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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危机潜在并可能频发。 该文认为,危机的诱因在宏观层面上与经济、
政治、文化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上;
在微观治理方面则存在着缺陷甚至于“ 治理真空冶 ,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机制与体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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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危机对策研究的先驱 C·F·赫尔曼曾经对危

型冶 增长,从全民“ 非零和博弈冶 增长到“ 零和博弈冶

机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 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团

增长。 在国家范围内,人与人、人与集团、国家与国

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决策集团作出

家之间围绕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市场逐渐成熟的过程

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向令决策集团惊

中,资本市场的集聚效应作用日趋明显,地区及个体

奇的方向发展冶 。 罗森塔尔( Uriel Rosenthal) 认为
“ 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
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
极高的情 况 下, 必 须 对 其 做 出 关 键 决 策 的 事 件冶 。

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主要体现为: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
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其次,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
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 第三,

目前,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重大社会

从国际形势来看,旧秩序与酝酿中的新秩序的相互

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经济、政治和社

并存和矛盾冲突,使得全球经济格局中内含了极大

会结构全面分化,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

的结构性张力;第四,在目前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

进行分配转型与重新整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无序

的不和谐也日益成为增长的瓶颈和社会不稳定的因

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期性日益突出,不断深化,危机

素。 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潜在( 并可能频发) 将是未来的常态。 其诱因在宏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必将面对不可

观层面上与经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而与之相对

回避的各方面危机,并且面对的危机将是具有多元

应,在微观治理方面则存在着缺陷甚至于“ 治理真

化的动因。

空冶 。

1摇 危机的宏观诱因

1. 1摇 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

一步转型、市场经济改革所引起的失业人群的扩大,
地区之间和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利益主体多
元化格局的形成以及加入 WTO 所面临的国际竞争
等诸多挑战,中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从全民“ 分享型冶 或“ 共享型冶 增长到“ 部分获益

1. 2摇 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交

互作用造成的传统权力结构畸变和传统权威模式的
失效,使得旧的政治社会体制控制宏观、协调矛盾、
平衡冲突、扼制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力有所减弱,于是
危机的出现就具有了体制性的诱因。 首先,虽然行
政观念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效能的提高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思
维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接
轨。 各职能部门过分注重 GDP 增长指数及其短期

目标,忽视了实际增长质量和社会的可承载能力,以
收稿日期:200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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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取代一切,造成“ 有增长无发展冶 的非均衡状况
和“ 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冶 的压力型政绩考核体
制,在其影响下,政府权力部门化 、 部门权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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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获得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条块分割部
门封锁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和部门对中央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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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形成依赖路径,没有积极性与改良精神,且在界

经济发展不均、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传统道

定公共问题,选择确定政策方案方面权力受限,在社

德文化体系失稳等宏观诱因反映到微观治理层面,

会转型期的危机管理中,传统的“ 人民战争冶 及其背

在意识、机制、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治理缺

后的支撑机制效应散失,解决重大问题必须整体高

陷:

度动员的方式需要一个适应期和整体学习期,缺乏
时间和经济效率,造成有效调控能力流失,权责不

2. 1摇 社会整体缺乏全球化下的风险与危机意识,公
众应对危机知识欠缺理性

清,甚至“ 自我做大冶 ,在危机事件面前,使欺上瞒下

摇 摇 阿尔文·托夫勒在《 未来的冲击》 中指出,由于

围和程度内被默认为“ 潜规则冶 。

向危机。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制度缺失,全国性危机管理体系匮乏,横断面的区域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冶 ,但在推进转轨进程中,对

的“ 变通冶 现象在政府运作中时有发生,并在一定范
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缺位

性或部门性以及纵断面的危机管理机制严重滞后。
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一旦突破影响巨大,将与社会
的共同进步相背离的。 一个或高或低的 GDP 数字
不代表人民的福利,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
展,忽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公共安全、公共管
理、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的重视不够,导致失职; 其
次,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与机遇也对中国公共管理
的实际运作方式和根本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市场化浪潮的兴起对公共管理本质造成冲击

不去预先考虑未来的问题和机会,我们正从危机走
的内外部 环 境 和 条 件 已 发 生 深 刻 变 化。 “ 居 安 思
全球化所滋生的各种风险与危机意识不足,缺乏与
全球化相适应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对现代
社会产生的各种危机缺乏基本的分析判断机制,缺
少风险评估机制,导致风险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有效
防治。 而和平稳定时期,社会整体缺乏危机意识,特
别是在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繁荣之后,人
们往往忽视了其背后的不稳定状态,忽视了小问题
酿成大祸的“ 蝴蝶效应冶 ,整体社会危机应对能力和
自我恢复能力差。

和全球化对公共管理范围和结构带来影响。 第四,

2. 2摇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

“ 非正式规则冶 的存在使得立法和司法过程存在着

职能转变不到位

缺陷 ,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腐败加剧中国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滋生和发展。

1. 3摇 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

由文化矛盾引发或支持的冲突和危机,其根深

蒂固性和持久性要远甚于其它原因直接引发的危
机。 在经历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建国后的几次
文化变革中,传统的孔儒思想体系说教功能逐渐弱
化,出现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 在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后,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
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
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
道德虚无主义情绪逐渐蔓延。 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
范偏离、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导致了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
择标准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既有的规
范系统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活之中的紊乱,也造成
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偏离和越轨。

尚在建立与完善中,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
摇 摇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作为经
济建设型政府,经济模式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GDP 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且伴随着市场
化进程成为衡量其它价值的基础;政府经济建设职
能较强,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薄弱,虽对经济和社会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并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
抓,但社会发展在具体实践中被摆在了 “ 配角冶 和
“ 服务冶 地位,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2. 3摇 公共事务的管理投入相对不足,转移支付的财
政制度不够完善

摇 摇 非常时期的财政拨款,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地方
财政的紧张状况。 世界银行 2003 年 4 月发布《 动摇
城市的转型》 专题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分权
最大的国家之一,接近 70% 的财政开支发生在地方
政府,其中又有 55% 以上的公共支出发生在省级以
下政府,中国的许多市县提供了近 100% 的失业保
险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支出,县乡两极政府也提供了

48

臧伟等:危机的宏观诱因及其微观治理缺陷

大部分重要的公共服务,占据 70% 的教育预算支出

35 件法律、36 件行政法规、55 件部门规章,另外还

中央和地方财政实施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要

但缺少高层次的法律和统一的紧急状态立法,对各

和 55% -60% 医疗卫生支出。

有相关文件 111 件,这构成了中国应急法制基础。

负责所有重要的社会支持和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

种紧急状态的共性问题缺乏统一规定,导致难以有

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下,地方政府的这些支出任务不

效应对危机事件。 目前在危机治理领域,中国已有

太相应,地方财政少收与多支的矛盾较大。 《 预算

一些立法,如《 传染病防治法》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出方面的 1% -3% 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执行中的

安全法》 、《 安全生产法》 和政府职能部门处理危机

法》 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
自然灾害救灾开支以及其它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

条例》 、《 防洪法》 、《 防震减灾法》 、《 消防法》 、《 矿产
的法规规章以及应急预案,这些立法针对性强,在抗

尽管这些年来加大了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但总起来

击危机事件和减灾救灾中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大

说,不但没有根本改变,有的反而减少了,公共事务

都是针对个案而定,缺乏对危机共同规律的总结,无

管理投入不足,在财政上没有足够的保障。

普遍指导性,在运作中达不到协调状态,难以发挥危

2. 4摇 综合指挥协调部门缺位,现代危机管理体系匮

机治理作用。

乏

摇 摇 史蒂文·凯尔曼指出:“ 通称政府的这个大联

2. 6摇 信息披露机制与传媒改革尚未到位,政务信息
不够公开透明

合体,在任何时候都必然会面对危机冶 ,而在中国的

摇 摇 公共信息处理上,公开透明是政府履行公共服

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 超业务部门,如美国的国家

但掩盖真相的副作用无疑会恶劣得多冶 。 与全球化

实际运作中,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
安全委员会) ,也没有常设性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

务职能的本质要求,“ 真相也许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相伴随,信息技术传播手段日趋多元化、国际化,电

部门( 如美国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设置) ,也没有制定

话( 包 括 手 机 短 信) 、 互 联 网 ( 特 别 是 网 络 论 坛、

统是保证统一指挥、果断决策和迅速采取行动的前

全球化下媒体领域的基本形势对“ 填鸭式冶 、“ 报喜

权责明晰的危机反应机制。 权威的危机治理指挥系
提,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的成败。 “ 危机处理机构

BBS) 等已在社会上建立了众多的非正式信息渠道,
不报忧冶 和“ 家丑不可外扬冶 的传统信息披露方式造

根据有关法规,集中、统一行使危机状态下的紧急处

成很大压力,对危机“ 内紧外松式冶 的处理方法缺乏

置权,制定出有效的危机处理方案和对策冶 , 而各种

信息公开机制,难以发挥媒体舆论的引导、沟通和监

非常设性临时机构,往往缺乏专业人员,忽视运转规

督作用。 目前国内尚缺乏完善的信息网络和信息处

则及跨部门协调能力,不能妥善处理危机。 政府不

理中心,没有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会导致应该公布

同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应急联动及组织的反应时效与

的公共信息被视为某些行政部门的私有品。

能力,有效互动的公共治理结构并没有形成。 现有

尽管政府在很多方面实施了政务公开,“ 在中

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体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有

央政府承诺之前就实行了( 试验性) 的信息发布政

行政机构,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应急反应迟

策冶 ,但在很多问题上仍习惯于秘密运作,国家控制

缓,应急能力低下,全国性危机管理体系匮乏、领域

和管理信息的结构体系与要求获得各种信息的社会

性( Issue Area) 或部门性( Sectoral) 危机管理机制落

之间存在压力和紧张状态,政务内部信息与宣传信

后,在危机治理上各部门地区多单兵作战、少综合协

息相混淆,难以分清真实政策信息和“ 安定人心冶 的

调,缺乏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计划,缺乏管理危机的

宣传信息,造成信息失真放大,形成恐慌,使社会心

常设机构。

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信息发布是“ 极端重

2. 5摇 法治化进程正在加强,但单一灾种的法律及低

要的冶 。

阶法规难以担当建立现代危机管理制度和依法行政
的完整功能

2. 7摇 立法和司法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和司法机构有所发展,在选

摇 摇 “ 危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体现在立法

举、议政、立法和监督等方面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但

发事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 126 件,包括

受到了局限。

上,如日本就有紧急事态干预法冶 ,中国涉及应对突

在公共问题运作领域,依然具有工具化色彩,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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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和开发中心法体制不健全将导致行政负担

况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即中国的“ 第三

过重,机构臃肿难以精简,各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难

部门冶 尚处在改革起步阶段,社会结构失衡状况尚

以协调,一旦有危机冲突,很难依靠立法体制进行制

未改变,其参与国家和生活的机制不健全、渠道不

度化协调,而是通过临时指挥部进行协调,如果这一

多,这难以适应全面小康进程中的危机管理要求。

途径不起作用,直接结果就是推诿扯皮降低效率,陷

总之,在当前危机事件频繁出现,成为影响经济

危机于扩大化之中。

和社会发展最大不确定因素的形势下,宏观诱因和

2. 8摇 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缺乏发挥独特作用的途

微观治理缺陷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特殊阶

径和保障,良好互动关系尚未形成

段下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是管理上的漏洞,这就要求

摇 摇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的建设水

适应时代与形势发展,把握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打造

平比较低,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是责权有限的政府,

纵横交错避免的现代危机管理平台,以恶性循环。

“全能冶 政府治理思维是危机深化的根源之一,如果
政府习惯于以行政为主导的程序,就会限制社会组
织和民间力量在公共危机中扮演角色和发挥作用的
适度空间和保障,其应有的独立性未得到充分尊重,
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压抑。 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政府的麻烦,但也增加了其负担,削弱了政府对社会
的客观调控能力,在危机爆发时少了很多帮手,造成
政府“ 一头热冶 ,一方面是危机受害者对社会赞助的
殷切要求,一方面却是大量社会资源的闲置。

缺乏一个稳定、持续、高渗透性的桥梁,缺乏一
个充分发展、自主治理、能够提供多种多样服务的社
会基层结构是制约危机处理的一个“ 瓶颈冶 ,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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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Inducing Factors and Micro Management Defects of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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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potential crisis may erupt at any time unex鄄

pectedly. The macro inducing factors of crisis is related to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closely, manifested as im鄄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yet-to-be-deepened political reform as well as instability of traditional ethic and
culture system. While in the practice of micro management, there have remained defects, sometimes even “ man鄄
agement vacuum冶 in terms of social awareness, mechanism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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