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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协调法的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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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欧洲多层治理环境推动了治理工具及机制创新。
“开放式协调法”便是因在欧盟就业政策中的成功运用而在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得到充分肯定的新的治理工具。开放式协调法的产生经历了卢森堡、加的夫、科隆、里斯本等
进程，其运作包括了制定行动方针、设置比较基准、制定具体发展目标及行动措施、定期监管及相互学习等四个步骤。开放
式协调法的特点在于它融合民主参与与政治参与为一体、平衡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缓解了一体化与个性化的矛盾。继在就
业领域中成功运用后，开放式协调法在教育和社会包容政策等“政治敏感”领域中的运用中也颇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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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是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
区域一体化最为成功之地。欧洲一体化形成了区域一
体化的典型模式，德国学者海因茨·熊普夫指出，欧洲被称
为一种独特的模式，其核心在于治理。欧洲治理意指在欧洲
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其内容包
括：以经济互利为基础，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在成员国的
关系上坚持平等、协商、妥协、互相让步的原则；坚持法治
精神、规章制度和法律优先；坚持民主制度和保护人权的原
则；坚持务实原则和灵活原则 ；注意地区差别和地区发展不
平衡的结构问题，增强联盟的团结和凝聚力［１］。这些独特的
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是在欧洲独特的多层级的环境中产生的，
并且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与深入，治理的方式、手段也不
断得到创新与发展。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在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
“开放式协调法”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ＭＣ，
也称公开协商方式）因其在欧盟就业政策中的成功运用而得
到了充分的肯定，并作为在多层治理环境中新的治理工具被
推广到其他如教育、养老、社会融合等“政治敏感”领域。本
文阐述开放式协调法的产生、特点及其主要的应用领域。
１、开放式协调法的发展历程
开放式协调法是在欧盟就业政策改革中形成的。尽管它
在里斯本会议上得到了正式肯定，但其产生过程却经历了卢
森堡进程、加的夫进程、科隆进程等一系列由零星的治理理
［２］
念不断系统化的探索过程。
１．１ 卢森堡进程。长期以来，欧盟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１９９０ 年欧盟平均失业率为 ８．１％， １９９４ 年上升到 １１．２％， １９９５
年平均失业率达到 １１％。１９９６ 年，欧盟 １５ 国就业人口近 １．５
［３］
亿， 失业人数却突破 １８００ 万，失业率达 １０．９％。
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欧盟理事会 １９９７ 年在卢森堡欧盟首脑会议上制定了
一项就业战略，明确指出在此后的 ５ 年中，就业率要从 ６０．
［４］
４％ 提高到 ６５％，与此相应，失业率则要降到 ７％。
卢森堡进
程的意义在于设置欧盟就业战略目标以解决欧盟经济发展中

的持续性就业率低的问题，转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业政策框
架中的治理概念，使治理更具科学性、更人性化。在卢森堡
进程中，开放式协调方法的几个核心概念，如：制定行动方
针、提供最佳实践等就已初露端倪。
１．２ 加的夫进程。时隔一年，为了提升欧洲经济的竞争
力，欧盟理事会又制定了一种协调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这一
新手段旨在鼓励欧盟各成员国积极改革生产和资本市场，促
进劳动力市场的现代化。为了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加强成
员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平衡利益的分配，卢森堡进程的治理
新理念的应用维度也由就业领域扩展至加的夫进程的工业、
农业、渔业、运输、能源、发展、国际市场等九大领域。正
是在这些不同领域内的合作中，成员国间协调的理念得到了
发展，奠定了开放式协调法的协调性的基础。
１．３ 科隆进程。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在科隆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
对开放式协调法的诞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议的一
项重要议题就是对卢森堡进程中提出的欧盟就业战略的实施
状况进行回顾，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各国首脑表达了
进一步完善欧盟就业战略的决心，与此同时，欧盟理事会也
承诺将在治理方式上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力图加强宏观
经济领域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及党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实
现经济的稳步发展。至此，合作的观念在治理领域逐步被认
可。
１．４ 里斯本峰会。及至 ２０００ 年里斯本欧盟首脑会议召开
之时，开放式协调法在就业领域内的应用已有 ３ 年，逐步趋
于成熟，欧盟的就业率也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５９％ 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３．３％ ；就业人数年增长率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０．１％ 转变为 ２００１ 年
的 １．７％，仅 １９９７ 年到 １９９９ 年三年间就业人口就新增了四百
万；女性就业比例也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８．４％ 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５２．
６％；大龄职工就业率从 ３５％ 攀升为 ３６．９％；失业率则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１．１％ 降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４％；２５ 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也从
［５］
２２％ 跌至 １６．４％，长期失业率缩减了 ７１．６％。
开放式协调法
在治理就业领域所取得的显赫成绩引起了欧盟理事会的注意，

作者简介：赵叶珠（１ ９ ６ ４ － ），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欧洲高等
教育政策。
胡世君（１ ９ ８ ３ － ），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２ ０ ０ ７ 级硕士研究生。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

欧盟治理的新工具

创新管理
因而，在里斯本战略中，开放式协调法顺理成章地得到欧盟
理事会的力荐和热捧，其应用领域也逐步地从就业领域扩展
至教育、养老等“政治敏感”领域的治理过程中，担当协调
各成员国发展的重任。
２、开放式协调法的运作
按照欧盟的惯例，政策的执行通常遵循着自上而下的线
性程序，即首先由欧盟委员会制定政策，然后各成员国将欧
盟委员会的精神传达给本国相应的机构，最后再由各国机构
将政策信息传达给相关人员。由于欧盟特殊的政治结构，各
国发展背景迥异，当涉及到关乎国家主权的特殊领域时，依
照惯常的治理理念，欧盟层面根本无法插手。譬如，在 １９９２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明确规定，成员国政府对教
育的实施、组织、内容的确定等担负主要的责任，而欧盟的
行为只是在其中起着一种沟通、联系和催化作用，只有当欧
盟成员国通过内部对话或合作仍无法达到欧盟所提出的建议
［６］
或目标时，欧盟才可以采取行动。
然而，随着欧盟政治、经
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在一些“政治敏感”领域的合作趋势
势不可挡，欧盟也急需加大对这些领域的监管力度，因而寻
找一种合适的治理工具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开放式协调法运应而生，它将政策执行过
程转变为一个非线性的、循环的过程，它鼓励不同参与者的积
极合作，认可各利益相关者在相关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要
求各成员国政府与社会利益相关者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鼓励
信息交流。开放式协调法在实际运作中包括了四个步骤：第
一，制定欧盟层面的行动方针，并列出每一成员国实现其短
期、中期以及长期目标的时间表。第二，制定合适的定量及定
性指标，并设置基准用以比较各国的改革成效。第三，在充分
考虑各国、各地区差异性的基础上，再根据欧盟层面的行动方
针制定出具体的发展目标以及需采取的措施。第四，通过定期
［７］
监管、成员国间的互评等方式以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由此可见，开放式协调法与传统的治理方式的异同：两
者均是由欧盟委员会制定相关的行动方针，经欧盟理事会审
议后再下放给欧盟各成员国。但在后续的进程中，开放式协
调法与传统的治理方法的差异就立刻凸显：在开放式协调法
中，各成员依据欧盟委员会制定的行动方针，在参考本国国
情的基础之上，再制定本国的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各国对
行动方针具有解释权。随后，各国将本国制定的具体行动计
划反馈给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再依此起草联合报告，从而
为欧盟委员会制定新的具体行动方针提供参考，至此，完成
［８］
了一个完整的运作循环。
３、开放式协调法的特点
开放式协调法经历了卢森堡进程、加的夫进程及科隆进
程的积淀，最后成形于里斯本欧盟首脑会议。由于欧盟特殊
的政治背景，其诞生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开放式协调
法也曾遭遇过阻挠与质疑，然而正是在一轮轮的博弈、一场
场的论战中，开放式协调法的特点逐步地显现出来了。
３．１ 民主参与与政治性参与的博弈
在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谓的社会参与几乎被欧盟
委员会、欧盟理事会、以及国家政府官员所取代，政策的制

定者和实施者界限分明，理想的民主参与难以实现。然而开
放式协调法一改政府官员一统天下的局面，它不仅为国家政
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组织提供了参与到整个改革进程中的平
台，而且它将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各利益相关者均纳入其
中。如开放式协调法在应用到教育领域时，除欧盟委员会层
面的积极参与外，其他利益主体如欧洲委员会、欧洲大学联
合会以及学生组织均作为参与主体被纳入到整个行动计划之
中，体现了开放式协调法的民主参与性，这可谓是开放式协
调方法的一大突出优点。
３．２ 合作与竞争的平衡
开放式协调法在很大程度上一种柔性（ｓｏｆｔ）治理工具，
与经济货币领域内传统的刚性法律程序截然不同。欧盟委员
会设置了一系列的基准以评估各成员国的改革成效，通过评
估，不但可以增强各国的竞争意识，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
围，最终实现将欧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
的目标，同时可以使成功的改革经验广泛传播，有效地促进
各成员国间的相互学习与合作，这与欧盟建造社会性欧洲的
决心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制定的行动方针并
不带任何强制性，各成员国间展开的评估活动也并非指令性
政治行为。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ｕｃｋｅｔ 指出，即使欧盟各成员国未达到
［９］
欧盟制定的发展目标，欧盟层面也不会施加任何压力。
因而
开放式协调法较好地平衡了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在竞争中寻
求合作，在合作中体现竞争。
３．３ 个性化与一体化的较量
开放式协调法高度重视各国的自主决定权。在应用到治
理过程中时，开放式协调法并未制定“放之所有成员国而皆
准”的具体行动目标，它仅从宏观的角度拟定行动方针，各
成员国作为政策的实施者，在执行具体政策时，有权从本国
国情出发，制定体现本国特色的改革政策。Ｍｏｓｈｅｒ 和 Ｔｒｕｂｅｋ
在其撰写的文章中也指出欧盟层面并无权干涉各成员国的具
［１０］
体发展目标。
然而这种自主决定权并不是绝对的。实现欧盟
一体化是欧盟各政治力量矢志不渝的追求，因而在强调个性
化的同时，各成员国的改革政策的最终指向目标依然是促进
欧洲的一体化，开放式协调法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在共同的
大目标下，各国可以有自己的小目标。因此，开放式协调法
为各成员国发挥其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４、开放式协调法的应用现状
开放式协调法滥觞于就业领域。自 １９９７ 年开放式协调
法正式在就业领域运用以来，无论是在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上
还是在促进各国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上，开放式协调法都显示
了其无可取代的优越性，因而随后被推荐至一些“政治敏感”
领域，目前在教育领域、社会包容和养老领域里开放式协调
法的使用也卓有成效。
以教育领域为例，在里斯本欧盟理事会上，各国首脑号
召教育部长们对欧盟教育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行规划，要求各
成员国在提升欧盟竞争实力这一共同的目标下，再依据本国
发展的特殊背景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并表达了希望能在次
年的春季理事会议上形成一份关于教育发展的综合报告的愿
望。随后，在各成员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题为
“关于教育体系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的报告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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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在此报告中，提出了欧盟教育未来发展的三个目标，
一是提高欧盟教育以及培训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二是使终身
学习成为每一个欧洲公民的权利，三是使欧盟教育、培训体
系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报告提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在斯德哥尔摩欧盟理事会上正式通过，在这
次会议上，各国高层就能否起草出更为详细的教育发展计划
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次年 ２ 月，在“关于教育体系未来发展
的具体目标”的报告的基础之上，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更为详
尽的计划并上交给同年 ３ 月于罗塞罗纳欧盟理事会。至此，
开放式协调法这一新的治理工具正式地被应用到教育领域。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开放式协调法在影响广泛的博洛尼亚进
程中的运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开放式协调法在社会包容政策中的运用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尼斯欧盟理事会。会议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方针，并起草了
国家行动计划，２００１ 年 ３ 月的斯德哥尔摩欧盟理事会在尼斯
会议的基础上，制定了评估指标以判断改革的成效，完善了
开放式协调法在社会包容政策领域内的运用。社会包容政策
体现了社会制度体系对于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社会成员及其
所体现的社会行为的接纳和认同，因而，开放式协调法自应
用到在社会包容政策中以来，其定位始终指向在短期内改变
公民个体的行为、优化社会结构的政策。在国家行动计划的
实施状况、年度报告的公布情况、双边学习的进展、行动方
针、核心指标以及基准的实施水平这六项评估指标中，与就
业领域取得了同样的好成绩。
５、启示
开放式协调法开创了治理领域的新纪元。作为一种新的
柔性治理工具，开放式协调法的形式与内容都是处于不断地
变化之中，无论是在制定各成员国的改革行动指南上，还是
在执行成员国间的互评和最佳实践经验的传播上，都是处于
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尽管其在最初的应用过程中，遭到了
各种质疑，然而实践却证明了该治理工具的优越性，因而逐
步得到推广。开放式协调法在欧盟多层治理环境中的成功运
用，无论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内政政策的制定也颇具启发
意义。如，在一些政治敏感领域的多边及双边合作中，可在
共同的“互利互惠双赢”的目标下，运用开放式协调法就亟

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公开协商。在内政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
阔，南北经济差异较大，因而在改革中尊重各地区的差异性
至关重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国内的不同地区之
间，开放式协调方法都具有十分广阔的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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