经验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是世界上
最早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国家之一，社会组织（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发展比较
成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值得参
考和借鉴。基于此，研究通过对中国的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个案的观察，并以美
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借鉴，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亟需解决的问题、
理念构建和制度安排进行探讨。
◆

二、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基础
政府购买服务是目前美国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方式。在早期阶段，虽
然政府直接输送服务被认为可以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和公共责任的实现，但因财
政投入限制和竞争机制缺乏等制约因素，导致服务效率低下，且相对于其他类
型服务的成本投入也更高（Ｎｉｓｋａｎｅｎ，１９７１ ；Ｓａｖａｓ，２０００ ）。美国政治长期存在
着一个悖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是众所期待，但同时，民众对政府提供的
服务普遍缺乏信任。由于美国慈善领域长期积淀的民间自觉行动，志愿主义的
发展、政治多元化，以及民众对政府的矛盾心理，促使美国政府逐渐从直接服
务提供者中脱离出来，一个建立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被称为“第三方治
理”（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合作体系应运而生。“第三方治理”成为调和
这一政治悖论的有效方式：在增强政府承担社会福利角色的同时，又不至于过
度扩大政府的行政机构规模，还能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Ｓａｌａｍｏｎ，１９８１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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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阵营达成共识，都倾向于通过民营化，即
主要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服务的高效传输。
在政治领域变革的推动下，美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兴起于１９６０ 年代，是发达
国家中率先在公共服务领域开展这一改革的国家。１９６２ 年， 《社会安全法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一系列修正案允许州政府的福利部门从具有一定资质的公共
机构购买特定的社会服务（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８４ ），开启了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时代。
１９６４ 年
，《经济机会法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的实施，促使政府购买
服务普遍推广（Ｗｅｄｅｌ，１９７６ ）。１９６７ 年，《社会安全法案》修正案允许州及地
方的政府福利部门从非营利组织或私营机构购买服务，并享有联邦政府的配套
资金（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７ ）。１９７２ 年，联邦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的预算上限达到了
２５ 亿
美元（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８４ ），随后又数次提高对社会服务的财政投入，为政府购
买服务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这些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签订合同将公共服
务项目的一部分或全部，委托给政府部门之外的非营利组织来实施，并从开始
的少数领域逐渐扩展到健康、贫困、儿童福利、家庭支持、老年人福利、职业
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诸多领域。１９７１ 年至１９７８ 年，美国《社会安全法》中
涉及社会服务购买资助的比例由２５ ％ 上升到５４ ％ （Ｍｕｅｌｌｅｒ，１９７９ ），增加了一
倍多。１９９０ 年代，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的首要方式。１９７７ 年
至１９９７ 年，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增加了１９５ ％ （Ｓａｌａｍｏｎ，
２００２ ），２０ 世
纪末政府财政投入达到２ ０７８ 亿美元（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２００２ ），
大约占社会服务部门资金来源的５２ ％ （Ｓａｌａｍｏｎ，２００２ ）。以旧金山市为例，
有１６０ 个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签订了４６０ 个服务合同，平均每个组织购买
２０１３ 年
政府的项目达到了２ ９ 个。这种非营利部门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被称为“新政
治经济学”“合约政府”或“非营利的联邦制”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５ ）。在这一合作体
系中，政府决定公共资金的投入方向，并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践行公共权力
以达成公共目标。
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展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
服务购买依然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途径。根据美国国际市／ 郡管理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ＣＭＡ）的调查，美国地方政
①

②

数据来源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公共服务部的内部资料。
国从１９８２ 年开始，每隔５ 年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展开调
② 美
查，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人口为２５ ０００ 以上所有的郡和人口超过１０ ０００ 的所有城市，主要调查
内容为公共工程、公共安全、公共事业、健康与人类服务、公园和娱乐、文化艺术和支持功
能等６７ 项服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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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与非营利组织签订服务合同的比例为６９ ％ ，接近
一方面，调查还显示，美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趋
７ 成（Ｈｅｆｅ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另
势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即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完整合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始减少，地方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服务的混合模式出现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开
了急剧的增长。这表明美国的公共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由公共部门或非营利组
织提供的二分法，而是在市场、效率、服务质量和民众呼声之间找到了一条中
间道路（Ｗａｒｎｅｒ ＆ Ｈｅｆｅｔｚ，２００４ ），即服务提供的公私混合模式（Ｍｉｘ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这
种方式既向非营利组织直接购买服务，又在辖区范围内
结合公共和私营部门，实施公私服务混合模式为本地的公共服务创建一个更具
竞争性的市场（Ｗａｒｎｅｒ ＆ Ｈｅｆｅｔｚ，２００８ ）。这种变化不仅旨在保持公共服务市场
领域的竞争性，同时还力图保持当地政府对服务传输的掌握和公共责任的实现。
然而，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过程中，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执从未
平息。支持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购买服务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扩大
服务对象范围、节省政府成本、增强服务传输的灵活性，且公共责任也更为透
明，可以避免“政府失灵” （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 ；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０ ；Ｍｉｌｗａｒｄ ＆
Ｐｒｏｖａｎ ，２０００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２０００ ； Ｂｏｗｉｅ ，２００４ ）。批
评者基于一些案
例分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由非营利组织承担公共服务是一个误导，不仅
缩小了政府规模，降低了政府能力，也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尤其是增
加了寻租腐败和裙带关系的风险，导致公共责任的断裂，也可能降低公共服务
的质量（Ｍａｎｓｅｒ， １９７４ ； Ｍｉｌｗａｒｄ， １９９６ ； Ｂｏｙｎｅ， １９９８ ； ＤｅＬｅｏｎ ＆ Ｄｅｎｈａｒｄｔ，
然存在各种争议，美国在公共服务实践中不断地通过制
２０００ ； Ｓｃｌａｒ ，２０００ ）。虽
度建设和改革来降低和规避负面影响与风险，政府购买服务最终发展成为美国
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模式。
美国政府购买服务源于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三个理论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一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竞争和效率的重要性，主张将市场机制引
入公共服务领域中，是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开始推行的核心理论基础；二是交易
成本理论，强调购买服务后对政府在合同管理、成本增加方面的挑战，关注服
务购买后成本控制的过程与效果；三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关注公民对整个公共
服务的参与，主张政府应该通过服务购买，推进非营利组织为公民参与服务提
供畅通的渠道。这些理论对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都起到了引导作用。在本
研究的语境下，我们更为关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
关系界定的理论框架。在中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往往是一种主导—
依附
的关系，尤其是在非营利组织获取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对政府的依赖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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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剧。即使在美国，也有研究证明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与政府资金来源
占比呈反比关系，即获取政府资金越多，其独立性越差（Ｍａｎｓｅｒ，１９７４ ）。但
是，这种关系定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利于服务质量的保障和专业化程度。因此，
美国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合作治理成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关系的主
要理论视角，强调政府应以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去管理自身、以及与合作伙伴
之间的关系，重视双方的资源依赖、互动和协商过程。在合作治理的视角下，
发展出了两个主要理论： “伙伴理论”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与“合作理论”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它们为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认识框
架和价值取向（Ｓａｌａｍｏｎ， １９８７ ； Ｗｏｏｄ ＆ Ｇｒａｙ， １９９１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Ｎａｎｋ，
谓“伙伴”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是指基于法律或协议进行合作的正式工作
２００９ ）。所
关系，双方在一定的制度规范里实施互惠的计划。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意指对政
策、项目和目标的认识达成一致，也包括在特定的时间内共享责任、资源、风
险和收益。所谓“合作”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是一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和行
动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结构
来采取行动，共同决定相关事宜。伙伴理论与合作理论所关注的议题有所不同，
前者更加强调所涉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构，后者重在阐释利益主体如何合
作的过程，以及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平衡（Ｗｏｏｄ ＆ Ｇｒａｙ，１９９１ ）。
但二者都强调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参与的各利益主体是一种共生关系，对目
标达成负有共同的责任。基于这两个理论，美国政府确立了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安排的基本关系架构，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相协作，对公共责任负有共同承
诺，但承担着不同角色。其中，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负责，确定公共资金使用
的优先顺序，对服务质量的保障负主要责任；而非营利组织确认社区对公共服
务需求的优先顺序，负责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并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及其变化。
协作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双方对社会需求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达成共同理解。因此，
在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被政府用以执行公共政策，传统社会福利
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Ｋｒａｍｅｒ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８７ ），更多的社
会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和非营
利组织对服务内容和运行的规划都缺乏完备性，一纸合约无法规定非营利组织
在合同期内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也无法充分预期由环境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和困
难。如果服务合同运行失效，预期的双赢结果会最终演化为一方或双方的损失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此外，合同管理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加剧了
双方在谈判、执行和监管合同关系的交易成本（Ｇａｚｌｅｙ，２００８ ）。因此，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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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强各种监管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及时矫正非营利组织的不良绩效
（Ｂｒｏｗｎ ＆ Ｐｏｔｏｓｋｉ，２００３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理论界开始强调综融合作治理理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试图在服务传输过程
中将竞争、合作、成本监管以及公民参与有机结合起来（Ｗａｒｎｅｒ ＆ Ｈｅｆｅｔｚ，
２００８ ）。
◆

三、可资的借鉴：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经验
虽然中美两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政策价值导
向有别，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及其关系的历史积淀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但
政府购买服务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基本性质也大致相
同。因此，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与工具，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程序、制度设计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教训都值得借鉴。本节通过对美国加州政
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的分析，并结合对美国政府官员的个案深度访谈，梳理
和讨论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运行过程中一般性的制度安排、程序和管理机制。这
些政策文本具体包括服务计划书要求（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服务需求
调查要求（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ｓ Ａｓｓｅｓｍｅｎｔ）、服务合同标准（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
织双方的权、责、利）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ｇ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服务预算格式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ｍｓ）、资金分配指导原则（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评估标准细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以及投标过程中所涉及评估专家的利益
相关性声明的规定（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通过对
政策文本和个案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我们得到了美国总体上在专业化社会服
务购买领域的一些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
（一）程序规范
程序规范是一种制度性保证，虽不一定必然带来高效和高质量的服务，但
①

②

美国州一级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在联邦政策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细化，虽各州
在某些环节操作上有差异，但各州具有较强的共性。
究运用半结构化方式对美国加州某市公共服务部信息综合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② 研
主管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公共服务部负责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的
该市大部分的政府购买合同项目，该主管自２００７ 年开始在这一部门任职，主要负责服务项目
的设计、监管和评估。访谈内容主要覆盖政府购买服务的一般流程、现有的制度规范、具体
操作环节和目前面临的困境等方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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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程序是防范与规避风险的有效方式。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从明确社
会服务需求开始，到最终评估服务效果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辅以严格的制度
规范，具体如下：
求评估。规定以政府为主导进行需求评估，既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直
１． 需
接实施，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实施第三方需求评估。在这一过程中，由政府部
门负责召开需求分析会，并邀请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参加。
息发布。根据需求评估结果，向所有非营利组织发布政府决定购买服
２． 信
务的信息和参与流程，明确招标信息和相关要求，并确保信息通畅。
３． 资
质审查与竞标。政府审查非营利组织提交的服务计划，一般包括两个
步骤：一是由政府进行基本资质的审核（Ｍｉｎｉｍｕｍ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二是外聘专家
成立评审小组（Ｒｅｖｉｅｗ Ｐａｎｅｌ），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审核服务计划。
约前的协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根据评审结果选定非营利组织后，
４． 签
双方将围绕着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政府应提供多少资金以及如何使用；二
是非营利组织应该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
５． 签
订合作协议。充分沟通达成一致后，在明确服务目标和服务内容的基
础上，双方签订协议，建立合作关系。
务评估。服务过程中，政府运用第三方评估进行过程评估和结果评
６． 服
估，掌握有关服务传输过程、效果和质量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
否终结或继续服务合同。
政府在购买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具体的操作过
程。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协议签订之前有一个充分的协商和谈判阶段，这不仅
有助于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意见交换、加强理解，也为后期的服务开展建立了稳
固的基础。
（二）合作关系的制度建设
基于合作理论与伙伴理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不仅是资金支持者和
被支持者的关系，更是合作者的关系，双方的利益统合于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
益的满足。换言之，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双方协作共同实现社会福利领
域的公共责任。通过对个案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在购买服务的初始
阶段，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就会建立一个“联合体系” （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
通过制度安排和岗位设置来保障双方的持续沟通、平等对话与协商关系。这一
“联合体系”的制度规定双方必须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定期的交流与沟通，分
享服务传输中的信息与问题，共同应对变化，并在特定的情况下共同协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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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计划。这一合作体系为服务的顺利传输，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及时调整
政策等提供了制度支持，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双方共同参与服务传输的决策
过程。
（三）政府角色加强
购买服务使政府参与服务过程的责任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不再提供直接的
服务，但这并不意味政府脱离服务传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政府的专业化
角色得以加强，需要具备谈判、协商、监督、信息沟通、管理服务计划多方面
的能力。在合同签订之前，明确服务需求并主导服务需求的认定；在服务传输
阶段，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保持与非营利组织的持续沟通。换言之，政府并
非将服务完全交由非营利组织，而是以管理者、支持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参与服
务提供的全过程。一般在美国地方政府部门中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的有
两类工作人员：一类是项目人员（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ａｆｆ），负责服务监管和支持，确认
服务内容和范畴等与服务相关的事宜；另一类是行政人员（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责确保非营利组织是否遵循法律，是否为员工提供保险，人力资源体
Ｓｔａｆｆ ），负
系是否合理等与组织运行相关的事宜。前者是专业人才，一般由具有社会工作
教育背景与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构成；后者是专事管理人才，往往由人力资源
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员来承担。而目前美国由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开展公
私混合服务提供模式的盛行，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部门专业化角色的要求。
（四）弹性管理模式
弹性管理模式是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虽然服务
周期也会视具体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非营利组织持续且稳定开展服务
的考虑，地方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的合同期限多为３ 年。当服务项目开展
一段时间后，服务对象的构成和需求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服务效果和效率也会
初步显现。因此，基于上述变化和服务结果重新厘清新的服务对象、调整资金
投入、制定新的服务计划等，都可能导致服务项目开展后的具体内容与签订合
同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以证据为本” 的管理模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双方在充分沟通信息的前提下，共同商议和
决策，并可依照相关规定基于变化调整合同里的服务内容。这种弹性的管理模
式，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促进服务传输过程能够更为高
效地回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更好地实现公共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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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评估
在美国，无论是明确需求、评审非营利组织，还是判断服务效果，政府通
常都采用第三方评估模式。尤其是在服务效果评估环节，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
借鉴。人们一般认为，第三方评估应该将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承担服务的社会
组织）排除在外，但在美国则不然。一方面，评估专家非直接服务者，难以深
入了解服务的全过程，因此在确定评估指标和制定计划时，需要从服务传输者
和管理者处获取信息来确保评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评估开展的
过程中，信息和数据采集任务往往依托非营利组织内部提供服务的一线工作者
来完成。因此，美国政府要求第三方评估要充分纳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评估
专家应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线服务提供者一起讨论，共
同商议确定可测量的评估指标并制定评估计划。这种方式可以使第三方评估更
加客观，也更为合理。
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沟通障碍。尽管在政府部门建立了专门岗位来负责监管和支持，并保持
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沟通。但是，双方的顺畅沟通仍面临着巨大挑战。政府人
员非直接的服务提供者，双方对问题的理解差异造成沟通不畅时有发生；第二，
寻租行为。在政府部门和特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往往建立了稳定而持续的合作
关系，虽然保障了服务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且有利于双方的有效沟通，但寻租
行为也时有发生；第三，评估信息共享不足。由于许多非营利组织都与政府有
服务合约，所以同一个服务对象可能同时接受来自不同组织的服务，但由于服
务对象的信息与数据在非营利组织之间没有实现共享，因此给对某一特定非营
利组织的服务效果做出准确评估带来困难。

四、中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基于一项服务购买的个案分析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政府购买服务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已呈现出一
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引起警惕。需要做出说明的是，中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尽
管在形式上采取了竞争性投标，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依靠直接指定而非
通过招标确定服务购买合同的案例比比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内部化”和形
式性特点明显，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 （许小玲，２０１２ ），即使如南京市鼓楼
区这样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经常被提及的优秀案例也属于这种情况（白友涛、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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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２０１１ ）。这种现象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组织发展情况
等都密切相关。而学界对于这种“非竞争性”直接委托现象的理解也存在着争
议，有学者支持竞争机制在效率和机会公平方面的价值，认为须通过竞争性招
标才能实现服务购买的意义与效果；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竞争未必能够带来社会
服务的效率，应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的特点以及现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
基于信任的合作对象选择同样有其合理性（郭小聪、聂勇浩，２０１３ ）。所以，在
政府购买服务发展初期，选择具有较好信誉和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进行服务委
托有其合理之处。此外，直接委托模式目前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领域中也比较
常见，尤其是在双方已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信誉、
资质和能力情况下往往会采用这一方式。总之，无论何种认知导向，非竞争性
的直接委托成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领域中的一个常态，因此有
一定的代表性。在此，我们选择了一个跟踪观察一年的个案，作为政府购买专
业化社会服务的缩影，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现状及其
面临的主要问题。该个案是政府委托某一社会组织Ｗ 机构开展的服务项目，始
于２０１２ 年１０ 月，持续了一年。我们通过个案深度访谈、机构调查和资料文本
分析等方法，长期观察并深入掌握了这项政府购买服务运行的全过程。我们将
从合同签订、服务需求厘定、服务开展、政府监管、结果评估与服务终结的全
过程，深入探讨所表征的主要问题、可能的风险以及制度化建设的任务。
（一）项目背景与合同签订
该项目的服务对象是某经济开发区集中居住于某公寓的外来务工人员，共
１ ３ 万
人，大多为１９ ～ ２５ 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本地户籍，工作忙碌，互动空
间和工作之外的娱乐活动非常缺乏，社区归属感和城市生活融入程度都比较低，
因而对城市适应、人际交往、职业发展和情感关系等方面都有诸多需求。该社
区虽有建筑面积４ ２２４ 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包括食堂、图书阅览室、培训
室、放映室、舞蹈教室、乒乓球室和心理咨询室等服务设施，并由政府工会派
出人员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经常加班，对服务中心设施的使用率
并不高。此外，由于服务中心缺少专业人员，诸如心理咨询、职业发展等方面
的服务始终未能开展。出于上述原因，当地政府决定通过购买服务直接委托Ｗ
机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

①

这类公寓是以当地政府为主导为来此经济开发区企业务工的流动人口专门建造的集
中居住区域，一般是４ 人或６ 人共享一个房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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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立于２００６ 年，主要从事社会服务提供和公益组织孵化培育，是一
Ｗ机
个在业内资质和口碑都很好的机构。政府与之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服务合同，由
Ｗ机
构承接社区服务中心，将之发展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平台，政府负责
提供基础场地和资金支持。政府要求机构在服务项目开展之前明确角色定位、
策划整体项目实施方案和组建专业人员团队，并强调机构要采取与政府协商式
的服务推进方式。在一年合同期结束后，政府对Ｗ 机构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
是否续约。
（二）服务需求厘定
服务开展前期，Ｗ 机构通过问卷进行了需求调查，初步确定了公寓居民排
在前四位的需求，分别为心理咨询、文化娱乐活动、职业规划和就业维权。调
查结束后，Ｗ 机构召开了需求调研报告发布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用工企业
参加，探讨下一步服务开展的具体内容。虽然Ｗ 机构在需求预估阶段的操作过
程科学且规范，但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需求评估是在服务合同签订以后进行
的。换言之，在尚未认定服务需求以前，双方根据主观经验已经确认了资金的
具体使用去向；二是需求确定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参与度不高，仅要求
构开展系统的需求评估，并在需求明确后才有一定的沟通。
Ｗ机
（三）服务开展
在项目执行阶段，Ｗ 机构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服务，主要包括大型活动、工
作坊和常规活动。其中，大型活动是年度或季度的大型体育活动，具体包括不
同的球类比赛和趣味运动会；工作坊提供心理支持和交流平台，具体包括心理
减压工作坊、女性工作坊、即兴话剧活动、梦想分享会、企业见面会等；常规
活动是每周定期举行的日常活动，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展开，具体包括电影小组、
舞蹈小组、英语小组、电脑小组、书法班、摄影大讲堂等。根据需求评估结果，
我们发现机构开展的服务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活动和心理咨询两个方面。在为
期一年的服务周期中，该机构为公寓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４２８ 次服务活动，
参与人数达到了１１ ２５０ 人，占服务对象总数的８６ ５４ ％ ，总体受益人次达
次，平均每人３ 次。
４０ ６００ 人
这项服务受当地政府和Ｗ 机构总部的共同监督，涵盖两个沟通层次：一是
在机构内部，服务人员与机构总负责人之间的沟通，主要涉及调整服务设计和
开展方式等内容；二是在Ｗ 机构与政府之间，工作人员向政府的项目负责人员
及时反馈服务开展的各种信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与机构之间仅在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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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调查和后期服务效果认定上有一定的沟通，服务过程中的交流十分有限。
双方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缺乏对合作的制度性保证和专业支持，具体体现
为：一是，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的岗位，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来承担服务
项目的监管；二是，双方合作缺乏制度化保障，沟通往往随意发生，无法确保
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结果评估与合同终结
在项目结束前，为了解服务效果，Ｗ 机构首先展开了内部评估，以“滚雪
球”式的抽样方法对１ ０００ 名服务对象进行了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了解机构开展活动的比例为８５ ２４ ％ ，选择“经常参加”和“偶尔参加”的人
数分别为３０ ５９ ％ 和４６ ５８ ％ ，其中五成多（５４ ９５ ％ ）的受访者平均每月参与
各种活动与服务的次数在１ ～ ５ 次之间，对服务的满意比例达到了八成以上。但
是，仍有１６ ６７ ％ 被调查者不了解机构开展的各项活动，１５ ９８ ％ 的服务对象表
示对活动并不满意。
在服务结束后，政府部门没有运用评估来判断服务效果，仅通过主观判断
做出了终止服务的决定。Ｗ 机构工作人员在与政府部门沟通时，得到了如下回
应：一是Ｗ 机构的团队建设和管理不到位；二是Ｗ 机构缺乏工作人员，活动
开展不到位。但当工作人员尝试进一步了解具体细节时，但却沟通无果。总之，
缺乏评估环节，难以对服务效果与质量做出科学的评价，政府作为监管者和支
持者的角色也难以实现。
如前所述，尽管这一个案属于委托性质的服务购买，不涉及政府发布信息、
评审服务计划书等部分流程。但是，这一个案对我国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状况有
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反映在程序和制度构建方面的问题仍具较强的启示意义：
一是政府没有开展科学的需求评估，而是在签订合同以后，由社会组织自行组
织调查，政府只被告知了需求调查结果，这可能会导致服务并未针对服务对象
的真正需求，而只是社会组织擅长的服务领域。二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政府与
社会组织之间缺乏沟通与协商，对资金使用和服务内容的提供都没有深入的探
讨。如果双方对服务需求的认识缺乏一致性，不仅会导致服务传输与服务对象
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偏差，也会影响最终的服务效果；此外，政府缺乏对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说明和过程监管，不仅无法通过购买服务来节约成本，可能还会造
成资金浪费。三是没有建立规范的合作流程和监管制度，致使政府角色相对缺
◆

①

①

我们对Ｗ 机构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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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很好地监管服务，并对服务进行有
效引导；另一方面，没有对合作关系和流程的制度规定，导致双方的沟通随意
性比较强，缺乏针对性，影响服务成效。四是政府部门没有对服务效果进行科
学、客观的评估，只根据主观判断就终结了服务合同。虽然目前中国相关政策
中规定了必须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认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评估理念、
方法和工具运用等方面都相对滞后，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比比皆是。

五、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认知与制度建构
对上述个案的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做很
多工作，尤其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市场的建构。考虑到
中国的国情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并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认为，
目前中国在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购买服务是工具而非目的。政府购买服务是提高公共服务传输
效率与质量的工具，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委托的过程，包含一定程度上的权
力下放。换言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工具性的私有化，但绝非是社会福
利的私有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为了更好实现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承担，通过
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发挥传输公共服务的效率、创新和专业能力。因此，
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把工具异化为目的，把手段异化为
目标。
第二，明确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市场角度看，政
府和社会组织是专业化社会服务市场的两个主体，二者之间是服务购买者与服
务提供者的关系，因此，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服
务中的关系远不止于此，甚至可说二者关系的本质并不在于此，因为公共服务
的性质和目的都要求政府作为监管者、协调者参与服务的全过程，因此还需要
制度规范与合作机制。前文提到的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
关系值得借鉴。对于中国而言，亟需立法对政府购买服务各个参与方的角色、
责任、权利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第三，政府的专业能力是强化而非弱化。政府购买服务是将政府从直接提
供服务主体中移除，但绝非是从公共服务中移除。这一转变并不意味政府摆脱
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对进一步优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事实上，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对公共服务责任的承担能力不仅
不会弱化，而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有研究表明，保证政府购买服务执行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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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包括谈判、
协商、监管、沟通期望和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能力支持（Ｋｅｔｔｌ，１９９３ ），非营利组
织传输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管理服务合同的
质量（ｖａｎ Ｓｌｙｋｅ，２００７ ）。
第四，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市场。在中国，政府通过市场机制传输公共服
务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市场。这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明确服务购买者（政府）、服务提供者（社会组织）、服务接受者（个人或
家庭）三方的权利和责任，建立合理、有序、高效的三方市场关系架构；二是
积极培育具有资质的社会服务组织，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公共
服务市场的供求均衡；三是建立畅通的三方沟通渠道和公共服务市场信息系统，
及时回应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市场效率。
第五，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购买服务是福利提供方式的民营化和市
场化。因此，在公共服务运行过程中，既有市场力量的驱动，也有行政力量的
驱动，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裙带关系等风险也会出现。
由于购买方并非服务接受者，而服务对象又不支付费用，因此，在政府、服务
对象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导致“合约失灵”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审计总署（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美
多次颁布加强监管购买服务的管理条例（ＧＡＯ，２００２ ）。实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曾
际上，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和职权滥用问题在中国也有发生。因
此，中国目前亟需建立一个覆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整个过程的监管制度。
第六，运作流程与模式应兼顾规范与灵活性。购买服务需要规范且科学的
操作程序，并在每个阶段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但是，公共服务本身是一种复
杂的行为，涉及不同领域、不同群体。而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也有很大差异，
尤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普遍不高的中国而言，目前还难以采取完全统一的
模式。即使在政府购买服务高度发展的美国，虽然竞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 ）
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购买服务形式，但协商模式（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与合作模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更为适用（Ｄｅｈｏｏｇ，１９９０ ）。而且，如
果政府过于强调成本控制，并以此作为考量社会组织服务计划的主要标准，也
会造成缺乏对其他价值，尤其是公共责任实现的充分考虑，最终导致对人类基
本需求的忽略（Ａｍａｎ，２００７ ），这也就违背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准则。因此，在
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操作流程的同时，也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
第七，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角色的塑造。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资金
对于提升非营利机构的能力起到了系统性的角色，政府购买服务也塑造了非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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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ＬｅＲｏｕｘ，２００９ ）。美国非营利组织对弱势群体提供
服务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但是在政府购买服务发展过程中，
美国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组织发展困境方面的挑战，因此在培育社会组织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协助同质性较强但规模不大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合并与优化
功能等。在中国，目前社会组织发展普遍不够成熟，亟需在建立合作关系之后，
政府在其能力建设、技术发展和在公共责任实现等方面给予支持与引导。从这
个意义上讲，培育和发展具有良好资质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员是中国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白友涛、葛俊（２０１１ ）．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与思考—
—
—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理论与现
代化，２ ：７３ － ７８ ．
范明林（２０１０ ）．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
研究． 社会学研究，３ ：１５９ － １７６ ．
冯俏彬、郭佩霞（２０１０ ）． 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基础与操作要领初探． 中国政府采购，７ ：
７０ － ７３ ．

关信平（２０１３ ）． 政府购买服务：我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新起点． 中国社会报，８ 月１６ 日．
郭小聪、聂勇浩（２０１３ ）． 服务购买中的政府一非营利组织关系：分析视角及研究方向． 中山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４ ：１５５ － １６２ ．
韩俊魁（２００９ ）．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６ ：
１２８ － １３４ ．

胡科、虞重干（２０１２ ）． 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的个案考察与思考—
—
—以长沙市政府购买游泳服务
为个案．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１ ：４３ － ５１ ．
李凤琴、陈泉辛（２０１２ ）．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探索—
—
—以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向“心贴
心老年服务中心”购买服务为例． 西北人口，１ ：４６ － ５０ ．
罗观翠、王军芳（２００８ ）． 政府购买服务的香港经验和内地发展探讨． 学习与实践， ９ ：
１２５ － １３０ ．

马俊达、冯君懿（２０１１ ）． 政府购买服务问题研究． 中国政府采购，６ ：６４ － ６６ ．
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２０１０ ）． 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财政研究，１ ：９ － １７ ．
邰鹏峰（２０１３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管成效、困境与反思—
—
—基于内地公共服务现状的实
证研究．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 ：９５ － ９９ ．
王春婷（２０１５ ）． 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与传导路径分析—
—
—以深圳、南京为例． 软科
学，２ ：１ － ５ ．
王名、乐园（２００８ ）． 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４ ：５ － １３ ．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４ 期 １９

◆

专栏：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王浦劬、莱斯特·Ｍ． 萨拉蒙等（２０１０ ）．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
徐家良、赵挺（２０１３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上海的实践． 中国行政管
理，８ ：２６ － ３０ ，９８ ．
许芸（２００９ ）． 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
—
—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 南京社会科学，
７ ：１０１ － １０５ ．
许小玲（２０１２ ）． 政府购买服务：现状、问题与前景—
—
—基于内地社会组织的实证研究． 思想
战线，２ ：７５ － ７８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Ｊ． ＆ Ｎａｎｋ ，Ｒ． （２００９ ）． Ｐｕｂｌｉｃ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１ （３ ）：３６４ － ３８６ ．
Ａｍａｎ ，Ａ． Ｃ． （２００７ ）． 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Ｐｒｉｓ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４
（２ ）：３０１ － ３２８ ．
Ｂｅｎｎｅｔｔ，Ｊ．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 （１９８０ ）． Ｔａ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Ｓ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８ ：３６３ － ９６ ．
Ｂｏｗｉｅ ，Ｓ． Ｌ． （２００４ ）．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４９ （４ ）：５６２ － ５７１ ．
Ｂｏｙｎｅ ，Ｇ． Ａ． （１９９８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ｅｔ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Ｕ． 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８ （６ ）：４７４ － ４８４ ．
Ｂｒｏｗｎ ，Ｔ． Ｌ． ，Ｐｏｔｏｓｋｉ，Ｍ． ＆ Ｖａｎ Ｓｌｙｋｅ ，Ｄ． Ｍ． （２００７ ）．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３ （４ ）：６０７ － ６２３ ．
Ｂｒｏｗｎ ，Ｔ． Ｌ． ＆ Ｐｏｔｏｓｋｉ， Ｍ． （２００３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３ （２ ）：１５３ － １６４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Ｇ． Ｊ． ＆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 Ｅ． （２０００ ）．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８ ：３３８ － ３５２ ．
ＤｅＬｅｏｎ ，Ｌ． ＆ Ｄｅｎｈａｒｄｔ， Ｒ． （２０００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０ （２ ）：８９ － ９７ ．
Ｄｅｈｏｏｇ ，Ｒ． Ｈ． （１９９０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２ ：３１７ － ３４０ ．
Ｇａｚｌｅｙ，Ｂ． （２００８ ）．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８ （１ ）：１４１ － １５４ ．
Ｇｉｌｂｅｒｔ，Ｎ． （１９７７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 （４ ）：６２４ － ６４１ ．
Ｈｅｆｅｔｚ，Ａ． ，Ｗａｒｎｅｒ，Ｍ． ＆ Ｖｉｇｏｄａ － Ｇａｄｏｔ，Ｅ． （２０１２ ）．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ｂ． ｅｄｕ ／
ｇｒａａｐ ／ Ｆｉｎａｌ％ ２０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 ＰＤＦ ／ Ｗａｒｎｅｒ％ ２０ Ｈｅｆｅｔｚ． ｐｄｆ．

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４ 期
２０ 公

政府购买服务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Ｋｒａｍｅｒ，Ｒ． Ｍ．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Ｂ． （１９８７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１ （１ ）：３２ － ５５ ．
Ｋｅｔｔｌ，Ｄ． Ｆ． （１９９３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Ｃ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２００２ ．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ｌｍａｎａｃ ａｎｄ Ｄｅｓ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９ ）．

ＬｅＲｏｕｘ Ｋ．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９ （３ ）：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５０４ － ５１７ ．

， （ ）
，：
Ｍｉｌｗａｒｄ ，Ｈ． Ｂ． （１９９６ ）．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６ （２ ）：１９３ － １９５ ．
Ｍｉｌｗａｒｄ ， Ｂ． Ｈ． ＆ Ｐｒｏｖａｎ ， Ｋ． Ｇ． （２０００ ）．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０ （２ ）：３５９ － ７９ ．
Ｍｕｅｌｌｅｒ，Ｃ． Ｐ． （１９７９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Ｉｎ
Ｗｅｄｅｌ ，Ｋ． Ｒ． ，Ｋａｔｚ ，Ａ． Ｊ． ＆ Ｗｅｉｃｋ ，Ａ． Ｅ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Ｎｉｓｋａｎｅｎ ，Ｗ． （１９７１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ｌｄｉｎｅ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Ｓａｖａｓ ，Ｅ． Ｓ． （２０００ ）．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１９８１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９ ：２５５ － ２７５ ．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１９８７ ）．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ｓｅｒ Ｇ． １９７４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ｗｏｒｋ ５５ ４２１ － ４７４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 （ ）：２９ － ４９ ．
Ｅｄ． （２００２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６ １

，

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 Ｍ．

，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 （ ）

：

Ｓｃｌａｒ Ｅ． ２０００ ．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Ｇｅｔ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Ｐ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ｈａｃａ

：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Ｓｍｉｔｈ Ｂ． Ｌ． Ｒ．

（１９７５ ）．

：
Ｓｔｅｉｎ ，Ｒ． （１９９０ ）．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 ：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 ４７１ － ５０２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０２ ）．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ｒ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６

， （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ａｏ． ｇｏｖ ／ ｎｅｗ． ｉｔｅｍｓ ／ ｄ０２２４５ ． ｐｄｆ．

ｖａｎ Ｓｌｙｋｅ Ｄ． ２００７ ．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ｒ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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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７

（２ ）：１５７ － １８７ ．
Ｗａｒｎｅｒ ，Ｍ． Ｅ． ＆ Ｈｅｆｅｔｚ ，Ａ． （２００４ ）．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ｏｖ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２００２ ．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０４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２ —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 Ａ． （２００８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８ （１ ）：１５５ － １６６ ．
Ｗｅｄｅｌ，Ｋ． Ｒ． （１９７６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２１ （２ ）：

Ｗａｒｎｅｒ Ｍ． Ｅ． ＆ Ｈｅｆｅｔｚ

１０１ － １０５ ．

（ ）
：
， （ ）：５１６ － ５２０ ．
＆ Ｇｒａｙ ，Ｂ． （１９９１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７ ：１３９ － １６２ ．

，
Ｗｏｏｄ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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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ｉｌｌｉｓ Ｄ． Ｃ． １９８４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２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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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专栏与投稿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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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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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实践领域和
学科内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
色之一，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本刊诚挚邀请在公
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
更好。
我们关注的议题有：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管理、智慧城市、决
２０１６ 年
策过程、重大政策与项目的评估、地方治理创新、工作—生活平衡、儿童福
利、依法行政、土地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精准扶贫、养老问题、绿色监
管与发展、国家创新战略、人口政策、数字治理、政府改革，等等。
欢迎各位学者能就以上议题或者其他重要议题为本刊推荐和组建专栏或
赐稿！
有组建专栏意向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请提交拟组建专栏的计划
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专栏主题、文章篇数、文章题目、作者简介、交
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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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４ 期
２２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