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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实中的资源使用往往同时存在“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这两种属性，只要其中一种属性能够占据主导地

位时该资源系统就表现为“公共资源”或“私有财产”。然而当这两种属性都很重要且相互影响时，该资源体系即为“半公

地”。2000年美国法学家亨利·史密斯提出半公地理论以后，得到了西方较多学者的认可和跟踪研究。2009年Bertacchini等
人对该理论进行了形式化论证。该理论被西方学者应用于信息资源、大规模流动性资源等领域的分析中。借助半公地这

一新的理论工具，有望对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私合营（PPP）等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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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产权理论往往只考虑纯粹私有或者纯粹公共所有的情形，然而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资源的产权

界定无法做到充分完备，财产权利的实际执行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彻底，因此现实中资源的使用通常兼具“私

用”和“共用”两种属性[1]。但这通常并不妨碍我们将资源划分为私有财产或者公共资源，因为这两种属性中

一般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然而当这两种属性都非常重要而且相互影响时，传

统产权理论就很难解释了。Smith（2000）[2]发现了这种独特的情形，并将其称之为“半公地”（semicommons），

此后西方学者对半公地的研究方兴未艾。比如借助博弈论方法将其模型化，借助该理论视角来分析某些现

实中的资源利用问题，诸如信息、知识产权、流动性资源等，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国外丰富的研究极不相称的是，至今国内鲜有文献提及半公地理论，对这种资源形式和相关理

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我们搜寻到的全部资料来看，目前仅有台湾学者張永健（2014）的《物權法

之經濟分析導論（三）──共用、共決、半共用》[3]涉及半公地理论，但该文也不是专门针对半公地问题进行介

绍或研究的文献。因此，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选择系统梳理半公地理论的研究进

展——诞生、形式化论证和现实应用乃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二、半公地理论的诞生

半公地（semicommons）概念和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美国法学家亨利·史密斯（Henry E. Smith）①；该理论

的发轫之作是史密斯2000年发表的代表作《半公地产权与敞田中的分散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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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尤其是递增的排他成本，几乎所有财产（或者资源）都包含共用和私用这两种属性，

但是通常只有其中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属性处于次要地位。比如在免费公共停车场上停泊的私人车

辆，在某段时间内该车辆占据的那个停车位就具有私用的属性，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属性处于次要地位，因

此该免费公共停车场可以被认为是公共资源。但是当私用和共用这两种属性同时存在于某一财产或者资

源系统之中，而且这两种属性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时，再强行将其界定为共有或是私有就显得不合时

宜了。Smith（2000）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半公地”[2]，在Smith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特殊但很重要的产权

类型。

半公地理论考虑的视角或者范围比一般的产权理论要大，它涉及的是某些有机联系的资源构成的资源

系统，而不是某项单一的资源或者财产本身。这种有机联系可分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其一，资源系统中

的一部分资源是共有和共用的，而另一部分资源则是私有和私用的；其二，资源在某个生产周期中是共有和

共用的，而在另一个生产周期中又是私有和私用的。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就可以用半公地框架来解释：

整个地球包括其大气层构成一个封闭的半公地系统，散落其中的各个主权国家在此可以视为“私地”，而大

气层则是“公地”；地球资源既是主权国家私有私用的，又是所有国家共有共用的。各主权国家为了追求自

身经济发展，选择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西方发达国家甚至直接将污染型产业链条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向大气排污，或者以邻为壑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权国家在半公地博弈中的策略性选择，

如果缺乏国际协调和治理机制，全球环境（包括气候）将会不断恶化。

半公地的原始模型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北部（包括英格兰）的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②。史密斯

提道：在敞田制下，农民拥有在不超过1英亩每块的条状自留地上种植谷物的权利，这些条状自留地散落在

中心村周围两到三块较大的土地之中。在特定季节，农民会被责成开放条状地以供全体土地所有者放牧之

用（主要是绵羊），通常牧民们会轮流或者共同雇佣一个人放牧所有的牲畜。这使得他们既能获得放牧的规

模经济，又能保持谷物种植的私人激励（当时谷物种植本身不存在多少规模经济）。半公地安排使得两种不

同规模的经营可以并行不悖。为了应对公共池塘资源下的过度使用问题（潜在的“公地悲剧”），经营的许多

方面，比如牲畜的数量和放牧时间大都处于社区严格的管理之下。但是像“敞田”之类的半公地也存在很大

的潜在成本。尤其是，如果农民的自留地是连成片的，那么农民就将面临双重机会主义倾向——一方面将

半公地安排下的“好处”（如粪肥）导向自己的自留地③，另一方面将“坏处”（比如绵羊对耕地的践踏）转嫁给

其他人的自留地或者公共地。当涉及使用者的人数较多和对同一财产或公或私的使用行为之间的联系密

切时，这些策略性行为将很难直接监管和阻止。

为了得到更加直观的印象，不妨将Smith（2000）[2]描述的敞田制表示为一个简单的示意图（见图1）。

图1 敞田制半公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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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田制似乎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满足农民（兼牧民）在两种不同的规模上从事农业活动，在实现放牧

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不影响粮食种植。然而半公地安排的潜在问题是：错位的激励机制导致的策略性

行为。而且理论上半公地背景下的策略性行为（或者机会主义行为）比纯粹的“公地”更加严重。只有对比

从资源使用上的规模经济获得的收益与策略性行为引发的成本，才能最终确定特定的半公地是否有效率。

在半公地条件下的参与者比纯粹公地条件下参与者的策略性行为更加严重，这也是半公地和纯公地最

为重要的区别。与纯粹公地不同，半公地（以敞田制为例）下的参与者对于资源（条状谷物种植地）具有两种

类型的使用方式：公共使用目的和私人使用目的，而且这两种不同使用目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敞田制

中，条状谷物种植地公共使用目的是指放牧牲畜，私人使用目的是指种植谷物。Smith（2000[2]，2005 [4]）将敞

田制半公地在两种不同目的下的使用（共用与私用）与两种财产属性（共有与私有）对应的激励机制进行了

分类讨论（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假设资源使用者是同质的）：

（1）公共属性使用者（common-attribute user）会对公共所有的属性④施加成本。在此该行为人像在公地

情形那样承担该行为1/n的成本。

（2）公共属性使用者会对私人所有的属性施加成本。在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a）对行为人自己所有

的私有财产施加成本，在此成本被内部化；（b）对其他人所有的私人属性施加成本，在此该行为人私人使用

的成本未被内部化。

（3）私人属性使用者（private-attribute user）会对私有财产施加成本。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a）对

该行为人自己的私有财产施加成本，在此成本被内部化；（b）对其他人私人所有的属性施加成本，在此成本

未被内部化。

（4）私人属性使用者对共同所有的属性施加成本。在此该行为人承担他的行为成本的1/n，这与公地情

形是一样的。

存在特殊性的是情形（2）和（3）。在理论上，（2）和（3）虽然都存在着两种成本分担形态——内部化和外

部性，但是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资源使用者可以自行左右成本的导向，那么此时无论是公共使用还是

私人使用的成本，都会施加给其他人（即2b和3b），而不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即2a和3a）。也就是说，在没

有任何干预措施的条件下，对于半公地资源，机会主义或者策略性行为导致的外部性将比纯公地更加严重，

策略性行为人所承担成本的比例将小于1/n。由于每个参与者都面临着同样的激励机制（不考虑异质性），

因此与纯公地类似，假设监督机制缺失，且资源使用者之间不存在有效交流与信任，则半公地下的所有参与

者也将陷入囚徒困境，与纯公地困境的区别在于，半公地困境比公地困境会更加严重。换言之，如果不存在

监督机制，理论上可以推导出半公地悲剧比公地悲剧更加严重的后果。

虽然敞田制是“半公地”最重要的原始模型，但是不能就此断定现实中的敞田制是无效率的⑤。这主要

归功于条状谷物种植地（每块不足1英亩）比较狭小，而且是分散开来的。尽管分散化本身也会给农业生产

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它却能够有效地抑制参与者们的策略性行为。因为当小块条状谷物种植地足够分散

时，牧羊人就很难人为操纵羊群对他个人的“利”和“弊”了（此处的“弊”主要是指羊群对地块的踩踏，“利”主

要是指羊群的副产品粪肥）⑥。

三、半公地模型的形式化论证

在 Smith（2000）[2]提出半公地的概念和文字表述型理论之后，Bertacchini等（2009）三人合著的《缺一不

可：公地、反公地与半公地》[5]首次对“半公地”理论进行了形式化（博弈论）处理。他们通过博弈论得出的结

论与Smith（2000）[2]对半公地下的策略性行为猜想是吻合的。

阳晓伟：半公地理论研究的演进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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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的前提假设

假设全部资源使用者（设为n名）都是同质的，那么在纯公地制度下每一位资源使用者都将承担自身使

用行为造成的全部成本的1/n，外部性比例为(n-1)/n。与纯公地不同的是，在半公地制度安排下的资源使用

者倾向于进一步采取策略性行为，将自己开采行为的有益影响人为地导向自己的“私地”，而将不利影响转

嫁给其他人的产权份额，从而导致成本的外部性比例大于(n-1)/n。要想得出半公地与纯公地制度下资源过

度使用程度（即“悲剧性程度”）的差异，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能将两种制度背景都容纳在内的分析框架。为了

简化分析过程，Bertacchini等（2009）[5]假设总共仅有两名资源使用者 i和 j，他们在一片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

活动（放牧或者耕种），并建立2x2的博弈模型（两名局中人，两个博弈阶段 t=1,2）。假设这片土地具有两种

不同的产权形式：（1）纯公地，资源使用者们在两个阶段都进行放牧；（2）半公地，在第一阶段资源使用者从

事放牧活动，在第二阶段两名使用者分别在自己（均等份额）的地块上种植谷物。

除上述假定之外，他们还做了其他假设：第一，“事后得知”假设，即在半公地安排下，局中人的策略性行

为只有到了第二阶段才能被对方发现，这一假定对于模型结论非常重要；第二，代表性资源使用者 i和 j完全

对等，牲畜之间无差别；第三，贴现率δ=1，即在模型的两个阶段内不考虑贴现问题；第四，如果不考虑动态过

程，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无需成本；第五，生产函数的凹形假设，即放牧牲畜的生产函数 Ci 和谷物种植生产函

数 Pi（半公地第二阶段）均为凹形函数；第六，经济人假设，虽然Bertacchini等（2009）[5]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事

实上还包含经济人假设，该假设是经济模型（尤其是博弈论模型）赖以建立的基础。为了进一步简化分析，

他们仅以牲畜对土地的践踏这一负外部性为例，考察半公地制度下资源使用者们的策略性行为和结果⑦。

（二）模型的主要框架

模型的重点在于考察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在第一阶段（两种制度安排下的经济活动都是放牧）资源

使用者选择放牧的牲畜数量有何不同⑧。

1. 公地博弈

每一名局中人在阶段 t=1,2选择放牧牲畜的数量，按照式（1）使得自身的利润流（flow of profits）最大化：

∏i =Ci( )A1,xi1,xj1 +Ci(A2,xi2,xj2) （1）
在此，xit 表示局中人 i在第 t阶段选择的牲畜数量，At 表示第 t阶段用于公共使用的土地的质量。在公

地博弈中，局中人 j选择的牲畜数量与局中人 i的牲畜 xit 的生产率负相关（
∂Ci∂xjt

< 0），而土地质量与局中人的

利润正相关（
∂Ci∂At

> 0）。
显然牲畜在第一阶段对土地的践踏会导致第二阶段土地质量变差，并假设牲畜践踏是导致土地质量变

差的唯一原因，则第二阶段的土地质量为函数 A2(A1,xi1,xj1)，且 A2( )A1,0,0 = A1 ，
∂A2∂xi1

< 0 ，
∂A2∂xj1

< 0 。

为了求解该子博弈完美均衡，先在第二阶段找到纳什均衡，然后进行逆向递归。在第二阶段，考虑到其

他局中人（即 xj2）的选择，局中人 i选择 xi2 求解：

max
xi2

Ci(A2,xi2,xj2) （2）
考虑到初始条件的对称性假设，这两名局中人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Ci(A2,xi2,xj2)
∂xi2

= 0，∂Cj(A2,xi2,xj2)
∂xj2

= 0 （3）
显然公地博弈存在对称的纳什均衡，xi2 = xj2 = xc

2 。虽然在第二阶段表达了人们熟知的公地悲剧，然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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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依赖于局中人在第一阶段的选择对土地质量 A2 的影响程度，即 xc
2(A1,xi1,xj1)。

现在来考察当局中人 i意识到第一阶段的行动会影响下一阶段土地的质量时，他在第一阶段的最大化

问题：

max
xi1

Ci( )A1,xi1,xj1 +Ci(A2,xc
2,xc

2), s.t. A2 = A2(A1,xi1,xj1) （4）
考虑内部解，该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Ci(A1,xi1,xj1)
∂xi1

+ ∂Ci(A2,xc
2,xc

2)∂A2
.∂A2∂xi1

= 0 （5）
式（5）的第一项对应静态公地效应。第二项描述了两种动态效应：第一，在第一阶段对于牲畜数量选择

的改变，会使第二阶段土地质量 A2 发生改变，而它反过来又会影响第二阶段的报酬；第二，即使局中人 i考
虑到他的牲畜对当前土地的践踏会影响未来的利润，当时他也不会考虑对其他局中人施加的动态成本。结

果，第一阶段的纳什均衡将会受到局中人非合作行为静态和动态效应的综合性影响，导致 xi1 = xj1 = xc
1 。

为了便于理解为什么局中人的行为会导致在公地情形中均摊的外部性，可将该结果与 xit 有效率的选择

（将∏i +∏ j 最大化的模型）进行对比。局中人 i在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Ci(A2,xi2,xj2)
∂xi2

+ ∂Cj(A2,xi2,xj2)
∂xi2

= 0 （6）
∂Ci(A1,xi1,xj1)

∂xi1
+ ∂Cj(A1,xi1,xj1)

∂xi1
+ ∂Ci(A2,xc

2,xc
2)∂A2

∂A2∂xi1
+ ∂Cj(A2,xc

2,xc
2)

∂A2

∂A2∂xi1
= 0 （7）

与非合作的一阶条件相比，有效率的选择条件下多出的因子代表了在这两个阶段局中人 i对局中人 j生
产率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考虑到这两名局中人是对称的，很容易证明 i和 j在这两个阶段中各自造成了一半

的外部性。

2. 半公地博弈

为了给半公地产权结构提供一个简单的正式模型，可将上述两阶段博弈进行调整，使它能够适应半公

地案例。现在，假设有两名同质化的局中人 i和 j，他们在第一阶段将该资源当作公地（commons）来放牧，在

第二阶段则将这片公地划分为两份均等的私地，并用来种植谷物。在半公地中局中人 i的净利润方程是：

∏i =Ci( )A1,xi1,xj1 +Pi(ai2,ei) （8）
式（8）第一部分是 i在第一阶段放牧的收入；第二部分表示 i在第二阶段种地的收入，它取决于土地质量

ai2 和为种地而付出的努力 ei 。

在第二阶段土地质量取决于同质化的土地 A1 的质量，它与第一阶段在该土地上践踏的牲畜数量负相

关。这意味着对于 ai2(A1,xi1,xj1)，有 ai2( )A1,0,0 = A1 ，
∂ai2∂xi1

< 0 ，
∂ai2∂xj1

< 0 。利用逆向归纳法，可以根据在第二阶

段局中人 i（相应地也可以解出局中人 j）对 ei 的选择以求解：

max
ei

Pi(ai2,ei) （9）
令 e*

i 是给定地块的土地质量 ai2 条件下的最优努力值。最优化努力可以被定义为 e*(A1,xi1,xj1)，它表示局

中人在第一阶段的选择会影响土地质量和最佳努力水平 ei 。在第一阶段，对于局中人 i的最大化问题是：

max
xi1

Ci( )A1,xi1,xj1 +Pi(ai2,e*
i ) ,其中 ai2 = ai2(A1,xi1,xj1) （10）

就像在公地中那样，局中人在半公地的第一阶段会选择放牧的牲畜数量。此外，他们还必须选择在什

么地方转嫁牲畜践踏造成的坏处。为了使模型简化，假设局中人只有两种选择：第一，局中人选择让他的牲

阳晓伟：半公地理论研究的演进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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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在公地上自由活动，使得公地上的两块私地践踏程度均等分布；第二，局中人让自己牲畜的所有践踏行为

都发生在对方的地块上。

如果两名局中人都选择第一种方案，牲畜的践踏会均等地分布于两块土地之上，那么牲畜在对方地块

上的践踏产生的动态效应就能使局中人的行为内部化。然而，很容易发现对于任何关于 xi1 和 xj1 的组合，每

一名局中人都存在将所有坏处都转嫁给对方地块的激励。既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额外成本，而且其

结果只能在事后被发现，那么无论对方如何行动，局中人都会机会主义地行事，即“以邻为壑”的第二种选择

是每一位局中人的占优策略。

结果，由于两名局中人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没有哪个局中人会考虑牲畜践踏的动态效应，那么在第二

阶段局中人 i和 j的土地质量就不依赖于他们各自在第一阶段选择的放牧数量，即
∂ai2∂xi1

= 0 和
∂aj2
∂xj1

= 0 。第一

阶段对称性的均衡结果是：

xi1 = xj1 = xSC
1 （11）

局中人 i第一阶段在公地和半公地博弈中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Ci(A1,xi1,xj1)
∂xi1

+ ∂Ci(A2,xC
2 ,xC

2 )∂A2
.∂A2∂xi1

= 0 （12）
∂Ci(A1,xi1,xj1)

∂xi1
+ ∂Pi(ai2,ei)∂ai2

.∂ai2∂xi1
= ∂Ci(A1,xi1,xj1)

∂xi1
= 0 （13）

考虑到 Ci 的凹性和式（12）的第二项为负，在第一阶段均衡时通过牲畜数量的对比可得 xC
1 < xSC

1 。这表

明，相比于公地，半公地安排具有导致更加严重的过度使用的潜在可能性。每一名局中人都希望通过将自

己的牲畜在对方土地上践踏的策略性行为来获利，然而就局中人第一阶段从该公共资源上获得的报酬而

言，半公地情形中的所得要低于公地下的所得。虽然局中人是出于保持自己地块质量的考虑而在第一阶段

采取策略性行为，但是由于受到其他局中人的选择 xSC
1 的影响，事后该局中人地块的质量会恶化。如果在半

公地下的局中人都保持合作，不采取任何机会主义行为，最终效率反而会更高。如果局中人将牲畜践踏土

地的成本内部化，那么他们选择的牲畜数量 xi1 = xj1 < xSC
1 。

为了更加清晰直白地刻画Bertacchini等（2009）[5]模型，现将该模型的分析过程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表

示，详见图2。

图2 Bertacchini等（2009）[5]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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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结论的进一步解释

虽然半公地模型的博弈论表述貌似比较复杂，但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得出“半公地悲剧比公地悲剧

更加严重”这一结论，背后的理论逻辑却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在半公地安排下，局中人行为（比如放牧牲畜）

的收益全部归自己所有，而成本却由其他局中人承担（在极端条件下，局中人以为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成

本，即完全外部性），从而助长了局中人扩张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动力。换言之，假设在公地或者半公地上增

加一只羊的边际收益是相等的（记为MR），但是在半公地安排下的局中人把放牧的危害（对土地的践踏）转

嫁到对方地块上，这就使得局中人在做决策时以为由自己承担的边际成本被降低了⑨，从而导致半公地博弈

下的局中人盲目扩大放牧量，私人成本与实际社会成本⑩的背离更加严重，最终造成比公地博弈更加严重的

悲剧，如图3所示。

图3 半公地模型原理图

但是理论模型（尤其是上述博弈论模型）是建立在局中人彼此独立行动，没有任何交流和监督机制缺

失，尤其是“事后得知”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放松模型的这些假定，最终实际结果的悲剧性将会降低。如果

放松严格的“事后得知”假设，但保持其他假设不变，那么半公地博弈的悲剧性程度会向公地博弈趋近。半

公地理论的创建者史密斯本人后来也承认，对于现实中的半公地产权安排而言，并不能先验性地判定它是

否为悲剧，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6]。

四、半公地理论的应用

自从史密斯提出半公地理论之后，学者们逐渐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信息半公地

Heverly（2003）[7]是半公地理论的较早接受者和传播者，他将半公地理论运用于现代信息资源领域。在

与版权、专利、商标、商业机密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作用下，某些特定信息也是一种财产权利，但是它们和普

通的有形资产（比如土地、房产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新信息的创造需要耗费大量前期投入，但是复

制和传播信息的边际成本却可以接近于零，这使得任何人都很难真正做到完全占有某种信息，从而意味着

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客观上的公共使用属性。如果在法律角度将信息视为一种和普通有形物品一样的

财产，将会导致大量法律纠纷和信息使用上的无效率。

以点对点文件交易系统（peer-to-peer file trading systems）为例，Heverly（2003）[7]论证了将信息财产看作

一种既有私有产权属性，又兼具事实上公共产权属性的半公地资源，更加贴近现实中信息创造、交易和传播

过程中私人使用和公共使用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承认信息资源的半公地属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

的价值——大于将其认定为纯粹私有财产或者完全公共使用时的价值。

阳晓伟：半公地理论研究的演进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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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Heverly（2003）[7]之后，还有不少学者运用半公地理论来分析信息资源。比如Loren（2007）[8]将半公地

理论运用于创意作品领域，主张尽可能多地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来控制版权

的过度强势扩张，以规避半公地下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创新知识资源的共享，使创新知识发挥更大的价

值。再如，Grimmelmann（2010）[9]将半公地模型运用于分析互联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半公地资源系统，批判

互联网领域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完全对立的二分法，强调二者在互联网领域的巧妙结合和互补。Cunning⁃
ham（2010a[10]，2010b[11]）则从文化和分权的角度，拓展了半公地理论的应用领域。Gatter（2012）[12]则将生物银

行（biobanks）看作一种信息半公地来加以研究。Reichman（2011）[13]指出商业机密法在创新知识领域产生了

半公地。Laakmann（2015）[14]利用史密斯创建的半公地模型分析了美国的基因专利问题，指出基因专利领域

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政府当局应该高度重视这两种利益的协同性，做到既不至于

影响研发创新，又不产生过多为保护私人利益而设置的专利，让基因研发的成果尽可能多地实现共享。

就纯理论而言，将信息理解为“半公地”有利于发挥信息价值的观点并不难理解。就供给角度而言，如

果法律不能对新信息创造者的利益提供保护，就会造成信息供给不足的问题。就需求角度而言，信息使用

的竞争性通常很低。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某项信息被更多的人知悉并不影响信息本身的完整性，因而不

影响信息初始掌握者的使用。如果考虑信息的商业价值，信息的公共使用虽然可能影响初始占有者的经济

利益，但是如果考虑到信息共享的巨大价值，将信息严格作为私有财产来保护，则是一种不利于社会整体福

利最大化的行为，而且在现实操作上也是不可行的。这就需要在信息的私人财产属性和公共使用属性的具

体界定和保护之间加以权衡，并做出妥当的安排，当然这也是考验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更深层次理论研究者

的难题。

（二）美国电信业半公地

在2000年提出半公地理论之后，史密斯又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研究，为现实中存在的半公地问题寻求

可行的解决方案。在2005年的文章中，史密斯探讨了一个关于美国电信行业半公地的案例[5]。为了取消原

先的通讯费率管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于1996年出台了一部《电信法案》。根据该法案，现有的本

地通讯运营商必须以分类定价的形式，将其所属的全部或者部分网络单元租赁给新加入的竞争性通讯运营

商。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定价原则规定为全要素长期增量成本定价法（total element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approach），按照这种定价方法，新加入的竞争性通讯运营商的出价只需要反映增量成本（类似于“边际成

本”），而不需要考虑建设和维护网络单元的总成本（比如大规模的固定投资）。当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

时，联邦通讯委员会就会给出一个仲裁价格，强制达成交易。

就这样，在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的规定之下，尤其是通过强制交易和增量成本定价法的干预，美国电

信业的网络单元就变成了一种半公地资源。根据上文所述，欧洲中世纪的敞田制在私人条块地恰如其分的

分散的情形下，这种资源和产权安排形式在传统农业时代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能够使资源使用者获得资

源在不同规模下进行使用的收益，又能有效地规避机会主义行为。但是技术进步使得即便是这种私人条块

地分散化的敞田制也失去了效率。和敞田制被淘汰相类似，美国 1996年《电信法案》所构建的电信业半公

地模式也已经丧失了效率，唯一不同的是电信业对于技术进步的敏感度高得多，因此这种半公地模式从原

先的有效率到无效率所花费的时间比敞田制要短得多。美国电信半公地属性使得通讯运营商之间存在严

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它们既存在对公共资源（网络单元）的过度使用和投资、维护不足，还存在其他“损

人利己”行为，将成本转嫁给别人，将收益最大限度地收归己有。

在共享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Ingraham和Sidak（2003）[15]与Crandall等（2004）[16]的实证研究表明，强制分

享制度确实抑制了现有本地通讯运营商和新加入的竞争性通讯运营商对通讯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还存

在投资方向和对象选择方面的“撇脂”行为，其投资缺乏统一的部署和协调。作为一种对技术进步要求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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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半公地性质的美国电信行业就表现出了日益僵化的趋势。为此，史密斯提

出应该在电信业改革中让“日落条款”或者其他淘汰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大规模流动性半公地资源

史密斯还将半公地理论运用于流动式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治理[6][17]。在美国水资源治理习惯法（com⁃
mon law）中主要存在两大体系：西部一些州倾向于使用“先占原则”（prior appropriation），它强调水资源的排

他性产权；而东部则以“相邻原则”（proximity principle）为特征，强调水资源的共同使用和管治。无论是哪一

种体系都兼而有之地存在“排他权”和“管治”这两种因素，只是侧重点有所区别而已。根据德姆赛茨法则，

随着资源重要性程度的增加，人们对资源建立产权的可能性越大。然而问题在于，水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

水资源使用者人数众多，而且不同使用者对水资源的需求种类、方式和规模千差万别，这就使得客观上对流

动性水资源建立排他性产权的难度极大，想要对大范围流动性水资源建立与房地产、金银、土地等物品类似

的完全排他性私有产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许多流域水资源既具有私有（部分和局部排他性）的一

面，同时又具备显著的公共使用属性，而且这两种属性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影响的性质。因此美国现有法

律制度下的许多水资源具有明显的半公地特征。

除水资源外，许多其他具有高度流动性（或者空间非固定性）的资源，比如野生动物、石油、天然气以及

广播频谱（broadcast spectrum）等都具有半公地的特征。虽然水资源具有半公地特征，但是并不能先验性地

得出“半公地悲剧”的结论，最终结论有待基于具体案例的实证检验。一般来说，由于对水资源实施排他性

产权客观上的难度，以及水资源同时满足各式各样使用者需求的巨大收益，实行以管治制度为主，建立排他

性产权为辅的复合型管理措施是比较理想的政策选择。

此外，借助半公地框架来分析其它领域的研究也正在涌现。比如Getzler（2009）[18]将半公地理论应用于

多重所有权的研究；Rother（2016）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19]；Malcolm（2017）[20]将半公地理论的应用拓

展到文化创新领域。

五、结语及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语

尽管与“纯公地”情形相比，半公地情形下的资源使用者采用策略性行为（或者机会主义行为）面临的激

励更大，但是它未必是一种无效率的产权安排，因为不同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的规模有不同的要求[21]。在某些

条件下，它甚至还可以作为破解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一种有效的产权组合方式[22]。半公地理论是一种

抽象化的理论模型，它最大的价值在于为人们认识错综复杂的产权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

式，尽管现实当中能够找出典型的“半公地”原型（如北欧中世纪的“敞田制”），但现实资源和产权世界通常

是多面性的，同一种资源或者产权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同时表现出多种不同的产权属性或者特征。引

入半公地理论的视角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资源和产权。可以预见，现实世界跟这种理论模型很难

完全吻合，但是将半公地理论绝对化，或者无视它的存在，都是极端的做法，显然都是不可取的。

半公地理论是对哈丁式公地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它也因此获得了产

权理论家们的接受和认可，比如半公地理论被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Law”（《产权法经济学研究手册》）。如果考虑较大范围的资源体系（比如整个地球的资源），半公地

理论比公地理论更加贴近现实[23]，因为在公地情境下，负外部性是由公地使用者们（commoners）均等承担的，

而现实世界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地使用者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存在差异，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很难做到由成

员们均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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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半公地理论和反公地理论、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一起，共同构

成了对传统公地理论的突破和发展。然而后两者除了形式化论证之外，还产生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研究成

果，获得了诸多实验结果的验证，而半公地理论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因此，半公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必

要借助行为经济学实验做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其次，可以借助半公地理论对原来许多公地博弈进行重塑甚

至“改写”。因为半公地的假设比纯公地假设更加接近现实的资源使用情形。尤其是对比较宏大的资源系

统使用效率进行分析时，半公地理论的优势更加明显，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借助动态半公地博弈模

型，将有望得到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最后，可以利用半公地理论对我国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我国实

际上很多资源系统具备半公地的属性。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能够有效克服“统分结

合”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将较大提高该制度的经济效率。此外，目前比较盛行的PPP（公私合营）模式也可

以借助半公地理论进行剖析。

注 释：

① 亨利·史密斯现为哈佛大学费森登法学教授（Fessenden Professor of Law），在提出“半公地”概念和理论的2000年他还只是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其后不久（不超过两年）即升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弗雷德·A·约翰斯顿（Fred A. Johnston）财产

与环境法学教授，《半公地产权与敞田中的分散化》一文为史密斯赢得了不菲的学术声誉与影响力。

② 关于北欧“敞田制”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向荣.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81-208，以及裴幸超.
敞田制对中世纪英国农业的影响[J].农业考古,2015,(1):318-321。

③ 主要是通过将供绵羊过夜的简易羊圈搭设在自己的“自留地”上。

④ 在新制度经济学或者它的重要分支产权经济学中，许多学者将财产（asset）定义为“有价值的属性（attributes）的集合”。

⑤ 虽然敞田制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在北欧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对于一项在较大范围内存续长达几个世纪的产权形

态，若不分具体时空条件就将它判定为无效率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它后来的消失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如工业革命、带刺

的铁丝网等）、大规模国际贸易和农作物种类的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⑥ 敞田制下的羊群在夜间被关在可折叠和可移动的羊圈内，它们可以制造“粪肥”；在传统农业时代，牲畜粪肥是改良土壤的

主要途径。

⑦ 在敞田制下放牧的正外部性主要在于牲畜产生的粪肥，资源使用者对于正外部性的策略性行为与负外部性的原理是一样

的，因此这种简化不会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

⑧“模型的主要框架”部分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分析过程。

⑨ 但是从事后来看，由于对方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他的边际成本不仅不会由于他的策略性行为而降低，反而还会增加。

⑩ 在两人模型下，社会成本是指两名局中人最终承担成本的总和。

 又叫“落日条款”（sunset provisions），是指法律或合约中订定部分或者全部条文的终止生效日期。一般订定日落条款旨在

让该条文终止其效力前，有缓冲期可以先行准备和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和日落条款相对应的是“日出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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