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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较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转型国家的另一轨道，政企关系或者说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相对清晰的边界。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剥离相对容易，政社边界则

一直模糊交织，国家与社会难以简单二分。这不仅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上，还

表现出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社会性较强的机关组织在定位与改革方面困难重重等

问题。

派生型组织: 对中国国家
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史普原 李晨行

提要: 本文探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它们
名义上是独立法人，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方面附属于政府部门。作
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构成“部门统合主义”的一
环，借由中国式项目制，行政部门在此实现了“单位制”的再生产。本文提炼
出三组命题，系统解释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与变革过程，指出这是在三
对组织要素间进行张力调适的结果，分别体现在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之间、
项目收益与风险之间以及控制与激励之间。相关组织机制交织在一起，推动
了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消亡的动态演变。

关键词: 派生型组织 社会组织 国家与社会关系 过程 张力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社会组织

实际上是作为政府的派生机构来运作。①它们表面上独立于政府体制

之外，却高度附属于政府，实际就是国家体制的一个组织部分。这种现

象在改革以来的各个时期普遍存在，它们被称为“政府助手”( 王颖等，

1993) 、“体制寄生物”( Ding，1994) 、“依附性组织”( Lu，2009;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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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嵌入在科层体系 中 的‘空 壳’”或“科 层 工 具”( Yep，2000;

Foster，2002) 、“行 政 部 门”或“准 行 政 部 门”( 田 凯，2004; 范 明 林，

2010) 、“政府非正式的下层序列”( 张仲汝等，2009) 、“组织二科”或

“民政二科”( 黄晓春，2017 ) 等。相应地，它们不仅是政府权力下放的

承接机构，更是科层体系的延长( 高丙中，2000; 马秋莎，2007; 王诗宗、
宋程成，2013) 。不可避免地，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也逐渐与政府机关

趋于同构( 张紧跟，2012; 朱建刚、陈安娜，2013 ) 。这些观察碎片化却

又高度一致，为进一步提炼分析性的类型概念奠定了基础。
这种虽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①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实

际运作方面附属于其他机构的组织被称作“派生型组织”。它是一个

广义概念，本文仅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层面。它有两层意涵: ②其

一，虽然一个派生源能够产生多种性质的派生物，但“派生型组织”主

要关涉至少在名义上具有法人资格的正式组织。其二，强调派生源对

派生物的实质主导地位，并且两者间的关系具有变迁空间。符合这个

概念的社会组织可被形象地称为“正式行政体制外的事业单位”，折射

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是国家利用和嵌入社会的组织实践。对

此，相关学理性探讨在如下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可拓展空间。
首先，国家③角色被低估或过度抽象化。一方面，当前研究普遍低

估了国家的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作为政治权威的集中体现，国家作为

最重要的行动主体，还界定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框架 ( P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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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方面，社会组织是独立法人。1986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明确机关、事
业单位、企业和社会团体是四大法人。2017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区

分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其中，非营利法人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
( 民间非企业单位的新名称) 三大社会组织类型以及事业单位和特别法人等。另一方

面，社会组织的法人代表有体制内背景的占比 70% 或更高( 参见郁建兴、吴宇，2003; 管

兵、夏瑛，2016; 黄晓春，2017) ，这可能仍然低估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调

研发现，国家系统人员通过委托朋友( 未必是体制内人) 担任法人代表，依然可以对社会

组织施行强干预。
该限定缩小了研究范围，利于针对性地展开分析。但从基础理论层面讲，组织派生完全

可以超出这个界定而具有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国家”是一个多义性概念，在社会学领域，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来使用这一概念。第

一，明晰国家的多重所指，包括地域意义( country) 、民族共同体( nation) 、暴力统治机器
( state) 和行政执行机构( government) 等，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往往这样界定和使用

这一概念。第二，关注人们在日常话语与实践中的国家，它往往在不同情境下指称有别，

文化人类学等一般这样使用这一概念( 参见项飙，2010) 。第三，将之视为一种权力或暴

力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治和行政、决策群体和科层部门等多个具体组成部分，组织

研究一般这样使用这一概念( 参见史普原，2016) 。本文侧重研究第三种使用方式。



2007) 。另一方面，国家被过度抽象化处理，整体性被高估，内部的不

一致性和复杂性被淡化( 王信贤，2006; Spires，2011) 。因而，当前研究

更多关注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宏观策略( 康晓光、韩恒，2005; 顾昕、王

旭，2005) ，而不是微观互动。但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包括多个构

成部分，在纵向的中央到地方多个层级、横向的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

组织缝隙和摩擦( Lin，2007) 。
其次，侧重静态个案与类型划分，过程分析则很少见。康晓光与韩

恒( 2005) 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提供和政权挑战两个因素，提炼出政府

的分类控制策略，与之类似的研究框架还有王信贤( 2006 ) 和江华等

( 2011) 。范明林( 2010) 区分了国家统合主义的四种类型，与之近似的

还有张仲汝等( 2009) 的研究。纪莺莺( 2016 ) 则区分了国家与行会关

系的四种类型。这些静态的结构性观察使我们难以理解政府与社会组

织关系的动态变迁。正如孙立平( 2000) 指出的，只有认识到国家与社

会关系是一个难以简单二分的动态过程，才能更好地发现“潜在的因

素是如何被激活的，衰败的东西是如何强化的，散乱的东西是如何

重组的”。
最后，鲜有系统的组织分析。当前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是国家与

社会关系，并以概念检验或修正为主( 纪莺莺，2013 ) 。还有些研究则

缺乏理论框架的行动分析( 张紧跟，2012 ) 。即使有个别组织分析，往

往也只侧重合法性( 沈原、孙五三，2000; 田凯，2004; 王诗宗、宋程成，

2013) 、资源依赖或权力( Hsu，2010 ) 以及交易成本( 于晓红、李姿姿，

2001) 等单一机制，没有探讨实践中的多元混合使用以及个中边界、张
力和调适。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

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变革乃至消亡的演变过程是如何发

生的? 在何种意义上内生于国家体制? 又将如何在政府与之展开的动

态互动中，将一系列组织机制再生产出来?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建构

了一个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一个动态个案的深入探讨做出进一步阐述。
个案研究的长处是辩驳与提出理论，而不是验证理论( Gerring，2004;

布洛维，2007) ，符合当前的研究现状。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不断变

化的转型国家而言，个案探讨有助于将微观事实和宏观结构、历史演变

与逻辑机制结合起来( 郭于华，2012 ) ，建构一个沟通本土经验与基础

理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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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梳理与再界定

在政府与派生型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中，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种

视角: 统合主义( corporatism) 、单位制和项目制。统合主义是一个舶来

品，①单位制和项目制则具有更强的本土性。针对这三者已有大量研

究，我们仅对与本文框架高度相关者进行简要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派

生型组织的结构位置作描述性再界定。

( 一) 三种研究视角及其与本文的关系

1． 统合主义

对中国而言，该视角虽然能够抓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些零散性

制度要素和行为，但与系统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行动有较大不同。
从国家层面看，除了少数人民团体，国家并未有意识地建立垄断性、层
级性的利益中介组织和所谓的高峰组织( peak organization) 。即便是

人民团体对社会利益的代表性也非常有限，实质上已构成行政体系的

一部分( Pearson，1994) ，更不用说行会与商会组织等。有学者使用社

会组织的管理条例来证明国家统合主义的存在 ( 顾昕、王旭，2005;

Dickson，2008) ，这也有待商榷。首先，管理条文与事实有距离。非竞

争性等条文并未被很好地执行( 江华，2008; 黄晓春，2017) ; “一业多

会”等“法外”现象普遍存在，并且条文还明确不应建立地域分支机构，

这与统合主义的等级性诉求相悖( 江华等，2011 ) 。其次，使用的国家

概念抽象而宏大，与具体操作部门有较大距离。从社会层面讲，社会力

量并没有像在统合主义体制中那样谋求国家许可，以获得垄断资源

( 周雪光，2017: 416 － 417) ; 社会利益的诉求渠道也大多不通过这些社

会组织，而是更多地谋求嵌入国家体制，直接与体制嫁接，或与体制内

人员建立私人联系( Nevitt，1996) 。
因此，一方面，中国刚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而来，应充分重视国家

依然强大这个事实( Perry，2007) ，主要体现在其主导地位以及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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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也有相当多学者使用“法团主义”或“合作主义”等译法。比较而言，“统合主义”既

包括国家的一统性角色和地位，又包括国家与社会某种意义的合作关系，表述更为贴切，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译法。



理的策略性和灵活性等方面，不可能拘泥于统合主义的框架限定。另

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发包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缺少

全国性 的 统 一、等 级 性 利 益 代 表 网 络 ( Unger ＆ Chan，1995; Wank，

1995) 。所以应充分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 Hsu ＆ Hasmath，2014 ) 。对

此，戴慕珍和林南( Oi，1995; Lin，1995) 不为统合主义概念所束缚，分别

提出“地方国家统合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和“地方统合体”
( local corporation) 的分析框架，重视府际关系中地方政府在利益统合

中的地位和灵活性，具有更强的本土性。本文在其理论建树的基础上，

更加重视部门的作用，并且更加强调部门与派生型组织的动态演变。
2． 单位制

学界普 遍 认 为，对 单 位 制 系 统 的 分 析 性 研 究 肇 始 于 魏 昂 德

( Walder，1986)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国家治理形式，单位制兴盛于以

再分配体制而非以市场体制为核心的时代; 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等行政机构以及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包括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

社会组织等非国有机构; 在城镇而不是农村更为典型( 路风，1989; 李

猛等，1996; 李路路，2002; 杨晓民、周翼虎，2000) 。按照这种界定，所谓

“单位社会主义”( Womack，1991 ) 或者单位社会( 田毅鹏、漆思，2005 )

现已终结了吗? 还是变换了新的形态?

实际上，再分配体制依然强大，并且非常灵活，能够利用市场和社

会因素，而不是被轻易控制和取代。刘平等( 2008) 以“抓大放小”战略

下的限制介入型大型国企为例，发现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并未自动呈现，

而是转变为“新单位制”。尤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而言，计划和再分配

体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恰如高丙中( 2000) 所言，中国的社团管理是

以单位为基础的行政体系的延长。并且，中国的公共利益不是按照阶

层和行业，而是根据不同的部门单位来表达的( 张静，1998 ) 。派生型

的社会组织变相构成行政机构的“下属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路风

( 1989: 84 － 86) 对单位制的分析依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一个行政机

构和其下属单位共同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不仅是这个行政机构的行

政主权范围，而且也是它的利益基础”。
3． 项目制

相较而言，持这一视角的研究刚刚起步，基本框架尚待完善( 周雪

光，2015) 。目前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一般将项目制的盛行与分税

制改革挂钩，其主旨是: 分税制以来，在推行国家发展战略和调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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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双重目标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非科层化的竞争性授权，

而不是行政指令性授权，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跑部钱进”( 折晓叶、陈婴

婴，2011; 渠敬东，2012) 。这一分析不仅适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

而且适用于事业单位和企业治理。比如，政府除了向高等院校划拨一

定的事业经费，还设立各种项目，鼓励职员竞争。然而，竞争性授权并

非项目治理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大多数项目离不开行政部门，体现为

“科层为体、项目为用”的特征( 史普原，2015) 。
项目制是政府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维持与派生型社会组织的联

系。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做了切换。第一，当前的项目制研究侧重探讨

中央与地方关系或政府组织间关系( 史普原，2016 ) ，忽视了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维度。斯科特( 2004 ) 发现，由于国家计划性与手段的标准

化、简单化存在难以消除的张力，很多宏伟的项目以失败告终。此外，

对于大多数项目而言，地方政府并非最终的承包方，他们自身也是发包

方之一，而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机构往往才是最终的承包方。第

二，当前研究过于强调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是对单位制的替

代( 李路路，2013) ，是在单位制之外做增量( 渠敬东，2012 ) ，比较忽视

项目制与单位制的形异质同。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属于再分

配体制，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对社会、上级对下级事务具有非常大的

直接决定权，而不会过多考虑社会或下级的意愿。

( 二) 政府与派生型组织关系的再界定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认为，政府与派生型组织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提

炼为“部门统合主义”( 其具体关系如图 1 所示) 。在这个组织框架中，

图 1 “部门统合主义”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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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 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是最主要的派生源，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和企业均可构成某一机构下的派生型组织，在核心决策、
人事等层面接受行政机构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与控制。事业单位还可

进一步派生出企业和社会组织，比如高等院校旗下庞大的学生、校友社

团以及校企等组织。自 20 世纪末以来，作为派生型组织的企业大量减

少，草根社团、民间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大量产生，它们与行政机构

的关系相对较弱。遵照本文界定，这些外围组织不构成行政机构的派

生型机构，只是在项目外包、业务监管、利益交换等方面有可能产生一

定联系，有时甚至形成权益性同盟( Spires，2011 ) 。限于篇幅，本文主

要探讨行政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图 1 虚框内所示) 。
对中国政治而言，“部门统合主义”具有较强适用性，它将宏大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叙事具体化了。第一，部门是中国政府科层的基本主

体，是政治利益表达和行政管控的主要承担者，是“条块”格局的主要

支撑，也是绝大多数官员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也导致中国政治常

被形 容 为“部 门 主 义”( departmentalism) 、“碎 片 化 的 权 威 主 义”
( Lieberthal ＆ Oksenberg，1992; 王信贤，2006) 。换言之，部门才是利益

统合的主体。第二，部门的统合作用不仅体现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单位制组织上，还体现在对社会组织的“许可主义”管理体制上。社会

组织要想具有法人地位，获取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资源，就必须进入“双

重管理”体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部门通过社会组织延伸了科层链

条。第三，分税制以来，“条条”控制的财力增强，有些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项目制形式输送给社会组织，使其协助完成一部分行政任务。相

比于难以得到财政拨款、运转经费基本靠自筹的非派生型组织，①派生

型社会组织具有更稳定的经费支撑。

三、三对组织要素间的张力与调适: 一个解释框架

前文描述了派生型组织的特征及其与政府部门关系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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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业务主管单位不会也难以对自己名下的社会组织统统给予资金支持，特别是在地方政府

财力吃紧、政府购买兴盛之前。对大量社会组织而言，业务主管机构只是名义的挂靠单

位而已( 郁建兴、吴宇，2003; 顾昕、王旭，2005) 。



我们不停留于描述，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三组命题，表明三对组织要素间

的张力与调适分别推动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和变迁( 如表 1 所

示) 。所谓调适，既表明每对因素间存在张力，也表明每对因素具有对

立统一性，无法完全舍弃一方，只好“极高明而道中庸”。三组命题的

作用维度既可以明显地区分开来，又在实践中交织在一起，从而具有更

好的阐释力。其一，这些命题能够阐释派生型组织的整个过程，而不单

纯是某种静态结构。其二，这些命题指出了多重组织机制发挥作用的

机理，起到单一机制分析无法起到的作用( 赵鼎新，2015) 。接下来，我

们将指出派生型组织是如何在多元机制的并存、张力与调适中逐步演

变的。

表 1 解释框架: 三组命题及其作用维度

命题 1 命题 2 命题 3

要素张力 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 项目收益与风险 激励与控制

作用方位 派生源与环境 环境、派生源与派生物 派生源与派生物

影响机制 资源依赖、合法性 交易成本、合法性 激励、资源依赖

组织影响 成立动因 组织关系 治理架构

( 一) 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间的张力与调适

派生型组织内生于国家体制，作为派生源，部门主导了派生型组织

的产生。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组织环境，而后者对部门的作用又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组织环境———包括部门的上级机构、外部组

织和社会资源等———对部门的自主性构成了约束。为此，部门有动力

减少对外在环境的资源依赖，降低与外界联系的不确定性，体现为部门

力图增加自身能够控制的资源和规模，以及创造其他组织对自身的依

赖( Pfeffer ＆ Salancik，1978) 。另一方面，部门需要适应环境，获得环境

的认可，打造其制度性基础( Meyer ＆ Ｒowan，1977; DiMaggio ＆ Powell，
1983; Scott，2008) 。这两重方向的同时存在表明，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

之间存在张力，这也为调适埋下了伏笔。
组织环境对部门的制约突出体现在两个层面，它们构成部门扩张

的巨大限制，导致其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去实现组织目标。一是强硬的

编制约束。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机构改革方案，编制的确立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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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原则，即“定职能”、“定机构”与“定人员”。① 自此以后，政府部

门“瘦身”、控编成为机构改革的主基调( Burns，2003 ) ，部门难以控制

自身编制，编制甚至成了“紧箍咒”。有些部门被迫转型为协会或行

会，比如纺织部和轻工业部被改组为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 马秋莎，

2007) 。在编制收紧的同时，大量上级分派的任务却亟待完成，但这需

要人力、财力和精力。二是“技术治理”带来的约束。这体现为部门分

工日渐精细化、专业化、复杂化和规范化，上下级、部门间沟通越发强调

规章制度和所谓程序。② 渠敬东等( 2009) 将其称为“技术治理”。
面临这两重“枷锁”，那些部门自有“钥匙”———成立派生型组织。

一方面，编制在缩减，招募在编人员、成立事业单位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

方面，相关社会组织不断成立，它们不仅承接了原本政府部门的职能，

还成了安排政府退休或流动人员的地方。王颖等( 1993) 较早指出，社

会组织灵活的组织形式对处于科层管束下的政府干部来说是挡不住的

诱惑，他们把在原体系中办不成的事情拿到社会组织去做。朱光磊、李
利平( 2009) 也发现，2004 年，政府部门以编外或超编形式雇佣人员的

比重为 45. 3%，并且还有扩大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在相当多的事务中，社会组织而不是企业或其他组织

更能够满足政府的派生职能? 这主要因为: 第一，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

一样，具有非营利性，面临非再分配约束( Hansmann，1980 ) 。因此，对

于某些公共服务，人们对那些不受利润激励的组织抱有更大信任，将之

视为与政府性质相近的公共性组织。第二，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存在

一定的互补性，可以提供多元、异质的公共产品，至少在理想类型层面，

更不容易受到官僚主义的束缚( 萨拉蒙，2008 ) 。第三，按照现代管理

模式，社会组织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最重要的作用是为组织提供

获取资源的机会，将组织环境中重要的利益群体代表纳入理事会中，可

以帮助组织提升公众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员参与，获取合法性

( Zald，1969) 。自 2004 年以来，中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开始强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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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是中国政府部门的一个特征，即不是根据部门预算收入确定人员，而是先确定编制内

人员，再据此配置预算。因此，部门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就在于这种反向激励( 参见陈锡

文等，2005: 21 － 33) 。
项飙( 2010) 指出，连思想和政策讨论中都存在着技术化倾向，这是国家框架化的重要表

现，它会弱化国家的政治能力。李静君与张永宏( Lee ＆ Zhang，2013) 也发现国家在处理

抗争事件时的去政治化策略。



会制度。然而，对派生型组织而言，由于大量资源掌控在部门手中，理

事会不具有资源争取的功能，而更多的是扮演合法性或象征功能。有

学者直接称之为“理事会的架空”( 田凯，2009) 。
本部分可以提炼为命题 1。
命题 1: 部门既要突破环境约束，重点体现为编制和规章等方面的

束缚; 又要赢得环境认可，夯实制度基础。因此，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

间形成张力，派生型组织是对之进行调适的自然产物。

( 二) 项目收益与风险间的张力与调适

在理想类型层面，存在等级架构( 自己生产、一体化) 与对等契约

( 外部购买) 两种组织治理形式。由于命题 1 的作用，部门在处理与派

生型组织的关系时难以像对待事业单位那样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难以

构造明确的行政隶属链条。那么，部门为什么不能通过项目外包，像对

待一个外在独立组织那样实行真正的契约制? 按照交易成本的一般机

理，这样可以增大项目承包者的收益关联，刺激其积极性，进而更好地

增大社会收益( Coase，1937; Williamson，1985) 。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还是要考虑交易特性问题，即社会组织的产

品可能具有较高风险。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在当前的政社关系下，社会

组织是服务提供者，也会威胁到政权安全( 康晓光、韩恒，2005 ) 。那

么，部门从社会组织那里购买产品就不能只考虑低廉有效等效率性因

素，而应该具有威廉姆 斯 ( Williamson，1999 ) 所 说 的“主 权 型 交 易”
( sovereign transactions) 特征。与购买型交易不同，主权型交易对代理

人的忠诚度要求很高，需要其与委托方高度一致、不冒险、及时而准确。
其对于不忠诚带来的合同风险只能主要依靠等级制，而无法通过外在

惩罚来降低。在威廉姆斯的框架下，外交活动就属于这种类型。
对收益与风险的判别受制于部门与社会组织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

境。在中国，属于主权型交易的范围更广，因为即使是部门内的行政人

员也是所谓的“官僚政客”( bureaucrats-cum-politicians) ，具有政治性。
部门对缺乏政府背景、不熟悉或控制不了 的 社 会 组 织 高 度 不 信 任

( Spires，2011; 张仲汝等，2009; 王诗宗、宋程成，2013 ) 。部门宁可牺牲

一些收益来换取项目安全，所以从外在独立社会组织直接购买服务的

比例很低。它们更倾向于在名义上构造对等组织，满足组织环境对项

目外包的资质要求，实质上却拥有对其的控制权，我们称之为“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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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谓准等级制，要义在于对不具有隶属关系的派生型组织可以

发布命令，只不过这种命令背后存在更多的利益交换，主要纽带就是中

国式项目制。
首先，它是再分配体制的一种，而不是典型的市场购买。① 再分配

体制的本质是供给导向，而非需求导向或双向交易。它不是要满足社

会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也不强调公开竞标或市场竞争、寻找更低

廉高效的服务，而是要满足部门供给方的自身需求，分担其“不可承受

之重”的行政任务。派生型组织的角色最为理想，在实践中就体现为

“体制内吸”( 韩俊魁，2009) 或“管家服务”( 敬乂嘉，2011) 。
其次，与目前学者更多强调的分类控制不同，项目制更能够提供正

向激励。通过项目输送，政府部门与派生型组织建构出新型的庇护关

系，形成纵向的控制与交换网络。学界甚至发现，其购买资金主要不是

用在服务费用上，而是更多地用于社会组织的劳动力或人头费( 范明

林，2010) 。当然，这种庇护是有限的。这与李静君( Lee，1999) 提出的

“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异曲同工。相应地，这也造成派生型组织人员

的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最后，与等级制下的直接资助或拨款相比，项目制更为目标导向，

运转更灵活。部门不需要将整块资金切给派生型组织，而是更加灵活

地选择资助规模、次数和对象。这种分散性、“钓鱼式”的支持导致派

生型组织难以制定整体、长远的目标。当然，对派生型组织而言，也可

以寻找更多的项目资助来源，增大讨价还价权，而部门资源的减少，也

会推动社会组织走向独立。
本部分可以总结如下。
命题 2: 由于项目收益与风险间的张力，部门与派生型组织的关系

构成“准等级制”。通过再分配而非契约性质为主的中国式项目制，部

门构建了与派生型组织的纵向庇护网络。它具有很强的权力与利益交

换性质，进而导致其脆弱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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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文件精神指明了服务购买的市场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2013) 以及《财政部、民政部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 都体现出了需求导向，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 》( 2014) 指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

用。然而，这些指导意见与管理办法和实际操作还存在较远距离。



( 三) 控制与激励的张力与调适

长期以来，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以管控为主。自

2008 年起，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央和地方更加注重推动包括社会建设

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通过政府购买促进社会组织培育等，有了一定的

激励特性。然而，在社会组织三大管理条例的最新修订或征求意见

稿①中，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并未改变。因而，无论是统合主

义还是分类控制视角，侧重分析的都是控制。但这只是一面，实际上，

控制与激励是一对要素，构成组织治理的核心工具。② 正是控制与激

励的动态权衡，影响着政府部门与派生型组织的治理架构与变革。
在理想型意义上，由于科层制具有较强和较广的控制特征，并且由

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多任务性，不同任务的测量难度也有区别，因而会

提供较低的激励( Holmstrom ＆ Milgrom，1994) 。当然，这也可能带来一

定的官僚主义费用，可能会降低员工的积极性( Williamson，1991 ) 。市

场制的特征则是较强的激励，将那些绩效容易测量、容易分离的任务外

包出去，强调目标或结果奖励，而不是对过程的管控。
具体到部门对派生型社会组织的实践，首先，在控制范围及强度上

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 人事控制。在负责人层面，根据控制

强度可分为部门人员直接作为负责人、部门人员作为实际负责人、③部

门人员能够建议和否决负责人以及部门人员对负责人难以控制。在其

他人员的招募和使用管理层面，可分为控制实际操控人员、控制理事会

76

专题研究 派生型组织: 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①

②

③

早在 2013 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出台后，国务院办公厅就提出，2013
年底修订完成关于社会组织的三大条例。直到 2016 年，社会组织的三大条例，即《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和《基金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 才姗姗出台。其主旨是选择性地放松了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与管理，但并无

实质性突破，距离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目标尚有较远距离。
科利尔等( Collier ＆ Collier，1979) 在批评施密特等的统合主义框架时指出，不能仅仅强调

控制性，也 要 强 调 激 励。他 们 还 以 控 制 和 激 励 为 坐 标 轴 做 了 类 型 学 划 分。魏 昂 德
( Walder，1986) 认为，极权主义分析视角的问题是对国家提供的正向激励重视不够。他

们的研究对本文很有启发。
近年来，中央强调行政机构与社会组织脱钩，对非离退休行政人员兼职施以更多的限制
( 参见《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

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 离) 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 。不过，这只是近

期规章，行政人员仍然能够在后台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



组成人员、①控制普通执行人员和人员自主管理。( 2) 财务控制。可分

为全面控制财务来源与使用，包括预算分配、使用方式与规模、结余是

否上缴部门等; 控制财务使用方式与规模，但较少或不控制来源渠道;

仅控制关键性( 比如核心项目) 的财务使用; 财务自主。( 3 ) 目标与任

务控制。可分为目标完全由部门制定，任务全部是部门行政事务，实行

过程控制; 目标和任务由部门与派生型组织协商完成; 自主确立目标

任务。其次是激励因素，包括: ( 1 ) 组织激励。主要体现为资金或项

目输送、组织目标或任务的授权。( 2 ) 人事激励。主要体现为物质

( 即组织绩效与个人收入挂钩) 和职业升迁。包括: 宽广的晋升空间，

较强的物质激励; 较狭隘的晋升空间，较弱的物质激励; 无晋升可能，

固定工资。
控制与激励既可以区分出量级和范围，同时也是动态的。现实中

大致可划分为 U 派生型和 M 派生型( Chandler，1962; Williamson，1985;

Qian et al． ，2006) 。比较而言，前者的控制性更高，激励更低，部门直接

管控社会组织，“准等级性”更强。但是随着控制成本高企，官僚主义

费用上升，多重任务的可分离性增大，组织有向 M 派生型演变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导致 U 派生型和 M 派生型均更加复杂和不稳

定。( 1) 人事方面。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人事体制有本质不同，社会

组织编制虚化，②人员激励受到较大限制，导致行政机构在建立职能直

控部门时，人事与其他部门很难对接，因而 U 派生型社会组织是不稳

定的。编制带来的身份等级隔离还导致即使选择 M 派生型架构，下放

人事权，晋升也会遇到瓶颈( 以事业编人员为天花板) ，只好部分放开

物质激励。这又可能突破非再分配约束，促使社会组织向营利性转型，

或暗自营利，带来监管隐患。( 2 ) 财务方面。当前依靠中国式项目制

来资助派生型组织，而项目的资金规模、方向并不稳定，在部门领导关

注点转移或部门预算不足时，部门没有足够的利益来换取对社会组织

的控制，可能推动其从 U 派生型向 M 派生型转变。这一方面能够推动

社会组织走向自主; 另一方面，若社会组织能力不足，也可能走向消亡

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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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前文所述，理事会往往被架空，象征性大于实质性，因此执行层或实际操控人员对派生

型组织更为关键。
在民政部的管理意见中，社团编制也是一种编制，但由于当前制度在职称、待遇、户口等

许多方面没有配套，推行起来非常困难( 参见王名、贾西津，2003) 。



本部分可以提炼为如下命题。
命题 3: 在控制与激励层面，派生型组织的重要特征是部门较强控

制与较强激励的并存。由于直控成本提升等因素，部门与派生型组织

的治理架构还会从 U 派生型向 M 派生型转变。因而，派生型组织并不

稳定，既可能走向自主，也可能被迫消亡或转型。

四、个案: S 市市委办的派生型组织及其变革

本文的个案材料主要来自 2015 年我们在 S 市①市委办进行的民

族志式调研，以及前后期对 28 位负责人、中间层和执行人员的深度访

谈。S 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社会活力较强，是观察和

检验社会组织理论的理想地点。② 除了深度访谈，我们之所以借鉴民

族志方法，是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在当前的社会组织管理中，官方话语

与日常语言、名义架构与实践运作、当前惯用理论框架与真实世界存在

着较大距离，项飙( 2010 ) 形象地称之为政治白话与政治文言的距离。
实际上，我们自身也是随着参与观察———包括日常工作与生活、各种会

议与走访、项目投放与评估等———的深入，更新甚至颠覆了先前的认

识。第二，我们不停留于对部门与派生型组织关系的静态描述，更想探

究它们之间的微妙关联是如何激活、重组和再生产的，要想把握这样一

个动态过程，只有深入参与。

( 一) 派生型组织的产生与部门统合主义框架的扩大

1999 － 2016 年初，S 市市委办相继发起成立并控制 1 家事业单位、
5 家社团、2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1 家基金会，均符合派生型组织的定

义。③ 截至 2002 年，由市委办牵头成立的还只有城市研究会和创业研

究会两家社团，并且输送资金较少，也不施加很强的管控。2005 年，市

委办和市主要领导协商，建议打破城市治理“各管一摊”的局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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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遵照学术规范，文中涉及的地名等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下文若无明言，均指此市。
按照学界的理论逻辑，在区域比较上，此地的政府控制应该接近最小，这其实也是我们最

开始进入田野时的想法。如果连这样的地方派生型组织都普遍存在，就更能证明本研究

的普适性。
市委办发起成立的组织更多，但以挂靠为主的组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综合治理，集中力量打造一个响亮的城市品牌。2007 年成为关键时间

节点。当年，市委正式提出进行城市综合治理，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简称综治办，设在市委办。2007 － 2010 年，市委每年划拨 500 万

元，专门用于城市综合治理的调查研究、策划宣传、评价奖励、品牌推广

与活动组织等。
这就意味着市委办的职能和权力、可调动的资金都扩大了，它如何

承载呢? 第一，市委办将新增职能包装落地为“市民活动日”、“城市发

展研讨会”、“城市趋势发布”和“国际日”等项目。第二，2007 年，在事

业编未被批准之前，市委办发起成立一个核心社团———城市综合治理

促进会，它与城市研究会一起成为项目的主要承接机构。第三，2008
年，市委办推动综治办的实体化运作，成立了一个事业单位———城市综

合治理研究中心( 简称综治研究中心) ，争取到 12 个事业编制。第四，

2009 年，市委办提出通过培育社会组织，进一步推动综合治理，并争取

到 7 个事业编制，专门用于社会组织培育工作。但是，这 19 名事业编

人员中有 6 名被抽调进入市委办的决策咨询办公室等非实体部门。
恰如命题 1 所言，事业编制跟不上部门职能和权力的扩张，派生型

组织人员填补了这个缺口。2015 年，社会组织人员达到 48 名。对于

这些员工，市委办以打破科层，建立更加扁平、直接关联的组织模块为

由，①对他们的工作分派灵活而任意，使之变相成为市委办的编外人

员。城市研究会一名老员工讲道:“刚开始进来还很不适应，一般单位

总会告诉你干什么，你自己也有个定位，这里没有，哪里需要你，你就去

哪里”( 田野材料 － 0712) 。这种感觉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社会组织成员

身上。一方面，市委办能够摆脱原科层部门的规章、编制等强制和规范

合法性约束，更为全面、灵活地完成行政任务，实现部门统合。另一方

面，社会组织员工的劳动力被“压榨”，模糊的职能分工和高流动性使

他们看不到理想的职业前景。从 2008 年到 2015 年底，市委办下所有

的派生型组织人员离职 95 名，而同期事业单位离职人员仅为 4 名，且

均为编制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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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委办和派生型组织人员都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部门统合主义”大框架下的独特文

化。他们的官方话语非常强调打破岗位分割和部门分工，将被动接受行政命令转变为主

动关联，将森严的上下级关系转化为平等关系。然而，在日常交谈和行为中，“围着领导

转”、“满足领导需求”，以及市委办和综治研究中心对社会组织人员的任意调遣，无时不

表明准等级制无处不在。



市委办为调适与组织环境间的张力，不断成立新的派生型组织，部

门统合框架相应扩大。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组织能够更精细、广泛地满

足组织环境的认可; 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应对市委办资源支持的收

缩。2010 年，市委原主要领导退休，新领导逐渐淡化了对城市综合治

理的关注，资金支持随之减少。2013 年，综治办正式撤销。为了应对

这种局面，市委办力图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成立收入结构更多元的社会

组织。2010 年成立的商帮研究会( 相关数据见表 2) 以及 2013 年成立

的小微企业促进会都有稳定的会费收入，还开拓了一些培训、活动承接

等经营渠道，更加不依赖项目资金。2013 年成立了城市综合治理基金

会，主要目的是在非再分配约束下，更好地使用社会组织的结余资金，

方便资金流转和调配。之后还成立了传媒行业促进会与海内外文化交

流会。
对于越铺越大的“摊子”，市委办负责人自己的说法是，“过于集中

支持一家，很可能有一些麻烦，不能做得太大。做得大，别人对你关注

也越多”( 田野材料 － 0525) 。这种说法得到一些体制内事业编制人员

的认可。然而，一名综治促进会人员的说法既隐含了对这种看法的承

认，也表达了对其培育策略的不满: “成立了太多，我们促进会反而削

弱了，以前都以我们的名义，现在不是。这样呢，财政资源分散了，大家

工作分散了，领导的关注点也分散了”( 访谈资料 － YB) 。

表 2 商帮研究会收入结构

划拨专项 事业收入 会费收入 合计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2011 37. 5 21. 2 60. 0 34. 0 79. 0 44. 8 176. 5 100

2012 142. 0 75. 5 24. 5 13. 0 21. 6 11. 5 188. 1 100

2013 86. 7 39. 0 88. 9 40. 0 46. 5 21. 0 222. 1 100

2014 73. 0 23. 3 89. 6 28. 6 150. 2 48. 1 312. 8 100

注: 相关数据来自于调研资料。

( 二) 准等级制下的组织脱耦

上述派生型组织都是法人机构，“外形”上是独立的，与市委办的

关系是对等的，市委办只对综治研究中心有行政隶属关系。并且，按照

社会组织管理规定，理事会与执行层分离( 图 2 左) 。但实际上( 图 2
右) 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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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组织脱耦

第一，理事会仅承担合法性功能。各个派生型组织的法人代表由

市委办负责人邀请，他们之间有私人关系，其中有 3 人具有或曾经有体

制内背景，但不在市委办体系内，他们分别来自科技研究类事业单位和

公立高校，另外一位是退伍军人; 其余 5 人是民营商人。理事会成员也

是被邀请来的，比起法人代表，与市委办负责人的关系相对弱一些，但

也有较频繁的交往。一方面，理事会虽然不隶属于市委办，但实质上是

由市委办任命的并接受其控制，他们起不到也无动力发挥从外界募集

资源的作用; 另一方面，正因为不是真正的权力掌控者，他们难以约束

社会组织的实际操控者———秘书处，仅具有名义上的选举、指派与约束

关系。秘书处人员由市委办指定，法人代表将核心决策授权给秘书长，

形成实质的权力链条。理事会与执行层( 秘书处) 存在明显的合法性

与权力的“分工”。
第二，市委办—综治研究中心—社会组织实质构成等级架构。市

委办和综治研究中心建构了对派生型组织的准等级制，这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市委办可以通过综治研究中心控制社会组织，要求综治

研究中心的主要人员全部嵌入社会组织之中，掌控秘书处的全部核心

职位。另一方面，市委办还能够直接控制社会组织，对其人员直接发号

施令。因此，社会组织基层人员处于命令链条的最底层。那么，能否给

予其一定物质奖励和补偿呢?① 一名隶属秘书处的城市研究会老员工

说得很贴切:“( 我们的管理) 一直以综治研究中心为主，你可以去看，

可以去调查，中心的都是主力，社团的人没成长起来，我说了很多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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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S 市，社会组织员工的收入是封顶的，不能超过人均收入的 2. 5 倍。但如果就按照最

高收入去激励，也会超过事业单位人员的薪资。由于准等级制的存在，事业编人员构成

了社会组织人员真正的“顶”。



职……现在是社团的上升渠道没有。没编制，那就离职了，留下来的都

是办事人员……事业单位嘛，七八千的工资，下边的人也不管了”( 访

谈资料 － HZG) 。这种现象在 2013 年前非常严重，社会组织人员既无

编制前景，又无物质激励，大量离职。考试进入综治研究中心、取得事

业编，是他们主要的职业前景，实际上也有 3 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
但随着编制不增反减，这种渠道越来越窄。2013 年后，物质激励有一

定放宽，但也带来了新问题。

( 三) 中国式项目制与派生型的维系

恰如命题 2 所说，在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的条件下，市委办建构了

对派生型组织的准等级关系，用利益输送换取控制是其主要管理手段。
由于( 不信任) 一般社会组织，加上对所委托项目风险的判断，市委办

不愿意采用契约形式，而更愿意建“壳”。市委办一位负责管理城市研

究会的干部说:“我们就是做‘壳’，做一些社会组织，现在政府资金，你

没有一个‘壳’，你不好控制……我们要个‘壳’，有个办公的地点，他们

人在那里，我 们 的 人 不 用 露 面，不 方 便。是 我 的 地 方，我 只 是 借 给

你……有了这个‘壳’，项目的话，我们也有个监督机制”( 田野资料 －
1111) 。行政目标的多元性与模糊性也为项目委托带来了一定困难。
另一位负责综治宣传的行政干部认为，“网站要包出去，有些项目，在

外边很好，但是和我们 XX 的理念不搭的，我们招人，一个说，给我年薪

20 万，我给你 100 万的点击率，人家知道发什么样的文章有人看的。
20 万也不多的，但是和我们没关系的，现在还是做给自己看”( 访谈材

料 － GZＲ) 。
于是，派生型组织成了市委办项目的主要承接者，尤其是综治促进

会与城市研究会等( 见表 3) 。这些项目通过三个渠道下拨，包括市委

办与综治研究中心的部门经费以及综治办的专项资金。2013 年综治

办撤销，2014 年及之后的项目渠道来源只剩下两个实体机构。项目既

包括“市民活动日”、“城市发展研讨会”、“城市趋势发布”和“国际日”
等资金规模近百万的大型公务活动，也包括一些零散的小项目。对市

委办来讲，项目名称主要是再分配的一个由头，到达社会组织后，并不

强调专款专用，而是“打包”使用。市委办既是项目资金的来源和委托

方，又是实际代理人和操控者，“发包”和“打包”合为一体，实现了再分

配性的再生产。对派生型组织来讲，划拨专项构成其主要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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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2 年为例( 见表 4) ，城市研究会和创业研究会两个早期社团对市

委办专项资金依赖性最强，高达 90% 左右。综治促进会和商帮研究会

两个新兴社团依赖度稍低，但也在 70% 左右。这还是市委主要领导关

注点转移后，社团试图开辟其他资金渠道的结果。总之，项目输送是维

系派生型的关键手段，而项目本身的不稳定性也为其变革埋下了引线。

表 3 市委办对主要派生型组织专项资金划拨规模 单位: 万元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综治促
进会

市委办 170. 0 144. 0 254. 0 0 0 9. 0 0 146. 4

综治中心 0 0 117. 0 353. 0 180. 0 208. 0 121. 0 110. 0

综治办 0 320. 0 0 348. 0 358. 0 264. 0 88. 4 0

合计 170. 0 464. 0 371. 0 701. 0 538. 0 481. 0 209. 4 256. 4

城市研
究会

市委办 172. 0 85. 0 12. 5 52. 5 17. 5 32. 5 89. 0 15. 0

综治中心 0 0 40. 0 50. 0 70. 0 72. 0 98. 7 48. 2

综治办 0 190. 0 30. 0 180. 0 60. 0 106. 0 0 0

合计 172. 0 275. 0 82. 5 282. 5 147. 5 210. 5 187. 7 63. 2

创业研
究会

市委办 60. 0 0 0 0 20. 0 0 10. 0 36. 0

综治中心 0 0 141. 0 60. 0 60. 0 60. 0 60. 0 0

综治办 0 140. 0 40. 0 50. 0 30. 0 54. 0 0 0

合计 60. 0 140. 0 181. 0 110. 0 110. 0 114. 0 70. 0 36. 0

商帮研
究会

市委办 0 25. 0 0 48. 0 59. 0

综治中心 0 0 8. 0 0 0

综治办 45. 0 50. 0 134. 0 11. 0 0

合计 45. 0 75. 0 142. 0 59. 0 59. 0

注: 相关数据来自调研资料。综治中心即城市综合治理研究中心( 综治研究中心) 的再
简称; 商帮研究会 2010 年成立，故之前收入缺省。

表 4 派生型组织收入结构( 2012 年)

综治促进会 城市研究会 创业研究会 商帮研究会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万元 百分比

划拨专项 481. 0 63. 7 210. 5 86. 3 114. 0 90. 0 142. 0 75. 5
申请专项 216. 0 28. 6 22. 0 9. 0 10. 0 7. 9 2. 0 1. 1
自营收入 52. 5 7. 0 7. 0 2. 9 0 0 41. 6 22. 1
其他收入 5. 5 . 7 4. 3 1. 8 2. 6 2. 1 2. 5 1. 2
合计 755. 0 100 243. 8 100 126. 6 100 188. 1 100

注: 相关数据来自调研资料。划拨专项均来自市委办，申请专项指申请得到的其他财政
专项资金，自营收入则指其会费或活动收入，其他收入包括捐赠、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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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从 U 派生型到 M 派生型的变革

政府对派生型组织的治理架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 参见图 3 ) :

2007 － 2013 年为第一个阶段，可称为 U 派生型，主要特征是市委办较

强的直接控制与较弱的激励机制; 2013 年中期以来为第二个阶段，可

称为 M 派生型，主要特征是市委办更加尊重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放松

了直接管控，对社会组织的激励有所增强。

图 3 治理架构的变革

在第一个阶段，2007 年，市委办以综治办的设立为契机，实行了自

上而下的强控制，打破城市研究会、创业研究会及新成立的综治促进会

三大社会组织的成员边界，三组织间可以任意进行人员调配。2008
年，事业单位综治研究中心成立，为进一步直控提供了抓手。当年，在

实际管理上，市委办划分了 9 个职能部门，市委办相关部门、综治研究

中心与社会组织人员全部打通使用，分别划入职能部门。组织边界被

打破，但人员可根据编制身份清晰区分其实际权力。职能部门分别是

市委办通过综治研究中心管控的目标部、财务部、协调部、评价部、活动

部和传播部，以及市委办直控的策划部、运行部和研究部。其中，活动

部、策划部和研究部主要承担几个重大项目的具体执行; 运行部、协调

部、传播部负责项目的运作协调与宣传; 目标部、评价部负责人事考核;

财务部直接掌控社会组织的全部资金。
组织的运作具体体现为: ( 1) 人事上，市委办拟定社会组织理事会

成员名单，并邀请 8 名成员作为职能部门的名义牵头人，他们均为兼

职，具有一定的( 策划、评价) 建议权和协调权，但主要扮演合法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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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市委办全面负责所有社会组织人员的招聘与考核，员工根据在职年

限、学历等划分出不同的薪资等级，薪资中有 10% 由目标部和评价部

根据员工参与项目的数量与质量( 部门负责人打分 + 全体员工互评) ，

考核评定。( 2) 财务上，市委办向社会组织输送了大量项目资金。但

由财务部控制全部资金，不仅包括市委办的划拨专项，还包括其他收

入。( 3) 目标和任务都是行政性的，社会组织自身没有独立的目标。
恰如命题 3 所示，实际运行中，U 型治理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

控制成本越来越高。2008 年后，市委办又发起成立了几家社会组织，

这为市委办负责人带来了更高的管理成 本，其 直 控 的 主 要 抓 手 部

门———财务部、运行部无力支撑整个组织的运作。其次，人员激励过

低，导致人才逆淘汰，留下来的人员也缺乏积极性。派生型组织“有点

太当机关了，不适合社团”( 访谈资料 － YL) 。社会组织不仅在“五险

一金”等福利保障上明显弱于行政与事业编人员，薪资也更低，形成了

明显的身份性“天花板”。考核奖励也很低。“他们那个等级，按照公

务员 17 个等级的来的，我们看了就疯掉了。升职了，一年加 200 块，有

啥意思呢。触动不了我们的核心利益，这是目标部决定不了的”( 田野

资料 － 0619) 。庞大的部门统合主义规模进一步强化了人际关系的重

要性。以人员互评为例，“打分，是看名字的，不是看工作的”( 田野资

料 － 0804) 。再次，项目维系手段减少。自 2011 年后，项目支持逐步减

弱，用于交换的资源减少。社会组织向其他部门申请项目，需要符合其

他部门的目标和审计等要求，总部无力控制。最后，作为一个由不同性

质组织、不同编制人员组成的庞大集团，天然地适合松散关联，职能部

门直控造成的张力过大。因此，除了直接承担项目执行的部门，其他部

门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比如，作为人事评价核心的目标部不具备基本

约束力，一位商帮研究会员工说道: “我们根本不听他们 ( 目标部)

的……部门没有打通，没有和人事、财务打通，我目标没做完，你能把我

开除吗?”( 田野资料 － 0619 ) 可以说，谁掌控了具体的项目运作和资

源，谁就具有话语权，所以活动部、策划部和研究部三个项目性部门架

空了其他职能部门，推动了新治理形式的到来。
第二个阶段实行 M 型治理，市委办由撤并原职能部门，在人事、财

务等方面对社会组织放权，不过它们仍然是承担行政性任务的主体。
撤销目标部、运行部、协调部; 活动部划归综治促进会; 研究部划归城市

研究会; 传播部划归新成立的传媒行业促进会; 策划部划归市委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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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财务部、目标部合并进入综合办公室，由其承担协调、保障等全面

工作，以综治研究中心 3 名员工为核心成员，抽调社会组织人员 5 名。
组织运作具体体现在: ( 1 ) 人事方面。市委办掌控理事会成员的

推荐，社会组织负责基层人员的招聘; 员工激励出现分化，“允许一些

人先富起来”( 这是综治促进会和商帮研究会几名依靠项目提成拉开

与其他人薪资水平的员工对我们讲的) 。市委办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留

住善于引进资金的员工。目标部撤销后，原来的总部考核个人模式转

变为总部考核派生型组织，组织考核个人。( 2) 财务方面。① 划拨财政

专项仍然由市委办和综治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办控制，但鼓励社会组织

申请其他项目，这些项目主要由社会组织支配，综合办提取 20% 的管

理费，并且项目结余资金的 40% 由相关员工分配。此外，综治促进会

和商帮研究会旗下各自成立一个非实体性经营部门，主要依靠培训、咨
询、项目对接等获得收入。自 2014 年后，每年会有 30 万元 － 60 万元

收入，上缴 20%的管理费后，其余收入在员工内部分配。市委办等虽

然依旧掌控财务预算分配，但社会组织在过程管理上增强了话语权。
( 3) 目标与任务方面。原来的几个重大项目撤并了两个，派生型组织

的目标与任务仍然围绕行政性项目展开。但是，社会组织逐渐有了更

大的话语权。2014 年起，综治促进会甚至独自承办了“市民活动日”这

一核心项目，一名老员工说道: “市民活动日的主办，从综治办到了促

进会，我们开始也担心的，还会不会认，发现完美对接，我们市民活动日

的牌子( 打) 出去了……原来活动日，做给领导看的，说白了。后来，领

导的兴趣也不在这里了，( 以前) 是宣传性的”( 访谈资料 － XSX) 。可

见，社会组织的自主权的确更强了。

( 五) 派生型组织的未来: 自主? 转型? 消亡?

M 型治理架构下，社会组织已经初步显现出自主性。在资金依赖

问题上，社会组织被鼓励向其他部门申请项目，比如文创资金和挖潜资

金等。在小微企业促进会、综治促进会的收入结构上，其他部门项目资

金等已经占到 1 /3 的比重，并且比较稳定。“为啥呢，领导我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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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综治办的年度总结报告中写道:“法人单位不断增加，财务部管理的资金额越来

越多、业务量越来越大，管理的单位性质跨度很大，为成本核算带来难度……随着新运营

模式的建立，成本核算单位的界线变得清晰，责权利更加统一……核算工作更加精准，资

金筹划更能有的放矢。”这较清晰地总结了前后变化情况。



也熟悉，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活动好，有吸引力，我们也在不断地

寻求创新。第三个，就是查账，我们很清楚的，一清二楚”( 访谈资料 －
ＲPE) 。由于长期承接市委办的行政性项目，这些社会组织也培育出一

些较成熟的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这当然也可以用于与其他行政部门

的对接，甚至“改换门庭”，成为其派生型组织。
然而，自主绝非告别派生型的唯一出路。实际上，“如果市委办撤

出，我们就垮了”是听到的最多的话语。市委主要领导关注点的变迁、
综治办的撤销并没有完全断绝对派生型组织的项目输送，只是资金规

模有所收缩。社会组织员工表示，市委办撤出的真正标志将会是市委

办负责人、城市综治的主要推动者和灵魂人物的离休。按照其年龄推

算，这也就在未来几年内。那时才是真正考验社会组织命运的时刻。
当然，无论是灵魂人物还是社会组织自身，自从 2011 年特别是

2013 年以来都在未雨绸缪，他们称之为增强“造血”能力，主要手段是

扩大经营性收入。然而，一方面，这部分资金并不多，远不能与现在的

财政专项资金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这些收入已经有了突破非再分配约

束的苗头。① 因此，随着社会组织监管制度硬化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它

们转型为营利性组织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具体向何处走，或许要交

给时间来回答。

五、小 结

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

提出了三组系列命题，阐释了其从产生到变革乃至消亡的组织过程。
这个概念具有一般性意义。首先，派生型组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

不同时期的学界研究虽然零散但都鲜明地呈现出这一点。因为中国的

国家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所以派生型组织是制度环境下多元行动主体互动产生的一种稳定的组

织形式。其次，考察派生型组织不仅可以用以分析政社关系，还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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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趣的是，这与事业单位的变化很相似。事业单位是中国特色的政府性 + 非营利性的组

织，但由于全额财政拨款比重减少，有相当大比例的组织早就以营利为目的了。事业单

位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将营利性单位转制为企业。



析其他组织类型。在部门统合主义框架中，事业单位与企业均构成派

生型组织，它们以非常灵活的形式存在，比如大量的编外警辅队伍( 叶

静，2016) 和所谓的“临时工”。
沿着本文的框架，未来可在如下层面推进相关研究。第一，我们主

要关注行政部门对派生型组织的纵向关系，并没有探究不同部门统合

体的横向关系，纵横网络的复杂关联可能使部门统合主义框架更加丰

满、有趣。第二，我们的个案资料来自一个市级的、综合性很强的部

门———市委办，是否其他级别政府、其他部门也有这样的特征? 第三，

近几年的社会组织管理策略有所变化，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

立政社分开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虽然一项理念的真正落地需要多重

制度的配套，但毕竟使我们看到了派生型组织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值

得跟踪探讨。
本文尝试通过深入地理解本土经验，辩驳和提出新的具有一般性

的理论。只有这样，中国学术界才能既扎实又开放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妨以裴宜理( Perry，1994: 712) 的一段话作结，“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

非凡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它所经历的帝制、共和与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还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官僚制度上。基于此，中

国不应只是政治理论‘舶来品’的检验场，更应是新分析路径的丰

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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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e control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to disorganize the Chinese society．
Ｒecent studies show that variables other than state control need to be explored． With the
cas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ffiliated with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is article ha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Firstly，neither collective action nor state control can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By contrast， whether a business association enjoy enough
resources is a key issue． Government connections，market resources and fellow villager
network all contribute to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Secondly，the degree of activ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mbership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they are suppor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even if they have enough resources，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re hard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ir members． Thirdly，institutions which aim to organize the
members can promote the membership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with
the resources can eventually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Derivative Organization: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State-Society
Ｒelationship in China Shi Puyuan ＆ Li Chenxing 56…………………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derivative organization”，a universal NGO type in
China． Nominally，derivative organizations are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but in fact
they are subordinate departments of Chinese bureaus． As a distinctiv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derivative organization is one component of“bureau corporatism”，where
governmental sector reproduces the so-called“work unit system”through the Chinese-
style projec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emergence，maintaining and reforming process of derivative organization． The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basic pairs of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tradeoff tension，namely tradeoff
tensions between legitimacy and power appeal bureau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between hierarchy and equal contracting project proceeding and risk
relationship，and between control and incentive． At last， to expound the new
organizational theory，this paper uses a case to elucidate the theses．

Why Does the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Fail?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meen Model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 in Lu
Village Cheng Shiqiang 84………………………………………………

Abstract: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is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nding practice of Grameen Model after it is adopted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namely its acceptability and substantial influence in local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technical explanations or cultural explanation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from the local people，and the specific
social foundation of this institutional model in the local community． Firstly，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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