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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治理权”与基层

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

陈家建　赵　阳

提要：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中国治理创新的重要导向。虽然有理

念、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但公共服务外包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本研究从国家

治理结构的角度，通过对某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过程的案例分析，探讨购

买公共服务在基层社区产生困境的原因。在当前治理体系中，基层组织处于

低治理权的结构位置，被动应对自上而下的多重任务。因此，作为最基层的

单位，社区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调动资源拼凑应对。社会组织承接服务是专

业化治理的运作逻辑，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与社区组织产生矛盾。两种治理

逻辑的张力是购买公共服务产生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本文还指出，低治理

权及其产生的治理问题不仅限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在其他领域的公共治理

中也普遍存在。

关键词：购买公共服务　低治理权　综合性治理　专业性治理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基层政府负担重、行政效率低，而居民的需求日

益多样化，传统的行政包揽模式在今天的公共服务供给中面临诸多问

题。大量的基层治理创新在制度和实践层面不断涌现，比如，服务型政

府建设、积极型社会管理、互动式社会参与等（王春光等，２０１７）。其
中，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①是政府与社会都高度认同的治理

创新模式。无论是社会价值倡导、国家政策制定还是公共资源配置，都

对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积极支持。可以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

但是，在实践层面，购买公共服务呈现多重问题。尤其是在最基层

的社区，外包的公共服务直接面对居民，但由于内容有限、质量不高、社

区组织和居民的评价低，成效并不理想。针对这一现象，学界从政府、

社会组织、服务市场等角度进行了探讨，解释了购买服务出现困境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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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文从当前国家治理的角度将政府购买服务置于总体性的治理体

系中进行考察，分析实践中的困境，以期拓宽研究视野。本文尝试回答

的问题是，当前的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以及基层治理结

构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与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

过拨款或者公开招标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政府根

据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交付服务费用（Ｓａｌａｍｏｎ，２００４）。一般而
言，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具有民生性、公益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社会

组织是主要的服务承接者（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Ｓａｌａｍｏｎ，２００２）。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看

来，科层制导致财政恶化、低效甚至无效，而社会服务需求又在不断增

长，由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具有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Ｍｉｎｏｇｕｅ，
２００２）。相比欧美，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科层体系约束更为
明显，社会力量的发展也较为缓慢，政府权责过重，社会参与不足（唐

钧，２０１２）。通过服务外包，有助于提升效率，激发社会活力，为社会治
理能力提升拓展新的空间（叶敏，２０１６）。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
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政策和资金支持增

长显著（王名等，２０１１；徐家良、赵挺，２０１３）。
当前，公共服务外包主要的实践在基层，特别是城市街区（朱健

刚、陈安娜，２０１３；邓国胜，２０１３）。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区和街道政府
是购买主体，决定购买的形式和内容；服务面向居民，落地社区，社区组

织（两委）承担配合管理的职责（竺乾威、朱春奎等，２０１６；徐盈艳、黎熙
元，２０１８）。然而，在基层实践中，购买公共服务的效果并不理想。首
先，在运行机制方面，公共服务采购管理制度很不健全，购买规模和范

围受到很大限制。同时，购买过程不够规范，服务评价和监督体系存在

缺陷（蔺丰奇、李佳航，２０１４；项显生，２０１５）。其次，在成效方面，没有
明确的绩效评估标准，各种指标主观性强，对服务质量和专业效果没有

很好的测度，购买的大部分公共服务成效一般（王浦劬、郝秋笛等，

２０１６）。另外，社区居民大多被动参与，对服务的形式和质量评价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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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政府和社会组织也易于产生矛盾，对购买服务产生负面评价（岳

经纶、谢菲，２０１３）。当前的公共服务购买与理想目标存在明显差距，
购买服务的成效很有限，偏离了基层政府减负、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服

务质量和效率提升的预期目标（叶敏，２０１６）。
针对政府购买服务存在的问题，学界做出了解释，市场机制与政社

关系是两个最重要的分析视角。

首先，从市场机制来看，当前购买服务的市场体系存在问题。公共

服务外包本身就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而是具有准市场（ｑｕａｓｉ
ｍａｒｋｅｔ）的特征，供需双方不足，价格机制作用有限，竞争性低（Ｓａｖａｓ，
２００２）。在中国，由于政府的主导性强，社会组织又不发达，公共服务
外包的市场更为脆弱。不少研究发现，当前购买服务的市场存在明显

的政府垄断，行政主导了招标、付费、验收等各个环节，市场的运行机制

存在明显的波动（詹国彬，２０１３）。在社会组织方面，由于能力欠缺、自
主性差，它们不能在购买服务中与政府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２０１５）。同时，因为公共服务的任务设定和考核验收未标
准化，购买服务的“模糊发包”现象明显，市场并没有朝向规范化方向

发展（黄晓春，２０１５）。
其次，在政社关系方面，街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制约了购买服

务的实践成效。社会组织（或专业社工机构）在承接服务时，受到街道、

居委会工作理念、领导个性、中心工作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一种边界

模糊的嵌入关系（黄晓星、杨杰，２０１５；徐盈艳、黎熙元，２０１８）。在这种嵌
入关系下，社会组织开展服务的工作方式受到街区政府的强势介入，产

生迎合领导偏好、改变组织架构、放弃专业标准等问题，公共服务外包的

质量也因此降低（朱健刚、陈安娜，２０１３；黄晓春、周黎安，２０１７）。从政社
关系的视角可以看到，街区政府作为购买服务的委托方，与社会组织之

间所形成的不对等的关系，对购买服务的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

总之，既有研究成果丰富，解释角度多样。在政策实践层面，公共

服务购买作为未来社会治理发展的核心方向，对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

要的影响，①然而目前研究的深入性还未能与政策实践的重要性相匹

配。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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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办〔２０１３〕９６号）（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ｈ／２０１３－０９１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９８１８６ｈｔｍ）。



一方面，在理论逻辑层面，既有的研究案例多样，经验性强，但偏重

于直接针对现象的描述性概念，中层理论建构不足。既有研究发现，实

践中的政府购买服务有的相对成功，有的完全失败；有的沦为行政工

具，有的较为自主；有的街区政社关系宽松，而有的关系紧张……对此，

现有的研究论证难以进行普遍性解释。比如，购买服务普遍嵌入于街

区政府，既然都具有“嵌入性”，那为何不同的案例中嵌入带来的成效

明显不同？当前的大多数质性研究依附于经验，对分析性概念、命题的

建构不足，弱化了研究的解释力。因而还需要从描述性概念中逐步发

展分析性概念，进而建构解释性框架（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层面，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大多从市

场规范性不足的角度来解释公共服务购买的问题（王浦劬、郝秋笛等，

２０１６；叶敏，２０１６），而社会学者的研究看到了基层政府的制度体系以
及运行规则的影响，从政社关系的角度拓展了研究格局（朱健刚、陈安

娜，２０１３；黄晓春、周黎安，２０１７）。但是，购买公共服务并不是独立的
基层政府行为，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嵌入于自上

而下的体制运行过程，受到整体性治理结构的影响。因此，仅仅追溯到

街区政府的行为，将其作为源头解释变量，难以对基层公共服务购买机

制进行实质性解释。实际上，街区政府的行为机制本身就是治理结构

所形塑的“被解释变量”，只有去探讨治理体系，才能厘清因果机制。

基层社区层级低但关系复杂，是各种治理机制的最终落脚点，

“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文在以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将基层问题整

体性地放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现象

（问题）为分析路径，来解释基层购买服务的运作逻辑。基层组织在

治理体系中的结构主要体现为治理权。作为分析性概念，治理权的

类型不同可以解释治理机制的差异，从而解释购买服务在基层产生

的现象和问题。

二、基层社区运行中的“低治理权”

治理是指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罗西瑙，２００１）。虽然中国
的治理理论也倡导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周红云，２０１５），但我们普遍
看到的是政府组织是中国治理的核心，从中央到最基层都发挥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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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周雪光，２０１７）。因此，分析政府组织在治理中的运行模式，对研
究中国的治理问题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治理权结构
作为一个多层级政府，不同的层级在治理中具有不同的权限。法

学和政治学对政府治理权（力）的分析主要是侧重抽象的法定权力分

配（马斌，２００９；张千帆，２０１２），而本研究关注的是组织的运行机制。
从组织分析的角度，所谓政府的治理权（限）是指某个层级组织在公共

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资源调配、任务设定、时间安排、检查考核方面的权

力。根据这四个方面，可以将治理权大致分为高、低两种情况。在高治

理权的情况下，组织可以自由调派行政资源（包括组织资源、财政资源

和行政管理资源等），自主设定工作内容，安排开展过程，并在检查验

收过程中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低治理权则相反，组织没有自由调配资源

的空间，工作内容和开展过程都是被动接受，并且必须按照要求完成考

核验收。治理权与组织的资源空间和任务压力有直接关系，资源空间

越大，任务压力越小，则组织的自主行动力越强；反之，资源少，任务多，

则组织主要是被动应对上级任务，很难自主进行公共管理。被动开展

工作，治理权就低。①

在中国的科层体系中，治理权的高低具有明显的层级分布特点，越

高层级的政府治理权越高，越到基层治理权越低。这种层级分布的治

理权差异在很多维度都有制度化体现。财政资源是治理权限的基础，

中央部级单位掌握的财政资源最多，分配权也最大，产生地方政府争取

资金的“跑部钱进”现象。在省级层面也掌握了相对较多的财政资源，

是地方政府争取财政资源的对象（周飞舟，２０１２）。同时，项目化的治
理机制让资源分配具有竞争性，上级部门掌控了更高的资源分配权

（渠敬东，２０１１；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越到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
掌控力越弱。在任务安排方面，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中有上级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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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治权的高低是针对公共治理组织而言，并非指组织中的官员或具体成员。个体成员不

具有公共治理的权力和责任。官员是组织的代表，行使治理的权力和承担职责，本身不

具有治理权。自治权的高低不取决于资源或者任务的绝对数量，而是来自于资源和任务

的相对数量以及自主空间。如果资源较多，但治理任务很重且都是被动执行，那么组织

的治理权很小。但一般而言，资源较多的组织可以统筹调整的空间也较大，应对外部任

务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规定目标”和地方政府自主设定的目标（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上
级规定的目标是必须要完成的刚性任务，一般占到地方政府目标比重

的７５％，而本级的任务自主空间不到２５％（陈家建，２０１６）。同时，除了
常规任务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任务。尤其是中心工作，需要暂停常规

工作，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全力应对（艾云，２０１１；欧阳静，２０１１）。
检查考核方面也是如此，上级政府对大部分工作有严格的检查考核制

度，可以督促下级政府完成目标（周雪光，２００８）。即使上级政府治理
压力增大，也可以通过层层加码，将任务转移给下级，形成一种“压力

型”体制（荣敬本、杨冬雪，１９９８）。因此，在中国的政府层级体系中，治
理权的分配自上而下明显降低。

　表１ 　　治理权类型

治理权 资源调配 任务设定 时间安排 检查考核

高 资源多 自主设定 自由安排 主导

低 资源少 被动接受 被动接受 被动

（二）基层社区的低治理权
作为最基层的社区①在治理权方面存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自

于社区在中国的特殊定位。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本质上

是自治组织。②

按照基层自治组织的定位，社区应该具有极高的治理权。社区的

居民代表大会应该对社区的公共事务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由居民选举

产生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其职责也应该是管理居民自治的相关事务。

在此情形下，社区是高治理权的组织单位，无论是资源调配、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都应该有自由权，而工作任务的检查考核也应该由社区居民

自行决定。但是，现实中的社区却延续了政府体系中的治理权层级分

配逻辑，越是基层治理权越低，社区作为最基层的单位，其治理权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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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村和社区都是自治组织，且都面临资源少、压力大的困境，但二者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

因为当前公共服务购买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开展，所以本研究以城市基层社区为主要分析

对象，有关村的论述暂不涉及，留待后续拓展分析。

参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ｗｘｚｌ／ｇｏｎｇｂａｏ／１９８９－１２／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８１１３１ｈｔ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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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低治理权”在资源调配、任务设定、时间安排、检查考核各

个方面都有体现。

第一，在资源调配方面，大部分社区的公共资源全部来自于上级政

府。社区行使有效的公共管理，需要人员、办公经费、办公场地和专项

活动经费。社区工作人员的薪酬都由地方财政支付，岗位的设定和人

员安排也由上级政府管理。办公场地和办公经费大部分是上级政府划

拨。办公场地通常是区县级的政府用房配置给社区使用，而办公经费

则按照社区人口配置（刘玉东，２０１６）。
第二，在工作内容方面，社区的自主安排也极少，大多数工作是乡

镇、街道布置的任务。从制度来看，村社区应该以自治工作为主，上级

政府的任务辅助完成即可，但现实中主辅关系却是颠倒的。在“压力

型”体制下，乡镇、街道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也将任务分摊给村社区，几

乎所有的党政工作在社区都有下派任务（王春光，２０１３）。社区成为事
实上最基层的科层组织，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责（周雪光，２０１７）。

第三，在工作的时间安排方面，社区也没有自主权。在社区承接的

任务中，部分任务常规开展，但也还有大量的政府中心工作，由于开展过

程不固定，社区不能自主安排时间。比如，开展卫生城市创新、安全生

产、环保督查等，都需要社区在短时间内暂停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加以配

合。除此以外，接待、迎检、开会占用了社区成员的大量精力。整体而言，

社区缺乏工作自主性，基本上是围绕上级政府在运转（黄晓星，２０１６）。
第四，在检查考核方面，社区是最被动的基层组织。政府工作的检

查考核均为自上而下，上级组织团队对下级进行考核。社区处于最基

层，只是被检查考核的对象，在检查考核的内容、标准和时间方面都没

有决定权，而且考核层次多、次数多。一般性的工作由乡镇街道组织考

核，比较重要的工作由区县政府组织考核，更为重要的工作则可能是省

市组织考核（艾云，２０１１）。在这层层的检查考核之中，社区的自主运
行空间被极大压制。

（三）低治理权与综合性治理
社区虽然在法律上拥有自治组织的地位，但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科

层体系的末端，治理权极低。在低治理权的情形下，社区产生了独特的

运作机制，其核心是综合性治理。在科层体系中，治理权的高低决定着

向下级分派任务的能力，也决定着转移本级责任的能力。而对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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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权极低的情况下，其承担的行政压力无法像上级政府那样往下

分解转移，而只能由社区自行承担。

综合性治理是指社区组织在任务多、压力重的情况下必须最大限

度调动所掌控的所有资源完成任务，其特点是社区组织的分工及运行

程序都要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以便集中精力完成上级布置的紧要任务。

在公共治理中，各级政府都有综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周雪光，２０１７），但
随着治理权的降低，基层政府，尤其是最基层的社区综合治理的特点更

为突出。首先，多重任务与多重责任并存。治理任务层层下压，造成基

层多重职责并行。在属地化管理的原则下，绝大部分党政工作最终都

需要基层来执行（周黎安，２０１４），甚至于不具有法定权力的工作也都
要由社区承担。社区在属地化管理中形成“无限责任”，除了少数明确

不归属于社区的任务，其余大部分党政工作都要由社区负责，出了问题

要问责到社区。而且，任务和责任很多难以明确化，可以因为上级的要

求和现实的需要无限增加。比如，在某社区，“今年（２０１７）查环保、安
全生产我们社区都必须要参与，出了问题我们有责任。但实际上，我们

没有权力去查人家是不是环保，是不是符合安全标准，也没有那个专业

技术”（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９０７ＤＸＣ）。其次，工作方式一般是应对型，具
有临时性和运动式的特征。社区自主开展治理工作的空间极小，大多

是被动应对上级政府的要求。在被动接受任务的情况下，社区作为基

层组织面临着极大的环境不确定性，自上而下的任务临时多变，难有稳

定的工作预期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只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集中精

力完成任务。一位社区书记谈到，“社区完全都跟着上面转……上午

都不知道下午会干啥，很可能中午街办就打电话通知去开会，或者迎接

什么检查”（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８０４ＫＦＹ）。最后，在管理机制方面，社区
尽可能发动所有的人力物力，包括两委、社会组织以及部分居民户来完

成任务，拓展自身的资源空间（黄晓春，２０１５）。因此，在综合性治理的
机制下，社区的内部分工都是非常模糊的，不仅核心的两委成员需要灵

活使用，而且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也要全力协同。

三、综合性治理中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服务外包是利用社会力量承担部分公共服务的权力与责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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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承接公共服务不仅意味着服务的直接主体不同，其更根本的差别

是公共治理的机制不同。

（一）公共服务外包中的专业性治理
综合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运行的基本逻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采取

专业性治理的路径。不同领域的治理专业性基础程度可能有高低差

别，但其核心都是通过专项的资源配给和专业化的运作逻辑来提升治

理的效率与质量。专业性的原则在市场治理中普遍存在（威廉姆森，

２０１１），在近年来广泛发展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中也是基本的理念（王
名等，２０１１）。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
服务目标相对单一，或者是多目标但同质性强、综合度低；同时，承担的

责任也是明确、有限的。只有相对单一或同质性高的任务，才能为专业

的社会组织所承接，也才能有较为明确的评价标准，成为购买服务的基

础。异质性高的多重任务很难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任务有限，责任也

是有限的，权责归属清晰。第二，服务内容较为固定，有相对明确的预

期，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政府购买服务，都会约定服务的内容，否则

不能对目标产出进行有效地判定。第三，承接服务的组织专业化。专

业性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专业化是服务质量与

效率的保证。专业化的特点反过来制约社会组织，使其不可能承担很

多任务。第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需要资源与任务匹配。如果没

有明确提供的、相应的资源，社会组织难以完成专业性任务，即使完成

其质量也会很低。

　表２ 　　专业性治理与综合性治理差异
任务目标 责任体系 组织能力 资源配给 运行机制

专业性治理 单任务、同质性 有限责任 专业化 专项资源 稳定、制度化

综合性治理 多任务、异质性 无限责任 全面性 多用途资源 临时性、运动式

（二）专业性治理与社区综合性运行的张力
当前，中国大部分公共服务购买都落地在社区层面（邓国胜，

２０１３），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与社区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
在社区采取综合性治理机制的情形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

服务面临内生性张力。在低治理权的压力下，社区需要尽可能地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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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统筹利用，完成最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而且还会根据上级政府

的安排临时调整任务排序和时间节点。但公共服务外包要求社会组织

有职业自主性，能够根据专业性要求完成任务。这种张力关系表现在

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在组织关系上，社区需要调配社会组织的人员和

物资协助完成社区面临的中心工作，而且在有临时性的重要任务时，会

要求社会组织予以配合，甚至需要全力以赴。但社会组织从专业性维

系的角度需要保持自主性。社会组织要求购买服务的人员、资源都应

专项使用。其次，在任务目标层面，社区需要完成行政性目标，而社会

组织需要完成专业性目标。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目标具有一致性。但

在大多数情况下，两种目标会出现冲突，社区的目标导向是上级的考核

要求，与专业性目标之间有实质性差异。比如，在社会治理项目中，社

会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居民自治能力提升，而社区的目标是吸纳闲散人

员、化解不稳定风险（陈家建，２０１３）。最后，在工作程序上，社会组织
希望按照稳定的制度安排开展工作，而社区常常干预社会组织的工作

程序。比如，为了迎接检查考核，社区希望社会组织多做大规模的“可

视化”工作，而不是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一般的小组工作层面。面对

大量临时性工作，社会组织从维持自身的专业性角度出发尽量不参与，

而社区则希望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协助。

在实践中，社区综合治理与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存在张力，两

种治理机制的矛盾可能是动态平衡，也可能是一方妥协。而在当前，由

于政府掌握核心资源，社会组织妥协，放弃专业性，变成社区和基层政府

的助手，这是更常见的现象。所以，经常看到驻社区的社会组织变成社

区的工作助手，“合作关系”变成了“统属关系”。同时，根据“低治理权”

的特点，基层组织所拥有的治理权越少，面临的责任与资源越不均衡，则越

可能采取综合性治理的运作机制。在人少而任务重的社区，即使是非常专

业性的社会组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区自主运作，必须尽力配合社区工

作，否则极易失去生存空间。承接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矛盾越

大，其购买服务的专业性也越难以保证。即使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境因素

（比如领导安排），在治理权很低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专业性暂时

得以维系，但在长期运行中也会与综合性治理的社区产生矛盾。

（三）基本研究判断
从当前基层治理的结构与购买公共服务的特点出发，可以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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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研究判断。以下命题有助于将本研究的分析逻辑清晰化，建构

中层理论。

Ｓ１：当前的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权纵向差异明显，越是基层的组
织其治理权越低。

Ｓ２：社区作为治理权最低的公共组织，大多采用综合性治理的机
制，应对上级安排的多重任务。

Ｓ３：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具有专业性治理的特征，专业性治理
与社区的综合性治理存在内在张力。

Ｓ４：在当前的公共资源分配格局下，基层社区综合性治理与购买
服务专业性治理之间的矛盾往往以社会组织放弃专业性作为妥协。

Ｓ５：公共组织的治理权越低，综合性治理的压力越大，购买服务的
专业性越难以保证。在治理权相对较高的公共组织中，专业性治理相

对容易得到保障。

Ｓ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提高基层治理权，是维系公共服务专业性
的根本途径。

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Ｄ市Ｈ区的社区行政服务外包改革的案例
分析来阐释本研究的基本判断。本文的研究案例是始于２００６年的 Ｄ
市Ｈ区治理创新，具体措施是实行居站分设，社区两委和公共服务站
分开运行。２０１４年，Ｈ区开始了更大程度的改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让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Ｈ区的改革创新，从改革理念、资源
投入、实施规模来说都是当前国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典型。在

四年多的运行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治理创新效果，但社会组织与社区

却存在着大量矛盾。Ｈ区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创新的演变过程及
其所面临的问题，对分析当前国内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具有典型意义。

笔者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对Ｈ区的治理创新进行了跟踪观察，对政府部门、
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各方持续调研，较为深入地了解了其运作全过程。

四、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一项治理创新

Ｄ市Ｈ区共有８７个社区，２０１６年底统计，有本地户籍２５５万户，
流动人口３２２万户。平均来看，每个社区有６６３２户，人口近２万。长
期以来，Ｈ区的基层社区面临诸多治理问题：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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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下派事务杂、检查考核频繁等。这些问题在当前大城市的社区治理

中具有普遍性（李友梅等，２０１４）。２００６年开始的居站分设改革为社区
专门增加了公共服务站的岗位编制，提升了专职人员数。每个社区的

两委人员有７－９名，配备５－７名的服务站专职工作岗。同时，将服务
站与两委分开管理，两委只从事社区自治工作，服务站则负责低保、计

生、流动人口服务等公共事务，以便给社区减负，做到“还权赋能”。但

是，运行八年多来，居站分设的效果并不理想，最主要的问题是服务站

与两委不能实质分开，仍然是统一指挥、综合运行，两委承担了大量的

行政职责，没有能够回归自治组织的本职工作。为此，从２０１４年开始，
Ｈ区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改革，将公共服务站彻底从社区分割开，用政府
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组织来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尤其是常规的政务

服务内容。

２０１４年４月，Ｈ区发布了《Ｈ区区级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准入社区
管理办法》和《Ｈ区区级部门下沉社区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目
录》，正式开启了社区公共事务社会组织承接改革。改革主要在五方

面做出重要调整。

第一，将公共服务站从政府的管理体系中切割出来。公共服务站

虽然名义上独立运行，但人员、工资、业务都在政府的管理体系中，与街

道和社区融合在一起，很难进行专业化管理。工作站完全把自己当成

社区的一部分，服从社区的工作安排。社区领导也将工作站当成社区

的下属单位，可以指挥更多的人完成社区的各种工作任务。２０１４年的
改革第一步就是将服务站从组织关系上脱离开街道、社区。所有的站

点人员一律买断工龄，不再与街道和社区签订工作合同，让所有人重新

回到市场成为自由职业者。人均的工龄买断费在６万元左右，仅这一
项，Ｈ区财政就支出３０００万元左右（访谈记录：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ＷＨＭＺ）。

第二，成立和引进社会组织，接收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承接社区的

公共服务。８７个社区的社会组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引进外来社
会组织入驻社区，共引入３个Ｈ区以外的社会组织，承接３１个社区的
公共服务，占社区总数的３５６％。引进的社会组织是Ｄ市专业性较强
的社会组织，均获得５Ａ级社会组织评级，并多次获得过各类社会工作
优秀奖。通过３家“高水平”的社会组织入驻，Ｈ区试图利用专业社会
组织带动本地的社会组织发展，促进购买服务的专业化。另一种是本

地的社会组织，这是社区自己成立的。２０１４年，有５８个社区成立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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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会组织。本地社会组织负责人多为社区原两委成员或公共服务站

成员，一般工作人员也多是本地人。比如，红星社区①的社会组织负责

人就是原来的居委会成员，他将原来社区公共服务站的７个人组织起
来成立了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其注册资本只有３万元，注册的
办公地点就是社区两委办公室。

第三，划分社区事务，确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范围和具体事

项。社区事务复杂多样，Ｈ区在改革中将社区事务分为党团、自治、公
共服务三大块内容。党团工作对应党组织，自治工作归属自治组织，所

以前两大类工作都由社区两委承担，而对于公共服务则进行改革，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承接。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

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工作都是上级政府下派的，不属于社区的自治工作

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类工作相对明确固定，可以通过外包提升服

务的专业性，精简行政资源。２０１４年，经过民政局、街道、社区、社会组
织的多方讨论，１３９项社区公共服务从社区事务中剥离出来，外包给社
会组织。这１３９项社区事务主要涉及计生、老龄服务、低保、劳动保障、
残疾人服务、流动人口服务等直接面向居民的事项。针对这些购买服

务事项，制定了定期考核标准，实行正式合同规范。②

第四，配备了专门的服务经费，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保证购买服

务的正式化。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直接服务的重要差别是购买服务的

经费必须专门化，如何配备和管理资源是购买服务中的重要环节。在Ｈ
区的改革中，设计了以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和办公经费三要素为基础的

经费测算方式，并通过社区治理的难度系数予以调节。每个社会组织的

购买服务经费分为服务经费和工作经费。服务经费方面，每年的服务经

费数额取决于上一年度本地户籍和流动户籍加总，每户６５元。有４９个
社区因为治理难度较大，乘以了１０５％的系数。办公经费方面，每个社区
核定为３万元，用于水电网和办公耗材的开支。在这样一套核算标准
下，每个社会组织每年会有４７万元左右的服务购买经费。从经费配备
方式来看，主要的经费根据服务对象的数量来确定，体现了以服务量定

价的市场化原则，不同于原来社区资源综合应用的模式。根据Ｈ区民政
局的估算，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略多于原来直接由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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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学术惯例，社区的具体名称已做匿名化处理。

《Ｈ区Ｔ街道办事处其他公共服务采购项目方案》（Ｔ街道内部资料），２０１５年５月。



服务产生的财政支出（访谈记录：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ＷＨＭＺ）。以２０１７年为例，Ｈ
区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配备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Ｈ区２０１７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经费情况

街道
户籍

户数

流动

人口

户数

户籍人口

服务经费

（万元）

流动人口

服务经费

（万元）

服务难度

系数

社会服务

经费总数

（万元）

社区

数

工作经费

（万元）

购买服务

经费总额

（万元）

ＪＸ １６９１０ １６６０４ １０９９２ １０７９３ １００ ２１７８４ ５ １５ ２３２８４
ＷＪ ２３７３７ ２３７１５ １５４２９ １５４１５ １ ３０８４４ ６ １８ ３２６４４
ＨＮ １９４６８ ２１０６３ １２６５４ １３６９１ １ ２６３４５ ６ １８ ２８１４５
ＴＳ ２１５７４ １７６５９ １４０２３ １１４７８ １ ２５５０１ ７ ２１ ２７６０１
ＹＬ ２５３５４ ２８２０８ １６４８０ １８３３５ １ ３４８１５ ８ ２４ ３７２１５
ＳＮ ２９８９８ １７６２４ １９４３４ １１４５６ １ ３０８８９ ６ １８ ３２６８９
ＨＰ ３３２０１ ２２２６５ ２１５８１ １４４７３ １０５ ３７８５６ ７ ２１ ３９９５６
ＪＹ １９４４４ ２４５７３ １２６３９ １５９７３ １０５ ３００４２ ５ １５ ３１５４２
ＪＴ １３７９４ ３４３２３ ８９６６ ２２３１０ １０５ ３２８４０ ８ ２４ ３５２４０
ＣＪ ２０８２１ ２１３０９ １３５３４ １３８５１ １０５ ２８７５４ ７ ２１ ３０８５４
ＨＸ ６３７９ ２４５６３ ４２１１ １５９６６ １０５ ２１１８６ ３ ９ ２２０８６
ＣＱ １２４９２ ２９１９４ ８１２０ １８９７６ １０５ ２８４５１ ７ ２１ ３０５５１
ＪＨ １１８１１ ４１７３８ ７６７７ ２７１３０ １０５ ３６５４８ １２ ３６ ４０１４８
总计 ２５４９８３３２２８４１ １６５７３９ ２０９８４７ ——— ３８５６５６ ８７ ２６１ ４１１９５６
　　说明：人口数的统计均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资料来源：《Ｈ区民政局２０１７年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经费测算表》。

第五，在管理机制方面，制定了一套考核激励办法。用于购买社会

服务的经费按季度发放，除了第一季度初发放１５％的经费之外，其他
三次均为季度考核合格后发放２５％的经费，剩余的１０％作为质量保证
金，需要年底年度考核合格后才发放给社会组织。① 针对每一项购买

服务的内容，都有服务数量和质量标准，主要由街道和社区考评。其

中，街道的考评比重占到８０％。街道的社会事务科、城管科、党政办等
八个部门针对具体服务事项给社会组织打分。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年度

考核想要得到满分，必须完成街道科室布置的所有工作任务，居民满意

度要达到９０％，且每年居民投诉要少于三次。如果服务的数量、质量、
满意度和投诉量方面扣分多，则可能低于考核合格分。② 考核激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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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区ＴＳ街道和ＧＨ社会组织２０１６年度服务购买合同》。
根据Ｈ区的考评标准，满分为１５０分，１３０分为合格，低于１３０分的会终止下一年度的购买服
务。在２０１６年，有五家社会组织被终止了下一年度的购买服务（ＧＨ社会组织内部资料）。



法还规定，“根据合同约定扣减相应经费，并取消该服务提供机构承接

我街道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格。其中，服务期限内因任务未按时完成

导致不合格的，街道、社区应敦促服务方继续提供服务直至政府购买服

务合同任务的完成；因主观原因，未完成项目任务，且情节严重、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的，除取消其本次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资格外，还将追

究其法律责任”。①

通过上述五方面的考核办法，Ｈ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导向是将基层
社区原来的综合性治理模式转变为专业性治理模式。在组织关系上，

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与社区两委脱离了归属关系。同时，社

会组织也不归属街道管理，街道也不能像对待社区那样实行“压力体

制”管理社会组织，从而能够遏制上级政府向基层随意安排任务。社

区两委在剥离了公共服务职能后，可以回归自治功能，着重党建、群团

和居民自治工作的开展。在组织任务方面，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有明

确的目标定位，１３９项事务固定明确，不会随意增减。１３９项之外的任
务按照合同约定需要另行谈判，配套专门资金购买，实现“费随事转”

的改革初衷，压缩街道向社区随意加压的空间。在资源使用方面，１３９
项事务范围内的人、财、物都是专项使用，不会被街道或社区调配到其

他领域，更不会拿去“吃喝浪费”，从而保障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在业

务管理方面，社会组织只承担固定事项，可以提升专业能力，增进服务

质量。而且，以考评机制为核心，可以奖优罚劣，通过扣减资金甚至终

止合同的方式督促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质量。总之，通过组织关系调整、

资源专项配套、任务明确固定、管理制度清晰等方式，Ｈ区试图通过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来提升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制度设计如此精细，那Ｈ区购买服务改革实际运行效果如何？

五、治理结构中的实践困境：从“专业”回归“综合”

在实际运行中，Ｈ区公共服务外包的专业性治理，并没有提升社区
治理的成效，反而带来了多重矛盾。而且，随着开展时间的推移，困境

越来越明显，专业化运行逻辑被逐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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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区ＴＳ街道和ＧＨ社会组织２０１６年度服务购买合同》（ＧＨ社会组织内部资料）。



（一）公共服务外包中的社区—社会组织矛盾
公共服务外包在实际运行中的低成效来自于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多

重矛盾。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权责归属不清造成运行低效。社会组织认为他们是在代理

社区事务，所以应该以社区的名义与居民打交道，享有社区对居民的公

共权力。但社区并不认可，社区领导认为，社会组织是街道聘用派遣到

社区的，是独立的主体，与社区没有关系。这就造成了社会组织的尴尬

地位，不以社区的名义与居民打交道，居民对工作人员不信任，配合度

低，工作难开展。可是在工作交接环节又面临责任归属问题。社会组

织办理的事项向街道呈报时必须要社区盖章，而社区领导认为已经不

对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了，对盖章就非常谨慎，免得出问题担

责。权责归属的问题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工作流程衔接不畅，运行效

率不高。

第二，工作要求变化导致社会组织消极应对。对社会组织而言，工

作任务已经通过合同明确了。但社区作为最基层组织，自上而下的各

类工作任务极为多样，且临时变化多，时常出现合同之外的“剩余领

域”，对这些“剩余领域”任务的界定成为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矛盾。

有的工作在合同内，但因为上级政府的要求，原有工作出现了新内容。

比如，在２０１５年前，Ｄ市的流动人口管理相对简单。但从２０１５年开
始，全市强化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就要求社区对流动人口进行全面的

信息登记，信息采集率达到８５％以上，而且要详细真实。① 这项新工作
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工作的难度，给社会组织造成了超负荷的工作量。

流动人口信息必须上门入户采集，白天信息采集对象要上班，经常找不

到人，只能晚上采集，完成一份《流动人口基本信息调查表》有３２项内
容，平均需要２０分钟，晚上８－１０点的采集时间，最多只能完成６户的
采集量，而社会组织的目标任务最多的是每月完成６００户，最少也要完
成２６０户，所以社会组织成员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来完成此项工作。这
项工作使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矛盾增大。社区认为这项工作是１３９项公
共服务的内容，应该由社会组织开展；而社会组织认为这项工作要求提

高了，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而且工作没有多少专业技术含量，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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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区人民政府ＴＳ街道办事处其他公共服务项目合同》（Ｔ街道内部资料），２０１６年７
月。



组织负责不合适。

第三，任务分配问题引起社区管理僵化。上级政府常常安排各种

临时工作，社区和社会组织因分工问题产生矛盾。比如，在２０１７上半
年，就有食品安全检查、消防安全检查、环保督查等非常规但上级重视

度很高的工作。每项“临时工作”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月，需社区集中全

力完成。这些工作虽然由社区两委主要承担，但社会组织也不能“置

身事外”。比如，２０１６年Ｄ市大规模开展对社区所有常住人口的信息
采集工作，称为“一标三实”。这项工作本不在购买服务的１３９项政务
事项之内，但街道和社区仍然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或者让社会组织协助，

要求每个社区每月新增１１００条信息，完成难度非常大。为了完成任
务，社会组织不得不压缩其他工作时间，安排大部分工作人员入户采集

信息。仅完成这项工作就会占据社会组织近５０％的精力，购买服务合
同内的工作反而得不到正常开展，社会组织认为“本末倒置”，而社区

还觉得社会组织“不够尽力”，造成这项重要工作推进缓慢。

因此，虽然表面来看，公共服务外包的改革带来了很多治理机制创

新，但在实际运行中，社区、社会组织各方都有强烈的不满。街道和社

区感觉“社会组织难以指挥”“购买服务多此一举”，社会组织抱怨“没

有工作自主性，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为什么设计良好的改革会在

社区产生矛盾？这与当前基层治理的整体性结构有关。

（二）社区治理中的“拼凑应对”
社区因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产生矛盾，专业性治理机制弱化了

社区的压力应对能力，让基层“低治理权”的运行困境更加突出。

在现行体制下，街道作为最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职责。而社区

实质上又是在街道政府的全权管理下运行的，街道自然会向社区传导

压力，摊派各种任务。近年来，社区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任务日益增加。

在Ｄ市，Ｈ区作为主城区，治理的任务更重。根据 Ｄ市民政部门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社区各种常规事项多达５３７种，光开证明就有３１３类，不堪
重负。① 在常规任务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性工作。社会组织承接了

１３９项社区公共事务，表面上看是减轻了社区负担，但在社区看来是极
大地增加了社区工作的难度。以ＴＳ街道的科学院社区为例，社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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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市民政局关于社区治理工作情况的通报材料》（内部资料），２０１７。



两委人员６人，公共服务站６人。在２０１４年的改革中，外来社会组织
承接了公共服务站，６人全部划归社会组织管理。社区书记认为，１３９
项听起来事务不少，但任务都很固定明确，完成起来其实很简单。根据

社区估计，１３９项公共事务在社区所有工作中占据精力不多，仅为１／３
左右。减少了一半的人员，却只少了１／３的工作量，在社区看来肯定是
工作负担更重了。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后，社区不能直接指挥社会组织

的人，工作自然大受影响，社区领导也非常不满意。

社区负担相对加大，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后必然使得社区对上级工

作的应对能力下降。在中国，运动式治理是常见的国家治理手段，其主

要特点是短时间集中行政资源完成重点任务（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
运动式治理一直传递到最基层的社区，表现为大量自上而下的阶段性

中心工作，比如党务学习、专项整治、检查考核等。这些工作的完成需

要社区统筹资源集中应对。比如，ＴＳ街道的 ＣＸ社区，２０１７年５月接
到上级进行文明卫生城市的检查考核任务，一方面要求辖区卫生达标，

一方面要求各种文明卫生创建工作建立完整的档案。为此，社区集中

时间把各类资料补充完整，形成完整的“痕迹管理”，同时发动所有社

区人员整理办公室，打扫卫生。作为重要任务，社会组织也不得不暂停

其他工作，参与配合。社区两委和社会组织集中全力搞了三天，但在检

查工作中还是受到批评，原因是社区的“意见箱中居然没有任何居民

意见反馈，而且资料归档不规范”。社区书记认为，如果社会组织完全

听他指挥，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除了资源空间减小以外，社区认为公共服务外包弱化了社区的综

合治理能力。在基层政府的运行中，多重的治理手段常常是连带式运

用，比如拆迁户的补偿可能是通过解决家属工作的方式来完成（陈锋，

２０１２）。社区的运行也是如此，多重的公共服务之间可能相互连带，形
成综合治理的机制。对于公共服务外包，一些社区书记就明确表示是

弱化了社区的治理能力。某社区的 Ｙ书记概括道，“服务既是一种职
责，也是一种权力，权力减少了，社区的威信也就降低了，管理难度就增

加了”（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６１４ＹＳＪ）。
在组织研究中，“拼凑应对”（ｍｕｄｄ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是面对不确定外部

环境下组织的应对方式。对于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职责大、压力重，

“拼凑应对”更是成为一种常见的组织行为（周雪光，２０１７）。社区作为
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压力型体制下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必须尽力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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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资源，综合运用多重手段，灵活运行完成任务，“拼凑应对”是核心

的运作逻辑。在Ｈ区的公共服务外包中，公共资源中的一部分由社会
组织专业化运行，阻碍了社区在面对上级任务时拼凑应对的便利性，实

质上降低了社区的应对能力，这是社区对这项治理创新产生抵触的缘

由。不仅街区政府有这种感受，区县部门也认为购买服务导致治理能

力下降。比如，２０１４年之前，Ｈ区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业绩一直居
全市第一名，但购买服务之后，排名进入了全市倒数行列。Ｈ区公安分
局对此意见很大，他们认为，社区全权负责效率更高，工作安排更容易，

完成任务更便利，要求回到社区综合负责的管理模式（访谈记录：

２０１８０２２４ＬＨＮ）。

（三）专业性治理的妥协
在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普遍出现矛盾后，Ｈ区购买服务的制度不

断进行调整，总体来看，购买服务的专业性逻辑不断妥协，社区治理的

综合度提升。这在组织管理与工作安排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组织管理方面，Ｈ区和街道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关联考
核，将两者捆绑在一起。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区和街道在考核时，将社区和
社会组织连带衡量，一方的得分会影响另一方。比如，在ＨＴＱ社区，因
为社会组织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率不高，造成社区工作考核时被扣分

（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０１２３ＺＹ）。同时，社区也获得了对社会组织的考核权
限。在改革之初，是以Ｈ区民政主导的专业性考核为主，组织规范性、
社工资质是核心指标；而在近两年的运行中，与社区的配合所占比重提

升，社区有２０％的打分权限。所以，各个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强调与社
区的配合，尊重社区的安排（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８０４ＺＹＸ）。

社会组织与社区配合度提升，并逐步参与到各类社区的工作中。

以外来的 Ｇ组织为例，该组织承接着 ＴＳ街道两个社区的公共服务。
在２０１５年入驻社区之初，其工作的重心是提升１３９项事务性服务的效
率与标准化水平，同时积极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进驻社区；而到了

２０１７年，其工作重点是配合社区打造亮点，提升治理成效（访谈记录：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ＺＱ、２０１７０８０４ＺＹＸ）。比如，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在其工作记录中，
重点工作包括食品行业登记、三小门店备案、文明城市巡查、鼠疫防治、

消防安全等，这些本该是社区两委承担的工作，不在购买服务的范围

内，现在却派给了社会组织。目前，社会组织额外承担的工作所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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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至少有３０％左右（Ｇ组织２０１７年工作记录）。除此之外，配合社
区应对各类检查、考核更是常事，社会组织变成了社区综合治理的助手

（访谈记录：２０１７０８２４ＺＹＸ）。
在三年的购买服务实践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公共服务的绩效

表现出明显的背离。专业性水平高的社会组织以外来社会组织为主，

它们在机构组织建设、员工专业资质、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评估中一

直名列前茅。① 但是，Ｈ区社会治理成效排名靠前的社区却几乎都是
“专业性水准”不高的本土社会组织。比如，２０１７年 Ｈ区推选了三个
社会治理优秀社区，全部都是社区自己孵化的社会组织承接的服务。

ＹＬ街道的ＨＸ社区是“全国文明单位”，承接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负责人曾在社区两委工作过，组织成员也全部是社区人员。ＨＭ社区
社会组织认为，工作绩效好“主要是因为与社区配合的好”。在工作方

面服从社区领导的安排，一起完成社区的重要工作。专业性水平高的

社会组织反而与社区配合不好，社区认为“改革多此一举”，社会组织

认为社区“随意安排任务”。专业性与实效性的反差说明，在当前的治

理格局中，当购买服务带来的专业化治理与社区的综合性产生矛盾时，

大多数社会组织为求生存会放弃专业性。

六、结论与讨论：低治理权结构下的基层问题

越是在基层做调研，越是感受到“基层疲惫”。到了最底层的社

区，各种任务层出不穷，检查、考核临时多变，人少事杂，疲于应付。社

区的问题不在于社区自身，根源在于治理体系，源于社区在基层治理中

的结构位置。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非常重视基层治理问题，进行了大

量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完善服务体系，激发社会活力，构建互动机

制是重要的治理创新方向（向春玲，２０１４）。这些治理创新提升了治理
能力，促进了基层发展（燕继荣，２０１７）。但是，各类社会治理创新在嵌
入于社区实践的过程中，往往被治理结构所制约，结果可能背离初衷。

因此，认清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才能分析基层现象的演变及其缘由。

从Ｈ区的案例可以看到，基层组织的低治理权是专业化治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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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根本原因。治理权极低的社区并没有自主空间让社会组织承担

各种专业服务，社区更希望直接控制公共资源，保障综合治理能力。在

面临任务压力时，社区会干预社会组织的运作，通过控制社会组织来提

升社区应对压力的资源空间。街道政府也要求社会组织“融入”社区，

以保障基层的治理绩效。而社会组织因为自身生存能力弱，一般会向

街道、社区妥协，通过放弃专业性来获得地方认可。因此，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基层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能力与理念，而在于基层治理的结

构调整。

相比于以往的经验性分析，本研究的概念命题可以进行跨案例的

解释，初步建立起一套分析框架。既有的研究揭示，情境不同，社会组

织运行的成效也会不同。有的地方社会组织相对活跃，服务的专业性

强；而有的地方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成为街区的行政帮手。治理权及

治理机制的差异是关键影响因素。有的研究发现，高层级政府主管的

社会组织，其运作的独立性、专业性较强，明显优于嵌入于基层政府的

社会组织（管兵，２０１３）；同时，在地区差异中，财力发达、人员充沛的地
方政府管理下，社会组织运行的专业化水平较高（黄晓春，２０１４）。而
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基层，社会组织数量少、专业化水平低，现存的社

会组织也多半是被政府吸纳，变成行政工具（竺乾威、朱春奎等，

２０１６）。这种实践差异印证了本研究的分析命题：层级高、经济发达的
地区，公共资源丰富，治理权较高，专业性治理有较大空间；而在不发达

地区的基层，治理权极低，为了增强压力应对能力，社会组织被吸纳进

了基层行政体系。虽然街区的行政理念、基层领导的风格对购买服务

成效不乏影响（朱健刚、陈安娜，２０１３；徐盈艳、黎熙元，２０１８），但治理
结构的影响更为基础。经验案例虽然多变，解释逻辑却共通。

在其他领域，我们也能看到治理权对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样一个

地方政府，如果财力人力没有增加，但治理任务增多、压力增大，也会更

加转向综合性治理机制。在笔者最近对 Ｓ省法院系统的调查中就看
到，当前各地精准扶贫、环境保护工作压力巨大，法院系统被地方党委

硬性安排参与相关工作，法院有１／３的人力、物力被用于扶贫、环保等
非专业领域，形成地方党政大综合的运行体系 （访谈记录：

２０１８０２０６ＪＪＦＹ）。而且，地方压力越大，各部门去专业化运行的程度就
会越高。在经济领域，面临 ＧＤＰ考核的巨大压力，经济发展空间有限
的基层政府常常把招商、跑项目的任务分摊给每个部门，甚至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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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事业单位都被动员起来，共同完成招商引资工作。这种高压下统

筹行政资源、强行分摊任务的做法常常造成部门的本职工作被替代

（狄金华，２０１５）。作为基层领导，如果没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只是按照
规章制度管理运行，就会很难应对上级的任务目标；作为部门单位，如

果不积极配合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那也很难在科层体系中生存。社

会组织虽然有法律上的独立性，但承接公共服务嵌入于国家的治理体

系中。因此，本研究的解释逻辑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成效差异提供了普

遍性解释；同时，进一步拓展，也可以为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呈现一个

观察角度。

有两个问题还需做出说明。首先，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初始专业

化程度不同，与治理结构的嵌入程度也有不同。比如，专门的残疾人服

务就较少涉入到社区的综合治理过程中。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观点，虽

然服务类型不同，专业性也不同，但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后，其历时性的

变化具有相似性，都在原有基础上提升综合性治理的程度。其次，影响

治理权的因素是多重的，纵向的组织层级和横向的组织类型差异都会

产生影响。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纵向的层级差异，因为层级差异影响更

普遍，也是当前基层问题的关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于横向比较的

组织类型差异只做了一些延伸分析。个案描述相对容易，但概念命题

建构却极为困难，本文尝试形成逻辑性框架，但其学术潜力的充分发

挥，还需要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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