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７ 卷

６８

２０１７ 年

第５期

中

１０ 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７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ｃｔ.

Ｎｏ.５

２０１７

浅议社会管理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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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面临传统管理模式逐渐失效与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等多重考验ꎮ 完善顶

层设计ꎬ明确政府权责边界ꎬ规范权力行使ꎬ建构新型政府、社会合作治理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社会改革的主要
方向ꎮ 通过扩大社会组织作用范围ꎬ健全协同治理机制ꎬ实现政府职能法定ꎬ向可治理型协商民主转化ꎬ加快办社
会组织的官办分离ꎬ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以及加快民办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培育等方式ꎬ推进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
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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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１

社会管理的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ꎬ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内在的整体性社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明确指出ꎬ在

会关系网络ꎬ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事业是在社会共

社会发展进程中ꎬ国家与社会博弈存在辩证关系ꎬ社

同体缺位的困境中艰难起步的ꎮ 由于缺乏自治社会

会管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兼具社会性与国家性的

传统ꎬ国家要扮演全能管理者的角色ꎮ 这在中国建

双重特征ꎮ 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要求“ 普遍吸收所

国初期是必要的ꎬ通过强调举国体制的资源动员优

有的劳动 者 来 管 理 国 家” ꎮ 实 现 治 理 体 系 的 现 代

势和社会组织整合优势ꎬ现行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维

化ꎬ就在于社会与国家在合理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各

护社会稳定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确实发挥了重要

司其职ꎬ保证并促进大多数社会事务在公民个体和

作用ꎮ 但从长远和全局考虑ꎬ社会管理需要回归社

社会组织构成的社会自治的基本框架内得以处理ꎮ

会管理的本质ꎬ即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

其落脚点在于社会的自主健康成长上ꎬ实现社会稳

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ꎬ特别是随着改革进入深

定和社会建设整体目标的平衡ꎮ 在这一转变过程

水期ꎬ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ꎬ以往通过加强社会

中ꎬ中国的社会管理事业需要沿着最适合自身逻辑

管制来维系社会稳定的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
代治理方式的需要ꎬ过多的社会管制措施导致政府
职责范围的过度扩张ꎬ管理成本居高不下ꎬ社会管理
效能逐渐降低ꎬ以及社会活力难以有效释放ꎬ亟需推
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ꎮ 社会管理模式改革ꎬ需要
从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出发ꎬ完善顶
层设计ꎬ明确政府权责边界ꎬ规范权力行使ꎬ建构新
型政府、社会合作治理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ꎬ创造更
好的制度社会环境ꎬ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ꎮ

演进规律的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发展经济、健全社会保障、
改善民生、创新管理体制和优化社会结构、保持和谐
稳定、发展社会组织和壮大社会参与培育自治社会
等诸多内容的系统工程ꎬ在从管理社会到社会管理
的回归中ꎬ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重点注意:
１.１

现有社会管理模式缺少缓冲层ꎬ增加了社会系

统性风险概率
现有社会管理模式下ꎬ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
面具有先天优势ꎬ依据政府自身权力ꎬ可以对经济社
会活动强制干预ꎬ这种模式在保持高速增长、维护社
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并依托加强社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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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期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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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模式本身是一种非常态治理方式ꎬ容易导致政

管理、病理学研究ꎻ陈亮ꎬ副主任科员ꎮ

府职责范围的扩大和社会运行成本上升ꎬ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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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民众之间ꎬ缺少了社会组织的过渡、协
调ꎬ容易发展为直接冲突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系统性

１.４

６９

社会组织外部环境改善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自

身发展能力的提升问题

风险概率上升ꎮ 因此ꎬ发挥社会组织的缓冲作用ꎬ对

构建自治参与的公共平台ꎬ需要依托组织载体

释放政府直面公民导致的社会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

和机制ꎮ 政府“ 让权” 于社会组织ꎬ前提是改善社会

价值ꎮ 另一方面ꎬ一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ꎬ需要

组织的成长环境ꎮ 在外部成长环境方面ꎬ当前社会

“ 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非常活跃的政府” ꎬ发展社

组织管理规章强调程序性规范ꎬ实体性规范相对欠

会自治的进程与建设集约高效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缺ꎬ立法层次偏低ꎬ政策法规的配套、健全和完善还

需要并行互促ꎬ“ 一个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政府”

需要一个过程ꎻ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中ꎬ伴随着注册审

依然是不可或缺的ꎮ

批的逐步放开ꎬ日常监管的问题日益突出ꎬ社会组织

１.２

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不均衡ꎬ以及政府向社

会“ 让权” 过程中的平衡问题

因缺乏监管引导导致社会公信力良莠不齐ꎬ社会动
员能力不能保障ꎻ与此相对ꎬ应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求在开放的市场经济

的多头管理、评比检查ꎬ加重了社会组织的工作负

前提下ꎬ尊重各组织的自主行为ꎬ发挥和实现经济社

担ꎬ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组织的“ 泛组织化” ꎻ此外ꎬ

会自身活力和政府作用的有效融合ꎬ达到互促互进、

由于公办社会组织多数是从政府部门中脱胎出来ꎬ

合理平衡ꎮ 但长期以来ꎬ中国“ 强政府、弱社会” 的

处于行政主导下运行ꎬ较民办社会组织更易获得政

治理体系ꎬ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不对称ꎮ 在社会

府资源支持ꎬ进一步挤压了民办社会组织的发展空

组织的人力、财力和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远远落后

间ꎮ 另一方面ꎬ公民和社会组织要提高自身的主体

于政府能力的前提下ꎬ如何把控“ 让权” 的节奏和力

意识自觉和自治水平ꎬ提升公民精神、社会责任感和

度ꎬ实现社会管理模式的稳定过渡需要审慎对待ꎮ

道德意识ꎻ客观上ꎬ社会组织ꎬ特别是民办社会组织

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快扶持社会组织ꎬ特别是民办社

还需要克服专职人员过少、财力不足、自身定位不

会组织的成长ꎬ让社会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治理权责ꎬ

清、融资难、吸引人才难等问题ꎬ完善治理框架和组

理顺政府、社会组织、社会三者关系ꎬ重新定位包括

织行为规则ꎬ吸引社会人士的参与、决策、监督ꎬ逐步

政府在内的各自角色和相互关系ꎬ 以 “ 让权” 实 现
“ 简政” 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追求稳定ꎬ导致政
府、公民、社会向功利交易机制发展ꎬ使整个社会管
理事业陷入需求过载的恶性循环当中ꎮ

１.３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范围不明确ꎬ公共经费支出

范围模糊

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和宗旨ꎮ

２

２.１

实现从管理社会到社会管理的回归
扩大社会组织作用范围ꎬ健全协同治理机制
由于现有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逐渐显露出疲态ꎬ

需要探索在“ 让权” 社会组织和有限权力的规范化

由于当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不明确ꎬ法律和行政

运作条件下切实提升常态治理能力ꎬ按照构建政府、

职能边界不清ꎬ一些已有的不适应社会管理需要的

社会合作治理结构的愿景ꎬ明晰政府的职能定位ꎮ

政府机构和延伸组织没有撤销ꎬ为适应新形势、完成

要以政府、社会、市场协作治理为发展方向ꎬ推动社

新任务又需要增设新机构ꎬ有时甚至还要设置专门

会治理体系创新ꎮ 严格限制公共权力运作的边界和

机构来协调新旧机构ꎬ导致行政管理范围和成本不

方式ꎬ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职权分工的合理架构和

断扩大ꎻ另一方面ꎬ许多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私人
决策纳入到政府公共职能中来ꎬ政府监管责任重、事
务多ꎬ还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ꎮ 各种泛公共组织、
智库和临时机构均纳入公用经费支出范畴ꎬ其中一
些机构“ 僵而不化” ꎬ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ꎬ结果

是虽然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每间隔数年就会推进一次ꎬ每轮改革都精简了大量
的政府部门和审批事项ꎬ但稍做清理ꎬ往往又是数量
惊人ꎬ行政管理支出总量依然在不断增加ꎮ

模式ꎬ匹配适合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ꎬ逐步形成有利
于社会组织发挥治理功能的顶层设计ꎻ要加快落实
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ꎬ尝试推进社会
管理负面清单管理ꎬ清单以外ꎬ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
作用ꎬ通过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公共服务事项ꎬ
让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发挥润滑、减压和调节功能ꎬ
发挥“ 中间层” 的协调作用ꎬ帮助政府实现对社会的
良好治理ꎻ要合理发挥党组织的权威和资源整合优
势ꎬ通过基层党组织ꎬ凝聚社会组织ꎬ健全协同治理

７０

陶仪声等:浅议社会管理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机制ꎬ在这个过程中ꎬ既要发挥党组织的凝聚作用ꎬ

理的过渡ꎮ 改变这一局面ꎬ首先要改变政府购买公

也要防止地方政府及权力部门以加强党的领导名

共服务体制内的单向操作ꎬ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和社

义ꎬ借助各种党的领导小组ꎬ对社会组织的正常经济

会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权利ꎬ以“ 费随事转” 、项目

社会活动过程进行超行政干预ꎮ
２.２

坚持政府职能法定ꎬ社会治理方式向可治理型

协商民主转化

发包和公开招标等方式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开性
和透明度ꎬ通过公平竞争ꎬ实现从养人到养事的转
变ꎬ在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ꎬ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合

政府要加快创新治理方式ꎬ以法律规范政府职

理分配ꎻ其次ꎬ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模ꎬ提高公

能范围和履职方式ꎬ强化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机制ꎬ促

共服务购买的稳定性ꎬ为民办社会组织持续发展提

进政府责权部门落实依法履职ꎬ逐步稳定政府行为

供市场空间ꎬ要加强对民办社会组织相应的资金、人

方式ꎻ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间的民主协商ꎬ正

才、财税等支持力度ꎬ实现对民办社会组织的稳定支

确处理公、私权力关系ꎬ逐步形成公共事务的民主协

持ꎬ促进民办社会组织的成长步伐ꎻ最后ꎬ要在社会

商共治机制ꎻ要正确对待公众权利意识觉醒ꎬ以民主

组织中培育公共空间ꎬ孕育理性健康的民主政治文

的思维和方式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ꎬ面对民主参与

化土壤ꎬ努力实现超越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局限的社

诉求ꎬ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积极转化为正向

会目标价值构建ꎬ将社会组织发展为立足于管理又

合力ꎬ协作处理公共事务ꎬ要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积

超越管理ꎬ凝聚社会主义核心道德和价值观共识的

极作用ꎬ完善公共事务的民主协商治理机制ꎬ与多元

现实载体ꎮ

参与主体在民主协商规则下共同完善社会事务管
理ꎬ在长期的民主协商、共同治理中促进政府、社会
组织、公众的合作互信关系ꎮ
２.３

加快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ꎬ实现公办社

会组织的官办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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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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