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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的效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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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省际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对效能建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活动进行了初步的理

论研究。本文选取福建省等 6 个省( 自治区) 的效能建设实践进行文本分析和相似度分析，提取效能建

设的共性特征，并将之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案例和发达国家行政改革实践进行比较，识别效

能建设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效能建设的本质是一项政府绩效改进活动，其核心是政府采用和实施的

一系列创新组合，其旨归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一脉相承。本文的多案例研究和理论框架为推进效能建设

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效能建设; 政府绩效管理; 政府创新; 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 D035．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0863( 2011) 03 －0035 －06

一、引言

自 2000 年福建省首推机关效能建设以来，效能建设在

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逐步兴起和扩散。机关效能建设指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效益

和社会效果为目标，以加强思想、作风、制度、业务、廉

政、能力建设为内容，科学配置机关管理资源，优化机关

管理要素，改善机关运作方式，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强化

机关效能意识，按照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要求，构

筑机关效能保障体系的综合性工作。这项工作以提高效能

为目的，强化主体责任和作用，形成系统建设内容，综合

多种工作手段，建立有效工作机制。”［1］目前福建、浙江等

多个省都已开展效能建设，许多地市、区县和一些乡镇政

府部门也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效能建设活动，以致蔚然成

风。从区域比较的角度来看，效能建设的动因是什么? 效

能建设包括哪些共性举措? 进行了哪些创新? 如何认识效

能建设在不同地区的推动和扩散状况? 另一方面，从国别

比较的视角而言，效能建设与发达国家典型行政改革运动

的异同何在? 效能建设的中国特色是什么? 这些都是值得

系统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效能建设走向深入的重要

课题。
效能与绩效是一对常常互换使用的概念，需要略作辨

析。从维度或结构来看，绩效 ( performance) 的内涵非常

丰富，是一个多维构念。如一般认为绩效包括 “3E”，即

经济性 ( economy) 、效率性 ( efficiency) 和效果性 ( effec-
tiveness) 。还有人认为绩效还包括公平性 ( equity) ，即成

为“4E”。［2］而效能是一个更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概念，从

字面上理解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 “效”，即效率、效果、
效益的统称; 二是“能”，即能力。由此可见，效能与绩

效的涵义接近，但效能对能力的强调说明其内涵更为丰富。
而从概念关注的焦点或侧重点来看，绩效关注结果，是结

果导向的概念，而效能则既关注结果 ( “效”) ，也重视过

程 ( “能”) ，体现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虽然二者存在上

述细微差异，但从学术研究来看，我们不应过分放大二者

的差异性，而应从二者的共性和使用语境上加以区分和使

用。综上所述，效能建设一语双关，将绩效改进和能力建

设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层次，将绩效改进视为目标，而将效

能建设作为手段，从而赋予该活动以系统化的特色。
尽管效能建设引发了各地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但国

内效能建设研究却难以令人满意。我们以 2000 年 1 月 －
2010 年 11 月为时间段，在中国期刊网上以 “效能建设”
为关键词搜索的文章共计 1058 篇，在这 1000 多篇论文中

选取了分布在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等主要学科类别中的 544
篇文献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国内实践关注度高，论文数

量逐年递增，论文以实践经验总结与反思居多，而学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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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亟待深化。研究主题方面，多数研究集中在效能建设的

具体构成要素，尚未充分认识其整体实质。这方面，周志

忍以中国式的政府绩效管理对效能建设进行的梳理可能是

少数分析深入的研究成果。［3］吴建南和阎波对效能建设中

的政府绩效评估特色进行了研究。［4］理论基础方面，对效能

建设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目前仍难以理解和解释效能建

设的推动和推广。研究方法方面，多数研究局限于理论探

讨或个案分析，缺少多案例研究乃至基于大样本的研究证

据。最后，研究视角方面，国际对话和国际比较不足，目

前还难以认识效能建设在国际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中的位置。
从国际研究进展来看，与效能建设相关的研究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与改进路径研

究，代表了国际公共管理研究前沿，旨在识别影响公共组

织绩效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5］该方向致力于考察诸

如管理、繁文缛节、创新、学习、环境等因素对政府绩效

的影响，但局限于单因素或少数几个因素的探析，往往

“见木不见林”，缺少整体理论和系统方法论，亟待引入复

杂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复合因素分析。［6］另一方面是有关行

政改革与政府创新的比较研究，与效能建设所倡导的改革

和创新取向不谋而合。许多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重塑

政府运动、公共服务改革等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7］［8］，对

政府创新的多案例研究［9］和跨国调查研究。［10］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省际比较和国际比较，识别

效能建设的关键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据此构建效能建设

的理论框架，为推进效能建设研究提供基础。
二、效能建设的省际比较

1． 方法与数据

效能建设在中国各地各级政府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

展，我们选取省级政府作为比较分析的层级。作为中央—
地方关系的重要一端，省级政府在中国政府序列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对其效能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还检索了市县效能建设的开展情况，发现数量较多且

形式多样，目前难以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根据地域代表

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我们选取全国 6 个省份进行多案例省

际效能建设比较分析。具体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见表 1。
虽然行动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等特点，但其

目标和手段却是其关键所在。“目标—手段链” ( means －
end chain) 是分析组织管理活动的重要理论工具，有助于

识别目标和手段的重要性和匹配关系，乃至构建目标—手

段图谱。［11］本文也采用该理论工具分析效能建设。我们将

效能建设的目标分析重点放在政府绩效的不同维度，而对

效能建设的举措分析则关注其采取不同的手段和工具。政

府绩效是一个多维构念，包括许多不同的维度，而效能建

设对多个绩效维度进行了改进。我们采用已有学者提出的

政府绩效维度框架［12］，分析了效能建设所针对的绩效维

度，并对其重要性进行比较。效能建设的举措是一个不断

变化的有层次的活动体系，我们识别效能建设的主要举措

并合并同类项，从而为发现效能建设举措的共性和个性提

供了条件。
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选取的效能建设文件进行分

析，以各省最有代表性的政府文件为文本，从中提取效能

建设的关键要素。
表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区域 省份 启动年 活动名称 政府文件

东部

福建省 2000 机关效能建设
《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
工作意见》

浙江省 2004 机关效能建设
《关于开展机关效能建
设的决定》

中部

安徽省 2010 机关效能建设

《关于紧紧围绕服务示
范区建设深入推进省
直机关效能建设的通
知》

江西省 2008 机关效能建设
《关于在全省开展机关
效能年活动实施方案》

西部

四川省 2008 机关行政
效能建设

《关于加强机关行政效
能建设的决定》

宁夏回族
自治区

2007 政府效能建设
《关于加强政府效能建
设的决定》

2． 省际比较结果

分析显示，效能建设的共性目标多于个性目标，表明

效能建设的起因可能源于具有共性的问题。研究表明，效

能建设的总目标都是强调环境建设，如营造软环境、优化

投资环境或建设政务环境。效能建设瞄准的核心绩效维度

是效率、满意度、服务质量、回应、问责、廉洁，以及民

主 /参与、信任、透明。而效能建设缺失的绩效维度则包括

公平、服务数量。由于省级政府以决策规划为主，对服务

数量的涉及不多。但对公平的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表明

效能建设仍然是为发展型政府服务，体现出较强的效率至

上取向。由此可见，效能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改进绩效，效

能建设是一项政府绩效改进活动，旨在打造高绩效政府或

效能政府。政府绩效改进是一个非线性、复杂路径的系统

调节过程，政府绩效的多维性要求效能建设对不同的绩效

维度予以侧重与平衡，而效能建设的多项举措为改进不同

维度的政府绩效提供了改进的手段。
经过对效能建设的诸多举措进行分析，我们对效能建

设的共性举措达成共识，具体包括 3 大类 10 个举措 ( 如表

2 所示) 。首先，效能建设的主要举措都在关注通过各种手

段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和误用。其次，效能建设特别注重政

府能力建设，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管理、领导能力

和组织体系等方面进行多管齐下的革新。最后，效能建设

通过绩效评估和监督等问责激励手段，确保公共管理人员

有动力和压力参与和推动绩效改进。
在识别了效能建设共性的基础上，我们还分析了效能

建设在各省的个性之处，特别是探讨了效能建设的扩散与

再创新问题。效能建设起于福建省，扩散于其他省份，在

其扩散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对于效能建设的扩散，可

以从两个角度予以考察。从效能建设的扩散与效仿来看，

从福建到全国，从源头创新到采用创新，效能建设产生了



公共管理

2011 年第 3 期 总第 309 期 37

广泛的影响。共性举措居多数表明效能建设抓住了核心和

关键，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从创新与再创新的

角度而言，效能建设在扩散中其自身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效仿者结合本地情况和目标取向进行再创新和特色化，赋

予效能建设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各省个性举措的涌现说

明效能建设提供了进一步创新的空间。因此，效仿者的再

创新为效能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在一定程度上 “反

哺”源头创新者提供了重要基础。
表 2 效能建设的共性举措

类别 效能建设举措

权力
制约

·制度建设 ( 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
· 政务公开、阳光政务、透明行政
· 行政审批项目简化、流程优化、行政服务中心
· 规范行政行为 ( 自由裁量权和行政执法)

能力
建设

·转变 /改进工作作风 ( 服务意识)
· 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行政队伍建设
· 信息技术支持 ( 网站、信息化建设等)
· 组织建设: 效能办、效能投诉中心

问责
激励

·绩效评估 /考核
· 民主监督、社会监督

3． 效能建设与政府创新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效能建设概括为系统性

的、整体的“大创新”，效能建设与创新型政府密切相关。
首先，效能建设是一项综合管理改革 ( comprehensive man-
agement reform) 或“打包式” ( package) 的一揽子改革，

如重塑政府一样。［13］ 其次，效能建设是一场整体式创新

( holistic reform) ，指系统化解决问题、多部门联动、采取

多项举措，从而避免单打独斗。［14］最后，效能建设是一套

“组合拳”，是一种“大创新” ( mega － innovation) ，通过多

管齐下、全面推进以实现不同改进手段的合力。
效能建设的上述特点符合创新的基本内涵，即按照熊

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一种 “新组合”。从效能建设要素与

其系统的关系来看，效能建设属于新组合式的创新。作为

单个活动要素，效能建设的创新性可能并不强，因为许多

活动既已存在或被创造，如效能投诉中心、行政服务中心

等。然而，作为要素的新组合的一个系统，效能建设并非

“新瓶装旧酒”，而具有创新性和整合性，并随着新要素的

增添和要素本身的创新而得以持续创新。
为了对上述观点予以佐证，我们对“中国地方政府创

新奖”的获奖项目进行了比较分析。该奖项设立于 2000
年，与效能建设的启动几乎同时。该奖项将地方政府创新

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创新等三大类，通过

严格的程序评选和表彰政府创新项目，至今五届共评选

113 个获奖项目。［15］我们将效能建设的共性举措与获奖项目

进行比较，发现有 22 个获奖项目涉及效能建设，约占获奖

项目总数的五分之一，约占行政改革类政府创新项目的三

分之二 ( 如表 3 所示) 。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显示，效能建设

的许多活动要素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地各级地方政府的

推行，许多都是其他地方政府原创而效能建设采用的创新。
例如，多达 9 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项目获奖，而涉及绩效

评估与管理、政务公开和规范监督的政府创新也有多项。

显然，就效能建设的举措而言，它们中的许多都已称不上

创新; 而对效能建设本身来说，却是一项重大创新。与此

相关，获奖项目中也有多项是整体式创新，如效能革命、
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效能建设的这一特性表明它是

一个组合体或复合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力，能够

将许多创新为我所用，形成具有整合性的创新系统，从而

推动政府创新持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创新的可持

续性提供了源泉。由此可见，效能建设是政府创新的重要

表现，而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也从多个方面对效能建设进行

了有力丰富。
表 3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的效能建设( 2000 －2010)

类型 启动年 编号 项目名称

整体式
创新
( 4)

2000 b12 河南省焦作市: 构建“三级服务型政
府”

2004 c9 重庆市政府: 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

2004 c23 浙江省温州市政府:“效能革命”

2004 d12 浙江省庆元县委组织部: 技能型乡镇
政府建设

行政
审批
制度
改革
( 9)

2000 a3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 首创“政务超
市”

1997 a5 广东省深圳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992 a6 海南省海口市: 实行行政审批的“三
制”

2002 c2 天津市南开区政府行政许可服务中
心:“超时默许”新机制

2003 c12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服务承诺
制

2004 d9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 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2003 d10 山东省莱西政府: 为民服务代理制

2005 d13 广西玉林市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
新模式

2004 d14 深圳市监察局: 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
统

绩效评
估与管
理( 3)

2001 b15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 “公共部门绩效
评估”

2001 e8 浙江省湖州市委组织部: 干部考核机
制创新

2008 e19 北京市政府: 市级国家行政机关绩效
管理体系

公开
透明
( 2)

1996 a14 湖南省长沙市: 四级联动政务公开

2005 d8 江苏省公安厅: 执法告知服务制度

规范
监督
( 4)

2001 c20 浙江 省 绍 兴 市 政 府 办 公 室: 导 入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

2005 c17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政府: 公众全程
监督政务

2003 d18 四川省人大:“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2008 e25 云南省昆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

三、效能建设的国际比较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重塑政府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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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共管理关注最多的行政改革活动，而英国政府公共服

务改革也是值得关注的活动之一。许多学者都对中外行政

改革和政府创新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

也在开展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重塑政府改革［16］，而有学者则

认为中国的政府创新大大有别于西方国家。［17］作为一项综

合行政改革，效能建设与西方国家主流行政改革的异同何

在? 是否存在效能建设的中国特色? 这些问题将通过国际

比较予以初步回答。
1． 中美比较

重塑政府是 20 世纪末影响较大的一项政府改革运动，

旨在推动政府像企业一样高效运转。［18］有学者认为重塑政

府改革包括战略管理 ( 如加强战略规划) 、改善客户服务

( 如培训员工服务能力、实施公民调查和绩效评价等) 、行

政简化 ( 或减除繁文缛节) 、组织结构变化 ( 如下放权力、
扁平化等) 、民营化 ( 外包、公私联营等) 等 5 个领域 11
项举措，并对美国州政府部门进行调查。［19］1998 年对美国

州政府部门的调查显示，重塑政府改革力度最大的领域集

中在战略管理和客户服务改善两个领域，而备受关注的民

营化却实施较少。美国州政府部门倾向于有选择地采用某

些重塑政府改革提议，主要是战略规划、顾客服务，其次

是质量改进、标杆管理、决策权下放、评价顾客满意度等。
研究表明，虽然某些重塑改革提议获得了较多的采用，但

州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将改革视为一个一揽子计划，同时采

用多项改革提议以发挥合力。研究还显示，一些州比其他

州更加积极，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出现各州共同推进的重

塑政府浪潮。
从中美比较来看，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对绩效管理的重

视和对公共服务的关注。两国政府都强调结果导向的绩效

管理，通过绩效评估推动政府改进绩效; 与此同时，两国

政府都对改进公共服务十分重视，采取较为类似的行动

( 如培训和能力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两者的不同点

在于，美国的州政府更加强调去制度化与放权，而中国的

省政府则注重制度化与限权。这一差别可能源于两国所处

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制度化的水平也不尽相同，尽管改

革目标一致，但它们却采取了不同的改革策略。
2． 中英比较

英国首相战略办公室在 2006 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

了英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模型。［20］英国公共服务改革的目

标是使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英国公共服务改

革包括四大举措: 自上而下的绩效管理 ( 来自上级政府的

压力，包括直接干预、绩效评估和监察、监管和标准设定、
强化结果目标) ;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进一步引入竞争和比

赛 ( 政府间竞争和水平压力，包括竞争与比赛、推进服务

供需分开) ; 通过选择和投诉等进一步使公民向政府施加

压力 ( 自下而上的压力，包括赋予用户定制服务的选择权、
资助用户选择、用户通过投诉和共同生产参与其中) ; 强化

公务员、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能力的举措

( 政府能力建设，包括领导、员工多元化和技能提高、组织

发展与合作) 。该模型将改革目标置于中心，各项改革举措

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构成一个“自我改进系统”，

为政府公共服务改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压力和动力。
从中英比较而言，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能力建设

和问责激励。能力建设是政府绩效改进的重要手段，强调

“管理至关重要”，旨在提高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增强公共组织的管理能力并加强合作和协调。绩效管理是

二者都予重视的领域，特别是两国都属于单一制国家，自

上而下的绩效评估为政府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并在

监督和审查方面发挥作用。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英国政府

更加注重政府竞争与市场激励，通过政府间竞争乃至政府

与其他部门竞争来推动政府改进。这一举措延续了撒切尔

夫人执政时期的民营化倾向，其改革力度和影响也更大。
与之相比，我们没有在效能建设中发现类似的举措，虽然

它也强调政府竞争的重要性。
3． 国际视野中的效能建设

对比效能建设与发达国家行政改革运动，我们可以得

出如下启示。首先，尽管效能建设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

行政改革活动，它与西方国家推行的主要行政改革运动具

有许多相似之处。强调结果导向、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等，

既是效能建设的核心，也是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要点。由

此表明，中国所进行的行政改革活动并非奇谈怪论，而是

具有很强的国际趋同性，并代表了国际公共管理改革的趋

势。其次，效能建设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又有一些不同之

处，说明我们不能按照国外理论和实践生搬硬套来看待效

能建设。中外比较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国家发展阶段与重点

议题不同，政治体制与府际关系不同，以及行政改革的基

础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例如，西方国家在三权分立的宪

政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制度变革的空间较

小，而我国则因为这方面的基础不足，还需要进行很长一

段时期的制度建设和完善过程。
通过效能建设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名称

和称谓不同，但各国行政改革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举措具

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其中存在的不同之处是可以包容在这

些相似性之中的。显然，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的动因、过

程、特征和影响的分析还有待深化，但从国际比较的视野

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效能建设的理论意

义。
四、中国效能建设: 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识别了效能建设的关键目标和核

心要素，并将之与西方国家的类似改革活动进行了比较，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效能建设的上述特点。由此，我们整理

并构建了效能建设的初步理论框架 ( 如图 1 所示) ，以期

对效能建设的特点进行分析和阐释。
效能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改进政府绩效，特别是通过服

务型政府构建而推进全民共享的公共服务绩效提升。服务

型政府建设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财力配置调整和公共服

务能力建设，而效能建设的许多共性举措 ( 如权力制约、
能力建设等) 都与服务型政府构建异曲同工。习近平同志

曾就福建省机关效能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牢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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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效能建设理论框架

政府前有“人民”两字，明确效能建设的价值取向是“人

民”政府，政府效能应以公共服务绩效为核心诉求，而效

能建设 也 应 以 建 设 高 绩 效、服 务 导 向 的 政 府 为 根 本 旨

归。［21］因此，效能建设以为人民持续改进政府绩效为目标，

在高绩效政府、创新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驱动下开

展活动。
效能建设的核心举措包括权力制约、能力建设和激励

问责，它们又分为许多具体举措并彼此相连，从而构成一

个持续改进政府绩效的综合系统。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支

持和制度建设，结合自下而上的人民参与，效能建设可以

有力发挥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的作用，为政府

绩效的持续改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结论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轨，中国各级政府管理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与机

遇，并为此进行了大批量、多轮次和各具特色的改革、试

验、创新。［22］在政府创新案例中，既不乏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政务公开、绩效评估等单项创新，

也出现了机关效能建设这样的综合改革和整体创新。经过

10 年的发展，效能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工具

和手段也不断多样化，呈现持续创新的势头。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效能建设是社会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集中体

现，是政府一系列创新活动的集大成。在针对单项创新进

行大量研究的情况下，极有必要对效能建设这一具有重要

意义的政府创新组合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省际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对效能建设这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创新活动进行了研究。本文选取 6
个省 ( 自治区) 的效能建设实践进行文本分析，提取效能

建设的共性目标和举措，并将之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奖”的获奖案例和发达国家行政改革实践进行比较，识别

效能建设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效能建设的本质是一项

政府绩效改进活动，其核心是政府采用和实施的一系列创

新组合，其旨归与服务型政府构建一脉相承。
本文为推进效能建设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但

研究的局限在于主要采用基于政府文件的内容分析。未来

首先可在关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更加贴近鲜活的效能建

设实践，以期发现更为深层次的规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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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aonengjianshe，an indigenous government innovation activity，is theoretically examined in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interprovinci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actices of six provinces including Fujian Province are analyzed and
the common attributes of Xiaonengjianshe are identified． We compare them with winner programs of the Chines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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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and the US) to elucidate the core elements of Xiaonengjianshe and construct its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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