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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正在改变 政府与社会 的传统关 系模式。治理,

作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状态下, 重 新配置 社会资 源的新 方式, 已经成 为政府 改革的 目标模式 之
一。信息化时代的治理模式, 促成了政府职能的演变。同时, 在信 息技术发展 的刺激下, 出现 了电
子政府的概念, 成为支持信息化时代治理需要的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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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是近十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频繁使用的政治经济新概念之一。治理概念的
使用虽然源于社会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效, 但它既不否认政府的合法权威, 也不排
斥社会和市场的自发组织机制, 而是把这两者概念重新组合起来。有效的治理是建立在政府
和市场的基础之上, 对政府和市场手段的综合与补充。政府在治理环境中, 发挥着新的作用。

一、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新作用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 1995 年发表的题为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认为, 治理
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因此, 政府与治理的关
系是, 政府是治理环境中的机构主体之一, 政府管理活动是治理过程的一方面。治理的最高标
准是达到所谓的善治, 也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其 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
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
态 [ 1] ( P8- 9) 。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新作用包括:
1. 调整政府职能, 承认公民社会在治理环境中所应占据的地位, 并积极地引导和培育公
民社会的成长。一般而言,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 这一领域
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 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
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2] ( P64) 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
和沟通渠道, 可以传送各个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需要, 表达社会群体的利益, 进而可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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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政治沟通。因此, 公民社会在治理过程中占据着与政府同等重要的地位, 政
府应该意识到现代公民社会的这种发展趋势, 主动转变职能, 摒弃对市场和社会公共生活进行
全面干预的传统思维, 找到适度干预的适当位置。
2. 增强公民社会内部的交流与互动。英国学者罗茨认为, 治理是一种自组织网络, 政府
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在此网络中除政府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的行为者, 公共的、
私人的以及自
愿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灵活了、
模糊了 , 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协商共同目的的需要导致了 网络
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 。网络中的治理主体即组织的关系是相互依存, 以互相提供服务作为联
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 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使自己对治理结果的影响最大化又避免
依赖其他活动者, 需要相互交换资源( 包括资金、信息、技术等) 。政府管理者应该满足自组织
网络的这种需要, 建立专门的机构来提供服务, 鼓励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 并利用该网络改善政府的管理结构。[ 3] ( P94- 96)
3. 与 第三部门 合作, 共同达到善治目标。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 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
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
公民组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
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
来的运动等, 它们又被称为 第三部门 。[ 4 ] ( P327- 328) 对于第三部门的兴起, 美国学者萨拉蒙
认为其成长于 国家失效之时 , 提出福利国家的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等四种危机促成了
第三部门的兴起, 而通讯革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对这种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政
府解决这些危机的功能不足和失效, 它有必要同第三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第
三部门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它所能锻造的同国家的关系。第三部门组织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同
政府的妥协办法, 在得到政府足够的法律和财政支持的同时又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
权。[ 5] 因此, 政府与第三部门在治理过程中相辅相成。为求得第三部门的支持以弥补功能不
足, 政府应使其管理活动民主化和公开化; 为求助于政府的公共权威以达到活动的目标, 第三
部门也必须与政府充分合作, 以构建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新颖关系。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对构建以这种新颖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改革模式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二、信息化时代政府职能的演变
传统社会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明显的不平衡状态, 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信息和社
会资源。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 随着公民社会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成长, 这种不平衡状态得到了
有力的改变, 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20 世纪 60- 70 年代,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浪潮的奔涌, 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总量成几何级数地扩张, 公民社会日益壮大, 第三部门组织
的种类和数量也迅速增长, 给传统的政府管理过程造成新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 信息化时代
的政府呈现出一些积极的演变趋向:
1. 信息技术的发展, 加速了政府职能演变的进程, 使 小政府、大社会 模式的实现成为可
能。互联网的普及应用, 为信息化时代政府的高效运作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也让社会能够共
享政府所拥有的信息资源,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摆脱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必须由政府
担负的信息支持和社会协调工作, 减轻了政府负担, 简化了政府职能, 相对也就突出了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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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功能, 有利于刺激公民社会的成长, 便于在新的治理环境下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负责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 显示, 中国互
联网络的信息资源急速扩张, 截至 2001 年 4 月 30 日, 中国互联网络的域名总数为 692 490; 网
站总数为 238 249; 网页总数为 159 460 056; 在线数据库的总数为 45 598。[ 6] 另外, 还有国际互
联网络的海量信息。社会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 为政府简化职能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
2. 信息化将极大地提高政府职能部门的运行效能, 有利于简化办事程序, 精简人员和机
构, 降低行政运作的成本。传统科层式的行政组织结构虽然提高了官僚机构的效率, 但受信息
技术的制约, 其信息的处理和传递并不顺畅,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差, 有走向僵化、
臃肿的固
有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官僚科层制的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持。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中间
管理层次的减少和职能的弱化。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 中间管理层处于决策管理层和基层部
门之间, 其作用是将来自基层的信息进行筛选, 然后向上传递。另外, 其自身也具有收集和处
理信息的功能。中间管理层的作用有正反两方面, 积极的方面是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 可以
减轻决策管理层的负担, 使领导部门不致于湮没在大量的原始信息当中, 提高了决策领导部门
的决策效率; 消极的方面在于它延缓了信息的传递速度, 有时出于部门本身的利益需要, 还会
导致向上传递的信息失真。
在信息化社会的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 中间管理层在信息系统中的消极作用变得无法容
忍。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发展, 领导决策部门可以直接收集和处理大量
的原始信息和二次信息, 将社会信息资源相对集中于决策层, 对中间管理层的依赖减少, 从而
弱化了中间层次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外, 中间层次的减少, 意味着决策部门管理的幅度
较以前大为拓宽, 能够经常同基层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了解社会的动态和意图, 有利于决
策民主化程度的提高, 有利于提高治理过程中政府与 自组织网络 中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性。
3. 信息技术的发展, 有利于政务公开和政府过程的透明化, 加强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对政府
的监督, 减小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的可能性, 使政府决策过程走向公正与合理; 同时扩展了公
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与渠道, 从而能够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使政府
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利于降低治理失效的可能性。例如, 北京市现有 300 多万网
民, 占北京市人口的 1/ 4。根据这种情况, 市政府计划 2001 年底之前实现 15 个部门的网上审
批, 到 2002 年底, 所有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都可以实现网上审批, 以此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市民
在网上了解政府工作、
利用网络实现部分政府职能的愿望。[ 7]
4. 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应用, 使政府职能的运作类型由管理控制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化。随
着大量社会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网络化,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会日趋弱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求政府进行自我角色的重新定位。比如, 政府在强化信息引导职能, 实现对社会的间接管理
的同时, 可以借助于计算机网络的资源共享功能, 将部分社会性、公益性和自我服务性的事务
性工作通过合同、
授权或直接委托的方式交予社会非政府组织完成, 借此促成信息化时代治理
主体的多元化, 刺激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完善。
5. 政府的职能总量可以通过网络在政府间进行重组调配, 以实现职能的合理与优化。政
府的职能是政府所掌握的政治性资源, 在传统体制下, 政府职能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结构进行
条块 分割, 这种分割使许多职能资源受到不必要的闲置和损耗, 也成为地方和部门本位利益
保护的催化剂。在信息化时代的治理中, 面对通过计算机网络渠道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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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政府将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 不断整合地方间、
部门间的资源和行政过程。在此过程中, 势
必不断打破传统体制中的地方保护、部门分割和级别界限, 满足公民社会对政府的一体化要
求。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部门与之协调的不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政府部门, 而是政府的整体。
政府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交给社会一个接口, 治理过程中需要政府解决的各种问题, 只要通过
特定的接口完成输入过程。至于具体由哪个政府部门承办, 不在公民和第三部门考虑之列。

三、信息化时代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电子政府?
为了应对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变迁和治理需要, 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
最常用的新概念: 电子政府( E- government) 。目前, 对电子政府的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不
管对电子政府的含义理解如何, 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 即信息技术对政府管理必然产生深刻
影响, 同时, 政府管理本身的发展进程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 并能够为应用软件的开发和信
息技术的进步提供社会动力。但是, 这两者相互作用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比如在电子政
府这个概念上
是信息技术仅仅作为技术工具而对政府的治理活动诸环节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还是信息技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手段, 将重新整合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以及所借
助的社会资源? 当前国内对此存在两种看法。其一是信息技术对政府管理的作用是影响, 政
府管理对信息技术应该是 接纳 和 应用 。[ 8] [ 9] 另一种看法是, 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而言,
电子政府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概念, 而且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电子政府的核心也不是技
术, 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政府新的治理模式。[ 10]
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 各自遵循自身的逻辑发展演进, 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是功能性的, 而非必然性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它们各自作为独立的系统, 其输出之间的
必然关联。信息技术把政府管理作为其应用和服务的对象之一, 而政府管理则将信息技术视
为达到自身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耗费成本, 但它的应
用同时也有可能节省其应用领域的运作成本, 从而带来经济上的效益, 还能产生间接的社会效
益。如果在政府管理领域要应用其产出, 必然要在信息化方面先行投入, 然后才有可能获得治
理方面的收益, 如提高政府的效率、
为社会服务的质量及政治民主化的水平。
在对这两者关系的判断上, 欧洲学者提出, 即使信息技术真正在政府管理当中实际应用,
它对于政府的效率、服务及民主标准这三方面的产出所产生的作用可能也只是功能性的、
间接
的。因为相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而言, 政府管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 对于政府管理活
动的三个产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必然。[ 11] ( P10- 11) 在对政府管理变革的推动力方面, 信息
技术是外因, 政府管理的制度变迁是内因。只有在信息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制度变迁产生作用,
从而对政府的效率、服务及民主化水平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 才能说它为政府管理本身的
变革提供了前提, 才谈得上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产生融合, 才可能在信息化时代的治理过程
中, 重新确定政府管理模式的真正含义。
美国学者也认为, 从技术和政治结合的角度去理解的电子政府, 是一个正在呈现的新领
域。由于这个新的领域尚未成熟, 其发展可能导致两个相互冲突的结果。积极的方面在于, 电
子政府为改善治理提供了新的机会, 如改进效率, 提供新的服务, 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 而且其
本身也可以作为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而存在。另外, 电子政府作为发展公共管理、
提供投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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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承担新责任的长期驱动力, 对于驾驭新近出现的技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 电子政府也给
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计算机接入方面存在差异, 可能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 从而导致
代表性方面的不平等。这些情况由于政府内部各部门和不同政府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复杂化
了。不仅如此, 新的情况还同原先存在的如何改进政府的问题缠绕在一起, 那些问题与技术很
少关联, 如政府的权限、适当处理信息的程序、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
提供服务及公民的权利
等。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旧问题本身, 电子政府在显然无法马上作出有效回答的情况下, 宁可更
多地关注这些新旧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12]
总之, 电子政府是作为一种最终的目标模式来发展, 或者仅仅是信息化时代治理过程中改
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技术手段, 还未有定论。选择其中的哪一种, 取决于信息化社会的演变、
多
种治理主体的发育成长、政府体制的变迁及技术条件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

四、电子政府的行为领域及其关系
电子政府的行为领域跨度很大, 有政府对政府领域(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G2G) 、
政
府对商业领域( government- to- business, G2B) 、
政府对公民领域( government - to- citizen, G2C)
及政府对职员领域( government- to- employee, G2E) 等。当前主要的领域有两个: 政府对政府
领域和政府对公民领域。政府对政府领域实现信息化, 即政府内部
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
门之间
的运作过程实现信息化, 是实现电子政府的主要方面, 是其他领域实现信息化的基
础。政府对公民领域所涉及的问题, 主要是政府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 为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
服务, 提高决策民主化的水平,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提高参与意识, 与公民和非政府组织
一起共同治理面临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的政府信息化工程, 在政府对政府领域主要是实现政
府内部的办公自动化与信息化; 在政府对公民领域, 则重点在做好政府上网工程。这两者的关
系不应混淆, 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服务。
1999 年初, 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发起 政府上网 工程。此后, 许
多媒体把电子政府等同于政府上网, 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也将政府上网视为本地、
本单位实现
电子政府的一个标志。这种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将政府对公民领域视为电子政府的主体。
对政府上网的理解, 目前分歧并不大, 一般指各级政府、
各部门在互联网上建立正式网站,
通过互联网向公民提供政府部门的各种服务, 其建设目标是电子政府。对于电子政府内涵的
界定, 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说法, 认为电子政府是指各级政府部门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将
政府可公开的信息面向社会、
面向企业、面向公众发布, 并使政府的服务工作网络化。这种观
点把电子政府仅仅看成是政府上网, 忽视了电子政府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电子政府应该是
政府部门内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与对外电子化服务即政府上网的结合, 也就是政府对政府领
域与政府对公民领域的结合, 两者相辅相成, 缺了一面就不能宣称建成电子政府。如果只开通
了一些政府网站, 而政府内部没有进行全面的信息化建设, 缺少信息意识, 内部的管理体制又
没有理顺, 这样的电子政府就是一个空壳, 缺乏实际的运作内容。如果政府内部的信息化系统
建设已见成效, 政府的信息化程度及管理效率得以提高, 作风明显改进, 却没有利用当代的网
络环境服务社会, 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 也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电子政府。
从政府上网和电子政府的区别, 可以看出在政府内部已基本实现信息化的基础上, 逐步过
62

渡到政府上网对外办公, 才是政府上网的真正意义所在。也就是说, 政府对政府领域才是电子
政府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政府对政府领域实现电子化、
信息化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或者
说, 实现政府对政府领域的信息化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 实现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内部
的办公自动化; 第二, 在各级政府、各行业、
各部门之间进行联网, 首先在政府内部实现资源共
享和职能整合; 第三, 在计算机网络上开通政府网站, 向公众提供政府部门的基本信息, 包括政
府部门的组织结构、政府职权、
任务和职能分工等, 使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府; 第四, 通过
各级各类政府网站, 给社会提供一个接口, 使社会能够尽可能地在网上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
体现政府职能的一体化运作, 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创造与信息化时代相适应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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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an Information Era
LUO Si- dong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an information era and the emergence of its so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re being changed. Where bo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fail to function properly, administration, as a new method of redistributing social resources, becomes an important goal of government reform. The administration model of the information era will speed up 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bring forth the notion of electronic government so that administration needs in the new era are
adequately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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