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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 年 7 月，民
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
业 发 展 指 导 纲 要
（2011———2015 年）》，
透露未来五年中国将
建立和实施政府购买
服务制度。

“

”

03２０12．11.13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王坚

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路径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 � 政府购买服务正在更多领域
推开。 据 11月 10日消息，上海将
在其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区的奉贤
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实施

“广覆盖”的民生保险制度。 据了
解， 这一试点将从 2013年 1月 1
日起实施。一旦相关的灾情发生，
区域内各级相关部门将协助受灾
居民进行核灾、核损和索赔。

上海的尝试只是当下我国
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
缩影。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
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今
后，财政部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
则，循序渐进地推进服务采购工
作。 ”在日前的一次财政部办理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调研座谈会
上，财政部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主任王瑛作出上述表示。

当前，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
成为各类政策性文件中的热词，
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国内对基本
公共服务内涵尚未统一且实践中
存在难度， 服务类采购在政府采
购规模中的占比仍然较少。 今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
本公共服务进行了界定。 王瑛认
为， 这使得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舶来良策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工业化
的加速发展带来了贫困、 疾病和
失业等社会问题。 因此，英、德等
国出台了各种社会保障政策。 发
展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福
利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开支日益
庞大， 赤字攀升， 面临“福利危
机”。各国因此纷纷进行大规模福
利改革，开始走“第三条道路”，从

“福利国家”走向“多元福利”，把
市场与非营利的志愿性组织引入
福利供给，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
共同参与、 共担风险的积极福利
政策。 政府购买服务正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据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星
光志愿者协会会长谢海山介绍：
政府外包和购买公共服务已成
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种趋
势。 欧盟于 1992 年颁布《公共服
务采购指令》， 将机动车及设备
维修、 电子政务及相关服务、会
计和审计、 污水和垃圾处理、健
康与社会服务、文化及体育等 27
类公共服务全部纳入向市场购
买范围， 凡是超过 20 万欧元的
公共服务，一律公开招标购买。

中国香港在将部分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区和民间
组织方面也做得十分成功。 政府
与非政府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伙
伴”关系，公共服务由政府与非

政府机构共同负责，经费以政府
提供为主、民间筹措为辅，服务
以民间提供为主、 政府提供为
辅。 全港上千家福利服务机构绝
大部分是社区和民间组织承办，
社区民间组织多达 1.7 万多个，
从事社区服务、安老服务、家庭
及儿童服务、康复服务、青少年
发展等。 这些福利服务机构是社
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社会服
务的有效提供者，在香港社会中
扮演重要角色。

国内历程

中国内地政府购买服务始
于 2000 年的上海。 2000 年，为破
解政府包办公共服务的弊端、提
高社会服务效率，上海率先在改
革社会管理体制时提出并推行
政府购买服务，卢湾等六个区的
12 个街道开始依托养老机构开
展居家养老试点。 政府购买服务
第一次进入我国实践领域。

在此之后，各地城市也纷纷
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政府
购买服务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医
疗卫生、教育、计划生育、就业培
训和社区服务等诸多领域。

南京市鼓楼区 2003 年开始
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民间组
织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网为独
居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在诸多探索中，无锡市很是
引人注目。 无锡市于 2005 年就
开始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其
最初的尝试是当地将结核病防
治交给民营的安国医院托管，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进行监督
考核， 并接受患者的严格评议，
在此基础上向供方拨付相关费
用。 2006 年，无锡市扩大了政府
购买服务的范围，将市政设施养
护、环卫清扫保洁、水资源监测
等 11 个项目纳入了政府购买服
务；随后，无锡市又全面实施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2007 年，深圳市政府也培育
了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联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深圳慈善
公益网等三家社会工作机构，从
社区建设、 社会福利与救助、青
少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矫正、
残障康复、外来人口服务等领域
推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试点。

2008 年，浙江以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支持毕业生基层就业。

2009 年 9 月，天津市开发区
成立泰达社会服务中心，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合同外包、项目委
托等多种形式，向其转移部分管
理和服务职能。

2010 年 7 月，北京创新了公
共服务提供方式，把社会组织公
益行动纳入民生服务领域。

十几年来，从上海、北京、广

东等地区陆续开始的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试点探索，已然将政府
购买服务的内容和范围逐渐扩
大到医疗卫生、教育、社区服务、
培训、计划生育等领域。

政策推进

与一系列探索与实践同时
进行的， 还有相关政策的推进。
作为改革前沿的广东省，近年通
过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初步建立
起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
度。 另外，北京、上海、无锡和宁
波等地也先后就政府采购服务
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

地方试点之后，国家政策也
陆续出台。

2011 年 7 月， 民政部发布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2011-2015 年）》，透露未来五年
中国将建立和实施政府购买服
务制度。 同年 12 月，民政部、国
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民政事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表示，
中国政府将向社会组织开放更
多资源， 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
并扩大税收优惠。

2012 年 2 月，财政部出台的
《2012 年政府采购工作要点》中
第一条提到，今年，财政部将研
究制定推进和规范服务采购的
指导意见， 逐步扩大公共服务、
商务服务及专业服务的政府采

购实施范围。“为充分调动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2012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 ”上述要点中写到。

2012 年 3 月 9 日，民政部下
发的公告显示，2012 年， 中央财
政将拿出 2 亿资金购买社会服
务，对象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
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

2012 年 3 月 19 日， 第十三
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表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
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
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
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降
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
量。 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
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
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
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激发社会活力。

今年 6 月 20 日，民政部在浙
江嘉兴召开全国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战略研讨会，这是民政
部首次组织研究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问题的全国性会议。

携手合作

总的来看，我国内地许多地
区在探索政府购买民间社会工
作服务组织专业服务的过程中，
已经对以项目运作为主要形式
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作了许多
有益的尝试， 积累了较多的经
验。 但是，由于传统行政管理模
式的转轨、 公共财政体制的转
制，以及“买物不买智”观念的转
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真正建
立起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还需
要继续探索与实践。

在全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战略研讨会上，时任民政部
副部长罗平飞强调：推进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一项复杂系
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要
任务，需要我们从社会转型发展
的历史方位来思考，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来谋划，从

社会工作发展的全局来研究。 当
前， 要重点把握好五方面问题：
定位问题、内涵问题、目标问题、
路径问题、环境问题。

罗平飞表示，我国正在积极推
动政府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其重要方向就是要在强化政府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切
实改变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
直接垄断服务供给的做法，将政府
做不了、做不好和不便做的社会工
作服务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形成
政府与社会合作提供社会工作服
务的良性格局。在建立我国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过程中，要认
真分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
系，深入研究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
管理服务体系、重构政社合作关系
中的功能定位。

针对政府购买服务，也有来
自民间的建议。

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星光
志愿者协会会长谢海山认为：政
府购买服务在我国内地尚处于
起步阶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
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多样性、差
异性日益明显，公共服务提供手
段单一、保障不足等问题日益突
出。 因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
行政府购买服务势在必行。

厦门市财政学会副秘书长黄
忠诚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政
府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
要建立完善促进社会组织承接购
买服务的配套支持体系， 要在舆
论、资金、人才上配套支持。 政府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等于政府
放弃管理责任。在购买服务后，承
担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必须履行
监督责任， 将购买服务事项纳入
专门部门统一管理， 依法对购买
服务项目质量、 效果进行指导与
监督，形成职责到位、协调配合、
违法必究的管理和监督机制。

第三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初显。 作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购买服务的举措正在我国更多领域推开。 政
府购买服务已成为各类政策性文件中的热词，而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社会组织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此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如何更深层和更广范地进行合作？政府应着重从哪些方面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而社会
组织又该如何把握机会？政府购买服务给了第三部门更多创新空间和可能性。从本期开始，《公益时报》将陆续刊登“关注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什么是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西方国
家， 在美国被称为购买服务合同
或合同外包， 我国香港则称之为
社会福利服务资助， 我国内地一
般称之为政府购买服务。 所谓政
府购买服务 （Government Pur鄄
chase of Services） 是指政府在
社会公共服务预算中拿出经费，
向各类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服务
机构， 直接拨款资助服务或公开
招标购买社会服务。 事实上，这是
欧美国家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改革
的产物， 反映了政府在社会服务
中地位作用的变化， 体现了服务
价值和服务理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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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购买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