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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的地方治理模式和挑战

孙宏伟　谭　融

［摘　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英国发起了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治理运动。“撒切
尔主义”的改革理念、以及众多学者赋予地方治理多样性、统治性、网络化和过程化等理论内涵，引

导英国地方治理走向 “私有化”、“授权型－社区治理”和 “新地方主义”治理模式。在改革中如何

超越传统去寻求地方治理的合法性，建构适应于新型地方治理体制的责任机制，提升地方治理参与主

体的能力，成为当今英国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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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英国发起了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治理运动。贯穿这场
运动的 “撒切尔主义”及众多学者赋予英国地方治理多样性、统治性、网络化和过程化等理论

内涵，引导英国地方治理走向 “私有化”、 “授权型 －社区治理”和 “新地方主义”等治理形

态。本文从英国地方治理的理论内涵、英国的地方治理模式、以及英国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几个

方面，探讨当今英国地方治理的内在特质，寻求有益启示。

一、英国地方治理的理论内涵

（一）“撒切尔主义”

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与日俱增，中央政府则不

断补贴地方政府高额的公共开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凸显出英国高福利引
发的央地关系发展的不平衡，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独立自主

性。与此同时，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期望和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大大提升。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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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地方治理理念，展开地方政府改革运动。１９７９年撒切尔执政后，支持新右派 （ＴｈｅＮｅｗ
Ｒｉｇｈｔ），倡导 “撒切尔主义”，强调市场作用，认为市场是摆脱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工具，同时

坚持中央集权和强政府，使 “自由经济和强国家”相结合，将 “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相

结合。①

所谓 “撒切尔主义”，包含货币主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遵照货币经济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的货币主义理念，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控制货
币供应去维持低通货膨胀，反对由政府去维持就业率。撒切尔政府倡导的货币主义打破了二战以

来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实现国有工业私有化、限制工会权力、减少福利开支。②弗里德曼认为：

撒切尔代表的是１９世纪 “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传统”，是 “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传统”。③

与之同时，撒切尔修改了早期倡导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做法，遵循哈耶克的 “新自由主

义”（Ｎｅｗ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强调国家干预。撒切尔政府认为，传统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从政府压迫统
治下获得解放的自由，具有有限性特征，“新自由主义”追求的则是实现个人幸福的自由，需要

通过国家政府的干预去为自由市场的有效运行创造条件，以保障充分就业等。此外，撒切尔政府

重拾１９世纪后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理念，认为国家在维持法律秩序方面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撒切尔的改革理念改变了英国地方自治的性质，形成新的地方治理发展模式。一方面，“撒

切尔主义”的市场化准则扩大了地方自治主体的范围，大量私有部门和志愿部门通过竞争机制

参与到地方自治过程中，形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提供地方服务的局面，构建起新型的地方治

理体制。另一方面，撒切尔的强政府理念又强调中央集权。在撒切尔政府看来，地方政府阻碍了

中央政府的运行，因而有必要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削弱地方政府在重大领域的作用，由此

而通过大量准地方自治政府绕过地方政府去进行地方治理，一定程度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以 “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右保守主义体现出改革取向和趋于国家专断的的双重特征，

使英国从一个 “统一的和高度分权的国家”变成了一个 “统一的和高度集权化的国家”，与此时

期欧洲其他国家的地方分权化改革趋势不相一致。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工党上台后，布莱尔在总体上
秉承撒切尔的治国理念和私有化举措，承袭保守党实用主义与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⑤２０１０年卡
梅伦当选首相，组成联合政府，进一步延续 “撒切尔主义”，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奉行 “大社

会”政策，鼓励社区和公民参与地方事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地方治理的新理念

近几十年来，英国地方政府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形成新型的地方治理体制，与 “撒切

尔主义”时期倡导的管理主义和强调市场与合同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伴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地方治理出现碎片化，多样化，网络化，伙伴与信任关系等特征。

格里·斯托克 （ＧｅｒｒｙＳｔｏｋｅｒ）对当代的地方治理予以解读，提出其理论上的见解，认为在
理论上，当代地方治理呈现为五个特点： （１）政府与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和行为者之间互补；
（２）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边界和责任模糊；（３）参与集体行动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权力依赖关系；
（４）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行为者呈现出自治自主的网络结构；（５）地方治理过程中政府非依赖其
权力或权威做事，而是使用新工具及技术予以掌舵和引领。⑥在斯托克看来，在地方治理过程中，

城市伙伴关系与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均具有重要性，网络管理理论，授权理论与社会解释理论成

为地方治理的理论支柱，由此使地方治理体系形成为经济型、福利型、基本型与生活方式型等不

同类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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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比勒尔 （ＤｅｒｅｋＢｉｒｒｅｌｌ）认为，“治理”一词与 “政府”概念不同，“政府”是单一

的层级式实体， “治理”则依赖共同行使公共决策权的主体。⑧罗兹 （ＲＡＷＲｈｏｄｅｓ）认为，
“治理”主体大于政府，包括非国家主体。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撒切尔政府采用特定目的机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ｂｏｄｉｅｓ）和碎片化服务制度，标志着从地方政府转向地方治理。⑨

英国的地方治理首先呈现为参与机构的多样性，包括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志愿参与地方服

务的机构，成为一种制度性转变。表现为地方政府由以往地方治理的主要行动者，转变为由许多

机构共同承担公共服务工作，其中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机构发挥统领作用。

英国的地方治理同时体现为过程而非纯粹的制度结构。罗兹认为，“治理”是统治机制的新

过程和社会治理的新方法，是共同解决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政府则是治理过程中使用的

工具。⑩治理并非指政府不同，而是指过程不同，是涵盖地方政府和来自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志愿部门等地方组织诸种关系的组织过程。安瓦·沙 （ＡｎｗａｒＳｈａｈ）认为，地方治理的概念十分
宽泛，是指地方集体行动形成与执行的过程，一方面是正式组织机构发挥的作用，如地方政府和

政府各层级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社区、网络、邻里等非正式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作

用。地方治理包含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包含集体决策与地方公共服务的框

架。瑏瑡

地方治理还呈现为组织网络关系，多元治理主体以伙伴关系方式运行，由此而形成打破组织

界限的政策网络。具体体现为组织间相互依赖、网络间成员相互作用、各组织拥有一定自治权的

特征，瑏瑢其本质为政府与非政府力量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瑏瑣在地方治理的世界中，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伙伴关系与网络关系，瑏瑤通过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的网络予以治理。此种网络体系包含多个政策中心和多层政府。

安妮·梅特·克亚尔 （ＡｎｎｅＭｅｔｔｅＫｊａｅｒ）则认为将治理界定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
网络化治理太过狭窄，他将治理区分为诸种形式，涵盖治理公共行政与政策治理、欧盟事务和国

际关等，而网络治理仅仅为治理的次级类型。瑏瑥加里·马克斯 （ＧａｒｙＭａｒｋｓ）从纵向层面给出了多
层次治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内涵，将治理区分为超国家、国家、区域和地方不同层
级，视之为不同层级政府间不断谈判的体制。瑏瑦一些学者还将地方治理视为一种统治方式，认为

治理源于 “统治”一词，本质上有如何掌舵的内涵，意即在不依赖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实现公共

事务的集体行动。瑏瑧

尽管如此，作为单一制国家的英国，政府曾拥有很强的行政权力，此种网络化、多层面的相

互依赖关系使英国的政府过程出现某种空洞化状况，一定程度妨碍了英国政府的行政能力。

二、英国地方治理的发展模式

英国的地方治理理念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私有化”模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英国保守党政府几乎将全部前国有产业都进行了私有化，重要产业
如电信、天然气、煤炭、钢铁、供水、供电和铁路产业相继被抛售；并以立法的方式使地方政府

出售公房；在地方公共服务中实行强制性竞标制度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即通过
引入对私人部门的强制性招标为地方提供服务。此种做法以客户为导向，取代传统的合同管理，

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服务成本，地方政府的部分服务功能也由新出现的大量准地方自治机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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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使英国的地方自治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

此外，英国地方政府的外部结构也由以往的双层结构转变为单层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数量大

幅减少，管辖的人口大幅度增加，但所提供的实际服务数量并没有减少，这就为准地方自治机构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英国，准地方自治机构 （Ｑｕａｎｇｏｓ）瑏瑨原本为半非自治政府组织 （ｑｕａｓ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在此后的发展中，此类组织具有了中央政府代理人、
政府灵活的朋友、以及非选举的公款支出的团体等多种内涵。瑏瑩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指派此类组

织，指定活动范围，在财政上给予拨款，使其履行原地方政府机构的功能。中央政府通过此种方

式转移地方政府的职责，一定程度分解了地方政府的职能，使准地方自治机构与地方相关政府机

构间形成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布莱尔工党政府时期，并没有逆转保守党政府的 “私有化”模式，新工党

政府最初在地方层面上鼓励大量的公私合作项目。在政策实施方面，以 “最佳价值”政策 （ｂ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取代强制性竞标制度，通过公私合作制 （ＰＰＰｓ）、私人融资模式 （Ｐｒｉｖ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ｓ，ＰＦＩｓ）与私人部门展开合作。新工党政府的地方改革超越了保守党政府仅在改革中增加私
人部门和企业等地方自治主体的政策，更加强调各地方自治主体之间的合作政策，形成一种纵

向、横向自治主体相互结合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及复杂的地方网络化体系，使地方自治主体更加

多元、更加丰富。

２０１０年卡梅伦执政后，倡导责任，而非节约资金，在地方治理理念上与撒切尔时期有很大
反差。卡梅伦限制准地方自治政府的发展，在６个月的时间里撤销了１９２个准地方自治机构。瑐瑠

尽管如此，如今英国的准地方自治机构依然在发展中，依然履行着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诚然，

此类机构不具有选举的合法性、开放性和透明性，成为地方自治机构发展中的一个问题。

（二）“授权型－社区治理”模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新右派的代表环境部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ｉｄｌｅｙ）提出，

地方政府应该转变功能，建立一种全新多元的运行方式：即地方政府不再直接提供服务，只需阐

明应提供的服务和标准，然后将服务责任转移给追逐利益的私人部门、慈善资助的志愿部门、甚

至是超国家组织，由他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从直接提供服务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授权

者或协调者，由此而转变为 “授权型权力机构”（ｔｈｅ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地方政府也由 “划船”

转变为 “掌舵”。１９８８年，保守党政府通过了 《地方政府法案》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
《房屋法案》（ｔｈ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ｃｔ）与 《教育改革法案》（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以促进地方授
权。１９９１年 《竞争求质量》白皮书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进一步指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与
２１世纪，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的治理以 ‘授权型权力机构’形式运行，地方政府的任务在于

明确要求和设定优先项目、制定服务标准和运用最佳方式来达到这些标准，并将提供服务和战略

责任加以区分。地方政府不再采用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瑐瑡这一白皮书遭到一些学者

的反对，认为 “授权型权力模式”是对地方自治政府的冲击。

针对 “授权型”改革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改革出现的地方公共服务与组织碎片化现象、以

及地方政府权力一直被中央政府削弱的趋势，地方出现 “社区治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
式，倡导 “以社区领导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为核心”，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
此种模式保留了团体管理原则，主张保持地方政府的战略性地位，地方政府不提供个别服务，而

是关注整个地区居民的幸福，关注社区整体经济、文化与自然的健康和谐发展。倡导以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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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效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瑐瑢

“社区治理”模式建构在多重治理体制和问责机制的框架下，承认地方政府有别于其他组织

的民主价值，有助于更加及时地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但仍仅仅是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一。

在实践中，“社区治理”越来越具有成效，表明地方政府找到了有效的地方治理方法。此种模式

的成功，得到１９９７年上台的工党政府的支持，成为政府积极推进的政策。布莱尔政府时期英国
地方政府进而成为 “社区治理”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强调地方政府要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并与

地方相关机构建立伙伴关系。１９９８年中央政府在 《地方政府现代化》（Ｍｏｄｅｒ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８）白皮书中明确地方政府的新地位，即充当社区领导者，发挥领导社区的作用，瑐瑣由此而提
高了 “社区治理”模式的地位。继而发布的 《２０００年地方政府法案》（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
２０００）开始实施白皮书的设想，同时赋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环境
健康发展的权力。瑐瑤２０１０卡梅伦任首相的联合政府进一步鼓励社区参与地方治理。 “社区治理”
模式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水平和效率，解决了基层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三）“新地方主义”模式

２００１年，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 （ＧｏｒｄｏｎＢｒｏｗｎ）在地方政府白皮书中宣布实施 “新地

方主义”，以求解决２１世纪社会需求增加带来的困境、央地关系紧张和民众对地方事务冷漠等
问题。“新地方主义”倡导管理权力下放，给予地方政府 “赢得的自治权”（ｅａｒｎｅ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即建立地方服务的国家标准和问责框架，以综合绩效评估机制为核心，中央政府按照评估标准将

地方政府划分为 “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和 “差”五个绩效等级，奖励被评为 “优

秀”等级的地方政府，给予其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权，同时鼓励地方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实现 “双重权力下放”（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即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进
一步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居民。瑐瑥

所谓 “新地方主义”是指在认可中央政府标准及特定政策优先权的情况下，力求代表和表

达地方和社区利益，实施地方政策，以寻求一种合理的中央—地方关系形态———既满足中央政府

要求、又根据地方需求提供服务的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相混合的治理模式。

“新地方主义”的发展路径并非直接的中央控制，而是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自由裁量，又称

“有限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集权化的政治形态和分散化的管理模式，包涵一系列新的治理原则：

（１）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制定清晰的长远目标；（２）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和问责机制，与中央保持
适当的协调关系；（３）实现地方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最大化，以实现创新，满足和回应地方和消
费者的需求；（４）伴随权力下放，借助适当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实现目标和过程最大限度的透
明。瑐瑦

三、英国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如今英国已经形成一种符合本国体制和文化的地方治理形态，同时地

方治理的复杂性也对传统意义的合法性、责任制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合法性问题。英国是单一制国家，拥有强有力的内阁政府，奉行议会主权原则，通过

议会选举对社会和选民负责。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是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然而随着社会向多

元化发展，权力不断分化，单一权力中心无法应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英国政府以及其他公共

服务机构，需要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公民等寻求合作，共同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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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问题。为此，合作主体间要建立协商机制，共享资源。现实表明，现存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已

不能很好地应对诸种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新的地方治理理论出现，并提出了重建政府架构的主

张。

新的地方治理理论提出，在地区、国家和超国家层次上的多个权力中心，形成了多元化的治

理体制。此种情况打破了传统视角下的合法性，私有部门和志愿部门的参与打破了由选举产生的

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诚然，有调查表明：公众更希望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组织提供

公共服务，认为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更具合法性，而不是由指派的机构或私有部门提供公共服

务。

其次是责任制问题。当代地方行政和地方公共服务日益呈现出分化和碎片化状况，国家功能

划分不明确，一些功能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创建的准地方自治政府间游移，机构间功能

界限不清晰，机构的资源配置和行动目标不明确，责任机制模糊。此种状况使治理主体难以对地

方事务具有 “联合”有效的反应，一方面，政府将责任推向私人部门、志愿部门、乃至公民自

身；另一方面，在责任转移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对诸服务主体做出明确的责任规定，使各部门在

处理地方社会、经济事务时，边界、责任不清晰，遇到问题互相推诿，由此而产生严重的 “问

责赤字”。瑐瑧可见当今的地方治理，应在建立诸部门相互依赖的网络关系体系、构建自治、灵活、

竞争并存的治理体制的同时，完善责任机制。

最后是治理能力问题。在当今复杂的地方治理体制中，地方政府需提高其治理能力，既充当

地方治理的领导者，又与其他主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需改变以往的等级管理思维模式，找到地

方政府的合理定位，使之发挥掌舵、协调和整合作用。同时要求参与治理各方提升自身能力，协

调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总之，如何超越传统视角和管理模式，重构地方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建立适应于新型地方治

理体制的责任机制，提升地方治理参与主体的能力，成为当今英国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在新的

地方治理理念的指引下，英国正在形成新的地方治理模式，为重新定位地方政府作用，发挥地方

多元主体参与地方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节单一制下的中央地方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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