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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群团改革视域下地方妇联购买
服务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扩展*

———基于对上海 H 区的经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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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抓手，各级妇联组织在中央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改

革实践。本文以上海市 H 区妇联的改革实践为例，在对既有理论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立足群团组织的核心属性尝试构建

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特点的分析框架，以揭示 H 区妇联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在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中，H 区妇联通过规范化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长效化机制等行动举措，推动了妇联传统

服务模式的转变、组织属性的重塑以及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种“群团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通过联同社会力

量促进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组织通道的再造。本案例对当下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实践价值与参考意义，既是对十九届四

中全会强调的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的积极响应，也提供了一种深化群社协同共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策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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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for the Party to closely connect with the grassroots and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Women’s Fed-

erations at all levels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reform exerci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form agenda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mass or-

ganizations led by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Using the reform practice of a local women’s federation in the H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existing theory with respect to the core attributes of mass organizations so as to construct an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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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the meso level governance”to reveal the logic of its strategies embedded in the reform exercise．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purchasing services for social forces，the women’s federation of the H District has promote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ervice model，the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apability to serve the mas-

ses through standardized system，specialized methods，multi-agent linkages and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given

rise to a phenomenon of“mass organizations piggybacking social forces，”namely，collaborating with social forces to promote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channel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that the Women’s Federation serves． Furthermore，this example as a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current reform of mass organizations，it ex-

emplifies not only as a strong response to the call adopted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for societ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but also as a strategic mechanism for building social organizations’joint gov-

ernance among mass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modernization of capacities for governance．

群团组织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抓手，既

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也是维

护国家政权、推动党组织社会①的重要支柱。中国

特殊的历史、政治与文化背景，形塑了妇联组织独特

的组织性质与功能定位，并长期扮演着“党政代言

人”和“群众代言人”的双重角色。2015 年在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切实

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努力

开创群团工作新局面。随后，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

群团组织要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

机制和方式方法。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要求建

立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注重发

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助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

共同体。可见，深化群团改革已然被纳入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共同

体构建的时代格局之中，这既是党和政府对群团工

作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群

社合作、发挥应然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面对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取

向，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应怎样参与基层

治理实践、有效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此，

如何进一步深化群团改革实践、创新群团工作机制，

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力量，是当前各级群团组织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一、问题提出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群团改革工作持续

推进，群团组织在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拓展群团参与

治理空间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呈现出一种迈向

社会本位、回归社会属性的改革实践模式［1］(PP55－68)。

以妇联为例，中央办公厅批准的《全国妇联改革方案》

明确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以妇女为本，从机构设置与

运行机制、干部选拔与管理、群众服务能力提升、基层

组织建设等方面推进改革，切实发挥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基本职能，努力构建社会化群团服务机制，以

彰显妇联组织群众性这一特点。地方妇联组织也结

合发展实际开始探索制度调整与实践创新。例如，上

海市作为群团改革先锋地，着重围绕组织设置、干部

管理、运作机制和支持保障，优化工作队伍，健全“网

络化、法治化、社会化”工作机制②，以增强服务群众

本领。吉林省妇联明确“坚持党建带妇建”原则，积

极推进服务型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并将其纳入基层

党政领 导 目 标 责 任 考 核 与 基 层 党 建 考 评 体 系 之

中［2］，深化党领导妇联组织工作的机制创新。江苏

省徐州市妇联借助微信、妇联通、QQ 等媒体平台，积

极搭建“三级群主”+“两级顾问”的服务网络，以增

进市、县、镇、村、妇女小组五级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

的有效联系［3］(PP44－54)。上述各地区改革措施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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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谢遐龄:《论作为政治制度的统一战线》，《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该文指出，党组织与社会是

一体的，党在组织社会的过程中发展统一战线。叶敏:《政党组织社会: 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探索》2018 年第 4
期。文中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有效组织社会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使命型政党，其以有效组

织社会为根本依靠力量。
此表述出自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2015 年 11 月所制定的《群团改革实施方案》。



程度地响应了中央群团改革的方向和要求。然而，

由于妇联等群团组织长期镶嵌于科层体系，存在“官

民二重性”特征［4］(PP67－72) ，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类党政

部门”［5］(PP701－715) 或“准政府组织”［6］(P94) ; 同时，处于政

府序列边缘位置的妇联在实践中仍存在“唯上多于

唯下”“重场面轻实效”“亲体制内而疏体制外”等现

象③，其脱离群众、脱离基层的倾向亟待进一步解决。
加之受“倒金字塔型”组织架构的影响，妇联的基层服

务力量欠缺、服务能力有限，进一步弱化了其既有的

群众性功能，这些情形体现出妇联组织在国家政治性

与民间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之间存在着愈发凸显的张

力，不断撕扯着妇联本身。那么，如何转变妇联组织

传统的体制机制与工作方法，重塑其应然的社会性功

能，促使妇女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进而有效实现群团改革目标呢?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财政危机、管理风

险及全球化挑战，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

市场化改革实践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得到广泛推行。
从国内来看，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驱动下，“政府购买

社会服务”逐渐成为政府职能转移、回应社会需求的

重要机制，这既是加快政社分工合作、激发社会组织

活力、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举措，也是克服“理性

官僚制”下“政府失灵”［7］(PP17－29)、应对增长性需求与

差异化需求挑战［8］(PP129－136) 的有效手段，并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福利供给模式从政府包办到政府委托购

买的转变，促进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
妇联组织在外部政策形势驱动和内部服务困境的推

动和倒逼下，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然成为其落实

改革要求、提升服务群众能力的关键切入点。
上海 H 区妇联在群团改革精神的指引下，积极

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实践，尤其是通过项目化运作引

入专业社会组织，积极转变传统工作理念和模式，并

逐渐探索形成了一种迈向社会化取向的妇联改革道

路，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治理效能。既有研究关于

妇联购买社会服务的探讨主要聚焦两方面: 一是从

理论维度解析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

理 现 代 化 的 角 色 定 位、实 践 方 向 与 机 制 思

考［9］(PP101－105)［10］(PP14－26) ; 二是从实践出发，阐释各级妇联

购买社会服务中所形成的竞合式镶嵌［11］(PP19－27)、层级

嵌入［12］(PP5－16) 等妇社合作关系。不难发现，既往研究对

妇联组织行动逻辑的研究尚未跳出国家－社会关系框

架，限制了研究者对妇联组织在改革实践中的实践智

慧和本土想象的关切，而这种研究空间可能更加有助

于实现妇联改革实践中本土理论的生成。

基于此，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 在中央

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地方妇联通过向社会组织购

买服务来实现治理模式变迁的深层机理是什么? 这

种独特的购买服务模式体现出地方妇联在改革实践

中的何种行动逻辑和本土治理经验? 具体而言，本

研究以 H 区妇联近五年购买服务项目化实践为研

究重点，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一是 H 区妇联如何认

识与理解以项目化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二是

基于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构建了“中间治理领

域”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妇联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

逻辑; 三是深度分析妇联社会化改革的行动逻辑及

其内在机制。本文以笔者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调研的上海 H 区妇联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深度

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主要考察 H 区妇联

如何转变工作思路以发挥群众性功能( 怎样开展购

买服务实践) 、采取哪些购买服务策略( 对内如何理

解项目化机制、对外如何监管项目等) 以及在上述探

索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逻辑等内容。

二、理论基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涵拓展

近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始终是国内外社会

科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主导范式，并形

成了以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社会中的国家”④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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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笔者结合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既有妇联组织研究文献以及实地调研中妇联工作者

的阐述梳理归纳形成。
参见乔尔·米格代尔著，李杨等译:《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 131 页。书中指称，国家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嵌入社会之中，二者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互相影响，力量对

比和边界持续变动，但任何一方均无法建立绝对的权威或霸权，进而形成一个“社会中的国家”。



代表的理论视角，但它们所展开的探讨却仍停留在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框架内，这也使得在政府购买服

务实践研究中，学界较多从传统二元框架分析政社

关系的形态及其特征，导致理论创新空间或本土理

论建构十分有限。然而，基于群团组织特殊的身份

属性，既有的双重委托代理抑或国家与社会关系范

式在揭示群团购买服务实践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解释

限度和恰适性问题。因此，笔者引入“第三领域”这

一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机整

合的“中间领域治理”分析框架，以更为恰适地阐释妇

联购买服务的实践机制及其内在逻辑，并尝试对既有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内涵进行对话和反思。
( 一) 身份区隔与组织悬浮: 双重委托代理框架

的解释限度

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委托代理理论，是基

于契约制定，通过委托人给予代理人一定酬劳和决策

权，代理人展开行动以实现目标和委托人利益的最大

化，其核心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均是以实现自身效用

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的“经济人”［13］(PP69－78)。其中委托

人主要出于公共目标或公共利益，代理人则追求高昂

代理费或自由决策权。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结合中国

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建立“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用

以分析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营者三者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及其交互影响［14］(PP16－25)。而后，双重委托代

理作为一种探究政社关系、多层级关系的分析机制被

广泛应用。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面对多层级下不

同主体的差异性价值偏好和行动逻辑，有学者借用双

重委托代理来分析初始委托方、中间委托方及终端代

理方之间所生成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以调和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秩序［15］(PP36－48)。由此可见，双重

委托代理作为一种关系分析机制，借助良性关系的

构建来实现不同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从组织属性及职能来看，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兼

具“党政代言人”和“群众代言人”的双重身份，既要

自上而下贯彻党政意志，担负起引导广大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的责任; 也要自下而上代表和维护人民

群众权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然

而，这一特殊的双重身份并非一种分立或割裂的状

态，而是被统合在“桥梁与纽带”这一角色定位之

上，连接着国家和社会成员，既向下传达党政意志，

也将人民群众的需求上传至国家，进而实现社会成

员与公共体制之间的相互连接［16］(PP1－6)。因此，借用

双重委托代理来分析国家( 党政) 、群团组织、社会

成员之间互动关系时，一方面将可能增加群团组织

双重身份之间的区隔性，强化其“类党政部门”或

“准 政 府 组 织”的 钟 摆 特 性，进 而 在 一 种“悬 浮

型”［17］(PP1－38) 组织形态下不断弱化其对群众及其需求

的应有关怀; 另一方面，在双重委托代理语境下，因

双方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且存在信息不对

称，常常出现委托代理困境，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群

团组织对上、对下的实践困境，如何确保其实现公共

利益最大化仍有待深入考究。
( 二) 拓展“国家－社会”范式: 新时代妇联组织

身份的再阐释

既往研究中，以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为代表的

两种理论范式被视为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基

石。其中，前者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

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18］(PP63－87)［19］(PP162－168) ，反窥中国本

土现实，在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的社会生产机制下并

未具备 孕 育 市 民 社 会 的 条 件，社 会 自 治 要 素 缺

失［20］(PP125－139) ，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强国家－弱社会”

的形态; 后者则主张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融合，二者融

合所形成的法团化组织乃是社会良好运作的中介，并

将它们整合进国家决策结构之中，实现国家与社会间

的有机整合［21］(PP30－43)［22］(PP174－198)。不难发现，二者所呈

现的理论阐释始终难以跳脱以往的二元性结构框架，

较多地停留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抑或对立状态的

推拉关系之中，理论想象力受限，难以形成一种突破

性的解释模型。群团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

具有连接党政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的定位，其特

殊的中间层角色、双重属性及其组织化功能，促使笔

者进一步思考并拓展原有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以

有效阐释群团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的理论依据。
基于西方成熟的社会生产机制，萨拉蒙( Lester

M． Salamon) 认为，独立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存在的

“第三域”是实现对政府权力监督、保障全社会公共

利益的重要手 段［23］(PP14－15)。回到中国本土语境，在

“强政府、弱社会”长期规制下难以形成独立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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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域”，然而，黄宗智先生通过对清代诉讼案件史料

的深入研究，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第

三 领 域 (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
ty) ［24］(PP260－285) ，即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商谈判，批准授

权其以半正式的行政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并因情

境场域的差异使之徘徊于国家化与去国家化之间。
也有学 者 将 其 称 为“国 家 和 社 会 之 间 的 中 间 区

域”［25］(P198) ，更多强调国家意志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

动交叉，进而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基层公共领域治理

模式。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工会组织除了西方

语境下的社会性存在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性存在

之外，在当前社会治理实践中已日渐形成一种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存在形式［26］(PP121－133) ，从而兼具国家治理

与社会治理的双重角色。
由此可见，在第三领域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并非

是单一的分割对立抑或交融统合，而是在边界模糊

地带形成了二者的交叠区域或粘连地带［27］(PP102－126)。
群团组织作为特殊的社会团体，是党领导下的联系

和服务群众的重要组织载体，恰处于国家与群团所

代表利益群体的中间位置，并在国家所赋予的政治

合法性基础上发挥着连接党政与群众的桥梁与纽带

作用，成为新时代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社会

支柱。这种特殊的组织性质与职能定位促使其以

“中间领域”的代表性身份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并在中央群团改革驱动下逐步实现政治合法性与社

会合法性、党政代言人与群众代言人的双重统合。
在整个治理结构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为中

心”的前提下，妇联组织进一步发挥“中间领域”功

能，既要促成组织自身的多重转变，更要主动“借道

社会”，即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机制来向社会组织借力

借智，进而更好地彰显妇联社会化功能和中间领域

治理所促成的通道连接功能。因此，从购买社会服

务实践来看，妇联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主动联手合作，

既是在制度引领下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加

快政社分工与合作”⑤、“激发社会组织活力”⑥等一

系列治理要求的充分体现，以进一步构建群社、妇社

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 也是积极促成党政与妇女群

众之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一双向沟通模式

的关键纽带，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通道再建与

有机团结; 更是借用专业力量来满足群众复杂诉求、
增强自身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

要手段，以有效彰显自身社会性与群众性功能。
为此，基于上海市 H 区妇联近年来在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实践机制方面的探索，笔者尝试构建出一

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的分析框架( 见图 1 ) ，

从而进一步揭示以“中间层”身份存在的妇联等群

团组织借助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来促成国家与个体

之间连接互动的实践空间及其行动逻辑。

图 1 中间领域治理下妇联购买服务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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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徐永祥:《政社分工与合作: 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东南学术》2006 年第 6 期。文中指出，要推动社区建

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一表述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文件明确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

自治、发挥作用”。



三、多维并举: 地方妇联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

逻辑

中国妇女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发

挥妇联组织“联”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推进

资源开放共享，主动借势、借机、借力、借智，更好

为大局服务，为妇女群众服务［28］。妇联组织需充分

发挥自身角色优势与社会性功能，创新工作方法，

进一步促进服务能力与治理效能的稳步增强，从而

协同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有效发挥应然效

力。纵观 H 区妇联近五年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实践，资金投入超过 1000 万元，服务项目超过 100
个，其内容涵盖妇女、儿童、家庭、社区治理、基层

妇联建设等多个领域，成效显著。在实践中 H 区

妇联是如何借力项目化运作来创新其工作机制、凝
聚社会力量、满足群众诉求，进而实现治理能力提

升、推进群团组织改革的呢?

( 一) 思维与制度同步，扎牢购买服务实践的规

范化根基

针对妇联等群团组织存在的覆盖面不足、凝

聚力下降等问题［29］(PP144－150) ，H 区妇联多次召开党组

会议、街道例会、干部讨论会，全面分析自身在职能

履行、服务实施、凝聚群众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重新

认识新时期妇女群体的分化格局及多元异质需求，

积极探讨服务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模式。
恰逢政府购买服务浪潮全面兴起，转变传统服务方

式、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化实践成为破解困境的

有力抓手。
一方面，在购买服务之初，H 区妇联以思维意

识为着眼点，有力推进“三转”，即转身份、转意识、
转方法。具体来讲，H 区妇联全体妇女干部专程

前往最早开展项目化运作的 P 区学习服务经验，

并邀请高校与实务专家围绕购买社会服务与社会

组织发展等相关内容进行政策解读、理论指导及

实践分享，着力加强妇联干部对购买服务及其运

作体系的理解，从意识上逐步改变自上而下的行

政化、机关化思维。正如原 H 区妇联 Z 副主席所

言:

相较以前，从“大包大揽”到“委托购买”、从“自

想自做”到“监管督导”，我们要实现的是认知与身

份的同步扭转，对于我们机关干部来说，这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 访谈资料: 20190625)

另一方面，以制度规范为依据，结合自身实践主

动“建规章、立契约”，即立足购买服务的实际，加强

多方协商。H 区妇联在购买服务之初就在第三方评

估机构及行业专家的支持下拟定了《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益服务项目实施意见》《项目化运作专项资金

经费管理办法》《项目申报书模板》《项目协议书模

板》等文件，充分明晰了购买的原则、目标、内容、资
金拨付以及承接主体要求等关键要素，以妇联、社会

力量应遵从的契约精神为核心规则，发挥制度与契

约对各 主 体 及 其 行 为 的 严 格 约 束 与 支 持 使 能 作

用［30］(P58) ，从而有效建立并稳固了购买社会服务实践

的规范性基础。
( 二) 内行管内行，构建全过程、专业化的监管

评估体系

当前国内无论是社会服务购买还是社会组织发

展均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地推动项目及组织的

专业化发展，应是各实践主体共同思考的重要议题。
H 区妇联在购买服务之初，在区社团局与行业专家

的推荐下，经多次走访、考察后，率先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项目进行全程评估与专业指导。原 H 区

妇联 Z 主席指出:

让内行监管内行，规范项目运作的机制，通过这

一过程，既让我们的妇联干部同步学习成长，也为下

面的社会组织发展增能，最终达到我们的共同预期。
( 访谈资料: 20190415)

与此同时，区妇联还联手各科室干部，建立了

督导员制度，着重发挥科级干部在服务对象知悉

度、核心工作精准度等方面的优势，由各科室干部

担任督导员，每月不定期到项目点进行现场指导，

再结合每月交流会、中期推进会，及时解决项目问

题，总结创新经验。这既保证了项目内容与重点工

作的有效契合，也为项目有序实施提供了服务经验

与资源支持。

最为重要的是，H 区妇联在多方协商努力下创

新性地形成了以“前置评估 + 过程评估 + 结果评

估”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全过程、专业化监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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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⑦，即在第三方、督导员、行业专家等多方支

持下，借助前置评估来筛选优质项目，提高需求界

定、目标聚焦、内容设计的多重精准度; 借助过程评

估为社会组织提供及时性专业引导，发挥陪伴式监

管效力; 借助结果评估来全面展现项目的实施成效

与影响，并为项目优化发展出谋划策，真正发挥了

“以评促建、引领创新”的作用; 而其后期所增设的

“绿色通道制”与“末位淘汰制”⑧，则进一步激发了

组织之间的“鲶鱼效应”，对激活社会活力、提升专

业服务水平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创新性实践举

措，在 H 区乃至整个上海市购买社会服务领域内可

以称得上先进，既在短期内较快地提升并深化了妇

联干部对购买服务、项目制的认知度，开拓视野、转

变思维、延展手臂，促进了服务能力提升; 也进一步

推动了区域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增强了服务供给

的专业化力量，真正形成了一种有限授权下多元主

体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格局。
( 三) 党建带妇建，增强党社、妇社及社社间的

互通联动

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规定下，妇联作为党领

导下的妇女群众性组织，是党调适社会、整合社会的

重要组织力量。这一特殊的组织性质促使妇联在履

职履责中较多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二元角色之间，如

何借用这一特质实现妇联自身应有效能的发挥、增

进党群密切联系，将是深化“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

建”理念、推进群团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步骤。
为此，在深入推进项目化实践中，H 区妇联一方

面坚持以自身为枢纽，突出强调“你为妇女儿童服

务，我为你服务”的理念，借助“区域化党建”多形式

汇聚党政、群团、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优秀女

性等多重资源力量，形成了“服务资源清单”，并根

据群众需求、项目运作、组织发展的差异进行资源的

有序疏散与共享，既提升了项目化运作的服务广度

与深度，也增强了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治

理实践的叠加效应，进一步推动着“社会本位”党社

关系的构建［31］(PP68－74)。正如一位 H 区妇联老领导

所言:

在日常工作与服务中，我们要做好三种资源的

整合: 争取党政资源、用好妇联资源、汇聚社会资源，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妇联的桥梁纽带功能。( 访谈资

料: 20190521)

此外，H 区妇联注重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培育，通

过专业支持平台的搭建，向高校及实务专家、第三方

评估机构等借智、借力，以增能培训、工作坊、实地指

导等形式为社会组织解忧解困、添砖加瓦，既推动了

项目的稳定发展、促进了组织自身的创新增能以及

组织间的交流共享，还在妇社之间良性合作伙伴关

系、社会化妇联服务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例如，在 H 区妇联的持续培育与支持

下，W 组织打造并形成了“果色 family·走进绿色”
“果色 family·绿街坊”“果色 family·绿动空间”等系

列项目品牌，不仅实现了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发

展，而且将日趋精细化的绿色系列项目从妇联组织

扩展到其他部门、从社区延伸到楼宇、从组织建设上

升到社区自治、从 H 区推广到全市，社会治理效应

获得了显著提升。对此，该机构负责人 W 表示:

一路走来，妇联就是疼你的娘家人，全程引导、
支持着我们的果色项目及组织的发展，因为妇联帮

我们链接资金、整合资源、宣传推荐、打造品牌，才有

了我 们 现 在 的 知 晓 度 与 影 响 力。 ( 访 谈 资 料:

20181023)

( 四) 坚持成效导向，提升购买服务的投资回

报率

近几年，购买社会服务作为一种创新治理的制

度化实践而“备受推崇”，但购买“泛滥化”下所存在

的结果风险、委托代理困境［32］(PP142－150) 却不断拷问着

购买服务的社会投资回报率［33］(PP114－121)。为此，H 区

妇联在推进购买服务过程中，始终秉持资金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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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自 2017 年起，H 区妇联与 X 评估机构签约达成合作关系，在 X 机构的专业力量支撑下，建立了符合群团组织特质与发

展需求的全过程监管与评估体系，实现了妇联组织、社会组织的同步增能发展。
“绿色通道制”是指在年终评估及评审结果中排在前两名的项目，可在下一年项目申报时，获得优先立项; “末位淘汰

制”是指在年终评估及评审结果中排在末尾的两个项目，下一年对该两个项目不予立项，但项目承接方可重新设计其他

项目方案来申报。



“精打细算”原则，重点突出“需求为本”“成效为核”
两个关键性要求，辅以全过程规范化评估机制的功能

发挥，逐步形成了“1 + X + N”⑨的社会治理形态。
从需求角度来看，从传统的“以己度人”转向互

通往来的“两上两下”，从源头转变介入社区服务逻

辑，根据妇女工作的实际需求与妇联机关干部联系

基层工作制度的要求，H 区妇联干部每月不定期深

入社区、走街串巷，借助民情调研、走访、茶话会、上

门慰问等形式全面搜集、汇总基层群众的痛点、难

点，确定年度服务重点，再向街道妇联征求意见，然

后由街道妇联征求居民区意见，两上两下，最终确立

项目征集议题。此外，在项目立项过程中，进一步由

项目申报方再次聚焦服务需求，提高服务供需的匹

配度与精准度。从服务而言，则更多是从“规范完成

指标”转向“以成效为核心”，引导服务供给方提高

项目服务的效力与效益。基于对往年购买服务实践

的反思，H 区妇联越发重视项目实施所取得的效能，

在 H 区妇联主席 L 看来:

服务年年都在买，钱花在刀刃儿上了吗? 不能

只关注承接组织做了什么，还要关注我们的项目给

妇女儿童家庭实际带来了哪些影响与改变，有没有

满足群众的需求，有没有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增
强能力，最终是要助人自助。( 访谈资料: 20181026)

为此，在规范完成项目预期指标的基础上，妇联

干部协同第三方在监测、督导、评审、专题培训中不

断强化社会组织对服务效力的认知及成效评估意

识，引导其建立成效测评体系，在规范中加强专业

性，在专业中实现成效最大化。这既是达成购买社

会服务项目预期服务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是推动社

会组织增能发展、促进妇社间有序合作的关键举措，

从而真正凸显共建共治共享下群团与社会组织合力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效能。
四、中间领域治理与地方妇联组织改革的机制

创新

基于上海 H 区妇联所开展的社会化服务实践，

笔者发现，通过构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打破

了妇联传统服务思维与模式，增强了其服务群众能

力，促进了多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了妇

联组织连接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枢纽作用。H 区妇联

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间领域治理模式，为分析

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推动妇联改革实践提供了

新的解释范式。这种新的解释理路具有以下理论

特征。
( 一) 上下双轨并行: 中间领域治理内涵的本土

解析

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黄宗智尝试跳出既有“国

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尝试从“第三领域”来揭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质，进一步阐释了国家对基层

社会的简约治理模式。而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连

接广大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特殊的组织性质与角色

定位使其恰处于国家与其所代表利益群体的中间

层，既承担着贯通上下的“政策传递者”“需求上传

者”“语言翻译者”等关键角色，也肩负着促进国家

与社会( 个体) 之间有序连接、互通互动的重要功

能。但是，妇联组织的中间层位置与黄宗智所提出

的“第三领域”概念并非完全等同，前者长期作为党

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其组织形态与结构位置是内

在规定的; 后者则是国家与社会交织互动中所形成

的实践主体，以满足基层治理所需。而随着国家治

理导向的转变，无论是“第三领域”还是妇联等群团

组织，均成为国家在不同时期调动社会力量、推动治

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实践主体。
因此，结合前文所探讨的地方妇联改革实践，以

及学术界对“第三领域”的解析，笔者立足妇联组织

的发展实际而提出“中间领域治理”这一概念，借助

中间领域治理主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来进一步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所谓“中间领域治

理”，主要指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治理主体即妇

联等群团组织，肩负着“国家代言人”和“社会代言

人”的双重角色，通过发挥自身的多重优势来积极推

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一双向通道的稳步并

行，逐步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连接与良性互

动，进而形成一种党总体领导、政府统筹负责、妇联

连接协调、社会有序协同、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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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1 + X + N”:“1”代表购买主体即 H 区妇联，“X”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承接主体，“N”为其他资源支持力量。



体系。从本质上来讲，中间领域治理既是对原有国

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实践模式的一种有机

整合，也是对当前群团组织如何有效参与治理、发挥

应然功能而展开的积极探索; 其更为强调上下双轨

的并行与相辅，即妇联组织要充分借助自身的独特

优势来促进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志传达与自下而上的

利益诉求反馈，从而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维

护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恰如本文所探讨的地

方妇联改革实践，其引入购买服务机制，积极借助社

会组织力量，通过一系列策略性实践，打通上下各方

的有序连接、激发各主体的角色优势，并以项目化运

作、专业化方法来推进社会化服务机制的有效构建，

既解决了自身发展之困、满足群众紧迫之需与社会

组织生长之难，也提升了妇联组织服务能力、增强其

自身群众性特征、精准回应群团改革要求，进而成为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

力量。
( 二) 群团借道社会: 专业支撑下组织连接功能

的持续增强

有学者基于对政府治理机制转型的研究发现，

鉴于自身灵活性与弹性的不足，基层政府更注重

“借”社会组织之“道”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形

成了一种“行政借道社会”的新逻辑［34］(PP118－138)。这

进一步揭示了基层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深层动

机，即通过一种隐蔽的“借道”机制来解决自身治理

实践的问题。
在笔者对 H 区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

践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借道”形式。由于中国

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妇联组织获得了国家

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以及组织建设、职能履行等必要

的资源支撑，但是相较广大妇女群众的多元异质诉

求而言，妇联组织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维行政固化、
服务单一有限等诸多现实困境。为此，妇联组织积

极发挥“联”的优势，主动引入外部社会力量( 社会

组织、企事业单位等) ，通过项目化运作向其借力、借
智，延展工作手臂、提升服务能力、增强群众满意度，

以实现解决自身问题、发挥群众性功能、响应群团改

革要求的多重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间领域

治理的重要主体，妇联在“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

中，并非是前文“行政借道社会”所呈现的“隐蔽”机

制，而是一种内忧外患下与社会组织联手寻求解决

策略、推动治理创新的“联合”机制，这既是妇联组

织有效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彰显群众性特征的内

在要求，也是协同专业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个体与国

家有序连接、有力促进社会再组织化的策略性方式。
同时，这种“借道”机制所促成的不仅是妇联自身工

作能力、连接功能的持续性增强，而且实现了妇联与

社会组织的共同成长、服务群众水平与有效治理效

能的同步提升瑏瑠。长期致力于推动购买服务的 H 区

妇联 L 主席更是进一步指出了向社会力量“借道”
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不单单是满足自身

手臂的延长、专业服务的匹配、纽带作用的发挥，也

有促进机关干部成长的作用，促进干部思维方式的

转换、更新; 同时，相较于政府部门，在实践过程中我

们对这些承接组织的伴随感更强，是贯穿始终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双方是相互陪伴式成长，也是

共赢发展的。( 访谈资料: 20190419)

( 三) 再建组织通道: 妇联购买社会服务的深层

意涵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流动的加速，个体与

国家之间的连接关系受阻甚至中断，越来越多的社

会成 员 面 临 没 有 组 织“向 自 己 负 责”的 现 实 局

面［35］(PP50－58)。因此，重建组织通道，畅通社会个体的

利益表达机制，促进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有序连接、协
调互动，成为当下推动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协力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之举。
在中间领域治理视域下，存在于国家与妇女群

众之间的妇联组织，要将“党政所需、妇女所急、妇联

所能”三者有机结合，既保证国家意志与政策体系能

够自上而下地贯彻落实，也能够及时满足群众所急

所忧，提供自下而上表达利益诉求的公共平台，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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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行政借道社会”与本研究所指出的“妇联借道社会”在形式上一致而在内涵上有差异，这反映出地方政府、地方妇联在

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上存在内在差异。这种差异化特征有待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加以回答。



逐步建立起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制度化关联。这与当

前整个社会缺失组织通道、亟待再组织化［36］(PP24－29) 的

现实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其特殊的组织性质

与功能定位使其理应承担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连接、
协调等角色，以实现对社会个体的再组织化。因此，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面对自身所存在的固有局限，妇

联组织持续搭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平台，

积极主动向社会组织借力、借智，通过搭建规范化制

度体系、运用专业化方法、增进联动化合力、突出成

效化要求，进而补足自我短板、满足群众所需，实现

组织自身与妇女群众的双重“解渴”瑏瑡，以更好地发

挥应然的连接功能。
从根本上来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单位制

的解体，整个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去支持化特征

愈益严重，传统的单位化手段愈益失灵，亟待重建新

的组织连接通道。作为重要组织载体的妇联等群团

组织和社会组织，实际上肩负着连接国家与个体、促

进社会个体再组织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

功能。而群团工作与社会工作均兼具服务与管理的

双重特质，有着相同要素与相似功能，充分把握二者

的同构特性，恰是互动共进、联动发展进而协力提升

群众幸福感应具有的重要实践智慧［37］(PP5－11)。这一

思路为推动二者之间相互支撑、优势互补提供了重

要切入点，也为群团改革背景下群团组织探索向社

会力量购买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引导。基于

此，H 区妇联引入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首要目

标在于“借道”社会，即运用专业化方法展开对体制

外特定群众的社会服务以及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群

的有效干预，扩展服务覆盖面，提升组织满意度与影

响力。更为关键的是，妇联组织可进一步协同社会

组织力量及时做好诉求上传与政策倡导，畅通个体

与公共体制之间的表达机制，真正发挥妇联组织在

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代表、协调、应责、连接等多重功

能，实现组织通道的再建，推动社会秩序与活力构建

的有机统一( 见图 2) 。

图 2 中间领域治理下组织通道重建的逻辑解析

五、结论与建议

群团组织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形态，处于

国家与个体( 利益群体) 的中间位置，既发挥着党政

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也承担着促进个

体与国家之间实现制度化关联的再组织化功能，进而

实现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有机统合。本文以

上海市 H 区妇联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向社会力量购买

服务实践为蓝本，从群团组织的功能性质与角色定位

出发构建了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的分析框

架，揭示了中央群团改革要求下 H 区妇联改革实践的

行动逻辑，并进一步阐释了作为中间领域治理主体的

妇联组织如何通过策略性地“借道”社会来促成个体

与国家之间的连接与互动，从而更好地在基层治理创

新中发挥应然效能。更为关键的是，H 区妇联所持续

探索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及其所形成的实践

策略与经验，为其他地区妇联组织深化改革、完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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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在笔者对 H 区妇联领导的访谈中，其多次用“解渴”一词来表示对组织自身及妇女群众需求的满足。



会化服务机制、参与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提

供了参考性方向。因此，“中间领域治理”具有上升为

更具普遍性理论解释意义的空间和潜力。
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作为 H 区妇联落实改革

要求、增强群众性功能的重要实践模式，通过规范化

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成效化机制等举措

有力推动了妇联传统服务模式的转变，服务思维、服
务方式和服务能力等均得到明显扩展与提升，较大

程度上回应了群团改革的深层目标。而实践中所形

成的“群团借道社会”这一机制，不同于“行政借道

社会”所呈现的“治理术”或“工具”导向，其是妇联

主动寻求外部支持、重新找回应然组织通道功能的

一种策略性联合机制，也是深化群团改革、协同社会

组织来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共同体的一种在地

化创新探索。这既有效回应了转变传统服务思维、
提升群众服务能力、增强群众性特征的群团改革要

求，也进一步在专业支撑下有效促进了个体与国家

之间的勾连、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进而持续深化妇

社协同共治、合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
同时，在中间领域治理视域下，妇联组织所具有

的特殊性结构位置促使其以“借道社会”之机制重

新建立起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联，进而彰显

了妇联组织具有的代表、协调、连接等多重功能及其

效应。从本质上来讲，妇联作为国家与妇女群众之

间的中间层，通过自上而下传递党政意志、自下而上

反馈妇女群众所需所急，促进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

通关联; 同时主动引入社会组织专业力量来满足不

同妇女群体的多元复杂需求，逐步畅通原子化个体

与公共体制之间的利益表达机制，这有助于减少社

会风险积压、避免社会情绪的政治性转化，进而在单

位制逐步走向解体的当下重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组

织通道，最终实现党领导下妇联、社会组织等多主体

协同推进对整个社会的有序整合。

当然，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语境下，长期深嵌

于科层体系的群团组织具有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和功

能定位，这在推动妇社之间优势互补、有序合作的同

时，也致使购买社会服务机制下所形成的妇社关系

不免受到“强国家－弱社会”的影响，加之项目制本

身所具有的技术治理导向、妇联特有的结构位置及

其作为购买主体的“资方”身份，以及社会组织本身

的弱自主性与专业限度，使得妇社之间呈现出一种

非对称性合作的“准伙伴”关系，而非理论意义上双

方完全的平等合作，一定程度上可能约制着购买社

会服务实践的应然效力，以及妇联组织多重功能的

有效发挥，这也是在未来购买服务实践中仍需进一

步优化完善的关键之处。为此，在党和政府将深化

群团组织改革纳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构建社

会治理共同体这一序列的新时代下，要想提升购买

社会服务机制的治理效力、切实发挥群团组织所应

承担的社会再组织化功能，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

完善。
第一，加强妇联等群团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和基

层治理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建设。一方面，要以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充分明晰

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在治理体系内的结

构性位置，赋予其来自国家层面对其功能定位、治理

效力的承认与认同，增强参与主体尤其是体制外社会

组织的国家合法性，为其提升公共服务效力、参与社

会治理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围绕法

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对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身份角

色进行再厘定，对社会组织身份角色、承接政府职能

转移要求、协同群团组织参与治理等方面内容加以细

致化、规范性的说明，进而从法律层面赋予其应然合

法性地位，为推动形成平等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第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中不断践行

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妇联组织兼具“党政

代言人”和“妇女代言人”的双重角色，为进一步发

挥其在治理实践中的应然社会效能: 一是要持续深

化群团组织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源向基层下沉，真正

形成连接紧密、纵横交织的群众服务网络，更好地团

结凝聚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二是要在以人民为

中心的治理导向下，进一步从服务思维、服务方式、

服务机制等多方面深耕群众性特征，在坚持党的领

导下积极推进自身独立自主运行，有效发挥其作为

桥梁与纽带的组织连接功能; 三是要学习借鉴社会

组织在群众实践中所运用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技

巧，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服务联系，深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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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以一种互惠式伙伴关系来重

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组织通道，从而更好地彰显妇

社合作的应然治理效力。
第三，社会组织在参与妇联等主体购买服务实

践中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和社会性优势。在体制条

件、制度环境等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优化的基础上，

社会组织既要充分厘清自身功能定位，作为国家与

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而参与到治理实践中，以组织

化形式来促进基层自治实践; 也要持续增强看家本

领———服务的专业性和管理的规范性，坚决摒弃以

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为导向的专业角色，突出内在的

社会性使命和社会理性行动逻辑［38］(PP58－64) ，提供具有

不可替代的、“为社会”的专业服务瑏瑢，并从人员管

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加强自身规范化建

设，提高社会公信力。另外，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或

与妇联等群团组织协同合作中，要进一步依托专业

优势来寻求并发挥自身应然效力，在群社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下更有效地推动个体再组织、促进国家与

个体之间有效连接，从而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及治理

共同体格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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