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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 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吕志奎"

$摘要% 从科层制到市场机制# 再到网络治理机制# 公共行政正变得越来越
具有合作性# 以更有效地改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共服务提供% 在过去*# 余
年间# 合作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战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发展% 合作治理
已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内容# 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图景# 为公共行政学未来
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有助于公共行政获得新的发展方向% 合作治理
的兴起和发展# 反映了公共管理世界中人们不断探索政府治理质量创新机制的
努力方向% 论文梳理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途径( 学术论争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文
献# 指出西方合作治理研究对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以及应关注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 合作治理!治理转型!包容性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 _&"!!!!!!!!!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夏书章教授$*#)*% 在展望,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 时发出,加强合作治
理研究是时候了- 的呼吁' 指出他所看好的公共管理未来十年前景' 也正是在
很大程度上寄厚望于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威尔逊
$X55=@5kX1B952% $X1B952' )%%(% 在"行政学研究# 中就提醒行政的职责在
于' ,使得一切单位都既能彼此独立又互相合作' 把独立和互相帮助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足以使最优秀的人物都向往的伟大而又重要的任务- * 威尔逊所言实际
上暗示了公共行政中相互依赖的分工合作治理制度* 公共行政是具有高度理性
的人类合作行为$沃尔多' )^^(% * 合作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更有效地改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共服务提供* 弗雷德里克森$ Q̀

&%!

"

吕志奎#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8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感谢朱亚鹏教授的建议和
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福建省*#))计划&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项目(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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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U<[@<=<@1/J952% 曾断言' ,公共行政正逐步走向合作理论) 网络理论) 治理
理论以及制度建构理论- $[@<=<@1/J952' )^^^

!

(#*% * 在过去*# 余年间' 合作
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战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发展$Y29<BBe K.90'

*##%% * 合作是新治理的重要特征$ H.B.652' *##*% * 合作治理已成为公共行政
研究的重要内容$L<77B' *#)$% * 合作治理的根本性承诺就是将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容在合作讨论平台' 通过这一平台讨论公共政策问题并形成解决方案
$O5029752 <7.B̀' *#))% *

一& 合作治理的研究途径

'一( 契约主义途径

这种研究途径的代表人物有简+莱恩$O.2<'Z@1J M.2<% ) 弗里曼$O5=:

[@<<6.2% ) 休斯$lk<2 Z̀ Q;U0<9% ) 萨瓦斯$Z6.2;<BH.?.9% ) 琼斯$N.@5B:2

À O5029% ) 阿尔福德$O502 YBP5@=% 和布里森$O502 >@:952% 等* 新公共管理
主张以契约制为诱因建构公共服务合作提供安排&&&致力于改革传统的契约制'

并用现代契约制取而代之' 促进了行政国家中合作联邦主义发展$O5029<7.B̀'

*##&% * 在行政国家的合作治理中' 行政国家正在变成,契约国家-

$N527@./712UH7.7<% ' 将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民营化' 公共服务通过一系列契约提
供! 在政府之间达成契约以及在政府机关与私人供应商之间达成的契约$弗里
曼' *#)#

!

+^"% . 公私契约可能会颠覆诸如公众参与) 理性) 公平以及责任等
重要的公法规范$弗里曼' *#)#

!

$("% *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诸如雇主与雇员
之间委托&代理中的所有现象都可以通过转换为谈判合同$T<U571.7<= N527@./7%

基础上的市场交易行为而得以解释$ H1652' )^^$ % * 制度建构了人们在政治)

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T5@70' )^^#

!

"% * 制度规则是为了调整
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框架* 科层制与市场交易作为契约可以被用为
替代机制' 横向和纵向整合的组织模式变革需考虑交易成本$X1BB1.6952'

)^($

!

)^+% * 在传统公共行政中' 官僚制组织是合作建构的主要表现形式' 长
期合同是它所采用的主要制度' 而新公共管理打破了这种组织模式' 用短期合
同取代了长期合同$莱恩' *##+

!

)$) ')$* % * 新公共管理作为契约主义
$N527@./7;.B196% ' 通过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 政府内部的服务提供者面对来自
私人企业或第三部门的竞争' 购买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契约形式体现'

规定需要提供的产出和激励惩罚措施$YBP5@= eQ;U0<9' *##%% * 作为一种独特

'%!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 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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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治理类型' 公私伙伴关系$EEE% 以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正式契约关系
为基础$>@:952 <7.B̀' *#)$% * 政府在民营化过程中必须发展管理契约关系和
公私伙伴关系的能力$萨瓦斯' *##*

!

"+*% *

'二( 公民主义途径

这种研究途径的代表人物有登哈特夫妇$O.2<7]̀ _<20.@=7) V5I<@7>̀

_<20.@=7% ) 弗雷德里克森) 博克斯$V1/0.@= Ǹ >5\% ) 托马斯$O502 NB.:752

S056.9% ) 库伯$S<@@:M̀ N55-<@% 等* 公共行政人员理解民主政府通常以代议
制为基础' 但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可能局限于代议制' 还可以通过开放的) 组织
化的参与过程有效地) 集体地发挥作用$[@<=<@1/J952' )^^) % * 登哈特夫妇
$_<20.@=7e_<20.@=7' *###% 建构的,新公共服务- $T<kE;IB1/H<@?1/<% 规范
性理论框架' 质疑了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失灵问题' 提出新的合
作治理的创新方案' 以倡导公民权和捍卫公共利益为诱因建构公民与政府之间
的信任合作关系* "新公共服务# 一书抓住了这场新的运动的合作和民主精神)

主要内容和治理焦点$>@:952 <7.B̀' *#)+% * 新公共服务,以公民对行政过程
的参与而著称- $登哈特) 登哈特' *##+

!

^)% . 行政官员必然要扮演好公共代
理人的角色' 把一项公共服务建立在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登哈特)

登哈特' *##+

!

)&%% * 新公共服务实际上复兴了新公共行政中的公民主义' 以
更精细的观点回应民主和市场价值$_<20.@=7e_<20.@=7' *#)$ % * 博克斯等
$>5\<7.B̀' *##)% 认为' 公民参与和公民协商有助于推进实质性民主' 实质性
民主的关键要素是公民与公共行政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 新公共服务强调公民
权利' 将公民协商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核心$X.@2<@eQ<P<7c' *##%% * 积极的
公民参与和协商改善公共管理者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 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
性$托马斯' *##$

!

)+"% * 库伯等$N55-<@<7.B̀' *##&% 构建了在以公民为中
心的协作性公共管理$N171c<2 '/<27<@<= N5BB.I5@.71?<E;IB1/A.2.U<6<27% 过程中
公民参与途径的概念模型' 该模型包括协商) 公民社会) 信息交换) 选举等公
民参与途径' 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 回应性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

进入公民治理时代' 要重新界定公民的角色' 即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变为
社区治理的主动参与者' 制度变革的重点是从集权的) 以专家为基础的制度向
以分权的) 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转变$博克斯' *#)"

!

*"% *

'三( 社会建构途径

这种研究途径的代表人物有福克斯$N0.@B<9Ò [5\% ) 米勒$Q;U0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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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B<@% 和全钟燮$O52UH`O;2% 等* 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框架或许是探寻民众
与行政管理者实现最有效合作的途径$全钟燮' *##%

!

""% * 不同于公共行政传
统进步主义模型$ S@.=17152.B'E@5U@<991?<A5=<% 的封闭性和交易理论
$Z\/0.2U<S0<5@:% 模型的理性效应最大化' 社会建构主义$ H5/1.B

N5297@;/71?196% 作为后进步主义公共行政$ E597' -@5U@<991?< E;IB1/

Y=612197@.7152% 模型' 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 允许不同的声音通过政策网络影响
决策和政策执行' 通过合作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协商方案和处理分歧' 调整和
创造集体行动的新能力$A1BB<@' )^^+% * 福克斯和米勒$*#)"% 呼吁建立公共
行政的话语理论' 将公共政策及其实施理论化为一种公共话语的能量场$E;IB1/

Z2<@U:[1<B=% ' 即通过有意义的) 真诚的) 切合情境的公共话语理论' 改变思考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方向' 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的权力' 都有机会
在对话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社会建构基于以下两个重要假设! $)% 通过辩论性
对话和话语来参与决策制定过程. $*% 通过减少科层控制来阻止官僚统治的价
值$全钟燮' *##%

!

)%+% * 社会建构框架推动科层统治向民主治理转型' 公民
社会同政府统治二者间的关系转变为政府) 企业) 公民社会三角关系' 以便减
少其关系的科层性' 增加其合作性$全钟燮' *##%

!

)&"% *

'四( 网络治理途径

*#世纪̂#年代后' 从网络视角研究合作治理的文献不断增多' 网络治理话
语) 概念及理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V05=<9' )^^&' )^^(' *##(.

lqS55B<' )^^(. K5B=96170eZUU<@9' *##+. G2U@.0.6 e M:22' *##+. l9I5@2<'

*##&. YU@.25PP' *##&. lqM<.@:e >12U0.6' *##^. l9I5@2<' *#)#. l9I5@2<

<7.B̀' *#)". N5291=12<' *#)". _5@6.=:' *#)". L.-;/;eK.@.:<?' *#)".

Y2212/JeM;/1=.@6<' *#)+. YBP5@=' *#)+. E<975PP' *#)+. >@:952 <7.B̀' *#)$.

].2U<2 <7.B̀' *#)$. ]55@I<@U<7.B̀' *#)$. LB1,2 eL5--<2,.2' *#)&% * 网络治
理理论视跨部门合作为,网络- ' 强化了合作治理研究* 公私部门合作网络已成
为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特征$V05=<9' )^^&% * 以边界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方法在
*)世纪已过时' 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网络途径$L<77B' *##&% * 网络化治理包括
不同层级政府) 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之间的协作$K5B=96170eZUU<@9' *##+

!

)+(% * 公共管理网络研究传统建立在治理与政府间管理网络的交叉领域
$YU@.25PP' *##(

!

*$% * 治理作为组织间网络被用来描述公共服务提供中相互依
赖的行为者&&&政府) 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之间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资金) 信息
和知识等资源交换' 以实现治理目标$V05=<9' )^^&' *##(% * 网络治理途径'

)%!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 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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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是处理相互依赖性和认知多样性' 促使相互依赖的行动者之间合作生产
$LB1,2 eL5--<2,.2' *#)&

!

*^#% * 合作生产$N5'-@5=;/7152% 是公共服务提供
过程的核心要素$X.B=5' )^%+. l9I5@2<<7.B̀' *#)". NB./J <7.B̀' *#)".

YBP5@=' *#)+. V.=25@<7.B̀' *#)+. E<975PP' *#)+. ].2 Z1,J e H7<<2' *#)& % *

当前合作网络治理研究文献意识到了跨部门网络管理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以及
政府在更加动态的公共服务网络中通过伙伴关系和合作追求创新$S056952 e

E<@@:' *##&. YU@.25PP' *##(. A/K;1@<' *##&. Y29<BBeK.90' *##%. Z6<@952

<7.B̀' *#)*. E;@=:' *#)*. Y2212/J eM;/1=.@6<' *#)+. >@:952 <7.B̀' *#)$.

LB1,2 eL5--<2,.2' *#)&% *

'五( 公共价值途径

这种研究途径的代表人物有莫尔$ A.@J Q̀ A55@<% ) 波兹曼$ >.@@:

>5c<6.2% ) 斯托克$K<@@:H75J<@% ) 罗茨$V5= V05=<9% 和万纳$O502 X.22.% )

乔根森$S5@I<2 ></J Os@U<29<2% ) 阿尔福德) 休斯) 布里森) 巴达赫$Z;U<2<

>.@=./0% ) 本宁顿$ O502 ><212U752 % ) 达尔$ Y=.6 _.0B% 和凯西$ N5BB<<2

N.9<:% 等* 公共价值途径是改善公共服务和重建公共行动合法性的理论研究
$V05=<9eX.22.' *##^% * 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运动' 公共价值治理$E;IB1/

].B;<K5?<@2.2/<% 是对网络时代) 跨部门时代和过去行政理论途径不足的回应
$>@:952 <7.B̀' *#)+% * 合作网络治理过程关系公共价值创造$>@:952 <7.B̀'

*#)+% * 巴达赫$>.@=./0' )^^%

!

& % 以物理世界中的工艺行为&&&建房子为
例' 解说合作是两个或更多机构以增进公共价值为目的的联合行动' 需要开发
机构间合作能力* 公共价值由政府官员和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思考集体地建构.

公共价值管理$E]A! E;IB1/].B;<A.2.U<6<27% 范式建立在以对话和交换基础
为基本特征的网络治理实践基础上' 对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给予更
多的认可$ H75J<@' *##&% * 乔根森和波兹曼$Os@U<29<2 e>5c<6.2' *##(% 将
公共行政与政治家) 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视为公共价值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创造公共价值需要更大范围内的行政部门) 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 志愿者组织
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以改善治理过程$ H-.25' *##^. >@:952 <7.B̀'

*#)+. Q<1JJ1B.eK<@B.J' *#)&. H75;7eM5?<' *#)(% * 斯托克$ H75J<@' *##&%

和波兹曼$>5c<6.2' *##(% 主张将协商程序整合进公共价值创造模型. 整合和
创造公共性以增进公共价值$><212U752' *##^. >5c<6.2 eA5;B752' *#))% * 问
责) 透明) 回应) 责任和质量是公私伙伴关系中的公共价值$ V<:2.<@9'

*#)+% * 公共价值途径强调民主治理并且为行政部门构建参与式民主制度设定

*&!

#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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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N.9<:' *#)$ % ' 构建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公众合作框架$E;IB1/'

E@1?.7<'N171c<2 N5BB.I5@.7152 [@.6<k5@J% 创造公共价值$Q;1eQ.:BB.@' *#)#% *

'六( 动态系统途径

这种研究途径将合作治理视为复杂的) 动态的多层系统' 关注合作治理的
环境和条件) 过程和结构) 约束因素和冲突管理) 产出和责任' 代表人物有赫
克萨姆$ N0@19Q;\0.6% ) 布里森) 安赛尔$ N0@19Y29<BB% 和加什$ YB1952

K.90% ) 艾默生$ L1@J Z6<@952 % ) 普迪$ O1BBÀ E;@=:% ) 托马斯和帕瑞
$O.6<9M̀ E<@@:% 等* 对于学者来说' 更系统地理解合作治理过程将提升该研究
领域的公共价值$S056952 eE<@@:' *##&% * 合作治理可以包含英国的协同政府
运动) 政府现代化改革中公共) 私人和志愿部门的协调) 中央与地方合作) 合
作生产) 网络) 伙伴) 联盟等治理形式和标签' 合作治理面临结构复杂性) 动
态性和多样性挑战$Q;\0.6' *###% * 托马斯和帕瑞$S056952 eE<@@:' *##&%

从治理) 管理) 自治) 共同利益和信任与互惠等五个维度开发了合作治理过程
的系统途径* 安赛尔和加什$Y29<BBeK.90' *##%% 认为' 合作治理是公共机
构将多种利益相关者$非政府部门和公众% 整合进共识导向的集体决策过程'

构建了包括初始条件) 制度设计) 推动型领导和协作过程四个基本变量的合作
治理模型' 强调面对面对话) 建立信任以及发展承诺和共同理解是合作治理过
程的关键因素* 艾默生$Z6<@952 <7.B̀' *#)*% 等构建了包含系统环境) 合作
治理体制以及合作动态性与行动的合作治理的整合框架* 外部系统环境包括产
生合作的机会和障碍并影响合作治理的动态变化. 合作的动态性包括原则性参
与$E@12/1-B<= Z2U.U<6<27% ) 共同的动机$ H0.@<= A571?.7152% 和联合行动能力
$N.-./17:P5@O5127Y/7152% * 这三大互动要素产生合作行动' 执行合作治理体制的
目标* 这一分析框架整合了个体动机和集体行动障碍) 合作性社会学习和冲突
解决过程和跨界合作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知识* 布里森等$>@:952 <7.B̀'

*#)$% 构建了包括一般前提条件) 初始条件和驱动力量) 合作过程) 合作结构)

过程与结构的互动) 地方性冲突和紧张) 责任和产出等要素的合作治理理论框
架* 合作治理过程包括信任和承诺) 沟通) 建立合法性和合作计划' 责任) 管
理权力不平衡$E5k<@G6I.B.2/<% 和冲突等议题是合作治理过程中的特殊问题
$>@:952 <7.B̀' *#)$% * 合作治理是决策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享权力' 成功的
合作治理依赖于合作性参与和权力共享' 关注权力将帮助设计更富有代表性)

包容性) 公正性的合作治理过程$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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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作治理的学术论争

在过去)#余年中' 西方学者已经构建了理解合作治理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952 <7.B̀' *#)$% ' 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变革的知识性转向* 上述六
种研究途径互有交集' 但各具特点* 合作治理是横跨公共) 私人) 非营利和公
民领域的跨部门概念$E;@=:' *#)*% * 合作治理理论定位的是民主合作原则而
非控制和竞争原则' 对权威关系的理解和公共决策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合作建构
的原则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具有根本差异* 有学者断言$[@<=<@1/J952'

)^^). L<77B' *##*. l9I5@2<*#)#. Z6<@952 <7̀ .B̀' *#)* % ' 合作治理已经成
为民主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但该领域至今未形成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型* 这反映
合作治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建构$S056952 eE<@@:' *##&% *

从理论上看' 合作治理概念和中心主题与囚徒困境$S0<E@1952<@9q_1B<66.%

和博弈论$K.6<S0<5@:% ) 集体行动逻辑$M5U1/5PN5BB</71?<Y/7152% ) 公共池塘
资源$N56652 '-55BV<95;@/<% ) 政府间合作$G27<@U5?<@26<27.BN55-<@.7152% )

政策网络$E5B1/:T<7k5@J% 和网络化治理$T<7k5@J 'I.9<= K5?<@2.2/<% ) 多中
心治理$E5B:/<27@1/K5?<@2.2/<% ) 参与式治理$E.@71/1-.75@:K5?<@2.2/<% ) 协商
民主$_<B1I<@.71?<_<65/@./:% ) 协同政府$O512<= ';- K5?<@26<27% 以及整体政
府$XlK! X05B<5PK5?<@26<27% 是联系在一起的* 合作治理研究的特点之一'

就是学科) 研究范式) 理论视角和关注的焦点具有多样性$Q;\0.6' *##" % *

现有文献甚至对该领域最基本的术语也有不同的解释' 对诸如,伙伴关系-

$E.@72<@901-% ) ,联盟- $YBB1.2/<% ) ,合作- $N5BB.I5@.7152% ) ,网络-

$T<7k5@J% 或,组织间关系- $G27<@'5@U.21c.7152.BV<B.7152% 等术语的使用很少
有共识* 该领域研究的另一特点就是对于跨学界研究和范式仍相互缺少认可
$Q;\0.6' *##"% * 正是因为合作治理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特征' 由此也引发了该
领域的学术论争*

'一( 公共服务的合作契约提供! 市场经济学还是组织经济学-

*# 世纪̂# 年代以来' 作为一种合作式服务提供$N5BB.I5@.71?<H<@?1/<

_<B1?<@:% 机制' 以契约为核心的混合型公私提供$ A1\<= E;IB1/&-@1?.7<

_<B1?<@:% 在西方公共服务领域快速发展' 日益成为网络治理体系中市场管理的
新形式$X.@2<@eQ<P<7c' *##%% * 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了另一种观点! 部门之
间边界越来越模糊' 为具有不同价值和目的的行为者开展合作活动创造了机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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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2 <7.B̀' *#)*% * 民营化或公私伙伴关系作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多样
化制度安排' 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对经济主体的随意的政治干预$萨瓦斯'

*##*

!

"+*% * 西蒙$Q<@I<@7Ỳ H1652% 在"组织与市场# 一文中指出新公共管
理的市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不够完善' 主张建立组织经济学理论' 重新揭
示盈利组织) 非盈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何时运作良好以及何时需要市场竞争以训
练组织有效运行这两个问题$ H1652' )^^$% * )^^( 年( 月西蒙$ H1652' )^^%%

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为什么需要公共行政(# ' 对新公共管理
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倾向提出了严肃批评' 将经济自利和效用最大化视为社会工
作中人的唯一重要动机是虚假的' 公共和非盈利组织不可能像私人企业那样追
求效率原则*

针对新公共管理改革中政府表现得像个合同转包商的问题' 西蒙$ H1652'

*###% 在临终前一年发表的高斯演讲"当今组织与市场世界中的公共行政# 中
再次批判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服务市场化) 民营化* 西蒙认为' 在现代社会'

为什么我们拥有市场( 为什么拥有各种组织( 什么决定市场和组织两种协调机
制的边界( 这是当今社会中行政制度) 公共和私人角色的核心问题* 协调的成
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引领组织设计' 并决定了组织与市场的边界' 换句话说'

就是决定哪些生产和服务由组织自身提供' 哪些从外部购买. 政府机构中的合
同外包行为并不是由效率考量所驱动. 组织设计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组织与其
成员间的契约. 组织认同$l@U.21c.7152.BG=<271P1/.7152% 是一种强大激励因素'

根植于人们的价值观' 不同于自私自利动机. 正式成员对组织的认同赋予了组
织充分的权力' 确保组织成员的行为协调和实现组织目标$ H1652' *###% * 实
践表明' 很多基本服务由政府提供好过私人企业' 或者交给竞争性市场将导致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过去由公共机构提供的许多服务民营化试验开始表明' 转
向市场8企业组织并非行政弊端的至上疗法$ H1652' *###% *

近年来公共部门中强调合作网络的新治理形式重新推动了对新公共管理的
这种批判趋势' 公共行政学界已经为新公共管理撰写墓志铭$YBP5@= eQ;U0<9'

*##%% * 注重职位基础上的科层权力和权威以及严格的管理控制的传统领导模型
不适应现代治理体系' 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灵活性) 适应性) 共享性) 合作性的
公共领导模型$_<20.@=7e_<20.@=7' *#)$ % * 博克斯$*#)" % 主张构建以公民
而非以官僚为中心的公民治理模型' 整合公民) 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各方
力量共同合作应对复杂问题* 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都无法有效应对公共
服务设计) 提供和管理的复杂现实' 新公共治理$T<kE;IB1/K5?<@2.2/<% 取而
代之$l9I5@2<' *#)#% * 奥斯本$ H7<-0<2 È l9I5@2<% 认为' 新公共管理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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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治理演进中的一个过渡阶段$l9I5@2<' *#)#

!

)% *

尽管学者们提出了新公共管理之后的各种公共行政模式' 但中心主题是组织间
合作实现目标' 诸如网络治理) 合作政府$N5BB.I5@.71?<K5?<@26<27% ) 公私伙伴
关系$EEE% 以及协同政府$O512<= ';- K5?<@26<27% 等体现了这种合作主题
$YBP5@= eQ;U0<9' *##%% *

'二( 合作网络治理! 取代官僚制还是与官僚制共存-

奥斯特罗姆$ZB125@l97@56% 的多中心治理是网络治理的早期版本' 或者多
中心概念预设了近年来学术界对网络治理研究兴趣的开发$A/K12219el97@56'

*#))% * 罗茨$V05=<9' *##(% 在"理解治理# 出版)# 年后的反思中认为' 网
络治理解释了科层模型的式微' 罗茨主张去中心化$_</<27@<= S0<5@:% 的治理
理论研究途径' 强调盎格鲁治理学派$Y2UB5'U5?<@2.2/<H/055B% 正在经历一场
知识危机* 网络治理中的参与应该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而非官僚体制得以建构'

民主治理意味着要依靠网络去提高全世界公民生活的质量$戈德史密斯) 埃格
斯' *##%

!

)&)% * 近年来' 围绕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缺陷展开的学术
争论' 在新公共治理的名义下' 网络治理被认为将取代新公共管理成为公共行
政的主导范式$l9I5@2<' *##&' *#)#. B:22' *#)#% * 政府管理越依赖科层权威
的复杂关系'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在解释许多行为过程中的困惑就越多' 网络治
理途径有助于公共行政逃离植根于科层权威的传统组织理论的困境$L<77B'

*###.% * 当前以参与式决策和由不同行动者组成的庞大网络为基础的新治理范
式$T<kK5?<@2.2/<E.@.=1U6% 正取代以权威化国家和科层制结构为基础的传统
统治模式$L16<7.B̀' *##$% * 新公共治理$T<kE;IB1/K5?<@2.2/<% 作为一个
整合性知识框架' 侧重相互依存的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 提供
公共服务' 关注组织间关系和过程的合作治理' 综合了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
管理的优点' 具有成为公共行政新的研究方向的趋势$l9I5@2<' *##&' *#)#% *

合作网络治理和新公共治理是否已成为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现在仍然存在
争论* 奥斯特罗姆$l97@56' *#)#% 主张需要采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模型理解
复杂经济制度环境背景下当代社会人类互动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的复杂性' 超
越市场与国家' 创建包括营利部门) 政府部门和社区在内的多样化) 多层次制
度安排与激励结构* 网络治理和新公共治理将不会是简单地取代传统公共行政
和新公共管理' 网络治理并非适合所有环境的治理方法$LB1,2 eL5--<2,.2'

*#)&

!

")#% * 未来公共部门管理既越来越多应用网络治理实践' 又力图整合传
统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 产生实践与思想的交叉融合$LB1,2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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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2,.2' *#)&

!

"))% * 网络仅仅改变了国家作用的边界' 但似乎没有以任何
方式取代公共官僚制$YU@.25PP' *##&% *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官僚制不会消失'

协作性公共管理仍然是补充而非取代单一组织管理$A/K;1@<' *##& % * 福山
$[@.2/19[;J;:.6.% $*##%

!

*%+% 在"大分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中批判了网络治理的危险性! 设想一个拉平的) 网络化的非等级制的未来世界'

就等于设想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 福山$*##%

!

*$%% 怀疑正式的等级制组织很
快消亡这一说法' 即使网络将来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们也会与正式的等级制组
织共存* 合作网络治理所开出的药方并非是取代科层权威制度' 而是弥补行政
官僚的内在知识缺陷*

'三( 公共价值合作治理! 真实民主还是民主缩水-

公共价值是公共管理中的大事情$S.I57' *##^% * 公共行政领域未来的研究
需要理解合作治理如何有助于创造公共价值$>@:952 <7.B̀' *#)$% * 公共价值
理论中大规模的学术争论发生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达尔和索斯$O5<

H599% $_.0BeH599' *#)+% 认为' 就公共价值治理的政治意义进行对话的时机
已经成熟' 公共价值已作为民主化议程被推进' 公共价值模型的兴起反映了公
共权威从,政府- 向多部门合作治理模式的漫长历史转变' 这对于民主理论具
有重要意义' 民主依赖冲突不亚于依赖合作* 组织间合作有助于创造公共价值
和推进治理创新$EB5721J5P' *#)$% * 有学者断言$ H75J<@' *##&. >@:952 <7.B̀'

*#)+. N.9<:' *#)$. _<K@..P<7.B̀' *#)&% ' 公共价值管理途径超越了传统公
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 乔根森和波兹曼$Os@U<29<2 e>5c<6.2' *##(%

认为' 公共价值是公共行政中最重要的话题' 虽然莫尔$A55@<' )^^$% 在书名
中使用了公共价值术语' 但是他实际上关注的是公共管理质量' 并没有给出公
共价值的基本概念* 阿尔福德和休斯$YBP5@= eQ;U0<9' *##% % 主张' 公共管
理的下一步改革运动指向公共价值范式' 创造公共价值意味着在特定范围内为
公众追求最大的公共利益* 公共价值治理途径则主张需要政治家) 公共管理者)

私营和公共组织) 公民之间的积极合作网络创造公共价值* 西方国家针对新公
共管理所导致的碎片化问题所采取的协同政府) 整体政府和合作治理等回应措
施' 正是关注协调合作并且重建和追求超越狭隘的效率和结果的公共价值目标
$>@:952 <7.B̀' *#)+% *

达尔和索斯$_.0BeH599' *#)+% 批判了公共价值模型' 认为公共价值概
念有产生新自由理性的新变种$YT<k].@1.275PT<5B1I<@.BV.7152.B17:% 的风险'

扩大和强化其支持者试图推翻的去民主化) 市场导向的项目. 公共治理学派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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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于公共管理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不健康的伙伴关系侵蚀民主自治政府' 导
致民主缩水$S0<_5k291c12U5P_<65/@./:% * 费尔德曼$_.21<BM̀ [<B=6.2%

$[<B=6.2' *#)+% 认为' 公共价值理论者倡导的公民协商途径败坏了民主声誉'

在民主环境中' 公民的正当角色是控制政府' 而非简单地,消费- 产品* 公私
部门伙伴关系$EEE% 对社会经济正义构成了威胁' 公共价值理论家基本上忽略
了什么才是对民主最严重的挑战$[<B=6.2' *#)+% * 真正的民主成于政策议题
的严肃认真的公共冲突' 而不是公共价值学者偏好的合作和避免冲突
$[<B=6.2' *#)+% * 公共价值的评判应该以公众集体表达的方式进行' 而非不考
虑其他人意见和处境的简单的个人估价$A55@<' *#)+% * 公民) 公民权和民主
是公共价值治理途径的中心议题' 这可以回到沃尔多$_k1U07X.B=5% 对民主行
政理论的持久兴趣$>@:952 <7.B̀' *#)+% * 民主行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调
和民主要求与权威需要的一致性$X.B=5' )^$*% *

三& 合作治理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公共管理创新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创
新称作,合作治理创新$吕志奎' *#)$

!

$*% - * 持续改善政府治理质量是一个
永恒的目标' 而合作治理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并为探索新的公共管理
实践开辟道路* 如果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具有开放性) 公共性和参与性' 那么
它们本身就是行政道德的最佳保护者' 这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弗雷德里克
森' *#))

!

*"% * 下一代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人员必须与各种参与者合作' 并
整合各种不同的态度和利益' 要从跨学科途径理解政府) 公民和企业之间合作
联盟$]1U5=.'K.=57' *##"

!

)&( % * 奥利瑞等$lqM<.@:e].2 HB:J<' *#)# %

认为' 伙伴关系是未来公共行政的核心' 公众将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更多的合
作治理和更加重视协商民主* 合作治理的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包容性过程管理
$O5029752 <7.B̀' *#)) % * 分散化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服务组织必须整合
$K55=9<BB' *##&. V.<:6.</J<@9e L<219' *#)& % ' 通过包容性公共管理
$G2/B;91?<E;IB1/A.2.U<6<27% ' 促进公共管理者) 技术专家) 公众和政治家的相
互包容和民主参与' 实现合作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包容性$[<B=6.2 e

n;1/J' *##^. [<B=6.2 <7.B̀' *##^. O5029752 <7.B̀' *#))% *

'一( 合作治理过程中的包容性知识管理

所有网络管理中最具特色的合作行为是公共部门知识管理$YU@.25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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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 加工和应用成为网络的核心功能' 这些知识包括
数据和信息以及来自于经验) 判断) 技能方面解决问题的见解等' 多数公共管
理网络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管理网络$YU@.25PP' *##(

!

*^% * 有效管理网络环境
中任何公共问题的根本挑战就是多元参与者之间知识的输送) 接收和整合' 整
合不同的知识需要探索合作能力建设者在实践中如何跨组织边界解决问题
$X<I<@eL0.=<61.2' *##%% * 知识共享胜过纯粹的机制或技术问题! 它是网络
治理的真正核心$戈德史密斯) 埃格斯' *##%

!

)$^% * 作为承认分散化在治理
网络中不同行动者之间各种知识要素的附加价值的艺术' 包容性知识管理
$G2/B;91?<L25kB<=U<A.2.U<6<27% 是合作治理成功的根本要素$ >;;@<2'

*##^% * 合作治理中的集体学习提供了促进不同行动者之间知识获取和信息采
集) 共享与传播机制$K<@B.J eQ<1JJ1B.' *#))% * 成功的合作网络必须拥有足
够的财政资本) 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来实现治理目标' 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
环境下' 组织间跨部门知识共享对于解决复杂问题更加迫切和必要' 合作网络
中的知识管理显得更加重要$A19/0<2' *#)$% * 知识管理是促进合作网络创造
和使用知识资本的网络能力' 包括信息过程) 人类互动) 社会过程) 合作文化
和组织学习等五个子系统$A19/0<2' *#)$% *

'二( 合作治理过程中的包容性对话与协商

管理合作治理的悖论' 需要处理组织认同与合作认同) 领导与集体决策之
间的紧张关系$ H<=Uk1/J' *#)&% * 协作性公共管理过程中需要制定包容性战略
计划和管理机制解决冲突$A/K;1@<' *##&% * 包容性公共管理由管理者在决策
和执行中努力推进包容的行动构成' 包括三大原则$[<B=6.2 en;1/J' *##^% !

第一' 接纳各种不同观点. 第二' 为不同观点参与协商对话创造机会' 从而能
够产生新的思考和行动. 第三' 必须持续开发参与社区' 并且为人民合作解决
公共议题提供新的希望* 实现合作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包容性' 需要
创造促进信任) 共同承诺) 相互问责和愿意共担风险的协商气候' 驾驭合作张
力$O5029752 <7.B̀' *#))% * 在权力共享的环境中鼓励跨部门合作整合性思维
$G27<U@.71?<S012J12U% ' 通过合作而非竞争关系' 追求双赢而非输赢策略' 公共)

私人和非盈利多部门合作团队的整合以实现预期目标' 创造公共空间和公共价
值$[190<@' *#)+% * 布里森等$>@:952 <7.B̀' *#)+% 主张寻求更广泛的利益相
关者积极参与' 促进包容性对话和协商. 利用包容性合作过程开发包容性合作
结构' 这种结构支撑包容性合作过程$>@:952 <7.B̀' *#)$% * 网络) 信任和规
范等社会资本形式通过改善合作治理的有效性' 带来成功的治理$l0 e>;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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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放型政府$l-<2 K5?<@26<27% 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治理模型' 其独特
之处就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代表之间的权力共享' 这种共享合作治理模型反映了
各成员赞同公共参与和合作治理的价值$E157@5k9J1' *#)(% * 作为有效的公共接
触$E;IB1/Z2/5;27<@9% 方法' 整合性治理促进利用合作和建设性冲突寻求综合
解决方案的动态关系和参与过程$ H75;7eM5?<' *#)(% *

'三( 重新挖掘合作治理中权力与民主的包容性价值

合作网络途径为公共行政学未来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坚实基础' 有助于公共
行政获得新的发展追求' 这一问题其实是自国家创建以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最好地理解政治权力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L<77B' *###I% * 公共
行政的合作模型是推进实质性民主的方法' 有助于开发民主治理价$>5\<7.B̀'

*##)% * 里奇$X1BB1.6_̀ M<./0% $M<./0' *##&% 从七个规范性理念层面构建
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评估框架! 包容性$ G2/B;91?<2<99% ) 代表性
$V<-@<9<27.71?<2<99% ) 公正$ G6-.@71.B17:% ) 透明$ S@.29-.@<2/:% ) 协商
$_<B1I<@.71?<2<99% ) 合法性$M.kP;B2<99% 和赋权$Z6-5k<@6<27% 等* 作为民主
价值的包容性意味着合作过程中公共参与很少受到限制$M<./0' *##&% * 合作
治理的包容性价值源于公共性* 更宽泛的公共性概念可以增强政府机构的治理
注意力并有助于破除阻碍合作) 创新和持续改进的传统边界$lqM<.@:e].2

HB:J<' *#)#% * 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一步是重新挖掘公共$S0<E;IB1/% ' 即
关注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 发展公共价值) 公共参与和协商的理论与实践
$T.I.7/01' *#)#% *

针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蜕化以及气候变化问题' 奥斯特罗姆晚年致力于
开发自然资源合作治理的社会生态系统$ H5/1.B'Z/5B5U1/.BH:97<69' HZH% 框
架' 实现整合性) 合作性) 包容性生态治理* 个体处理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受到
个体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背景变量的影响$l97@56' *#))% * 奥斯
特罗姆$l97@56' *##^% 认为' 所有资源使用行为嵌入在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

迫切需要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以促进维持生态系统的行为' 更好地理解各种多
中心治理制度怎样促进或阻碍参与者的合作水平和实现更有效的) 公平的) 可
持续的结果*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包括四个核心子系统&&&资源系统$V<95;@/<

H:97<6% ) 资源单位$V<95;@/<C2179% ) 治理系统$K5?<@2.2/<H:97<6% 和使用者
$C9<@9% ' 这四个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 奥斯特罗姆$l97@56' *#)) %

重点分析嵌入在社会) 经济) 政治环境和相关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系统) 资源单
位) 治理系统和使用者如何影响集体行动中的人类互动和结果* 社会生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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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修正了制度分析与发展$G29717;7152.BY2.B:919.2= _<?<B5-6<27' GY_% 框架'

从而对制度体系的生物) 物理和生态基础给予同等重视$A/K12219' *#))% * 这
些领域的研究将会对未来包容性公共管理进路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 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中国治理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中国式合作治理- 场景的研究之路*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强化部门协同) 扩大公共参与)

形成治理合力'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 中央与地方的
紧密合作* 中国为合作治理产生的条件提供了一种环境' 并且已经开始发展合
作的公共管理能力' 在中国研究合作治理的时机已经成熟$>@5k2 <7.B̀'

*#)*% * 对中国而言' 合作治理是近年公共行政领域的热门话题* 植根于西方制
度环境中的合作治理理论可能并不适合用来解释具有不同历史和制度基础的中
国社会中的合作治理问题' 迫切需要构建本土化的合作治理理论' 使中国式合
作治理理论适应环境变革和治理转型的需要* 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中体现出的
历史意识) 重视组织理论建构和倡导学术争论值得学习和借鉴*

首先' 把握中国式合作治理研究的历史逻辑* 建立治理理论研究的第一步
是确认治理逻辑$M:22 O@<7.B̀' *### % *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
首要价值' 正义的社会制度旨在推进所有参与者的利益的合作体系' 正义原则
处理的是分享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时的冲突要求$罗尔斯' *##$

!

"% * 政府
治理的职责在于维护正义之善* 从合作治理视角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转型历史' 我们会从中发现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更是当代中国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结构性转型* 这种历史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提
取理论创新资源' 打造体现时代特点的中国式合作治理的标识性概念' 用中国
表述增进对中国式合作治理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建构性理解*

其次' 深化中国式合作治理的组织理论和组织间关系研究* 面对组织边界
在公共行政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被削弱的变革趋势给政府治理带来相当大的挑战'

有必要重建中国式合作治理的组织理论) 中国情景下行政官僚组织中协调机制
运作的逻辑与机理的研究' 重视组织认同) 群体心理) 个体忠诚) 组织文化对
组织行为) 治理绩效的影响* 重视中国情景下合作治理结构与运作过程研究以
及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政府与企业) 社会组织之间合作关系建构研究* 当前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 简政放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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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EEE% )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 ,互联网h

政务服务- 和推进包容性发展都可以放在合作治理视角下理解*

最后' 通过学术争论与常态化对话' 运用多元方法和多学科综合创新' 推
动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性转变与创新* 重视中国情景下公共部门合作治理中的
知识管理及知识创新网络研究' 需要研究者) 实践者和决策者之间建立结构性
互动形式' 促进相互理解' 更好地改善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Q<.=' *#)#% *

通过建设性的学术争论与对话' 有助于明确中国式合作治理研究的大问题和真
问题' 在学术话语基础上构建中国式合作治理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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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K̀ eQ.:BB.@#À V̀ !*#)#" Ǹ@<.712UE;IB1/].B;<12 Z'K5?<@26<27' YE;IB1/'E@1?.7<'

N171c<2 N5BB.I5@.7152 [@.6<k5@J 12 X<I *4#`:1*85+0-"'("# E&5-#"'&,%5B'()8$=(#(+0-"0(&## &^

! H)"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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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 O@# M̀ Z̀ # Q<12@1/0# Ǹ Ò e Q1BB# Ǹ Ò ! *### "`H7;=:12UK5?<@2.2/<.2= E;IB1/

A.2.U<6<27' N0.BB<2U<9.2= E@59-</79̀ E&5-#"'&,%5B'()8$=(#(+0-"0(&# 4*+*"-)1 "#$ :1*&-3# )#

!*"

'

*"" '*&)`

M:22# M̀ Z̀ !*#)#"`X0.7Z2=;@<9+ E;IB1/K5?<@2.2/<.2= 70<N:/B<5PV<P5@6̀ G2l9I5@2<#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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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À eO52<9# V̀ À !*#)*" Ỳ[@.6<k5@J P5@Y99<9912UE5k<@12 N5BB.I5@.71?<K5?<@2.2/<

E@5/<99<9̀ %5B'()8$=(#(+0-"0(&# 4*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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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Z̀ È e L0.=<61.2# Ỳ À ! *##% "`X1/J<= E@5IB<69# L25kB<=U<N0.BB<2U<9# .2=

N5BB.I5@.71?<N.-./17:>;1B=<@912 T<7k5@J H<7712U9̀ %5B'()8$=(#(+0-"0(&# 4*2(*/# &% ! * "

'

""+ '"+^`

X1B952#X !̀)%%(" S̀0<H7;=:5PY=612197@.7152`%&'(0()"'C)(*#)*Q5"-0*-'3# *!*"

'

)^( '***`

X1BB1.6952#l̀ Z̀ !)^($" K̀"-J*0+"#$ ;(*-"-)1(*+' 8#"'3+(+"#$ 8#0(0-5+0F=<'()"0(&#+̀ T<kR5@J'

S0<[@<<E@<99̀

责任编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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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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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字间为佳#优秀文章可适当放
宽字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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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内$

欢迎广大读者为本刊赐稿(

''!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 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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