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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政府再造演化机制的理论框架:根据对西方政府再造理论与实践的梳理，提出
从制度型再造到业务型再造的演化路径。结合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再造的案例分析，深化了对政
府再造的演化机制及其和政府职能转变之间联系的理解。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回顾，对我国有线电
视产业部门和规制机构再造所处阶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政策应用分析。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其
他政府部门设计再造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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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在长期的政府改

革历程中先后出现“政府再造”和“政府流程再造”等改革
理念。［1］在当前我国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结构重组过程
中，学者们对这些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了相关研
究。［2］［3］［4］但也有学者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各级政府部门
往往将再造等同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政务或行政服务
大厅等形式上的改造，缺乏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
异的考虑，尚未触及再造的核心，从而影响政府职能转变
的进程。［5］［6］通过对西方政府再造关键事件的简单回顾，
不难发现，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政府流程再造”要晚于“信
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年［7］［8］，互联网在国外政府实施流程
再造的初期也远未普及，从而佐证了实践中对流程再造工
具所存在的理解和应用误区。这更从侧面揭示出，把握政
府再造的思想，应避免技术层面的简单复制，可能需要从演
化的视角出发，思考其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深层次联系。

考虑中西方政府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显著差别，本文
将政府再造界定为一个长期的阶段性过程。通过统一的
理论框架，提出从“制度型再造”到“业务型再造”的演化
路径，以阐明西方国家政府近二十年再造历程的核心机
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典型部门案例展开综合性的案例
与政策分析，深化理解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先后经历的
制度型再造与业务型再造，突出理论框架的普适性和指导
其他政府部门再造的实践性。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阐

述再造如何在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结构重组中发挥作用，以
及我国政府在借鉴和实施政府再造、流程再造时应当把握
的要点。

本文将选取具有较高代表性的有线电视部门。首先，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有线电视部门就是西方政府再
造过程中的焦点; 当前我国也正在进行该领域的工作，为
政府再造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想素材。第二，有线电视不
仅属于推进“三网融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
一，也是政府加快转型的重要抓手。“十二五”规划中便提
出了“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大
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
管理能力”等要求。第三，我国电信部门的再造历程也充
分证明，网络型产业的改革重组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领
域。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邮电部、电子部，到邮政总局、
电信总局，以及信息产业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演变，早
期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的成立和中国电信的拆分及其南北
分拆，最终到新电信、新移动和新联通三足鼎立格局，我国
的电信行业已完成从传统的政府部门演进至在美国纽约
和中国香港两地上市的现代公司属性。［9］［10］这成为讨论
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再造的经典案例。接下来，本文将首
先构建一个理论性分析框架，提出政府再造的演化机制，
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有线电视部门的再造展开深入讨论。

二、理论框架
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再造，还是我国当前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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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均强调政府职能的转
变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为实现该目标，西方政府在不
同的阶段开展了各有侧重的再造。

20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经济衰退和全球化国
际竞争的压力下，西方国家政府陷入管理危机和财政危
机，以威尔逊和古德诺政治 －行政二分法为基础的主流公
共行政理论受到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这一期间，
西方国家大多以政府规模为核心变量，实施政府再造。通
过开展广泛的私有化改革，限制政府活动范围，压缩政府
规模。我们将该时期的政府改革称为“制度型再造”，因为
强大的外部冲击驱使各国政府的再造触角深入到体制改
革层面，推动组织机构的重新设置与公共职能的重新划
分。全能政府淡出，逐渐转向有限政府，特别在政府的经
济职能方面，从直接参与向间接干预过渡。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了结构调整和职能转变的
政府部门已经基本确立，政府规模得到显著控制。此时，
政府再造由公众、企业等需求方驱动，转为以政府效率的
提升为核心目标。这一期间的改革有力地冲击了韦伯倡
导的科层制行政组织模型，通过政府机构在日常工作中的
实践积累，［11］以及向工商管理界相关工具的学习实现了
组织效率的提升。［12］［13］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业务型再
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同期风靡企业界的“业务流
程再造”。［14］［15］以政府部门业务流程为主要再造对象，通
过彻底性的再思考和再设计，使政府适应信息社会的高效
率和快节奏; 将社会公众视为政府的“顾客”，通过流程再
造、质量管理、绩效管理、成本管理等各种手段，提升政府
效率和公众满意度。［16］

对这两个时期的分析所概括出的政府再造的演化机
制如图 1 所示，制度型再造和业务型再造是两个连续性的
阶段，但驱动因素、改革对象和目标有所区别。制度型再
造受外部宏观因素冲击，以政府规模的缩减为主要目标，
促使政府从某些领域退出或减少参与程度;业务型再造则
来自政府各部门所服务对象的需求驱动，以提升效率和公
众满意度为首要目标，同时也伴随着政府规模的进一步压
缩。在这两阶段的演化过程中，政府职能不断发生变革，
符合服务型政府要求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调控监管体系也
逐渐实现。

图 1 政府再造演化机制的理论框架
上述演化机制涵盖了多数政府部门再造历程的一般

性规律，对我国的政府再造同样适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我国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虽然没有开展类似西方

政府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但大幅度撤并和精简了经济管
理部门和机构。在 1988 年提出推进职能转变之后，到
1998 年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被撤销。这一过程
更多是由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外部环
境所驱动，与西方在制度型再造阶段以减小政府规模为主
的做法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十六大
以来，我国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
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以及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等要
求，即强调政府运行效率的提升。不过，部分政府部门规
模的缩减仍有一定空间，我国也于 2008 年提出了探索大
部制改革的理念。与此同时，对照十六大提出的“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政府职能，多数
政府部门在职能转变工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由此可见，这一理论框架指出了政府再造所具有的长
期演化特征。对于具体政府部门，需要明确其所处的再造
阶段，进而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和实践。例如，在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等尚未从传统政府部门中剥离之前，讨论信息产
业部或工信部如何实施以满足消费者对低价优质电信服
务需求为目标的流程再造，是缺乏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因
此，政府部门的再造必然是从以制度型再造为主到以业务
型再造为主的阶段性过程。

三、案例分析: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演化过程
与理论框架提出的演化机制一致，英美国家的有线电

视部门先后经历了以制度型再造和业务型再造为特征的
两个阶段。

1．制度型再造
1979 年撒切尔大选及其出台的“下一步行动”改革是

英国政府再造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
为提高公用事业的效率和解决政府的财政需求，对市政公
用事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先后部分或全部将英国电信公
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出售。对于同样属于公用事业
的有线电视，1984 年颁布了“有线和广播法案”，成立了独
立的电视委员会和广播管理局，并通过颁布“电信法案”，
设立电信办公室，从而形成了产业部门和规制机构相对独
立的格局; 2 年后，著名的皮考克报告发布，该报告尽管保
持了英国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格局，但提出了向市场体制
转型的要求。［17］逐步实现节目或服务订购费代替执照费
模式，进而推进全面市场体制的实现，增强消费者选择的
自由和促使节目制作商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节目内
容，构建具有多种频道和流通渠道以及多元化的收入与付
费方式的广播电视市场运行体系。

美国则于 1976 年开始逐步放松有线电视行业的规
制，以 1984 年颁布首部“有线通讯政策法案”为典型，该法
案取消了之前对有线电视长达 20 年的多数严格限制，例
如禁止有线运营商提供付费电视服务。该法案促进了市
场化有线运营商成长，ESPN( 1979 年) 、CNN( 1980 年) 等
著名的电视节目网也在这一期间相继成立。延续至今的
有线电视商业模式也逐渐形成。此外，基于宪法第一修正
案的精神，自由观点的市场原则和政府规制服从市场竞争
等原则引入广播电视部门，消除了政府部门对电视节目行
业的直接干预，促进了有线节目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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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制度型再造，使英美国家的有线电视部门实现了
职能的根本性转变: 从政府直接参与或过多干预，逐渐脱
离并转向外部市场化主体运营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政
府和市场的关系重新理顺，政府规模得以减小，从而有助
于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解决。在制度型再造的基础上，
着眼于组织内部的业务型再造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

2．业务型再造
业务型再造运动首先在美国发起，克林顿政府以“企

业家政府”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政府部门向企业家精神
学习的过程。企业与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靠竞争生
存，后者靠垄断生存。在有线电视部门中，尽管参与主体
都是企业性质，但规制部门自 1970 年代开始就为保护有
线电视的部门利益而实施互不准入的规则，再加上有线电
视本身所固有的地理维度上的垄断性质，造成了行业的垄
断局面。通过 1992 年“有线电视消费者保护与竞争法”的
颁布，强调了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的有线电视发展思路。
随后，以 1996 年“电信法”的颁布为标志，电信与有线电视
市场正式相互开放，美国的“三网融合”开始正式推进。
2000 年左右，美国掀起了电信业的兼并收购热潮，并通过
进一步的内部业务流程重组，提升了组织的效率。通过此
轮再造，有线电视部门进一步强化了竞争和效率的意识，
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英国的情形与之类似，进入 90 年代后，通过不对称进
入的政策，逐步放开电视和电信市场。在 1992 年，英国修
订了有线广播法案，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兼营电话业务，自
1997 年起逐步取消对公众电信运营商经营广播电视业务
的限制，允许为尚未接入有线电视的家庭用户提供上网服
务。2001 年 1 月 1 日开始，电信与广电实现双向准入，实
现“三网融合”。这同样是打破原有的组织间隔阂，强化竞
争机制和产业效率的举措。此外，英国于 2003 年出台了
新《通信法》，规制机构实现全面融合。

这一时期的业务型再造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以顾客
需求为导向，西方国家在流程再造中强调顾客导向、结果
导向等理念，例如英国 1991 年的“公民宪章”、美国 1993
年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通过一系列法案的推出，
促进有线电视部门内部在技术、业务等层面实现与电信等
部门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消费者福利; 二
是在规制机构的重组和改革方面，紧随有线电视部门的实
际，做出积极的调整。由此印证了业务型再造是组织以顾
客需求为导向的进一步变革，从而促成服务型政府的确
立。

四、政策应用:我国有线电视部门的改革回顾与展望
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的再造历程，基本上是沿着制

度型再造到业务型再造的脉络进行，可见该演化机制具有
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一分析框架同样可以用于我国有线
电视部门的再造。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
的差异，目前我国尚处于制度型再造即将完成，业务型再
造未全面开始的时期。这也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加具有时
效性，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有线电视未来的发展和改
革，具有显著的参考价值。

1．基本完成:组建省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当中国的电信部门已经开始第二轮改革之时 ( 1998
年，成立中国移动，拆分中国电信，组建信息产业部) ，有线
电视部门也开始了其重组。［18］源自 1999 年 9 月 17 日《关
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 82 号
文) 的颁发，要求“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建广播电
视网络传输公司，地( 市) 、县相应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统
一经营管理广播电视传输业务”。2009 年 7 月 29 日，广电
总局印发《关于加快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
通知，提出“确保 2010 年底前各省基本完成整合，为今后
全国广播电视有线网络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国家未来将“大力培育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核心竞争力强
的大型有线网络运营企业”，因此“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省
级有线网络公司跨省联合重组”。后一文件表明，组建省
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视局为起点，剥离并
组建相应的市场化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属于典型的制度型
再造。作为有线电视部门的竞争方，电信部门已率先完成
再造，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有线电视部门面临巨大的外
部压力，这也构成了此轮再造的直接动因。通过制度型再
造，政府部门对有线电视行业从直接参与转向间接干预，
实现其职能转变，并精简了政府规模。

目前我国已有 20 多个省( 区、市) 完成或基本完成此
项工作。其基本完成的意义还体现在规制机构的改革方
面:伴随着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组建，相应的有线电视规
制部门也逐步相对独立。在具有产业发展职能的市场主
体建立之后，势必会形成“运动员”和“裁判员”相对分离
的格局，有利于提升行业规制的效率和效果，为后期的改
革提供保障。

2．即将完成: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组建
各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组建，为国家级有线电视网

络公司的组建提供了先决条件。为推进三网融合，在“三
网融合总体方案”( 2010 年 1 月) 和“三网融合试点实施方
案”( 2010 年 6 月) 等文件中均提出构建一个全国实体，来
引领规划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的运营。国家级有线电视网
络公司的组建将分三步走:首先，由财政部、中央干线网和
一些省级网络公司以货币出资形式，共同发起设立经营主
体。第二步，所有网络资产经评估后，将被分批注入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同时吸纳其他广电机构、国有大型企
业和机构投入资金，并适时由国家补充投入资金。第三
步，在适当时机发行上市，并完成对已上市有线电视网络
公司的资产整合。［19］

待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组建完成，进而将企业上
市，将实现从传统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向现代公司再造的
过程。尽管与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部门的私有化过程在性
质上有所不同，但同属本文所提出的制度型再造。与我国
上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电信部门再造相比，存在几个鲜明
特点:一是市场型和行政型再造路径的并存，目前部分省
份已经是完全或部分的以资本为纽带，由上市公司开展有
线电视网络的运营; 二是网络与内容融合条件下的再造，
有线电视网络与有线节目内容存在固有的上下游关系，从
“82 号文”提出“网台分离”到广电总局于 2010 年提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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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动”，从 2009 年的“制播分离”改革到三网融合试点方
案将 IPTV 和手机电视的集成播控权交给广电部门，反映
出网络与内容的密不可分;三是有线电视网络尚处市场化
培育期，却要面临格外激励的横向竞争，电信部门的再造
大多处于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几乎不需面
对来自横向竞争的压力，因而至今仍然保存着庞大的垄断
势力。［20］这些特征也有助于再造后的有线电视部门尽快
融入市场环境，同时促进相关政府部门加快其职能转变。

3．未来任务:业务型再造与规制改革深化
制度型再造并非当前有线电视改革的全部，在目前已

开展的省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组建和省级有线电视网络
整合过程中，已经有部分业务型流程再造的典范，例如南
京、青岛、杭州等地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21］在以国家级
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组建为标志的制度型再造实现之后，以
内部业务流程为对象的业务型再造将成为主导。具体而
言，将开展如下方面的业务型再造:

一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构建。业务型再造源于将“企业
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部门。同样，在国家级有
线电视网络公司组建之后，再造重点应当转为业务型再
造。具体而言，应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国家级公司对省子
公司实行以资本为纽带的控制，均按《公司法》要求设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制定公司章程。通过
一系列的市场化重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同时改革管理流程和经营流程等，逐步实现全流程再造。

二是综合业务服务商的重塑。当前的有线电视网络
运营商，很大程度上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履行其社
会服务职能，收入主要来源为基本网络维护费，在服务和
收入方面难以与其竞争对手相抗衡。当有线电视网络进
入数字化的全程全网时代后，将受到全方位的竞争威胁，
纯网络商的发展路径不利于自身成长。应当以再造综合
业务服务商为核心，以视频内容为主要竞争优势，提升运
营效率和附加值，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

三是规制机构的改革深化。由于有线电视涉及网络
与内容两个部分，三网融合也涉及网络与内容的融合。因
而内容产业规制和网络产业的规制需要加强互动和融合，
同时满足文化安全和产业发展的要求。当进入数字化时
代后，内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而当前我国内容产业实
现分业监管，包括广电总局( 影视) 、新闻出版总署( 文字音
像) 和文化部( 部分动漫 /部分网游 /演艺等) 。下一轮的再
造应当包括内容监管模式领域的制度型再造，实现监管融
合，建立适应三网融合、职责清晰、管理高效的新型体系。

五、结语
西方国家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已经实施了数十

年的政府再造运动。这需要我们从演化的视角出发，结合
不同时期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思考其理论内涵和
政策意义，避免局限在某一时点上的技术层面的简单移
植。为深化对不同阶段政府再造理念的认识，加强对政府
再造与职能转变之间联系的理解，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政
府再造演化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英美国家政府再造理
论与实践的回顾，提出从制度型再造到业务型再造的演化
路径。两个紧密衔接的再造过程，不断推动着政府职能的

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有线电视部门为典型案例，
讨论了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的再造历程，从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该理论框架的普适性。

类似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遭遇经济危机，进
而促使其政府实施再造，我国的三网融合也正是在应对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任务。作为
三网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线电视部门的再造对于经
济、产业和政府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政府再造演化
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对英美国家有线电视部门的案例研究，
本文进一步提炼并分析了我国有线电视产业部门和规制
机构正在实施的再造。通过横向比较借鉴和纵向回顾梳
理，本文为我国有线电视部门再造所处阶段和发展方向进
行了科学界定，这将有助于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和政府职能
转变的三网融合和有线电视部门再造向纵深推进。

由于不同制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缘故，我国仍有许多
部门尚未开展实质性的再造或流程再造。电信、电视等典
型部门的再造工程，为其他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本文
的研究表明，制度型再造与业务型再造可能是大多数政府
部门在改革过程中所必需经历的两个不同阶段，各个阶段
的特点和侧重点显著不同。结合不同部门的发展背景和
行业属性，针对性地设计其再造和流程再造的路径和方
案，不仅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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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stitutional Reinvention to Process Reengineering: Lessons from Cable Television Sector

Yang Yu Hu Hanhui Zhu Yixi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nd based on
the review of Western theory and practice，it provides an evolution path from institutional reinvention to process reengi-
neering． With the UK and the US cable recycling cases study，we deepen up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nd understand its link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
parative review，we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cable industry sector and the re － direction of policy ap-
plication of regulatory agencie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ath and plan of designing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al re －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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