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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保障绩效治理的操作性路径

王增文

［摘  要］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是促进社会保障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20世纪末期，政府

绩效评价在全球兴起。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工程，由理论性

评估模式逐步向操作性评估模式转变，并出现了3种导向逻辑——过程、结果与治理。从既有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导向来看，结果导向逻辑在3种评估导向中是占优的。实际上，社会保障绩

效评估是科学治理的一项系统性工程，绩效的形成是由国民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的利益诉

求、顶层设计、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及实施效果等环节构成。这一系列环节均在形成、转化和

塑造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过程”和“治理”环节属于隐性绩效；

而“结果”则属于显性绩效。如果过于偏重于“结果”，势必会产生操作性偏误。因此，全面

反映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顶层设计、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及实施效果等环节，重塑各环节在不

同治理情境下的社会保障绩效及开发出全面、合理和有效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模式，是目前科

学管理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紧要任务。

［关键词］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导向逻辑；治理导向；系统工程；隐性绩效

a

一、引言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作为一项有效的社会保障治理工具，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

理论（New Public Management，NPM）。由于该理论所强调的 3 个特征——“3E 标准”——经

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公共管理领域内的效率评估逐渐

成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改革趋势。实际上，传统的国家科层制模式下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典型

特征是对相关政策、规则和设计的负责，对各社会保障行政和主管部门具有较强的约束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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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促使其“按令行事”。因此，绩效评估呈现为“过程导向”a。NPM 兴起后，社会保障

管理在公共管理部门中得到重新定位、重视和拓展。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由此形成了“结果导向”

的操作性逻辑。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设置及专业人才的培养。这一

重大转折是对传统科层制社会保障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操作性偏误的矫正。

这种以结果为本的实践性绩效评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保障投入产出水平。然而，由于社会保障

制度的设立、实施、改革和优化是“镶嵌”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态变革过程中的，故

对社会保障的绩效评估并非是静态的，采用的方法也并不具有单一性 b。不同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形态需要不同的社会保障治理工具来与之相适应和相协调 c。在绩效评估的实践中，存在

着社会保障评估结果不透明、国民参与力度较弱、无视评估结果的运用或运用范围狭窄等现实

状况。这违背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中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由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治

理导向”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机制理论开始成为指导社会保障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

新理念 d。21 世纪头 10 年，“治理导向”在改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结果运用、提升社会保障

治理水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国家治理亦由“科层制”范式向“国家治理”范

式转变。这势必要求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应以“治理”为导向。鉴于此，社会保障

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已经成为绩效评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随着绩效评估在西方国家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创新，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逐步走向了法治化道

路。欧美典型国家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用法律和法规加以“约束”，并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形

成一种固化的长效机制。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领域，《项目评价工具》（PART）、《总统管

理议程》（PMA）以及《政府绩效与成果法案》（GPRA）相互协同，共同建构了美国联邦政

府对社会保障管理局（SSA）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估系统和法律保障体系。2010 年后，美

国联邦政府对 GPRA 法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和修订。这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社会保障绩效

评估的法律法规。至此，美国政府开始以法律法规为前提，以绩效评估来实现政府社会保障职

责的落实效率。英国在 1983 年到 2015 年间实施了《国家审计法》（National Audit Act，

NAA）、《中央政府产出与绩效评估技术指南》（CGOPETG）、《公共服务协议》（Public 

Service Agreement，PSA）等，对政府社会保障权责、政府社会保障项目、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

a  James W. Dean, David E. Bowen, "Management Theory and Total Quality: Improv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rough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3); Dollery Brian, Worthington Andrew, "Productive Effi-
ciency and the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Grants Proc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 South Wales Local Govern-
ment,"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 2000, 23(6).

b  Femke Roosma, et al., "The Preferred Role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European Welfare Attitude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4, 44(3)；王增文：《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

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年第 11 期。

c  Marc Fleurbaey, "On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Welfa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 
71(5)；江华等：《中国省际社会保障经济公平非均衡发展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12 年第 5 期；郑功成：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状评估与政策思路》，《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1 期。

d   王增文：《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结构变化、理念转型及理论概化——范式嵌入与法治保障》，《政治学研究》

2015 年第 5 期；Giles Paquet, Governance through Social Learning, Ottawa Press, 1999, pp. 214-216；朱俊立：《政

府购买社会保障扶贫服务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财政研究》2014 年第 11 期；林闽钢：《激活贫困者内生

动力：理论视角和政策选择》，《社会保障评论》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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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等方面实施绩效评估和绩效审计。日本于 2001 年制定的《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

律（评价法）》、澳大利亚于 1999 年制定的《公共服务法》（或称为《公务员法》），均以

法律形式进一步明确以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方式来促进社会保障的治理效率、公众满意度、转

移支付效率以及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

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法律保障和绩效治理举措的大力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绩

效。中国政界、学界随之开始关注、引入和推行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工具，并从政府权责、治理

效率、公众满意度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探寻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路径。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

国作为新兴市场体在 1990 年才正式提出“社会保障”一词。从 1990 年算起，中国社会保障的

实施不足 30 年，而真正关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问题不足 20 年。在近 30 年的时间内，中国社

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逐年增长。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工作

逐步展开。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已逐步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治理工具。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的要求。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严

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更为细致的要求。其中，政府职能评估分解指标中，

添加了对社会保障制度项目评估的指标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社

会保障绩效评估将更加科学，指标将会更加细化，开展将会更加深入。

在实践中，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环节涵盖了 3 种导向：过程、结果和治理。其发挥的功能分

别为检测、评价和矫正。如果各功能不能协同发展，会出现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格局。

那么，目前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治理的操作性实践所呈现出的是何种导向呢？本文将结合绩效评

估理论对中国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绩效治理的操作性策略与路径进行分析，以期对社会保障

绩效评估的操作性实践有所指导。

二、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实践性操作机理

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中的指标设置、绩效评估类型及评估方法来看，其均相对完善。然而，

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理论走向绩效治理的可操作性实践来看，这个过程还必须针对治理效率、

服务质量、公共权责、公众满意度等尺度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工具进行科学评估。鉴于理论性

指标存在着难以量化的问题，在现有理论指标转化为可操作性评估指标时，存在信息流失和选

择性偏误。这是社会保障评估理论转化为社会保障评估的操作性工具不得不面对的“元”问题

（Meta Problem）。

既有文献通过效率的高低和结果的优劣来考核相关主管部门的业绩，进而分析如何对其进

行问责，并努力探求社会保障各主管或实施机构绩效较低的致因 a。在现实操作中，社会保障

绩效评估方式本身不存在问题，即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过程中，不存在所谓

a   王增文：《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务的资源配置效率绩效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 年第 11 期；

Mariana Mohamed Osman, et al., "Assessi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towards Vulnerable 
and Disadvantages Group in Malaysia: Case Study of Perak,"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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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问题，往往作为先验条件或假设而展开。这种公理性的假设与现实是不符的，最终会

导致“结果导向”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无效性。如中国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中的公众满意度、

公共权责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直至目前权责依然模糊 a。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

估理论的完善并不能成为其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现实逻辑。这个转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丢

失、逻辑失真等衍生问题的操作性失误。

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各级社会保障科层制管理部门在既定时期内要从事社会保障治理、实

施和服务活动，是以“结果”为导向来对社会保障所有环节进行评估，在操作尺度上不具可行性。

而在科层制体制下，以“过程导向”来对社会保障绩效进行评估，评估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没

有实际意义。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需要逐步走向绩效治理。具体来说，在不同时期内，用最

具代表性的投入产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合理的绩效评估模型测度出社会保障各环节绩效。

哪些指标或者哪种指标体系能够作为社会保障运行尺度上的代理变量呢？从数理统计方法

论视角来看，开发、编制和遴选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本质上是评估指标的逐层分

解和细化的过程，类似于数理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从整个绩效评估的流程来看，

可以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分为 3 个关键部分：社会保障投入、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社会保障

执行完成的时间。实际上，针对 3 个关键性部分进行分解和细化，可形成二级和三级评估指标。

为防止各指标间存在的线性，需要将细化的指标进行聚类形成新的一级指标，然后以此类推，

直到形成一级指标体系。各一级指标总权重加总等于 1。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实践来看，评

估过程中的一级指标体系是社会保障所有环节的概述性指标，因此对一级指标的评估实际上是

对社会保障全面绩效的评价。各环节的局部绩效评估是在全面绩效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保

障的治理效率、服务质量、公共权责及公众满意度尺度上的精确性评估需求，进一步对二级指

标体系或三级指标体系进行分解和细化，从而对社会保障各流程环节进行评估，当然也可以继

续分解和细化为第四级、第五级指标体系。但从绩效评估的实践及操作性方面来看，一般分解

到三级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的开发、编制、遴选及相应评估模型的运用构成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操作性机

理。遴选出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本质上是用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障整体绩效。这些

指标体系和相应评估模型的运行结果能够代表社会保障各环节的实施效率。从数理统计的视角

来看，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来刻画总体的状况，只是全样本的一个拟合过程。它能够代表总体的

绝大部分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因此，样本代表总体的数理统计过程是存在信息丢失的。在

大数法则的运行前提下，部分丢失的信息也是样本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部分地代表总

体。同样，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的遴选过程中，亦存在信息丢失问题，即那些未被选中的

社会保障投入产出指标同样也是社会保障各主体权责与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社会保

障治理过程中，社会保障的决策或执行者往往会将可量化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作为绩效评估的

a   林治芬：《中央与地方社会保障事责划分与财力匹配》，《财政研究》2014 年第 3 期；何文炯：《论中国社会

保障资源优化配置》，《社会保障评论》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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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而轻视难以量化和未被选出的那些投入产出指标。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主要信息未被筛

选出，便产生了选择性偏误。

近 20 年以来，中国进入重视公平与民生统筹发展阶段。然而，所发生的一系列与社会保

障相关的“焦点事件”也透视出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焦点事件”

囊括了养老保险运行事件，如吉林通钢股权调整；医疗保险运行的横向公平性，如 2014 年《瞭

望周刊》记者对农村大病医疗现状的调查；工伤保险执行过程中的偏离问题，如 2010 年张海

超“开胸验肺”事件；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方面的风险事故，如 2007 年的“上海社

保案”。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保障在决策、执行和改革过程中所采用的是“自

上而下”科层制模式的纵向推进，而缺乏与“自下而上”国民参与式的社会保障“元治理”（Meta 

Management）模式相结合的结果，从而使得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

和行政实施效率等方面，而忽视国民利益诉求的水平覆盖率和制度本身的优化，致使社会保障

绩效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过程导向”趋势；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绩效评估过于注重“结

果导向”，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 a。

从绩效评估过程来看，2010 年以来中国开始注重“绿色 GDP”，并把绩效评估理念和方

法逐步引入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社会保障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使与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绩效评估相结合的“绩效晋升”范式，得以

促进政府一方面更注重经济的“绿色增长”，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的经济增长“引擎”

功能。对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选择会更加倾向于以上两个方面，即所有的评估指标中，

体现出的仍然是经济增长、官员晋升和财政投入等关键性指标。在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也集中体现为这些方面，而无视其他方面的协同发展。这使得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过于注重“结

果导向”和“过程导向”而忽视“治理导向”，绩效治理更无从谈起。中国社会保障绩效评估

由此进入了“窘境”。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全面了解和识别社会保障绩

效的生成、运行和演化过程，探寻和合理运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可操作性工具；二是要在社

会保障评估的不同阶段中，合理运用不同指标体系来形成更高效率的指标体系，促进社会保障

绩效评估能够走向绩效治理。

三、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

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绩效生成均有一个客观的路径。这条路径涵盖了社会保

障利益诉求、投入、运行、产出及公众满意度的基本流程。这条生成路径同时需要“嵌入”社

会保障整体治理情境。社会保障绩效的生成路径及各流程环节如图 1 所示。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与其他制度绩效评估的投入、运行和产出有相似之处。社会保障绩效评

a   参见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Femke Roos-
ma, et al., "The Preferred Role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European Welfare Attitudes from a Mul-
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4,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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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路径的第一个流程是国民社会保障诉求。与其他方面绩效评估不一致的是社会保障利益诉求

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国民而言的，而非某个区域性的群体或组织。把焦点对准国民的期待，把国

民的期待变成政府的行动是中国政府的追求目标。从中国国民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结果

来看，2011 年社会保障以 71090 票位居首位；2012 年以 256634 票位居首位；到 2013 年仍位

居首位。2018 年“两会”上，“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改革”“脱贫攻坚”“收入分

配”“教育公平”等社会热点备受关注。2019 年“两会”上，“社会保障”依然是最热点问题

之一。可见，当前阶段，中国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国民最期待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绩效产生的

原因根植于国民整体社会保障诉求的评估出发点，不仅仅在中国是如此，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来

源于这一诉求。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国家之一，其两个纲领性文件（《政

府绩效与结果法案》（CPRA）和《戈尔报告》或称《从繁文缛节到结果导向——创造一个更好、

花钱更少的政府》）均提到了“国民优先”的原则，特别强调“国民社会保障诉求”的重要地位。

2001 年韩国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以“公众满意度”作为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出发点。

作为福利国家的英国曾重塑社会福利绩效，1998 年以《现代地方政府：与国民站在一起》体现

了以“国民需求”为根本利益出发点，强调地方政府首先要重视区域国民的社会福利诉求。可

以说，国民的利益诉求是社会保障绩效运行过程中“出发性”要求，是社会保障绩效路径生成

的首要环节。它应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整个过程中贯彻始终。

图 1  社会保障绩效的生成路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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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民社会保障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保障各科层制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开始通过社

会保障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进行投入。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的第一个关键性环

节。在这个环节中，介入最多和最频繁的是政府的科层制部门。因此，投入要素中应包含各层

级政府中的实际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可能是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也可能是联邦政

府（或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还有可能是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命令或指示精神。

国民的社会保障利益诉求是由科层制机构“遴选”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最需要满足的社会保

障项目需求，比如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民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这些要结合目前中国公

共财政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及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路径生成的第三个关键流程为政策的执行或运行。其中，运行或政策执行

指的是社会保障各层级官僚机构或第三方治理部门针对社会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做的工作绩

效。这是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核心环节。若被过度强化，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便会呈现出显著性的

“过程导向”。此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利益诉求与人、财、物的投入是政府和社会组织

开展社会保障治理的前提和先决条件。而第四到第六个环节是社会保障各层级官僚机构需要将人

力和物力及财力、政府的层级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第三方组织治理部门所采集的国民社会保障

诉求一并纳入到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部门和第三方组织最高决策

部门将工作分解到需要进一步细化或执行的相关职能部门，即纵向细化分解或横向任务分解。然

而，各职能机构所落实的任务，并不代表权责一定会明晰。有些社会保障项目需要各职能部门协

同才能处理好或完成。从不同国家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过程来看，生成路径有两条：一条是专业职

能路径，另一条是多部门协同治理路径。第一条生成路径所涉及到的管理部门或治理组织相对单

一，基本上是由政府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完成，隶属于层级结构，或由“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机

构完成。中国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然而，实践逐渐凸显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弊

端，如部门间的社会保障事务交叉不能做到合理的沟通、协调和实施，而导致社会保障管理项目

“碎片化”“多头管理”“信息隔离”等“孤岛式”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模式。由于各部门间的信

息“孤岛”导致了各社会保障项目间的治理绩效缺乏协同性，因此，生成路径中，需要多部门治

理协同环节的第二条路径来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绩效。比如政府社会保障管理能够与社会组织的

社会保障治理做到协同，需要各主管部门能够预留可衔接的端口，接洽其他部门间的业务对接，

特别是在权责范围、社会保障资源可及范围以及政策的实施与反馈时间节点等方面，或者能够实

施社会保障治理的“大部制”，从而减少行政成本，提高社会保障绩效。

相对于第三方组织部门的绩效流程，政府部门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属于政府的整体行为。

从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路径来看，政府社会保障实施是一个内部性行为，国民并不能完全清晰

地把握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详细路径和具体环节。这在现代控制论中被称为“黑匣子”管理艺

术 a。在新公共管理理论（NPM）的冲击下，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均寄望于采用“黑匣子”的

a   主要是指下属单位或个人完成目标和任务的方法、手段及全过程活动，也就是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全部活动，不

为外部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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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艺术，以“结果导向”来对社会保障进行绩效评估，忽视“过程导向”的同步跟进和“治

理导向”事后反馈的绩效评估治理。同时，这个“黑匣子”在运行过程中，会存在较为显著的“潜

在绩效”，被“结果导向”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所丢弃，从而使得“治理导向”的绩效评估无

所适从。

投入运行各种社会保障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科层制部门及第三方组织部门的活动最终

会经过“黑匣子”的运行而导出实际效率，即流程四中的“结果”环节。社会保障绩效路径生

成过程中的结果环节是显而易见的。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下 a，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

的结果环节被误看作是绩效评估的全部。那么，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这一动态多环节的过程

几乎被绩效生成的结果环节及政府科层制的“过程”环节所代替，而以第三方组织为代表的“治

理”社会保障绩效环节被忽视，即“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逐步取代了“治理导向”。将

社会保障政府管理部门所辖区域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提升、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增加、社会

保障参保率的提高、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升等显性增量看作是社会保障绩效的全部。这最终导

致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过程中的各指标表面数字升降的评价。然而，“量”的提升并不能完全

代表“质”的同步优化，因为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决定了制度整体优化而非水平的绝对提升。

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还应涵盖其他生成路径中的各环节。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障整体水平，

包括缴费率、替代率、财政投入水平等指标的提升，必须与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人口

结构变动状况等相协同的要求，而非简单水平的提升。有时也涵盖了社会保障产出水平的“降

低”，即传统认同意义上的“变坏”。而这种“变坏”并不一定是坏事，这也许是社会保障结

构的运行需要进一步优化的表征。因此，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的产出流程中，除了社会保

障相关指标提升外，还可能出现如“低保”受助者绝对数量增长，而救助标准降低，“新农合”

参保率提升，而报销比率降低等负向效率。

“产出”仅仅是各治理主体对社会保障资源提供的一种直接性的“输出结果”。然而，

这种结果是否合理、有效才是健康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的关键。缺乏效果的社会保障治理，

仅仅是社会保障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部门一厢情愿的行为，并不能真正地消除或规避国民

的养老、医疗及贫困等方面的社会风险。因此，“效果”而非“产出”是社会保障绩效治理

的最后一个关键性环节。卢梭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全部应为公共的福利和幸福”。b

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效果”而非“结果”应成为社会保障科层制部门协同第三方组

织所应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更加突出的是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终极目标诉求。这种诉求与

中国政府所强调的人民期望是政府的活动，政府的活动最终又是满足人民期望的核心理论是

一致的。从中国近 10 年以来的社会保障实施进程来看，虽然社会保障“结果”增多，但从

a  David Osborne, "Reinventing Government," Public 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Review, 1993, 4(4); Christopher Pol-
lit, Greert Bouchaert,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10.

b  卢梭著，陈红玉译：《社会契约论》，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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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益来看，这却造成了部分地区公平性的失衡 a、制度瞄偏问题严重 b、制度存在较为严

重的利益转移等一系列问题 c。这与国民期望是相背离的，也是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路径中典型

的无效性治理和“有结果、无效果”的直观体现。社会保障治理作为科学管理的范围，其绩

效生成路径的过程亦会存在“PDCA 循环”问题（也称“质量环”问题），即社会保障绩效

制定和实施计划（Plan）、社会保障执行计划（Do）、社会保障绩效检查（Check）及社会保

障绩效纠正（Action）（如图 2 所示）。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 PDCA 循环是一个依次运行的科学循环过程。这种有机和有序使得任

何一个评估路径和环节过程的缺少，均会导致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无效性。社会保障绩效评估

的 PDCA 循环也是一个逐次升级的科学循环，每次回到新的社会保障计划（Plan）起点的新的

循环均需要社会保障治理部门（包括政府和第三方部门）站在更高起点上来满足国民的社会保

障新诉求和期望。此乃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PDCA 升级环”。

在公共管理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经常强调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

口及生态情境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均镶嵌于不同范式的情境管理中。社会保障

绩效生成路径亦是如此。离开管理情境的更超前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最终会导致现实绩效与理

论绩效生成的不一致性。因此，情境管理要素要始终贯彻于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整个路径之中。

图 2  社会保障绩效路径生成过程中的 PDCA循环

a   朱常柏、双传学：《失地农民公民身份及其社会保障公平性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Chen-
Khong Tham, Tie Luo, "Fairness and Social Welfare in Service Allocation Schemes for Participatory Sensing," Comput-
er Networks, 2014, 73(6).

b   王增文、邓大松：《倾向度匹配、救助依赖与瞄准机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的经验分析》，《公共

管理学报》2012 年第 2 期；Hsiu-Fen Hsieh, et al., "Social Welfare Utilization and Needs of Older Adults in Taiwan: 
Survey Research," Nursing Outlook, 2014, 62(6).

c  Alan L. Gustman, Thomas L. Steinmeier,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on Benefit Claiming, Retirement and Sav-
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5, 129(5)；王增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 “ 边缘群体 ” 利益转移问

题研究——以 “ 东莞模式 ”“ 苏州模式 ” 和 “ 郊区模式 ” 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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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和“过程”导向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操作性实践的局限性

“过程导向”曾与科层制捆绑在一起，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实施方面体现了较高的行

政效率，但在实际保障效果方面，显得明显不足。“过程导向”的操作性实践会产生只管“投入”

不管“产出”的无效评估状态。因此，产生了新的“导向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其核心

和精髓便为“结果导向”。这一度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评估方式 a，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较

大的缺陷。

（一）无视社会保障的绩效生成路径

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操作性实践中，“过程导向”注重的是社会保障的投入和社会保障

制度的执行过程，而无视社会保障的产出或结果，并不会注重社会保障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最

终会导致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无效性。而“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实践亦是忽视了社会保障绩

效生成路径。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绩效评估过程中，需要遵照相关制度确定社会保障的职能划分、

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的管理流程以及不同社会保障部门间的协同性治理流程，在规定的时间内来

协同社会保障资源，推进制度的实施。这个完整的路径便是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在实践操

作过程中，要么依赖于科层制的行政命令加以推行，而忽视结果，于是便产生了“过程导向”

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实践性操作模式；要么过于依赖于管理学中的“黑匣子”理论，无视社会

保障绩效生成过程，转而完全聚焦于制度的产出“结果”，于是便产生了“结果导向”的社会

保障评估实践操作模式。

（二）忽视起始端的社会保障绩效投入要素

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过程导向”中，科层制的各层级政府大都会因为公共财政资源的有

限性而采用部门预算的方式展开，过于强调和突出不同年度财政部门的拨款方式、社会保障预

算的可及性等方面，而对于社会保障的产出结果关注甚少。为了规避这一现实的弊端，新公共

管理学派开始倡导“绩效预算”（Performance Budgeting）和结果导向治理的绩效评估理念。社

会保障绩效高的部门获得的预算投入会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产出

效率。然而，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由于完全囿于显性的“结果”而无视“结果”产出的投入基础，

而产生了本末倒置的状况。很多社会保障投入产出的指标体系中，尽管数量可观，但实际中，

社会保障水平反而降低。例如，社会救助面扩大，救助人数增多，但救助力度下降；养老保险

参保率提升，而实际生活保障水平却在下降；医疗保险投入力度增加，而报销比例却在下降；

等等。进一步看，部门间为了“结果”，大多采取“逆向选择”行为，变成了为获得“结果”

而“不计成本”的不合作博弈行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示出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实际性操作过于

注重结果产生的危害丝毫不弱于传统科层制所倡导的“过程导向”模式。而后期缺乏不同情境

下“治理导向”的运用，使最终结果仍然不理想。

a   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管理》，《政治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尚虎平：《政府绩

效评估中的 “ 结果导向 ” 的操作性偏误与矫正》，《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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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实践操作性结果（Result）和效果（Effect）混淆

社会保障治理领域中，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经常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实践性操作结果与

效果相混淆。2011 年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率已达 96% 以上。按照这个标准，中国

农村地区仅有 2800 万人口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而从《瞭望周刊》的记者调查报告来看，数

值远不止于此。a 新农合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责任边界模糊，新农合与医疗救助不能做到合理

有效的衔接。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当时隶属于不同的部门来实施和管理，且各级政府间存在相互

转嫁责任的道德风险。从新农保的执行状况来看，其制度覆盖率已达 100%。从“过程导向”

和“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视角来看，其投入产出效率是最优的；然而，从“效果”视角来看，

新农保替代率水平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倒挂”。这违背了新农保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目前新农保制度对农村居民的保障作用仍然是制度意义大于制度本身的内涵 b。社会保障为最

核心、最基础的民生工程。国民对其诉求就是其治理效果的提升和优化，即劳有所得、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

（四）丢弃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过程中国民诉求指标体系

从实践操作的便捷性出发，社会保障绩效评估通常选择易于量化的显性指标，用数据来支

撑政策性指标。依次导向便筛选出了可量化指标体系来完成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投入-产出指

标体系。从实践操作性流程来看，该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路径并无漏洞。但是，投入指标体系

中却遗漏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需求因素，因为不同于其他政府项目，社会保障的利益出发点

及落脚点是每一个国民的利益诉求。由此，“自下而上”的社会保障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必不

可少的。如果在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忽视国民的社会保障诉求，而从其他有利于政府本

身的管理行为，遴选出的社会保障指标评估体系便不具合理性，更不具合法性 c。从《中国政

府绩效评估报告》所推荐来自于东北、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 7 大区域的 42

种模式来看，其辖区内国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均无一得到体现。d 丢弃了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出

发点和本质，片面追逐社会保障的产出“结果”，即使数据再完美，也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的

社会保障利益诉求及满意度。因此，应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中加入“自下而上”的国民社

会保障诉求指标体系。

（五）治理情境未嵌入到整个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之中

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绩效评估作为社会保障治理的一种工具，应该适应和匹配于

整个社会保障的治理情境。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治理情境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a  潘燕：《“ 十一五 ” 开局之年新政策盘点》，《瞭望新闻周刊》2012 年第 1 期。

b   张川川、陈斌开：《“ 社会养老 ” 能否替代 “ 家庭养老 ”?—— 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经

济研究》2014 年第 11 期；程令国等：《“ 新农保 ” 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经济研究》2013
年第 8 期；张川川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

《经济学（季刊）》2014 年第 3 期。

c   艾伦·沃尔夫著，沈汉等译：《合法性的限度》，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0 页；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

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127 页；王增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超额支出：测度与评价》，《社会保障评论》2017 年第 2 期。

d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课题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报告》，2009 年，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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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能够将社会保障利益诉求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传递给社会保障相关部门，形成

社会保障绩效诉求；（2）在《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社会保障法律、法

规前提条件下，政府和第三方组织能够有效地执行社会保障政策；（3）政府和第三方组织

能够运用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治理工具和平衡计分卡（BSC）、AHP 分析、PCA

分析及模糊评判等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工具；（4）依据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来实施社会

保障制度能够成为常态，而绩效评估成为社会保障治理的有效执法工具，取代“结果导向”

和“过程导向”的超越法律的行事，而以“治理导向”贯彻始终；（5）社会保障绩效评估

应该与社会保障绩效预算相对应，推进社会保障预算的“硬约束”；（6）社会保障绩效评

估指标体系的选择应体现出整体性、部门性及组织性特征，不应涉及对某领导或个体的工

作绩效判断。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建立历程不过 30 年的时间，期间还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

而绩效评估的实施也不过 10 余年。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过程中，并未嵌入治理情境。这与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做法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还应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

情境，并在绩效生成路径中嵌入，从而使得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能够走向绩效治理。

五、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绩效治理的操作性策略与路径

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公平的视角来看，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工具。

这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性的基本理念。如果能够通过对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存

在的偏误进行合理的规避，并嵌入适合国情的治理情境，使得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能够走向绩效

治理，那么将会大大提升社会保障的效能和整个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因此，本文给出社

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绩效治理的可操作性策略与路径。

（一）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的投入端融入国民社会保障诉求指标体系，提升其社会保

障需求表达和治理能力

习近平 2015 年新年贺词中提出了“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

活的现实”的承诺。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绩效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

功能性作用，全面获取对社会保障绩效的合理诉求。可以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

结合的模式来全面获取信息。从实现形式来看，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如社会自组织、随机抽

样调查、电话寻访、实地调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新的媒介“互联网 +”的社交媒

体展开，如 QQ、微博、微信等方式。这种媒介比传统组织方式更具优势。因为在“互联网 +”

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利益诉求不再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所有参与国民在互联网环

境下均是平等的。因此，传统方式与“互联网+”模式的有效结合将会进一步培育出国民的合理、

合法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利益表达能力，从而形成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利益表达机制，最终会

更大程度上提升社会保障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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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塑社会保障投入产出绩效评估体系，纳入更多能够反映实际保障“效果”的服务

性指标

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发源地——美国的发展趋势及演进路径来看，社会保障投入产出

评估指标体系的选择最初都是以效率评估为基础，通过绝对数字的大小或正负来评判社会保

障工作服务水平的优劣和高低。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兴起，以数字为导向的投入产出评估

模式被“结果导向”所取代，也就是只是观察产出。社会保障产出水平越高，社会保障绩效

就越高。比如，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社会保障投入力度等。然而，这些指标

能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落后于经济发展还是超前于经济发展，保障力度是否越高越好，制

度是否具有激励性和公平性，制度设计是否存在“福利依赖”等问题均没有考虑到。随着城

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的推进，未来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方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相

关要素必须考虑，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应以成本会计的模式纳入到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路径中的

“投入”流程端。

（三）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依托，将其贯穿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整个过程，并发掘其

中的“潜绩”

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治理绩效视角来看，无论是欧洲国家所采用的通用评估框架范式

（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还是美国所采用的 DEA 二次相对收益评估模型，均回避

了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中间过程。中间过程以“黑匣子”来代替，这从绩效评估方法本身的运

行来看是合理的。但是，采用“黑匣子”来回避整个绩效生成过程的做法本身不是公共管理科

学问题解决的范畴。从公共管理学实践的操作性路径来看，完善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应涵盖整

个社会保障绩效生成的所有流程节点，而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过程恰恰是绩效评估的核心环节。

在社会保障绩效生成过程中，是否客观、合理和有效还是需要检验的。如果社会保障的运行是

建立在“劫贫济富”的基础之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医疗报

销额度的提高同时伴随“医药费”上升更为迅速等状况，那么，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就完全违背

了绩效生成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公共产品特征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这种“潜绩”是存在的。

因此，在推行“治理绩效”的过程中必然要求社会保障治理部门打开绩效生成路径中的“黑匣

子”，正面应对“黑匣子”中的“潜绩”问题，使得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能走向绩效治理。正确

解决绩效生成环节中社会保障的现实问题，使其实践操作更具“科学性”“合法性”和“公共

产品”特征，最终达到“善治”。

（四）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路径中，通过“自下而上”的国民参与获取以“满意度”与“认

可度”为基点的评价“效果”而非“结果”

以“科层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中，更加注意的是投入运行进程，而非国民

对实际执行效果的“满意度”或“认可度”。这主要是基于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社会保障部门

几乎无一例外将其所认为的“有利”绩效结果作为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产出”，对于实践中“不

利”的“产出”不予理睬。社会保障绩效治理几乎不能进行。因此，只注重社会保障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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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而无视其治理体系、治理结构以及治理范式的优化是不可取的。社会保障产出要么上升

要么下降，这样一种简单的评价，对于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与结构本身优化并无实质性意义，

对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绩效治理并无帮助。如社会保障覆盖面达 96%，养老服务床位增加

96万张、社会救助人数提高20%等表面性的“正向”增长，其背后可能存在较强的“劫贫济富”

的歧视性行为或社会保障政策的利益转移问题。这种评估会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因为其并不能

反映资源的真实配置结果。因此，在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过程中，对所有社会保障产出性“结果”

需要进一步加入“满意度”“认可度”为主观性指标的“效果”评估，从而促进社会保障治理

部门从单一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走向多维的社会保障绩效治理。

（五）治理情境要嵌入整个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流程中，使社会保障能以单一的绩效评估

走向多维绩效治理

绩效评估作为社会保障治理的一种工具，应该适应和匹配于整个社会保障治理情境中。因

此，可以在既有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情境条件下，发掘和利用中国本土化的适合中国情境的社

会保障绩效评估模式和绩效治理模式。建立“自下而上”的社会保障国民参与机制以及满意度

和认可度的评估指标体系，从而能够将国民社会保障利益诉求作为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治理导

向。在不同区域的现实经济、社会、文化、法制和生态等“本土化情境下”，遴选适合本区域

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区域间可以根据本区域的情境相互借鉴、参照但不能机械模仿。

由于《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经推行，社会保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执法工具，

必须依法执行，即做到依法评估。从效率及公平治理绩效的视角来看，社会保障绩效评估的实

际效果应该要和社会保障预算相协同，需依据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效果的优劣来决定社会保障财

政拨付顺序及拨款额度。

The Path to Operational Social Security Performance Governance
 

Wang Zengw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s the key link to promoting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1980s, with the emergence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ocial se-

cur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s the core project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 operational one. Meanwhile, three guiding logics have emerged: pro-

cess-oriented, outcome-oriented and governance-oriented. Judging from the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logic of outcome-oriented is dominant. In fac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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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security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of scientific governance. The performance can be evaluated in 

terms of people's claims and needs, top-level design, operating mechanism,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ll of which are forming, transforming and shap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process-oriented" and "governance-oriented" evaluations are more implicit, while the "out-

come-oriented" evaluation is more explicit. If too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outcomes", operational 

errors will inevitably arise. Therefore, for the purpos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t is a systematic pro-

ject and a critical task to fully review the top-level design, operating mechanism,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hape all the links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under different governance situations an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odel of 

social secur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guiding logic; governance-oriented; system-

atic project; implici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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