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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一个通过渐进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

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我国政府类型的选择及其职能的转换，同我国现代化

( 工业化) 的发展阶段及其诉求紧密相连。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外经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之路必须继续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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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简言之，就是政府的职责和功能。
建国以来，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我国

的政府职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

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的

转变。研究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必须要明确一个

基本前提，即中国全能政府职能是怎么形成和演

变的? 古语有云: 不知来者视之往。只有透彻而

深刻地“望、闻、问”，才能准确地“切”正我国政府

职能转变问题之要害，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切

合实际，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

一、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

过我国。除了抗日战争是我国胜利外，其他的战

争都是以我国的失败而告终。
也正是从那时起，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成为

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达到强国富民的目

的，一些先进人士主张“师夷长技”，倡导走西方的

道路。但是，无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不给
“学生”机会。无论是标以“中体西用”的洋务运

动，还是后来国民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实践，都未能

使中国走上现代化( 工业化) 的坦途。究其原因，

诚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 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

是经济技术落后。［1］P347换句话说，中国要实现现代

化，就必须破除这两个条件的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全国

执政地位的确立，为我国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制

度保障，破除了第一个条件的制约。但我国工业

化道路具体怎么走，即如何摆脱经济技术落后的

制约问题，仍待解决。从理论上讲，解决第二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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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约，道路可能有许多种。但从当时国内外的

环境条件和形势发展来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似乎又

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和历史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前，冷战的大幕就已拉开。朝

鲜战争的爆发说明了我国国际生存环境的极端险

恶。如果说此前党内领导层对我国走一条什么样

的工业化道路还有不同思考的话①，抗美援朝开始

后，维护国家安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和完

备我国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迅速成为全党共识。
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在今后几十

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

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

他要求和告诫全党“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

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

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P347

排除了以自然演进方式实现工业化的方案，

我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就必须要

发挥国内各方面特别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就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而最大限度、最
有效地整合资源。政府的任务有二: 其一，运用国

家政权的力量，为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扫清障碍; 其

二，迅速动员组织各方面资源和力量，为尽快建立

我国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努力。
当时的现实因素使然，历史因素也有重大影

响。从社会结构来看，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

济国度。小农分散而无组织，就像袋子里的一个

个马铃薯一样。［2］P567 小农经济的这种社会结构不

仅决定了我国的革命特点，也深深影响着我国的

建设进程。我国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就必

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把分散的无数小农发动起

来，组织起来。
从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我国是一个严格遵

循“大一统制度”传统的国家，“在这个制度中起核

心作用的是由一个皇帝、一个政府，对中国整个版

图内 所 有 民 族 实 行 统 一 行 政 管 理 的 国 家 制

度。”［3］前言P1因为这样的传统与文化根深蒂固，近

代以来的中国，除去北洋政府时期，无论其前的洋

务运动，还是其后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化，都是中

央集权下的工业化运动。
最后，选择何种形式的政府，最为关键的因素

还在于我国工业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我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二大以后，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严格遵

循共产国际的章程与决议。此后，学习苏俄 ( 苏

联) 的制度体系，贯穿至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

整个历史进程，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深深影响了

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体制。1931 年 11 月成

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以及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

人民政府，其职能围绕革命目标，涉及方方面面，

但其最根本的原则，都是民主集中制。1949 年成

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以民主集中

制为原则的政府。1953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

后，为了加强中央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

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

工作领导的决定( 草案) 》等文件。同时，为减少层

次，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

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并重新明确

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4］P277

由上看来，我国之所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

府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素的。这种强政府体

制的建 立 与 完 善，促 成 了 我 国 全 能 型②的 政 府

职能。

二、怎样看待计划经济体制条件
下的全能型政府?

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目标，

①

②

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由于我国资金稀缺，当时许多人主张通过先发展农业和见效比较快的轻工业，从而为发展重

工业积累资金。当时党内领导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少奇同志。参见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1950 年)。《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在计划经济时期，党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高度重叠，因此，为方便研究，本文将这一时期的政府定义为广义政府，党

的各级组织和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具有相关行政职能的机构、组织，都纳入了政府的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期，随着政府不断缩减其行为边界，党和政府关系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政府是狭义的，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中的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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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能型政府推动下，我国经济虽历经各种运动

的冲击乃至破坏，但基本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

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

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这期间，党关于社会主义的

理论探索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启示。
( 一)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体制下建立

起适应赶超战略的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通过几种方式建立起适应赶超战略

的制度体系。一是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

官僚资本，迅速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二是通过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建立起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三是通过集中管理

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统购统销、
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赶超

战略的实施建立起全面控制的经济制度体系。
“一五”计划完成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本确立，国家从投资、计划、物资、劳动用工等

各个方面，将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全纳入了计划管

理的轨道。由于始终广泛存在着“条条”与“块

块”的矛盾，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国家在 1958 年

和 1970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放权改革。后来

又在 1961 年和 1977 年实行了大规模权限集中的

改革。但这些改革基本都是在“放”与“收”上兜

圈子，即所谓的“行政性分权改革”。这种分权和

集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

等核心问题。在政府职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前提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陷入了“一统就死，一死

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 二) 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建立起现代

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我国计划经济时

期的政府之所以成为全能，并作出一系列的制度

安排，关键是为了在资本稀缺条件下实现资金密

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我国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除税收以外，主要依

靠两种途径。一种是来自农业方面的资金积累。
据统计，1979 年以前的 29 年，从国家对农业直接、
间接两种分配形式分析，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

提供的资金约为 4500 亿元 ( 价格分配 5100 亿元

+ 税收分配 978 元 － 支农支出 1577 亿元) ，平均

每年为 155 亿元。［5］ 另一种就是来自工业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形成的利润，乃至企业的

折旧费基本上都是上缴国家金库。

工农产品价格差即“剪刀差”是向工业倾斜的

政策，从全局来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

时间过长。就工业内部而言，当时全国工业企业

的平均折旧率仅为 4． 30%，即 25 年左右。折旧率

过低，从长远来看，影响了国营企业的技术水平与

市场竞争力的提高。［6］据统计，1950 年 － 1981 年，

国家财政收入共计 17567． 47 亿元，其中企业收入

为 8601． 74 亿元，占财政收入的 49%。［7］P424

建国初期，尽管有苏联的援助，但我国仍坚持

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仅“一五”时期，国家投入

资金折合黄金就达 7 亿两。我国在 20 世纪五六

十年代陆续完成了以苏联援建“156 项”重点工程

为中心的 694 项限额以上项目。这些工业项目的

完成，使我国开始陆续制造出飞机、汽车、机床等

现代工业产品，并迅速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从而

奠定了我国初步工业化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绩斐

然，特别是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爆炸，打破了超级

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有力提升了自身的国际

地位。
( 三) 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基本保证了

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

的社会环境。要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国家就必

须为人们生活提供基本保障。为配合赶超战略的

实施，我国实行高积累政策。该政策使国家每年

用于人们消费的财力增长十分有限。为了有效维

护社会稳定，保证城市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粮油、
棉花等农产品，国家先后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

制度，人民公社的“倒定额租制”［8］P125 更是最大限

度地保证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
随着“剪刀差”的骤然拉大，在城市生活水平

普遍高于农村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管

理体制及其他制度安排，势必会造成农村人口涌

入城市的强烈刺激。我国采取的是重工业偏斜式

发展，其特点是资金投入大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较弱。正因如此，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本身

解决起来就很困难，而要再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

员的就业问题，就更加困难重重。为了保证赶超

战略的顺利实施，减轻城市压力，维护社会稳定，

国家在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将控

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引入户籍管理，并从户口管理、
粮油供应、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对农民“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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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进行控制。这一制度安排的要求，目的就是

“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

动力盲目外流。”。［9］户籍制度的确立，严格限制了

当时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并最终形成了我国

的二元户籍管理方式。
虽然国家对消费基金安排的年均增长非常有

限，但在高积累和短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是为全

体人民提供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通过

票证制度，国家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提供了最低保

证。同时，“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低工资、广就

业政策，再加上政府、单位和企业提供的医疗、教

育和其他社会福利等，使得城市居民整体贫富差

距不大。对农民而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

制，也基本保证了社员包括鳏寡孤独家庭最低限

度的吃饭、看病、教育等需求，虽然平均主义的“大

锅饭”难以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但这种体制所

给予的生死无忧及安定的环境，是建国以前的旧

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三、怎样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下的服务型政府?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的问

题，当初我们党是有思想和理论准备的。在计划

经济体制内，政府引入市场机制，对企业放权让

利，采取价格双轨; 在计划经济体制外，政府在保

持计划配置资源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相应的制

度安排，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生长和发育。市场

机制的引入和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府的

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种转变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 1992 年十四

大之前，主要是政府主动缩减行为边界，放权让

利，让渡一定的资源配置空间，消解计划经济时期

的政府旧有职能。
在积极探索经济新体制的改革开放初期，政

府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一个字“放”。面对广大农

村“包产到户”的热潮，政府顺势而为，积极引导，

最终作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但城

市改革进展缓慢。针对当时政府管得过多、过宽

的弊端，邓小平指出: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

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

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

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

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

门来，就很难办。［10］P328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与此相适应，政府相关

职能的转变步伐也在加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

中心环节，扩大企业自主权，其形式主要是承包

制。政府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实行机构改革，向

“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管理方向

努力。其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政府

渐进退出全面控制，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调节替

代部分计划管理。这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双

轨制”。虽然“双轨制”①后来广为社会所诟病，但

从改革的演进路径来看，它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

性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即确立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我国开始构建

新的符合市场经济模式的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

政府，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历史时期政

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特点就是创新，围绕打造服务

型政府的目标，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构建符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政府职能，其

内容主要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把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围绕“政企分开”这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

本途径，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十

四大以后，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主导

的国企改革已从承包制的放权让利过渡到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但由于宏观环境较差，

情况复杂，国企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到了十五大

前后，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都要求国企必须

走出一条实质性的体制创新之路，否则，国企没有

自生能力，不仅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而且政企

最终也难以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更谈不上了。

① 关于双轨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评价是:“一个有用的发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评价是:

进行价格转轨“天才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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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后，“国 有 企 业 改 革 攻 坚 战”打 响。至

2000 年底，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大步推进，政企

分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后，党的十六大决定

设立国资委，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

资人职能分开，这一改革措施为政企分开奠定了

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科

学发展观指导下优化政府职能，搞好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

的客观要求，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大

局的贯彻，我国政府职能的设置在事实上偏重经

济建设方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和公共

服务，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一条腿长，社会发展的

一条腿短”的窘境。进入 21 世纪的头几年，经济

全球化迅猛推进，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将

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国内“非

典”爆发、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接踵而至等问题

的凸显，促使国内各界开始反思市场机制。此时，

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探索政府职能的转

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那就是突破政府经济职

能一头独大的桎梏，将政府职能的重心加以优化，

其亮点就在于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与公共

服务的领域。
政府职能的优化，使得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民

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

大台阶。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城市

化率超过 50% ; 政府主导下的反贫困工作取得重

大成就;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国居

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可以说，

我国的社会建设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后续政府

职能的完善开了一个好头。
三是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抓手，切实转化

政府职能，进而创造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

环境。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为了切实转换职

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1998 年中央

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2001 年，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

历史时点。世界贸易组织“非歧视性”、“透明度”
等规则倒逼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

变。它使我们党和政府更加紧迫地认识到，要善

于依据公开的统一的法律法规而不是内部文件来

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不该管的要放开，该管的

一定要管住管好。”“要把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要求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正确引导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培育和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作

为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主要任务。”［11］P453 － 454

200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

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此，2008 年和 2013 年

的政府机构改革，都加强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

并推行大部制，强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

能。十八大以后，我国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采取的“负面清单”( 即法无禁止就合法) 管

理模式，更是成为探索未来我国政府职能加快转

变的重要参考。
四是打造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以构建服务型

政府为目标，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和工作重

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

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

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

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12］P22 要建设服务型政

府，就要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对此，习近平

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 转变政府职能

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

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

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

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13］P52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处理好市场、社会、政府

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同样要求处理好三者的

关系。2014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要求，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决定》强调依法全面履行政

府职能的目的在于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同时

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做到把政府该管的事

情管住管好，真正做到尽职尽责不缺位、准确履职

不错位、依法履职不越位，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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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路该怎

么走?

我们探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政府

职能，不是为了评判孰优孰劣，而是为了总结经

验，谋划未来。总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

段，现代化( 工业化) 推进对政府及其职能的要求

是不同的。从世界历史来看，后发国家只要有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就能启动现代化的进程，并能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一时期现代化对政府自身

的要求不是太高。但是，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以

后，后发国家许多传统优势如低劳动成本、技术模

仿与引进的优势逐渐消褪。此外，民众诉求提升、
国内外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在此条件下继续推

进现代化进程对政府及其职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我国正处在这一历史阶段。那么，未来继续

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该怎么走呢?

( 一) 政府职能转变要审时度势、顺势

而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

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政府职能必然也要发生相

应的转变。我国党和政府应审时度势，从国外市

场经济历史的发展中，总结规律性经验，并结合我

国实际，作出合理规划与政策储备，这是政府职能

转变最为理想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党和政

府还是从实践出发，顺势而为，对生动的经济社会

及其发展要求做出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总体

设计，统筹协调，综合分析这段时期以来党的领导

人的讲话、谈话等重要文献后，我们不难发现，当

前及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重点围绕着以下几

方面展开。［14］P227

首先是“放”。政府会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截止 2015 年 3 月，

国家部门授权地方政府审批的事项还有 1200 多

项，2015 年要砍掉 200 多项。［15］

其次是“管”。该“放”的一定要“放”，但该

“管”的一定也要管住管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市场监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再次是“建”。政府要注重“建章立制”，从体

制、机制各方面推进社会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二) 政府职能转变离不开对我国大国

国情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

讲过一句很深刻、很发人深省的话: “中国的特点

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16］P183 经过改

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

第二，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在当下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会持续。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地政府

职能转变的起点就不完全一样，其转变的具体路

径与措施自然有所不同。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在

总体方向明确的情况下，其具体路径千万别指望

“一个雷天下响”。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要坚决

防止各地借口情况特殊而拒绝转变，或者转变走

样情况的发生。如何根据我国大国国情实际，处

理好政府职能转变各方面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
( 三) 政府职能转变对执政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

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

形成 一 整 套 更 加 成 熟、更 加 定 型 的 制 度。”
［16］P372如今，我们距离小平同志的殷切要求，只有

10 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党肩上的担子可谓重矣。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何尽可能快

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重要课

题。西方学者认为: “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

却会引起不稳定。”［17］P41现在我国正处于现代化

的关键阶段，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还是利

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

况下处理好政企、政资、政事、政社的关系，难度不

小。同时还有央地、党政等诸多关系需要理顺。
这些问题的交错叠加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提出了巨大挑战。比如在政社关系中，政府要社

会组织在管理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

也要加强管理，特别是要防范一些所谓“绿党”式

非政府组织和以此进行的所谓“维权”活动，警惕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合法社会组织的旗号去干

非法的勾当。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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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仍需要承担繁重的经济职能，万不可一

说转变，就一窝蜂的扎向“无为”之途。再者，政府

职能转变的目标，还应契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的实际。转变应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提高政

府公信力，切莫急功近利，提一些几年打造“服务

型政府”的简单口号，谨防“政府职能转变”又蜕变

成了“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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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the Forming and the Directions for the Ｒeform of
the Totalist Government Functions of Our Country

SHI Jian － guo
( Party Literature Ｒ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17，China)

Abstract: As a country in whic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established through gradual reform，our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otalist government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to the service － orien-
ted government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sel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styl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func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modernization ( industrializa-
tion) of our country and its appeal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th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the fu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government’s functions must be based on the continued
deepening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the coordinat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and the playing of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government function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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