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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the concept of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but has become “buzz
wor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seen as targets for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state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lating to implementation of modern governance of a country.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so it’s necessary to speed up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lay the main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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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理现代化是被引进中国的概念，但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时髦词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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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代化视为深化改革的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的实现，而社
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要加快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发挥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
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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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取
得巨大成功，政治改革稳步推进的情况下，社会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所以，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表
表述的那样，治理现代化的重点被放在社会领域(童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社会领域的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效地引领国家现代治理方式的转变与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备组织要
件(前提)是多元参与主体的形成，其中社会组织是现代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
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实践表明，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就是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其实质就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的表征(秦晖)。正确认识社会组织在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完善中国社
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机制，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社会治理理论
2.1. 治理
治理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当时法国 gouvernance 一词曾经是启蒙哲学把开明政府与对市民社
会的尊重结合起来的向往中的一个要素。后来它被译成了英语 governance，用于种种语境。以欧洲为例，
一种特定的用法见于公私部门之间愈来愈多的互动这样的场合；用于批评福利国家，或是在国际领域用
于表达对某些政府间机构的愈见其甚的不信任，以及尤其是对许多新国家顽固不化的权威主义的不信任
[1]。由此，可以得知治理理念的兴起源于民众对传统公共部门管理社会的不信任，是对传统管理方式的
质疑。这种质疑促使学术界的关注，但从理论上看，学术界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根源
则在于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否定[2]。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复
杂性极度加剧，这使得传统管理方式无以为继，需要更加新颖且适合社会发展的治理形式。西方的治理
理论的潜在预设是经济理性人的自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
理论，本质上即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社会自我治理理论，由此更为强调政府分权与社会自治。它是
为了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发现即使如福利国家一样的政府也难以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充分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达成利益和效率的有效协调。
现代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
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治理就是指一种多元主体
参与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相互协调过程。

2.2. 社会治理理论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模式的最新版本，社会
治理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末，其内涵丰富并具有弹性。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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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网络。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
多方式的总和；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
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
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4]。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
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
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5]。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进一步指出，
我国的社会治理主要关节点在于“四个坚持”，即“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
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
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
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6]。
由此体现了社会治理中党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平衡。社会治理是
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同治理。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
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
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5]。
在社会治理中，更需要突显的是以公民为本位的一种社会成员自组织化的一种参与式治理，而社会
组织的发育和平等的社会主体间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能够成为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新动力。

3.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具有志愿公益性的组织，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的关心和关注，使其具有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和组织性。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作为社会自主发
育的力图组织运用社会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努力，它可以在政府和市场都无暇顾及的领域
发挥重要的作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弥补政府和市场由于自身机制所造成的难以避免
的缺陷——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以，社会组织将在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市场角色，改变将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垄断者的观
念，认识到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实现治理现代的有效载体。社会组织是治理现代化的
必备要件之一。

3.1. 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载体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单位制”管理模式难以为继，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
的关系模式被打破。连同管理模式一起打破的还有原先的“单位式”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存在严重缺
失和不平等的情况下，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建设目标，使得“全能
政府”成为一种不可能，它也再没有能力去全面承载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从效率角度考虑，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也必须在某些方面合理的实行外包。而社会组织正是可以补充以上政府职
能转变所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世界各国的已有经验充分证明，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载
体。此外，社会组织的资源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这些志愿性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目标是社会公平
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政府无法承担的领域，社会组织填补因国家权力撤出所导致的真空和承担之前
国家在该领域的功能。
以前处在全能政府管理之下的公民，由于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以及自身没有社会组织经验，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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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收到市场的冲击，变得“原子化”，市场的引导使人们进而只专注于自身私利。但是，这样的国家、
社会无法长久存在下去。涂尔干认为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
不可能存在下去[7]。为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已成为政府转型背景下社会有效治理不可
或缺的力量，需要建立起基于公民个体权利和公民社会交往网络的社会组织化体系。

3.2.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是不同阶层、群体的代理人
市场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国家生成了多个阶层。而现代治理概念需要的是多
元主体的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需要不同阶层的有序参与，进而保障各个阶层、群体的合法权
益得到协调和保障，从而促进科学决策程序的形成，制约公权力的滥用，协助市场与政府，避免政府与
市场的对立和双双失灵。
经历 30 年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人们的利益不再是条块分明，利益的冲
突也更加频繁。社会结构急剧变化，人们对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得厌恶，对中央惩治腐败的认同，对
收入两极分化的吐槽和不满中，社会动荡不稳成为一种危机的前兆。在这诸种危机造成的重重社会矛盾
中，缺乏组织的社会往往是第一个受伤，而这种危机对于政府而言，也是致命的挑战。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面临和今日中国相似的境况，正是大量的社会组织的涌现，推进了社会公平，改善了劳资矛
盾，解决了食品安全，各阶层之间的对话普遍深入的开展，使社会发展走上了较为平稳的快车道[8]。在
处理历史新阶段的阶层利益问题时，中国也必须充分的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这种不同阶层、
群体的代理人的角色不仅不会导致社会矛盾，而且会大大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社会风向应对。

3.3. 社会组织具有比较优势
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组织而言具有特定的优势。相对于政府行政化的科层制管理
手段，社会组织的运行方式成本更低。并且，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缓解当下“官民”矛盾尖锐
的社会问题，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塑造政府中立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了政府
失灵的问题[9]。相对于市场调节，社会组织的调节方式以社会公益与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它可以有效
地缓解私益和公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公益和私益的协调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的主要资源是来自社会的
志愿性支持，虽然这种社会分配的效用并不及社会和市场的能力，在社会组织最为发达的美国也仅仅占
到 GDP 的 2%左右，但是这种资源配置依然被人们广泛的认为是第三次分配。它有利于化解因贫富差距
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团结，有效解决了市场失灵的问题。此外，社会组织的价值教化和价值
倡导，是社会组织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和谐的程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实证角
度证明社会自组织发展之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性，在绝大多数时候，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现代
社会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但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却往往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制度安排[1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由政府单一主体肩负社会治
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就是一个由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自治
力量构成的行动者系统。

4. 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作用
4.1. 社会组织积极培育自己的生存和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4.1.1. 加快政社分开，增强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
社会治理深关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之前政府往往出于治理风险的考虑，对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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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与发展更加慎重。在我国，任何社会组织的成立都需要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并且要求社会组
织必须有挂靠单位，使得社会组织往往要依附于党政机关部门，其组建和运行都需要挂靠单位的支持，
使其不得不成为附属型社团，进而导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严重缺乏。而在政府的“翅膀”下生存的社会
组织天生就缺乏现代社会组织应有的民间性和独立性，缺乏自身独立生存和成长的空间[11]。在这种环境
下，社会组织根本不可能自由表达利益和诉求。这种依附关系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作用，为
此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使社会组织正真做到自筹经费、决策自主，运营自主，进一步确立社会
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提升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能力。
4.1.2. 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是提高其治理能力的关键
社会组织要发挥其治理主体的作用必须首先自己是一个成熟的机构。首先要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理
事会、监事会的内部治理机构，也就是说社会组织首先是一个自我领导的机构，必须要破除以前依附于
政府的附属关系，真正成为一个自我管理的自主机构。其次，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前社会组织的
成员多为其他单位人员兼职或者不固定的志愿者人员，流动性很强，造成社会组织无法持续有效运行。
为此，必须要加强相关人才队伍机制的建立。最后，要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应该加强政府、社会对社
会组织的监管，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原则进行，避免自肥等行为的发生。
4.1.3. 要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任何组织如果缺乏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基本信任，其组织网络的构建及运作就不可能顺畅进行。我
国社会组织信任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问题，即政府是将社会组织的运行
看作是对政府社会管理的威胁还是重要的合作伙伴问题；二是社会组织的自身成员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
信任问题，涉及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性问题；三是来自社会民众的信任问题，涉及社会组织
存在的社会基础和草根性问题。在这三种信任关系中，社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无疑是最核心的东西，
它决定了社会组织存在的社会意义。

4.2.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国家在支持发展社会组织中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进行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12]。
4.2.1. 政府对社会组织发挥引导作用
由于社会组织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补充作用，需
要政府的引导。这是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当然这里所指的引导不是领导，
而是政府根据当下社会建设的需要，通过诸如资源投入和项目引导等手段来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布局。
在业务上发挥龙头和平台作用，并不是要直接干涉和介入所属社会组织的具体业务工作，而是要从战略
角度去规划社会组织的发展布局，寻找及挖掘社会组织工作的发展创新空间，引导所属社会组织的资源
投入方向[13]。
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培育和发展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和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组织，努力形成社会
组织能力建设的体制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方面
的积极作用。让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参与购买服务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真正成长为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
参与主体。
4.2.2. 政府与社会组织互促共赢
政府与社会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并不是强政府就意味着弱社会，也不是强社会一定就是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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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两者可以是一种互促共赢的关系。比如：杭州市的“社会复合组织”就是最好的印证。杭州“社会
复合组织”中政府逐步放权，并利用客观存在的政府与社会的模糊关系和互通空间，培育社会内部的主
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主动培育具体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搭建社会合作的新平台。这种模式使得杭州市很多
建设由于吸收了多方主体意见而兼具科学性和民主性，既达到了政府的目标，又满足了市民的需求，更
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进步与完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双存的局面，这是因为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不能盲目的以
社会组织填充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社会组织未充分完善的背景下，如果政府完全退出的话，很可能
造成权力真空，进而造成社会的无序和混乱。据此，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政府要继续其在社会相关利用
当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促进和引导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与成熟。
4.2.3. 双向发展社会组织
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偏小。这与我国社会组织的
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社会组织多为政府之下而成立的。也就是我国社会组
织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政府在社会组织成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而政府的精力显然是有
限的，这就导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为此，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当中，不仅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
社会组织的发展，更需要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发展。

5. 结语
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何尽快实现社会治理现代的目标在于加强
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主要主体社会组织的参与。据此，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当中的主体
地位。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成立发展的相关机制体制，加快推进政社分开的步伐，促使社会组织
走向成熟，使其在中国实现治理现代化当中发挥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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