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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周志忍 3

【摘 　要 】论文围绕三个方面对 15年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及其重要成果做了系统描述 :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发展阶段与特征 ;绩效管理基

本理论的研究 ;我国绩效管理与评估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从研究思路和

方法的角度 ,对绩效管理研究的未来努力方向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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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改革开放 30周年之际 ,国内学界掀起了回顾、反思和展

望学科发展的热潮。政府绩效管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但业已走

过了 15年的研究历程。温家宝总理 2008年 3月在十一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标志着

绩效管理研究得到了肯定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也赋予了研究者

更大的责任。因此 ,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反

思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对十多年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发展历

程及其重要成果做了系统综述 :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发展阶段与特

征 ;绩效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 ;我国绩效管理与评估实践的研究。在

此基础上 ,从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角度 ,对绩效管理研究的未来努力方

向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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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发展阶段与特征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行政管理学恢复重建以来 ,行政效率和效

能一直是学科研究的重要主题 ,提升行政效能的相关技术如目标管

理、绩效考评等也受到普遍关注。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研

究 ,可以说起始于 90年代中期 ,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蓝志勇、胡税根 , 2007)。

(一 )第一阶段 (1994 - 1999) :初步探索阶段

有关研究是从绩效评估开始的。20世纪 90年代初期 ,我国学

界已经使用了“绩效评估 ”的概念 ,但对它的理解等同于雇员个人的

绩效考评 (卢文超、梁小秋 , 1993;周礼智 , 1991)。1994年 ,中国行政

管理学会左然编译了英国学者大卫 ·伯宁翰的《英国地方政府中运

用绩效评估尺度的观察 》和约翰 ·鲍恩的《评估中央政府的工作绩

效 》两篇短文 ,标志着以组织为对象的政府绩效评估进入了我国学

者的视野 (大卫 ·伯宁翰 , 1994;约翰 ·鲍恩 , 1994)。1995年 ,周志

忍在《新视野 》上发表了《公共组织绩效评估 :英国的实践及其对我

们的启示 》一文 ,对英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背景及其特征、绩效指

标设计、评估的三大 E内容框架、绩效评估在管理中的作用等作了

概括性介绍 ,同时概括了我国评估活动存在的主要缺陷 ,提出 :

借鉴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探讨建立适合我国

情况的组织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及操作程序 ,从

而使绩效评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 ,已经成为我

国学者管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周志忍 , 1995)

这一时期 ,国内的相关研究从绩效评估扩展到了绩效管理。

1998年 ,在《中国政府形象战略 》一书中 ,周志忍依据国际相关研究

文献 ,从三种意义上对政府“绩效管理 ”做了界定 :作为一个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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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随后 ,他集中于绩效

管理过程和绩效评估 ,对相关理论、机制、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实践作

了系统的论述 (周志忍 , 1998)。

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探索从绩效评估开始逐步扩展到政府绩

效管理 ,研究内容涉及到绩效管理的基本理论、运行机制、操作技术

和国际实践等诸多方面。但总体看 ,研究者数量有限 ,其研究没有引

起行政管理学界和政府官员的普遍重视①。

(二 )第二阶段 (2000 - 2003) :研究拓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 ,政府绩效评估在国内逐渐引起关注 ,相关研究

有了一定拓展。从 CNKI论文数量看 ,这一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学

术关注度明显上升 (见图 1)。

图 1　CNKI对“政府绩效评估 ”的学术关注度

　 资料来源 :彭国甫、盛明科 , 2006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 ( 1)绩效评估基础

理论的研究。这包括绩效评估内涵、特性、作用等的基础性研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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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实施绩效评估的指导思想或实施理念的研究①。 ( 2)西方

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介绍和研究。绩效评估的国别研究如杜钢

建 (2000)对英国、母天学 ( 2001)对美国实践的考察 ,对发达国家绩

效评估的系统研究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陈振明等对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综合考察研究 (陈振明 , 2003;

刘旭涛 , 2003;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 2003)。 (3)我国政府

绩效评估活动的评价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把相关实

践划分为三种类型 ,并提出我国建立机关工作效率标准体系的基本

原则及设想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 2003) ;蒋容、颜如春等

人关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包括理论和实践研究不足、规范化程度不

足、绩效指标体系权重设置不合理、评价主体单一等 (蒋容 , 2003;颜

如春 , 2003) ;李燕凌、徐双敏等人从可行性角度探讨绩效评估面临

的主要障碍 (李燕凌 , 2002;徐双敏 , 2003)。 (4)我国政府绩效评估

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张璋 (2000)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元设计

研究 ”,将现实中的元设计概括为两种模式 :理性设计模式与社会互

动设计模式 ,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他提出发展综合的元设计哲学。

谭功荣 (2001)则从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体制、行政执行、行政

人员、行政效率等六个方面 ,对构建行政管理现代化指标系统做了尝

试性探讨。

可以看出 ,除刘旭涛 (2003)的《政府绩效管理 :制度、战略与方

法 》少量成果之外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政府绩效评估。随着学

术关注度和研究队伍的扩大 ,对绩效评估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 ,呈现

出系统化的发展趋势。

(三 )第三阶段 (2004 -至今 ) :研究的系统化、细化和创新阶段

国内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学术关注度 2003年明显上升 ,把 2004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①几乎所有成果都涉及绩效评估的基础性研究 ,有关指导思想和实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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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为第三阶段的开端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 , 2004年国务院文

件中首次使用了“绩效评估 ”概念 ,标志着这一概念得到官方和社会

认可 ;第二 ,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需要树立

“正确政绩观 ”,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目标 ,不仅为相关研究

注入活力 ,而且确定了努力方向。

绩效管理成为公共管理学的热门领域 ,研究队伍急剧壮大 ,研究

成果特别是专著大量涌现①。研究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首先 ,研究重点从绩效评估扩展到绩效管理 ,关注绩效评估与战略规

划、绩效计划、绩效监测、绩效信息利用的结合 ,从而形成系统的绩效

管理过程 ;第二 ,绩效管理研究的分支领域相继出现 ,如彭国甫

(2005a)对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组 ( 2005)对南京地税系统绩效管理的实证研究 ,安秀梅

(2005)对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研究 ,邓国胜 (2008)对事业单位

绩效评估的研究 ;第三 ,绩效管理研究呈现出多重视角 ,如付亚和、许

玉林 (2004)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 ,马国贤 (2005)

从公共财政角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 ,邓国胜 (2006)从群众评议角度

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2006年 9月 ,全国绩效管理研究会成立 ,

既是我国绩效管理研究的重大事件 ,又是领域研究的新起点。

研究的细化即具体到专门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具体如 :

卓越、陈国权等人对绩效评估的主体构建及其理论依据的研究 (陈

国权 , 2005;卓越 , 2004a) ;吴月等人对绩效评估中公民角色和公民参

与的研究 (吴月 , 2007;周志忍 , 2008) ;马振清等人对绩效评估动因

的研究 (马振清、马运鹏 , 2005) ;包国宪 (2005)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

中“三权 ”(管理权、组织权、评级权 )的来源、归属和具体内容的研

究 ;彭国甫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信息保真制度、结果运

用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彭国甫 , 2004)。

绩效管理研究的创新 ,主要表现为立足我国国情 ,关注政府新目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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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模式 (如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学习型政府 )和发展战略与绩效

管理关系的研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绩效管理体系的理论框架与

操作工具的研究等 ,呈现出构建我国特色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发展

势头。

(四 )绩效管理领域的研究特色

政府绩效管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同时具有操作性、应用性强

的特点。因此 ,与行政管理学的其他分支领域不同 ,国内对绩效管理

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色。第一 ,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的积极

互动。一方面 ,学术界引进绩效管理 ,相关研究引起政府高层关注 ,

并在中央决策中逐步得到反映。2003年 1月 27日 ,时任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同志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效率标准报告作出

批示 :“政府实施绩效管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请人事

部关注此事。”这是政府高层领导第一次使用“绩效管理 ”概念。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中指出 :“要积

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绩效评估 ”概念第一次出

现在中央政府官方文件中 ,但范围限于行政执法。2005年 ,国务院

在《2005年工作要点 》中指出“探索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绩效评估从行政执法扩展到各级政

府的全面工作。随后的几年中 ,国务院开始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工作。

2008年 3月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绩效评估由此成为绩效管理

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积极互动的另一表现是 ,相

关学术研究紧紧围绕中央的施政理念和发展战略 ,把绩效管理作为

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有效工具 ,推进其普遍实施

和科学化 ,从而发挥学术研究的服务功能。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

合。一方面 ,研究者以倡议者、首席专家、项目承担者等身份 ,参与了

各级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的设计、推行以及改进完善工作 ,有的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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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第三方身份 ,独立承担政府绩效评估任务 ;另一方面 ,研究者致

力于我国相关实践的系统总结、评价和审视 ,以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

导作用 (详细讨论可见本文第三部分 )。

二、绩效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

和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一样 ,绩效管理涉及庞杂的概念和理论体

系 ,国际学术界在许多方面尚未形成共识。因此 ,综合梳理国内外研

究文献 ,科学界定相关的概念 ,立足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的特色的理

论 ,成了研究者的重要任务。鉴于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 ,除绩效管理

这一核心概念之外 ,本部分不讨论一般概念和理论的研究 ,而是侧重

于那些针对国情且反映出一定特色的理论研究主题及其成果。

(一 )绩效管理的含义与特征

刘旭涛、胡税根等人对政府绩效管理做了广义界定。在国内第

一本政府绩效管理的专著中 ,刘旭涛 (2003)强调绩效管理不是一个

单一工具 ,而是一种观念和系统 :“作为一种观念 ,绩效管理整合了

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中的多种思想和理念 ,并构建出自身的

制度基础和先决条件。作为一种系统 ,绩效管理框架必须从战略规

划角度 ,将各种管理资源系统有效整合 ,形成多重价值和多维角度的

综合性绩效评估体系。”胡税根 ( 2005)指出 ,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

主动吸纳企业绩效管理的经验和方法 ,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

客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等新思路和新方法 ”。付亚和、许玉林把

绩效管理界定为“管理员工绩效的系统 ”,即“组织对一个人关于其

工作成绩以及他的发展潜力的评估和奖惩 ” (付亚和、许玉林 ,

2004)。马国贤从公共财政角度界定绩效管理 ,视之为“由财政效率

原则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构成的公共支出管理制度 ”(马国贤 , 2005)。

周志忍从三种意义上界定绩效管理概念 : (1)作为系统工程 ,绩

效管理是为实现所期望的结果而实施的由一系列管理机制和技术构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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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有机系统 ,包括绩效管理过程、组织绩效评估、项目评估、质量管

理、标杆管理、业务流程重塑等。 ( 2)作为一个过程 ,绩效管理是由

战略规划、年度计划、持续性绩效管理、绩效报告和信息利用等环节

构成的动态过程。 ( 3)作为人力资源开发手段 ,绩效管理是围绕组

织绩效提高这一目标而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和技术。他认为

“系统工程”和“动态过程 ”是当前界定绩效管理的两种主导模式 (周

志忍 , 2007b)。

绩效管理有其学术渊源和实践基础 ,比如业绩考评、目标管理

等。与这些传统管理技术相比 ,绩效管理有哪些新的特征 ? 或者说

它区别于传统管理技术的主要标志有哪些 ? 周志忍、付亚和、许玉林

等人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 ,对此做了概括 : (1)绩效管理是一个整合

过程 ,强调不同层次目标、管理诸多方面的系统整合 ; (2)绩效管理

是日常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而非外部强加的额外负担 ,直线主管起

主导作用 ; (3)绩效管理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 ; ( 4)绩效

管理强调依靠团队精神提高绩效 ; (5)绩效管理是发展为导向的管

理 ,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也关注雇员个人能力的提升 (付亚和、许

玉林 , 2004;胡宁生 , 1998)。

(二 )绩效管理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行政学会联合课题组对绩效评估的意义做了一般性概括 :

(1)为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提供了技术支持 ; (2)在行政管理实践

中发挥计划辅助、监控支持、促进激励、资源优化等重要功能 ; (3)有

助于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

组 , 2003)。

关于绩效评估对我国的特殊意义 ,蔡立辉做了以下概括 :有助于

我国转换政府管理的理念、树立服务行政的观念 ;有助于根据我国市

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政府公共部门的职

能 ;有助于我国转换服务范式、建设数字政府和走向在线服务 ;有助

于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正确处理好政府管理政治功能与管理功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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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蔡立辉 , 2007)。在桑助来看来 ,政府绩效评估是一场静悄悄的

革命 ,它的意义不限于方法论的变革和管理手段的改进 ,而是行政管

理理念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根本创新 (桑助来 , 2007a)。其创新标志

是三个转变 :一是坚持绩效导向 ,从权威崇拜向绩效崇拜转变 ;二是

坚持公民导向 ,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 ;三是坚持结果导向 ,从

重过程到重结果转变 (蔡立辉 , 2003)。

龙太江、王邦佐、倪星等人立足国情 ,着力研究了我国政府绩效

管理的特殊动力及其限度。他们认为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意识

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三大基础。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随社会

转型趋于下降 ,尚处于建构过程中的新意识形态系统难以独立支撑

政府合法化 ,于是需要通过绩效来证明政府的合法性 ,绩效管理由此

意义重大。但是 ,以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为支撑的合法性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和时效性 ,对它的过度依赖会使政府陷入不断追求更高政

绩的“政绩困局 ”。因此 ,在实施绩效管理的同时应加强民主与法制

建设 (龙太江、王邦佐 , 2005;倪星 , 2006)。

(三 )绩效管理的理念基础

作为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 ”,绩效管理需要先进管理理念的指

导。借鉴国际有关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围绕公民为本、结果导向、分

权化协作、责任政府等理念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争论 (蔡立辉 , 2002,

2003;李静芳 , 2001; 桑玉成 , 2005; 张菡、马建臣 , 2003; 周志忍 ,

2005)。其中针对国情而又有特色的理论研究 ,当属公民为本的理

念及其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首先 ,研究者普遍强调公民在绩效评估中的主体地位 (陈国权 ,

2005;王建民 , 2005;吴建南、阎波 , 2006;卓越 , 2004a)。唐昊指出 ,政

府绩效评估存在“自我评价 ”和“社会评价 ”两个体系 ,社会评价缺位

是我国实践的重要缺陷。他从四个方面解释了其原因 :片面发展观

导致片面政绩观 ;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缺陷 ;控制型体制下“以控制

求稳定 ”的心态 ;公民社会基础薄弱 (唐昊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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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为本涉及绩效评估所服务的目标。周志忍把目标划分为

“外部责任”和“内部控制 ”两种基本类型 ,认为发达国家偏重于外部

问责 ,我国则更多着眼于内部控制和监督 ,由政府部门发动并组织实

施 ,结果主要用于“内部消费 ”,由此形成了内向型、单向性、控制取

向等基本特点 (周志忍 , 2007a)。

公民主体与外部责任意味着公民的广泛参与。周志忍综合参与

的形式、范围和广度、实际影响三个维度 ,把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划分为五个层次 :公民无参与、无效参与、有限参与、高度参与、主导

型参与。他提出 ,推进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就是从某些环节的

“部分参与”到“全程参与 ”的转变 ,从被动的“信息供给者 ”单一角

色向“信息供给和决策共享者 ”综合角色的转变 (周志忍 , 2008)。

三、我国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估实践的研究

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绩效管理和评估的研究重要特点之一。本部

分从四个方面讨论 :推进绩效管理并直接参与相关实践 ;我国相关实

践的系统总结与审视 ;推行绩效评估的动力与阻力研究 ;围绕科学发

展观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一 )推进绩效管理并直接参与相关实践

1998年 ,福建长泰县进行党政机关“勤政建设 ”的试点工作 ,卓

越参与这一工作并且发挥学术指导作用。试点的成功促使漳州市于

1999年在全市推行“效能建设 ”活动。2000年 ,效能建设在福建全

省展开并持续至今 ,成为我国绩效管理的独特模式 (方清海 , 2000)。

2000年 ,卓越推动并参与设计了厦门市思明区的绩效评估系统 ,在

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并荣获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郑云峰、

卓越 , 2003;卓越 , 2004b)。实际上 ,在我国各地绩效管理和绩效评

估实践的背后 ,多数活跃着研究者的身影。

直接参与相关实践的另一方式是独立进行政府绩效评估。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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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调查公司首创且持续多年的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调查 ,

是社会独立评价政府的典型范例 (零点调查公司 , 2004;袁岳等 ,

2004)。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 ( 2005)受政府委托 ,

承担了甘肃省非公有制企业评议政府部门的工作 ,从而开创了“第

三方评价政府的新模式 ”(包国宪 , 2005)。华南理工大学以公民满

意度为主要内容 ,对广东省 21个地级以上城市政府绩效的大规模独

立调研评价 ,则开创了我国高校独立创议、独立承担评估成本、独立

设计并实施绩效评估的先河 (郑方辉、王菲 , 2008)。

(二 )我国相关实践的系统总结与审视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涉及目标责任制、项目评估、质量管理、标

杆管理、业务流程再造、平衡计分卡等 ,但多数属于对绩效管理单个

要素的研究。周志忍强调 ,某一实践构成绩效管理还需要具备“整

体性 ”和“整合性 ”两个要件。“整体性 ”即这一实践包括了绩效管理

的所有要素 ,至少包括了其核心要素 ;“整合性 ”指多种要素之间存

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他同时构建了由“首

创性、独特性、实践性与持久性、动态发展性、效果和社会影响、发展

前景 ”等要素构成的“独特实践模式 ”判定标准 ,认定福建省的“效能

建设 ”和以青岛市为代表的“城市目标管理与绩效考评 ”,代表了我

国绩效管理的两个独特实践模式 (周志忍 , 2007b)。

关于我国绩效评估的具体实践形式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

题组把它划分为“普适性的机关绩效评估 ”、“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

评估 ”、“专项活动绩效评估 ”三类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

2003)。吴建南等人把上述三类归为“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

核 ”,与之对应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评价活动 ”和“特定意义

上的外部独立绩效评价 ”两种类型 (吴建南、阎波 , 2004)。至于绩效

评估实践在我国的发展 ,周志忍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并阐述了各个

阶段的具体特征 (周志忍 , 2007a)。

关于我国绩效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更是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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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点且涉及面很广。桑助来、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对

问题的诊断涉及绩效评估的不同层面 ,包括实施理念上的偏差、发展

不平衡、统一和协调不足、缺乏政策指导和法制保障、指标体系不够

科学等等 (桑助来 , 2007b;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 , 2007)。周

志忍从理念和价值角度提出 :绩效评估着眼于政府份内职责而不能

越位 ;评估应成为克服“运动式行政管理 ”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助长运

动式管理 ;绩效评估应体现与组织使命的相关性 ;绩效评估应体现公

民为本、结果导向、公开透明等原则 (周志忍 , 2007a)。王建民、蔡立

辉等人侧重于中观层面 ,总结了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评估主体的制度

建构不完善 ,主体笼统 ,监督乏力 ;评估目的不明确 ,激励与约束机制

不健全 ;绩效评估内容不全面 ,没有建立科学、综合的指标体系 ;重形

式、轻效果 ,成为新的形象工程 ;评估程序没有规范化 ,存在着随意

性 ;评估过程具有封闭性、神秘性 ,缺乏透明、公开 ;制度化程度偏低

(蔡立辉 , 2007;王建民 , 2005)。倪星则集中于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

指出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指标体系不统一 ,各地差异较大 ;指标

设计主体单一 ,缺乏代表性 ;指标内容的泛经济化 ,扭曲评估方向 ;指

标数据缺乏真实性 ,水分较大 (倪星 , 2007)。针对上述问题 ,学者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 )推行绩效评估的动力与阻力研究

20世纪 90年代 ,目标责任制是绩效评估主要的载体之一 ,我国

普遍采取了自上而下推进的方式 ,关注焦点是经济增长。学者把这

种“一手高指标 ,一手乌纱帽 ”的做法称为“压力型体制 ”(伏耀祖、穆

纪光 , 1993;荣敬本等 , 1998)。换言之 ,早期地方政府推行绩效评估

的动力主要是片面政绩观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欲望。绩效评估的动力

在新世纪初发生了变化 ,在马振清、马运鹏看来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及加入 W TO的压力、人事管理的变革和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挑

战、机关效能向纵深发展等 ,构成了政府组织绩效评估的动力基础

(马振清、马运鹏 , 2005)。近年来 ,随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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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责任政府等施政新理念的提出 ,绩效评估的动力机制正在

发生变化 :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 ;学术界和民间的愿望和压力 ;各级

政府推进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内在需要等等。

推进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会面临一些阻力。李燕凌、徐双敏等

人从可行性角度探讨绩效评估的主要障碍 :政府与企业两种组织的

性质差异 ;政府作为行政组织所特有的弊端 ;观念的障碍、激励制度

的匮乏等 (李燕凌 , 2002;徐双敏 , 2003)。周志忍总结了公共部门的

五个特性 (垄断性 ;目标多元性和目标弹性 ;产出的特征 ;生产过程

的特点 ;管理环境的特点 ) ,进而论证了它们对绩效评估的制约 (张

国庆 , 2000)。

梁平等人系统总结了我国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的特殊障碍。首先

是“经济生态环境 ”的制约 :经济体制类型不同决定了政府职能范围

不同 ,从而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标准不同 ;目前的政府财政使绩效评

估遭遇内部动力障碍 ;惩罚节约的预算体制使评估流于形式。其次

是“政治生态环境 ”的制约 :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作保

障 ;评估以官方为主 ,缺乏社会公众和社会评估机构对政府以及政府

内部的自身评估 ;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给政府绩效评估带来刚性约

束。第三是“文化生态环境 ”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至上 ”

原则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失灵 ;中国传统文化重感情、轻理性 ,重人

的德行、轻科学的技术方法 ,导致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不足、评估程序

不规范以及评估结果不够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庸、轻竞争 ,重

“官本位 ”思想、轻“民本 ”思想 ,造成了政府缺乏竞争意识 ,导致了政

府绩效评估常常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 (梁平等 , 2007)。

(四 )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首先表现为对前期实践的

系统反思 ,主要体现为对“GDP崇拜”和压力型体制的批判性思考。

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还表现为追随中央施政理

念的变迁 ,推进绩效评估在多层面的进展。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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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在其《2007中国改革评估报告 》中 ,把这些进展归纳为五个方

面。 (1)政府绩效管理理念与重心的变化 :侧重于建立体现科学发

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

侧重于提高政府绩效、降低行政成本 ,改进政府工作 ;侧重于建立决

策科学、权责一致、分工协调、运行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 ;侧重于实现

政府管理公平性和回应性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 (2)政府绩效评估内容进一步兼顾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

境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平衡 ;进一步着眼于政府管理的法定事项和应

履行的法定职责 ;进一步致力于绩效评估方面的政府越位、错位事项

的清理和排除。在经济、效率、效益等绩效评估标准基础上 ,更倾向

于增加公平、公开、公信和回应等绩效评估标准。 (3)政府绩效评估

指标侧重或增加了社会公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地理生态和政府

创新等方面的指标。 (4)政府绩效评估方法更加注重公民导向和结

果导向 ,加大了绩效评估的外部评测力度和公民参与程度。 ( 5 )政

府绩效评估结果应用方面 ,各地方政府基本上放弃了急功近利、不分

场合地推行一票否决、末位淘汰等不科学的做法 ,更为注重将评估结

果与干部任用、奖惩和资源配置相衔接 ;注重“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

的导向作用 ;注重绩效评估结果与行政问责制相结合 ,使绩效评估结

果成为行政问责的一个基本前提。

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绩效评估体系 ,还表现为在弄清科学发展

观丰富内涵的基础上 ,设计相应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范柏乃在对

200多名 MPA学员调查的基础上 ,设计了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教育科技、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等 6个领域的 66项指标 ,并筛

选得出具有代表性的 37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 (范柏乃、朱华 ,

2005)。唐任伍提出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标 ,通过政府

公共服务、政府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及居民经济福利等 4个方面 47

项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 (唐任伍、唐天伟 , 2004)。彭国

甫通过深入研究 ,提出了衡量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的业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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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成本指标、内部管理指标 3方面共 33项指标 (彭国甫 , 2005b)。

厦门大学卓越教授设计了一套地方政府通用评估指标 ,由基本指标

与指标要素或评判方法两个层次 54项指标构成 ,主要包括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政风建设、制度建设、一票否决、依法行政、举止文明、

环境规范等 15个方面 (卓越 , 2004c)。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

评价中心则指出 ,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由职能履行、依法行政、

管理效率、廉政勤政、政府创新等 5个一级指标 ,经济运行等 14个二

级指标 , 40个三级指标构成 ,三级指标按非公有制企业、省政府评价

组和专家委员会三类评价主体分别设置 (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

效评价中心课题组 , 2005)。

四、我国绩效管理研究的反思

前已提及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既是对

我国学界绩效管理研究的肯定 ,又赋予了研究者更大的责任。出于

这种责任意识 ,学界对绩效管理研究进行了一些回顾和反思 (彭国

甫、盛明科 , 2007;张玉亮 , 2008;周志忍 , 2006)。彭国甫、盛明科在反

思的基础上 ,提出政府绩效评估未来研究的 5个重点领域 :理论框架

构建和学理层面的阐释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

绩效评估的心理因素及作用机制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化、民主

化、法制化 ;特定政府层级、特定政府部门和特定政府管理项目绩效

评估的研究。同时 ,他们提出了研究之深入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

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凸显实证研究 ;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在

服务中求支持 ,在贡献中求发展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和学术平台的搭

建 (彭国甫、盛明科 , 2006)。

笔者无意对我国的绩效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评价和反思 ,本部

分立足于前面的描述和讨论 ,主要从研究规范、风格、思路和方法的

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以期把绩效管理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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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绩效管理研究需要平实的学风

关于绩效管理的性质及其在政府管理中的定位 ,目前的研究中

存在着不恰当拔高的倾向 :绩效管理和评估是“行政管理理念和行

政管理模式的根本创新 ”,有利于实现从“全能政府 ”向“有限政府 ”

的转变 ,从“管制政府 ”向“服务政府 ”的转变 ,从权威崇拜向绩效崇

拜的转变 ,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 ,等等。笔者认为 ,绩效管

理是一种工具 ,其特质正是管理方法的变革和管理手段的改进。作

为一种工具 ,绩效管理可以为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提供技术支

撑 ,但实施绩效管理并不意味着理念和模式的现代化 ,也必然带来理

念和模式的现代化。哈佛大学教授简 ·芳汀 (Jane E. Fountain)在评

价电子政务的作用时指出 ,任何技术都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路径 ,也

不能保证被理性使用 ,更不可能决定应用技术时人们追求的价值和

目标 (简 ·芳汀 , 2004)。这一评论对于绩效管理同样适用。技术工

具和理念、制度之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 ,但理念、制度的优先地位

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无意对绩效管理的科学定位问题做系统讨论 ,只想以此为

例 ,说明从事绩效管理研究需要平常心 ,需要平实的学风和严谨求实

的态度。在 2006年兰州举行的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成立大会

上 ,笔者曾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绩效管理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

域 ,凡事发展到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地步 ,发热、发烧甚至发昏时界

限就会趋于模糊 ,热潮中的冷思考对学界尤为重要 ;如果说早期研究

中不恰当拔高的倾向可以理解的话 ,那么 ,继续为绩效管理奔走呼

号、推波助澜的时代基本结束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研究绩效

管理怎样才能促进行政管理理念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 ;不恰当拔

高的作法颠倒了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简单化的乐观主义不

仅导致对理念、体制和制度等的忽视 ,而且赋予绩效管理难以承受的

社会期望 ,最终可能使其名誉扫地。从最近一些研究成果来看 ,这些

忠告依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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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绩效管理研究要立足实践

在著名的《行政国家 》一书中 ,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 (W aldo)十

分强调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在他看来 ,那些与政府活动隔绝的人

不可能具备理论创新的知识基础 ,理想的理论家应该是既能够对政

府进行近距离观察 ,甚至有时直接从事政府管理 ,同时又能够从管理

工作中脱离出来 ,以便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反思 (W aldo, 1984)。绩效

管理具有应用性和操作性 ,沃尔多的观点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尤为

重要。

理论实践相结合具有多样化的内涵和表现方式 ,这里所说的

理论研究立足实践 ,指的是研究者头脑中始终要有一根弦 :思考维

度的完整性、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和理论上的自圆其说并不是追求

的唯一目标 ,必须关注研究成果是否可以用于实践且会导致什么

结果。现有成果中可以看到一些书斋式的研究 ,追求理论上的完

美而忽视实践应用的可行性。比如有学者“从政府绩效的运行过

程 ”角度 ,把政府绩效划分为“决策绩效、执行绩效和监督绩效 ”三

种类型 ,所谓决策绩效“就是所做的选择决定的实践效果和这一选

择决定过程的效率 ”。作者追求思考维度的完整性和独到性的努

力值得肯定 ,但这一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只能产生更多的困惑。在

笔者看来 ,决策只有效率 (时效 )而没有绩效 ! 当一个政策还没有

付诸实施时何以评判其“实践效果 ”? 类似问题还表现在对行政成

本的分类上 ,诸如“政府社会成本、政府机会成本、隐性行政成本 ”

之类 ,思考维度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一致性没有问题 ,但测定这些成

本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 ? 发达国家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测定的信息

基础比我们要先进许多 ,为什么迄今没有对政府管理的机会成本

或隐性成本进行测定 ?

(三 )绩效管理研究的细化与专门化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经用“大而化之 ”四个字概括中国经济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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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思想方法 :由于大而化之 ,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复制。学术已经具

有奢侈品味道了 (汪丁丁 , 1995)。对于绩效管理这样一个新的领

域 ,研究中大而化之的问题比较突出 :多数文章以全面性和系统性见

长 ,喜欢面面俱到、蜻蜓点水 ;基本遵循概念界定、现状描述、问题诊

断、国外经验、对策建议的思维逻辑 ;各部分的讨论又采取罗列条条

的方式 ,绝大多数条条来自于已有研究成果 ;所谓的学术贡献要么表

现为增加了一条两条 ,要么是用新奇的词汇表述众所周知的观点。

从前面几部分的描述和讨论中可以看出 ,经过 15年的努力 ,我国政

府绩效管理研究的覆盖范围已相当广泛 ,几乎所有重要的分支领域

和重要的理论问题都有所涉及 ,也都进行了有益的讨论。随着队伍

的扩大和力量的不断增强 ,研究的细化和专门化日显重要。

研究的细化意味着选题的高度聚焦和在此基础上的“小题大

做”,聚焦于特定领域和主题踏踏实实研究一些细小问题。以政府

部门绩效目标的确定为例 ,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公民愿望和需求的

确认机制 ? 怎样保证部门目标与组织使命和公民需求的有机衔接 ?

如何克服模糊性达到目标的可测定 ? 如何在目标的“挑战性 ”和“可

行性 ”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 ? 类似的具体问题在绩效管理的各环节

大量存在 ,每个都可以成为研究的主题。此外 ,由于我国的区域差距

较大 ,即使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方也会受限于不同的背景条件 ,具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而需要不同的解决途径。因此可以说 ,每个细小

的研究主题都可以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如果每个研究者都能选择

一个小题目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就会相当深入 ,汇

集诸多小问题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加以系统分析 ,我们对重大问题的

理解就会系统而又深入 ,正如某学者所说 :真理存在于多重独立证据

的汇流之处。高度聚焦和“小题大做 ”会使研究显得“零碎且分散 ”,

这不仅是研究深入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更是认识深化和知识积累

的必然途径。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 ,选题的高度聚焦和小题大做意味着高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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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专门化。分工和专门化可以采取有组织的分配协作方式 ,但在

我看来 ,其理想境界是每个研究者选题时体现出相应的意识和学术

自觉。

(四 )绩效管理研究的深入化

细化和专门化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其

他必要条件还包括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导向、强化实证研究等。就

研究的学术规范而言 ,马骏指出 ,国内许多研究者都将自己的研究定

位为定性研究 ,但使用的方法不符合定性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标准 ,因

此属于“一批处在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似是而非的研究 ”(马

骏 , 2006)。在徐湘林看来 ,我国政治改革研究存在着“宏大理论阐

释和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两极分化 ”。宏大理论阐释的那种评古论

今不着边际的演绎和归纳 ,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那种缺乏理论想象

力和反思的琐碎 ,体现出中国理论界的理论贫乏 ,这使得相关研究无

法进行有意义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认识的提升 (徐湘林 , 2004)。至于

问题意识 ,马骏、刘亚平提出 :“如果没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写文章

呢 ?”如果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就不可能推动知

识的发展 ,更不能推动管理创新 ,不能对社会改革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马骏、刘亚平 , 2007)。对于理论构建特别是假设验证 ,实证研究的

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根据彭国甫、盛明科的统计 ,我国绩效评估领域

的实证研究仅占成果总量的 6. 2% (彭国甫、盛明科 , 2006)。因此 ,

强化实证研究 ,是绩效管理研究走向深入的迫切需求。

在我看来 ,加强学术规范和实证研究等属于较高层次的目标和

努力方向 ,对于绩效管理这样一个应用性强且基础相对薄弱的领域 ,

研究的深入首先表现为选题高度聚焦基础上的持续性追问或“打破

砂锅问到底 ”。举个例子 ,本土化是诸多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则和目

标 ,绩效管理研究的本土化已经呼吁了十多年 ,迄今依然停留在原则

和目标的层次上。如果聚焦本土化进行专门的研究 ,首先要界定何

谓本土化 ,它是一个过程还是结果 ? 作为一个过程的本土化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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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我国国情 ,关注我国的实践 ,针对我国的特殊问题进行理论解释

等等。从前面几部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尽管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参

差不齐 ,但本土化一直是学者的一个着力点。因此从过程角度看 ,所

谓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无的放矢的伪问题。从结果角度界定本土

化 ,意味着立足国情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并能解释和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更进一步 ,本土化并不是自我封闭自成

体系 ,特色理论也不是孤芳自赏 ,起码其解释力能够获得国际同行的

认同。从结果角度看 ,绩效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确实任重道远。这方

面研究的深入涉及一系列具体问题 :绩效管理领域的理论有哪些层

次 ? 什么能够构成绩效管理的一个理论 ? 理论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

么地方或者说评判中国特色的标准是什么 ? 在我国绩效管理实践刚

刚起步的时候 ,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的条件是否存在 ? 绩效管

理发展到什么地步才能为特色理论构建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 目前

研究中理论构建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 造成差距的

主、客观因素有哪些 ? 构建中国特色理论面临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

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 克服障碍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 中

国特色的理论通过什么渠道能够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 ? 在意识形态

差异和政治偏见存在的情况下 ,中国特色的理论能否获得国外同行

的认同 ? 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 没

有对这些问题的持续性追问 ,本土化就构不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问

题 ,第一次提出本土化勉强算是观点创新 ,但持续不断的呼吁就有了

鹦鹉学舌式的重复之嫌。本土化主题持续出现而没有作为学术问题

专门研究 ,或者相关研究没有实实在在的进展 ,实际上它已经标签

化了。

绩效管理领域类似本土化的主题很多 ,每个都可以延伸出一系

列的小问题。高度聚焦才有可能使研究深入下去。所以 ,推进我国

绩效管理研究的深入 ,迫切需要在规范、风格、思路和方法等方面的

进步和创新。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54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安秀梅 (2005). 政府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绩效考评研究. 当代财经 , 4.

包国宪 (2005). 绩效评价 :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科学工具 ———甘肃省政府

绩效评价活动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中国行政管理 , 7.

蔡立辉 (2002). 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5.

蔡立辉 (2003).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 清华大学学报 , 1.

蔡立辉 (2007). 政府绩效评估 :现状与发展前景. 中山大学学报 , 5.

陈国权 (2005). 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看政府绩效内涵与评估主体选择. 改革与

发展 , 3.

陈振明主编 (2003). 政府再造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 ”述评. 北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大卫 ·伯宁翰 (1994).英国地方政府中运用绩效评估尺度的观察. 行政人事管

理 , 1.

邓国胜 (2006). 群众评议政府绩效 ———理论、方法与实践 .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邓国胜 (2008). 事业单位治理结构与绩效评估.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杜钢建 (2000). 英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改革. 小城镇建设 , 4.

范柏乃、朱华 (2005).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际测度. 政治学研

究 , 1.

方清海 (2000). 探索治本之策 ,营造民心工程. 载漳州市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编《效能建设重要文稿汇编 (3) 》(内部资料 ).

付亚和、许玉林主编 (2004). 绩效管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伏耀祖、穆纪光主编 (1993). 中国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兰州 :甘肃人民出

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 (2005). 南京地税绩效管理实证研究. 南京 :河海大学

出版社.

胡宁生等主编 (1998).中国政府形象战略.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胡税根编 (2005).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战. 杭州 :浙江大

学出版社.

简 ·芳汀 (2004). 构建虚拟政府 :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蒋容 (2003).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现状及其完善. 黑河学刊 , 5.

蓝志勇、胡税根 (2007).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 :理论与实践. “绩效评估与政府创

新 ”国际研讨会论文.杭州

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 (2005). 甘肃委托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 ,

公布时将不作修饰. 中国青年报 , 1月 21日.

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课题组 (2005). 兰州试验 :第三方政府绩

效评价新探索. 城市管理 , 3.

◆专 栏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55　　　

李静芳 (2001).对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分析.党政干部论坛 , 12.

李燕凌 (2002). 政府绩效管理障碍的制度分析. 重庆大学学报 , 4.

梁平、滕琦、李国栋 (2007). 社会生态环境视域下政府绩效评估的制约因素探

讨 .学术论坛 , 7.

零点调查公司 (2004).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

刘旭涛 (2003). 政府绩效管理 :制度、战略与方法.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龙太江、王邦佐 (2005).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 ”———兼论中国的政治

合法性基础 .复旦大学学报 , 3.

卢文超、梁小秋 ( 1993). 体育学校教练员工作绩效评估体系与方法. 体育科

技 , 4.

马宝成 (2001). 试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 中国行政管理 , 5.

马国贤 (2005). 政府绩效管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马骏 (2006).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 :面对问题的勇气.中山大学学报 , 3.

马骏、刘亚平 (2007).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4.

马振清、马运鹏 (2005). 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组织绩效评估的动因分析. 北

京科技大学学报 , 3.

孟华 (2006). 政府绩效评估 :美国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母天学 (2001). 对美国政府绩效考评活动的考察. 行政论坛 , 5.

倪星 (2006).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中山大学学报 , 4.

倪星 (2007).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武汉大学学报 , 2.

彭国甫 (2004).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程序的制度安排. 求索 , 10.

彭国甫 (2005a).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长沙 :湖南人民出

版社.

彭国甫 (2005b).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湘潭大学学

报 , 5.

彭国甫、盛明科 (2006).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学术讲座 PPT

文件 ).

彭国甫、盛明科 (2007). 深化政府绩效评估需要新的视野.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 1.

彭国甫、颜佳华主编 (2005).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荣敬本等 (1998).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 ———县乡两级政治体制

改革.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桑玉成 (2005). 论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原则 .城市管理 , 3.

桑助来 (2007a). 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质 .学习时报 , 1月 30日.

桑助来 (2007b).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探索. 学习时报 , 4月 6日.

谭功荣 (2001). 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系统初探. 深圳大学学报 , 1.

唐昊 (2005). 质疑社会评价缺位下的“科学政绩观 ”. 城市管理 , 3.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56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唐任伍、唐天伟 (2004). 200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 中国行政管理 , 6.

田玉青、姿渊清、马志远、张美丽、高宏岳、金桂 (1997).黄委系统科技绩效评估.

人民黄河 , 4.

汪丁丁 (1995). 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建民 (2005).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绩效考评目标模式研究. 管理世界 , 10.

吴建南、阎波 (2004). 政府绩效 :理论诠释、实践分析与行动策略. 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 , 3.

吴建南、阎波 (2006). 谁是“最佳 ”的价值判断者 ? 区县政府绩效评价体制的利

益相关主体分析. 管理评论 , 5.

吴月 (2007).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公众参与困境论析.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 , 3.

王建民 (2005).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绩效考评目标模式研究. 管理世界 , 10.

徐双敏 (2003). 我国实行政府绩效评估的可行性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 , 5.

徐湘林 (2004).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 ———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

理论建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 , 3.

颜如春 (2003). 关于建立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思考. 行政论坛 , 9.

约翰 ·鲍恩 (1994). 评估中央政府的工作绩效. 改革与理论 , 2.

袁岳、范文、肖明超、付艳华 (2004). 中国公共政策及政府表现评估领域的零点

经验 ———独立民意研究的位置. 美中公共管理 , 1.

张国庆主编 (2000). 行政管理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菡、马建臣 ( 2003). 政府绩效评估的现实价值分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

报 , 1.

张延欣、王明涛 (1995). 灰色综合评价法在后勤绩效评估中的应用. 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学报 , 4.

张玉亮 (2008). 政府绩效评估研究 :理论回顾、观点梳理及发展前瞻. 理论与现

代化 , 4.

张璋 (2000). 政府绩效评估的元设计理论 :两种模式及其批判. 中国行政管

理 , 6.

郑方辉、王菲 (2008). 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 ———以 2007

年广东 21个地级以上市为例. 广东社会科学 , 1.

郑云峰、卓越 (2003). 21世纪行政发展的新亮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开展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探索. 中国行政管理 , 2.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 (2007). 2007中国改革评估报告. 北京 :中国经济

出版社.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2003). 关于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标准的研究报

告 .中国行政管理 , 3.

周凯主编 (2006). 政府绩效评估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专 栏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57　　　

周礼智 (1991). 图书馆专业人员绩效评估浅探. 图书馆学刊 , 1.

周志忍 (1995). 公共组织绩效评估 :英国的实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新视野 , 5.

周志忍 (1998). 政府绩效与政府形象. 载胡宁生主编《中国政府形象战略 》. 北

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志忍 (2005). 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 北京大学学报 , 3.

周志忍 (2006).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问题、责任与方向 .中国行政管理 , 12.

周志忍 (2007a). 公共组织绩效评估 :中国实践的回顾与反思. 兰州大学学报 , 1.

周志忍 (2007b).效能建设 :绩效管理的福建模式及其启示. 载福建省机关效能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行政效能建设 ———海西论坛学术论文选编 》.

周志忍 (2008).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的实践历程与前景. 中国行政

管理 , 1.

卓越 (2004a).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 中国行政管理 , 5.

卓越主编 (2004b).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卓越 (2004c)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初探. 中国行政管理 , 2.

W aldo, D. ( 1984 ). The A dm inistrative S tate: A S tudy of the Politica l Theory of

Am erican Public A dm inistra tion ( 2nd Edition ).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责任编辑 :刘亚平 )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Journa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Vol. 2 No. 1, 2009

202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CO NTENTS

·ART ICL E
Transcend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Increasing Comp lexity of

Balancing Control and Autonomy

Tom Christensen & Per L　•g reid　 1⋯⋯⋯⋯⋯⋯⋯⋯⋯⋯⋯⋯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wo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W hat

characterizes the new comp lexity and layering of NPM and post2NPM reform s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Second, how m ight we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mp lexity? W hat is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and adm inistrative leadership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to what extent do other factors come into p l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addressed by giving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hange from NPM reform s to post2NPM

reform s followed by emp irical illustrations from two reform p rocesses in Norway that

increased comp lexity.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nswered in a mor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related to a transformative app roach and to experiences of balancing control

and autonomy in NPM and post2NPM reform s. Negotative,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discussed in term s of whether they lim it or further potential

hierarchical control in designing comp lexity and balancing political control and

autonomy. The paper ends b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new comp lexity.

Key W ords　NPM , Post2NPM , Comp lexity

·SYM PO S I UM Ⅰ
Introduction

Jun M a & Zhiren Zhou　30⋯⋯⋯⋯⋯⋯⋯⋯⋯⋯⋯⋯⋯⋯⋯

Study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China: A H istorical

Review and Critical A ssessment

Zhiren Zhou　34⋯⋯⋯⋯⋯⋯⋯⋯⋯⋯⋯⋯⋯⋯⋯⋯⋯⋯⋯
Abstract　 This paper p 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China in the past 15 years in three folds: a rethinking of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general features of this new research filed in China;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1期 203　　

an overview on the study on its basic theories; an review on the p ractice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at, the

final section p 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further research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 ord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Research

Methods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Public Budgeting Research: An Evaluation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1998 - 2007)

Yukun W u　58⋯⋯⋯⋯⋯⋯⋯⋯⋯⋯⋯⋯⋯⋯⋯⋯⋯⋯⋯⋯
Abstract　U sing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 ts to p rovide an 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Chinese public

budgeting. It is argued that although the body of literature on Chinese public

budgeting has been growing and its quality has been imp roved, yet there is a number

of lim itations. The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from a single discip linary perspective

although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 inistration have begun to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Moreover, most of the studies are un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funding

bodies. However, the most p roblematic issue is the literature has been in general of

low quality. Current studies are dom inated by concep tual discussions, non2emp irical

arguments, and exp lorations without theoretic orientations. A lso, it is evident that

many studies have failed to adop t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form to the norm s of academ ic studies. In general, most of current studies are

irrelevant to the real world of budgeting and without an endeavour of theory building

about Chinaπs public budgeting.

Key W ords 　 Public Budgeting Research, Research Top ic, Research Quality,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Adm inistrative

Ethics

W ei L uo　80⋯⋯⋯⋯⋯⋯⋯⋯⋯⋯⋯⋯⋯⋯⋯⋯⋯⋯⋯⋯⋯
Abstract　 Given a rising demand to establish adm inistrative ethics as a new

discip line, this paper attemp ts to offer a general descrip tion on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past one decade in this area.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top ics

drawing wide attention, the app roaches that have been emp loyed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s involved,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general consensus that have be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