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管理：增加社会保障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来说，为其会员提供更多的价值是义不容辞的。这不过是正常的事情 , 也反衬
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诸会员单位对其各自利益相关方的义务。对各会员单位来说，锐利的绩效管理
技术正是提供这种增加值的一套工具。

令人鼓舞的是 , 人们看到许多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领先在公共部门机构中实践这些技术。这些发
展是必不可少的。连同扩大准入和保障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协调努力，改善绩效将成为更好实现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新的一步。

秘书长 汉斯 - 豪斯特·康克乐伍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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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
与私营部门想当然雷厉风行的职业精神形成鲜明的对
比时，公共管理工作中可感受到的弱点常常被认为要
对此负责。其结果是，公共部门的管理经常被用作低
效率的代名词。

在不同程度上，各国公共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也面临着
这种批评。虽然不是唯一因素，但这种批评的结果之
一就是在某些国家中推动了走向社会保障私营化的政
治势头。

当然，世界各地施加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压力不仅
仅是政治上的。有关服务质量和范围方面的客户更大
期待也是沉重压力。而这种期待在一种财政紧张普遍
化的背景下不断高涨更无助于问题解决。不论这些批
评的正确与否，但对于公共管理的社会保障来说信息
是明确的: 管理必须提供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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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 ：

— 界定绩效管理做法的内容

— 突出显示公共社会保障管理机
构的增加值

— 识别达到改善绩效的障碍

— 提供改善绩效的政策教训

社会政策亮点    

社会保障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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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提倡导绩效管理

作为服务于各自社区的机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工
作应当超出仅仅提供现有津贴。当然，提供津贴任务
是基本的，但是，它必须与实现更广泛的财政效率和
管理做法的改善结合起来。

今天，对社会保障来说，改善绩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是毫不奇怪的。从正面来说，由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
埃森哲（Accenture）顾问小组进行的合作研究 1，2 说
明了各国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正在利用管理技术改善绩
效的规模和程度。

据一份对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其中 66 个会员单位进行
的全球抽样调查，92% 的会员单位证实现在利用一项
或多项绩效管理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这应表明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正帮助在
总的公共管理部门中倡导利用绩效管理技术。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意味着采取行动以保证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
式提供改善的服务、产品和成果。为此，可以利用不
同的工具。

以活动为基础估算成本是这样一种工具 , 它寻求通过
认定一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真正成本来更好地配置资
源。替代的工具是均衡积分卡 , 它利用选定的指标来
测量员工开发、工作流程，满足客户需要和财务管理
等方面的绩效，以促进改善战略性计划。作为另一种
工具，标杆分析法衡量管理机构达到“最佳”绩效标
准的相对能力，同时还指导改进把绩效提高到这一理
想水平。

在选择这些工具或其它一些工具之前，首先需要的是
确定目标。最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是改善服务质量。
在这方面，比利时全国雇员家庭津贴管理局提供了一
个明显的榜样。在 1985 至 2003 年期间，津贴按时
发放的服务质量从可怜的 16% 提高到 97%。

正如这一事例所表明的那样，进一步的需要是对实际
正在取得的进展程度加以量化。

追求更广泛的改善应当是价值驱动型的，而不是任意
而为。按照这种方式，管理部门可以以一贯之地将特
定的改善目标锁定人员投入和预算投入、管理流程和
产品，或者政策产出成果。

价值驱动型改善

当前的理论提出了一组价值驱动型战略。这些战略应
当作为一种分步骤进行的过程的一部分加以实施（参
见步骤 1-3）。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每一继续步骤的
展开，所期望的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不过，有了
从每一步骤获得的传承给下一步骤的经验和技能，就
可以期望获得更大的、可以量化的绩效改善。

第一个步骤关注的是无法避免的挑战—更好的管理
现行投入，比如人员和预算。随后的步骤逐渐越出
投入的范畴而转向结果导向型的战略。结果导向型
战略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指明了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如何能够向其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价值的途径。这
些战略还指明了有关社保管理机构如何能够加强对
其在各自社区所发挥作用的支持的途径。

绩效管理

步骤 1. 
管理人员和预算

— 目标 ：按照预算分配并依照法律规定和义务处理即
将到来的工作。 

— 量化改善成果 ：例如，用一份逐步减少的预算完成
一种经常性任务。

步骤 2. 
管理活动和服务流程

— 目标 ：用已分配的资源执行期待的任务和通过卓有
成效的组织工作流量提供期待的服务。

— 量化改善成果 ：首先，跟踪统计有关客户要求得到
答复或津贴申请得到处理的数量。随后，不需要再
跟踪所处理的津贴处理数量，仅需跟踪完成一份津
贴申请处理所需的小时数。

步骤 3.
影响客户和社区

— 目标 ：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的干预行动，以成本
效益型方式使每个公民成为一名更积极的社会成
员。最高目标是集中精力开发高绩效和灵活的机构，
使其有能力为刺激社区增长和发展的一体化和连贯
性多机构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 量化改善成果 : 这种积极的 / 预防导向型方法包括
需要进行干预以解决客户中津贴依赖性问题。在一
个更高的层次上，绩效的改善在有关个人数量方面
是可以测量的 ：这些个人的福祉被认为受益于更广
泛的非现金津贴型社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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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之增加值

由商业组织向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增加值一般是以货
币单位测量的。显然，这与由公共组织为社会保障管
理机构等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的增加值大不相同。正如
影响社区基层的目标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保障的增加
值包括它促进开发期望的人力资本成果的能力。

更充分地实现这种增加值的设想可能首先要求从短期
政治考虑出发，提高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水平，将之
提升至全国社会对话的水平上。尽管在实际上这种设
想仍然是个例外而非规则，但它支持重新划分界限和
拆除组织壁垒的主张，这对于实现绩效改善也是必要
组成部分。

领导和变革的管理

在实现连续的绩效改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困难的（见
图）。对某些管理机构来说，这些困难可能是法律瓶颈。
对于其它机构，可能是缺乏预算自主权或者是不够灵
活的人员态度。缺乏尖端技术的状态也可能成为一种
障碍。在克服所有障碍方面，领导的作用将是决定性
的。这种领导作用还必须扩展到精心调整绩效管理工
具的共同现实任务中。

良好做法事例

管理人员和预算。
2000 年赞比亚全国公积金局由全国年金计划管理局取
代，伴随而来的是全方位改善管理的紧张努力，包括（由
于缴费的百分比逐步下降）逐步严格管理可准许的管
理费支出上限。

管理活动和服务流程以便增加客户服务。
在 2001 年 -2002 年期间突尼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
在法定 80 天期限内，客户申领津贴处理率方面实现了
120% 的改善，从 15% 增加到 33%。

影响客户和社区。
在荷兰为减少新的残疾津贴申请者人数实行了康复优
先津贴的方法，初步证据表明其新的津贴发放量有所
减少，同时作为伴随工资的部分津贴的发放比例则有
所上升。

来源 ：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 埃森哲 (2004b) ；社会政策亮点 2/06.

绩效改善的良性循环

一种改善绩效的文化对于员工队伍也可以有积极意
义。例如，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Centrelink）
一直向其上一级执行机构报告说员工的缺勤率在下
降。显然，要保持这种积极的态势将需要进一步开发
基于现有实践的创新型战略。否则，比如说，美国社
会保障署能够在未来年代中保持—且不说改进—所报
道的 1993-2003 年期间 37% 的生产率改善速度吗？

同时对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来说，存在着一种协议。
绩效管理在诸项战略优先事项中必须继续保持更优先
地位，特别是要积极地有助于进一步 ：

—　改善社会保障的可及性
—　改善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　加强社会保障的增加值，并
—　加强社区应付社会和经济冲击的能力。

改善的障碍

资料来源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 埃森哲 (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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