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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德尔菲法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使用的现状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表明 ,目

标责任制、文明机关评选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 (包括行风评议和公民评议机关) 在现在和未来都将处于非常

重要的地位 ,并且其未来的使用还会略有加强。而在学术界中备受关注的政府绩效评估工具 (如平衡计分卡、绩效

棱柱、通用评估框架等)在目前的应用程度和未来的应用前景都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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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 ,各国政府都强调

结果、绩效与问责。政府绩效评估成为公共管理领域

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绩效评估也逐步在我国

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中广泛开展 ,并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普遍重视。评估工具是对政府绩效评估的构成要

素进行整合的结果 ,不同的评估工具会使绩效评估产

生不同的效果 ,因此评估工具的选择和搭配对于政府

绩效评估而言意义重大。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

各地先后涌现出目标责任制考核、行风评议、万人评议

机关、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等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各具

特色的政府绩效评估活动[1 ] 。目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工具的使用现状如何 ,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 ,尽管这些

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关注 ,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

绩效评估活动的整体设计中 ,表现为评估的活动、模

型、框架、方法等方面的集成系统。虽然评估工具多种

多样 ,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已经得到较为

广泛使用的评估工具 ,包括目标责任制考核[2 ] 、文明机

关评选[3 ] 、行风评议[4 ]和公民评议政府[5 ]等 ,学者们对

这些评估工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

二是通过国外和企业的先进经验学习而引入的评估工

具 ,如平衡计分卡、360 度评估、绩效棱柱、通用评估框

架[6 ]等。还有学者[7 ]对国外政府绩效评估方法进行了

总结 ,对标杆管理等方法进行了介绍。然而 ,目前尚未

见有系统梳理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使用的研究。本文以

中国市级政府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

评估工具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 ,以期对政府绩效评

估研究和实践做出贡献。

1 　研究设计

　1. 1 　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类型 　我们的研究主要

聚焦中国市级政府 ,包括直辖市和地级市。市级政府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其所开

展的绩效评估活动也更加值得考察。在市级政府中 ,

各种绩效评估工具的使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通

过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实践的调研 ,我们总结了共计 10

种主要的评估工具 ,包括 :目标责任制、文明机关评选、

行风评议、公民评议机关、作业成本法、360 度评估、

ISO 质量认证、平衡计分卡、绩效棱柱、欧盟通用评估

框架 ,以下简述之。

目标责任制[2 ]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是各级

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估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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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年年初通过与下级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 ,详列

下级政府需要完成的一系列目标任务 ,并在年末进行

考核奖惩。

文明机关评选最初是为了贯彻落实精神文明建设

而开展的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活动 ,主要由党

委宣传部门下设的文明办负责 ,评估内容涉及政府部

门的服务态度等“软性因素”,也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形

式之一。

行风评议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一般

由中共纪委和监察部门共同设立的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办公室负责实施 ,通过面向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 ,对政

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意识和工作作风进行评

估。

公民评议机关是政府“开门评议”,邀请公众对政

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态度进行评议 ,并根据结果

要求被评部门予以整改。其形式与行风评议相似 ,但

主管部门不同 ,一般是各级党委组织。

作业成本法是一种以作业为中心 ,通过对组织的

所有作业活动进行追踪并予以动态反映 ,计量作业成

本并评估作业绩效的成本计算和管理方法。它首先产

生于制造业企业 ,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并在西方国家一

些政府中得到应用。

360 度评估最初源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对员工绩

效评估的多角度设想 ,后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在政

府绩效评估中 ,多角度的评估意味着来自政府的各个

关键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到评估中 ,从而调和矛盾

并平衡利益。

ISO 质量认证是由国际标准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

体系 ,通过权威认证对组织质量管理流程进行标准化

改造 ,实现组织质量管理的升级 ,并对组织绩效评估产

生重要影响。

平衡计分卡是将组织战略目标逐层分解转化为各

种具体的相互平衡的绩效评估指标 ,并对这些指标的

实现状况进行不同时段的考核 ,从而为战略目标的完

成建立可靠的、有执行基础的绩效管理工具。

绩效棱柱则是一个三维框架模型 ,用棱柱的五个

面分别代表公司业绩评估的五个方面 :即利益相关者

的满意、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战略、流程和能力 ,其将利

益相关者放到最重要的核心位置。

欧盟通用绩效评估框架与平衡计分卡类似 ,主要

采用组织内部的自我评估 ,为组织需要共享信息并改

善沟通 ,更清晰地了解组织的强势和劣势。

　1. 2 　数据与方法 　我们采用改造后的德尔菲法进

行研究 ,了解评估工具的使用情况。具体调查问题为 :

“在贵城市政府绩效评估活动中 ,所使用工具的状况如

何 ?”调查由有关专家对其所在城市的政府绩效评估活

动中上述 10 种评估工具的情况进行回答。两轮调查

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 34 份和 26 份 ,可以用于进一步

分析。

本文使用第一轮数据中“目前的使用率”和“目前

的优先权”两个方面的数据对评估工具的使用现状进

行描述 ,利用第二轮数据中的“未来的希求度”和“未来

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 ,并且增加了

专家对“未来的可行性”的确定性判断。数据分析方法

包括 :a. 对现状的分析运用均值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中

的 Sheffe - test 方法 ,检验多组数据均值之间的差异性

并依据均值大小进行分组排序 ,通过方差分析了解各

个工具在得分上的差异性 ; b. 对未来的预测运用离散

系数评估专家意见的一致程度 ,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

分析现实描述和未来预测之间的整体差异。

2 　目前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使用率和优先权

我们首先对市级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目前的使用率

和优先权进行研究 ,考察哪些评估工具在目前的使用

程度较高、使用中受重视的程度较高 (表 1) 。就目前

的使用率而言 ,使用最多的是文明机关评选、目标责任

制和行风评议 ,接近或高于 4. 00 ;使用最少的是通用

评估框架、绩效棱柱、平衡计分卡等 ,在 2. 00 左右。目

前的优先权方面 ,受重视程度最高的仍然是文明机关

评选、目标责任制和行风评议 ,受重视程度最低的依然

是通用评估框架、绩效棱柱、平衡计分卡等。上述结果

说明使用越多的评估工具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重要性

也较高 ,反之亦然。
　　表 1 　专家对于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现状与未来的打分均值

排序 绩效评估工具 目前的使用率 标准差 目前的优先权 标准差

1 360 度评估 2. 68 1. 28 2. 65 1. 23

2 ISO 质量认证 2. 56 1. 32 2. 65 1. 38

3 公民评议机关 3. 30 1. 26 3. 34 1. 29

4 作业成本法 2. 76 1. 00 2. 97 1. 03

5 绩效棱柱 2. 19 1. 08 2. 53 1. 14

6 目标责任制 4. 09 0. 93 4. 13 1. 06

7 平衡计分卡 2. 31 1. 31 2. 33 1. 27

8 通用评估框架 1. 97 0. 96 2. 18 1. 06

9 文明机关评选 4. 24 1. 00 4. 06 1. 06

10 行风评议 3. 85 1. 25 4. 00 1. 11

　2. 1 　目前的使用率 　为了进一步对目前的使用率

进行分析 ,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见表 2) 。可

以发现 ,调查专家对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使用率的打分

存在显著差异 ,据此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使用率将评

估工具分为四组 ,各组之间显著差异 ,各组内部差异不

显著。目标责任制和文明机关评选的得分最高 ,其次

是行风评议、公民评议机关 ,再次是作业成本法、360

度评估、ISO 质量认证 ,最后是通用评估框架、绩效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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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和平衡计分卡。得分较低的评估工具多由国外研究

者提出而在企业中应用广泛 ,在我国政府部门的使用

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或完善。
表 2 　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目前的使用率方差分析输出表

分组 维度 N
Subset for alpha = . 05

1 2 3 4

A 通用评估框架 31 1. 9355

B 绩效棱柱 32 2. 2188 2. 2188

B 平衡计分卡 33 2. 3030 2. 3030

B ISO 质量认证 33 2. 5455 2. 5455

B 360 度评估 33 2. 6364 2. 6364

C 作业成本法 34 2. 7647 2. 7647 2. 7647

D 公民评议机关 34 3. 2647 3. 2647 3. 2647

E 行风评议 34 3. 8235 3. 8235

F 目标责任制 33 4. 0303

F 文明机关评选 34 4. 2059

Sig. 0. 477 0. 139 0. 127 0. 27

　　在受调查的城市中 ,特别是沿海的城市 ,文明机关

评选声势浩大。文明机关创评对各单位改进机关作

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3 ] 。其评估

指标的定性程度较高 ,评估流程一般为部门对照评选

标准进行自报 ,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参与 ,因此文明机关

评选更像一种荣誉申报而非对于绩效的评估。

目标责任制是由上级政府制定目标 ,由下级政府

执行完成 ,并由上级政府进行考核。与其他评估工具

相比 ,它具有很强的控制力[2 ] 。首先 ,目标的制定比较

清晰明确 ,类似这样的指标是易于考核的。通过目标

考核 ,可以使政府部门不断下放和分解自身的目标 ,从

而分担了风险。其次 ,在结果使用方面目标责任制的

力度强于其他工具 ,特别是针对于某些特定考核项目

会采用一票否决制 ,使考核对象在目标履行过程中尽

量达成目标以避免惩罚。

　2. 2 　目前的优先权　在目前的优先权方面 ,德尔菲

专家给出的打分结果与使用率的排序上具有高度相似

的特征 ,说明目前使用比较多的评估工具即为优先权

比较高的评估工具。
表 3 　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目前的优先权方差分析输出表

分组 维度 N
Subset for alpha = . 05

1 2

A 通用评估框架 29 2. 1379

B 平衡计分卡 31 2. 2903

B 绩效棱柱 31 2. 5161

B ISO 质量认证 32 2. 5938

B 360 度评估 32 2. 6250

C 作业成本法 33 2. 9697 2. 9697

C 公民评议机关 33 3. 3030 3. 3030

D 行风评议 33 3. 9697

D 文明机关评选 33 4. 0303

D 目标责任制 32 4. 0625

Sig. . 076 0. 131

　　评估工具的使用与评估目的密切相关。目标责任

制作为确保上级了解下级政府和相关领导工作执行情

况的重要绩效评估工具 ,其排序靠前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目标制定和考核的过程中 ,上级政府和领导都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相对其他的绩效评估工具 ,正是目标

责任制强的控制力和“自上而下”推行使其在绩效评估

的工具中使用具有最高的优先权。

在政府部门中通过绩效评估了解外部公众的需求

和满意度则更加重要。推动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

转变的时期 ,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导向尤为重要[8 ] ,行风

评议的评估主体并非上级而是接受政府服务的公众 ,

因此在公民导向的背景下 ,行风评议和公民评议机关

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这两种工具中 ,行

风评议目前的优先权高于公民评议机关。

调查专家认为 ,在现行的绩效评估工具中 ,平衡计

分卡、绩效棱柱和通用评估框架等评估工具的优先权

较低。虽然它们在学术研究中较广泛 ,在实践中也有

了一些探索 ,但并没有大规模展开。原因主要在于这

几种评估工具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应用才刚刚开始 ,尚

不够成熟。

3 　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使用的希求度和可行性

对于市级政府绩效评估工具在未来的希求度和可

行性 ,我们也进行了分析 ,以考察调查专家认为哪些评

估工具在未来需要予以重视 ,哪些评估工具在未来使

用更加可行 ,以及他们对其回答的肯定程度 (见表 4) 。
表 4 　专家对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未来预测结果

排序 绩效评估工具 未来的希求度 未来的可行性 未来可行性的确定性

众数 变异系数 众数 变异系数 众数 变异系数

1 360 度评估 3 0. 30 4 0. 37 3 0. 30

2 ISO 质量认证 3 0. 35 3 0. 35 3 0. 28

3 公民评议机关 5 0. 18 5 0. 22 3 0. 27

4 作业成本法 3 0. 26 3 0. 26 3 0. 26

5 绩效棱柱 3 0. 27 3 0. 27 2 0. 29

6 目标责任制 5 0. 17 5 0. 25 4 0. 24

7 平衡计分卡 3 0. 39 4 0. 32 2 0. 30

8 通用评估框架 3 0. 44 3 0. 41 2 0. 40

9 文明机关评选 5 0. 35 3 0. 26 3 0. 27

10 行风评议 5 0. 30 4 0. 25 4 0. 29

　3. 1 　未来的希求度 　可以看到大部分绩效评估工

具的变异系数仍然大于 0. 25 ,即专家对于绩效评估工

具在未来三年的希求没有达成一致。不同于目标责任

制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绩效评估工具 ,具有较高的可复

制性 ,而且在各个地区的希求度比较一致 ,其他的绩效

评估活动在不同地区的需求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绩

效评估工具使用存在着很高的差异 ,由于不同的专家

来自不同的地区 ,所以对于评估工具在未来的希求度

的使用很难达成一致。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专家对绩效评估工具的

认识。由于地区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绩效评估工具在

运用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即使名称一致 ,在实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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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过程中可能也存在不同的内涵 ,所以在不同地方

的需求也就不一样。特别是针对于由国外引入的绩效

评估工具 ,由于其在应用的时候必须根据国情和地方

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即使是在我国根植的绩效评估

工具 ,在不同市级政府的使用情况也存在差异。这是

专家打分过程中离散程度较高的原因。

尽管专家对目前绩效评估工具的使用率和优先权

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对于未来希求度的分析中 ,

可以看到公民评议机关和目标责任制不但平均分最

高 ,同时也具有较低的变异系数 ,这表明专家一致地认

为 ,这两种绩效评估工具在未来中国市级政府中仍会

得到重视。专家认为 ,在未来市级政府仍然会将目标

责任制作为评估的重要工具 ,通过这种工具督促政府

完成既定的各项目标 ,实现上级政府的控制能力 ;公民

评议机关在未来评估工具使用中 ,将会与目标责任制

一起 ,成为最为重要的绩效评估工具 ,公众对于政府的

绩效评估将会纳入到整个绩效评估体系中 ,从而充分

地了解公众对于政府的需求和意见 ,进一步提高组织

的服务意识和水平。

通过第二轮调查 ,数据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收敛。

然而这一结论基本符合不同地区市级政府的希求。同

时使得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反思 ,即绩效评估工具在未

来的使用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较高的变异系数表

明未来绩效评估工具在不同地方的需求是不同的 ,这

样的现象可能存在着多样的原因 ,评估工具未来的希

求度会受到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自身的影响 ,在目标责

任制等传统评估工具使用比较成熟的地区 ,市级政府

会倾向于创新并对绩效评估提出更高的要求 ,包括提

高评估体系整体的信度和效度、完善指标等。

　3. 2 　未来的可行性　在未来的可行性方面 ,除了欧

盟通用框架以外 ,所有评估工具的可行性得分均大于

3 分 ,其中目标责任制、公民评议机关和行风评议的可

行性最高 ,并且变异系数均小于 0. 25 ,说明专家较为

一致地认为这三项绩效评估活动具有最高可行性。

在对未来的可行性分析上 ,专家对于未来评估工

具使用可行性的确定程度最高的为目标责任制。目标

责任制是现行条件下与我国政治体制结合最为紧密的

评估工具 ,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专家均认为目标

责任制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工具。尽管所有评估工具的

众数都已经在 3 分以上 ,但是对于欧盟评估框架、平衡

计分卡和绩效棱柱等在未来的可行性的确定程度上仍

然偏低。这三种评估工具均是从国外引进的 ,如何使

其具有“中国特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在对未来的希求度和可行性的分析上 ,可以看到

通用评估框架都排在最后一位 ,即通用评估框架在未

来中国的应用前景并不被专家看好。尽管通用框架可

能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它对于绩效评估框

架和内容的统一、评估体系的配套措施建设[6 ]都具有

较高的要求。因此专家们对于其可行性仍持谨慎态

度。

4 　政府绩效评估工具使用 :现状和未来的比较

上文分别对政府绩效评估工具的现状与未来进行

了考察 ,以下将对现状与未来进行比较 ,以期发现更有

价值的结果。我们首先对评估工具目前的使用率与未

来的希求度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然后对未来的希求度

与可行性之间进行比较。

通过对于市级政府绩效评估工具在目前的使用率

和未来的希求度进行 t 检验后发现 ,文明机关评选、目

标责任制在现在的使用率和未来的希求度之间并不存

在显著差异。

文明机关评选和行风评议的得分在未来的希求度

上显著低于目前的使用率 ,表明专家对这两种评估工

具的未来前景并不看好。虽然这两种评估工具目前的

使用程度较高 ,但由于体制约束 ,政府自行组织的公民

评议仍然存在许多缺陷难以克服。因此 ,专家们对这

两种评估工具在未来的发展并不鼓励 ,尽管它们的重

要性因为体制惯性并不会降低。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评估工具未来的希求度都显著

高于现在的使用率 ,意味着它们都存在充足的提升空

间 ,并且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这表明专家们认为这些

评估工具可能会在未来更加受到重视 ,同时也表明现

有评估工具的使用不足。显然 ,对于这些在国外和企

业中应用普遍的评估工具 ,专家们仍然寄予厚望 ,希望

它们能够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利用。

5 　结 　论

通过两轮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对中国市级政府

绩效评估工具使用的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发现 ,评估工

具的使用在现在和未来表现出如下特征 :

目标责任制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是目前最

重要的评估工具。目标责任制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

优先权非常高的评估工具。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

也受到广泛关注 ,公民评议机关可能会在未来取代或

整合行风评议 ,成为新的公众参与的评估工具。目标

责任制主要使用客观的结果指标 ,一般由统计部门提

供 ;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则需要外部公众的参与

并通过主观感知评估获得信息 ,因此二者一内一外、一

主观一客观 ,未来或可构成“内外兼具”的政府绩效评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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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和优先权均不高。长此以往 ,就偏离了政府绩效

评估活动开展的本意。因此 ,想要进一步提高绩效评

估活动的使用效果 ,就应该多关注于绩效评估结果使

用在政府管理方面的贡献。

c. 通过绩效评估对组织成员进行培训的效果不

大。在各种途径中 ,地方政府最善于利用绩效评估的

机会 ,向上级领导和同级人大说明其成就 ,表明自身在

可持续发展和争取公众满意方面取得的成绩 ,以进一

步增加获得晋升的机会。作为评估激励方式的一种 ,

为公务员提供培训机会却只是组织学习的要求 ,公务

员虽然可以通过技能或知识的提高 ,了解到自身优势、

劣势和潜力的空间。但是 ,该方式对组织成员职位的

提升与权力的增加没有直接的作用。使得该种方式对

组织成员的激励效果受到限制。

d.以绩效评估为工具 ,将评估结果运用于预算上

还比较困难。专家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使评估结果服

务于预算的使用率和优先权很低 ,这说明因为体制和

观念上的原因 ,专家认为将评估结果与预算挂钩在现

阶段是不可行的。这也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为什么我们

国家试图引入绩效预算的努力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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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

理论工具和模型的应用程度有限。调查发现 ,在

学界颇受关注的平衡计分卡、绩效棱柱和通用评估框

架在中国市级政府中的应用前景并不看好。如何将这

些评估工具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尚需进一步研究。

引入国外和企业中先进的评估工具是未来政府绩效评

估中的一个难点 ,这需要充分考虑在中国国情和行政

体制下如何对这些评估工具进行改良。地方政府需要

在绩效评估较为完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并且选择评

估基础良好的部门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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