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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以目标责任考核为主的政府内部绩效考评体系的重要补充，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自 2000
年以来发展迅速，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却相对缺乏，对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演进以及方法论和质量评估
问题关注不够。本文对两项在中国影响较大、研究对象和内容近似的第三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项目进行
比较研究，并重点通过统计分析考察两项研究的信度，发现尽管两个项目的评价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仍
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通过对这些差别的比较和分析，对完善和提升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质量并促进其健康
发展提出了研究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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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是加强政府问责，提升政

府绩效的重要管理举措，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

要手段①。越来越多的政府将公共服务绩效纳入

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中，并通过公众满意度调查等

方式获取公共服务绩效信息。较为典型的有政风

行风测评、“万人评议”、“开门评议”等，为公众参

与政府绩效评价提供了渠道，但也存在诸多问

题②。由于测评通常将公众满意度与部门绩效挂

钩，甚至进行末位淘汰和一票否决，一定程度上激

励政府部门采纳逆向行为③。政府部门在开展公

众满意度测评时也存在问卷设计不合理、问卷发

放随意性强、问卷统计不恰当等方面的问题④。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政府绩效评价的政治理性

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冲突，服务于政治理性的公众

满意度测评牺牲了技术理性⑤。
在政府组织开展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相对缺

乏信度、效度和公信力的情况下，第三方政府绩效

评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认为独立的

第三方可以开展客观、专业的绩效评价，对政府绩

效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⑥。2012 年 7 月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

划》也指出，要开展全国、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监测和评价，“积极开展基本公共

服务社会满意度调查。鼓励多方参与评估，积极

引入第三方评估。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在政府和干部政绩考

核中的权重”⑦。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委

托第三方独立开展公共服务满意度测评，如兰州、
北京、青岛、深圳、汉中等城市。还有越来越多的

学术机构开始进行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如华

55



南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⑧ －瑏瑣。
尽管第三方绩效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绩效

评价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由于中国非营利组织

( NGO) 和公民社会发育相对不良，政府对第三方

绩效评价存在潜在的干预和影响。第三方绩效评

价是否可以自律，保持其独立性，采用科学的研究

方法保证其评价的信度和效度，决定着其前途和

命运瑏瑤瑏瑥。本文以两项针对中国主要城市公共服

务绩效开展的第三方测评项目为案例，通过比较

分析对其评价信度进行测评。我们的研究路径类

似于“评价的评价”或元评价( Meta － evaluation) ，

即对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的验证和检

验瑏瑦。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两项典型第三方政府绩

效项目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第三方政府

绩效评价的质量和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进一步思

考。
信度是政府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

同效度、全面性、可理解性、功能性等共同构成了

衡量“组织报告卡”等组织绩效 评 价 体 系 的 标

准瑏瑧。信度即可靠性，指对同一个对象进行重复

多次测量的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瑏瑨。就第三方公

共服务绩效评价而言，信度指两个及以上的评价

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瑏瑧瑏瑨。信度的测量有两个维

度，一个是跨时间的信度测量，一般说来同一测量

主体在相邻时间的测量结果应该呈现出一定的一

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测评主体 A 对客体 X 的在

相邻时间的测量结果的相关性高于测评主体 B
对相同客体 X 在同样相邻时间里的测量结果的

相关性，测评主体 A 测评比测评主体 B 信度高;

另一个是横截面的信度测量，也就是说如果测评

主体 A 和测评主体 B 的测评都是客观科学的话，

测评主体 A 的测评和测评主体 B 对同一客体的

测评应该高度相关。如果两者间的测评有较大的

差异，两个测评至少有一个信度较低。如果公共

服务绩效测评的信度不高，也就是说测量的结果

不是可靠的和稳健的，有可能导致各测评产生不

同的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评价对

象接收到差别较大甚至自相矛盾的“绩效信号”，

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仅无法指导政府绩效改

进，而且可能产生对测评主体和测评活动的负面

看法。因此，研究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信度对

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在第二部

分介绍两个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项目的背

景、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并对二者的异同进行初

步比较和分析。其次，我们对两项评价的结果进

行定量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考察评价结果的稳健

性和可比性，并探讨两项评价异同的背后原因。
最后，我们对本文的研究贡献和政策启示进行讨

论，并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两个案例

( 一) A 大学服务型政府调查

A 大学自 2010 年受某慈善基金的资助，开始

启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项目，对中国主

要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测评和排名。2011
年 A 大学将调查主题拓展为中国城市服务型政

府建设，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 CATI) 技术进

行随机电话访问调查，提高了抽样调查的代表性

和精确度。该项目认为，单纯的公共服务质量无

法完全涵盖服务型政府的真实内涵，因此将测评

焦点转向服务型政府，对包括公共服务满意度、政
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效能和政府信任等在

内的诸多维度进行考察。该项目还独创性地提出

了“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从公众视角、企业视

角和客观视角等三个方面对服务型政府进行全景

扫描。
( 二) B 机构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

B 机构与国内某咨询公司合作的基本公共服

务力评价项目从 2011 年启动，主要对中国 38 个

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进行评价。虽然

B 机构将其测评内容称为“能力”调查，但其调查

内容仍然主要以公民对整个领域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为主，因此可以归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范畴。
B 机构的调查范围和样本量与 A 大学类似，但在

调查方法方面以面对面问卷调查为主。B 机构主

要专注于公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并收集了

各城市的客观公共服务供给数据，作为衡量各城

市公共服务能力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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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案例比较

表 1 对二者的调查要点进行了初步比较，从

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不

少差异。
表 1 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案例比较

比较项目 A 大学项目 B 机构项目

启动时间 2010 2011
资助来源 慈善基金 政府课题资助

覆盖城市
32 个 ( 2010 － 2011 ) 、34 个
( 2012)

38 个

评价体系
主观( 公民) + 主观( 企业) +
客观

主观( 公民) + 客观

评价指标
各领域公共服务满意度 ( 公
民 + 企业)

各领域公共服务满意度 ( 公
民)

指标数量 75( 2011) 、68( 2012) 84( 2012)

加权方法 等权重、主成分分析
等权重和基于公众关注度加
权

调查方式
面对面问卷调查 ( 2010 ) 、计
算机 辅 助 电 话 访 问 ( CATI )
( 2011 － 2012)

面对面问卷调查

问卷题项 57( 2012) 45( 2012)

问卷选项
5 级、10 级 ( 不 包 括“不 清
楚”、“拒答”)

2 个、4 个、5 个( 不包括“不清
楚”)

样本量
28425( 25222 + 3203，2011 ) 、
27529( 23923 + 3606，2012)

19058( 2011) 、25115( 2012)

原因分析 量化研究 个案研究

结果使用 论文、图书、新闻发布会 图书、新闻发布会

发表时间 每年 11 月 7 月( 2011) 、12 月( 2012)

注:本表资料来源为两项调查的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和相

关新闻报道。B机构 2012 年的三级指标数量为 84 个，但实际使

用的仅为 45 个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未使用。

首先，两项调查都由学术机构主持完成，其中

A 大学与国内高校合作，B 机构与咨询公司合作

完成。人们一般认为第三方学术机构有专业知识

储备，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进行第

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甚至政府绩效评估的最佳主体

之一瑏瑩瑐瑠。
两项调查启动时间相近，A 大学启动稍早一

年，B 机构紧跟其后。两项调查的资助来源略有

不同，A 大学由非营利慈善组织资助，而 B 机构则

依靠科研项目和合作伙伴资助。
两项调查关注的对象是中国的主要城市，以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测评对象。在

城市覆盖方面，A 大学在 2010 － 2011 年包括 4 个

直辖市、23 个省会城市、5 个计划单列市( 非省会

的副省级城市) 以及 1 个地级市( 苏州) 。2012 年

未包括苏州但增加了西宁、银川和呼和浩特，覆盖

城市 34 个，但囿于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而未将乌鲁

木齐和拉萨纳入调查。B 机构的调查一直都涵盖

38 个城市，其中包括了 2 个非计划单列市的经济

特区( 汕头、珠海) 。两项调查之所以都选择中国

大城市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它们的公共服务提

供涉及面广、示范作用明显，影响力大、媒体关注

度高且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较高，便于比较和分

析。但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涵盖更多的样本

城市并确保其可比性，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课

题。
两项调查都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调查。B 机构通过调查公民获取感知信息，通

过政府统计资料获取公共服务供给的客观数据。
A 大学有所不同的是认识到企业也是公共服务的

重要对象，将企业也纳入调查。尽管主客观结合

的“双元综合评估”得到了学者们的推崇瑐瑡，但也

存在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比如说公众满

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对应关

系，二者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一直都无定论。此外

两者测量的是不同构念( Construct) ，采用的是不

同的度量指标，能否将其加总是一个值得商榷的

问题瑐瑢瑐瑣。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客观数据获取存

在问题，通常来说滞后 1 － 2 年，也就是说，将不同

年份的主观和客观数据汇总，也存在时间归因偏

误的问题。只是考虑到客观投入转化为主观满意

度需要一定的时滞，这种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学

界也通常倾向于选择采用最近年份的数据作为替

代。但是，这种数据处理和汇总方式仍然使跨年

比较较难，因为不同年份的数据汇总在一起已经

很难明确说明究竟是数据年份不同导致的差异还

是公共服务绩效本身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

是，由于客观数据获取方面存在严重滞后、公布不

全、统计口径不一致等方面的问题，通常很难将其

与主观数据汇总分析，这也是为什么 B 机构在

2012 年没有将其作为最终评估依据，而仅采用主

观感知指标衡量的原因所在。
对指标进行加权汇总方面，两项调查的做法

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B 机构采用等权重

法进行对底层测量指标的数据进行汇总，而 A 大

学除了使用等权重的方法以外，对三个以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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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在更高维度上进行汇总方

面，A 大学先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然后在最后

三个大维度( 公民、企业和客观) 采用了等权重

法。B 机构调查了公民对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关

注程度，据此设计了权重进行加总。不同的赋权

方法是否会影响测评结果的稳健性和信度是评估

研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下面研究

的要点之一。
从两项评估收集主观信息的方法上看，A 大

学最初采用的是面对面问卷调查，但随后就选择

采用 CATI 作为主要方法，因为后者在提高样本

代表性、降低成本和大范围覆盖方面优势明显。
B 机构一直采用的是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配有其

他方法( 如电话访问) ，但这种多渠道收集信息的

方式可能使不同来源的信息在可比性方面大打折

扣，也会影响调查回复率和样本代表性。
两项调查都开展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每个

城市都涵盖了 700 个左右的公民调查样本量，A
大学则另外在每个城市调查了约 100 个企业。从

概率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规模的调查能够确保

样本的代表性和抽样误差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

围。但与此相伴随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大范围

的调查成本较高，如何确保调查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是一个重要问题。
当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的评价结

果进行解释时，两项调查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A 大学主要依靠量化研究进行解释，而 B 机构则

依靠其团队进行典型城市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案例

研究。一个着重积累实证研究知识，另一个则通

过“讲故事”进行解释，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在结

果呈现和受众接受度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
最后，两项调查都通过出版著作和论文以及

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并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为政府绩效信息使用提

供了渠道，也促进了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发挥其

应有的管理效益和社会效应。两项调查也都选择

下半年作为测评结果发布时间，因为跨年调查不

利于各城市横向比较，而选择在上半年调查则有

利于下半年进行信息发布。但这种时间安排也使

采集同一年份的主客观数据面临困难，因此下半

年调查而次年上半年发布则有可能克服这一障

碍，但却有可能牺牲调查的时效性。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两项评价在 2011 年和 2012 年的调查

结果为依据，使用的数据分析来自两个项目公开

出版和发行的资料。以此为基础我们对两个测评

项目的总体评价结果和各领域评价结果的相关性

进行分析瑐瑤。由于 2012 年 A 大学调查了公民和

企业，B 机构仅调查了公民，我们以公民调查结果

为依据进行比较分析。由于两个测评项目涵盖的

城市范围略有差异，因此 2011 年可比较的城市有

31 个，2012 年可比较的城市为 34 个，包括 4 个直

辖市、25 个省会城市( 不包括乌鲁木齐和拉萨) 和

5 个计划单列市。
由于两个评价项目采取的量纲和加权方法不

同，我们无法直接进行均值差异检验 ( 如 T 检

验) ，本文中我们主要使用相关性分析对两个测

评项目的结果进行信度检验。

四、主要研究发现

( 一) 总体公共服务绩效

尽管两个测评项目存在些许差异，但两者关

注的对象都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能力和效果，

测评的对象又是同一时期的中国主要城市，两者

具有相当的可比性。由于 A 大学测评的公众视

角维度与 B 机构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测量基本是

同一个构念( 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政府效能) ，我们

将二者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首先，我们分析两个测评项目横截面上的信

度。表 2 显 示 两 者 在 2012 年 的 相 关 系 数 为

0. 486，2011 年为 0. 564，均在 0. 05 的水平上通过

统计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皮尔逊相关系数在

0. 8 以上属于相关程度极高，0. 6 － 0. 8 属于高度

相关，0. 4 － 0. 6 属于中度相关，0. 2 － 0. 4 属于低

度相关，而 0. 2 以下属于相关程度极低瑐瑥。这说

明两个测评结果尽管存在一些差别，还是有一定

的相关性。
为了检验是否是不同的加权方法，影响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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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测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我们采用机构 B 加权

的方法将 A 大学的测评数据重新加权，并和 B 机

构的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2012 年两者测评结果

之间的相关性为 0． 557，略有提高，但是提高的幅

度不大。
然后，我们检验了两个测评的跨时间信度。

A 大学两年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 0． 821 ) 远高于

B 机构的( 0． 425) ，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前者的评

价稳健性较高。从公共服务提供的角度上说，城

市的表现具有相当大的路径依赖性，很难在一年

的时间里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对同一城市的测

评在前后两年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我们对这

一测评的结果就需要进行仔细的审视。
表 2 总体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的相关关系矩阵

B12 B11 A12 A11

B12 1

B11 0． 4254* 1

A12 0． 4862* 0． 5236* 1

A11 0． 3786* 0． 5641* 0． 8210* 1

注:变量尾号 12 表示 2012 年数据，样本量为 34 个; 11 表示
2011 年数据，样本量为 31 个。* 表示在 0． 05 的水平上统计显

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项测评结果的相关关系，

我们在图 1 绘制了两项评估在 2012 年的二维散

点和线性拟合图。

图 1 总体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比较

结果显示二者在许多城市的得分和排名方面

都存在一些差异。较为典型的差距体现在南京

( 在两项排名之间差距 20 名，下同) 、沈阳( 19 ) 、
上海( 17) 、银川( 16) 、北京( 15) 。结果说明，即便

都是第三方独立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二者对同一

组城市的排名也有较大差异，可以使一些城市可

以从“先进”一落千丈成为倒数的“后进”，也可产

生相反的结果而使一些城市从一个排行榜上的

“差生”摇身一变成为“优等生”。例如，南京在 B
机构排名第 5 名( 仅计算 34 个样本城市) ，而在 A
大学的排名为第 25 名，即倒数第 10 名; 银川在 B
机构排名第 27 名，而在 A 大学的排名升为第 11
名，与大连并列“十佳城市”。与此同时，一些城

市在两个排行榜中都保持较为一致的排名，如厦

门、宁波、南昌、西安、长沙等，排名变化不超过 2
名，按照 95% 的置信区间是可以接受的波动范

围。
( 二) 各领域公共服务绩效

针对各领域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更有利于比

较，因为它们在涵盖的范围方面更加准确和细分，

比较的结论也更为可靠。A 大学的公民满意度评

价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文体设施、公共交

通等 9 个领域，B 机构的调查包括公共交通、公共

安全、住房保障、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基本

医疗和公共卫生、城市环境、文化体育、公职服务

等 9 个领域。两项调查较为一致的有 8 项，A 大

学对政府效能的测评同 B 机构对公职服务的调

查较为一致，因此总共包括 9 项子领域可供比较。
表 3 各领域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

A 大学项目 B 机构项目

服务领域 指标数量 服务领域 指标数量
相关系数

环境保护 1 城市环境 6 0． 7663*

公共安全 1 公共安全 5 0． 6916*

公共交通 1 公共交通 5 0． 6021*

政府效能 2 公职服务 6 0． 4671*

公共教育 1 基础教育 4 0． 4326*

社会保障 1 社会保障和就业 4 0． 3589*

文体设施 1 文化体育 4 0． 3533*

医疗卫生 1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6 0． 1527
住房保障 1 住房保障 4 0． 1288
基础设施 1 / / /

注:表中为 2012 年数据，样本量为 34 个。* 表示在 0． 05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3 最后一栏显示，两项评估在 9 个子领域

的相关系数均值为 0． 439，属于中度相关。其中

相关系数最高的是环境保护领域，为 0． 766; 相关

系数最低的是住房保障领域，为 0． 129。分析结

果显示，我们考察的 9 个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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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为正，且有 7 个通过了 0． 05 水平上的统计显

著性检验，仅有住房保障和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

系数低于 0． 2 且统计不显著。环境保护、公共安

全和公共交通等三个领域都属于高度相关的公共

服务领域，相关系数均在 0． 6 以上。公职服务和

公共教育属于中度相关，而社会保障和文体设施

属于低度相关。为什么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在两

项评估中的相关程度不尽相同呢? 我们将在后文

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五、讨论与结论

( 一) 原因探析

为什么同样是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两

项针对同一组中国大城市的独立评价却得出了较

为不同的结果。结合前文对两项评价的初步比

较，我们可以将二者的结果差异归结为以下几个

原因。
首先，二者的测评指标体系存在差异，直接导

致了测评结果的不同。表 3 显示，在 2012 年 B 机

构的调查题项较为细致，平均每个公共服务领域

包括 5 个题项，共计涉及 45 个问题; A 大学的调

查都是一个公共服务领域一个题项，简便可行，但

代价是很难做到细致深入。二者的量纲也不同，

B 机构采用的是 2、4、5 等三种选项，而 A 大学采

用了 10 级和 5 级两种量纲。由于公众受制于知

识水平和阅历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对不同量纲的

精度把握能力不同，并会对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

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对各调查题项的操作

化方法不同。A 大学采用的是“满意不满意”和

“同意不同意”的尺度，而 B 机构则采用公民对某

公共服务的实际感知状况衡量，如距离文体休闲

设施的远近、打车等候时间的长短等。
其次，二者的抽样和调查方法不尽相同，使对

同一组城市同一个领域的测评结果不同。A 大学

的调查采用 CATI 方法，能够根据电话号段对公

众进行随机抽样，其样本代表性也较佳。B 机构

的调查主要采用面访自填问卷，可能会存在样本

代表性偏低的问题。B 机构在报告中指出，在样

本特征分布方面，特别是在学历、工作单位性质和

收入等方面存在高学历人员、“体制内人员”和高

收入者的比例偏高的问题。这种样本特征可能会

影响测评结果，因为这些社会强势群体对公共服

务的满意度显然不同于社会弱势群体，而后者恰

恰是更加需要公共服务关注的社会群体。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两个项目在住房保

障、医疗卫生、文体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领

域测评的结果的相关度较低，因为这些公共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俱乐部服务”，排他性较强，

即受到户籍、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不同样本的感知和评价水平会差异较大。相

对来说，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交通都属于普

适性的公共服务，任何人都享有同等权利，而不受

上述特征的“门槛效应”影响，因此它们在两项调

查中的相关度非常高。
再次，二者的加权平均方法不同，也对结果的

差异产生了影响。B 机构在各公共服务领域内部

采用简单平均法，而在形成公共服务整体得分时

采用各公共服务领域的公众关注度作为权重进行

加总。A 大学的加权方式略有不同，在对总体公

共服务满意度的加权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我

们的分析显示，当将二者的加权方式归一化后，总

体公共服务绩效的相关系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

升，表明加权方式不同可能是其结果差异的一个

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决定两个测评项目差异的

重要因素，就是时点。什么时间开展测评，在测评

之前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是否出台了重要政策和

有什么重要事件出现，都会影响测评结果。
最后，除了以上等因素外，公共服务绩效的

“测不准”是永恒的，我们只能不断逼近而无法企

及完全的精确。每种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都会在其

自身存在误差，而这种误差又会影响它们之间的

比较，这一点在本文考察的两项第三方评价中也

得到了体现。显然，我们无法完全准确地测量公

共服务绩效，但当设定了一个可以接受的预期误

差范围或置信区间( 如 95% ) 后，我们仍然能够获

得一个令决策者满意的测量结果，而这也是有限

理性情境下的现实决策的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两项评估

的整体结果仍然是显著正相关的，而且大部分公

共服务领域的测评都是正相关的，不存在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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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两者在对公认的公共服务提供较好的城

市的测评方面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健性。这

表明两个项目对样本城市公共服务绩效做出了较

为可靠的评价，对城市政府衡量和改进公共服务

绩效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 二) 研究贡献与政策建议

国际学界有关组织计分卡的研究较多，对日

益增长的外部绩效评价开展了大量研究瑏瑧。有关

世界治理排名的分析也越来越多瑏瑨。总体来说，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以美国和国际组织为

主，缺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本文以两个中

国案例为基础，对有关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问题大有裨益。本文对

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项目结果的衡量和比较

进行了初步尝试，并发现和分析了第三方绩效评

价在公共服务提供测评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面临

的挑战，为学界进一步理解和探讨第三方绩效评

价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

种种局限，两个相互独立的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

评价，尽管各自采用较为专业的研究方法，也可能

产生比较不同的结果。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的政府绩效评价或公共服务

满意度测评。许多高校、学术机构、咨询公司、新

闻媒体等也积极响应，组织开展了大量第三方公

共绩效评价和排名活动，为政府管理决策和政策

执行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政策建议。从政府的角度

而言，如何看待这些评估活动的专业性、科学性以

及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不一致，对政府完

善自身绩效考评和第三方绩效评估的发展意义重

大。
一方面政府在选择和使用第三方绩效评估结

果时，应对第三方测评结果在独立性、信度、效度、
全面性、可理解性、功能性等方面的表现作出分析

和评估，选择最适合或最能反映其绩效表现状况

的第三方评价结果。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认识

到绩效测评的局限性和测不准原理，不能过分偏

倚任何一个第三方绩效评价来源，而应该综合利

用多种来源和渠道的评价结果，对公共服务绩效

作出一个公允的评判，并用于指导公共服务绩效

改进。这种做法也符合“循证公共管理和公共政

策”的诉求，即博采最新、最全面的证据，据此作

出管理决策和公共政策瑐瑦。
尽管政府绩效信息使用被认为是联结绩效测

量与绩效管理的关键纽带，但过度使用、误用和滥

用政府绩效信息却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负面结

果。政府应该正确看待和使用绩效测评信息，过

度依赖绩效评估结果来进行管理，比方说许多地

方政府将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到严格的干部奖

惩中，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应。此外，更为重

要的是对绩效改进予以奖惩，即不仅关注政府绩

效的存量，更应关注政府绩效的增量，因为存量在

多数情况下更多会受制于区域和政策领域本身固

有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而增量则更多反映了

政府部门的能力和努力程度。
从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方的角度而言，

我们的研究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三方政

府绩效评估需要客服研究中的困难，不断提高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提升研究的权威性。中国第三

方政府绩效评估刚刚兴起，这方面我们面临着更

严峻的挑战。如果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服务

于“排行榜”的排名目的，更需要特别慎重，因为

测量和评价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存

在较大的误差，唯一准确的是“测不准”现象的存

在。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世界银

行等国际组织的经验都指出，应该将排名的局限

予以报告，特别是说明排名的置信区间瑐瑧。如果

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

价识别有待改进的领域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那么这种评价的排名功用就需要弱化瑐瑨。
与政府自行组织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相比，

第三方评价具有明显的制度和技术优势。但第三

方评价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都在“政府

绩效信息市场”上努力争夺政府的有限注意力瑐瑩。
当缺乏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强有力挑战时，第三

方也可能出现一定的自律问题瑏瑤。因此，我们呼

吁更多的学术机构能够参与到第三方公共服务绩

效评价的行列中，通过提供更多的绩效信息选择，

丰富“政府绩效信息市场”，为政府提供更全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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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绩效测评信息，推动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

评价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同大学排名的发展

规律是一致的，即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涌现，为

“消费”这些排名的大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

优秀的大学排行榜脱颖而出提供制度基础瑑瑠。
( 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对第三方绩效测评项目进行研究的

初步尝试，不可避免存在一系列的局限性。首先，

我们的分析主要是横截面比较，还缺少更为具体

的纵贯比较。此外，受制于信息的可获得性，我们

只是对已公开的信息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深

入的分析有赖于更多原始数据的获得。我们的研

究发现，一是需要更深入的统计分析来进行检验，

二是需要不同的研究者用相同的数据进行交叉验

证。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还处于起步和探索

阶段，已经公开或披露的案例还较为有限，无法支

撑更加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这也说明进一步提

升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可

能是未来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取向。公开原始数据

并交由公众和学界检验，可以大大提高第三方绩

效评估的可信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其次，本研究的样本量受制于第三方评价的

覆盖范围，很难拓展到其他城市和政府层级。相

对来说，区县和乡镇( 街道) 层级的政府承担了大

量基本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职能，公众与它们的

接触也更多，对它们的研究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认

识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问题。
此外，除了进行统计分析，本文也期望在未来

通过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更丰富的信息以了解

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项目的开展情况和面临的挑

战。与此同时，也期望未来研究能够对其他类似

的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进行“元评价”，以推

动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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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ird-Party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Ma Liang ＆ Yu Wenxuan

Abstract: Although since 2000 third-part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rojects have
been mushrooming，a dearth of studies has been conducted to study the burgeoning phenomenon，

particularly studies examining its emergence，evolution，particularly，its methodology and quality．
In this article，we compare two influential third-part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rojects with similar
subjects and assessment schemes． We als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wo
projects． 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two project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
tively correlated，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discrepancie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se discrep-
ancies，we provide our researc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improving its quality and promoting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ird-par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government per-
formance; citizens’satisfaction;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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