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中国社会创新的特征、 动因与绩效

———基于“中国社会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
李云新　 刘　 然

【摘要】社会创新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机制，逐渐
引起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当前中国社会创新活动不断涌现，然而国内研究依
赖国外现有理论的复制与消化，难以满足社会创新的发展需要。论文整理三届
“中国社会创新奖”全部的６９个获奖项目，采用多案例文本分析法对中国社会
创新的时域分布、主体、领域、内容、方式等基本特征进行统计分析与描述性
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在理论层面上对社会创新的主体参与、动因机制、绩效评
估、模式扩散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探讨，全面考察了中国社会创新的特征、动因
与绩效。当前的社会治理格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需要重
新思考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各方定位，探索多主体参与下的协同治理成为未来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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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创新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机制，已然成为全
球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７）。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启动，
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亦为国人所注意。社会创新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解决
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逐渐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旋律。社会部门把
社会企业家的发现、社会创新家精神的传播和社会企业的建立作为重点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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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商业部门也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兴起了影响力投资、公益风投等业
务（张强等，２０１３）。社会创新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各地诸如三社联动
机制、政民圆桌对话平台、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等社会创新活动不断涌现，并
以各种形式在其他地区推广和扩散。

然而，社会创新的相关研究却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描述性研究勾勒了社
会创新的基本轮廓，但缺乏案例的描述性研究很难回答和解释社会创新领域的
诸多问题：社会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如何？内容、方式有哪些？如何推动？效
果如何？这些都是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重要
依据。

在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三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共６９
份入围项目作为材料，利用多案例文本分析方法进行描述性研究，对中国社会
创新的实践情况进行特征统计与描述，从而进一步揭示其基本特征、剖析其动
因和绩效。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目前，社会创新并未形成公认的定义。在中国，人们习惯使用政府、社会
组织、企业等主体概念来描述相关内容，将社会创新归于非营利组织（张强等，
２０１３）。因此，有学者将社会创新定义为“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采用新的
可复制和可模仿的社会程序或组织，进而……解决有关社会问题”（孙启贵等，
２００７：２ － ３）。相比之下，西方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社会创新理解成有利于
满足社会目标的新理念（Ｍｕｌ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或是社会问题的全新解决方法
（Ｐｈｉｌ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从过程性特征来看，社会创新也可以看做是公民们为帮
助大部分人实现美好更好生活，从而新建制度或改进制度，探索对贫困、疾病、
文盲、环境问题、人权、腐败等社会问题创新解决方案的一个过程（Ｂｏｒｎａｔｅｉｎ ＆
Ｄａｖｉｓ，２０１０）。这都是对社会创新的不同角度诠释解读，然而却并不能因此妄
断定义的优劣。综观现有文献，英国杨氏基金会（Ｙｏｕ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观点类
似于一种中和，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最全面的解释。他们从经验的角度出发，
认为社会创新即是通过发展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机构来满足未被满足的社会需
求的一种新想法；社会创新的过程就是城市、国家政府和企业通过对新的、更
有效的方法的设计和开发，从而应对城市扩张、交通堵塞、人口老龄化以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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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迫在眉睫的公共问题的过程；当然社会创新并不是非营利部门的专属，政
府、市场都可能成为驱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因素（Ｍｕｌ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回顾国外文献，从１９７３年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 Ｆ Ｄｒｕｃｋｅｒ）第一个提出社
会创新的概念（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到随后的沃尔夫冈·查普夫（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Ｚａｐｆ），再到司徒·康格（Ｓｔｕａｒｔ Ｃｏｎｇｅｒ）、杰夫·摩根（Ｇｅｏｆｆ Ｍｕｌｇａｎ）等学者奠
定社会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目前理论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主要议
题包括：社会创新的价值创造，社会企业家精神与历史、文化、公民与政治议
程的相互嵌套性（Ｃｈ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社会创新的过程边界及作为社会变革的
驱动程序（Ｃａｊａｉｂａ － Ｓａｎｔａｎａ，２０１４），社会创新的现状其演变趋势（Ｐｈｉｌ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历史和文化背景对社会创新的影响（Ｔａｐｓｅｌｌ ＆ Ｗｏｏｄｓ，２０１０），组
织创新、技术创新、社会导向、竞争对手强度等因素对社会创新绩效的影响
（Ｗｏｏｎｇ ＆ Ｃｈｅｏｌ，２０１５），等等。此外，国外学者对社会创新的深层次研究日趋
精细化，实证研究也在逐渐成熟，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深入和拓展研究：社
会创新的动因与机制（Ｌａｎｚｏｎｉｃｋ，２００５），社会创新的试点机制与可持续性的探
讨（Ｍｕｌ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社会创新与政府、企业等机构间的合作机制与互动
机制（Ｍｕｍｆｏｒｄ ＆ Ｍｏｅｒｔｌ，２００３），社会创新的支持政策与生态系统（Ｓｏｎｎｅ，
２０１２），以及社会创新在地区重建、人口融合、资源调动等方面对地区发展积极
作用的案例验证（Ｈｉｌ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８），等等。按照摩根的划分方法，社会创新分
为“理解需求和识别潜在的创新—开发测试新主意—创新的评估和扩散—学习
经验”四个阶段（Ｍｕｌ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国外研究目前正处于三四阶段之间，
各地频繁开展奖项评估，案例库不断丰富，案例分析研究成为目前的热点方向。
以英美地区为例，学者围绕英国社会创新奖（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社会企
业联盟的社会企业奖（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ｗａｒｄ）、美国曼哈顿政策研究所（Ｔｈ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奖（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ｗａｒｄｓ）以及美国阿育王创新项目评估（Ａｓｈｏｋａｓ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等较有影响力的奖项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分析研究（孔祥利，２０１１）。

相比之下，社会创新在国内研究起步稍晚，相关文献最早出现于１９９０年代
（纪光欣、刘小靖，２０１４）。研究内容上，以研究述评或概念比较为主，多关注
社会创新的概念、价值、类型、障碍和实现路径等方面（王雅林、晚春东，
２００２），或是社会企业的兴起（刘小霞，２０１３）与国外创新经验引介（郑琦，
２０１１）等衍生内容，但很少探析到深层内核。研究方法上，只有少量文献进行
了简单描述性研究（周红云，２０１５）或者是个案比较分析（刘伟，２０１４），多
案例的实证研究极为有限。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缺乏创新与突破，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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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创新的认知程度。
目前，大量的案例研究在探讨什么是或不是社会创新，同时在借鉴不同学

科内容的基础上，一些理论假设正在形成（Ｓｅｇｒａｎ，２００９）。但总体而言，国内
研究仍然依赖于国外现有理论的传播和消化，在我国社会创新爆发式涌现的环
境下，现有研究成果难以满足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创新的需要。国外的成熟经
验固然可供借鉴，然而创新本身就暗含着对背景和环境的依赖，其结论难以直
接嵌入中国实践。因此，如何在理论研究上进行深层次的描述性研究和案例研
究，是国内社会创新研究的方向所在。

（二）研究框架

社会创新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但涉及核心和关键的要素可能只有几种。
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描述框架，以明确认识社会创新的基本构成要素，从而
达到对中国社会创新进行全面而准确描述的目标。借鉴地方政府创新的相关研
究（吴建南等，２００７），本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要素：
１ ． 社会创新的时域（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社会创新的时间、地域统称为时

域，其时域分布特征是怎样的，受哪些因素影响。既有社会创新活动的分析是
描述社会创新特征的起点。
２ ． 社会创新的主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谁在推动创新，有哪些主体参与到了创新

活动中，实践中的创新主体是否正常扮演着其主体角色。
３ ． 社会创新的动因（Ｉｍｐｅｔｕｓ）。社会创新为何发生，什么是推动社会创新

的根本动力，通过何种手段可以推动社会创新。
４ ． 社会创新的领域（Ｆｉｅｌｄ）。创新的领域分布特征如何，为何呈现这样的

分布，何种因素影响了创新主体的领域选择。
５ ． 社会创新的方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社会创新活动主要是采取哪些途径、依

托哪些手段实施创新的，包括创新的时机选择、技术选择、推广选择等内容。
６ ． 社会创新的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创新作用对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创新活

动彼此之间呈现怎样的异同特征，创新的内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７ ． 社会创新的绩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哪

些群体从该项目中受益，获得了何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等内容。
社会创新的动因激发了创新行为，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确立创新领域，

随后确立细化创新内容和方式，创新的具体推行与复制形成了创新绩效，创新
效果逐渐构成了社会创新活动的时域分布，创新绩效对动因进行回应，从而构
成完整的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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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在各领域的创新研究中，通过分析竞赛文本库的规律来反推创新发展规律
的研究已有很多，例如，利用“地方政府创新奖”分析地方政府创新的若干特
征（吴建南等，２００７；杨雪冬，２０１１）、利用“文化部创新奖”对中国公共部
门文化创新现状进行解读（陈世香、谢秋山，２０１５）等。实践证明，多案例文
本分析法是创新研究的恰当可行方法，适用于涵盖多种类型的创新，将很好弥
补社会创新研究的方法缺失。借鉴已有经验，本研究选定多案例文本分析作为
研究方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创新奖”作为案例来源。

“中国社会创新奖”于２０１０年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
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项目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
举办三届，共计６３２个项目参选，历届参评项目分别为１６１项、２４９项、２２２
项。鉴于三届参选项目资料的缺失和良莠不齐，本研究选取评选中获得优胜奖
和提名奖的共计６９个项目作为案例来源。案例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鉴于获奖的
６９个项目是在全国范围内申报的６３２项中精选而出，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针对
创新程度、效益程度、参与程度、重要程度、推广程度、透明程度六条标准认
真评阅综合评价，规范性的评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获奖案例的代表性，
这６９个获奖项目能够代表那些质量较高、创新性较强的活动。

项目申请书是进行案例分析的主要参考文本。分析时，将申请书看作一套
标准的问卷，社会创新的时域、主体等要素从中直接获取，而创新动因、方式
和绩效等要素则需要阐释性解读，从而实现文本资料的再利用，兼顾研究效率
与资料真实。为指代和阐述的简化，本研究将所有项目进行编号处理（见表
１），“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为１ １，以此类推。

表１　 社会创新案例项目编号表
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１ 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 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
作服务探索与推广

益云救灾地图

２ ＨＩＶ感染者互助生产自救
网络

基金会中心网项目 益心益易闲置物品循环使用

３ 格桑花助学 潘得巴自然保护与社区
发展

探索草根公益有效资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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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４ 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
模式

大爱清尘基金项目 社区参与式互助体系

５ 守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 小额信贷扶贫与妇女发展 全国中小学防性侵教育一
堂课

６ 花溪乡农村社区生态健康
促进

乡村素质教育公益服务
体系

全国听障儿童家庭康复和网
络社区康复

７ 淮河卫士 枢纽型社会组织创建计划 两岸阳光故事家族项目

８ 公民社会园丁行动 心目影院 健康村镇

９ 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
建设

壹基金联合救灾计划 公益创新Ｏ２Ｏ协力平台积善
之家

１０ 爱心包裹 免费午餐 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的三
社模式

１１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 利用创新模式促进贫困社
区可持续发展项目

种子计划社会组织成长助力

１２ 依托平安协会建设社会稳
定机制

公众参与民主协商讨论会
会议技术能力建设

萤光支教乡村教师培训

１３ 新家园计划 深圳和谐家园深圳市反家
暴社工援助计划

心之翼残障人士工艺美术技
能培训

１４ 推行社会化居家养老 立人乡村图书馆 孝行天下社会化养老服务

１５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保护 流动妇女互助合作爱心
超市

小区亲情重拾计划

１６ 合阳县农村妇女参政示范 桥畔计划教育公益组织支
持平台

小红帽儿童自我保护服务
计划

１７ 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 残友集团残障员工帮扶
计划

外来青年农民工人文素质
教育

１８ 搭建公民权利圆桌对话
平台

社区邻里中心建设 三工联动耆乐融融居家养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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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１９ 创意类公平贸易产品帮扶

计划
生态小农的ＣＳＡ平台 人饮雨水净化

２０ 村级社区发展循环资金 市民情感护理 濮阳农村社区金融教育培训

２１ 酥油灯儿童之家发展项目 四位一体推动社区减负增效

２２ 西乡农村妇女脱贫助力
计划

民生实事项目相亲会

２３ 义工管理创新与公益科技
提升

城市义工自我组织化构建
模式

２４ 虚拟养老院 常州智慧公益服务云平
台３ ０

２５ 泛海扬帆大学生创业行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国社会创新的时域、主体和动因

（一）社会创新的时间跨度

三届社会创新奖的申报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从三届申
请项目的时间跨度来看（见表２），社会创新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时间上的“爆发
性”与“迫切性”。前者表现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社会创新活动的大规模集中出
现；后者则表现为项目时间跨度的缩减，从第一届项目集中在４ ～ ６年（２５％），
到第二届项目的２ ～ ６年（２ ～ ４年与４ ～ ６年频率同为２５％），最后第三届项目
的时间跨度逐渐缩短为２年以内（６０％）。虽然前两届的数据不可避免地受到奖
项发起时间的影响，但第三届的数据依然表现出项目短期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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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社会创新的时间跨度①
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１０年以上 １ ５ ２ ８ ３ ０ ０

８ ～ １０年 １ ５ １ ４ ２ １ ４

６ ～ ８年 １ ５ ４ １６ ７ ０ ０

４ ～ ６年 ７ ３５ ６ ２５ ２ ８

２ ～ ４年 ５ ２５ ６ ２５ ７ ２８

２年以内 ４ ２０ ５ ２０ ８ １５ ６０

总计 ２０ １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社会创新的短期爆发可以追溯于我国社会领域的政策改革。２０１１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
职能，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随着政策桎梏的破除，社会组
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这说明创新程度与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息息相关。
另外，社会创新通常时间短、见效快，这种创新在起步阶段存在着“数质”难
以同步是普遍性现象，但是目前仍难以定性优劣。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社会创
新的更新在不断加速，创新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创新的时代浪潮中，如果不紧
跟热点持续调整，将不可避免地被浪潮淹没。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创新的主
体虽然有创新的冲动，但出于风险规避动机，在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通常趋向
于短期项目或者先行试点。政府官员作为社会创新的支持者，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制度使他们更多地关注短期和显性政绩，希望在任期内看到创新的实质成效
和新闻影响等成果（吴建南等，２００７），因而偏向于短期性的“项目式推进”。

（二）社会创新的地区分布

三届的社会创新项目来自全国２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
而三届的６９个获奖项目共覆盖全国１３个省、３个直辖市（天津除外）以及４个
自治区（新疆除外），显示出较强的地域代表性。就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
（总频率６５ ２％）的社会创新活跃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总频率分别为
７ ３％和２７ ５％），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的趋势。就时间维度来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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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时间跨度指社会创新活动从发起到获奖的时间区间，代表着社会创新活动从
发起到成熟（获奖项目由社会影响力、社会公信力等因素评选而出）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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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这种趋势几乎成为持续的“一贯规律”，没有缓和趋势。

表３　 社会创新的地区分布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总频数 总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东部 １１ ５５ １８ ７５ １６ ６４ ４５ ６５ ２

中部 ２ １０ １ ４ ２ ２ ８ ５ ７ ３

西部 ７ ３５ ５ ２０ ８ ７ ２８ １９ ２７ ５

总计 ２０ １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６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种分布规律与地区历年ＧＤＰ数据分布呈现的“东部强、中西部偏弱”趋
势基本一致，显示出社会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强烈相关性。究其原
因，发达地区对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更强的诉求，创新能力、创新氛
围、创新偏好、创新积极性等因素均受影响。众多政府官员将创新作为实现政
府新目标、谋求晋升的理性选择，对社会创新流露出更多的支持偏好（陈世香、
谢秋山，２０１５）。

当然，这种关系并不绝对。在拥有不少于２项获奖项目的省份中，西部地区
达到了５个（东中部分别为６个和１个），西部的四川省还出现了５项集中的情
况。四川、云南等地社会创新活跃可以联系当地特殊性事件，如四川地震灾害
与云南怒江水电开发，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
创新的出现（张强等，２０１３）。另外，有学者认为落后或贫困是创新的有利条件
（杨雪冬，２００３），创新产生于崩溃的边缘（王雅林、晚春东，２００２）。社会创
新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机制，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职能失位的问题。
经济的不发达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服务失灵与社会危机，让社会创新往往成为不
得已的选择。

（三）社会创新的主体

数据显示，社会团体（２７ ５％）、基金会（１５ 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４０ ６％）三类传统合法的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主体力量，工商部门登记的非
营利组织（２ ９％）与其他类型组织① （１３％）也占据了部分角色。综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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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其他类型组织主要为以上四类之外的组织类型，主要包括社会企业、政府机
构、社区备案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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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有四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他
５％、８ ３％、１３％）；二是民办非企业比例的长期居高（４５％、４１ ７％、
３６％）；三是社会企业的比例波动（１、１、２）；四是政府主体的畸形参与。

表４　 社会创新的主体
２０１０年第一届
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
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
社会创新奖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总频数 总频率
社会团体 ９ ４５ ５ ２０ ８ ５ ２０ １９ ２７ ５

基金会 １ ５ ５ ２０ ８ ５ ２０ １１ １５ ９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９ ４５ １０ ４１ ７ ９ ３６ ２８ ４０ ６

工商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０ ０ ２ ８ ３ ０ ０ ２ ２ ９

其他 １ ５ ２ ８ ３ ６ ２４ ９ １３ ０

总计 ２０ １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６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随着社会创新活动的不断涌现，在传统合法社会组织占据着主体力量的同
时，其他类型组织的活力也在逐渐涌现（５％、８ ３％、２４％；第三届中社区备
案组织比例达到１６％），这反映了我国社会创新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其次，民办非企业比例的居高（４５％、４１ ７％、３６％）可以从注册规则方面进
行解释（周红云，２０１４）。社会团体的法人注册遵照《社会团体管理条例》有
着严格的要求，相对宽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成为社会组织法人化的替代选
择。另外，社会企业①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的比例波动（三届获奖项目频数分别
为１、１、２）表现在：在前两届获奖项目中，社会企业只有深圳残友集团一家，
其组织实施的项目“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与“社会企业残友集团残障员工帮
扶计划”一直集中于残疾人救助领域；在第三届获奖中，“益云社会创新中心”
与“福建省厦门市五齐人文职业培训学校”等社会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两
个社会企业分别关注救灾与教育领域，前者还加入了高科技的应用发展。虽然
数量并未出现短期爆发，但新鲜血液的加入与领域的延伸依然预示着社会企业
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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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社会创新一样，社会企业目前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数据统
计只认定在申请书中“项目实施机构类型”一栏内，申报企业明确标注为社会企业的项目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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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体的畸形参与则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上。现实中，
许多社会组织由政府培育发起，政府不仅为组织提供资金，甚至组织领导也由
公务员担任。这种情况在案例中屡见不鲜，例如，南京市“四位一体”推动社
区减负增效项目中，实施机构———“社区建设协会”主要由中共江苏省南京市
委、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等领导班子构成，并且实施也完全依靠政府推动。
因此，这样的组织被人称为“ＧＯＮＧＯ”，有的甚至被称为“二政府”（周红云，
２０１５）。这并不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一种理想状态。政府到底应该如何扶
持、引导社会组织，如何保证创新项目的持续性、复制性，是社会创新主体进
行正确定位的前提。

（四）社会创新的动因

社会创新为何发生？什么是推动社会创新的根本动力？这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问题。政策环境的放松促使社会创新项目增多，但并不能称其为动因，这种
“运动式”创新可以在短期增加项目数量，但长期看来，项目数量依然会回落，
对社会创新程度的提高没有帮助，这在历届参评项目数量上（分别为１６１项、
２４９项、２２２项）有部分体现。本研究对案例文本中动因的叙述部分进行反复阐
释性解读，用不高于１４字的提炼动因（如表５），再以此为基础得到关键词，
进行理论阐述。

表５　 社会创新的动因（文本提取）
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１ 个人使命感、残疾人就
业难

探索农民工社会服务新
模式

数据可视形式、助力救灾

２ 艾滋病问题、政府失灵 基金会扩展，行业自律
需要

扶贫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３ 个人触动、关注失学问题 珠峰生态威胁，居民自救 探索草根公益有效资助之道
４ 社会发展、外来人口融合 尘肺病维权困难、患者

凄凉
社区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

５ 临终群体的关怀需要 探索发展小额信贷扶贫 全国女童性侵案例频发
６ 特困社区的自救探索 农村教育的低水平问题 听障儿童救助人数饱和
７ 河水污染、公众监督缺乏 为创新社会治理探索新路 树立崭新的青少年阅读范式
８ 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组织 个人触动，关爱视障人群 区域社会发展问题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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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一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社会创新奖
９ 探索中国社区参与式治理 形成合力，解决民间救灾

悖论
探索信息化公益、改善现状

１０ 关爱灾区中小学生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 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化
路径

１１ 农户的金融需求、政策
优惠

探索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
模式

政府培育失灵、基金会使命
驱动

１２ 探索民主参与以维护治安 实践参与式治理能力建设 协调师资、培训乡村教师
１３ 灾区社区重建的需要 家暴的社会问题、儿童被

忽视
个人经历、培训残障人士

１４ 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 个人触动、教化农村 老龄化问题、关爱缺失
１５ 留守儿童问题的被忽视 互助方式关爱流动妇女

儿童
社区原子化、协助政府管理

１６ 迎合村民自治、促进妇女
参政

公益发展、扶持草根组织 儿童性侵案频发、地域堪忧

１７ 公益大发展、提供支持
平台

残疾人康复需求 个人触动、农民工再教育

１８ 政府强权问题、调解社会
冲突

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老龄化、服务失灵

１９ 探索贸易而非援助的公益
模式

探索ＣＳＡ城乡统筹模式 个人经历触动、缺水问题

２０ 失灵、村自设循环资金 情感护理、落实以人为本 普及金融教育、实现信贷
扶贫

２１ 个人忧患、关注藏区学前
教育

减负增效、探索社区工作新
形式

２２ 妇女信贷扶贫 建立三方合作的枢纽中介
２３ 义工时间银行的实践探索 政府发起公益、此后固定
２４ 传统居家养老出现困局 创新智慧公益服务云平台
２５ 大学生创业资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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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社会创新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但社会背景并不是催化社会创
新的唯一因素。社会创新的动因大都源于严峻的外部因素，严峻的现实问题催
化了社会创新的形成，如残疾人就业难（１ １）、艾滋病问题（１ ２）、失学问题
（１ ３）等。然而，社会创新并不都是被动的，部分案例表现出动因源于创新主
体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意识、忧患意识甚至个人使命感，这些自觉诉求亦促进了
创新的形成，如对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探索（２ ７）、本地居民面对生态的自救
（２ ３）、面对公益事业大发展对公益有效资助之道的探索（３ ３）。因此，创新
是组织内外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动因既存在于制度环境的需求，也源
于供给方的推动（斯科特，２０１０）。

从需求角度，社会创新可以被理解是“行动者出于应对那些没有预定方案
但又重复发生的问题的需要才精心制定的”（Ｓｕ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５：４１）。社会创新动
因的关键词提取主要集中在经济贫困、严重不足、社会问题、破除困境、倒逼
改革等。例如：村级社区发展循环资金项目强调社区自设循环资金的背景源于
农村金融土壤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１ ２０）；潘得巴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项
目强调是当地居民在保护区生态问题严重时的自救（２ ３）；全国听障儿童家庭
康复和网络社区康复项目强调动因源于在庞大听障群体面前政府或社会对于听
障儿童救助项目趋于饱和，因而必须寻求新的项目进行援助（３ ６）；“小额信
贷扶贫与妇女发展”等项目在描述动因时也强调了此创新是妇女等弱势群体面
对贫困时被迫思考出的“新出路”（２ ５）。这些社会创新案例是社会问题倒逼
创新的典型。公共服务失灵与社会危机产生的现实需求，使得社会创新成为不
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与迫切，给予了政府、社会组织和个
人等行动者巨大压力，成为社会创新发生的重要动力。

从供给角度，社会创新是由“供给方”的过程推动的，某些特定行动者的
类型———特别是科学与专门职业中的那些行动者———占据着创新的角色，这些角
色使他们设计和推广新的规则、范例和人工器物，进行新的创新（Ｍｅｙｅｒ，
１９９４）。社会创新动因的关键词提取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迎合形式、探索新道
路等。

其一就是西方所说的“英雄式个人”（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Ｈｅｒｏ）与“社会创新家
精神”（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这在案例中得到了显著体现，例如格桑花创始
人洪波（１ ３）、残友集团的创始人郑卫宁（１ １）、心目影院的创始人大伟
（２ ８）和酥油灯儿童之家的创始人百纳·求昂老师（２ ２１）等８个项目的创始
人，都在申请书的动因叙述中表现了这种高度的使命感（具体如表６所示）。社
会创新就是由在社会部门中承载变革使命的创新家来实现的，社会创新家们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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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英雄式个人”与“社会创新家精神”的案例体现
项目 动因归纳 社会创新动因的具体阐述（提炼后） 关键词

１ １ 残疾人
社会企业
孵化

个人使命
感、残疾
人就业难

１９９９年，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先生，为让自
己从没有价值的自卑中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为探
索一条残疾人崭新的生存革命之路，捐出父母为
自己输血保命的微薄遗产，创建“残友网社”

英雄式个
人、社会创
新家精神、
使命感与责
任感

１ ３ 格桑花
助学

个人触动、
关注失学
问题

格桑花创始人洪波在去青海旅游时发现很多小孩
太穷上不起学，这让一个母亲很揪心，于是就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一些孩子

２ ８ 心目
影院

个人触动，
关爱视障
人群

创办人之一大伟为一位全盲的朋友讲述《终结
者》，没想到结束后朋友无比激动。大伟十分震
惊，认为盲人希望和健全人一样欣赏好的电影

２ １４立人图
书馆

个人触动、
致力教化
农村

发起人李英强出生于２０世纪的湖北乡村，“小时候
没读过几本像样的书”。他的成长经历使他一直感
慨中国乡镇文化“文化贫瘠”的现实。２００７年，李
英强毅然辞去工作，和朋友发起项目

２ ２１酥油灯
儿童之家

个人忧患、
关注藏区
学前教育

发起人百纳·求昂作为玉树土生土长的藏族老
师，深刻体会藏区的地域条件、民族文化、生活
习性给当地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加深知教
育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３ １３心之翼
残障人士工
艺美术技能
培训

个人经历、
培训残障
人士

青年残疾人画家杨东明先生小学毕业之际遭遇不
幸，高位截瘫。在众多热心人士的感染、带动
下，他开始思索怎样帮助和自己一样的广大残障
人士，让他们也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３ １７外来青
年农民工人
文素质教育

个人触动、
农民工再
教育

创办者跟一位小女孩促膝长谈，她初中毕业后进
入一家电子厂打工，三点一线，虽然不想一辈子
呆在流水线上，但她无力改变现实。听完哭诉，
创办者开始关注外来务工群体，希望帮助他们

３ １９人饮雨
水净化项目

个人经历
触动、缺
水问题

宁夏盐池县的南部山区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
区。２００１年发起人来此访谈因雨留宿，漱口时主
人打来了红色浑浊的水，洗脸如此甚至吃饭的米
汤颜色也是如此，但主人都在很正常地使用。这
一事件终身难忘。从此以后，一直在寻找解决这
一严重社会问题的途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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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资源的局限而大胆行动，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识别并执着追求着创新机
会，推动一个不间断的创新、适应、学习过程，从而创造社会价值并使其可持
续化（Ｄｅｅｓ，１９９８）。社会创新家精神促进了社会创新的发生。

其二是“专业机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的推动，以社会组织、相关
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为代表。由于知识、资源积累处于前沿和机构本身职
能定位，这些专业组织能够很好地运用国外经验、顺应社会发展、积极用新的
方式去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形成社会创新。对政府机构来说，满足社会需求是
其职能所在。创新的成就感或晋升、声誉、名利等动力，使得政府官员倾向于
通过政策工具去促进社会创新。例如：社区邻里中心项目就是宁波江东区民政
局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基层社会参与式治理的新机制而指导建立的
（２ １８）；城市义工自我组织化构建模式项目的创始缘由就是中共思明区委宣传
部、区委文明办通过媒体发布活动预告启动某一志愿行动，随后以此为契机，
群众自发形成思明城市义工协会，每周六固定开展不同主题的志愿服务
（３ ２１）。对于部分组织和研究机构来说，它们会更关注自己的组织领域前沿，
希望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新形式的探索，趋向于用更先进、更前沿的方式
去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需求，从而促进了社会创新。例如：濮阳市农村贷款互
助合作社项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与濮阳市人民政府合作运
行（１ ２０）；浙江的三联动耆乐融融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主办出现了市新世纪文
明研究会的身影（３ １８）；利用创新模式促进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也是由兰
州大学的部分老师和研究者发起（２ １１）。

四、中国社会创新的领域、方式、内容与绩效

（一）社会创新的领域

社会创新的领域分类在中国社会创新奖评选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完善
的实践过程，因此本研究选择第三届的分类方式进行归类。社会创新领域分类
定为困难群体救助、社会事业、公益支持、社区服务、扶贫济困、环境保护以
及其他七类。综合数据显示，６９个样本中，困难群体救助（２１ ７％）、社会事
业（１８ ８％）、公益支持（２４ ６％）和扶贫济困（１４ ５％）等传统创新领域一
直占有较大比重，但四类领域在跨度上呈现不同方向的波动。在社会创新发展
的早期阶段，社会组织为了最基本的存活，趋向于选择类似于困难群体救助、
社会事业、公益支持和扶贫济困等传统领域，以便获取更多的资助和沿用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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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如此一来，传统救助项目呈现出最早的集中趋势（第一届项目占比均为
２５％）。随后，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创新领域的开发、政策的普及、工具的完善
等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格局发生波动：困难群体救助（２５％、２５％、１６ ７％）
与扶贫济困领域（２５％、１６ ７％、４％）热度呈现下降趋势；公益支持（２０％、
２０ ８％、３２％）、社区服务（５％、４ ２％、１６％）则热度增温；而社会事业
（１５％、２０ ８％、２０％）、环境保护（１０％、４ ２％、８％）以及其他（０、
８ ３％、４％）领域样本则随机波动，在样本数据较少的情况下，认定其属于稳
定波动。

表７　 中国社会创新的领域
２０１０年第一届
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２年第二届
社会创新奖

２０１４年第三届
社会创新奖 总计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总频数 总频率
困难群体救助 ５ ２５ ６ ２５ ４ １６ ７ １５ ２１ ７

社会事业 ３ １５ ５ ２０ ８ ５ ２０ １３ １８ ８

公益支持 ４ ２０ ５ ２０ ８ ８ ３２ １７ ２４ ６

扶贫济困 ５ ２５ ４ １６ ７ １ ４ １０ １４ ５

社区服务 １ ５ １ ４ ２ ４ １６ ６ ８ ７

环境保护 ２ １０ １ ４ ２ ２ ８ ５ ７ ２

其他（行业监督
与抗灾减灾）

０ ０ ２ ８ ３ １ ４ ３ ４ ３

总计 ２０ １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６９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困难群体救助与扶贫济困领域热度的下降可以从创新评选规则方面进行解
释。社会创新奖关注项目参与程度、重要程度、创新程度、可推广程度、效益
程度、透明程度六个方面。在社会创新奖评估早期，效益程度与可推广程度的
优势让众多传统项目扶贫与救助脱颖而出，而随着其他创新的萌芽的出现，固
有经验下的传统扶贫与救助已经难以满足发展中的创新要求，比例由此下降。
此消彼长，公益支持虽然位列传统领域，但凭借公益创投（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与新型社工管理热点的兴起，热度不减反增。随着政府对社区定
位与管理的重视，社区减负、社区邻里情感、社区融合等理念被不断提出，社
区服务领域成为社会创新进一步发展的新型领域。此外，由于领域覆盖面广以
及社会问题普遍性，社会事业项目、环境保护和其他领域依然保持一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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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呈现稳定趋势。

（二）社会创新的方式

基于案例特征，选择用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与组织创新三个维度来描述创
新方式（张强等，２０１３）。服务创新一般指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服务，如尘肺病
群体的救助、家暴妇女的关怀等；技术创新则指项目对服务内容或者做事方式
的调整和改进，如义工管理创新或互联网平台下的众筹项目；组织创新则是指
组织通过变革演化出了新的组织形态，如社会企业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创建项目
等。在实践中，创新项目会出现维度交叉的情况，本研究以最突出的维度为准。
从社会创新的方式上看，组织创新比重很小（７ ２％）。这说明，创新很多情况
下并不一定局限于实质性的内容创新，对服务范围和做事方式的调整与改进
（７８ ３％、１４ ５％）也可以纳入创新的范围。

组织创新往往意味着承担更大的风险，并非每个社会组织都有能力去进行
组织创新，除非谋求到足够的支持，否则项目难以存活。案例显示，５项组织创
新的项目全部与政府合作或由政府发起，难以避免地加上了行政化色彩。在目
前国内创新程度较低背景下，当创新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和被社会普遍赞许的事
物时，这种复制与组合很可能呈现为“借创新之名、以种种新手段行维护旧秩
序之实、换汤不换药”的“伪创新”活动（王雅林、晚春东，２００２：５６）。社
会组织往往存在“能动”和“固守”的矛盾冲突，环境逼迫下固守型社会组织
趋向于进行形式上的“创新活动”，以确保选择安全可行。这种情况下，服务创
新往往成为这种“伪创新”存在的“高危区”。但需要清楚的是，策略性机制
调整和方式创新在社会创新活动中是较为重要并且必不可少的。因此，如何避
免这种“伪创新”、提高社会创新程度、真正发挥社会创新的价值，是社会创新
“运动式”推动下必须直面的问题。

（三）社会创新的内容

从社会创新的内容上看，社会创新项目内容呈现出“趋同性”和“前瞻
性”。

创新项目内容趋同不仅表现在领域上，更多是服务对象、运行方式等服务
内容的趋同。例如，社会组织培育相关项目高达７项，社工管理创新项目也多
达５项，甚至两项关于儿童防性侵保护的项目在第三届同时出现。这可以解释
为潮流和政策的影响。在创新潮流的影响下，社会组织培育、公益创投成为热
点，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验并且极易复制，因此在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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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内容趋同。
目前社会组织往往趋向于用“引介” “叠加”与“组合”的方式，解决单

一方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实现多项工作、任务、程序协同运作下的创新。例
如：苏州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将互联网平台与居家养老结合，衍生虚拟养老院
项目；深圳壹基金提出将基金会引入救灾，提出壹基金联合救灾计划。这种
“组合”并不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伪创新”，如果这些层面的创新瞄准了问
题，它们一样可以创造出“１ ＋ １ ＞ ２”的效果。用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２０１０）的观点来总结，创新的实质就是“新组合”引入，而并非
需要所有组成部分的“全新”。

创新内容的“前瞻性”则表现为对社会问题风向的把握。基金会中心网项
目（２ ２）主要针对社会组织第三方监管缺失问题，提出了建立监督中心的透明
网络。２０１５年５月民政部才正式下发《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
导意见》（民发〔２０１５〕８９号），社会组织的实践走在了政府前面。这种情况的
发生源于社会创新活动往往处于一种风向前沿，面对社会问题时，社会组织由
于自主性、灵活性特征，往往较于政府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社会创新
活动的实践经验都可以看作是规则制定前的试点。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经验在
新规则制定中具有巨大推动价值。

进一步分析社会创新项目的名称，也可以发现部分有价值的规律。对６９个
获奖项目名称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共有１１项名称涵括“计划”，４项名称提
及“模式”，２项提出“体系”，５项涉及“平台”。与普通项目的单一设计不
同，“模式”“体系”这类关键词，体现了项目的长远规划，涉及一系列资源、
人员、规则的系统设计。具有长远规划的社会组织，创新时往往不满足于短期
效益，而是希望围绕这项核心创新进行其他内容和方式的配套创新，最终探索
出一条长久的“创新之道”。这些经验包括：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方式，用微公
益、全民参与获取更丰富的长期资金来源；通过引介时间银行、网上管理平台
等新型义工管理模式，吸引长期的志愿者资源；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行报道，
获取政府部门的支持，从而获取政策优势和合法性优势。通过这些途径，创新
活动得以探索出一条可实践的“参照性指导方略”，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社会创新
活动的开展。这种可复制性与可持续性能产生巨大的累计效益，让社会创新活
动的价值得到了巨大升华。

（四）社会创新的绩效

社会创新的绩效在于创造公共价值并增进公共利益，是社会创新活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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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哪些群体从该项目中受益？获得了何种直接或间接利益？对于这些问
题，申报文本很难做出完全理性的诠释。绩效的准确量化难以实现，绩效评估
不仅仅需要考虑受众群体所获得的直接利益，还要从宏观角度思考其所带来的
社会效益、创新效益等间接利益。
１ ． 社会创新活动领域的服务受众。社会创新活动意味着公共福利提升、公

共服务供给和社会问题解决。例如：人饮雨水项目大大缓解了生活在黄土高原
地区的宁夏盐池县居民世世代代饮用污染的红色泥水的缺水问题（３ １９）；爱心
包裹项目自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共全国１６０多万名学生、３ ０００
多所学校和５ ０００多个灾区家庭受益（１ １０）。不仅如此，在进行创新活动时，
目标群体得到了直接救助，其他受众也能因为服务的提升享受利益。例如：守
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项目不仅关爱了癌症患者，也让医护人员、家属得到了安
慰服务（１ ５）；生态小农的ＣＳＡ平台项目，既让农民得到了生态农业的资金收
益，也让合作市民享受到了有机蔬菜的益处（２ １９）。
２ ． 社会创新活动的参与者。社会创新强调“参与性”与“互利互惠”。例

如，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让农民工参与到社会工作服务中来，
既利用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也在情感上增加了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３ １）。
对于社会活动的主体而言，在活动参与过程中，个人和企业满足了自己的“社
会创新家精神”或者“企业社会责任”，达到助人助己的功效；对于社会组织来
说，社会创新活动是对组织目标的一种肯定，提高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
效率与积极性。
３ ．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历来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多方供给机

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难以覆盖多种公共服务，各种社会问题频繁产
生，例如残疾人就业问题（１ １）、艾滋病宣传防护问题（１ ２）、失学问题
（１ ３）、流动人口问题（１ ４）、污染问题（１ ５）等。这些社会问题都是长期存
在而难以解决的。随着社会部门与企业逐渐承担起满足公共服务与社会需求的
职能，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力得到转移，政府部门逐渐抽身，得以在其他领域
更好地发挥作用。
４ ． 社会创新的示范对象。社会创新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对于政

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来说，对“示范”进行合理复制结合本地特点进行完善，
有利于推动社会力量的相互进步。社会创新的复制与推广是社会创新绩效的重
点内容。例如：龙州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复制推广，孵化出龙州县孝行天
下社会养老项目（３ １４）；村级社区发展循环资金项目的运作模式，在“非政
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的两个试点村复制使用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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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功（１ ２０）。经验复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成本，压缩了创新周期，帮
助其他社会组织克服创新瓶颈，达到了社会创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可以看出，大部分社会创新活动都实现了“多方共赢”。这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创新阻力，从而保证了创新项目不至于半途夭折（吴建南等，２００７）。不
过，“多方共赢”的绩效局面并不是相同的，不同的创新内容，最终社会创新的
绩效也存在差异（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０４）。服务创新涵括了新的服务内容，进一步弥补
了社会需求，维护了社会公平；技术创新改进了原有的做事方式，成本控制下
提高了创新活动的成效；组织创新则是促进了社会企业、新社区等新型组织形
态的出现，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然而社会创新的效益很难进行准确
衡量，直接受益者的绩效往往得到普遍关注，但间接绩效却往往被人忽视，这
也是目前社会创新评估与认识方面亟待改进的部分。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创新兴起不是偶然现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变迁
的内在需求，逐渐引出了社会部门在创新资源配置和激励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创新活动遍地开花，６９个代表性案例映射出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现状：社
会创新活动在分布中表现出了极强的集中性、短期性和经济关联性等特征；而
诸如社会企业、“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新型义工管理模式等社会创新活动的
涌现，既呈现了目前新领域兴起的潮流趋势，也反映了社会创新主体多元化、
专业化，创新方式的联合化、多样化，志愿者组织化的发展特征；社会创新热
点的兴起、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以及社会活动地域的分配不均，恰好都为社会
创新的扩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创新活动以各种形式在其他地区复制和完善，
创新绩效显示出政府、社会组织、项目受众等多种主体的利益共赢。

然而，社会创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趋同式的伪创新”“缺乏动力
的创新”“运动式的创新”依然都是需要正视的现象。目前，社会创新在方式和
内容上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在热点的集中关注下，社会创新项目相互效仿，同
质性的创新更容易催生换汤不换药的“伪创新”出现。那些不愿主动创新、却
在创新潮流中不得已做出改变的项目得以存活，不仅湮没了深层次创新的萌芽，
也容易造成社会创新程度虚高的假象。不仅如此，社会创新的动力与持续性也
都表现出一定不足，目前社会上并没有如期涌现出一大群的“英雄式个人”或
者“社会企业家”，甚至目前流行的公益风投也主要是由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推
动。社会创新本身依然存在着创新程度不高、动力与参与性不足等问题。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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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创新扩散的现状也值得引起重视。综观目前国内外社会创新的实践，好
的创意层出不穷，但诸如虚拟养老、三社联动等更具有复制价值的社会创新模
式并未大量扩散复制（郑琦，２０１１）。社会创新扩散的不理想，是因为一个成功
试点，往往意味着来自政府、企业或大型社会组织的多方资源投入。在政策偏
好、资源支撑、政府支持、帮扶给予之下，试点区域的实践可以顺利取得令人
欣喜的绩效。但进行传播时，目前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理念并未发生变化，各地
区相应的标准化体系也未建立，脱离政策与环境的社会创新项目要自身求得生
存，往往半途夭折。这种试点并不意味着能够复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创
新的扩散。

总而言之，我国社会创新有着美好的发展趋势，但与国外社会创新概念的
广泛性、发起的自发性和发展的自由性等特征相比，当前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
的创新实践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缺乏指导与思考的盲目性，现有社会创新治
理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包揽”现状急需改变，在社会组
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资源合作供给体制尚未形成的背景下，政府角色难
以退位，社会创新活动不可避免地添加了“行政化”色彩。另外，企业部门的
协同作用并未凸显，在社会企业家、企业社会责任等观念尚未普遍传播的情况
下，企业更多地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捐赠主体与第三部门合作，社会企业并没有
完全兴起。因此，我国社会创新表现出这种“管理下的社会创新”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特征一直难以避免被批判的命运。然而，虽然“管理下的社会
创新”与国外社会创新相比，它偏离了一个真正的社会授权过程，并且缺乏重
要的、以社会为基础的投入，但是它为新的社会思想、战略和组织提供资源与
发展空间的作用值得被肯定，政府在管理这些社会创新时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程
度的成功（Ｊｉｎｇ ＆ Ｇｏｎｇ，２０１２）。

这种情况下，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的协同创新理念被广泛提出，被认
为是促进社会创新动力、保证项目持久性的解决良方，也是未来社会创新治理
的框架选择。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僵化的“角色”定位，而更应
该是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互动参与式、强调能促性的公共治理精神和
氛围（张强，２０１３）。那么，在这种协同治理中，政府与企业在社会创新中究竟
应该处于何种角色？这种模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目前描述性研究下难以深入
的问题，也将是未来研究议题所在。

社会创新具有累积性特征，需要通过学习和模仿来实现创新的稳定性和持
续性。现阶段，我国社会创新更多地是学习国外社会创新经验，再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再创新。国外社会创新在服务领域、项目工具、组织架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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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等方面都走在了前面，有非常多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并且全球化和
信息化为这种知识外溢和经验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国外经验的借鉴和
引入绝不等同于简单照搬和模仿，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创新扩散
的效果受到自身属性的影响，技术性、操作性的经验就比规则性、规范性和文
化认知性的经验更加容易传播和共享，经验扩散止于前者将不利于社会创新的
深入。二是创新扩散具有较强的制度环境依赖性，历史和环境是重要的，创新
所涉及的移植、重组、转化与实施的一系列过程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忽视制度环境约束的简单移植将会导致社会创新的异化。因此，我国社会创新
的本土化是国外经验与本土环境相互作用、嵌套融合的过程。这是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我国社会创新实践的主流趋势，社会创新本土化的过程和机制也必然成
为重要研究议题。

不可避免地，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社会创新起步阶段的文本分析，
只能停留在目前现状的描述性解读，社会创新研究的成熟阶段并未到来，因此
难以对社会创新的未来深入发展进行更加具体的理论指导。另外，社会创新的
绩效分析部分难以找到更加合理的指标体系，无法对创新绩效进行更加完善的
分析。最后，文本数量也存在一定不足，使得统计结论可能出现偏差，但需要
强调的是，案例覆盖了社会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全部文本，数量的局限是奖项评
估起步较晚的不可逆因素造成的。以上这些问题在短期之内很难得到解决，只
有随着社会创新实践的不断发展，相关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入，在探索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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