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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胡辉华　 陈楚烽　 郑　 妍

【摘要】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在获得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免受
政府控制和干扰的同时也失去了政府庇护及其资源的支持。在此情境下，那些
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
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但是，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既不依靠政府
也不依靠会员，而是依靠类似于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迅速成长，实现了真正的
自主发展，并在短时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使命的互益性和企业家
精神结合一起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扳道工的作用，而互益创业则是其成
长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文描述的成长机制可能是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
生存发展的一个可行方案，论文的研究也可能揭开深化资源依赖理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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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个案选择

在社会公众、媒体、从业界、学界和政府长期探讨并基本达成共识的形势
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即将全面步入“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郁建兴等，
２０１３）。从先行一步的广东省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在后双重管理体
制时代，行业协会不再有业务主管单位，一地一个行业允许多个协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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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无疑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也
确实如郁建兴等人所说的那样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行业协会的创立
无须政府某个部门的前置审批且不受“一业一会” “一地一会”的限制，其决
策不用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其运行也不再受业务主管部门的干预。
妨碍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障碍被清除了，竞争的业态环境也将激发它们的活力，
可以预见，在改善后的制度空间下，行业协会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这种前
景为学界和政府所共同期待，尽管他们心中仍然不时泛起疑虑和隐忧。

政府的顾虑来自两个方面：在没有业务主管单位以后，政府对行业协会的
行为难以监管；在“一业多会”的格局下协会的行业代表地位难以确认，即如
果一业存在多个协会，那么，哪个协会能代表整个行业的利益？学术界的顾虑
与此相似但略有不同。郁建兴等人（２０１３）认为，在制度环境改变后，在行业
代表性方面，行业协会将发生两种变化，即行业协会在行业利益上的代表不足
和会员利益代表上的过度；在组织能力方面，行业协会难以适应新的机遇和挑
战；在监管方面，政府面临“合规性监管”体制不完善和经验不足问题。因而，
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业多会”造成的代表性问题和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后
的政府监管问题，但是，对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后行业协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似乎一旦外在的障碍被清除之后，行业协会解决了“一
业多会”的竞争带来的问题以后自然会茁壮成长，生机勃勃。

虽然郁建兴等人提及在实行“一业多会”之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竞争
将加剧，由此对行业协会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组织能力不能适应后
双重管理时代协会之间为争夺会员而竞争的局面，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将受到
严峻的挑战。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能意识到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后，政府不仅
面临监管困难的问题，行业协会的发展也将面临新的难题。因为取消业务主管
部门同时意味着行业协会失去了政府部门的直接支持，打碎了政府对行业协会
约束的锁链也同时割断了协会与政府之间制度化的联系，行业协会由此获得的
自由不一定能抵消由此造成的困扰。

在双重管理体制时代，业务主管部门固然约束、限制和干扰行业协会的运
转，后者自主性匮乏固然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拨款、信息
分享、行业权威、业务指导、组织资源等方面对行业协会的直接支持对其发展
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行业协会一旦失去了政府这些方面的支持，其运转必
定大受影响，甚至举步维艰，陷入困顿（胡薇，２０１３；胡辉华、陈世斌，
２０１５）。对大多数原先由政府部门创办的行业协会而言，由于与政府部门的原有
联系尤其是私人关系依然存在，它们不会立即陷入困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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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与协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行业协会从政府获得的资源将逐渐减少，
终将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难题。而对那些在后双重管理时代新成立的行业协会而
言，由于它们缺乏与政府部门的天然联系，政府部门既然对行业协会无权管理，
对其行为不负监管责任，也就没有义务对后者提供任何直接的支持。即使是不
费分文的行业信息，政府部门为了避免麻烦也不会提供给行业协会。因此，在
后双重管理时代，新生的行业协会得失各半，希望与艰难共存。

在不能依靠和借助政府的情况下，那些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
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
“服务会员是行业协会的立足之本”，这在学术界、政府及从业界几乎是一不证
自明的普遍真理和颠扑不破的普遍原则，国内外学者似乎也普遍接受这一教条。
然而，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国内学者忽视了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与西方的差异，在结社传统不发达的中国，行业协会果真能够如西方那样依靠
会员而求得发展吗？如果结社的土壤不够肥沃，不足以养育行业协会，那么，
在后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的出路在哪里？

本文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对象，通过分析它的发展道路尝试回答上述
问题。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是《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颁布后成立的协会。由于该“决定”
明确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在‘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
主会务’的‘五自’原则上，实行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业务
主管部门，真正实现民间化和自治性”。因此，自成立伊始，该协会即处于后双
重管理体制时代，也就没有业务主管部门。但该协会到２０１０年，在短短三年时
间里，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作用发挥突出，在全国物流行业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组织：拥有１６个专业工作委员会，７个专业服务中心，５个专业服务平台，
１个媒体网络系统（包括５个网站、５个刊物、１份报纸及一个微信公众平台），
１个全国规模最大、专业技术力量最强的物流研究设计院，１个华南物流经理人
俱乐部，１个业余岭南艺术团及一个泰国办事处，工作人员达１９７名（其中物流
研究设计院１５０人），并被评为广东省首批５Ａ级全省性行业协会，被国家民政
部表彰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多次荣获国家、省党政先进称号。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取得的成就、成长的速度和强劲发展的势头异乎寻常，
不禁令人刮目相看。那么，这样一个民间化自治性强的协会是如何做到在短时
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的？本文第一作者先后三次访问该协会，其中
一次与第二、三作者一起对协会马秘书长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访谈，文中的
资料主要来自这次访谈。本文作者还有一次获准参加该协会举行的会员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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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观察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并与会员企业做过小范围的交谈。除上
述来源外，本文其余资料来自协会提供的文件、协会网站、广东省社会组织管
理局和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

二、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解释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理论主要有公民社会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学术
界由这两个理论发展而来或分属于这两个理论的观点在国内国外各有侧重。国
内学者普遍将行业协会的组织特性、行动逻辑与成长发展置于国家与社会或政
府与协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下，而国外学者则将行业协会的诸种问题归结为
集体行动或结社行动问题。

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的学者２０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最为集中地关注于社会组织
成长发展的外部环境。大部分学者似乎都接受了许昀（２００９：３５）的假设：“当
前社会组织的发展特点可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中寻找结构性原因。”因此，
国内学者如同海外中国ＮＧＯ研究者一样并与之一道深陷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结构论争”（张紧跟，２０１２）。这一“结构论争”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突
显了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政治意义”（纪莺莺，２０１３）；另一方面突显了制度
空间或“制度环境”（俞可平，２００６），即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
直接影响。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社会组织
的双重管理体制直接妨碍、制约和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顾昕等，２００６；
王名、刘求实，２００７；乜琪，２０１２；游祥斌、刘江，２０１３），在这种体制下，社
会组织呈现“依附式发展” （康晓光等，２０１１；张华，２０１５）的特征：社会组
织越依附外部环境发展得越好，依附性而不是自主性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
原因。

行业协会是最早进入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的学者们视野的社会组织（Ｐｅａｒｓｏｎ，
１９９４；Ｎ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６；Ｕｎｇｅｒ，１９９６），人们发现：一方面，行业协会的依附式发
展能够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可以被用来论
证法团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贾西津等，２００４；马秋莎，２００７；孙春苗，２００８；
徐建牛，２０１０；张长东、顾昕，２０１５）；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
主义———尤其是使这种法团主义制度化的双重管理体制———是造成当代行业协会
依附式发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贾西津等，２００４；江静，２００６；孙春
苗，２００８；汤蕴懿，２００９；徐家良，２０１０）。影响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另一个为
学者们所关注的原因则是社会资本，不少学者注意到行业协会集聚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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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会员的集体行动，有助于行业协会发挥应有作用（耿曙、林瑞华，
２００７；徐建牛、孙沛东，２００９；谢思全、陆冰然，２００９；石碧涛、张捷，
２０１１）。换言之，社会资本虽然不直接决定行业协会是否能够得到发展，但对行
业协会的运作方式与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学者们由此进入了对行业协会内
部运作的分析，认为内部运作或“策略性行动”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制度空间或
自主性，从而为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吴军民，２００５；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８；
汪锦军、张长东，２０１４；王伟进，２０１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国外研究行业协会的学者则从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
关系角度分析影响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客观因素，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的
“集体行动”和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是用来解释行业协会
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性概念。受奥尔森影响的学者强调“选择性激励”对行业协
会运作和发展的重要性；而受帕特南影响的学者则强调社会资本对行业协会运
作和发展的重要性。前者的著名代表是菲利普·施密特（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
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ｔｒｅｅｃｋ），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雷弗利
（Ｊａｍｅｓ Ｒｅｖｅｌｅｙ）和西蒙·威利（Ｓｉｍｏｎ Ｐｈｉｌｉｐ Ｖｉｌｌｅ）。

施密特和斯特里克的著名长篇论文提出企业结社行动在原则上必须解决奥
尔森式的困境，这样，行业协会就必须服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一
方面，商业利益社团必须构造自身并采取行动为会员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从他们
那里吸取适当的资源才能保证其生存（如果不是成长的话）；另一方面，它们必
须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化以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它们能够接触到公共权威并对之
施加适当的影响，同时并因而从这种交换中吸取适当的资源（例如，认可、容
忍、让步、援助等）以使它们生存发展。”（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 ＆ Ｓｔｒｅｅｃｋ，１９９９ ［１９８１］：
１９）会员逻辑要求行业协会提供选择性激励以换取会员的支持；影响逻辑要求
行业协会影响政府决策换取政府的支持。这两方面的支持不可或缺，它们是行
业协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从而也从根本上影响行业协会的组织特性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范华登（Ｆｒａｎｓ Ｖａｎ Ｗａａｒｄｅｎ）进一步将“会员逻辑”
和“影响逻辑”合称为“交换逻辑”（Ｗａ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２）。虽然有不少学者强调
交换逻辑内部平衡的重要性，但理查德·多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Ｄｏｎｅｒ）、本·施耐德
（Ｂｅｎ Ｒｏｓ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罗伯特·班尼特（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Ｂｅｎｎｅｔｔ）、弗兰兹·特拉克斯
莱尔（Ｆｒａｎｚ Ｔｒａｘｌｅｒ）、格哈德·休默（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ｕｅｍｅｒ）等学者更强调会员逻辑
对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直接影响（Ｄｏｎｅｒ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０；Ｂ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００；
Ｔｒａｘｌｅｒ ＆ Ｈｕｅｍｅｒ，２００７）。

雷弗利和威利对解决上述集体行动困境的奥尔森式方案提出质疑，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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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性激励并不足以排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利益协调机制也不足以
克服会员因规模大、异质性强而形成的利益差异。通过对比一家成功的和一家
失败的行业协会，他们发现，新西兰羊毛经纪人协会（ＮＺＷＢＡ） “接近于一种
‘紧密的网络’，会员在这种网络中的强社会联系产生出高水平的规范性承诺，
它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并有助于会员之间争执的协调” （Ｒｅｖｅｌｅｙ ＆ Ｖｉｌｌｅ，
２０１０：８４９）。与之相对比，新西兰港口雇主协会（ＮＺＰＥＡ）显示出相当低水平
的合作行为，退会的威胁司空见惯，规则受到会员们公开嘲笑，由于缺乏信任，
只能任命巡回检察官来监督。所以，社会资本是新西兰羊毛经纪人协会成功的
原因，而缺乏社会资本则是新西兰港口雇主协会失败的原因。选择性激励对行
业协会来说是其生存发展以及强大与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行业协会
的生存发展取决于是否拥有高水平的社会资本。

施密特和斯特里克、雷弗利和威利所代表的观点反映的是在西方公民社会
已经发展成熟的前提下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模式，前者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
论前提，后者以社会人假设为立论出发点。虽然他们的观点对立，但是，他们
都从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其成长发展的原因，这一点与国内研究
完全不同。

总结国内外对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制度环境和集体行动的角度寻找行业协会成长发

展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意识到行业协会内部运作对其成长发展不容忽视。自
主性、会员逻辑、选择性激励、社会资本和策略性行动等概念揭示了影响行业
协会成长发展机制的不同侧面，也提示人们注意到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是宏观
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有益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参
考框架和前进方向。

其次，学者们普遍认为，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主要取决于外部关系。国内
学者认为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决定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国外学者则认
为会员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决定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
实质上一样①，都主张行业协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依附式发展，但是，依附于政
府的发展模式是不正常的，而依附于会员的发展模式则是理所当然的。似乎除
了依附，行业协会不存在其他选择，其发展道路必然受制于外界，其发展好坏
也只能以外部关系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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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无论是合理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还是选择性激励，只是行业协会发
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们能够解释发展得不好的行业协会为什么发
展不好，但不能解释发展得好的行业协会为什么能发展得好。质言之，破除了
其发展的阻碍因素不等于就获得了促进因素，郁建兴等指出“双重管理体制的
突破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破不等于立”（郁建兴等，２０１４：１０７）；
雷弗利和威利则对选择性激励的解释效力提出了批评。由此可见，现有理论无
法解释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些行业协会发展得好而另一些发展得不好的
事实。

由上述结论本文可进一步推论如下：（１）在后双重管理时代生存的行业协
会，自主性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其发展的差异性，但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
观点，外部环境仍然影响其发展的特征。行业协会的外部环境既包括它与政府
的关系，也包括它与会员的关系，还包括更为宏观的外界因素，例如产业发展
状况、志愿结社传统等。（２）外部环境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作为条件而存在，
它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组织，而组织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外部环境对组织影响
的大小取决于组织的应对。因此，分析行业协会的发展道路必须将行业协会的
内部运作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内部运作包括行业协会的战略谋划、内部治理
和领导。（３）由于行业协会在法理上是会员结社的产物，会员的支持是行业协
会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同时，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外界的关系更
重要；因此，虽然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外部关系。
但是，会企之间的关系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模式产生独特影响，
会员逻辑、选择性激励和社会资本是描述会企之间关系的关键概念，然而考虑
到社会资本的稀缺性，它对分析行业协会的发展暂时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我们就得出分析行业协会成长发展的理论框架：本文将从外部环境、
内部运作和会企关系这三个维度来考察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在后双重管理体制
下为什么能够得到迅猛发展。

三、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的成长之路

（一）外部环境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筹备成立时，正逢广东省政府酝酿突破双重管理体制、
大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之际。筹备者出于创办新型行业协会的目的，一直
等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决定》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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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正式成立。之所以要等待，是因为这份政策文件将正式实施行业协会管理
体制实行“无行政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这样，在筹建之时，筹备者就有意
识地希望协会（后文凡未特指一律用“协会”指代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与政
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政府还是对协会提供了支持，例如，注册所需的３
万元钱就是经信委给的，经信委还愿意给协会办公场地，虽然筹办人“想了很
久还是拒绝了”。参与筹办并在后来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的马仁洪回忆说：“协
会成立了之后，在成立的初期还是得到了政府的一些指导和推动，也得到了政
府部门的支持，这个还是离不开的。”他特别提到登记管理机关对协会的推动和
支持：

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指导是一个关键，当时（广东省民政厅）刘洪厅长
在我们这里设了一个工作联络点，是厅长的一个工作点，给过很多指导。
民间组织管理局也给我们很多指导，那时黎（建波）局（长）管的，虽然
一分钱都没给我们，但是在指导上对我们的发展、方向、怎么样规范自己，
反正就那三件事：服务、诉求、自律，这六个字对我们来说这个指导起了
关键作用。（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协会比较幸运地成为改革试点单位，民政部门在组织发展方向上的指导很
及时也很到位地帮助协会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但除此之外，协会
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其他实质性的帮助，在财政、人员、组织之间关系和决
策等方面协会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一家从创立之初就突破了双
重管理体制束缚、与政府完全脱钩、民间化色彩很强的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的成长发展一般来说与行业本身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因为行业是行业协会的生存基础。广东省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大省，但是ＧＤＰ排
在全国前列，其宏观经济结构的特征可用“两头在外”来描述：原材料需要拉
进来，产成品需要卖出去，物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一手牵着生产、
一手拉着消费，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广东毗邻港、澳，
辐射东南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
国物流大省，全省物流总额达１６ ２万亿（２０１２年全国物流总额为１７７ ３万亿
元）并以每年新增４千多亿元的速度增长。随着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不断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广东物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协会也迎来了无
限的机遇。因此，物流大发展的良好业态对协会来说是最有利于其成长发展的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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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运作

协会的内部治理与众多行业协会一样，有完整的治理结构和健全的治理机
制，由理事会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秘书长负责执行理事会决策并管理日常事
务，监事履行监督义务。与众不同的是协会采取了非常独特的内部治理模式，
即“轮值会长制”：每一届选四个会长，一个会长轮值一年，在不轮值时仍然是
会长，但轮值会长主持全面工作一年。从成立至今，协会的四个会长一直未变，
其中两个会长来自国企，另外两个会长来自民企。轮值会长制的长处在于：首
先，解决了会长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在兼职的情况下，如果一
个会长一做四年，就难以保证他对协会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因为在角色紧张和
冲突之时，他必定牺牲协会；如果只做一年，协会遭遇的风险就会减少。其次，
一年一个会长，会长之间会员就有了比较、有竞争，为了面子，每个会长再忙
也会想尽办法腾出时间和精力搞好协会。再次，在协会需要会长出面时，如果
一个会长有事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会长可以补缺，这样，可以做到在重大事情
上都由会长出面而不至于失礼或让人感到受怠慢。最后，来自国企和民企的会
长各占一半，协会的代表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清晰地意识到组织使命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清晰地理解自己的组织使命
是什么使协会在战略的层次上与大多数行业协会拉开了距离，也确保了协会的
发展有明确的方向，避免了盲目性和不得要领。马仁洪说：

我们知道一个行业协会的使命，知道行业协会要站在全国、全球的角度
谋划发展，发展过程中要去创新、突破，创新突破过程中立足的还是服务、
诉求、自律，办好物流企业之家，拿出更多的时间改善环境，给全省创造
发展的空间。（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协会以服务、诉求、自律为基础，以创新突破为动力，立足全局谋划发展
的战略其价值并不在于它有多新颖，也不在于它有多正确，而在于它的明晰性。
只有清楚明晰的战略定向，协会才有可能持之以恒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协会的
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在清楚明确的战略指引下，协会开展的业务活动更为集中地聚焦于行业而
不是个体会员的层次。马仁洪将协会的业务活动总结为三个方面：创造环境、
整合资源和策划项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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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协会在会员服务上是创造环境，为所有的不论是否是会员都能享受
到的一个发展空间。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整合资源，通过整合资源让
一批会员受益。……（第三）我们策划项目，这是我们协会现在谋划了一
条路，我们无中生有，策划项目，这种项目的策划让很多的会员从中都受
益。（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例如，协会主导完成的“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项目可以降低３０％的物
流成本。由于成本下降，就有了利润空间，这种服务就不是为一个企业服务创
造财富，而是为一大批企业创造财富。协会还提出了“第三代物流园区”“智慧
仓”“金融物流超市”等领先一步的概念并付诸实施。通过此类宏观超前的项
目，协会不是服务于个体企业，而是推动行业发展；不是消极被动地满足会员
企业的需求，而是引领行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协会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创造
新的机会，做增量、拓空间，突破了行业协会的传统运作模式。

（三）会企关系

协会现拥有会员达１ ７００之众，是一家会员规模庞大的行业协会。由于协会
的业务活动主要针对和围绕行业而不是个体企业，因此，协会没有像其他行业
协会那样把服务会员企业当作工作的出发点、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这不能说协
会忽视为会员服务，抛弃了为会员服务的宗旨，相反，“办好物流企业之家”一
直是协会始终坚持并贯彻的办会宗旨。但是，仔细观察协会与会员企业各自的
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之家”不是迎合会员之家，而是吸引会员之
家。协会有意地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常规的会企关系格局：它通过服务行业而服
务企业，协会为会员提供的具体服务少，面向个体会员的服务少，但为整个行
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工作多，因此，它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疏离，
反而因为协会在行业层次上为会员创造了更大赢利空间和更多赢利机会而得到
了加强。

这种格局的实质是会员有求于协会，而协会无求于会员。马仁洪非常自豪
地谈到行业协会在运作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他说：

这八年我们有一个“三不”，这个可能一般协会做不到。第一个，不拉
会员的一分钱赞助；第二个，不卖一块牌子……第三个，我任何活动不收
费用。我们一年六七十场活动，大活动上几千人，小活动几十人，我们从
没收过一次费，不论是培训、讲座、战略，还是搞对接，我们会议都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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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管住，我们都没有收过一分钱。我这三个不，很多人反对我，我们通
过对社会服务，对国际服务，赚取生活的费用，靠劳动去赚钱，不打自己
会员的主意。（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２００９年本文第一作者作为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专家在评估该协会时，马仁
洪曾说：“现在金融危机，企业困难，我们协会免收会员的会费。”协会之所以
有这个底气，能坚持“三不”自律原则，当然是因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不靠会
费，也无须为了经费而提供服务。这就在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逆向
非对称关系，即一般行业协会依附于会员，所以，才存在“服务会员是行业协
会的立足之本”的普遍说法，这种依附显然是非对称的关系，但被看成是正常
的、正向的，因为从理论上说行业协会作为结社的产物，具有派生性或次生性，
是为了会员企业而形成的组织，因此，大多数行业协会必须也只能依附于会员
才能维持生存。但是，在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我们观察到的是协会并不依赖
于会员，而是相反，会员对协会存在着某种依赖。

逆向非对称关系不是对结社原则的颠覆，而是超越了传统的会企关系模式，
因为协会通过服务行业而服务会员的做法归根结底仍然是在服务会员，甚至是
更好地为会员服务，虽然协会确实没有把服务会员本位化，但是，以服务行业
为立足之本，创造环境、整合资源和策划项目，企业“能得到好处，他自然就
会入会”。马仁洪对结社的认识更符合现实也可能更契合行业结社的精神。

对协会的独特成长模式，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领导给予了较为客观中肯
的评价，原主管行业协会登记执法的黎建波副局长在谈到协会时这样说：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完全是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来指引行业协
会发展。它推动区域之间的物流元素的整合做得很不错，为国际物流合作
打造物流港口、基地，创新物联网，推动这方面建设走在全国前面，促进
物流现代化，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问题，避免过度生产，降低生产成
本、流通成本，是个有思想的行业协会，有创新视野的行业协会。（访谈资
料。资料编号：ＬＩ２０１４０４１３）

从黎建波副局长的话中，我们能看出协会的创新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其立足
行业，整合行业资源方面。通过整合资源，协会策划并实施各种以此为基础的
经营性项目，从而建构起与会员之间独特的关系，而轮值会长制度也是一种创
新。因此，将协会的成长发展模式归结为一种新模式，一种以新的理念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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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是站得住脚的。

四、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的成长机制

我们可以发现，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自其成立之初就生存于后双重管理体
制时代。协会没有业务主管单位，在摆脱了政府束缚、干预和控制的同时，也
失去了可以借助的权威、既有的完善网络和各种各样的便利资源。它实现了民
间化，获得了独立性，不再依附于政府，其代价是得不到政府的庇护、关照和
实质性支持。但是，它却没有转而依附于会员，将会员当作靠山，急于为会员
提供选择性激励以换取会员和非会员企业在财政及其他方面的支持①。因而，协
会的独立性是双重的，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会员。双重独立性必然导致协会
的完全自主性②，除行业发展形势外，协会的成长发展几乎不受外部环境的影
响。在此前提下，协会自主运作，依靠清晰的使命为指导，制定并贯彻了立足
于引领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因此，协会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成长发展之路，
它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我们不能将之归因于对外界的依
附，而必须归因于内部运作。那么，其内部运作是如何让其发展壮大的？这就
是我们需要解释的成长机制问题。

马仁洪自己对协会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③的解释是他的协会始终保持了
“敬业、执着、拼搏的精神”和“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就是付出和吃苦，没
有投机取巧的概念，就是多干、多劳累，没有别的”。而创新精神则是“不走老
路，不去学别人的模式，不去照仿别的协会的模式，完全去走一条适合自己协
会发展的模式”。在协会会刊《广东物流》上他发表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持
续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全面发展》中，通篇阐述的内容是创新推动协会不断向
前发展，最后，他的结论是“创新是协会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可
见，他把协会的发展壮大完全归结为创新。但是，用拼搏精神来解释显然是倒
果为因，因为那些无事可做的行业协会想拼搏也没有机会；而用创新精神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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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协会提供的服务并未将非会员排除在外。马仁洪说：“我们协会在会员服务上是
创造环境，为所有的不论是否是会员都能享受到的一个发展空间。”他经常是用“会员和企
业”，而不是“会员企业”来指协会服务的对象。

本文同意王诗宗等人（２０１４）的观点，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可混为一谈，但不认为有
必要将两者的关系复杂化。本文认为独立性是自主性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不独立而
自主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只要存在独立性则必定存在自主性。

当我们问他协会成功表现在哪里时，他坚决否定他的协会是成功的协会，他说：“没
有成功，哪里成功。协会没有成功的，哪有成功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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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等于没有解释，因为创新精神仍然是需要被解释的：为什么协会具有创新精
神？协会为什么能够做到持续创新？

从内部运作看，协会引人注目的特征体现在轮值会长制、清晰的使命、服
务行业这三个方面。从这种运作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型非营利组织”
即社会企业（迪斯等，２００８）的轮廓：首先，内部治理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轮值会长制自上而下地以竞争机制激励和诱导会长对协会工作的投入并保证了
协会政策方针的连贯性。其次，清晰的使命意味着明确的方向，它引导协会始
终不渝地坚持以“办好物流企业之家”为己任，从而不偏离非营利组织的非分
配约束运行轨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协会立足于行业而不是企业的服务方式
集中体现了协会的企业化特征。

实际上，创造环境、整合资源和策划项目并不像马仁洪所说的那样是地位
并列平等的三种业务活动。策划项目在协会服务行业的服务方式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关键地位，因为只有通过策划项目协会才能使整合资源达到创造环境的目
的，“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就是一个例子。同时，策划项目的直接目的是
以商业手段获取收益。协会策划及实施的项目众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范围
跨越了国界，马仁洪说：

我们正在做伊朗经济走廊的策划、做中巴经济走廊的布局和运营、做牙
买加自贸区的规划、做非洲蒙巴萨和埃塞俄比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和空中丝
绸之路，这些对方政府给我美金。……澳大利亚冷链的标准，我们帮他贯
彻和执行，美国的物流网络推广，我的服务举不胜收（举）。我们跟新加坡
共同开发广东省的人力资源和教育体系，很多我没法一一列举，包括我们
在海外做设计，我做五万吨、十万吨的码头设计，做自贸区的设计，很多
服务。（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而这些项目都是收费项目，成为协会收入的主要来源①，如此众多的大型收
费项目足以使协会在财政上保持独立性，也清楚地反映出协会的商业活动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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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仁洪说协会的收入有三个来源：社会服务、会费和政府购买服务。他说：“会费根
本就没有用，收不收都行，不影响我生存。政府购买（占收入来源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
余收入主要是社会服务，以策划项目为主。作者查询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２０１０年年检登记
表，看到协会该年的具体收入有四项：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和政府补助，分
别为５ ０００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８６８ ４８０ ００和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元。总收入２ ７６６ ４８０ ００元，其中
提供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６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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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业务活动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无须讳言，这些项目的策划和执行实际上
是如同企业一样以商业手段创造利润。

行业协会作为组织的组织或企业的联合体，天然地占据着“结构洞”的位
置，它本身没有资源，但是，凭借其结构洞的地位，“可以将分散资源集中，并
进行资源循环与再分配”（张沁洁，２００７：１９７），即行业协会有能力整合存在于
外界而未被占有甚至未被发觉的资源。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非所有
的行业协会都能整合资源。换言之，能够成功地整合资源的行业协会不在于它
占据了结构洞，而在于它有效和充分地利用了结构洞。协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
一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马仁洪的个人背景；其二是他具有企业家精神。马仁
洪在就任协会秘书长之前是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的一名资深处长，在政府交通、
邮电、运输、港口建设等行政管理系统拥有广泛的人脉。然而，真正让他能够
运用这些人脉并创新性地运作协会的因素则是他的企业家精神。迪斯
（Ｊ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ｅｅｓ）曾经比较过行政人员与企业家的差异：行政人员只是在预算的
范围内做事，而企业家先考虑如何做事然后才去想如何找到钱。他发现了机会
然后才问“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我们如何得到那些资源？”这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心态（Ｄｅｅｓ，２００３）。善于把握机会、善于整合资源、具有创新性的企业家
特质（胡馨，２００６）在马仁洪身上无一欠缺，准确地说，他之所以具有创新精
神以及协会之所以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具有创新精神正是由于他具有企业家
精神。

马仁洪将他的企业家精神灌输到协会，并且如奥斯本（Ｄａｖｉ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和盖
布勒（Ｔｅｄ Ｇａｅｂｌｅｒ）（１９９６）所说的用企业家精神再造政府那样，用企业家精神
改造协会。然而，协会一直坚守将协会办成企业之家的使命，虽然协会的商业
活动具有盈利效应，但单纯地获得收益并非协会经营这些项目的唯一的甚或主
要的目的。经营那些项目从本质上说使协会整合的资源为企业创造了机会、降
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开拓了空间，改变或营造了业态，从而创造环境并
从某种程度上说变革了物流行业。使命的社会性或互益性和企业家精神结合在
一起，对协会的发展起到了扳道工的作用，决定着协会的发展方向。

协会的上述特征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协会是一个类似于社会企业的组
织。按照迪斯等人的观点，社会企业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社会企业具有社
会目的，它的首要目标是超越为组织创建者、管理者、员工或顾客创造利润的
目标，以维持和改善社会现况。其二，社会企业融合社会及商业手段，除了开
发股东的善意之举外，社会企业家还必须寻求创新方法创造利润，就如同营利
企业一样。社会企业是商业化和慈善事业的综合体（迪斯等，２００８）。他们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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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描述的是公益类社会企业，而作为互益类非营利组织，协会的社会企业特征
表现在：其一，协会坚持服务行业的目的；其二，协会寻求创新的方法创造利
润。协会将商业化与互益事业结合为一体，就如同公益类社会企业那样，协会
的运作在行业使命和企业家精神的引导下转变为一种“互益创业”型事业。

“互益创业”的概念，源自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有人把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译为“公益创业”（胡馨，２００６），其中Ｓｏｃｉａｌ指“非个人” “非利己”之意，
因此，如果用在行业协会，将之译为“互益创业”则更准确贴切。迪斯和安德
森把人们对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的理解分为两个学派：社会企业学派和社会创
新学派。社会企业学派认为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即用市场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创新学派认为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指改革或革新社会价值的生产模式
（Ｄｅｅｓ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我们可以将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的涵义概括为以
商业手段实现社会使命，从而使组织及其事业可持续地发展并在系统的层次上
创造广泛的变革（莱特，２０１１；伯恩斯坦，２００６；Ｃｒｕ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 Ｇｒａｎｔ，２００８）。
行业协会的“互益创业”就是以商业手段实现行业使命，从而使协会及其事业
可持续地发展并在系统的层次上创造广泛的行业变革。

项目策划及实施、整合资源和创造环境构成协会互益创业的基础，它发挥
着杠杆支点的作用使协会能够实现推动行业发展的使命，如图１所示。这个支
点如果缺位，协会与行业无法形成真正的内在关系，协会只能被动地依附于会
员；如果找不到这个支点的准确位置，协会则难以撬动行业。协会准确地找到
了撬动行业发展的杠杆支点，即，以整合资源为着力点的项目策划及实施，通
过对物流生产诸要素和环节的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董保宝等，
２０１１），将分散的资源集中从而变革行业，创造环境，为会员提供新的机会或产
生出新的业态，这一互益创业模式为协会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图１　 互益创业的杠杆功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协会策划并得到积极响应的“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项目最足以体
现“互益创业”的特征。该项目拟打造一条从长三角至珠三角长达２ ５０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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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流大通道，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南起广东省湛江市和惠州市，贯穿江
西、安徽，北到江苏省徐州市和连云港市，途经四省的４０多个城市。根据规
划，四省物流大通道一期将形成“１４８９１”的空间布局，具体为“一条通道、
四大物流节点、八大驿站、九大甩挂中心、一批服务区”。这条物流大通道是基
于“串式甩挂运输”来构建，可以有效地降低物流企业运输成本，提供物流运
输效率（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２０１４）。马仁洪这样评价该项目的意义：

这个大通道（是）我们自己创新谋划的，谋划这个的最终目的就是刚
才说的我们把物流的总成本占ＧＤＰ的比重拉下来，这个通道最终达到我的
目的的时候，可以降低３０％的物流成本。由于有成本下降，这里就是利润
空间，这种空间都是我会员和企业看好的。因为有空间，所以他们很有积
极性。我们就通过这种整合资源为企业创造财富，这种财富就不是为一个
企业服务创造财富，就是一大批企业。你比如说我整合四个省的物流资源，
四个省政府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因为你整合了一块东西后，企业大家都有
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就一批收益。（访谈资料。资料编号：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受到四省各级政府和物流行业协会的欢迎和大
力支持，它把四个省的资源集中起来，优化配置，降低了物流成本，改善了物
流条件，从而改变了物流行业的全国格局。这不是零打碎敲式的为会员企业服
务，而是从整体上为会员企业创造市场机会、利润空间和物流环境。在此基础
上，协会进一步开发“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通道金融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服
务项目，为物流行业的所有会员提供服务。由此可见，协会通过项目策划及实
施整合了四省的资源，为会员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

总结本文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用图２表示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的成长机
制并对这一成长机制概述如下：首先，政府和企业作为协会的重要外部环境实
际上对协会的运作影响甚微，协会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依附于会员，它获得了
双重自主性。行业的发展状况对协会运作产生影响，但并非直接的影响，如何
从行业发展中寻找机会谋求协会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其次，企业家精神塑造
了协会，它是影响协会运作的关键的内在力量。在企业家精神的引导下协会转
变成为如同社会企业那样的组织，协会的业务活动转变成为一种互益创业活动。
最后，互益创业发挥着杠杆支点的作用，协会据此撬动了行业的发展
（Ｃｒｕ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 Ｇｒａｎｔ，２００８），在改变行业的过程中协会为企业创造了环境并获
得了足够的资源使自己的发展更有可持续性。因此，协会的成长是一个互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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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过程。

图２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的成长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我们描述的协会的成长机制认为影响协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协会的企业化
运作，更重要的是它还进一步解释了协会的企业化运作为什么是影响组织发展
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影响组织发展。简言之，企业家精神是引导协会发展的根
本原因，而互益创业的杠杆作用原理推动行业发展进而推动协会的发展。套用
奥尔森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协会的发展是互益创业的副产品，因为协会通过互
益创业直接改变的是行业并由此为企业创造环境，协会只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
点，它的商业手段和市场化行为才能为自己创造利润或收益。协会为企业创造
的利润空间越大，机会越多，协会获得的收益就越丰厚，协会的成长发展就越
迅速。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个在典型的后双重管理时代生长发展的行业协会，广东省物流行业
协会既没有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会员，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成长，得到了政
府、企业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它的发展经验具有很值得探讨之处。我们的分析
表明，协会走了一条类似于社会企业的发展之路，它在企业家精神和明晰的服
务行业的使命引导下，依靠互益创业撬动了行业发展，在变革行业的过程中，
协会创造了远远高于会费的经营性收入，互益创业摆脱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为协会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协会以策划和实施项目为抓手整合资源，
以市场化行为和商业手段为依托服务行业，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发展。

这种企业化的成长发展模式是否可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或者说，在后
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能不能以及应不应追循社会企业模式的发展路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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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普遍心存疑虑：其一，担心行业协会因此与非营利组织的本性相悖，怀疑协
会可能“远离‘群益性’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相区别而存在的社会
根基”，或演变为脱离原本组织目标的“企业”，公司化运作可能引起“身份危
机”（王绍光，２００４）或造成对社会的危害（张沁洁，２０１４；郁建兴等，
２０１３）。但是，从现实上看，仅仅依靠会费收入行业协会很难有所作为；依靠政
府购买服务协会的组织目标同样有可能被扭曲。从理论上看，企业、非营利组
织和政府的界限是人为的，既然全球范围内都曾出现过以企业家精神再造政府
的运动，企业家精神在行业协会中发挥作用就不应该感到不可思议。正如奥斯
本和盖布勒所言：“政府不可能像企业那样运作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更
有企业家精神。”（奥斯本、盖布勒，１９９６：２３）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无论是在
使命和内部治理方面都确保了协会并没有像企业那样运作，其互益创业的要义
是通过服务行业来服务企业，它与大多数行业协会从行业展会中收取费用的做
法并无根本的差异，唯一的不同是互益创业更具有创新性。

如果行业协会在从事经营性活动时遵循以下原则，它以此盈利并无不妥：
首先，遵守法律约束：凡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所禁止之行为，行业协会不可涉
足；其次，遵守非竞争约束：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凡与企业争利或企业能够做
到的业务，行业协会不得经营；最后，所有盈利不得被行业协会组织的实际控
制者私自占有，不得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即遵守非分配约束。行业协会作为
非营利组织并非不能盈利，而是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的实际控制者不能攫
取盈余收入，而必须将其所获收益用于实现组织的目标。这三重约束原则可以
使互益创业不致于改变行业协会的组织性质和组织目标，而在这三重约束之下
企业家精神仍然拥有广阔的挥洒空间。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行业协
会的盈利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就需要尽早制定相关法律，
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及其运作予以规范（刘水林、王波，
２０１２），保障其行业目的的实现，防止可能出现的偏离使命的风险。

行业协会的互益创业可能给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疑虑则是代表性问题：行
业协会在获得相对于会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后，它还是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吗？
还有资格代表行业利益吗？还有代表行业利益的积极性吗？由此引起的利益代
表性问题不同于郁建兴等人（２０１３）提出的代表不足和代表过度的程度问题，
而是代表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以及代表意愿的问题。就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而言，
代表性问题实际上由引入竞争机制的内部治理模式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解决。两
个来自国企和两个来自民企的轮值会长可以保证对会员利益的积极回应以及对
协会运作方向的及时校正。当然，内部治理也可能存在失败的危险，行业协会
因此摆脱理事会控制而被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从现有运作情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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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仍然在积极发挥行业代表的作用，马仁洪说：“我们一年向国家省级层面的
诉求，都不低于二三十个，差不多平均每个月或多或少都有一到两个诉求。”这
表明，互益创业本身并不排斥行业代表职能的发挥。而且，由于推动行业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互益创业内在地需要协会积极发挥利益代表的作用。

在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一业多会”
的竞争格局及由此引起的行业代表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包括失去政府资源和支
持后行业协会的生存困境。从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的发展经验看，克服生存困
境的有效途径是互益创业，它既可以为行业协会的能力建设创造条件，也可以
避免陷入行业代表不足和行业代表过度的陷阱。互益创业的模式由此区别于在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西方社会，行业协会从“代表型”向“控制型”的发展模
式。范华登认为，行业协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从代表型组织到控制型组织的发
展，这一趋势必然造成行业协会对其会员相对自主性的增长（Ｗａａｒｄｅｎ，１９９２）。
协会相对会员的自主性确实在增长，但是，却并没有走向法团主义者所谓“私
益政府”（Ｓｔｒｅｅｃｋ ＆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１９８５）那样对会员的控制，它没有变成“政
府”，而是成为一种介于“俱乐部”和“企业”（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 ＆ Ｓｔｒｅｅｃｋ，１９９９
［１９８１］）之间的“企业型非营利组织”。这是因为，在中国缺乏法团主义的社
会基础，将组织化利益整合进国家决策结构中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马秋莎，
２００７；吴建平，２０１２；纪莺莺，２０１３），协会不能先谋求利益代表地位而只能先
谋求自己生存下来。互益创业既不依靠政府也无须屈从“会员逻辑”使协会摆
脱了中国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的宿命（康晓光等，２０１１）并能够最终使会
员受益，实现行业结社的根本目标。

本文的结论可能对解决后双重管理体制下行业协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一方面，本文所描述的发展模式可能超越了现有法律法规
对行业协会理解的范围。虽然互益创业模式并无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之处，然而，
互益创业模式与人们对行业协会的一般理解确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把协会的
发展理解为互益创业的产物可能存在过度解释的危险，不过也有可能是一种看
待行业协会发展的新思路。学术界在分析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依附性根
源时大多受限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假定行业协会由于受资源依赖约束，必
然不是依附于政府，就是依附于会员（张沁洁、王建平，２０１０；汪锦军、张长
东，２０１４；王诗宗等，２０１４），从而看不到行业协会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存
在着通过资源整合摆脱对资源被动依赖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可
能揭开了深化资源依赖理论的序幕。另一方面，由于“互益创业”模式奠基于
行业并围绕行业展开，对物流行业这样的行业同质性强且新兴的行业来说，行
业协会有足够的余地进行“互益创业”，但对那些历史悠久且行业异质性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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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食品行业）来说，互益创业的难度可能非常高，因此，本文以“互益创业”
解释行业协会的成长对这些行业内的协会来说就不一定有效，但是，摆脱对会
员企业和政府的依赖，财政上获得独立是行业协会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这一基
本结论对任何行业协会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

本文的研究过于依赖访谈资料，尤其是对访谈资料的处理很有可能抹煞了
“‘真实的生活’与‘被讲述的故事’之间、主观感受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别”
（王晴锋，２０１４：１１１）。本文力求以观察法校正，对访谈对象的话语持客观审慎
态度，尽可能忽略访谈对象评述性言论和价值判断。但是，观察次数毕竟有限，
其范围和程度显然不足，因此，研究亟待后续观察纠偏、深化及拓展。

参考文献
保罗·Ｃ 莱特（２０１１）． 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苟天来、何君、柴浩放、滕飞等译，周红云审

校．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１９９６）．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 周敦仁、

汤国维、寿进文、徐荻洲译，周敦仁校．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戴维·伯恩斯坦（２００６）． 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 吴士宏译． 北京：新

星出版社．
董保宝、葛宝山、王侃（２０１１）． 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 管理世

界，３：９２ － １０１．
耿曙、林瑞华（２００７）． 制度环境与协会效能：大陆台商协会的个案研究． 台湾政治学刊，１１

（２）：９３ － １７１．
顾昕、王旭、严洁（２００６）．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民主性和代

表性对其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 开放时代，５：１０３ － １１２．
广东省物流协会（２０１４）．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官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ｌｈｙｘｈ． ｃｏｍ ／ ｔｙｐｅ． ｐｈｐ？ ｉｄ ＝
３５７０．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访问．

胡馨（２００６）． 什么是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公益创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２３ － ２７．
胡辉华、陈世斌（２０１５）． 逻辑偏离：市场内生型行业协会内部运作的组织分析———以Ｇ省Ｊ

行业协会为例． 中国非营利评论，１：１８２ － １９９．
胡薇（２０１３）． 双轨制：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路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６：１６ － ２１．
Ｊ． 格雷格里·迪斯、杰德·埃默森、彼得·伊科诺米（２００８）． 企业型非营利组织． 颜德治、

徐启智等译，江明修审订．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纪莺莺（２０１３）． 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５：２１９ －
２４１ ＋ ２４６．

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２００４）． 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江静（２００６）． 转型国家行业协会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基于政府视角的分析． 财经问题研

３４１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究，１１：９３ － ９７．
刘水林、王波（２０１２）． 社会企业法的性质：社会法私法化的新路径———以英国社区利益公司

条例为样本的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４５ － ５２．
康晓光等（２０１１）． 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秋莎（２００７）． 比较视角下中国合作主义的发展：以经济社团为例．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１２６ － １３８．
乜琪（２０１２）． 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用及问题分析．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５：
５３ － ５７．

石碧涛、张捷（２０１１）． 我国行业协会的精英治理问题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３：１０９ － １１３．
孙春苗（２００８）． 行业协会管理改革的比较研究———基于双重管理体制． 中国非营利评论，２：
１１３ － １２９．

汤蕴懿（２００９）． 行业协会组织与制度．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汪锦军、张长东（２０１４）．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

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５：８８ － １０８ ＋ １９０ － １９１．
王名、刘求实（２００７）．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中国非营利评论，１：９２ － １４５．
王晴锋（２０１４）． 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 云南社会社会科学，１：１０８ － １１１．
王绍光（２００４）． 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 开放时代，３：６ － ２１．
王诗宗、宋程成、许鹿（２０１４）． 中国社会组织多重特征的机制性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１２：
４２ － ５９．

王伟进（２０１５）． 一种强关系：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探析． 中国行政管理，２：
５９ － ６４．

吴建平（２０１２）． 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 社会学研
究，１：１７４ － １９６．

吴军民（２００５）． 行业协会的组织运作：一种社会资本分析视角———以广东南海专业镇行业协
会为例． 管理世界，１０：５０ － ５７．

谢思全、陆冰然（２００９）． 社会理性、集体行动和志愿发起者———对于行业协会组织的一种解
释．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１７ － ２３．

徐建牛（２０１０）．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
研究． 浙江学刊，５：１１１ － １１５．

徐建牛、孙沛东（２００９）． 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
的案例分析． 浙江学刊，１：２００ － ２０５．

许昀（２００９）． 从“国家与社会”视角看社会团体的内部治理问题． 社团管理研究，５：３４ － ３６．
许家良（２０１０）． 互益性组织：中国行业协会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游祥斌、刘江（２０１３）． 从双重管理到规范发展———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分析． 北京

行政学院学报，４：４０ － ４５．
俞可平（２００６）．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１：１０９ － １２２．

４４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郁建兴、周俊、沈永东、何宾（２０１３）．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商会发展． 浙江社会
科学，１２：５３ － ６１．

郁建兴、沈永东、周俊（２０１４）． 从双重管理到合规性监管———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
会监管体制的重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７：１０７ － １１６．

张华（２０１５）． 连接纽带抑或依附工具：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文献评述． 社会，３：
２２１ － ２４０．

张紧跟（２０１２）．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ＮＧＯ研究述评． 社会，３：１９８ － ２２３．
张沁洁（２００７）． 参与合作：行业协会的运作逻辑． 广东社会科学，２：１９５ － ２００．
张沁洁（２０１４）． 行业协会的中国式市场化特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１１：４６ － ５２．
张沁洁、王建平（２０１０）． 行业协会的组织自主性研究———以广东省级行业协会为例． 社会，
５：７５ － ９５．

张长东、顾昕（２０１５）． 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行业
协会关系的演变． 东岳论丛，２：５ － １３．

Ｂｅｎｎｅｔｔ，Ｒ． Ｊ．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ＶＩＩＩ（１）：１７ － ４２．

Ｃｒｕｔｃｈｆｉｅｌｄ，Ｌ． Ｒ． ＆ Ｇｒａｎｔ，Ｈ． Ｍ． （２００８）．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 Ｉｍｐａｃｔ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Ｊｏｓｓｅｙ － Ｂａｓｓ：Ａ Ｗｉｌｅ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

Ｄｅｅｓ，Ｊ． 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Ｂ． Ｂ． （２００６）．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Ｍｏｓｈｅｒ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３）：３９ － ６６．

Ｄｅｅｓ，Ｊ． Ｇ． （２００３）． Ｎｅ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Ｆｒｅｅ Ｅｙｅ Ｅｘａｍ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ｅｌｃｈａｉ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Ｄｅｃ １７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Ｊｕｌｙ ２９，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ｅｗ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 ｏｆ －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ｆｒｅｅ －

ｅｙｅ － ｅｘａｍｓ － ａｎｄ － ｗｈｅｅｌｃｈａｉｒ － ｄｒｉｖｅｒｓ ／ ．

Ｄｏｎｅｒ，Ｒ． Ｆ．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Ｂ． （２００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３）：２６１ － ２８８．

Ｆｏｓｔｅｒ，Ｋ． Ｗ． （２００８）．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Ｉｎ Ｕｎｇｅｒ，
Ｊ． Ｅ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ｒｍｏｎｋ：Ｍ． Ｅ． Ｓｈａｒｐ．

Ｎｅｖｉｔｔ，Ｃ． （１９９６）．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７：２５ － ４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Ｍ．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Ｊａｎｕｓ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２５ － ４６．

Ｒｅｖｅｌｅｙ，Ｊ． ＆ Ｖｉｌｌｅ，Ｓ． Ｐ． （２０１０）．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ｕｌｙ４７（５）：８３７ － ８５８．

５４１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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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娅

《公共行政评论》
书评栏目改版与征稿启事

书评栏目是本刊的特色栏目，自推出之日起，便以服务学界同仁，评介
学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经典著作为己任，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好评。为更
好地服务读者和将之打造成为本刊的品牌栏目，从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起，本刊
将对书评栏目进行改版：

一、改版后的书评栏目在内容上将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深度评论型文
章，二是资讯评论型文章。

二、深度评论型文章，除了对单本著作的评论文章外，将会特别欢迎对
同一议题下的两至三本或数本著作进行深度评论的文章。该类书评文章，
要求以点连线，由线成面，既能对著作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展示同一议
题不同著作间思想、观点的异同与交锋，又能勾勒出学术史上该议题的演
进轨迹与轮廓，让读者不但能够了解所评著作所谈论的议题，也能据此判
断著作在学术史上大致所在的位置。字数在８０００至１５０００字间为佳，优秀
文章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三、资讯评论型文章，以介绍国内外新近出版的公共管理与行政领域的
学术著作为主，要求对著作内容能进行或简要全面或突显特色的介绍，并
对著作的价值进行简要点评。字数一般要求在２０００字以内。

欢迎广大读者为本刊赐稿！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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