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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间利益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使得公共服务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如

何解决国际领域的公共服务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重大命题。 文章梳理了公共服务的理论演
进与内容分类，探讨国际公共服务的概念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单一国家域外公共服务、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公共服务、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公共服务的供给实践，为明晰国际公共服务的内容特征提供实践来源。 文章遵从“价
值导向—行为主体—供给内容—运作机理”的研究路径，对比分析公共服务、国际公共服务的异同，在“理论—实践”互
动的基础上推演国际公共服务的概念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国际领域的公共服务等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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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公民需求是政府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1］。

一、公共服务：理论演变与概念厘定

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仅限于本国领土之内，反
映的是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一种公共关
系——
—政府有责任满足公民生存与发展方面的基

（一）公共服务理论演变

本需求［2］。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利益点的交汇使

公共服务理念源自于古典政治哲学中对国家

得公共服务已超出一国范围，如何解决国际领域的

起源及其“公共性”问题的讨论。 柏拉图在勾勒理想

公共服务问题将是当前国际关系、公共管理领域面

国时指出， 人们的生活有很多需求， 但每个人天性不

临的重大命题。 传统公共服务的理论体系不足以有

同，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因而建立城邦共同生活［3］。

效解释国际领域存在的公共服务现象，需要适时将

柏拉图认为，满足公民生活需求是国家建立的最初

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为进一步研

目的。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谈到人们通过让渡部分

究国际领域的公共服务问题提供价值导向和理论

权力、签订契约建立国家，其目的首先是服务于抵御

指引。

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4］。 这一经典论断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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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力的合法性根源始于公共安全服务。 卢梭则认

益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产生了超越一国区域范围的

为，保护人的生命、财产、自由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

“第二公域”①。思考以何种方式满足“第二公域”中产

任和义务［5］。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服务于公共安

生的公共需求、国家间如何解决跨国公共问题逐渐

全与公共需求是国家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难看

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当下，“第二公域”中已存在着多

出此时公共服务的雏形已隐约出现。

种政府服务，其本质与传统公共服务并无明显差异，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最早于 19 世纪中、后

但由于其作用领域的不同，其行为主体、供给内容与

期由瓦格纳提出。 他认为，政府除了应该维护市场

运作机理同传统公共服务均出现了明显差异，而目

经济正常运作外，还具有增强社会文化和福利的作

前学界尚未给予此种公共服务以清晰的界定。

用。

20 世纪初，公法学派代表莱昂·狄骥对公共服

［6］

（二）公共服务概念厘定

务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

对传统公共服务的内涵与本质特征的厘定是

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

对其概念外延进行拓展研究的基础。 从公共服务理

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

论的演变历程可以提炼出关于公共服务概念的基

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7］。 狄骥

本构成要素：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需求、政府责

认为，那些事实上拥有公权力的人有责任组织与分

任。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公共服务概念界定为：政府

配公共服务以实现社会团结［8］。 公法学派及其之前

等公共部门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导向，凭借公共权力

的学者主要从应然的角度概括公共服务的内涵，并

和公共资源提供的满足公民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有

将其与国家政权合法性挂钩。

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过程。

20 世纪 30 年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调控

由此可知，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具备以下四

国家经济稳定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服务。 萨

大本质特征：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公共服务是以且仅

缪尔森指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市场经济中存

以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为价值依归［11］。 公共利益是

在着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等生产或消费无效率的

价值层面具体公共服务的结果兑现，以有形或无形

情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9］，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

的服务产出为载体，是个体成员就共同需要而达成

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稳定经济与维护公平正义。 此

的共识，当社会形势或生存状态关系到公共利益问

后，公共经济学派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公共

题时，任何物品都可以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被政府

服务，着重考察公共服务的配置效率问题。 随着学

提供［12］；从作用的角度看，公共服务满足的是公民生

—
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服务的本质逐渐清晰——

存和发展方面的基本需求，具体包括公民作为自然

由公共问题引发公共需求，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

人和社会人在衣食住行、生存、生产、生活、发展、娱

门通过公共服务来满足公共需求，最终解决公共问

乐等方面的需求［13］；从过程的角度看，公共服务是一

题成为公共服务的本质所在［10］。 伴随公共需求的增

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同时其供给必然以公共权力和

长，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其内容被不

公共资源为依托；而从关系的角度看，公共服务是政

断的扩充。

府责任与公共权力的重要中介，其目的是构建和谐

20 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间利

的“政府—公民”关系，证明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① “第二公域”是相对于“第一公域”而言的，本文认为“第一公域”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产生公共利益的领域，传统的公共服务范围仅限于“第一公域”
内。“第二公域”是指超越一国领土范围的公共利益领域。如，对于法国来讲除法国之外的欧盟可算得上是其“第二公域”，因为法国公民遍布欧盟各国，其
国家的公共利益也遍布欧盟各地，因此这些区域便可以称之为“准第一公域”，本文此处称之为“第二公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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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服务领域的不同，公共服务可被划分为：公

保障公民安全是国家建立的初衷。

为本国公

［15］

共安全、环境保护、公共信息、文体休闲、科学技术、

民提供有效的公共安全服务，以维护其生存、生计与

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基础

尊严是一国政府的基本职责。 海外侨民同样拥有着

设施十大类别，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获取该项服务的权利。 公共安全服务是单一国家域
外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内容。

二、国际公共服务①的供给实践②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等国为保护海外侨民
的生命安全而采取的运动式的“武力护侨”与“撤侨”

通过梳理公共服务的理论演进与内容分类，既

行动是单一国家域外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的早期形

为研究“第二公域”中所出现的国际公共服务现象

态。 以美国为例，一战时期在华侨民数量较多，为消

提供了逻辑起点，也为后文深入探讨国际公共服务

弭来自“中国排外运动”的护侨压力而采取了“武力

的概念内涵提供了研究路径。 但仅凭公共服务的理

护侨”政策［16］，从而为其在华侨民提供安保服务；二

论推演不足以为明晰国际公共服务的内容特征提

战时期，美日关系逐渐紧张，为保护在华侨民的生命

供足够的现实支撑，必须从当下的供给实践去探究

安全， 美国政府于 1940 年 10 月发出撤侨通告，安

国际公共服务的运作机理。 “理论化的第一步是分

排在华侨民安全撤离［17］。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撤侨行

类”［14］，以国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主体数量为分类维

动”发生在 1960 年，是为了应对印度尼西亚多地发

度，可以将当下国际公共服务的实践划分为：单一

生的武力逼迫华侨动迁事件 ［18］，保护印尼华侨的基

国家域外公共服务供给实践、区域组织框架下国际

本人身、财产安全而提供的国际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供给实践、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公共服

进入 20 世纪末， 为有效的向海外侨民提供制
度化、系统化的公共安全服务，各国逐渐建立起侨民

务供给实践三大类。

安保工作的常态机制。 例如，中国已经建立起由外

（一）单一国家域外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表 １摇公共服务分类及具体内容
类别
１． 公共安全
２． 环境保护
３． 公共信息

４． 文体休闲

５． 科学技术

具体内容

类别

警务救助、消防救灾、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企业安保、社区安保等。
垃圾清运、污水处理、大气保护污染防治
等。
法律政策政务信息公开、气象信息、旅游
信息、就业信息、信息工具提供等。
公共文体设施、大众传媒、文化遗产保护、
公共体育服务等。

６． 公共交通
７． 公共教育
８． 医疗卫生

具体内容
公共汽车、水运、火车、飞机等。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农民工教育培训、国
防教育等。
基本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卫生保健、应急
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等。
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弱势群体生活救助、

９． 社会保障

就业指导服务、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社会
保险等。

科学知 识 普 及，开 展 青 少 年 科 学 技 术 教
育、先进技术推广等。

１０． 基础设施

基本生活用能、基本邮政电讯、交通设施、
能源生产、互联网、宽带等。

① 相较存在于“第一公域”当中的传统公共服务而言，“第二公域”的公共服务的作用的空间已经发生改变，本文将其称之为“国际公共服务”以区别于前

表 ２摇国际领域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一览表

文所论述的传统公共服务。

② 由于公共服务的概念是 20 世纪初期才被正式提出，本文该部分仅讨论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领域中的公共服务实践。

供给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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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代表

供给目的

美国／ 中 国／

维护海外侨民的基本

菲律宾

权益

具体服务内容

武力护侨，撤侨，提供境外法律服务，境外安保支持网等。
警戒巡逻，警务救助，社会风险预警网络，情报支持体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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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牵头的，中央、地方、驻外使馆、企业和公民“五

品咨询等服务，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位一体”的境外安保网络，以维护海外侨民的正当

2.服务区域经贸合作

权益。

部分国家还为海外侨民提供专业服务以维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法律、货币等方面的差

护其合法权益，例如菲律宾政府“在海外劳工分布较

异，往往会阻碍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为服务欧盟

多的国家的使领馆派驻专门的法律顾问，一旦海外

经济共同发展，保证地区人口、货物、服务与资本的

菲律宾劳工遭遇劳务纠纷等问题，可以免费、及时

自由流通，降低贸易成本，欧盟进行了各种努力：在

进行咨询”［20］。

有效克服关税壁垒方面，1968 年 7 月 1 日起成员国

［19］

（二）区域组织框架下国际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之间取消商品的关税和限额，建立关税同盟［22］；与此

为共同应对风险、开展经贸合作，国家之间往往

同时， 为逐步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1985 年起各成

选择通过订立公约的形式联合起来组成区域性政

员国着手共同建设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为地区经

府间国际组织。 服务于区域共同需求的公共服务的

济发展服务，如，设立统一的流通货物卫生检疫标准、

供给显然已超出一国能力范围，需要多国合作供给。

取消了国家间的海关关卡、简便了过境手续，极大地

欧盟是此类国际领域公共服务供给实践的典型代

提高了欧盟国家间物品的流通速度；统一了欧盟内部

表。 从当下实践来看，欧盟主要围绕：维护地区安全

各项技术标准，克服了国家间由于技术标准差异而产

稳定、服务区域经贸合作、环境保护、便利地区居民

生的经济阻碍；统一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各成

工作生活四大方面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服务。

员国已逐步将联盟法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以便利区域

1.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经济活动。1993 年 1 月 1 日，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基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是维护地

本建成，与其匹配的公共服务网络搭建完成并正式

区安全稳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就传统安全问题而

投入运营。 为进一步便利区域经济合作，2002 年欧

言，为维护欧洲地区社会秩序、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管

元取代欧洲各国货币成为欧盟通用货币。

［23］

控区域危机，欧盟委员会于 2001 年通过了《欧洲共同

除此之外，在维护区域平等的贸易竞争环境方

安全与防务政策》，成立了欧洲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提

面，《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规定：未经许可，企业不能

供诸如：重点地区警戒巡逻、开展警务救助、建立社会

随意调整价格；不能滥用在特定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风险预警网络和情报支持体系等安保服务。

排挤较小的竞争对手；为防止市场垄断，未经允许不

［21］

在此基础上，欧盟加强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

可合并企业，等等。 欧盟委员会作为责任主体，有效

应对，其重点为地区人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 一

运用其所拥有公共权力，依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是于 2007 年颁布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为成员

提供市场环境监控的系列服务。

［24］

国制定人权保护法律提供指导意见，并设立提供公

3.环境保护

民基本权利保护服务的欧洲法庭等公共服务机构，

保护环境是区域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改善

其主旨是促进成员国合作交流以维护区域内妇女、

欧盟地区环境质量、保护区域内居民健康、合理开发

儿童、少数民族、流离失所者等弱势群体权利。 二是

自然资源的关键举措。 为此，欧盟出台了《欧盟环保

成立了专门的服务机构——
—食品安全管理局和食

法》，成立了环保局，利用政策和立法推动生态友好

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引入了“从农场到餐桌”的

型科技创新，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废弃

服务理念， 提供诸如食品原料生产技术培训服务、

物污染、噪音污染等防治工作。 通过提供生态安全

食物链全过程安全检测、食品问题风险防控、公众食

监测服务、环境友好型企业金融支持和补贴服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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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保护服务、居民环保意识教育培训服务，

2.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致力于实现欧盟地区工农业生产、交通体系、能源体

二战后，联合国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首次开

系以及居民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低碳化、绿色化。

展了国际合作以帮助欧洲重建。 如今联合国为国际

4.便利地区居民工作生活

社会所倚重，在超出一个国家应对能力之外的自然

为便利居民境外就医，欧盟已建立了统一的医

和人为灾害地区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保服务体系。 各成员国公民均可免费在其居住的任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难民需

何国家申请欧洲健康保险卡，在欧盟任一公共卫生

求，为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食品、药物、水、帐篷等生

保健单位就医。 每个欧盟国家至少设有一个国家医

活必需品，并在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协调，设法

疗保健中心， 有些地区甚至设有地方医疗保健中心，

促使难民问题的解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满足全

为居民解决境外就医医保报销问题。

欧盟还在不

球所有儿童与母亲的长期需求服务，致力于改善贫

断完善公共服务就业体系，现阶段欧盟成员国公民

困地区儿童生活、保护儿童受教育权利、改善儿童营

除此之

养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为受灾居民提供粮食，满足

外，欧盟官方网站还为欧盟居民提供了公共信息服

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帮助

务，法规、政策、教育信息、就业信息、福利等等，均可

农民从突发灾害中恢复生产，并在全球粮食和农业

在欧盟网站查询。

信息及预警系统中发布世界粮食形势报告，提供特

［25］

可在任一国家享受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

［26］

（三）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公共服务供给实践
联合国是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

别警报服务。

［27］

3.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目标和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在此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

上服务于超出一国应对能力之外的公共需求，维护

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包含生态、经

全球利益。 自成立之日起，联合国就围绕维护国际

济、社会三大领域。 如何实现全球人类的可持续繁

和平与安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全球可持续

荣、增进经济合作、改善社会福祉是联合国开展全球

发展等主题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全球性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战略任务。 为此，联合国一是成立了政

1.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全球气候变化进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成立的主要目

行预测，提供气候变化预警服务，并监督各个国家减

的之一。 联合国安理会可以采取经济制裁、国际军

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通

事行动等强制执行措施以预防冲突、促成冲突各方

过联合国妇女署开展促进两性平等、维护女性权益

停火，通过督促会员国派出警察或者军队的方式为

的活动，提供关于两性平等、妇女权利保障的政策指

冲突区域提供保护平民、解除当地武装、保护人权

导、法律法规咨询；三是依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

等服务。 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联合国和平委员会、

世界范围内的减贫扶贫工程，提出行动倡议，构建合

建设和平基金与建设和平资助办公室旨在消除冲

作平台，为世界各国分享成功减贫经验、提供减贫政

突产生根源，为建设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意见

策建议与技术支持。

咨询和政策指导。 近年来，联合国出台了《联合国全
球反恐战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等政策措

三、国际公共服务概念探析

施，打击恐怖主义、推进裁军以及控制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不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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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共服务而言，国际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已不

统公共服务多关注于民生等微观领域，重点强调基

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其责任主体、供给内容也发生

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以及不同人群、城乡区域间的基

了改变。 这表明需要对传统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外延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国际公共服务多侧重于一国

进行拓展，以有效解释当下国际领域的公共服务现

发展等宏观战略问题，不仅是回应公众需要，更重要

象。 因此，提出国际公共服务概念，对其供给责任主

的是为维护与增进供给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

体、供给范围、供给内容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既是

营造有益的国际环境。 在此过程中，国际公共服务

理论发展之必然，也是指引实践之应然。

与传统公共服务的运作机理截然不同，国际公共服

表 １摇公共服务分类及具体内容
沿“价值导向—行为主体—供给内容—运作机
务多为国与国之间互惠互利的双边或多边互动关
类别
具体内容
理”的分析路径，结合以上国际公共服务实践可知：
警务救助、消防救灾、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如同人类个体一样，具有
１． 公共安全

企业安保、社区安保等。

“经济人”属性，其行为的主要意愿是实现自身利益
垃圾清运、污水处理、大气保护污染防治

国际公共服务也属于政府行为范畴，依托
最大化。
２． 环境保护
等。

于一国综合国力， 其首要价值导向是维护本国利

法律政策政务信息公开、气象信息、旅游

类别
具体内容
系，体现的是“制衡”与“交换”的逻辑，而传统公共服

务多体现为“政府—民众”间自上而下的单向供给关

６． 公共交通

公共汽车、水运、火车、飞机等。

系，体现的是“行政”与“服务”的逻辑。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农民工教育培训、国
综上，本文将国际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为：在特
７． 公共教育
防教育等。

定时期内，由若干国家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

３． 公共信息
益，其次才是维护地区乃至全球公共利益。
同样，传
信息、就业信息、信息工具提供等。

基本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卫生保健、应急
８．源，单独或合作提供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从而不断
医疗卫生
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等。

统公共服务与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存在着较

回应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偏好，并维护全球公共利益
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弱势群体生活救助、

公共文体设施、大众传媒、文化遗产保护、

４． 文体休闲
传统公共服务多由一国政府主导供给，而
大差异。

９．的实践活动的总称。
社会保障 就业指导服务、
最低生活保障、基本社会
国际公共服务的价值在于创造

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已不局限于一国政府，区

保险等。
一个有利于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根据供给

公共体育服务等。

科学知 识 普 及，开 展 青 少 年 科 学 技 术 教
基本生活用能、基本邮政电讯、交通设施、
域性国际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供给主体的重
５． 科学技术
１０．主体不同，可以将国际公共服务划分为一国跨境公
基础设施
育、先进技术推广等。

能源生产、互联网、宽带等。

要组成部分。 价值导向、供给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

共服务、区域国际公共服务、全球国际公共服务。 一

国际公共服务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不同。 传

国跨境公共服务着力于维护海外侨民的基本权益；

表 ２摇国际领域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一览表
供给主体
一国政府

案例代表

供给目的

美国／ 中 国／

维护海外侨民的基本

菲律宾

权益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服务于区域经贸合作

区域性政
府间国际

欧盟

组织

环境保护
便利地区居民工作生
活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全球性政
府间国际

联合国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组织
促进可持续发展

具体服务内容
武力护侨，撤侨，提供境外法律服务，境外安保支持网等。
警戒巡逻，警务救助，社会风险预警网络，情报支持体系，法律
制定指导，食品安全服务等
取消关税，检疫标准，技术标准，法律体系，货币等。
污染防治，环境政策与立法，生态安全监测，环境友好企业金融
支持，环保教育等。
医保，就业服务，公共信息查询服务等。
经济制裁，国际军事行动等。
为难民提供食品、药物、水、帐篷等生活必需品，协调解决难民
问题，恢复生产等。
气候变化预警，环保教育，分享减贫经验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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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际公共服务是由多国政府合作供给，致力于

一种国际领域的动态行为，国际公共服务受多变的

为区域范围内的居民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和发展

国际关系、经济利益、权力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影

环境，重点在于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服务区域经贸合

响，呈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特点。

作、环境保护、便利地区居民工作生活；全球国际公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只有当存在各

共服务是由全球多国政府合作供给，服务范围覆盖

个参与国共同需要的利益时合作才有动力。 正如布

全球，其目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有需求的

坎南的论断：政府行为具有趋利性，其行动前会进行

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以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

本文遵从“主体—结构”的研究路径，根据现实

。 国际公共服务是一个双边或多边参与的互动过

［28］

中国际公共服务实践的特点，从供给责任主体、供给

程，这一过程取决于国家间共同利益以及相互依存

模式、供给范围、目的、具体服务内容五大维度对国

度的大小，只有当参与国之间存在利益汇合点，各国

际公共服务的内容加以归纳分类，绘制表 3 如下。

均能从中获利时国际公共服务才能够较为稳定的

国际公共服务应遵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互惠

存在。因此，“互惠互利”是国际公共服务的关键性原

互利三大原则。 其中，相互尊重是国际公共服务存

则，也是克服其供给不稳定性与脆弱性的有效路径，

在的前提与基础。 公平正义是核心，国际公共服务

“互惠互利”的实质是互利互换、合作共赢。

所致力的就是要通过一种普遍正义的国际互助合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

作体系，最大限度的消除人与人之间因生活环境、天

挑战，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

赋能力、人生际遇所造成的结果的不平等，保障那些

岛。 ”［29］以服务促了解、以合作化分歧，倡导亲诚惠

处于世界最不利地位群体的基本权益。 然而，作为

容、互惠互利的国际公共服务契合全球化发展大趋

表 ３摇国际公共服务概念体系
供给责任主体
一国政府

供给模式

供给范围

目的

具体服务内容

一国政府境外

覆盖一国

维护海外侨民的基

武力护侨，撤侨，提供境外法律服务，境外安保

直接提供

侨民

本权益

支持网等。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区域 性 政 府

区域各国政府

覆盖各成

间国际组织

间合作提供

员国

服务区域经贸合作
环境保护
便利地区居民工作
生活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

全球 性 政 府

全球各国政府

间国际组织

之间合作提供

覆盖全球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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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巡逻，警务救助，社会风险预警网络，情报
支持体系，法律制定指导，食品安全服务等。
取消关税，检疫标准、技术标准、法律体系、货币
等统一。
污染防治，环境政策与立法，生态安全监测，环
境友好企业金融支持，环保教育等。
医保，就业服务，公共信息查询服务等。
经济制裁，国际军事行动等。
为难民提供食品、药物、水、帐篷等生活必需品，
协调解决难民问题，恢复生产等。
气候变化预警，环保教育，分享减贫经验与技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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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公共服务内容会随国际环
境、国家实力、国际博弈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国家间

［4］［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32.
［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

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规律，根据国际关系、国际贸易、
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调整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以

［6］黄新华.从公共物品到公共服务——
—概念嬗变中学科研
究视角的转变［J］.学习论坛，2014（12）：44-49.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30］，才能深化各国互信、促进区域

［7］［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M］.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9：

40.

稳定乃至全球和平、营造和谐国际环境，进而为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所裨益。

［8］［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M］.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9：

40.
［9］唐铁汉，李军鹏.公共服务的理论演变与发展过程［J］.公

结

共管理科学，2005，（6）：36-38.

语

［10］陈振明，等 .公共服务导论［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
发展是世界永恒的主题。 安全服务是国际公共服务

2011：36.
［11］马英娟.公共服务概念溯源与标准厘定［J］.河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之上服务于经济发展则是
当下国际公共服务之重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

［12］柏 良 泽 . 公 共 服 务 研 究 的 逻 辑 和 视 角 ［J］. 中 国 人 才 ，

2007，（5）.

全球化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利益深刻的影

［13］赵黎青.什么是公共服务［N］.学习时报，2004-11-2.

响着国际关系，“经济权力已经取代军事权力成为国

［14］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J］.

家权力的首要源泉”［31］。 各国均致力于经济发展，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5］［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将加快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外交
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32］，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
区域合作已成趋势。

261；［英］约翰·洛克 . 政府论（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7；［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
在“互惠互利”的理念指导下提出的开放式区域经贸
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沿线经过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

［16］［17］陈志刚.1940—1941 年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J］.
抗日战争研究，2015，（3）：124-137.
［18］文林 .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海外撤侨始末［J］. 档案春秋，

2012，（5）：17-21.

政治制度、语言法律习惯、技术标准等均存在着不

［19］卢文刚，魏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中国公民安全

同程度的差异。 尊重这些差异，同时提供恰当的国

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
—以中国公民在东盟十国为例［J］.广西

际公共服务以消弭差异、形成共识，进而推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迫切而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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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Analysis of Supply Practice and Theory
WANG zhuo HU Meng-zhu

Abstract: The speeding up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lision and merging of national interests has made the
scope of public service no longer confined to one countr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has combed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content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discuss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in theory. Based on this, it has analyzed the single country extraterritorial public services, the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global inter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This article has complied with the research path of "value orientation-behavior subject-supply content-operation
mechanism",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and deduced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
theory-practice", which ha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public serv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Keywords: Public services； Public interest； Public dem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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