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oughts on Chang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Xiaobo Shu 
Department of Finance,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Dianchi College, Kunming 

65022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y is moving from the middle level to high level, and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figu-re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an-d create a new era of efficient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functions,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djusting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market supervision functions, resist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refo-rm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novating 
supervision method-s. In the end, realize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goals of government capability, 
society in order, a-nd market validity.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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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的思考 
舒晓波 1 

(1.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经济学院金融系，云南省昆明市 650228）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向中高端迈进，已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新时代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要求：提升公共服务职能，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调整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市场监管职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培育社会组织、创

新监管方式，最终实现政府有为、社会有序、市场有效的优化发展目标。转变政府职能，不仅是提高政府效能的必然要求，

也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政府职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进程，即是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发展。但在实践中，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直

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学界已经有大

量关于政府职能演变的的研究成果，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下政府职能演变的方方面面。西方国

家政府职能演变的研究都强调政府与市场应该依据具体经济情况来结合。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与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事实证明，政府的不干预和过度干预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职能必

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必须综合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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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黄新华，2009)。[1]2003 年以后，中国开始集中地考虑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政府部分职能应交

由市场和社会，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监管和服务之中，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理(唐兴军，齐卫

平，2014)。[2]如何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惠及全体人民，仍然是政府职

能转变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高小平，王俊豪，张学栋,2010)[3]通俗地说，政府职能转变

意味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明确新形势下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打

造“有为政府”,围绕如何推动政府更加“有为”进行改革。(吕同舟，2017)，[4]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具

有多重维度，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多元协作、市场导向和法治政府。(汪来杰，孙琪，2018)[5]本文试

图从新时代新旧问题叠加的背景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管

职能，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优化发展目标。      

1 新时代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要求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府如何正确行使职能”越来越受到

重视。政府职能即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承担的责任

和发挥的功能(秦国民，2005)。[6]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发挥

的功能也在不断调整。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其公共性和有限性都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

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职能都无法脱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7]，如果政

府职能偏离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应予以反思和修正(s．Borzutzky，2003） [8]新时代发展的基本

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9]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

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1.1 提升公共服务职能，增进社会公平正义 

进入 21 世纪后，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取得重大进步，首次提出了向服务型政

府转变。2014 年始，公共服务的理念逐渐普及，各级政府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有所改善和加强，但由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长期失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巨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境、社会保障和就业

的投入占 GDP 的比重都比较低（图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网站 

其中，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仅占 GDP 的 4.14%。这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4.1%）处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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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世界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根据统计，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上，目

前世界平均水平为 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 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 4.1%。2017 年我国政府

卫生投入占 GDP的 1.85%，世界排名第 145 位的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却要守护着人口为 13亿，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民的健康。政府负担卫生费用仅占 28.91%，而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 80%-90%。

此外，按国际通行标准，政府科技投入占 GDP的比重不到 1%的国家为缺乏创新能力的国家，在 1%-2%之间

是有所作为的国家，大于 2%的国家为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国家。2017 年,我国科技支出 8384 亿元，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1.02%，说明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根据国际经验，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 GDP 

的比例达 1%-1.5%时，可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 2%-3%时，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发达国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例已达 2%，我国 2017 年的投入是 1.15%，说明环保投资仍有

很大提升空间。文化、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同样比较低。由于政府在这些公共产品或服务

供给上存在不足，进而造成供给上的不均，人民群众内部需求满足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教育的不公平，看

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分配不公就业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民生问题，在新时代体现的更

为深刻、全面和复杂，政府的职能必然要求随之转变，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衡量一个国

家文明发展的标准。 

1.2 调整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社会管理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把 “社会更加和谐” 

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并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

要 “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加，

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创造一个稳定、和谐、健康的生活环

境。党的十七大，把社会管理纳入我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但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远未到位，政府缺乏

对社会公益组织的引导、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社会中介组织还为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

体，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问题。社会对公

共服务的需求日也趋多元化，特别是养老、健康、医疗、咨询培训、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单

靠政府力量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重要社会力

量。2017 年，我国民营企业近 2500万户，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

接提出 “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10]传统的一元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革中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

问题、新情况，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很难有效完成社会管理的目标。今后的社会管理应该是不同的利益群体

或者代表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政府应该将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承担并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伙伴关系，以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就是要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对政府社会管理

职能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能否成功转变政府职能，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

升，调整社会管理职能，无疑天然地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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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强市场监管职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市场是有效率的，政府应当从微观经济活动和市场行为当中坚决退出，改变过度干预，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并非是万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垄断、外部性、市场信息不完全、

宏观经济失调，往往需要政府进行干预。2019 年，我国发展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更多。“互联网+

市场”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产生市场秩序混乱的新问题。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很大，企业对公平竞

争环境提出更高要求，人民对生活品质的提升需求日益增长，而不安全食品药品、假冒伪劣、消费侵权、

电信诈骗、垄断等市场失灵不断显现。传统市场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政府不能过分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强刺激”，需要不时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强推动”。[11]

市场监管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针对市场主体经济活动及伴随的社会后果采取的微观干预和控制。只有

通过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优胜劣汰，才能防止劣

币驱逐良币，让无效低效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实现市场出清，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利用，才

能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只有通过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新时

代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要求。 

我国的市场监管理存在着：一是监管前紧后松的情况。以批代管、以费代管和以罚代管的现象普遍存

在，对于事中和事后的监督管理缺乏有效的行为措施，许多问题往往都是在问题发生以后才开始去调查取

证，错失了避免事情发生的最佳时机。[12]二是多头监管、权责不统一的问题。有些监管职责存在交叉，

“九龙治水”互相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而有些又存在缺位，套利行为严重；三是监管方式手段不到位。

传统的突击抽检、索证索票、原料进货查验等监管方法，以及使用标准、风险评估和检验检测等现代化监

管手段在客观上对潜在的风险还是无能为力。 

2 新时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做好加强监管的“加

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尽可能削减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

配置、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 

2.1 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定位，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

基础的发展，自然对政府职能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还不到位，公共服务比较薄弱、社会管理亟待加强，市场监管问题较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要求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解决老百姓的更高

层次的生活需要。这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机构进行了 8 次较大的改革，逐步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2018 年这次机构改革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完善了政府的公共

服务职能。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也主要从规范产业领域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性规制

向以健康、环保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规制转变。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所以，

环保部、国资委、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机构应运而生。[13]通过科学设定宏观管理部门职责和权限，有利

于加强和优化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法律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职能，更好保障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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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民生，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2.2 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政府服务外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相继就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得以明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环境

治理体系和大扶贫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其作用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选择。在中

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力军仍然是政府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仍处于边缘状态。对社会组织的培育需要做

到：一是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优化服务，加快审核，简化登记程序。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

会组织，按照不同规模、业务范围、成员构成和服务对象，加强分类指导和业务指导。二是加大资金扶持，

优先发展为特殊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

等特殊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三是建立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多种配套支持，如提供组织运作、活动场

地、活动经费、人才队伍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努力形成共同推动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改革，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建立政府

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合作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政府仅充当出资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这是一项合作双赢的

制度创新。购买公共服务，既让政府部门从难以顾及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抽身”出来，也让社会组织有

效地将公共服务“接手”过去。政府部门得到“减负”，社会组织则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3 转变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求政府管理由过去以审批为主向以监管和服务为主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趋势、新要求。这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使

市场活而不乱，更好地把控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迫切需要通过创新监管，探索更加有效的监管模式，有效维护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新旧

动能转化，进而破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

规范市场秩序的“金钥匙”。要改变过去市场监管中盛行以罚为主、以罚代管，处罚过多过细，一动就罚、

一罚了之的监管模式，要加快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市场主

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二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型实现智慧监管，推动“互

联网+监管”，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增强市场监管的智慧化、精准化水平。三是对网络经

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不能出现真空，可采取

更为包容审慎的监管，注重观察了解、跟踪，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创新监管手段，运用第三方评估、行业

自律、投诉举报、舆论监督等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3 结论 

中国经济正向中高端迈进，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服务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政府职能转变，要突出问题导向，向体制机制弊端发力，补齐服务、监管

和社会管理的短板，该提供的服务提供到位、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通过改革使

政府职能配置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造中国升级版，建设现代政府

1986



很难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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