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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evaluation system is a system clearly defi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Law. It comprehensively measures and evaluates the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implemented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to determine the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blic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lays a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many fields. Therefo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based on 

public satisfaction is the consensus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 It can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ystem that is 

satisfactory to the people and has a complete system,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Combining the theory and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satisfaction by analyzing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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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行政许可评价制度是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它通过对已实施的行政许

可的规范化程度和满意度进行综合测定和评价，以确定行政许可的实施绩效。行政许可作为

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在众多领域发挥着调节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作用，因此，对行

政许可进行绩效评价显得尤其重要。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对行政许可进行绩效评价是西方发

达国家的共识，也是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可以加快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行政许可制度。论文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满意度评价制度的理论与具体实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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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通过分析评价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行政许可满意度测评的方法。 

1. 引言 

2003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同时于第二十条确定了行政许可评

价制度，总结来说就是对行政许可的实施状况和绩效以及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测评。经过十几

年的立法与实践，我国中央和地方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绩效评价方面成效显著,但还是

需要进一步加快行政许可的标准化进程和完善评价机制。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2016 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

中明确指出，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以更有力举措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行政许可制度在政府和公民之间

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行政许可绩效评价一方面可以检验“放管服”等改革措施的成果，

另一方面也能够体现群众的满意度，此外还可以作为政策制定和政策调整的依据和出发点，

给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依据和指明方向。 

行政许可绩效评价不仅仅包括政府内部的绩效考评，也包括对测评服务对象即行政相对

人的满意度的考量，通过测评公众的满意程度，可以了解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1］。很多专

家学者都认为行政许可绩效评价应该以满意度为导向，绩效评价目标的设定与检验应以“人

民满意不满意”为依归［2］，“不论怎么样的评价指标，都不如人民满意来得实在”［3］，社会

满意度在行政实践中已经成为衡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的标准［4］。 

对满意度指标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优化绩效的目的就是为提高满意度，满

意度是各评价指标影响的对象，属于因变量。如杨兰蓉和许晓芸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选取

安全与隐私、信任、可用性、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质量等为主要变量建立行政审批绩效

评估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后三个变量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影响［5］。张凤凉和李嘉嘉则认为应

针对效率性、公开性、合法性、服务态度和服务能力等设置因变量［6］。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满

意度是影响绩效的因素之一，与监督同属自变量。如胡税根将创新性、效果性和推广性等作

为与满意度并列的评价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7］。Prenzler 和 Lewis 将投诉反馈应这一与监

督密切相关的指标，与公众满意度一并列为影响绩效的因素［8］。Jeannette 比较分析澳大利亚

政府和香港政府使用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满意度包涵有效性、合法性、可信性、

公共可及性和功能性等多重意涵，应设定为一级指标自变量［9］。 

2. 行政许可满意度测评的意义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在干部工作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上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唯上”。政府

工作做得如何，谁说了算？过去，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绩效评价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

观好恶决定，而不由其服务所面向的的群众来决定，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

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行政许可面向的相对人负责，显然，

这种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

浮的根源所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更直接的来说是

接受政务服务的相对。 

公众满意度是一个以公众为核心、以公众感受为评价标准的概念。公共满意度作为政府

绩效评估的依据应注意考核的项目内容，是公众的情感反应，它是建立在公众主观体验基础

上的，而公众的主观体验是与公众的知识与经验、社会阶层、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密切相关

的，因此它具有主观性。位置不同，决定了视角不同，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评价和领导对干部

的评价，往往并不一致。群众对干部的要求更高，眼光也更准。公众满意度评价的意义在于，

它能有效地改变以往政府工作人员考核中“只唯上、不唯下”的倾向，服务的好劣交由群众

来评判，把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好坏的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交到群众手中，让权力真正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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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让其真正对群众负责。 

近年来，政府部门征询民意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面对面谈话、上门征询意见、发放

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等，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有效方式。相对于这些常用征询民

意方式，民意调查的引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民意调查的最大特点在于客观性和专业性。

我们不否认那些常用方式的实际效用，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受权力、人情、面子等因素

的影响，面对面地征求意见，常常存在信息失真和信息截流的情况。这些年，一些地方也出

台了通过民意测评考核干部的制度，但实际效果却不太好，原因恐怕就在于缺乏专业性和客

观性的民意调查手段。通过不断创新和引入现代化的调查手段，强调客观性和专业性，可以

说是民意征询工作的一次不小的进步。 

各种手段的公众满意度调查，不仅探索出了一条条更为客观、真实的民意征询渠道，更

会对各级组织部门的工作起到监督和促进作用。有人把公众满意度调查比作自行车赛道上的

“计时员”，那些开着摩托车的计时员背着“计时牌”走在赛车手的前面，每时每刻都在提

醒赛手，他们比车队快了多少或者慢了多少。自从有了计时员以后，自行车比赛过程对运动

员来说就同以前不一样了！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会时刻提醒政府部门和广大干部反思自己的

工作、查找自己的得失。 

引入公众满意度调查尽管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对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好还有两重忧虑。

一是如何保证调查数据客观真实。公众满意度调查的生命力在于数据的客观准确，社会公众

满意度调查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受权力的干扰，一些部门的统计数字，几乎成了“魔方数字”，

如何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应当是满意度调查重点考虑的问题。二是如何让公众满

意度调查促进工作。在调查之后，要有配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对干部考核任用起到实际

作用。要慎用或不用社会公众不满意的政府干部，要把公众满意度调查作为干部任用提拔的

重要依据。 

公众满意度调查是征询民意的一次新尝试、新探索，尽管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其进步意

义不容低估。各级政府部门和决策机构，应从满意度民意调查中得到启示，在制定政策过程

中，尝试多用现代手段征询民意。 

3. 采集方式 

测评数据有多种采集方式，通常包括现场采集、非现场采集、巡查暗访、在线调查等等。 

3.1 现场采集 

现场采集可采用测评器、面访等方式进行。为了对相关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

等等进行监督和检查，以改善自身的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制定详细的规章

制度，建立满意度评价系统，完全是由行政许可相对人自主进行评价，系统自动统计分析，

从而有效地监督和提升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 

采用测评器方式时，评价系统的核心功能建议着重考虑以下几点：可使顾客欣然留下宝

贵的服务评价，可为服务质量管理者评定服务人员工作质量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可增强每

位服务人员提高服务质量的意识，评价器本身就是一个良好地和服务人员现场交流的窗口，

服务人员可以借此优化公众接受服务时的体验。 

接受行政许可相对人的综合评价和意见性评价，评分等级通常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

般、效率低、态度差五个级别。也可改成三键：满意、一般、不满意等。同时为了防止重复

及恶意评价保护，可以采取两种保护模式：第一种是时间保护方式，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评价系统只接受第一次评价的结果，此时间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第二种是一号一评价方式，

一号多次评价时，系统只接受第一次评价结果，这种方式是评价系统和排队系统结合使用时

采用，可以设置自动和手动评价两种评价方式，真正做到一次服务一评价。自动评价是在行

政许可相对人办理完业务，服务人员呼叫下一位前系统自动请求行政许可相对人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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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系统自动再呼叫下一位人员，可以有效防止漏评；手动评价是在行政许可相对人办理

完业务时服务人员执行请求行政许可相对人进行评价的操作，完成后再执行呼叫下一位人员

的操作。 

面访，也可以说是现场采访，通过对行政许可相对人及时访问可以确保较高回收率，使

问卷回收数量得到保证，这种情况下现场采访者和受访者通过进行双面交流，可以更好地理

解采访对象的观点、态度，当调查对象对某一问题误解或不理解时，访谈可当面予以解释说

明，提高满意度调查准确性，从而提高所获信息的质量，同时便于采访者与采访对象建立良

好的关系，有利于对个别敏感性问题进行引导。采取现场采访的方式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完

成较多数量的问卷调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样本数量。 

3.2 非现场采集 

非现场采集可采用查阅服务档案、电话访问、问卷调查、回访抽查等方式进行。 

查阅服务档案，可以加强档案管理和档案查阅，对各门类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和保管，

并提供查询利用服务。可以便于查阅档案事项的完成情况，进行群众满意度评价，同时也便

于纳入上级对服务工作的考核，形成了政府检查、档案部门监督、便民服务中心管理的工作

机制，这必将有效地行政许可工作的开展。 

电话访问以问题为导向，完善政务服务流程管理，进而提高行政许可相对人的满意度，

有助于提高行政许可管理绩效水平，电话回访的目的是给行政许可相对人一个抒发对服务事

项感受的平台，是从接受服务者的角度客观评价政府服务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可以

根据回访情况汇总，并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和不满意进行分类，再将行政许可相对

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标识并做好纪要，对于提出的问题，特别是集中反应或反应突出、

影响恶劣的问题要提交主管部门领导及时研究方案，及时开展循环督导，以评促改，以评促

进，切实提高管理绩效水平。 

采用问卷调查，在满意度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问卷设计目的明

确，重点突出；问卷设计的语言措辞选择得当、通俗易懂且无歧义；问卷设计层次合理，问

卷中所列出的问题，在顺序安排上要符合逻辑，符合被调查者的思维习惯，对问题的安排顺

序尽量做到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具体后抽象，对一些涉及被访问者自身的问题，放置到

最后部分；问卷设计的题量适当，一般调查者在15分钟内完成问卷为宜，如果问题过多，被

访问者往往会产生厌恶情绪，影响答题质量；问题及备选答案的设计便于数据录入、汇总、

统计和分析，为后期处理上作提供便利。 

3.3 巡查暗访 

巡查暗访应确保暗访执行人员身份隐秘，过程记录真实、客观，相同环节和要素的测评

使用相同流程。可以通过实地查访、现场询问、座谈交流等方式，对服务工作落实情况、满

意度情况服务过程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细致了解。对暗访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并向有关

主管工作部门进行通报，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核实，确有问题的立即整改上报，督促相关部

门采取果断措施，加大查办力度，推动问题解决。 

3.4 在线调查 

在线调查可以采用在线测评、在线投票等方式进行。当前，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极大

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在线调查，能有效改善和提高调查研究的工作

效率，为推进民主管理、服务科学决策、促进组织成长、推动政务服务公众满意度提供有力

保障。政务服务部门应该建立并不断完善在线调查系统，充分发挥在线调查优势，为科学决

策提供有力支撑。 

推广在线调查，能更加深入了解情况。在线调查能消除调查人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隔阂，

更加高效地收集信息，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同时，在线调查的样本分布更加科学合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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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避免“看盆景”式的“被调查”，了解到的信息更加全面、客观。能更加广泛吸纳民

意。了解民意是民主管理的基石。互联网非面对面接触的特性，能够鼓励广大基层群众真实

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助于听取民声、了解民意，有助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政府服务过

程中的问题，为民主管理提供决策基础。能提升工作效率。在线调查是更加务实高效的调查

方法，可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传统调查方式，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减少基层负担，是降本增

效、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  

可以通过运用平台、网站、微信等在线平台开展在线调查，能够有效覆盖各群体，实现

社会公众满意度实时了解并进行抓取、挖掘、分析，为科学合理评价满意度提供第一手资料。

同时，在线调查注重交互体验，能让调查人分表达意见，感受到被尊重、被满足，进一步提

升公众体验，形成良性互动。通过调查数据的大数据应用，能掌握大量可供研究的数据，利

用计算机对其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碎片化的民意信息，加以综合分析，能形成更加系统化的

民意表达数据库，从而丰富完善企业的民主管理流程。 

4. 测评结果应用 

测评人或测评机构应根据采集到的测评数据分析出真实、准确的测评结论并对其进行描

述，提出相关建议，形成行政许可满意度测评结果。测评结果宜包括：测评对象和测评开展

的基本情况，说明测评方案等；阐述测评的基本结论和主要发现，并做进一步分析说明；提

出进一步提升行政许可服务的对策建议。 

测评结果的应用是实现测评目的的最后一环。结果能否应用，直接关系到测评目的能否

达到。测评结果应考虑应用在以下方面： 

4.1 行政许可服务水平提升 

严格按照程序和办理时限要求开展行政许可工作，不延时、不拖沓、不推诿。做到态度

热情、解释到位、服务全面，树立快捷、高效、周到的服务宗旨。完善审查工作细则等规范

文件，改进相关文书，进一步优化流程积极创新完善网上审批方式，努力提高工作效能，更

好方便群众办事。 

4.2 行政许可标准化体系的完善 

务实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结合审批事项清理工作成果，探索行政审批服务过程中

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行政许可和政务服务事项，以建立基础标准、管

理标准、质量标准、服务标准、制度标准、审批标准等政务服务规范为依托，逐步建立健全

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分批组织实施各项服务标准，积极探索标准化管理运行的新模式。通

过审批标准化、服务标准化等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系统管理、动态更新，提升政

务服务质量和水平。 

4.3 行政许可相关政策的制定 

依法定权限设定行政许可。对于可以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设定机关必须

遵守《立法法》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权限，以及《行政许

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限的相关规定，无权或者越权设定的行政许可无效或者将被有权

机关撤销。《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设定的行政许可，有关

机关应当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依法定程序设定行政许可。许可法定原则强调不仅实体上要合法，程序上也要合法。行

政许可管理机关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规制行政许可，行政相对人应按照什么程序取得行政

许可等问题都需要有法定依据。设定主体违反法定程序设置许可，将被有权机关根据相应法

律、法规撤销。另外许可法定原则还要求行政许可申请人的资格和能力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其申请程序必须符合法定要求，申请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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