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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政府概览指出了政府治理方面的若干关键挑战，提出各国政府在最近的金融

经济危机中重新审视其作用、能力及脆弱性时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 该书给出了解读政府运作“黑匣子”的一些指标，包括政府收入、开支及人员规模方

面的数据。  

• 2009 年政府概览以公共行政问题为重点，也审视了人力资源管理、预算编制、监管

及廉政方面的一些关键政策和做法。 

• 提供的指标也揭示出政府应对当前及今后挑战的行政能力，以及政府在努力削减赤

字和债务时面对的各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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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治理挑战  

 
 

政府的能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决策者面临着诸多相互交织的政策挑
战，涉及失业、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移民和其它许多长期关注，其规模及
复杂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公民们纷纷转向政府，要求政府立即拿出办法解决各
种复杂问题，提供 应适 不断变化的形势及需要的优质公共服务。  

即使不计最近采取的特别干预行动，政府也一直在经济中作为开支方、收税
方和雇主发挥着重大作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政府开支平均占 GDP 的 40%（见

图 1），就业队伍中约 14%是以政府为雇主。政府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
在经济增长、货品及服务供应、规范企业及个人行为、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发挥

着作用。所以政府的良好运作至关重要。 

 

图 政府 体 支占总 开 比例1. GDP  （ 1995年及 年2006 ）  

 

                                         2006 年（或有数据的最接近年份） 

国家名单: 瑞典, 法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奥地利,芬兰 ,比利时 ,葡萄牙,荷兰 ,德
国,英国, 

捷克共和国,波兰 ,希腊,冰岛 ,挪威,新西兰 ,加拿大,卢森堡,西班牙,斯洛伐克共和
国,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 尔爱 兰 ,瑞士,韩国,墨西哥, 经合组织 29 国 

 

而且，各国政府在努力迅速应对当前金融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在重新思考如
何建立能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长期增长战略。随着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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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需能在动态环境中迅速应变。 

政府应对当前的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时，必然要在下述三个主要领

域内加速公共部门的改革步伐。政府概览提供的数据反映了这些领域中若干改
革的现状，有助于理解政府面对的一些困难抉择。 

1. 巩固财政与增效。 

 
目前的经济危机几乎使所有国家的财政健康大伤元气。许多国家背负着无法

持久的预算赤字，受到减少公共开支的巨大压力。其中多数还面临着其它严峻
的长期性挑战，如人口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及政府债务等，这些挑战也都有可
能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造成潜在威胁。社会对政府的期待值在提高，而满足
这类需要的资源则变得越来越有限。在此情况下，重新思考政府职能及活动的
范畴，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益效率就变得更为紧迫。 

多数国家已经实施某些预算改革，纳入中长期视野，提出限制短期开支的激
励措施。但这些改革的效果参差不齐，可能尚需采取进一步行动加强财政纪

律。  

除了五个国家外，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有某种限制开支的规章（通常是关于

债务及预算平衡的规章）。  

在过去十年中，财政预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益普遍，2007 年有 25 个国家使

用。半数以上经合组织成员国每年编制财政预测，5 个国家定期（每 3 年或 5
年）编制，2 个国家不定期编制财政预测。 

除希腊外所有成员国都进行中期开支估计，大多数情况下是总体水平的估算。 

在过去 20 年中，各国政府在所有公共行政领域都实行了改革以提高效益，
许多改革涉及纳入市场机制和/或进行通信技术投资。在目前资源紧缺的环境
下，随着政府继续努力增效，可能会更多地与私营部门结成伙伴生产供应货品
服务，及更多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外包在经合组织各国政府中非常普遍，政府拿出的货品服务平均 45%是通过合

同外包。但该百分比在过去二十年中相对稳定并未提高。 

政府越来越多利用私营及非营利实体向公民直接提供货品及服务。2008 年政府

供资的所有货品及服务中，有 23%是由私营企业向公民直接提供，1995 年为

15%（见图 2）。 

电子政务的提供量很高，但同时公民对这些电子服务的使用量仍很低，在这方面

领先的国家也是如此，说明在提供电子服务方面还有改进效益的余地。2006 年

在政府电子服务的使用方面，经合组织各国的公民使用率在 10%到 60%，企业

使用率为 55%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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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政府供资、由私 或非 利 体直接向公民提供的 品服 比例营 营 实 货 务2:  

 

纵向: 政府供资货品服务（产出）的百分比 

横向: 由私营及非营利实体直接提供，经合组织平均数） 

 

增效措施固然至关重要，但在许多国家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它们可能还必须

削 计 预减 划 算。政府必须精打细算，确定其能够提供的物品服务，以及何种方
式提供最好。 

各国间在政府雇用人员方面有巨大差别。反映在公共服务范围水平方面各国做

出的不同政治决定，及选择的不同提供方式（公共服务由政府雇员提供，还是

私营部门提供）。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从日本、韩国仅占 5%，到挪威、

瑞典占近 30%（见图 3）。但政府雇用水平相对较固定，过去十年基本未变。

多数雇员是在州和地方政府工作，因此中央政府在减少工资支出方面也许没有

很多回旋余地。  

2006 年经合组织各国政府总开支平均有近 60%用于社会计 项划 目（包括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教育及养老金计划），1995 年为 55%，反映出决策者在节约问

题上面临的困难抉择。按财政下放的不同程度，可分别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直

接去做抉择。瑞士中央政府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 额份 不到 15%，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在物品服务直接供资方面发挥的作用大得多。与之相比，新西兰中央政府

在各级政府总开支中占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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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政府雇用人 在就 人数中所占比例员 业 （ 年及 年）3: 1995 2005  

 

国家名单 : 挪威, 瑞典, 法国,芬兰 ,匈牙利, 比利时 , 加拿大, 尔爱 兰 , 英国, 意大利, 美国, 
希腊, 澳大利亚 ,葡萄牙, 波兰 , 西班牙, 捷克共和国, 荷兰 , 墨西哥, 德国, 奥地利, 斯洛伐

克共和国, 土耳其, 瑞士, 韩国, 日本, 经合组织 26 国) 
 

2. 建立战略能力以应对复杂问题  

决策者以事实为依据，从战略角度确定公共政策以应对各种问题，这一点极
其关键。由于当前挑战的复杂性，各国政府更必须提高进行长远思维及行动的
能力，提高统筹协调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能力，及提高分析处理各种信息
的能力。这要求有教育良好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高质量的数据与分析、及鼓
励从中长远角度看问题的激励措施。  

过去 20 年中，许多中央政府对其人力资源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将更多决
策权下放到部委一级、实行对外招聘、业绩考评及薪酬与业绩挂钩、以及培养

一支独立的高层管理团队。  

 

中央政府人员队伍的面貌已经在发生改变。  

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央政府部门的年龄老化要比劳动市场广大职工的年龄老

化更快（见图 4）。在 14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30%以上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

将在今后 15 年内退休。这种人口变化一方面是对政府连续性和领导能力的挑

战，另一方面也是引入新技术人员和重组人员结构的机会。  

政府雇员中的妇女比例日益增加，往往高于广大就业队伍中的女性比例。2006
年女性在中央政府职工中占 45%，1995 年为 40%。但是男女完全平等尚有待实

现。在高层职位中的女性比例低于在中央政府职工总数中的比例，在较低层职

务或行政性岗位上女性所占比例更高。 

最后，随着在线信息化服务日益增加，政府的面貌也变得越来越“虚拟化”。  

 



 
2009 年政府概览是经合组织新出版的双年度著作，提供 30 多项反映政府业绩内容的基本指标。2009 年 10 月 22 日发

表。ISBN 978-92-64-06164-4 c OECD 2009。 见 www.oecd.org/gov/indicators/govataglance 网页。.  
 

          6 

图4: 中央政府中及广大 工中职 50 以上人 所占比例岁 员 （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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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公共部门必须为私营部门制定新规则以平衡公共责任与私人利益。
这要求建立更平衡的监管框架，一方面防止越权并管理好风险，另一方面又不
抑制企业精神与创新。要实现这一点，各国必须营造有力的监管制度，包括在
制定新规则新战略时进行影响分析及公开咨询，将现有规则的负担减到最低。
这类制度内容有些已经建立了，但各国政府可能需要更上一层楼。  

监管影响分析是一项关键政策工具，能向决策者提供有关规定措施有何潜在影

响的详细信息，包括它们的成本和利益。过去十年中，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了更

广泛全面的监管影响分析体系，但在深度方面还有差别（见图 5）。 

2008 年许多国家都大力推行了精简行政战略。最常见的战略包括：使用信息通

信技术、电子记录及报告要求，例如允许企业和公民在线报税缴税的措施等。 

 

图5: 中央政府一 的 管影响分析要求级 监 （ 1998、2005及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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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持透明度及问责制  

在各种公共、私营部门失误导致了金融危机，危机又使政府扩大了干预和开

支的背景下，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问责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经合组织欧洲成
员国中，本次危机前的政府采购占 GDP 10%至 25%，并被确定为政府活动中最
易导致腐败的部分。  

过去十年，在政府内部也越来越重视透明度问题。2000 至 2009 年将透明度
视为核心价值的政府数目几乎翻了一番（见图 6）。对透明度的进一步重视也反
映在预算程序的改革、促进信息披露的立法、政府内廉政框架的加强、民意咨
询的增加等方面。  

如今，经合组织成员国已广泛建立起关于公开政府的法律框架。它包括有关获

取信息、隐私及数据保护、行政程序、政府与公民纠纷调解机构、最高审计机

关等各项法律。  

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有审计政府帐目的最高审计机关。虽然各国审计帐目最

终都公诸于众，但经过多少时间后公布有很大差别。不到半数的成员国在财政

年度结束后六个月内公布审计帐目，符合经合组织预算透明最佳做法的要求。 

成员国中除两个外都要求立法执法部门决策人披露其私人利益，以杜绝潜在利

益冲突，虽然许多披露并非完全公诸于众。  

至 2009 年，约 90%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有某种程度的措施保护举报人。 

经合组织各国使用许多不同机制，使公众参与制定规章，民意咨询也在过去五

年有所增加。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在经选择的群体中进行非正式民意咨询，同时

有不到三分之二的国家公开告示征求意见。 

图6: 得最多的公共服 核心价谈 务 值（ 2000年及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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