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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基于)#省)""&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贾!晋!李雪峰"

$摘要%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 更事关(三
农) 发展大局% 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 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
于提高居民满意度/ 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NV]KH" 数据# 以居
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 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
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
大的边际效益# 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 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
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 进一步地# 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
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 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 研
究还发现# 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 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
性# 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
更为成熟%

$关键词% 乡镇政府!绩效评价!居民满意度!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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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E<@P5@6.2/<Z?.B;.7152% 是新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
容* 就评价形式而言' 存在基于目标管理$A.2.U<6<27I:gI,</7' A>g% ( 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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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的政府内部评价' 基于客观公信力$Y//5;27.I1B17:% ( 外部独立社会组织的
第三方评价以及基于满意度$ H.719P./7152% ( 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评价三种典型
的评价形式* 比较而言' 自上而下的政府内部评价在我国发展已相对成熟' 在
压力型体制下' 自上而下的+目标考核机制_项目制,

! 已成为上级组织调控(

引导和考核下级组织的重要方式* 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评价近年来已有了一些发
展"

' 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可以有效弥补内部评价存在的不足* 但是' 从服务型政
府$ H<@?1/<'g@1<27<= K5?<@26<27% 建设角度出发' 无论是政府内部评价还是第
三方评价' 都无法替代作为服务对象&&&公民参与评价的重要性* 特别是相对
于前两种评价形式' 我国公民参与评价的应用范围( 操作方法( 评价成效等方
面均存在亟待提升之处$吴建南( 庄秋爽' *##+% * 比较而言' 西方发达国家绩
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属于一个基本解决因而不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周志忍'

*##%% ' 而我国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以居民对政
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也成为了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
$>5;/J.<@7jk.2 =<X.BB<' *##"1 >5;/J.<@7<7.Bb' *##$1 郑方辉( 雷比璐'

*##(% * 居民满意度是否能够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科学手段' 这一问题在学术界
持续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 部分学者持反对态度' 他们认为由于居民对政府工
作并不了解' 即使政府在工作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大部分居民也难以察觉
$ H71-.J' )\(\1 KB.9<@jQ1B=@<70' )\\\% * 随着理论的逐渐成熟' 持肯定态度的
研究越来越多$M1/.@1<7.Bb' *##$1 k.2 V:e12 <7.Bb' *##%1 G6jM<<' *#)*1

曾莉( 李佳源' *#)"% ' 相关研究认为居民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有效工具
之一' 可对那些花费高( 操作复杂的绩效评价方式进行替代* 随着探索实践的
不断深入' 对于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办法受到了更多政府官员(

学者的认可*

对于身处我国五级政府行政体系末梢( 国家和社会连接点的乡镇政府' 不
仅直面广大辖区居民' 更是+三农, 政策直接的操作者* 辖区居民对其工作的
评价' 不仅事关乡镇政府自身工作绩效' 更成为农村群众评判党和政府+三农,

工作的重要标尺* 但是' 一直以来' 乡镇政府更多是面对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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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考核机制重在约束# 强调指标任务完成的硬性约束% 项目制重在激励# 强调以
项目资金为核心的发展激励%

如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办法+ # 引入第三方评估考核机制% 具体而言# 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有关
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 采取专项调查& 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 对**省份扶贫工作的相
关考核指标进行评估% 参考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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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条块块, 的考核评价压力' 而来自辖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监督评价以及行
动反馈显得相对不足* 正因为此' 一些研究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的乡镇政府
评价为+悬浮型, 政权$周飞舟' *##&% &&&意指乡镇政府同乡村社会( 乡村
居民的互动反馈机制上存在制度缺陷' 乡村社会和乡村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程度对政府下一步行为的影响较小*

现阶段已有部分学者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对政府绩效评估进行了研究' 其
中不乏开创性研究成果* 然而' 这些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吴建南( 高小平'

*##&1 郑方辉( 雷比璐' *##(1 周志忍' *##%1 倪星( 李佳源' *#)# % ' 已有
定量分析又偏向以政府的某项职能为评估对象* 朱玉春( 唐娟莉$*#)#% 实证
发现道路( 基础教育( 医疗( 农田水利设施( 饮水设施等是影响农户对农村公
共品投资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胡芳肖等$*#)+% 实证发现养老金待遇水平( 地
方政府经办服务能力( 参保期望等是影响农户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满意度
的主要因素* 谭清香( 张斌$*#)$% 实证发现家庭住房质量对农村居民住房满
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 政府工作职能具有多样性* 基于服务型
政府理念' 乡镇政府提供服务的类型和途径不应取决于政府意志' 而是应该取
决于当地居民的意愿和要求' 政府所做的应当是对居民的服务要求做出前瞻性
的回应$施雪华' *#)#% * 上述定量分析虽然为乡镇政府的某项职能发展提供了
针对性政策建议' 但以辖区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不仅应针对政府
+正在做什么, ' 为转变政府工作方式提供政策建议' 更重要的是' 应该直指政
府+该做什么, ' 特别是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 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
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 如何利用有限行政资源以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 正
是当前研究的薄弱之处*

本文将采用一项覆盖我国)#个省$市% 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服务
型政府基本理念' 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 将研究定位于诊断与改进' 探讨辖区
居民更加注重乡镇政府在哪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为针对性设计乡镇政府职能
改进方案提供信息和事实依据*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政策回顾'

重点探讨十八大以来乡镇政府治理变革1 第三部分对数据样本和模型设定进行
说明1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部分' 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1 最
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乡镇政府的治理变革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党和政府将乡镇政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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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乡
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政策' 逐渐厘清了乡镇政府治理变革的路径*

首先' 在乡镇政府的定位上形成共识* 在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后很长一段时
间' 大量的研究认为' 乡镇政府+催粮催款' 刮宫引产, 的职能消失后' 应当
撤销乡镇政府' 或者改设+乡公所, 等派出机构* 但从实践情况看' 随着城乡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乡镇政府在+三农, 工作中需要承担的诸如社区管理( 公
共品供给等方面的事权责任反而更重了* 乡镇政府不是撤不撤销的问题' 而是
如何优化职能的问题* 乡镇政府应当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理念' 将服务辖区群
众作为职能定位的方向* 例如' 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
意见# $中办发-*#)(. ))号% 提出' 要+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 为人民群
众提供精准有效服务'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该"意见# 重点围绕民
主管理(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的建设做出了详细阐述* 特别地' 就强化
民主管理职能而言' 中央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 $国发-*#)&. (& 号% (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 %#号% 等一系列文件' 要求乡镇政府加强政务诚信建设( 推进基层政
务公开规范化' 以此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其次' 对乡镇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随着+乡财县管, 体
制实施' 乡镇政府普遍面临着财权和事权不对称' 压力型体制和行政资源匮乏
又加剧其责任和权利不对称* 因此' 如何优化配置乡镇政府财权和事权范围'

成为乡镇政府治理变革的关键* 先后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

规划的通知# $发改农经-*#)&. **$( 号%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发-*#)". )* 号% 和"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中发-*#)+. )# 号% 都将政府间财权事权' 特别是明确基层
政府事权范围作为改革方向* 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广东省关于县镇事权改革若
干规定# $粤府令-*#)). )$% 号% 等文件' 对乡镇政府事权范围进行明确界
定' 从而为乡镇政府职能优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再次' 许多地方深入探索乡镇治理变革路径*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 东部一
些地区顺应乡镇经济体量规模不断扩大的契机' 赋予一些中心镇县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 如广东省推行+扩权强镇, 改革' 浙江省推行+简政强镇, 改革*

中西部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也逐渐强调特色镇和中心镇的作用* 这些改
革探索的政策目标都是通过行政管理权力在政府间配置的调整增强乡镇政府公
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更好地满足辖区居民的需求* 虽然改革的措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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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区别' 但普遍都通过在乡镇发展+一站式, 服务中心窗口' 村社区设置便民
服务站' 实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 提升辖区居民公共服务的方便性和
满意度*

随着十八大以来乡镇政府治理变革' 乡镇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得到提升* 但
是' 相对于辖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诉求' 乡镇政府拥有的各项行政资源又相
对有限' 如何在有限的行政资源约束下' 实现辖区居民满意度最大化' 是乡镇
政府治理变革必须直面的问题*

三& 研究设计

'一( 基本假设

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
办发-*##\. +号% ' 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分为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
和民主管理等四项!

' 覆盖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多元化的政府职能'

居民对于乡镇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会有所不同' 并且各项工作评价对于总体满
意度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 本文认为' 通过分析乡镇政府各项工作
的评价对总体满意度影响的差异' 找到居民更注重的政府职能' 精准识别精准
发力' 抓住提高乡镇政府满意度的+牛鼻子, ' 进而为乡镇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
指明职能优化方向"

*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Q)! 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于总体满意度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Q*! 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于总体满意度的提高所造成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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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 !中办发,*##\-

+号" # 将乡镇政府职能清晰表述为以下四方面' 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强化公共服
务& 着力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管理& 维护农村稳定$ 推进基层民主& 促进农村和谐% 本文所
提的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和民主管理等四项职能便是分别对应上述四个方面%

不难解释# 假设辖区居民对于当地政府的民主管理职能评价较低# 而对其他三项职
能的评价都较高% 就总体而言# 乡镇政府大部分工作的成效都很显著# 居民对于乡镇政府的
总体满意度评价理应较高%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居民可能对乡镇政府的民主管理职能格外
看重# 而对于其他三项职能的重视程度较低% 因此# 即使辖区居民对于乡镇政府其他三项职
能的评价再高# 也无助于总体满意度的提升% 在这一情况下# 提升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的
关键在于强化民主管理职能的建设%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二( 数据样本

本文使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全部来自*##% 年( 月至*#)) 年+ 月进行的
"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NV]KH% # 项目!

* NV]KH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 调查范围覆盖我国的
东( 中( 西部' 包括北京( 天津( 江苏( 河南( 四川等)# 个省$直辖市% 的
*#个乡镇$见图)% * 在上述*#个乡镇中' 分别有& 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
均收入% ###元以上% ( (个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人均收入+ ### '% ### 元% 和
(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乡镇$人均收入+ ### 以下% * 因此' 就选择样本的地
域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本文的研究样本具有一般的代表性* 在删除了数
据缺失的被访问者后' 本文最终整理得到了) ""&个被访问者的微观样本*

图)!调查范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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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教授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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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量选择

本文参照默里社会研究所$AgVGH5/1.BV<9<.@/0 G29717;7<' *##"% 对英国警
察服务满意度调查的研究思路' 将研究定位于诊断与改进* 通过+关键驱动因
素分析法, $L<:]@1?<@9Y2.B:919% ' 将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总体满意度评价作为因
变量' 影响总体满意度的政府工作评价为自变量' 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 探讨
辖区居民更加注重乡镇政府在哪项职能所取得的成效' 进而为针对性设计乡镇
政府职能改进方案提供信息和事实依据* 本文所选变量描述如下!

)b居民满意度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对政府总体满意度的指标' 来自被访者对调查问题+总

体来讲' 您对目前本地乡或镇政府的工作满意吗), 的回答* 上述回答的指标被
记作H.719P./7152 $居民满意度% ' 赋值为) '+的整数' 分别对应着受访问者所选
择的+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等回答* 在) ""& 个
样本居民中' 持满意态度的居民仅占&&4&*^' 其中回答+比较满意, 和+非
常满意, 的比例分别为$+4(\^和))4%"^' 回答+不太满意, 和+很不满意,

的比例分别为*(4#*^和&4"&^' 表明居民对于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并不
理想*

*b工作评价
正如前文所述' 本文将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能分为经济发展( 社会管理( 公

共服务( 民主管理等四项* 为了准确地得到居民对乡镇政府上述四项职能的评
价情况' 本文选取调查问题+下列工作内容您认为目前乡镇政府哪些做得很
好), ' 共对乡镇政府的)+项具体工作进行了评价!

* 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发
展本地方的经济, 来评价经济发展职能$Z/52561/9% 1 以" 个指标来评价社会
管理职能$A.2.U<6<27% ' 包括+维持社会治安, +救助老弱孤残, +调节居民
纠纷, 1 以$个指标来评价公共服务职能$E;IB1/% ' 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提供农业生产指导, +改善中小学教育条件, +治理和防
止环境污染, 1 以$个指标来评价民主管理职能$]<65/@./:% ' 包括+政府工作
人员服务态度, +政府工作透明度, +政府对老百姓意见的处理, +落实上级政

*'!

#

论文

!

部分省!市" 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
见+ + !中办发,*##\- +号" # 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文件% 本文根据贵州*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黔党办发,*#)#- )\ 号" 对上述四项职能的描述# 选
取了每项职能所对应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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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策, +村委会民主选举监督, * 居民对上述工作评价的赋值为) '$ 的整
数' 分别对应着受访问者所选择的+很不好, +不太好, +一般, +比较好,

+很好, 等回答* 由于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服务职能( 民主管理职能所对应的各
个指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直接放入估计模型可能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因此' 本文分别对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服务职能( 民主管理职能所对应
的次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 分别取第一主成分得分值作为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服务职能( 民主管理职能满意度的度量!放入回归方程* 相对应的内容描述
如表)所示*

表)!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工作职能评价的指标体系
指标 权重

Yb经济发展职能
.b发展本地方的经济 )

>b社会管理职能
.b维持治安#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4""&$#$

Ib对乡村老弱孤残的救助工作 #4""*$(&

/b调解家庭& 邻里纠纷 #4""#\&*

Nb公共服务职能
.b改善乡村道路& 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4)%(\+*

Ib解决村民看病难等医疗卫生问题 #4)\(())

/b提供农产品相关信息& 种植& 养殖技术指导等 #4*#$$()

=b改善本地方中小学教育环境和条件 #4*#"&&*

<b保护本地的环境# 治理和防止环境污染 #4*#$""%

]b民主管理职能
.b办事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 #4*#$$$&

Ib政府财政& 发放救济& 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透明度 #4*#)\$#

/b政府对老百姓的困难& 要求& 意见的处理和答复 #4*#%)$\

=b村委会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等 #4)%+(*&

<b落实和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 比如发放救济金& 农业补贴等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

!

对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服务职能& 基层建设职能所对应的各个变量分别进行LAg

!L.19<@'A<:<@'gBJ12" 检验和巴特利检验!>.@7B<77i9S<97" # LAg检验值均大于#4(# 巴特
利检验-值为#4#### 说明其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同时# 为了保持与经
济发展职能得分的一致性# 本文以因子载荷估计值比重为标准对所得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

最终使上述三个职能的评价取值介于#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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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比较
居民对乡镇满意度的评价不仅基于其对乡镇政府当前各项工作的评价' 同

时还可能与居民对乡镇政府前期工作的印象有关* 不难解释' 居民对于乡镇政
府的评价与其预期有关$gB1?<@' )\%#1 k.2 V:e12' *##+1 O.6<9' *##\% * 居民
对于乡镇政府的预期并非主观臆断' 前期工作的印象将是其进行合理预期的重
要依据* 与此同时' 若乡镇政府干部的工作态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较
大转变' 这一转变自然会对辖区居民的直观感受造成较大冲击' 进而影响乡镇
政府满意度* 因此' 为了有效地控制政府的前期工作态度及其转变对乡镇满意
度产生的影响' 本文控制了居民对政府工作态度转变的评价指标' 这一指标的
衡量来自被访者对调查问题+和)#年前比' 您觉得现在的乡镇政府干部在工作
中的态度和作风是不是变好了), 的回答* 上述回答的指标被记作+工作比较,

$N56-.@1952% ' 赋值为) '$ 的整数' 分别对应着受访问者所选择的+坏多了,

+变坏了, +和以前一样, +好点了, +比以前好很多, 等回答*

+b控制变量
除去居民对乡镇政府的工作评价之外' 居民满意度还可能受到其人口统计

特征的影响$王晓莹( 罗教讲' *#)&% * 因此' 本文还构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

包括! 性别$A.B<% ' 男性赋值为)' 女性为#1 年龄$YU<% ' 即居民在受访时
的周岁1 受教育程度$Z=;/.7152% ' 当居民分别选择+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专科, +本科, 和+硕士及以上, 时' 依次赋值为) '&的整数1 经济
状况自评$G2/56<% ' 当居民分别选择+下层, +中等偏下, +中等, +中等偏
上, 和+上层, 时' 依次赋值为) '$的整数* 同时' 为了检验居民的职业身份
是否会对评价产生影响' 本文还构造了变量+公职身份, $G=<2717:% ' 若受访者
职业为政府公职人员或村干部' 变量赋值为)' 反之赋值为#* 除此之外' 为了
控制乡镇之间的差别' 本文还构建了地区虚变量$S5n2% *

'四( 模型设定

由于衡量居民满意度的被解释变量H.719P./7152是一个排序数据' 此时选择
gMH估计并不适用* 为此' 本文采取现有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有序E@5I17$g@=<@<=

E@5I17% 模型$M;</012U<@j V.9/0J:' *##\1 M17/0P1<B= <7.Bb' *#)*1 H7;7e<@j

A<1<@' *#)&% 进行估计* 有序E@5I17模型是对E@5I17模型的优化' 专门用于处
理被解释变量是排序数据的情况* 本文的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9.719P./7152

1

p[$

#

)

/56-.@1952

1

_

(

a_

)

f_

'

1

% $)%

"'!

#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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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回归方程$)% 中' 被解释变量H.719P./7152 $居民满意度% 是衡量居民
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指标* 解释变量中' 变量N56-.@1952 $工作比较% 是衡量
居民对政府工作态度转变的评价指标'

#

)

对应其回归系数1 a是居民对政府各
项工作评价的变量矩阵' f是控制变量矩阵'

(

和
)

分别对应各自的回归系数
矩阵'

'

是随机扰动项* [$2% 为某非线性函数' 满足!

[$9.719P./7152

"

1

% p

)' 1P9.719P./7152

"

1

&!

)

*' 1P

!

)

m9.719P./7152

"

1

&!

*

"' 1P

!

*

m9.719P./7152

"

1

&!

"

+' 1P9.719P./7152

"

1

`

!













"

$*%

其中' H.719P./7152

" 是一个能够代表被解释变量H.719P./7152' 即满足
9.719P./7152

"

1

p

#

)

/56-.@1952

1

_

(

a_

)

f_

'

1

' 而又不能被观察到的连续变量' 称
为潜变量$M.7<27k.@1.7152% 1

!

)

(

!

*

(

!

"

$# m

!

)

m

!

*

m

!

"

% 均为待估参数' 被
称为切点$N;7E5127% *

'五( 数据描述

表*中汇报了主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 样本居民对当地乡
镇政府工作满意度$ H.719P./7152% 的平均赋值是*4(*' 介于+不太满意, 和
+比较满意, 之间' 非常接近其他关于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王晓
莹( 罗教讲' *#)&% * 相较于十年前的政府工作态度' 样本居民对当前政府评价
的平均赋值$+4#"% 接近+好一点, * 同时' 样本居民对于乡镇政府各项工作
评价的均值' 包括经济发展$Z/52561/9% ( 社会管理$A.2.U<6<27% ( 公共服务
供给$E;IB1/% 和民主管理$]<65/@./:% ' 分别是"4*+( "4"%( "4*) 和"4**'

得分均介于+一般, 与+比较好, 之间' 标准差分别是)4#&( #4((( #4(( 和
#4%\' 说明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对于经济发展
评价的差异最大*

表*!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居民满意度 *4(* #4($ ) +

经济发展 "4*+ )4#& ) $

社会管理 "4"% #4(( ) $

公共服务 "4*) #4(( ) $

民主管理 "4** #4%\ ) $

#'!

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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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工作比较 +4#" #4\" ) $

年龄 +#4$" )"4%# )+ %*

性别 #4$( #4$# # )

经济状态自评 *4$( #4(% ) $

受教育程度 *4*$ )4#* ) &

公职身份 #4#$ #4*"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 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YU<% 是+) 周岁' 平均
受教育程度$Z=;/.7152% 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 与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 所得的调查结果较为相近* 被访问者中男性$A.B<% 占$(^' 具有公
职身份$G=<2717:% 的占$^' 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的平均赋值是*4$(' 介于+中
等偏下, 与+中等, 之间*

四& 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所用样本数据均来自同一份调查问卷' 并且大多选项为居民的主
观回答' 因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N56652 A<705= >1.9<9% * 然而'

通过哈曼单因素检验$Q.@6.2i9H12UB<'[./75@S<97% ' 将本研究中所选变量进行
因子分析' 在未做旋转且特征根大于) 的条件下' 获得" 个因子' 其中最大因
子贡献率为"$4*"^' 小于$#^'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基本结果

本文借助H7.7.软件' 估计了模型$)% ' 结果整理汇报在了表" 中* 回归结
果如表"所示' 方程$)% 属于基准模型' 解释变量仅包括对乡镇政府的工作评
价( 工作比较和个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所得结果显示' 人口统计特征
因素并不会显著导致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出现' 与现有研究结论相似$ H01'

*##)1 塞奇( 李明' *#))1 闰丙金' *#)"% * 同时' 结果还显示' 变量工作比较
$N56-.@1952%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居民对政府工作态度转变的评价越低'

会显著降低对政府总体满意度的评价*

$'!

#

论文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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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居民的公职身份是否会对总体满意度的评价产生影响' 本文在方
程$*% 中加入了变量公职身份$G=<2717:% * 通过表" 的第一列和第二列结果显
示' 在增加公职身份变量前后' 各个工作评价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 并
且相应系数的变化也在合理范围内' 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在方程
$*% 中' 公职身份变量在$^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被访者若在政府的相关
单位工作' 对乡镇政府总体满意度的评价会显著提高* 参照里斯2安德鲁斯
$V0:9Y2=@<n9% 等$Y2=@<n9<7.Bb' *#)#% 的研究观点' 我们分别将具有公职
身份的受访者看作内部人员' 不具有公职身份的受访者看作外部人员' 对政府
绩效的评价看作是+组间差异, 的考察* 对拥有公职身份的内部人员而言' 他
们具有夸大政府绩效的显性激励' 同时出于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 会提高对政
府满意度的评价* 那么' 公职身份是否会造成居民对乡镇政府总体满意度的评
价标准产生偏差呢) 为此' 本文在方程$"% 中加入了公职身份与政府工作评价
的交叉项* 通过表" 的第一列和第三列结果显示' 在加入交叉变量后' 各政府
工作评价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 同时' 各交叉变量的结果都不显著* 上
述结果表明' 虽然普通居民对乡镇政府工作的了解程度可能不如政府公职人员'

并且具有公职的被访者会显著提高对政府总体满意度的评价' 但是身份上的区
别并不会影响两者基于相同政府工作评价所做出的判断标准* 因此' 所有居民
基于相同政府工作评价所做出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具有一致性*

由于公职身份对于居民满意度的评价具有显著的影响' 为对回归结果做进
一步解读' 我们选取方程$*% 中的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 乡镇政府在不同
工作职能上所取得的评价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大多显著为正' 并且不同工作评
价所造成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符合前文的理论假设* 其中' 居民对乡镇政
府民主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评价在)^上显著为正' 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评
价在$^上显著为正' 而对经济发展职能的评价并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居民更加看重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等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而对于乡镇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做出的
努力并不在意* 与其他三项职能不同' 居民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间接受益者'

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可能使得居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提升' 但可能也会降低居民的
相对生活水平* 同时' 在不良社会舆论的引导下' 少数政府违规事件的负面效
应被放大' 经济发展成为了政府官员政绩工程的代名词' 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
初衷成为了获取自身的政治晋升' 而非是为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根据上述结论' 本文认为' 为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以提高居民满意度
为导向的职能优化过程中' 乡镇政府应该加大对民主管理职能建设的投入' 同
时继续巩固提高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发展*

%'!

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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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回归结果
变量 !)" !*" !""

工作评价

经济发展 #4#"+

!#4#+&"

#4#""

!#4#+("

#4#"*

!#4#+("

社会管理 #4*$(

"""

!#4#%""

#4*$$

"""

!#4#%""

#4*(#

"""

!#4#%+"

公共服务 #4)&+

""

!#4#%*"

#4)(&

""

!#4#%*"

#4)&%

""

!#4#%+"

民主管理 #4$\"

"""

!#4#(""

#4$&&

"""

!#4#(+"

#4$$&

"""

!#4#($"

工作比较 工作比较 #4+(*

"""

!#4#$""

#4+(#

"""

!#4#$+"

#4+(+

"""

!#4#$""

身份特征

公职身份 #4"(#

""

!#4)&*"

经济发展
"

公职身份 #4#+"

!#4*"#"

社会管理
"

公职身份 '#4$%$!

!#4+&("

公共服务
"

公职身份 #4*&#

!#4"")"

民主管理
"

公职身份 #4"(%

!#4"(%"

个人特征

性别 '#4#$*!

!#4#(+"

'#4#((!

!#4#(+"

'#4#($!

!#4#($"

年龄 #4##)

!#4##""

#4###

!#4##""

#4###

!#4##""

受教育程度 '#4#+%!

!#4#"\"

'#4#(#

"

!

!#4#+)"

'#4#&&!

!#4#+)"

经济状况自评 #4#\+

""

!#4#+("

#4#%"

"

!#4#+%"

#4#%+

"

!#4#+%"

地区控制 是 是 是
E9<;=5V

*

#4"#"" #4"#*& #4"#"*

T )*$*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和)#^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
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差!V5I;97HZ"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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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文所述' 居民提高对政府工作比较的评价能够显著增加居民满意度*

需注意的是' 居民满意度$ H.719P./7152% 与工作比较$N56-.@1952% 之间还可能
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究其原因' 对乡镇政府满意度评价越高的居民' 对于政
府工作人员的现阶段评价也会变高* 相应地' 总体满意度的上升可能会提高居
民对工作比较的评价* 因此' 居民满意度与居民对工作比较的评价之间可能互
为因果' 这会导致模型$)% 的设定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了克服内生性偏误' 检验表"中的结果是否稳健' 本文需要寻找政府工作
比较的工具变量$G297@;6<27.Bk.@1.IB<% * 庆幸的是' +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
查, 分为+中国农村社会调查, 和+中国乡镇基层工作调查, 两个部分' 被访
者不仅包括当地居民' 同时还包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本文在KV]KH中选取
了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部分的调查问题+和)# 年前相比' 您认为目前的工作压
力如何), 构建变量+工作压力, $E@<99;@<% 作为政府工作比较的工具变量!

*

究其原因' 居民对工作比较的评价与政府工作态度直接相关' 而政府工作人员
要改善工作态度' 必然会增加其工作的压力* 同时' 在样本调查地' 居民满意
度还未作为指标纳入政府考核绩效中' 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与居民满意度
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 意味着变量工作压力是回归方程的外生变量* 表+ 中汇
报了居民满意度决定方程的*HMH 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变量+工作比较,

$N56-.@1952%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同时其他变量的估
计系数符号与表" 中是一致的* 因此' 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也说明本文的结论
是稳健的' 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表+!*HMH估计
变量 *HMH

经济发展 #4#*#

!#4#**"

''!

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

!

当然# 已有部分省!市" 将公众对政府服务的评议纳入基层政府的绩效考核# 例如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连续\ 年出台*广东省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系列调研报告+ # 明确
将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考核内容纳入报告当中# 参见人民网!*#)(" % 就本文所用样本而言#

笔者通过查阅*#个样本乡镇及其上级政府的相关文件# 并未发现在*#)* 年前有明确提出将
居民满意度作为基层政府考核内容的% 因此# 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不会对乡镇政府
官员产生倒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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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HMH

社会管理 #4)#$

"""

!#4#"\"

公共服务 #4#&&

!#4#$*"

民主管理 #4*)&

"""

!#4#+&"

工作比较 #4"*#

"""

!#4#+$"

个人特征 是
地区控制 是
E9<;=5V

*

#4+%%+

T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和)#^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
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差!V5I;97HZ"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 分群样本估计结果

由于不同特征的群体在享受政府服务方面的侧重点不同' 若政府提供的某
项服务是受访者经常使用的' 那么该受访者会对这项服务的评价升高' 反之亦
然$>@5n2' *##(% * 因此' 在本文的研究中' 我们还会检验不同统计特征的群
体对于乡镇政府满意度的评价差异* 这不仅能够进一步了解各类群体对政府职
能的需求差异' 而且也能为乡镇政府在未来的工作中' 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异
化服务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性别差异方面' 随着我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
外出务工' 妇女成为了主导家庭事务和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主要力量* 据全国
妇联统计' 中国妇女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以上' 妇女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
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 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因此' 本文选择从性
别差异视角出发' 分别探讨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评价的影响
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居民性别' 将样本划分为* 个子样本' 即
男性居民组和女性居民组* 由表$中第)列和第*列的回归结果可得' 男性居民

('!

#

论文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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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性居民都很重视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 与前文结论一
致* 然而' 在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男性居民更加
注重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 而女性居民更加注重乡镇政府
在社会管理职能上取得的成绩* 因此' 在当前妇女逐渐成为农村家庭决策主导
的背景下' 乡镇政府有必要对女性居民的现实诉求进行针对性回应' 加强民主
管理职能建设的同时' 也要注重社会管理职能的建设*

区域差异方面' 由于中国地缘辽阔'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经济发达地
区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 基于全国调研样本的研究可能会
+抹杀,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差异性* 因此' 本文根据各乡镇*##%&*#)# 年人均
收入' 按照人均收入在+ ###元以下( + ### '% ### 元( % ### 元以上' 将样本
划分为"个子样本' 即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与低收入组* 表$ 中第" 列( 第+

列和第$列的回归结果' 可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 所有组别的居民都很重视
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1 $*% 仅低收入地区的居民会注重乡
镇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1 $"% 相较于其他分组' 高收入地区
的居民会更加注重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基于上
述结论'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推断' 即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 居民对乡镇政
府满意度的评价将更多地依据其对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 而非主观臆断* 因此'

本文认为' 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更适合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作
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

表$!回归结果
变量 男性居民 女性居民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低收入组

经济发展 #4#$%

!#4#&""

'#4#)\!

!#4#(#"

#4#**

!#4#(&"

'#4#+#!

!#4))*"

#4)**

"

!#4#&&"

社会管理 #4)()

!#4))""

#4"%&

"""

!#4)*%"

#4+*(

"""

!#4)$*"

#4*\"

"

!#4)&%"

#4)%*

!#4)*$"

公共服务 #4"*)

"""

!#4))#"

'#4##%!

!#4)*+"

#4"+\

""

!#4)+("

#4#&#

!#4)(%"

#4#\"

!#4)**"

民主管理 #4+%\

"""

!#4)##"

#4(*+

"""

!#4))$"

#4+*+

"""

!#4)"+"

#4()+

"""

!#4)(*"

#4&*(

"""

!#4))*"

工作比较 #4$$&

"""

!#4#&&"

#4"(#

"""

!#4#%\"

#4$\$

"""

!#4#%("

#4$\)

"""

!#4)#+"

#4""(

"""

!#4#%&"

个人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

政府职能" 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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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男性居民 女性居民 高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低收入组
地区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E9<;=5V

*

#4")($ #4"#\# #4""&+ #4"%#* #4*(&&

T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和)#^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
系数估计量的稳健性标准差!V5I;97HZ"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结论

在本文中' 我们采用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NV]KH% 数据' 通过+关
键驱动因素分析法, ' 将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的评价作为因变量' 对政府各项
工作的评价为自变量' 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 系统探讨了乡镇政府各项职能评
价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 民主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职能( 公共
服务职能对于居民满意度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益' 并且上述三项职能所
取得的边际效益依次递减* 与此同时' 曾被视为乡镇政府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
职能并不会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 $*% 基于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居民对于乡镇
政府的职能转变需求可能存在差异* 以性别差异为例' 男性居民更加注重乡镇
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 而女性居民更加注重乡镇政府在社会管
理职能上取得的成绩* $"% 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 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
度评价将更多依据其对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 因此' 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更适合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作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党中央明确提出+探索村
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 一些地方推行了自治重心的下移' 将行政村改为服务
站' 村委会下移到自然村* 一些地方在村民自治基础上也探索了监事会( 议事
会( 社会协商会议等制度设计!

' 但是' 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和关
键力量' 提升乡镇政府服务满意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 党和政府都将群
众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无论是在执政理念' 还是
实践中都没有忽视过群众满意度* 本文的研究说明' 为了有效地推进服务型乡

*(!

#

论文

!

如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积极汇集村民意见# 在*#)+ 年底第一次召开以(打造柳街
镇现代农业示范区# 推动大地景观建设) 为主题的社会协商会% 参见人民网!*#)+" %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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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的建设' 提高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总体满意度的评价' 乡镇政府应当进
一步加快职能转换* 首先' 政府官员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绩效考核意识' 将提
高居民满意度作为其自觉承担的责任'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行职能转变* 其次'

政府官员应该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辖区居民真正需要的地方' 加强政府
在民主管理(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建设* 最后' 以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
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 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刀切,

推广' 该方法可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 然后再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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