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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

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

赵德余"

$摘要% 第一代自上而下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与第二代自下而上范式的政策实
施研究能否进行综合以及如何综合仍然是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命题%

在对已有的政策实施研究综合模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 重新构造了一个多
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 政策实施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已有各个
主要政策综合模型的基本特征# 即不仅涵盖了各个已有综合模型所隐含的系统性#

而且也突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 论文提出的综合的分析性政
策实施模型的优点是将各种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化&

类型化与结构化# 在该结构化关系图景中# 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出各种类型的影响
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次序以及对最终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路径%

$关键词% 政策实施!综合模型!多重动态系统!政策产出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引言! 问题提出

早在*#世纪(#年代' 第一代政策实施研究以大量案例分析为特征' 以识别
和界定政策实施过程的复杂性* 而第二代政策实施研究则聚焦于解释政策实施
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因素' 其研究方法更加依赖于政策实施过程的模型构造* 对
于第二代政策实施研究而言' 其最经典的是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或
路径去构造形形色色的分析性或归纳性概念模型* 其中' 自上而下模式的核心
概念是与命令和控制属性相关的' 如权威( 自由裁量权( 责任( 问责和目标的
清晰度等$K5UU12 <7.Bb' )\\#% * 而自下而上模式的核心要素是政策实施者与
受实施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关于政策目标与实施策略的谈判( 妥协或调适等*

*#世纪%#年代中后期以及\# 年代以后' 政策实施研究发生几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理论要素的不断增加与范式的转换' 如契约( 治理与网络分析等概念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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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引入1 二是研究方法上定量实证主义的大量运用1 三是经验研究的案例领
域和主题更加分散* 国内关于政策实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验案例分析' 如陈
家建和张琼文$*#)$ % ( 杨宏山$*#)+ % ( 赵德余$ *#)* % ( 贺东航和孔繁斌
$*#))% 等学者的研究' 对于政策实施的理论发展与模型构建的研究明显缺乏*

不过' 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以及大量定量实证研究本身并没有克服和解决第
一代与第二代政策实施研究中所激发的+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 两种模式的
争论以及综合问题* 于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如何对自上而下模式和自下而
上模式进行综合) 为了解决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分歧和争论' 大量的文献出现以提
出所谓第三代政策实施研究' 一方面试图设计某种研究模式以弥合和包容这两种
研究的逻辑以及其解释变量' 另一方面是运用跨时间的比较分析方法以检验各种
政策实施理论或模型的有效性与可预测能力$K5UU12 <7.Bb' )\\#%* 本文试图对
所谓第三代政策实施研究做一个批判性回顾与讨论' 以重新对政策实施研究综合
模型进行梳理和再造' 构建一个政策实施研究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

二& 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综合! 一个总体的评价

'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是不可调和的或难以综合的吗,

其实' 自上而下模式研究者也可以从自下而上的研究中学习到有价值的发
现' 只是其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上而下范式了* 不过' 虽然前者可将后
者的一些研究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 但考虑到自下而上研究中缺乏一个明
确的可复制的方法论问题' 保罗2萨巴蒂尔$E.;BYbH.I.71<@% $ H.I.71<@'

)\%&% 等认为自下而上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是不可能被完全整合或包容进自上而
下的研究模式之中的*

当然' 一般在具体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案例研究中' 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两种研究模式中的各种变量都是可以被包含进去的' 不过' 单个案例研究
的缺陷是对于理论和模型的决定+缺乏可积累性, $M<97<@<7.Bb' )\%(% * 即对
同一案例中的特定政策现象或问题的变化同时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组变
量加以解释' 这本身就被怀疑是过度决定或过度解释的* 如果考虑到方法论的
预设' 对于自上而下的研究者而言' 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的综合似乎是不可
能的* 因为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研究而言' 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具有更高的可预
测性和可控制性' 这也是经验实证主义方法的核心特征* 在自上而下的研究模
式中' 一个核心的决策权威( 目标或标准是可预测的或可解释$测量% 的' 但
是' 这一特征在自下而上的研究中则完全迷失了* 在自上而下的研究中' 一个
变量或实施者与目标相背离的寻租行为可以明确地被预见并被确定性地判定为
是+不恰当, 的实施行为' 其行为在实施方案中是可以受到控制或校正的* 但
是' 同样的行为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下则可能被理解为有效的调适性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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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其行为既不是+不当, 的' 也不会是可预测或可控的*

不过' 对于第三代政策实施的综合派而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
是可调和的或可综合的* 虽然自上而下的研究者一直批评自下而上的研究忽视
了对合法的中央政策决策者或目标的重视' 但是' 也有研究者认为事实上很难
相信自下而上的研究会忽略任何特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及其相关的合法性
的变量* 上层或中央决策者的意图是可以并且能够被包含在地方政策实施者的
观念之中的' 而权力也很少是不可见的* 因此' 即使对任何实施研究而言' 自
上而下的视角也是必须被考虑进去的' 这实际上也表明+自上而下, 和+自下
而上, 的两分法是无意义的或错误的$[5c' )\\#% * 我们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

即+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两种研究模式是可以综合的' 以下部分将对这
两者进行综合性努力的若干文献做一回顾和评论*

'二( 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综合
)b伯克和马特兰德的类型矩阵型政策实施模型
不同的政策解释模式有不同的抽象水平或程度' 由于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

者使用的分类标准不同' 其理论化或分析中使用的概念或术语也大不相同' 从
而每种解释模式所试图提出的实施研究的问题和期望收集的数据信息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V1-B<:j[@.2JB12' )\%*% *

一些学者运用政策类型矩阵方法试图回避+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两
种研究模式的分歧' 以影响政策实施的一些关键要素特征范围作为标准' 将政
策实施问题进行类型化' 从而识别出不同类型政策实施所面临的问题性质及特
征的差异* 如约翰2伯克$O502 Eb>;@J<% $ >;@J<' )\%&% +政策实施的自由
裁量权的矩阵, 模型从问责的强度和责任的渠道性质将政策实施划分为四种不
同的类型* 如表)所示! 当作为对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回应性程度的问责机制很
强时' 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主要是外部性质的' 则这种政策实施属于正式
的合法的类型1 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主要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内部规范'

则这种政策实施属于专业的类型* 而当作为对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回应性程度的
问责机制很弱时' 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主要是外部性质的' 则这种政策实
施属于分散或碎片化的类型1 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主要是来自于政府部门
的内部规范' 则这种政策实施属于个人政治和道德观的类型*

表)!伯克*政策实施的自由裁量权的矩阵+

责任' 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性质
外部渠道 内部规范

问责' 对自由裁量
行为的回应性程度

强 正式的& 合法的 专业的
弱 分散或碎片化的实施 个人政治和道德观

资料来源' O502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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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伯克的类型矩阵相似' 理查德2马特兰德$ V1/0.@= ZbA.7B.2= %

$A.7B.2=' )\\$% 则引入不确定性$政策目标的清晰度% 与冲突两个变量维度'

也将政策实施问题结构化与类型化' 即分为行政实施( 实验型实施( 政治型实
施与象征性实施* 马特兰德的类型学似乎更为直观且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与重
视* 其中' 行政型实施的结构特征是政策目标高度清晰' 且不同行动者之间直
接利益冲突低' 其实施过程更多依赖于资源的配置' 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而对
实验型实施而言' 虽然行动者的利益冲突不高' 但政策目标清晰度低' 这就容
易造成基层官僚在执行政策时目标模糊' 其理解的政策文本与政策制定者的认
识发生冲突或不一致* 如果在政策目标清晰度比较低( 行动者之间冲突非常高
的情形下' 政策实施者很可能缺乏激励去改变行为模式' 这种类型被称之为
+象征性实施, ' 即隐含着不同行动者之间行为策略趋向于形成僵局' 以至于作
为博弈均衡的制度安排也会形成路径依赖式的相对稳定性* 此外' 当政策目标
清晰度比较高的情形出现时' 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程度也很高' 这种行
动者的权力分配以及冲突程度将决定政策实施的过程与结果' 于是' 该模式被
称之为政治型实施*

表*!马特兰德- 政策执行理论的综合! 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冲突性+ 模型
政策目标明晰程度

高 低
不同行
动者直
接利益
冲突程
度

低 目标清晰度高
冲突程度低!

!!!!!行政实施型' 资源& 技术

目标清晰度低
冲突程度低!!!! !!

实验型实施' 文本冲突! !

高 目标清晰度高
冲突程度高!!!!!!

政治型实施' 权力问题

目标清晰度低
冲突程度高!! !!!!

象征型实施!! !!!!

资料来源' A.7B.2=# )\\$%

应该说' 以矩阵的形式对政策实施结构化与类型化的努力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回避了政策实施研究的+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两种研究视角的分歧与
争论' 而且对理解政策实施问题的性质以及其潜在的实施困境提供了较强的分
析框架* 但是' 该模型也存在局限性或不足! 一方面' 其矩阵类型化所包容的
变量过少' 从而过于突出某些因素' 如自由裁量权( 不确定性与冲突' 而倾向
于忽视其他潜在的也同样重要的诸多因素' 如资源( 观念与结盟等1 另一方面'

矩阵式模型对所分析的变量属性采用的如+高8强, +低8弱, 的二分法有时候既
不准确又难以与现实的政策情形相吻合或相容' 从而造成政策类型解释的盲点*

如图)所示' 一旦将政策目标清晰度等变量从二分法扩大到+三分, 时' 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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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清晰度高( 中( 低' 同样' 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划分为高( 中( 低
三级时' 则相应地矩阵类别从原来的四类增加到九类* 于是' 解释的困难无疑
会产生' 即对那些政策目标清晰度一般且利益冲突也不明显的情形' 该如何界
定其政策实施的技术性与结构性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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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萨巴蒂尔政策实施综合'倡导联盟模型
萨巴蒂尔和丹尼尔2马兹曼尼安$].21<BA.e6.21.2% $H.I.71<@jA.e6.21.2'

)\(\% 曾构建一个十分复杂的政策实施综合模型' 该模型以问题的可解决性(

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以及政策外变量三个维度共涉及到)( 种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的因素* 该模型已在$上一章% 其他地方做过分析' 这里以萨巴蒂尔和汉克2

詹金斯'史密斯$Q.2J NbO<2J129'H6170% $ H.I.71<@jO<2J129'H6170' )\\"%

建立的政策倡导联盟框架为例探讨萨巴蒂尔等人对政策实施+自上而下, 和
+自下而上, 两种研究模式进行综合的努力及其方法上的特征* 作为一个分析框
架' 萨巴蒂尔等政策倡导联盟模型由政策子系统及其外部影响因素两个部分组
成' 其中' 外部影响因素又分为四个子类别' 分别为! $)% 相对稳定的变量'

如问题域的基本属性( 自然资源的基本分布( 主要社会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以
及基本的宪法结构* 这类相对稳定的影响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政策子系统行动者
的行为选择范围' 要改变这些因素并非完全不可能' 但显然十分困难* $*% 外
部动态的系统事件' 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 公众观念的变化( 系统治理联盟
的变化以及政策决策与来自其他政策系统的影响* $"% 长期联盟的机会结构'

如共识的程度与政治系统的开放性* $+% 短期约束与政策系统行动者的资源等*

图*!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政策实施综合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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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倡导联盟框架下' 政策制定与实施者两个一直+被分裂, 的主题被
政策变迁这个概念统一起来* 任何政策变迁或政策实施的发生都是依赖于政策
子系统内不同政策倡导联盟与政策经纪人互动作用的结果* 其中' 对于政策倡
导联盟Y( >而言' 其各自的政策信息以及拥有的资源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之游
说等政治策略对政策决策权威的压力也是不同的* 于是' 政策决策权威会根据
自身的价值偏好' 同时考量政策经纪人与各个倡导联盟的利益诉求压力的大小'

来决定如何制定或修改政策' 而新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转化为具体的
制度规则( 资源配置模式及相关的机会* 政策实施的短期产出及其长期影响后
果也会反馈给政策子系统中的各个行动者乃至传递到政策子系统外' 从而构成
或影响外部系统事件*

"b马尔科姆1高金等的第三代政策实施动态综合模型
与其他政策实施综合模型相比' 马尔科姆2高金$A.B/5B6MbK5UU12% 等

$K5UU12 <7.Bb' )\\#% 的第三代政策实施动态综合模型十分直观地将联邦政府
与州政府以及相互间的层级关系引入到政策实施研究中' 这对于理解政府组织
官僚制本身与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价值的* 如图" 所示' 高金等将州
政府层面定义为政策实施的主体即因变量* 而将解释变量区分为联邦层面的激
励约束与州地方层面的激励约束' 此两者都是政策实施前政策制定阶段的产出
与条件* 其中' 联邦层面的激励与约束正反映了公共政策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及
其潜在的制度规则含义* 不过' 解释变量并不是唯一独立影响或作用于州层面
的政策实施效果的' 同时也通过干涉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发生作用* 其干涉变量
包括州政府决策的产出或结果以及州政府的能力两个因素' 这些并不完全独立'

其分别受到联邦层面与州层面的激励与约束变量的影响*

图"!政策实施的政府部门间沟通模型
资料来源' K5UU12 <7.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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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变量中的联邦层面的激励与约束' 经过干涉变量的作用' 最终对作
为因变量的州层面的政策实施发生影响' 这一机制路径正反映了公共政策实施
研究的自上而下模式的特征* 不过' 州政府层面的政策实施效果情况也同时通
过反馈机制反作用于联邦与州政府层面的激励约束' 这也同样体现了政策实施
研究的自下而上风格* 可见' 高金等的政策实施动态综合模型试图通过引入时
间与空间的特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类政策实施研究模式所关注的影响因
素综合起来' 以实现政策实施研究向第三代模式的迈进* 当然' 该模型显然期
望为第二代政策实施研究设计一下纲领性的目标' 不过' 高金等人的模型自身
仍然过于简单' 并不能容纳其他政策实施研究所突出的大量复杂的变量因素*

'三( 已有政策实施模型综合的局限性与评价

)b忽视对政策文本& 工具和假设之间类型关系的探讨
政策文本( 工具选择与政策行动者之间实际关系的交易技术特征的吻合或

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 如图+ 所示' 海伦2英格兰姆$Q<B<2 G2U@.6% 和安妮2

施耐德$Y22<H/02<1=<@% $G2U@.6jH/02<1=<@' )\\#% 勾画了一个政策法令在
政策实施过程需要面临的目标人口( 实施机构与政策工具以及其有效性假设之
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该图直观地演示了政策法令是如何在这些因素$政策文本(

工具与假设% 之间的匹配过程中流向最终的政策实施过程的* 一般的政策文本
及其规定的政策工具会存在有关理性( 交易费用与信息状况的假设' 而在实际
的政策行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中' 高度的信息不对称( 高昂的交易成本会造成
许多未曾或难以预期的交易关系难以量化界定以及相关监管的高难度$成本% '

甚至由此形成目标激励机制的扭曲等严重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等问题* 如在新医
改政策的实施中' 对国务院发改委以行政命令降低药品价格的手段或政策工具'

许多医疗机构通过缩短患者配药时间$如从两周减为一周配药一次% ' 从而增加
患者就诊次数$于是' 医疗机构的门诊挂号费用则由一次增加到两次收费% 和
挂号费收入' 以规避和消解药品降价对医院收入减少的影响* 考虑到医生与医
疗机构对患者拥有的高度信息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寻租动机' 处于信息劣势的
监管者与患者是难以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的' 而正是这样的政策行动者之间不
对称信息与高昂交易费用下的博弈关系决定了新医改政策实施在基层运转的真
实逻辑* 显然' 许多政策实施模型缺乏对政策文本( 工具与假设在真实政策行
动者契约关系中的确切含义进行考量和分析* 从图+ 还可以看出' 多个实施机
构以及多重政策目标也会使得政策文本( 工具与假设之间的匹配关系变得更加
复杂化* 这意味着一项政策目标越多以及实施机构越多' 其政策实施过程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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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乃至其有效性假设面临的挑战也会越严重*

图+!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文本& 工具与假设的匹配性示意图
注' 其中# 7表示政策工具# @表示规则# .表示假设%

资料来源' G2U@.6jH/02<1=<@# )\\#%

*b忽略了官僚行政系统的作用
+多目标'多部门'多层次, 的特征塑造了政策实施过程与机制的某些官僚

型特征* 现有的政策实施模型对官僚行政系统的作用分析与认识显得明显不足*

罗比2沃特斯$V5II1<XbV5I1/0.;% 和劳伦斯2琳恩$M.;@<2/<ZbM:22b%

$V5I1/0.; jM:2' *##\% 批评埃莉诺2奥斯特罗姆$ZB125@g97@56% $g97@56'

)\\\% 的理性选择框架与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框架跟其他政策理论一样忽视了
行政系统对政策产出的影响' 并抱怨行政系统作为政策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解释
许多政策子系统中的根本的复杂性' 但却被完全忽视了*

官僚行政系统对政策目标的解读与理解常常对其选择与传达政策工具的倾
向性有明显的影响' 而且不同政府部门以及不同层级行政机构不仅会对政策目
标的解读发生偏差' 甚至还会将其部门利益诉求渗透进政策目标的解释之中'

况且不同部门乃至不同层级行政机构有时还会发生直接冲突与不一致* 如新医
改政策实施过程中卫生( 劳动保障( 民政与发改委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选择
的意图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卫生部门认为新医改的主要目标是改变重医疗轻预
防的状况'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制度' 以确保公众健康$保健预防( 教
育与慢病管理等% 的可及性权利' 并实现患者从二( 三级医疗机构下沉到社区
医院' 以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与社会医疗总费用的目
标* 但是' 劳动保障部门则坚持$相对于门诊而言% 大病是公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的症结' 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 而在民政
部门看来' 政府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责任应只是缓解穷人或低收入群体的
苦恼' 即完善贫困医疗救助制度才是政府有能力和应该追求的政策目标' 而其
他的医疗卫生问题应该由市场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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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忽视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复杂系统因素
显然' 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可能囊括和容纳所有可能的解释变量和影响

因子' 对于模型的构造者而言' 选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研究的目的( 意图以及所研究的政策案例的经验特征等* 从以上所讨论的代表
性的政策实施研究的综合模型来看' 应该说萨巴蒂尔的实施模型所包含的解释
变量及其解释力要远优于伯克的自由裁量权模型与高金等人的第三代政策实施
动态综合模型*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类模型在有些解释因素上显然是相
互补充的' 如! 伯克对政策实施中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渠道性质及问责机制的考
量是其他两个模型所考虑不足的1 而高金等对政策实施中+联邦&州&地方,

多层次政府结构与能力的关注却是伯克和萨巴蒂尔的研究所忽略的地方1 同样'

萨巴蒂尔的政策实施模型对不同政策子系统中倡导联盟的形成与竞争性冲突特
征则是伯克和高金等的模型分析所缺失的*

由此可见' 如何以一个政策实施的综合性模型将上述三个模型的解释优点
进行综合和包容起来' 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学术追求* 为了达到此一目的' 我
们考虑约翰2金登$O502 XbL12U=52% $L12U=52' )\%+% 的多源流模型' 是否
可以为上述三个模型的综合提供一个更加包容性的分析框架* 当然' 在进行这
项努力时' 必需认识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解释政策议程设置
模式' 而不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的* 如图$ 所示' 不过' 如果考虑到大量影响
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也同样会影响政策实施过程的' 则以上担忧或许可以得到
缓解或消除* 尽管如此' 建立新的政策实施模型' 并不能将金登的多源流模型
中各个解释变量直接照搬过来' 而需要认真甄别* 在综合萨巴蒂尔( 伯克和高
金等的各个模型的解释因子之后' 对金登的多源流因素进行重新筛选和界定'

正是我所要建立的新模型$图&% *

图$!金登的多源流模型的逻辑示意简图
资料来源' L12U=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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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实施过程研究综合性模型的重构! 多重系统动态模型

从图&可以看出' 这里描述的政策实施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事实上包含了上
述各个主要政策综合模型的基本特征' 即不仅涵盖了各个已有综合模型所隐含
的系统性' 而且也突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

'一( 多重政策系统模型的特征

)b该模型的多重系统性特征体现在政策发展的多源流系统& 政府行政管理
系统& 服务提供系统以及干预& 信息反馈和调节系统等多个系统的交叉融合

首先' 模型将行政系统结构化和内生化' 从中央层面的政策决策到地方层
面的政策传达( 制定与基层的实施' 这样一个复杂的垂直层级结构纳入到分析
之中' 这不仅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科层之中系统的政策实施研究而言是恰
当的' 而且从理论上也是与政策实施的+自上而下, 模式的主张相一致的' 即
上层的政策目标始终是关键和重要的* 其次' 综合性模型也充分考虑到政策实
施的水平性特征' 即在地方与基层场景中' 所有政策执行者( 利益相关者$包
括服务提供者% 乃至政策目标受众等相互之间的水平博弈关系对于理解政策实
施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也是政策+自下而上, 模式的倡导者所特别坚持的*

*b模型的时间动态性反映了政策实施的过程特征
这种模型的动态性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从实施的效果评价来看'

政策实施的利益相关者与监管者都会关注政策干预前后服务提供系统的效果随
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该变化与政策目标模式之间的距离是否更加接近或更加偏
离' 这样的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 检测信息最终反馈给政策上层决策与制定者*

另一方面' 政策实施过程的动态性体现在政策目标的可变性* 随着政策实施效
果信息的不断反馈以及问题流性质与政治等环境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政策目标
与意图可能会面临调整与修正' 甚至较大的转变' 这些无疑对政策实施系统中
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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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模型的因果逻辑关系更加系统性
重新区分了政策实施模型中的前提变量( 独立变量与干预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 我们借鉴了金通的多源流模型设计的结构性优点' 保留了金登对
前提变量与独立变量的界定' 但对干涉变量做了拓展' 除了激励约束强度的改
变( 政策企业家干预( 专注力与持续能力外' 还增加了政策实施机构的能力以
及实施的策略等因素* 显然' 在各个不同政策实施模式或系统进行综合后' 新
的综合性政策实施模型无疑是能够容纳与包含了更多的潜在解释政策实施的影
响因素或变量'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政策模型系统的因果逻辑关系及其解释力*

'二( 多重系统动态实施模型的主要结构和解释要素! 再综合

)b因变量' 政策实施过程的阶段& 产出与效果
随着政策实施阶段的变化' 其产出与结果$效果% 的形态和程度也在不断

地发生改变' 其政策实施的阶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政策制定系统内的目标和不
同工具的确定( 目标与工具在不同主体与层级间传输的行政管理结构与管理过
程( 服务提供过程( 作为中间过程的产出和结果等五个环节* 其中' 一般而言'

对政策实施的产出与效果评价主要集中在上述政策实施过程的后三个环节* 即
在服务提供过程' 其产出形式是作为各种政策活动过程以及部分产出结果的混
合体* 如新医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增加( 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 公立医院改革等具体规则的细化与产生*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政策实施的
中间过程产出则体现为阶段性实际的短期政策效果' 如新医改下公众医保覆盖
面的扩大与药品费用的下降' 公益性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规模增长等* 当然'

最终的结果是中长期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 如新医改下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与
医疗卫生费用负担的下降*

*b前提变量' 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与环境状况
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包括一个国家的宪法结构与文化( 信仰等方面' 其在

很大程度上是对所有政策过程中的所有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约束性的规则
边界' 从而界定了政策行动者最初的行动策略范围* 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 哪些实施策略或政策工具从宪法或文化( 信仰上更容易被接受与选用' 而
哪些实施策略和工具则更易于触及宪法( 文化信仰的禁忌而不易甚至非常难以
被采纳* 类似地' 环境状况变量对政策行动者也会产生相似的作用力' 即相对
宽松的社会环境状况会放宽政策行动者的行动策略空间范围' 而相对紧迫的社
会环境常常会约束政策行动者可能采用的行动策略选项* 当然' 环境状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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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直接作用于独立变量' 如对问题流的性质的严重性程度发生加剧或缓和的
作用' 这也取决于环境状况的紧张程度*

"b独立变量' 问题源流& 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
在政策实施模型中' 问题流( 政治流与政策流的作用是贯穿于政策实施与

发展的整个动态过程的* 多源流变量虽然在长期来看是变化的' 但在短期却是
相对稳定的潜在影响因子* 其中' 问题流反映了政策问题的严重性程度及其性
质' 金登强调的指标变化( 危机( 焦点事件以及预算等因素对于判断问题的严
重性是重要的' 如新医改政策问题的严重性常常有一系列统计指标加以反映'

包括公众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中个人自付比例( 个人医疗费用支出占个人可
支配收入比例( 医疗保险覆盖面及其报销的范围和程度( 医疗机构门诊均次医
疗费用等* 而政策流的含义似乎比金登的理解要狭窄一些' 其主要是指政策方
案在技术上可行性以及公众观念的可接受程度' 即对特定政策问题而言是否存
在经验或惯例上可以应对解决的政策工具或制度安排* 如对公众看病可及性或
看病难问题' 公益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选项' 基本
药物制度与医疗服务价格的行政价格干预等也是治理医药价格过高的一个常用
的政策手段* 当然'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以及医保的报销
药品与服务范围乃至报销比例' 是解决公众看病贵的一个关键手段* 以上提及
的政策工具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上都是比较高的*

+b干预控制变量' 政策实施工具的干预性措施
干预控制变量是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与政策工具转化为具体而实际的政策

干预行为' 从而对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出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当然' 一个困
难的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 如何区分独立变量与干涉控制变量) 从理论概
念上来看' 图&显示了本研究从多源流视角所定义的独立变量是对政策实施过
程发生潜在作用的影响因素$包括问题流( 政策流与政治流% ' 而干涉控制变量
则是对政策实施及其后果产生直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 如激励约束强度改变(

政策企业家的干预( 政策实施机构的能力以及实施策略等* 但是' 困难的问题
正在于如何判别这种作用机制是+潜在的, 还是+直接的, 呢) 事实上' 作为
潜在影响因素中的政治流' 其中利益集团与党派斗争作用难道对政策实施过程
的影响作用不是+直接的, 吗) 其与+政策企业家的行为, 这一干涉变量是否
存在交叉重叠之处呢) 对这一疑虑的回应无疑是棘手的' 可以说' 在独立变量
中' 政策问题流因素与政策流因素由于其问题性质的复杂性与政策方案的技术
可行性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 这种性质的判断是容易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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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政治流中利益集团与政党的作用是否直接这一问题' 在研究的操作性层
面' 我们认为只要将相关变量的内涵进一步收缩和精炼' 如将政治流中利益集
团与政党的作用限定在政策决策与制定阶段' 而将政策企业家的活动突出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 或者将利益集团与政党的作用定义为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压力'

这对政策干预而言是间接的独立变量' 而政策实施的干涉变量则必须是政府直
接采取的政策措施' 包括激励约束机制( 机构能力( 政策企业家以及实施策略
等* 只有这样' 上述政治流独立变量与政策企业家行为的干涉变量之间交叉模
糊问题就可以削弱或消解' 当然' 也需要承认这一问题或许并不能根本性地
消除*

$)% 激励约束强度改变
激励约束强度的调整会对政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交易服务需求方或供给方

的预期成本收益结构的改变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补贴( 收费( 税收乃至监管等
政策工具的影响会十分直接和快速* 虽然那些因为激励约束规则改变而受益的
群体或行动者会在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积极的支持者角色* 如新医改政策
中低收入公众( 保障房建设中的相关公共住房公司与享有该项福利权益的潜在
公众( 农村税费改革中的农民等* 相反' 因激励约束规则改变而利益受损的行
动者则倾向于抵制与反对政策实施进程*

$*% 政策企业家的干预
政策企业家作为政策实施共同体中的核心人物' 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于

政策目标的检测与实施策略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作用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企业家常常能够起到中央层面的政策制定者与基层
政策实施者之间的纽带桥梁作用' 将中央层面的政策目标在基层作出创造性的
解读' 其实际上扮演了将政策具体化或因地制宜地为政策实施拓宽技术空间与
有利条件* 二是政策企业家为政策实施动员资源* 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共同体内
具有广泛的关系以及影响力' 这些有助于政策企业家在必要时动用各种可能的
影响力协调各层级以及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行动' 化解部门间的+误解, 和
+矛盾, ' 从而拓宽为公共政策实施所需要动员资源的渠道* 三是政策企业家对
政策实施过程还起到监控与调整的+舵手, 作用* 政策企业家对政策实施过程
的影响程度一般取决于其对政策监控的专注力和毅力* 一个有影响力的政策企
业家会时刻紧密地关注政策实施的进程及其面临的种种挑战与问题' 并适时地
对政策实施策略做出微调' 以确保政策实施的+航向, 最终可以指向和靠近政
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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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机构的能力
实施机构的能力对于政策实施过程及其效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早期的

政策实施研究也注意到这一点' 如高金等人就将实施机构的能力视为地方政府
政策实施的十分重要的干涉变量* 不过' 政策实施机构的能力并不限于高金等
人研究中所指的州政府能力' 而是所有地方政府( 基层相关的政策实施机构甚
至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机构的能力都是重要的* 一般而言' 政策实施机构的能力
既包括组织机构自身所控制的+人( 财( 物, 等要素资源的丰富程度' 又涉及
组织机构对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互动中的影响力* 显然' 组织机
构控制的资源越多以及对其他外部关联组织的影响越大' 则其政策实施的能力
越强* 在新医改政策实施' 医疗机构与卫生部门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实施机构'

由卫生部门控制了大量的医疗机构领导晋升的人事安排与财政拨款等权力' 从
而客观上对大型公立医疗机构有显著的影响力* 正是这一点保障公立医疗机构
在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政策实施过程中大体上愿意采纳合作策略' 以政府所期望
的方向调整组织行为* 可是' 一旦医疗机构自身的权力资源控制能力上升' 其
受到卫生部门的干涉影响不大' 则此种情形下' 一部分医疗机构就可能并不愿
意按照政府或政策所期望的方向行事' 如减少药品回扣与药品价格加成率( 降
低对于患者的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等* 相反' 其更加倾向于维持原来的行为策
略' 以获取租金收入最大化* 可见' 只有当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的实施机构
$如卫生部门% 的能力远超过与政策目标方向不一致的机构的能力时' 政策实施
过程才有可能朝向对政策目标更有利的方向转变*

$+% 政策实施策略
政策实施策略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者的自由裁量权及其

由此形成的对政策干预性措施选择的灵活性* 政策实施策略行为作为一个控制
干涉变量的关键意义在于' 突出基层政策行动者以干预( 参与( 说服与命令等
策略手段' 降低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拖延与抵制等难题' 从而提高政策工
具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效果* 保罗2纳特$E.;BNbT;77% $T;77'

)\%&% 据此将政策实施策略划分为干预型策略( 参与型策略( 说服型策略( 命
令型策略以及混合型策略* 通过对\)个组织机构的案例调研' 分析了每一种实
施策略被使用的频率及其显著的特征* 应该说' 政策实施策略涉及的范围其实
并不局限于纳特的类型学' 其不仅包括对政策干预的时机的把握' 还涉及到如
何以权变或补偿的方式尽可能地获取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 或尽可能地降低社
会的阻力* 于是' 如何改进政策策略的有效性' 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政策
实施者的能力及其所动员的资源状况' 还依赖于实施者如何将政策目标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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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并采取渐进策略如+先易后难或因地制宜, 式地分段逐步推进政策的实施'

从而降低新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与冲击*

四& 多重系统动态实施模型的适用性及其评价

本文提出的综合的分析性政策实施模型的优点是将各种影响政策实施的因
素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化( 类型化与结构化' 在该结构化关系图景中'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出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次序以及对最终
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路径* 当然' 这样的逻辑关系结构的构造是基于已有的各
种政策实施研究的模型与经验研究的综合基础上得出的* 不过' 其经验实证的
证据或者说获得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定量评估研究的证据仍然是不充分的*

如图(所示' 梅丽莎2福布斯$A<B199.Lb[5@I<9% 等$[5@I<9<7.Bb' *##(% 的
经验研究从政策实施的行政科层视角给出了各种结构性变量对政策实施最终效
果的影响路径定量经验结果' 表明政策实施的结构可以有多种路径对政策实施
的效果产生影响! 一种是政策实施结构直接作用于政策的实施效果或产出
$\^' *4(^% 1 另一种是通过作用于服务提供过程而对政策结果或产出发生影
响$&4%^' "4$^% 1 第三种路径是分别作用于行政管理结构$)"4)^% 和管
理过程$(4"^% ' 并分别影响服务提供过程' 进而最终对政策产出和结果形成
影响力$&4&^% *

图(!经验模拟的科层层级对政策实施结果的影响效果
资料来源' [5@I<9<7.Bb# *##(%

'一( 系统性与动态性

比一般的政策实施综合模型包含了更多类型的解释因素' 除了社会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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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文化( 信仰( 宪法结构等前提变量' 这些解释变量不仅涉及到抑制或促进
政策实施的潜在因素' 如问题流( 政治流与政策流' 而且还包括具体的促使政
策实施结果发生变化的关键条件' 如实施策略( 实施机构的能力( 政策企业家
的干预等* 当系统性与动态过程特征结合起来时' 本政策分析框架体现了一种
复杂的系统动力学色彩' 即在模型结构中' 大量的反馈回路机制是交错方式作
用的* 一个直观的反馈回路如+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层面的目标调整&地方层
面政策传达&基层的监管者和实施者&服务系统&实施干预的绩效评估和反馈&

再次回到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及修正, * 政策实施的系统动力学过程特征清晰地
反映了政策实施过程目标与干预工具的作用机制及其传导路径是如何随时间的
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这意味着不仅政策本身存在可变性' 而且在实施过程
中其作用路径或机制也是易变的*

'二( 理论解释包容性

模型的系统性决定了本文构造的政策实施理论对其他各种流行的政策实施
模型而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如多源流模型( 政策过程的行政系统模型( 政策
网络分析模型直接构成了本文分析性框架的基础* 本文尽可能地从各种视角展
示了政策实施的过程性和结构性特征' 从而使得+自上而下, 模式与+自下而
上, 模式学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各自分析政策实施的要素及其作用路径* 显然'

对于前者' 自上而下学者会对图& 左半边的政策目标与工具在不同层级的政府
系统内的传输更感兴趣1 对于后者' 自下而上学者则会对图& 中的右半部分政
策实施在基层的服务系统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更关注* 不过' 无论
哪一种分析视角都内在地被嵌入本文的分析模型结构之中* 同样' 考虑到本文
模型的网络结构特征' 制度主义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本研究无疑也是十分适
用的* 不同政策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及其契约关系既是制度主义研究的焦点'

也是博弈分析的落脚点*

'三( 对中国经验的适用性

本研究设计的政策实施模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区分了政策实施的行政系统
中多层级多部门的角色差异' 如中央层面政策目标以及政策问题的严重性的认
识和判断' 而地方层面的决策则主要涉及到政策目标的传递与政策工具的选择*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涉及到多部门对政策制定的权限与参与机制' 这些复
杂的多层级多部门的参与者相间实质上编制成了一张真正的政策网络结构* 不
过' 本文构建的政策实施综合分析模型虽然包含了更多的经验特征' 但无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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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弱化模型抽象性的代价* 对于那些熟悉政策网络分析与制度主义分析方法
的学者' 也许会认为本研究设计的复杂的政策实施模型过于操作性而略显多余*

这些批评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依据和合理性* 但尽管如此' 我们坚
持认为' 提出这样的综合性模型' 其直观性与可操作性价值' 对于政策实施研
究来说' 仍然是有理论指导价值的*

'四( 对政策经验解释的灵活性与弹性

本文构建的政策实施解释模型结构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任何领域
的实际政策的实施过程都会一定与理论模型完全一样或相似的* 实际上' 真实
的政策实施情景因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层级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有些国家
层面的政策实施过程$如新医改% 可能与本图& 所示的模型结构十分接近或类
似' 有些却并不一定完全吻合* 一般存在以下几种不吻合的情形! 一种情形是
服务提供系统被市场交易系统所替代型* 如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所作用或需要
研究的房产供给方( 需求方与融资等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市场交易形态的'

而与医疗卫生政策下的不完全市场化的服务供给系统存在许多差异$政府对医
疗卫生服务的价格和服务方式有更多的规制' 尤其是对公益性的医疗机构更是
如此' 于是' 相对而言' 房地产供应方对商品供应价格比公益医疗机构对医疗
服务和药品价格的决定具有更多的自主权或控制权% * 当然' 这两种不同的交易
系统仍然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第二种情形是有些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
的行动者是重合或交叉的* 如在新医改政策实施过程中' 地方卫生部门既是政
策的监管者' 又是政策实施者* 同样' 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医院既是医改政策
的实施者或实施工具' 又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 可见' 在将图& 理论图示
运用于对现实政策经验的解释时' 应保持充分的灵活性与弹性* 第三种情形是
作为活动过程的政策产出跟阶段性实际效果( 中长期政策实施效果之间有时是
难以区分的' 其并不存在一条严格明确的界线* 很多时候' 用以评价政策中间
产出的指标的确立与选择是基于实际经验的' 有一定的随意性*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对已有的政策实施研究综合模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 重新
构造了一个多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 第一代自上而下模式的政策实施研究
与第二代自下而上模式的政策实施研究能否进行综合以及如何综合仍然是极具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命题* 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政策实施的经典模式是可

(#!

#

专栏! 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以进行综合的' 不过' 第三代政策实施的综合研究模式都存在缺陷' 这些政策
实施研究的综合模型要么过于简单$如马特兰德的矩阵模型( 高金等人建构的
模型等% ' 所容纳和分析的变量太少' 要么忽视行政系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
用$如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 *

与完全信息( 零交易费用世界的理想实施模型相比较而言' 这里发展的多
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显然是刻画真实世界的不完美政策实施过程的* 其中'

无论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施者( 基层官僚的垂直系统' 还是各层级不同水平的部
门之间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行动者之间沟通协调的交易费用问题* 决策
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政策目标及其优先序的重要性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是有
突出的政治特性* 同样' 环境的不确定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难度大大增加*

尽管如此' 多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还是试图克服已有理性模型假设放宽条
件下第三代政策实施模型的缺陷* 新模型充分考量了现实政治或行政系统乃至
政策过程的复杂性' 不仅将政策制定与实施机制整合起来' 而且还在模型中突
出政策的宏观效果与微观行为策略间的内在联系' 包括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信息
反馈( 学习机制等也得到了体现* 可见' 欧文2哈格罗夫$Z@n12 NbQ.@U@5?<%

$Q.@U@5?<' )\($% 所担忧的政策实施中大部分迷失的联系已被新模型所修复了*

不过' 政策实施研究的各种综合模型的再综合虽然在理论上是一项值得尝
试的工作' 但是正如第三代政策实施研究所采纳的方法类似' 如何对本文开发
的政策实施系统动态模型进行经验实证检验' 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以大量
的政策案例研究为基础' 尤其是不同政策实施的比较分析对于理解政策实施过
程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 政策案例研究会存在一些局限性' 如政策规则的
复杂性与交易环境的特殊性会影响一个特定的政策案例对理论模型的解释力的
验证效度和可信性* 这意味着政策科学家不会放弃设计基于大量政策案例样本
调查的定量实证研究的尝试* 尽管定量实证研究也会面临政策案例样本标准化
以及可获得性( 可比性等诸多方面的困难* 可见' 对于政策实施研究而言' 无
论是理论模型的构造还是经验实证分析在很长时期都将仍然是中国政策科学研
究领域极其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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