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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协同治理：公立医院治理
变革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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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治理模式的变革。 公立

场制下，购买者与提供者通过订立公共契约，使市场

医院治理变革的方向和路径，一言以蔽之，就是去行

机制在医疗服务的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则被视为

政化。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之后的治理模式有三种，
从自主化、法人化到民营化。 从行政化到自主化、到

“ 公共契约模式” 的一种具体体现。 在医疗领域引
入公共竞争的结果是：一旦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偿

法人化，甚至到民营化，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

付其成本，无论是既定的成本还是新增成本，公立医

治理在公立医院运营的六个领域，即决策权与控制

院必须改善管理以提升效率。 当然，在此背景下，供

权的配置、收入与资金来源、财务管理权与剩余索取

方也可以采取“ 撇奶油” 的运营策略以应对风险，即

权配置、人事薪酬管理权配置、社会功能的行使、问

挑选轻病病人、推诿重病病人。 因此，内部市场制对

责性的制度安排，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变化。 换言之，

政府构成的挑战之一是如何防范公立医院的风险选

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公立医院不同的治理模

择行为。

式中，有不同的表现。

一、公立医院的自主化：
从绩效预算制到内部市场制
自主化意味着把公立医院大部分日常决策权从
政府行政 部 门 转 移 到 医 院 管 理 者， 其 核 心 理 念 是
“ 让管理者来管理” 。 在自主化的治理模式中，行政

（二）自主化公立医院运营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总体来说，在自主化的治理模式中，社群机制并
未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在公立
医院的六大运营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分
述如下 ：一是公立医院决策权与控制权的配置，尤
其是战略决策权以及对战略实施的控制权，依然掌
握在政府行政部门手中，只不过行政部门命令与控

机制依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与行政化模式相

制的范围有所缩小，日常运营权已经转移给了公立

比，行政机制已经不再具有主宰性，而市场机制开始

医院的管理层。 二是与行政化公立医院相比，自主

发挥重要作用；相对来说，社群机制在自主化模式中

化公立医院拥有了较宽的收入来源，这意味着其日

的作用依然是微不足道的。

常运营收入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的预算拨款。 尽管

（ 一） 自主化的两种亚类型

医院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依然来自政府预算，亦即

大体而言，自主化模式有两种亚类型。 一种是

来自公共医保体系的支付，但是政府购买中所蕴含

程度较浅、速度较缓的渐进主义式自主化改革， 即

的市场机制取代了财政拨款中所蕴含的行政机制，

“ 绩效预算法” 。 在此类自主化的治理模式中，公立

这使得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机制对医院创收行为发

医院的日常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政府的预算

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政府推动自主化改革一般

拨款，但政府行政部门根据事先确立的标杆对公立

会赋予公立医院以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和配置权，但

医院的运营绩效进行定期考核，然后根据绩效对拨

是并未将财务管理的全部权力转移给医院管理层。

不改变公有制的前提下，政府在公共医疗部门内部

立医院在新科室建设和新部门设立（ 尤其是分院建

款金额进行调整。 另外一种是创建“ 内部市场” ：在

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资本投入，即公

实行购买与提供分开的改革原则，人为创立出医疗

设） 时的融资和支出行为；另一方面是价格设定，即

服务的购买者。 无论是医疗服务购买者还是提供

设定所有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 四是人事薪酬管理

者，都拥有了管理自主权，而两者之间建立服务购买

权的配置在不同的自主化类型中有所不同。 在绩效

的契约关系。 由于订约双方都是公立组织，因此它

预算制下，公立医院人事聘用权和薪酬决定权依然

们之间订立的契约，被称为“ 公共契约” 。 在内部市

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而其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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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属于公务员系列。 但在内部市场制中，除了管理

（二）法人化公立医院运营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层或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之外，医院中其他雇员均从

总体来说，在法人化的治理模式中，市场机制和

劳动力市场上聘用。 由此，医务人员的劳动力市场

社群机制都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对医院运营的诸

开始形成，市场机制在卫生技术人力资源的配置上

多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一是在法人化的治理

开始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五是在行政化和自主化治

模式中，公立医院决策权和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理

理模式中，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 社会功能” ，只有

事会和管理层的手中，权力的配置经由法律确定下

到了法人化的改革阶段才有实质性的变化。 六是问

来，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确定性。 决策权和控制权

责性的制度安排。 问责制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

的行使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法人治理结构，而在法人

是政府问责，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体系来完
成；一类是社会 ＋ 市场问责，即通过专业协会、审计

治理中，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 也有社群机制的作

机构和评级认证机构来协调、约束公立医院的运作，

为理事会（ 或董事会） 与管理层的契约关系，尤其是

而第三方评级认证机构之间存在着市场竞争；一类

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从社群机

是管理问责，这属于医院内部制度，主要通过各种规

制的视角来看，法人本身就是一个社群，而社群成员

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影响其人员的行为。

之间就信任、监督与权威，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二、公立医院的法人化 ：法定型
法人化与契约型法人化

二是对于法人化公立医院来说，来自政府财政预算

在法人化模式下，公立医院以独立的法人形式
存在，但是政府作为其出资人或股东依然在医院的
法人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实质性作用。 在法人

用。 从市场机制的视角来看，法人治理基本上体现

的拨款在其收入来源中的占比已经微不足道，而这
种拨款往往同下述的社会功能的行使有关，即政府
对公立医院开展的一些不能从市场途径获得补偿的
“ 公益性” 服务提供专项补助。 三是法人化公立医
院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与财务管理权，既可以对

化模式下，医院的管理自主性远比自主化模式要广。

日常运营中的收入与开支进行自主的安排，也可以

事实上，在法人化的公立医院中，管理者拥有完全的

对资本投入和资产处置进行自主的操作。 四是在法

决策权和控制权。 同自主化模式相比，法人化医院

人化的治理模式中，人事薪酬管理权理论上配置给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剩余索取者，它可以获取全部

了公立医院的理事会和管理层，但在实践中，权力下

剩余，但也必须承担任何损失。 在硬预算约束下，法

放的程度千差万别。 五是社会功能的行使从政府的

人化医院必须面对市场的压力，与同类医院以及私

施政纲领转变为公立医院的战略选择。 很多法人化

立医院展开竞争。 理事会对医院的管理承担全部的
责任；由于政府是医院的大股东或大投资者，因此理

的公立医院开展各种类型的“ 公益活动” ，以提升自
己在公众中的形象。 当然，为了某些社会目标，例如

事会也会对相关的政府机构负责，并对政府政策做

保障基本的医疗服务对低收入者的可及性，政府一

出适当的、及时的、有效的回应。

般可以通过补贴（ 要么针对消费者要么针对医院）

（ 一） 法人化的两种路径和两种亚类型

法人化的具体实施路径有两种，即 “ 法定型法

人化” 和“ 契约型法人化” 。 法定型法人化，即政府

或者服务购买的机制，以提供经济激励的方式让医
院履行某些非商业性职能。 六是在法人化公立医院
问责性的制度安排中，社会—市场问责和管理问责

通过立法手段确立原有的公共组织转变成为一个独

的作用愈发显著，而相对来说，政府问责不仅重要性

立的实体，有关法律中会明确规定法人化之后组织

降低，而且其运作方式也由命令与控制型的直接问

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要受制于司法复议。 契约型

责转型为通过规制和合同的间接问责。

法人化，即原来的公共组织依照公司法重新注册成

为一家公司，而其股东 （ 包括国家股持有人和非国
家股持有人） 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注册文件得到法

三、结 语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创新，即政府

律上的确认。 公立医院法人化有两种亚类型 ：一是

在治理中大幅度减少控制型行政机制的作用，而更

只针对单个的公立医院，无论采用法定型法人化还

再到法人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在医院

是契约型法人化，改革之后的公立医院作为独立的

运营的六个领域，即决策权与控制权的配置、收入与

公法人出现在医疗服务领域。 在后一种类型中，政

资金来源、财务管理权与剩余索取权配置、人事薪酬

府组建区域性健康理事会或医院管理局，拥有并管

管理权配置、社会功能的行使、问责性的制度安排，

理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医疗机构，集团内部的医疗

呈现不同的互动与组合方式，从而导致国家、市场、

机构有时既包括法人化的公立医院，也包括民办非

社会在公立医院治理中的多样化协同模式。

个体式法人化 ；二是集团式法人化。 个体式法人化

营利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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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 从行政化到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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