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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权责与绩效脱钩：
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
———以赋权改革推进多层次社会治理

一、问题提出

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所具备的政治

职能与政府为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能所具有的

社会职能之间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建设

的任务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已开始从总体

支配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多中心合作的社会治

理模式转变，①并探索了网格化管理，②协商型共

[摘要]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结构主义 S-A-RS 范式为

分析框架和多层次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案例比较方法，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实

践中政府权责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完善的治理结构对厘清政府政治职能和社

会职能以及提升治理绩效具有推动作用。此外，赋予社会治理主体应有权责、推广使用现代信

息技术以及构建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将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机制重构，实

现政府权责与治理绩效的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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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①开放式立法②等新实践，有效地促进了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进步，一方面是自媒体普及使得复杂网络社会

的社会风险发生概率大大提升，社会治理表现出

可塑性与脆弱性并存的特点；另一方面，由经济

条件改善而来的公众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社会公

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空前高涨。风

险管控需要与服务诉求并存，新时期的社会治理

面临着政府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秩序变动的

一致性以及如何减少社会秩序变动的频率和幅

度问题，以此在有效回应民众在场诉求的同时，

正确区分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做到政府权

责范围与治理绩效脱钩，有为政府建设与绩效提

升同格，重构基于中国场域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

实现机制。
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强调社会治理过程中自媒体和大

数据的主导作用，③ ④倡导以“技术-服务”为抓手

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方案。⑤⑥但由于忽视政府政治

职能与社会职能的有机统一，⑦以及中国场域下

社会治理制度框架不健全及社会治理主客体界

线模糊等问题，⑧过于强调技术的主导作用，往往

导致现实中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只重视政府

权责扩张，不关注制度框架完善，以至于社会治

理改革后的权责范围与治理绩效竟呈反比之势，

这同社会治理精细化简政放权以提升治理绩效

的方向背道而驰。治理的前提是多元参与，参与

的前置条件是权责明晰，本文立足于制度框架建

设 ， 以 结 构 主 义“S -A-RS”（Structure -Action -
Restructure，结构-行动-再结构） 范式为分析框

架，以 SH 和 SS 市的实践案例为基础，以系统化

的赋权改革为抓手，以机制重构为目标，结合多

层次治理理论模型，通过探索我国社会治理由外

生性结构变革到内生稳定均衡新结构的实现路

径，以此厘清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回答新

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机制问题。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分析框架

结构主义 S-A-RS 范式认为：结构是行动的

媒介，同时又是行动的成果，个体行动者根据已

有结构（包括制度和资源）行动，并通过行动重塑

已有结构，由此构成了能动的社会结构变革。社

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就是要求我们立足于当

前已有社会治理结构，通过能动的赋权改革，推

动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在分离基础之上的

有机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并进

而实现社会治理结构新的均衡态。
（一） 多层次治理模型及其中国适用性

多层次治理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学

者对于欧盟治理结构的研究。在欧盟治理中，各

成员国一方面将政策重心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机

构，另一方面又将部分职权下移到不同类型的次

国家组织，由此形成“欧盟-国家-次国家”的多层

次格局。⑨其后，杰费瑞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参与

模式，强调次国家组织参与治理的重要性，进一

步完善了多层次治理体系。⑩可以认为，多层次治

理体系是权力在多个政府层级之间的共享与协

同，輥輯訛而问责机制、治理能力和利益相关是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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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三个主要原则。①在这一过程中，原有单一

治理主体在保有自己应有权属的基础之上，向上

放弃部分监督协调权力，向下放弃部分具体事务

执行权力，以此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结构，构建治

理体系的复合机制，这是多层次治理模型成功运

作的基础。也即社会治理精细化就是要立足于能

动的结构重塑，充分发挥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和

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通过系统的赋权改革区分

政府内部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完善各个治理主

体的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的内生稳定均衡，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对我国而言，以地方政府部门赋权改革为思

路，构建社会治理的多层次体系，推进社会治理

精细化，是基于我国改革发展以来的横向国际比

较和纵向历史考察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从横向国

际比较来看，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学界对新

公共服务的反思日甚，在合作治理的视域下，将

市场机制引入到准公共服务供给中，并为其提供

制度激励已经成为政府的责任之一。②完善政府

内部结构，构建起政府与社会的跨部门协同治理

机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从纵向我国改

革发展的实际经验来看，放权分利，创造可控的

竞争机制是我国改革发展卓有成效的主要经验。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就指出了放权改革的重要

作用，并由此开启了我国的放权之门。已有研究

也表明，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的改革，并在放

权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这种可控的放权式改革

能较好地控制改革的进度与领域，因此也保障了

社会的稳定。③可以说，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政

府向各个部门放权，各部门向社会放权，激发不

同层级的竞争意识，不断优化制度框架，已成为

38 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
（二） 社会治理精细化多层次治理体系建构

作为一项治理转型的系统工程，多层次治理

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一方面要求

我们承认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一家独大这一

事实，立足于简政放权这一基本要求，通过多种

方式有序推进行政权力的法治化，不断提升政府

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精细化也并不意

味着因政府社会职能而放弃政治职能，而是立足

于权力法定这一原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

要强化政府法定职权，完善政府内部宏观与微观

治理结构，理顺权力的运作与制衡；又要将本应

属于社会的权力下放，鼓励社会依托自身资源参

与社会治理，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

己。正如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底层的活动能对社会

治理结构产生能动影响一样，④新时期的社会治

理精细化就是以简政放权的赋权改革为抓手，通

过地方政府部门向上与向下的权力结构改革，以

能动的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新的内生均衡结构产

生，重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模型（如图 1），厘

清政府职能边界，完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复合参

与机制，不断优化制度框架。
具体来说，以机制重构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精

细化多层次治理模型建构首先要求地方政府根

据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基本要求，通过行政权力

清单、政务公开等多种形式，明确各部门应有权

属，赋予部门法定职权，以此落实行政法定，着力

解决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各部门权力交叉，越位

和缺位共存等问题；其次，地方政府部门也需要

将部分自我监督职能上移，组成独立的执法监督

部门，以此理顺执行与监督之间的关系，完善政

府内部治理结构，着力解决政府部门“管办一

体”，自我监督不到位，内部监督机构虚置等问

题，以此明确政府政治职能；最后，地方政府部门

还要将原本应属于市场和社会的职能下放给市

场和社会，赋予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应有权

属，保障其参与权利，以此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协

同治理，解决政府单一治理主体矛盾多发、风险

集中等问题，以此明确政府社会职能。可以说，以

① Sylvia I. Karlsson. Allocating Responsibilities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07，34（2）：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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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完善研究”系列成果丛书评介》，《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26-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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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重构为思路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多层次治理

体系，就是通过借助于能动的改革，建立社会治

理的监督机制，完善行政法定，促进社会参与，明

确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推进社会治理由单

一治理主体的旧均衡到多主体多层次协同治理

的新的内生均衡。

三、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案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以后，政府为完善其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做好风险管控并同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而采取

的强化政府核心职能，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引导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有为政府的过程。
我国 SH 市和 SS 市的经验也表明，社会治理精细

化不仅要求政府有足够的公共服务动机，还要求

政府自身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精细化制度体系，以

此做到权责与绩效脱钩，简政放权与绩效提升同

格。
（一） 权责外溢异化社会治理机能

SH 市位于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历

史等多种原因，虽然中央政府自 2004 年已经提出

了社会治理的议题，但 SH 市的社会治理精细化

体系却一直没有完全构建起来。当政府直面公众

诉求且受到社会关注时，其不得不外溢权责，由

此也使得失去缓冲屏障的政社关系结构更加脆

弱。
1. 房屋漏水问题六年没能解决

2012 年 6 月，SH 市一家报社接到 72 岁市民

夏老的署名求助信，信中还附了几张自己房屋照

片：严重起壳脱落的天花板，霉变的房梁护板，一

片狼藉的地板……夏老反映的是自己房子室内严

重漏水但却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问题，希望记者

能够督促有关部门尽快修缮漏水房屋，还他们一

个安定的老年生活。夏老反映，他们 2006 年因室

内渗水首次向物业报修，至当时已经向各有关部

门报修 121 次，受理部门包括小区物业、街道房

管办、区房管局、市长服务热线、住宅物业服务热

线等。六年来，虽物业多次修理，但水却一直漏，

为此，居委会还曾牵头召集物业、街道房管办、相

邻住户协调，但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眼下

雨季又要来临，夏老夫妇更加愁苦起来。
2. 权责不清导致问题一拖再拖

影响夏老夫妇六年的房屋漏水问题，其实原

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建造于 1998 年的房屋屋

顶密封程度较低，所以才会一直漏水。物业公司

表示，由于房屋设计施工的问题，小修小补已经

无济于事，只有整体维修屋顶才能彻底解决老人

屋内漏水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夏老所在住

宅楼的维修基金尚未开通，而物业公司又没有责

任单方面垫付费用，由此就导致了问题一拖再

图 1 社会治理精细化多层次治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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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一个简单的商品住房维护问题竟然成了造成

不小社会影响的“大事件”。为此，报社记者将夏

老的诉求反映给了夏老所在区房管局，一个月后

区房管局表示夏老的问题正在落实，一有进展就

会跟夏老联系。然而，已经被政府部门确认“得到

解决”的问题，半年多以后竟然还是毫无动静。
3. 政府埋单异化社会治理机能

2013 年 6 月，时隔一年之后，在 SH 市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报社记者以 SH 市政风

行风监督员的身份参加纠风办例会时，又叙说了

这对老人多年来饱受雨天室内渗水之苦而求助

无望的案例。纠风办相关负责人听后表示非常

“震惊”，并当场表示会尽快解决此事。8 月，Y 区

纠风办、房管局就夏老房屋漏水维修及相关事项

召开协调会，出席会议的有区纠风办，区联席办，

区房管局，K 街道办事处、市政科、房管办，X 集

团，S 物业公司，S 居委会，S 业委会等 14 个部门

和单位。协调会上就维修方案、维修预算、征询事

宜等问题达成了一致，维修基金中 9 万多元缺口

将由街道办垫付。然而近三年过去了，夏老的房

屋虽然修好了，但房子的维修基金仍然没有开

通，街道的垫付也仍然没有拿回。
由于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SH 市的社会治理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以与 SS 市区划相当的

SH 市 Y 区为例，据统计，2013 年至 2015 年，SH
市 Y 区社会组织（包含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由 631 家增加到 664 家，三年间仅增

加了 5.23%。① ②与此同时，Y 区的民间纠纷和城

市管理投诉案件却持续上升，2014 年与 2012 年

相比，Y 区民间纠纷数由 14097 件上升到 16335
起 ， 投 诉 城 管 案 件 也 由 108495 起 上 升 到 了

152136 起，两年间分别上升了 15.88%和 40.22%。③

可以说，由于相关的机制缺陷，SH 市的社会治理

精细化体系面临着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界

线模糊，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失效，维修基金管理

部门缺位，街道办越位，开发商和房屋维修公司

等治理主体被排除在外，事件非制度化运作，社

会治理中政府权责外溢等问题。而政府权责外溢

不仅异化了社会治理的机能，也与社会治理精细

化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 机制重构助力社会治理优化

SS 市为我国东南某省下辖县级市，为解决

“服务电话多”、“部门职责重叠，问题迟迟得不到

解决”等问题，2013 年 3 月，SS 市将市属 36 个服

务/办公电话统一为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设立了

包含 64 个联动单位的便民服务中心。机制的重

构不仅厘清了政府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规范

了政府权责，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也在很大程

度上推进了权责与绩效的脱钩，实现了社会治理

的精细化。
1. 重新梳理治理架构整合服务

SS 市便民服务中心直 属 市 政 府 办 公 室 ，由

12345 热线、12345 网站和社会服务大厅三大平台

组成，辅之以手机短信和微信公众号平台，以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服务中心下设

综合办公室、业务信息股和协调督查股。综合办

公室负责协助中心领导处理中心日常事务。业务

信息股负责便民服务信息的采集、更新，软/硬件

维护，以及家政服务商的加盟管理。协调督查组

负责协调督促各联动单位按时完结各类诉求案

件，协调督促服务大厅入驻单位的日常工作。在

对外服务上，便民服务中心整合政府资源、市场

资 源 和 社 会 资 源 ， 通 过 12345 热 线 呼 叫 中 心 ，

12345 网站（以及手机终端）和社会服务大厅，可

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公共服务对接。
2. 规范运作流程提升服务绩效

在运作上机制上，便民服务中心将各个职能

部门的对外服务窗口进行整合，实现了公共服务

窗口的一站式。市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政府部

门提出公共服务诉求，服务平台会及时记录市民

诉求并形成诉求编号。便民服务中心在接到市民

诉求后，会根据诉求分类，将不属于政府职权范

围的诉求转接给市场或社会组织；属于政府职权

的咨询类诉求如在中心数据库内则给予当场回

① 钱蓓：《Y 区区域报告勾勒社会组织发展概况》，《文汇报》2016

年 3 月 31 日。
② SH 市社团局：《2013SH 市社会组织年报》，2014 年。
③ Y 区统计局：《2015 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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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如是投诉建议或其他咨询信件，中心会在 1
个工作日内转给相关部门受理。与此同时，服务

中心还建立了同步监督机制，设置“签收超时、回

复超时、办理超时、退回重派、回访不满意”等五

个监测点，并采用黄灯、红灯进行警示提醒，以此

监督行政行为。
3. 保障措施优化社会治理机能

便民服务中心通过多种手段保障平台的正常

运转。一方面，服务中心通过明确各部门权责、设
置“125 办理时限”（ 1 个工作日内签收，2 个工作

日内联系诉求人核实情况，5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

反馈结果）、办理结果满意度测评等多种方式，建

立起公共服务的跟踪监督机制。另一方面，中心

还成立了由市委常委 任组长，编制办、人事、监

察等部门业务骨干组成的疑难诉求件承办单位

裁定领导小组，负责对一时难以确定承办单位

的疑难诉求通过写专报和召开协调会的方式裁

定承办单位，并形成责任认定规定和案件执行

惯例。此外，作为政府下放权力的接收客体和社

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服务中心不断引进各种社

会力量加入服务平台，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服

务诉求。
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SS 市公共服务平台

开通三年多来，通过政府各部门不断的调试与序

变，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越来越清楚，加入服

务平台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持续增加，市民的满意

度也不断提升。据统计，自 2013 年 3 月起截止到

2015 年 11 月，SS 市便民服务中心已收到各类建

言类 3555 件，被相关部门采纳 2873 件，建言采纳

率 80.81%；已受理各类诉求件 6 万多件，办结率

为 99.8%，回复率 100%，回访满意率 94.5%；服务

大厅已接待办事群众 13 万多人次，受理业务 9 万

多件，日均办理群众业务 200 多起；同时，服务中

心还收集了各类便民服务资讯 4500 多条，建立了

便民查询基本信息库。①2015 年与 2012 年相比，

SS 市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别由 241
个和 157 个增长到了 424 个和 275 个，三年间分

别增加了 75.93%和 75.16%。②③可以说，三年来，

SS 市实现了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有机统

一，权责下放与绩效提升的脱钩发展，社会治理

精细化结构实现了迭代改进。

四、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方案分析

以 S-A-RS 为分析框架，社会治理精细化机

制重构就是以赋权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治理

体系，从而实现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有机统

一，政府权责与绩效脱钩，简政放权与绩效提升

同格，改革与治理结构迭代改进,并最终建成有为

政府。SH 市和 SS 市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社会治

理精细化机制重构需要立足于制度框架建设，以

赋权改革为抓手重构多层次社会治理体系，在明

确各个治理主体权责的基础之上，发挥信息技术

的整合功能，并最终依靠权责一致的机制协同稳

步推进。
（一） 赋权改革是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

的基础

治理是相互承认法权基础之上的政治认可，

S-A-RS 框架下的结构演进也要求我们立足于当

前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改革的能动作用。刚柔

并济的机制失衡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精细化过

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④在已有治理逻辑中，政府

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发挥着搭建制度框架

和实施治理引导的刚性作用，而其他社会和市场

组织则根据自身特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发挥治

理的柔性机制，以此构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刚柔并

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活力。然而受家国同构传

统治理体系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为发挥社会职

能而造成的越位管理和权责膨胀，不仅弱化了自

身政治职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其他社会治

理主体柔性机能的发挥，十分不利于社会治理精

细化结构的自我成长。由此，赋权改革的意义即

在于按照中央政府简政放权、建设法治政府的基

① 数据来源：邮件访谈所得《SS 市“12345 便民服务”模式介绍》，

2016 年 4 月 10 日。
② SS 市统计局：《2013 年统计年鉴》。
③ 林富榕：《去年 SS 新增社会组织 78 个》,《SS 日报》2016 年 1

月 23 日。
④ 何哲：《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核心逻辑及与其他体系的对

话》，《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1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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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通过制定权力清单赋予各部门应有权

责，通过上移监督职能并赋予其监督权力来实现

管办分离，通过下放法外职权并赋予社会主体参

与权力以此激活社会参与，由此厘清政府的政治

职能与社会职能，构建起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多层

次体系，实现权责与绩效的脱钩。
在 SH 市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夏老的

房屋维修问题，本应由夏老申请房屋维修，物业

公司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基金管理部门会同居委

会、业委会开通维修基金（如果基金管理部门不

同意，物业公司可以向其上级部门申诉或去法院

起诉行政不作为），物业公司招标房屋维修的简

单流程，却由于物业公司、街道房管办都有责无

权，而使得问题一拖再拖。而更为严重的是，SH
市当地政府的处理方案不仅扩张了自身权责，与

简政放权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取向背道而驰，其垫

付行为也给社会主体形成负面示范———也即通过

闹大问题再由政府解决问题，而这种政治职能与

社会职能的界限模糊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在

SS 市的制度设计中，服务中心不但建立了协调监

督机构，还明确引入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

如果夏老在 SS 市，只需联系服务中心，中心转物

业公司，物业公司协调开发商或相关基金管理部

门就能解决问题。可以说，在多层次治理体系中，

政府对各个治理主体权责的承认是社会治理精

细化多层次体系重构的基础，并进而有助于促进

社会治理精细化绩效的提升。
（二） 信息技术是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

的推力

信息技术是目前重塑政府运动得以实现的必

要条件，采用信息技术也是重塑政府运动成功的

重要标志。①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工业 4.0 智能感控

系统和物联网的发展一方面正在重塑着整个社

会的沟通与交流方式，使得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

整合性都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给政

府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带来了新的命题，政府如何

适应并引领工业 4.0 时代的社会治理已成为摆在

当前的重要议题。因此，新时期的社会治理精细

化机制重构就是要求以政府赋权改革为抓手，充

分发挥治理结构中人的能动作用和信息技术的

推动作用，一方面整合移动互联技术和物联网技

术，构建线上与线下一体融合的政府对外服务系

统和解决体系，提升市民公共服务消费体验；另

一方面，政府也要将内部信息系统与外部社会系

统进行有效对接，畅通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供给渠道，拓展社会公众参

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途径和政治内涵。可以说，

作为社会进步的阶梯，信息技术的运用将有助于

完善政府社会职能，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多层次体

系重构和完善的重要推力。
在 SH 市的案例中，由于社会治理精细化机

制不健全，信息技术的运用不到位，SH 市的公共

服务回应机制仍然停留在部门分立、信息分割

的状态，由此夏老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

不同部门打电话反映问题，同时还要多次打电

话询问处理结果，以至于单是电话记录就记了

“厚厚一本”。而更加吊诡的是夏老问题的解决

竟然靠的是人类社会延续几千年，如今已经非

常少见的手写信件！而在 SS 市的体系设计中，

服务中心通过采用协同技术，将各部门的服务

电话和诉求方式整合在一起，市民无论通过哪

种途径反映诉求，都会进入服务中心信息数据

库，工作人员会根据已有数据库处理问题，如诉

求是数据库已有资料，工作人员会在工作时间

当场做出反馈，如是专业的投诉建议诉求，服务

中心则会按照规定时限进行办结。作为社会治

理精细化机制重构的重要推力，信息技术的整

合与运用，不仅厘清了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

能，也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公共服务效能感，从

而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中的权

责与绩效脱钩。
（三） 机制协同是社会治理精细化机制重构

的保障

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主

① Scavo C. SSHi Y. SH.，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Reinventing Government Paradigm-

normative Predicate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00，18（2）：1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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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权责一致的基础之上实现治理协同，而协

同治理则有利于充分调动政府组织以外的公共

组织力量，实现复杂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①源于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部门再造在提升政府运

作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各部门之间的分立，而

面对愈加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单个政府部门又

往往难以有效应对，这就使得政府部门之间的合

作以及政府部门与社会其他主体的协同合作异

常重要，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未来政府运作的主要

方向。在协同治理运作中，协同又分为内部协同

与外部协同，内部协同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

整体性政府建设为目标的功能协同，以此为社会

提供一站式服务对接窗口；外部协同是政府与市

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以通过协同补充政府

职能的不足并完善刚柔并济社会治理体系，优化

政府社会职能。而在中国当前情景下，内部协同

是外部协同的基础，只有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做好

了服务协同，政府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协同才

能最终实现。
在 SH 市的案例中，由于各个部门权责不清，

信息技术运用不到位，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协

调机制，以至于面对夏老的问题，众多部门在长

达六年时间里都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通过行政纠

风会这种非常规方式决定街道办临时垫付来解

决问题。而在 SS 市的实践中，当地政府通过建立

“疑难诉求裁定小组”和“案例制”的政府内部部

门协同机制，也即便民服务中心接到属于政府权

责范围但一时又难以确定具体负责部门的市民

服务诉求时，会定期以内部专报形式上报市政府

主管领导和“疑难诉求裁定小组”以批示或召开

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权责裁定，并将所形成权责

裁定决议当作惯例执行。与此同时，政府还以便

民服务中心为平台，汇聚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加

入到社会治理精细化体系中来，以此补充政府职

能以外的服务供给。可以说，在赋权改革与信息

技术运用的基础之上，以政府内部协同带动政府

与社会的外部协同，厘清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

能，构建起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多层次体系，不仅

有助于推进有为政府建设，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治

理精细化机制的重构和权责与绩效脱钩，为社会

治理的精细化机制运作提供保障。

五、结语

作为赶超型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结

构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色彩，即政府通过有为的

行动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以此加快国家现

代化进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

迅速发展在为国家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

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社会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区

分政府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在管控社会风险的

同时，做好公共服务供给；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

提下，保障社会公众的参与；建立起刚性政府管

理与弹性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动态均衡，实现社

会治理结构的迭代改进，已成为我国当前转型期

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社会治理

精细化的对话语境。然而受传统家国同构政治传

统理念的影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

中面临的社会诉求经常会由于社会职能而模糊

政治职能，以至于权责增加的同时，治理绩效却

在下降，这是我国当前社会治领域的主要矛盾，

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精细化体系重构的结构起点。
本文提出以赋权改革为抓手的社会治理多层次

体系重构，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治理的现状，希

望通过厘清政府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推进权责

结构重构，以此促使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由当前单

一主体的旧均衡状态向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均衡

状态转变，实现政府权责与治理绩效的脱钩，简

政放权与绩效提升的同格。而在此过程中，社会

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微观机制如何建构，

以及政府如何有效管理信息技术系统，仍然是值

得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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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先进：《论政府跨部门协同治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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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nking Power and Performance：the Reconstruction
of Fine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S-A-RS paradig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takes multi-level governance
theory as the analysis tool，and us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s the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fine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It find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can promote the government to map out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empowering the society
dutiable right，promoting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bodies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ine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and realize the de-linking power and performance.
Key words: fine social governance；mechanism reconstruction；multi -level governance；de-linking power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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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fairness，inclusiveness，openness as the core，through the diversification optimization，the
main body of collaboration，build and share the practical strategy，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build a new model of medical insurance.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core concept；strateg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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