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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

吕　 纳

【摘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改革的道路，其中政
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就是一种最主要的实践创新。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机制，
对其进行研究兼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将以往政社关系研究归纳为宏观结构、
中观组织和微观行动研究，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展出“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
的分析框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动态考察政府这一具有利益导向的法人行动
者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双重制度逻辑即公共发展逻辑和权力维持逻辑及其
由此衍生出的多重行动策略即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等，并发现制度逻辑与
行动策略是相辅相成的，且认为在购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平等
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进行的只是职能转移，而不是权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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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始于１９７０年代末的中国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导思想，以改变“资源
配置方式”为主要手段，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在政
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引起了一系列变化，被认为是“总体性社会结构的变迁”
（孙立平，１９９２：７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改革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持续深
入，措施不断。其中政府职能转移和社会组织的兴起不仅成为了政治、社会领
域改革的现实成果显示，而且也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关注
的重点。政府职能的转移表现为职能下放、权力下放、引入多元社会管理体系
等等，其原因有政府主动成分，更有被动因素。社会组织的兴起表现为组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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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增加、能力逐渐增强、领域日渐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无论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有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其原因以内在主动因素居多。本文关注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行为，而这一焦点恰是联结政府职能转移和社会组织兴
起两大现实和理论热点之所在。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组织的兴起，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使得社会力量得以生
存和发展，会形成与政府抗衡的一支力量，有向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趋向
（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Ｈｅ，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Ｆｒｏｌｉｃ，１９９７；邓正来、亚历山大，
２００２）；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法团主义的形式，尤其官办社会组织极大地体现
了这一形式（Ｓｃｈｉｔｔｅｒ，１９７４；Ｗｉａｒｄａ，１９９７；Ｍａ，２００６；张静，１９９８）；更多
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国家力量一贯强势的路径依赖，社会力量
的兴起不足以走上与西方一样的道路，道路将是中国化的（康晓光，２００５；顾
昕，２００４；顾昕、王旭，２００５）。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政府权力
的一种社会回归，国家有继续甚至加强控制社会的试图（韩东，２００９）。理论研
究上的观点对立也让我们对现实问题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在看到政府职
能改革，社会组织层出不穷的同时也发现政府在精简机构转移职能的过程中，
主导培育了很多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它们或由政府内部剥离、政府主管部门
主导成立、政府提供场所资金、政府安排负责人等形式而产生并存在，由于其
产生的形式，决定了其与政府有着特殊的一层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促进了
本文研究问题的形成。研究问题聚焦于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一方作为
独立行动者所凸显的中观制度逻辑和微观行动策略，同时将这种动态微观关系
的建构跟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的权能变迁联系起来，进一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
系，可具体化为：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政府一方的制度逻辑是什么，行动策
略有哪些，两者有联系吗？公共服务购买过程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了什么样
的关系，这种关系形式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政府与
社会组织的权力和能力发生了怎样的转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公共服务购买
导致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联结会对目前的国家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吗，是社
会获得了更多的自治还是国家变相持续了控制，还是两者兼有？

二、文献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评述

以往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可归纳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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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探究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控制模式是如何被突破的，社会又是如何
从无到有发育的，代表理论有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
人物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准市民社会或半市民社会正在形成，政府给予了社会
组织更多的空间，未来会走向与西方类似的道路，期盼独立于国家、分权于国
家的市民社会真正形成（Ｈ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６；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Ｈｅ，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Ｆｒｏｌｉｃ，１９９７）。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理论运用和实际
效用持认同态度（邓正来、亚历山大，２００２）。实证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证实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朱健刚，２０１０；夏建中，２００３），也阐述了
相关的问题并给出了政策上的建议（王名等，２００１；贾西津等，２００４；郁建兴、
吴宇，２００３；丘海雄、陈健民，２００８；高丙中，２０００）。法团主义的理论研究在
２０世纪就已蓬勃兴起（Ｓｃｈｉｔｔｅｒ，１９７４；Ｗｉａｒｄａ，１９９７；Ａｄａｍｓ，２００２），在实证
研究中很多学者也认为社会与国家不是对立的，国家的权威要予以保护，在中
国的实践中，国家主导控制权的维持和自上而下垂直结构的法团主义更适用
（Ｕｎｇｅｒ ＆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５； Ｄｉｃｋｓｏｎ， ２０００； Ｓｈｕｅ， １９８８；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３； Ｏｉ，
１９９９）。国内也有大量学者使用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张静，１９９８；康晓光等，
２００８；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顾昕，２００４；顾昕、王旭，２００５；张仲汝等，
２００９；徐建牛，２０１０）。宏观层次分析属于静态结构分析，概念庞大而模糊，对
于关系如何生成、互动的双方的行动及其原因分析都存在不足。对市民社会理
论的怀疑态度凸显，认为社会组织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但不足以
形成一个自主的市民社会，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家特征（Ｐｅｉ，１９９８；Ｂｒｏｏｋ ＆
Ｆｒｏｌｉｃ，１９９７；Ｎｅｖｉｔｔｚｅ，１９９６），所以法团主义也不能涵盖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
特征（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４；吴建平，２０１２；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２；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贾西津，
２００８）。

中观层次是以组织理论为依据从组织与环境互动出发探究政府与社会组织
的依赖关系模式。这一层次的研究以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为主要代
表。杰弗瑞·菲佛（Ｊｅｆｆｒｅｙ Ｐｆｅｆｆｅｒ）和杰拉尔德·萨兰西克（Ｇｅｒａｌｄ Ｒ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
（Ｐｆｅｆｆｅｒ ＆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的资源依赖理论成为很多学者借鉴的理论，学者们
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并且指出这种依赖
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国家占明显的优势地位（虞维华，２００５；徐宇珊，
２００８）。约翰·迈耶（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和布莱恩·罗文（Ｂｒｉａｎ Ｒｏｗａｎ） （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将新制度主义理论最早应用于组织研究，保罗·迪马吉奥
（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沃尔特·鲍威尔（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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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后来修正了新制度理论的组织研究。相关实证研究也相应完成（田凯，
２００４；陈剩勇、马斌，２００４）。新制度理论进一步将观念体系和规范制度都作为
组织环境的一部分，主要解释组织的结构相似性以及正式结构与实际运作的分
离问题。而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环境中，政府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把组
织看成是政治行动者，重视资源、制度等对组织结构的影响等观点都极具借鉴
价值，但该理论没有把行动者放在和制度一样重要的位置上，且没有很好地结
合合法性机制与组织实践。另外还有结合资源依赖和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实证
研究的（唐斌，２００６；邓宁化，２０１１）。中观层面的研究大多以社会组织为主要
观察对象，政府一方的组织内部分析并没有放在主体地位，另外对组织作为一
个能动者的能动性强调不足（斯格特，２００２；Ｚ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８）。

微观层次是从行动实践分析其行动策略和购买双方关系相互型塑过程。通
过观察社会组织产生及发展的过程来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研究取
向的变化表现在关注“强国家、弱社会”的特殊体制下其具体运作方式和行动
策略（张紧跟，２０１２）。① 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大量草根型社会组织的行动进行了
策略研究（Ｈｏ，２００１；Ｙａｎｇ，２００５；Ｘｉｅ，２０１１；赵秀梅，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张紧
跟、庄文嘉，２００８；江华等，２０１１；何艳玲等，２００９）。该层次研究在内容上，
关注社会组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策略，但对政府行动明显关注不够，中国的
现实是政府的权威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即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过程
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研究对象上，多选择草根型社会组织，而对大量其
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研究不够③；在理论建构上，没有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成熟的分
析概念。已有的概念工具各自为政，尚未建立对话的基础。同时既有的一些概
念工具实际运用的难度较大，由于只局限于微观行动策略的分析，对宏观国家
与社会的具体运作未有适当的解释效力（吕纳，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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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张紧跟（２０１２）指出，海外研究也从针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论争”转向了
“行动分析”，转而关注中观与微观层面上个体组织的行动策略。

而且我们要关注到政府不是铁板一块的，各级政府对待社会组织拥有不同的策略以
及其背后的理性逻辑和制度逻辑，还要关注到不同于科层制权力的实际运作中的权力。这些
权力才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中最真实的存在。管兵（２０１３）文中也有对多级政府结构下社
会组织发育的问题进行过论述。

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社会组织不是自下而上性的，而是那些自上而下，或者半官半
民性，这类组织量大，而且多从事社会服务类，是国家愿意给予空间发展的一类社会组织，
我们认为从这类组织的行动和态势上去观察和探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未来趋势，
更具洞察力和分析力。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综上所述，宏观研究关注静态的宏观结构研究，对具体场景中的关系形成
过程解释力不够；中观研究重视制度环境，但对行动者又关注不够；微观研究
重视了社会组织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却又忽视了政府这一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以
及所有行动者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衡量三者的优劣势，本文认为需结合制度
研究和行动策略研究，同时关注引起其行动策略的社会制度和组织行动者多变
的行动策略，发展出中微观结合的且动态的分析框架，来回应宏观的静态的国
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另外，如前文所述，政府职能改革、社会组织层出不穷的
同时也发现政府在精简机构、转移职能的过程中，主导培育了很多承接服务的
社会组织，它们或由政府内部剥离、政府主管部门主导成立、政府提供场所资
金、政府安排负责人等形式而产生并存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形态决定了它们与
政府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那么，在异于西方的中国强政府背景下，作为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主导者，对政府一方的关注，关注其利益所在、制度环境和行动
策略就尤其重要。本文在研究内容上会聚焦于政府一方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的
研究，来验证本文发展出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二）分析框架

１ ． 分析概念
（１）权力与能力
权能二分的观点，始于英国学者迈克尔·曼（Ｍａ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他区分了国

家权力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即国家精英可
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
范围（Ｒａｎｇｅ）。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即国家能力，
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
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迈克尔·曼，２００７：６８ － ６９）本文沿用这一定义，并认为除
了国家有能力与权力二分外，社会组织也有权力与能力的区分。社会组织的能
力指的是其从事公益性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而权力则是指社会空间大小、与
政府对话的权力等。

（２）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
本文将政府视为理性人，利益是理性人的出发点，可分为自身利益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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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①政府首先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多部门的集群，每个部门又由自然人即
官员充当代理人。首先整体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各官员的公共利益都是一致的，
就是满足公民的共同利益，包括发展经济、完善福利、维护公共安全等；但整
体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各官员的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却是不尽相同。整体政府
要维持政府的统治地位，政府部门要维护自身部门的资源和权力，官员要获得
政绩保障升迁道路的通畅，这些都导致三个行动者自身利益的不同。

（３）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
帕特里夏·桑顿（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Ｈ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和威廉·奥卡西奥（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ｃａｓｉｏ）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 Ｏｃａｓｉｏ，１９９９：８２０）认为，“制度逻辑是由社会建构的物质实践、
假设、价值、信仰、规则等历史模式，个体遵循这些模式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
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并赋予社会事实以意义。”制度逻辑提供了决策者
行动、互动和理解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构建了一套如何理解组织现
实、适当行为、成功路径的假设和价值体系，指导和限制了组织决策者完成组
织任务、获取社会地位、声誉、奖惩等过程。本文结合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以
及多元制度逻辑的思想，将政府的制度逻辑具体化为公共发展逻辑和自身发展
逻辑。在这两种制度逻辑指导下，政府就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策略，或支持或
控制社会组织也就得以理解。行动者地位、制度环境、利益考虑导致了行动者
思考并行动，进而形成关系结构。所以，行动者的行动方式，我们就定义为行
动策略。可以说制度逻辑指导着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同时行动策略的运作也会
改变制度逻辑，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关系。
２ ． 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除了关注微观的行动者和行动策略外，还要兼顾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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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样的区分可以有效避免对选择理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其基本原则是，个人按
照一种投入—产出的精于计算的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有两层含义：第
一，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者；第二，行动的原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社会学中理性选
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
动等归根到底是个人追求最大功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后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选择理论
自问世以来就招致了很多批评，特别是社会学研究者，比如新制度主义学者就认为组织除效
率原则外还受制度、文化等相关因素影响，很多组织的行动都有不满足效率原则的地方。他
们中很多都认为人类行为多数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并且受到规范和习惯的指引。但反过来
持自由选择的观点也经常受到社会科学家的质疑，他们更乐于相信个人行为全部依社会力量
而定。但本书把利益概念放入其中，其实组织不论满足效率原则还是制度、文化因素，都是
在为了利益，此利益就包含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这样理性的概念就被扩大而拥有更多的解
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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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产生的制度背景，也就是要将观察问题从宏观层面下降至中观和微观层面，
即结合组织与策略研究，建立“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分析框架，关注宏观制
度，关注中观环境，更关注微观行动，通过还原其微妙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复
杂的因果关系，使其更具分析效力。该分析框架包含如下内容：

（１）联结中观制度逻辑分析和微观组织行动策略分析，且认为两者是相互
形成的。

（２）行动者利益诉求是行动分析的起点之一，利益包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
益，尤其政治利益还包括公共利益、组织自身利益和组织代理人利益。

（３）行动者根据受托人的赋权，在拥有资源的同时也拥有了权力和能力。
且随着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会根据自身利益和受托人利益改变其行动，从而
导致权力与能力会发生动态的变化。

可以将本文的分析逻辑图示如下。此外，结合以往研究中对政府一方制度
逻辑和行动策略的缺失研究，以及在中国发展情景下政府力量的全面性和强大
性，加之在公共服务购买这一公共领域改革的主导性作用，本文将研究聚焦于
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分析，以此来演绎政府与社会
组织在购买过程中的关系建构过程。

图１　 分析逻辑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个案介绍与分析

（一）个案介绍

１ ． 公共服务购买的实施
Ｊ区位于长三角某一线城市西北郊区，常住人口１４７ １万人，共有１２个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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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持证残疾人１３ ８４９人，占全区户籍常驻人口的２ ２％ ①。２０１０年区残联开
始尝试助残工作社会化的改革，投入１１４ ２４万购买了１０个项目；２０１１年，在
原有１０个项目基础上又新推出１４个项目，总计达２４个，购买资金达５４２ １６
万，其中有直接针对残疾人群体的直接服务，也有支持助残社会组织的间接服
务（见表１）；２０１２年建立全市首个助残社会化实验基地。四年中，共购买３２
个助残项目，５个公益创投项目，投入资金３ ３２０ １２万元。

图２　 ２０１１年Ｊ区残联招投标和创投项目个数比例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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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区残联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ｈ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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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Ｊ区残联招投标和创投项目总表

服务类型服务领域 项目数
（个） 项目名称 资金

（万）
服务人数
（个）

直接服务 康复 ３ 社区阳光康复之家
阳光中途之家

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服务

３０ １９０

教育 ２ 阳光早教训练
“阳光驿站”———爱心课堂

１５ ３３

生活照顾 ３ 阳光居家养残
“阳光助残”闪光门铃
“我帮你”阳光牵手行动

１５９ ５６０

心理辅导 １ 照顾者服务 ３０ ６５

文体 １ 阳光艺术团 ４９ ０９

职业培训
与就业

５ “彩绘人生”———石玲自强屋
阳光工场

阳光技能培训
阳光就业项目

嘉定区残疾人实训基地

１２４ ２７ ９９０

法律援助 １ 阳光绿色通道 ５ １５０

公民权力 １ 阳光议事厅 ８

社会融入 ２ 点亮光明（南）
点亮光明（北）

２７ ８ １２０

间接
服务

项目提升
及评估

３ 阳光评估１
阳光评估２

阳光家园能力建设

６４

服务人员
业务培训

２ 残疾人业务工作培训
残疾人康复指导与服务

３０ １ ０００

小计 ２４ ５４２ １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公共服务购买的成效
Ｊ区残联购买助残服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首

先，在残疾人服务的领域、数量、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扩大和提升，如购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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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涉及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维权、文化、体育等各领域，受惠对象达８
７２３人；其次，也培育了购买市场，在购买服务的基础上，加大培训力度，开办
了多期助残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培育和扶持了残疾人社会组织，提升助残服务
的专业能力。２０１１年参与招投标的社会组织共４２个，中标的有２０多个，目前
全区共有助残社会组织３８个，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助残服务主体和购买市
场；最后健全了政府购买的机制，提升了政府的服务能力。公共服务的购买实
施也推动了政府建立一整套流程和机制，包括立项、评审、签约、监督和评估，
用制度化方式保障公共服务购买模式的高效运作。这四年中，丁区残联先后被
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区”“全国特奥工作先进区”“全国社区残疾人工作
示范区”“十一五专门协会工作中残联优秀奖”等全国性奖项。各级政府多次视
察调研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各级媒体也对该区公益招投标的创新举措和所收实
效进行了多次报道。

我们将Ｊ区残联购买助残服务为典型案例，分析在这一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
购买过程中，政府的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并以此关注所建构的政府与社会组
织关系。研究意图就想把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典型问题放在政府向社会
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里，做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同时这两个在各自的
领域都是热点现象和问题，如此也可以加强学术问题的时代感和社会热点问题
的理论化水平。

（二）个案的分析

１ ． 政府的双重制度逻辑
政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整体性的政府，即是一个独立行动者；另

一个是集体性政府，即是由不同政府部门和官员构成的集合体。我们会把政府
与社会组织都看成是一个法人行动者，即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行动者，会把委
托人的资源和利益集中起来，并且会把把资源配置到代理人手中去实现委托人
的利益。而政府的制度逻辑正是通过它的各种利益而得以体现的。作为整体性
政府和集体性政府两种形式，自然就体现了两种利益———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
结合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政府的制度逻辑就具体化为公共发展逻辑和自身发
展逻辑。

（１）公共利益指导下的公共发展逻辑
①公共利益的优势：上下一致
政府作为法人行动者，它受托于全体公民，其公共利益自然就是满足其全

体公民的整体利益，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这是整体性政府的责任，也
是各级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公共发展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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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发展就是其中的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中央文件及各
地方性法律法规就是其公共利益的证明。所以无论是整体国家还是集体国家，
公共利益是一致，即要谋求公共发展。

②公共利益的困境：能力不足
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利益上下一致只是存在于认识层面，在操作层面上，

就会出现公共利益执行不力、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例如，在案例汇中，Ｊ区
残联是残疾人公共利益的基层执行机构，但在面对残疾人数量不断增加，需求
不断多样化的情况下，残联就无法满足这一公共利益的需求。在访谈中，其理
事长ＳＪ就数次抱怨服务对象多，但工作人员过少且不够专业，设施不足，只能
完成基础工作，其他像调研、制定政策这些本该政府部门做的工作都没时间也
能精力去做。

③政府的变革目标：能力提升
困境的存在要求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目标就是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而这

一需求最迫切的就是公共利益执行困境的最先发现者和最大困惑者：政府的基
层部门及其官员。

２００４年左右，我连续三年到美国、加拿大、荷兰学习当地ＮＧＯ的建
设。当时给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是
不是太强大了，很多事情都是政府揽在身边做，但是有的时候呢，做得吃
力不讨好，我觉得有些事情政府可以发动社会力量来参与。（Ｊ区残联理事
长ＳＪ访谈，２０１１ － １０ － ３０）

基层政府的这般执行困境随即也会逐级反馈到上级各政府部门，进而整体
性政府就会意识到在现行制度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进行制度的变革来
解决公共利益的现实困境。所以说变革的产生不仅仅要在执行层的基层政府，
更要在政策层的整体政府。因为政府的制度支持是首要且必须的。在公共利益
一致的情况下，基层和整体政府都试图解决公共服务的困境，也就促成了改革
的发生。这就是政府公共发展逻辑的展现。

（２）自身利益指导下的自身发展逻辑
①整体政府的自身利益：权力维持逻辑
作为整体性政府，它接受全体公民的授权，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充当公

共服务事务的管理者。但当政府一旦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就自然会衍生出自
身利益。比如追求获得更多的资源，维持自身的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又比如对
权力的追求，目的就是维持政党稳定、政府稳定和国家稳定这些自身利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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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会发现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全体公民，初衷是为全体公民利益负责，但
是有时为了维护政府衍生的自身利益，也会出现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的现象。

②个体政府的自身利益：部门地位提升逻辑
作为群体性政府，政府是由多个部门构成的集合体，而其中每个部门都有

自己的私利，如资源、权力、地位等，尤其是财政资源。案例中的Ｊ区残联也是
如此。由于主政领域的弱势性，在区政府下属的各平行政府职能部门中，无论
财政、人员和权力资源都排在末流。２０１０年ＳＪ就任理事长后，就着力要改变残
联长久来叫苦叫穷的角色形象，要让区政府重视残联，支持残联，改变边缘部
门形象，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由此可见，Ｊ区残联向社会组织购买残疾人服务，
一方面是维护和增进了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是要提高残联服务残疾
人的能力，而残联能力的提高势必带来上级政府的重视，从而让部门地位得以
提高。随着Ｊ区残联助残工作社会化创新的开展，成绩显现，区政府和上级残联
纷纷到来视察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大力的支持。这也使得残联在残疾人
服务招投标工作中，投入的资金能得到逐年的提高，助残工作社会化工作能更
顺利的开展下去。

③政府代理人的自身利益：政绩显现逻辑
在社会改革的浪潮中，地方政府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方面走在了实践探

索和制度创新的前沿，而其中官员起到了主导作用，Ｊ区残联的理事长ＳＪ就是
这样的一位实践和创新的最先推动者。ＳＪ在２０１０年由ＪＤ镇街道办事处主管民
政事务副主任调任至区残联担任理事长职务，而此次升迁与其主管民政时的创
新精神和工作业绩是密不可分的。国外的交流赋予了她多元力量参与公共服务
的理念，而主政一方的职位也让该理念有了实践的基础。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０年
期间，她支持成立或引入多家社会组织入驻ＪＤ街道，在街道首创将民政服务用
招投标的方式向各社会组织招标，利用社会组织来提升本社区的民政工作。ＳＪ
的政绩在街道、区和市民政部门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也促成了其职位的升迁。
２０１０年６月任职区残联理事长后，立即着手把ＪＤ街道的民政工作社会化嫁接到
区残疾人服务工作中，成绩不断显现的同时也提高了残疾人服务水平和残联地
位，彰显其领导政绩。
２ ． 政府的行动策略
出于整体政府公共发展逻辑的考虑，政府要支持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出于整体政府自身发展逻辑的考虑，它要控制权力，不能全部下放给社会组织；
而出于部门和代理人的公共发展和自身发展双重逻辑的考虑，它还是要大力支
持社会组织。在这些多样化利益的统一与相悖中，支持和控制策略都出现了折
中的表现形式，具体化为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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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择性支持
合法性和资源支持：从以前的研究可以知道，目前国内社会组织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合法性不足和资源不足。而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Ｊ区残联购买助残服务中
标的１２家社会组织，有１１家都是政府主导下成立的。在调查中没有一家存在
注册难的问题。且这１１家社会组织的各项资源主要都来源于政府，其中和谐家
庭服务中心，为承接该项目而成立，承接项目资金最多；阳光彩虹社工事务，
承接项目数量最多，它的２０万启动资金是市、区残联支持的，ＪＤ街道提供办公
场所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待遇编制。

制度的支持：截至２０１２年初，Ｊ区共有助残社会组织３８家，参与区残联项
目招投标的社会组织包括区内外共４２家。而这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群体的生成
也离不开制度方面的支持。２０１０年Ｊ区残联颁布了《关于加强残疾人服务社的
指导意见》，首要任务就是对原先都隶属于各街镇行政体系的残疾人服务社进行
了去行政化改革。２０１１年，Ｊ区接着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本区社会组织建设的
实施意见》，对该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项目的支持：连续几年的助残项目招投标活动，总共获得项目的１２家助残
社会组织不仅获得了资金支持，而且也得到了能力的提升。这些社会组织的数
量占了全区助残社会组织的３５％，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社会组织的水平。而且随
着招投标的逐年推进，可以说政府购买服务在资金上给了社会组织极大的支持，
而且项目的持续性也为社会组织的资金和能力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２）隐性化控制
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给社会组织提供众多支持的同时，有

一种担忧却也时刻存在：待社会组织羽翼丰满后是否会成为一种强大的与政府
抗衡的社会力量呢。这种担忧的存在也就衍生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策略，
但这一策略由于与支持策略的同时存在呈现出手段上的柔性化和隐性化。

法人代表的精英吸纳：通过问卷调查显示，１２家参与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
其法人来源仅有３家来自于内部选举；其他９家均有政府选择的痕迹，包括三
类选择：退休官员、现职政府人员、政府信任的社会人士。如和谐家庭服务中
心，法人代表是退休的前妇联副主席，其官员身份既保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又
获得了政府的天然亲近；关爱残疾人培训中心、街道残疾人服务社、阳光彩虹
社工事务所法人代表是现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夕阳红俱乐部和ＪＤ镇残疾人服务
社的法人代表都是与政府打过交道的、可以值得信赖的原居委会干部或社会热
心人士。

党组织的渗透：按照Ｊ区社会组织管理意见，各社会组织都要入驻政治指导
员，该指导员由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委派。案例中夕阳红俱乐部、阳光彩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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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务所及各街镇的残疾人服务社由街道科室官员担任政治指导员；关爱残疾
人康复培训中心，由于是区残联自身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其政治指导员还是区
残联党组副书记、副理事长；此外，政府还要求在条件符合的社会组织内建党
支部，以保障社会组织的政治方向。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指导员多是政府各职能
科室的官员，而且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派驻政治指导员还是建党支部，其主要作
用还是政治引导和监督。

理事会的隐形监督：社会组织由于其组织性质，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
理事会的成员也就成为社会组织的关键人物。而在被调查的１２家社会组织中，
理事会中引入政府官员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政府官员的加入除了可以给予社
会组织各种便利外，也是政府隐形监督的表现。

项目的控制：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签订了购买合
同形成了合作关系，那么比如在申报、接受、执行和审核项目的过程中，接受
政府各种各样的监督如购买资金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监督、项目评估等。政
府在监控服务项目运行的同时也就监控了社会组织的运作，防止各种不符合政
府要求的倾向发生。
３ ． 利益和权能关系下的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变迁
由上文可知，政府可以衍生出整体政府、部门政府和官员代理人三个行动

主体，每个行动主体都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并由此生成公共发展逻辑和自
身发展逻辑。Ｊ区残联向社会组织购买助残服务的案例，正是这些利益和制度逻
辑的一种展现：在这一创新实践中，既满足了残疾人群体的公共利益，也满足
了整体政府的公共利益（服务公民）和自身利益（形象提升）；还满足了残联
这一政府部门的公共利益（服务残疾人群体）和自身利益（部门地位提升）；
更满足了残联官员即政府部门代理人的公共利益（服务残疾人群体）和自身利
益（政绩显现）；当然应该也满足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这些
利益的合一，也就解释了公共服务购买如火如荼的事实。

同时，在双重制度逻辑的驱动下，各行动主体会根据能否满足自己公共利
益和自身利益为原则来理性地抉择采取何种行动策略。所以，利益产生制度逻
辑，制度逻辑产生行动策略，同时，不同行动策略所引发的结果又会回过来影
响政府各行动主体的利益，进而再去生成新的制度逻辑。当然，这样的循环生
成同样适用与社会组织这一公共服务购买中的另一个行动主体。所以说制度逻
辑与行动策略是相互生成，相互影响，相互型构的。在本文的案例中也是如此：
政府会理性选择对待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甚至在对待何种社会组织使用何种
行动策略都是有区分的。因为对政府而言，在需要社会组织来提升公共利益的
同时，也要防止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会危及政府的自身利益，失去政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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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和力量。案例中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的行动策略正是其公共利
益和自身利益、公共发展逻辑和自身发展逻辑力图保持平衡的一种体现。因为
选择性支持代表政府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是有选择倾向的，选择何种社会组
织虽然有社会组织自身各种问题的考虑，更有政府控制因素的考量。同样隐性
化的控制也说明控制不是强硬的而是柔性的。另外，我们还能看到在政府给予
社会组织的支持内容中，包含制度性、资源性和项目性支持，可以归结为是支
持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服务性，唯独在独立性上难觅支持痕迹，而且还能发现
些控制的手段，而这也是政府权力维持的一种体现。另外我们还会发现越到基
层政府，支持越来越重，控制越来越淡，这也跟政府部门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
益都比较能在公共服务购买中实现有关。

另外，纵观改革以后，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制度变迁和行动举措，我们
可以发现政府在权力和能力上，一贯执着转移的是公共服务能力，因为政府自
身精兵简政已无力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提出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而社会组织承
接公共服务恰恰解决了这一困境；但对权力的维持也是同样的执着，因为权力
是政府自身利益的极大体现，维持权力百利无一害，而转移给社会组织，则会
危及政府地位，危害显著。所以从国家权能角度来看，公共服务的购买是政府
主导的一场实践运动，主导者是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升其公共服务的能力，
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不能让权力旁落。所以在提升整体政府能力、政府部门
能力时，政府并没有在权力上做出让渡，有些情况下还有权力再生产、再渗透
的可能。社会组织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提升的也仅仅是能力，权力的获得还远
远没有达到。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作为主导者一方的政府在
与社会组织构建合作过程中的制度逻辑研究和行动策略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其互动关系的建构过
程而不是静态地描述宏观关系的结构模式，建构了“制度逻辑—行动策略”这
一分析框架，从具体个案切入，分析购买关系的政府一方的公共利益与自身利
益、公共发展逻辑和自身发展逻辑及兼有支持和控制的行动策略，并在此基础
上探究互动双方权力与能力的转移过程。这就在理论上做到了在关注微观互动
关系建构的同时也能关注中观的组织与制度环境，揭示互动产生的复杂因果关
系，并可以在双方互动基础上产生的权能变迁去回应宏观国家—社会关系结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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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内容上也可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政府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多部门的集群，每个部门又由自然人即

官员充当起代理人，这样就衍生出三个行动者：整体政府、部门政府和官员。
从法人行动者角度看，每个行动者都拥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且从三个行动
主体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具体分析中就可以看到，有些利益是一致的，有些
利益却是相对的。整体政府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衍生出公共发展和自身发展
的双重制度逻辑，产生了支持和控制并重的行动策略；部门政府的公共利益和
自身利益也衍生公共发展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制度逻辑，产生了以支持为主、控
制为辅的行动策略；官员群体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同样也衍生公共发展和自
身发展的双重制度逻辑，产生了以支持为主的行动策略。可以说制度逻辑和行
动策略是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

其次，公共服务购买的推出，买卖合作的签订，政府与社会组织两者名义
上平等的契约关系业已形成，但实质上仍旧是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政府仍然是
这一关系的主导者。“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的建立很难改变“强政府、弱社
会”的模式现实，主要证据在于社会组织弱小的权能现状。社会组织在发展初
期，这样的情形尚可理解，但若长期以往，势必会留下负面影响，如过度依赖
政府导致的自主性、独立性、行动力的不足，会成为社会组织成熟的致命伤。
当然脱离母体之路已经开始，公共服务购买至少在形式上让社会组织表现出了
独立性，而且政府也有从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中抽离的需求与趋势，那么这种
不平等依赖关系只是一种国家—社会关系的暂时性过渡状态呢，还是一种将长
期存在的固有模式，还有待持续性的观察和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探究。

最后，从国家权能角度来看，政府具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但却存在自
身能力不足而不能维护两大利益的困境，现在政府利用社会组织来提高公共服
务能力满足公共利益就等于把能力转移给社会组织；但公共利益满足了，自身
利益的满足即维持政府地位，却要求政府不能把权力转移出去，因为权力是政
府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保护石，这也在政府对社会组织支持与控制并存的行动策
略中可见一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家是加强了控制而不是放松了控制，
只是控制手段有了创新；而社会的能力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只是在量
上得到了积累，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吕纳、张佩国，２０１２：６８）

当然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另一个行动主体———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是很有
必要的，它会在政府的双重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如何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表现出怎样的行动策略，未来的社会组织会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会形成
一种与国家抗衡的社会力量，还是共赢的合作力量；政府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会
持续发生变化吗，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权力与能力的变迁又会如何展现；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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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建构将会是一种过渡状态还是终极状态；未来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国家—社会状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鉴于篇
幅有限，这些问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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