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探索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是有效管控公务员薪酬结构尧体现收入公平尧净化公务员收入渠道的必要途径遥
我国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构成层次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类型袁制度缺陷是导致公务员隐性收入差别的关键因素遥本文以

制度缺陷为逻辑起点袁建立了公务员隐性收入形成路径模型袁继而从微观视角明确了公务员主动型隐性收入的形成路

径是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缺陷袁 而被动型隐性收入由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形成遥 针对公务员不同类型隐性收入的作用机

理袁提出了通过取缔尧规范尧税收等多种手段分类管控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治理之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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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隐性收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袁存在于各个

行业遥 隐性收入的存在直接影响我国居民收入的分

配公平袁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遥 [1]研究和治

理隐性收入问题不仅能够充分体现收入分配的公

平性原则袁也可以有效缓解居民收入差距的放大效

应遥 公务员的收入问题是收入分配领域理论与经验

研究的核心问题遥 随着野中央 15 条禁令冶尧野八项规

定冶等政策的实施袁国家公务员的部分福利被取消袁
国内外学者不再局限于公务员市场性的尧显性的工

资收入袁公务员的隐性收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遥 在研究方向上袁学者侧重从消费支出的角

度测算隐性收入的规模尧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研究

隐性收入与我国收入差距的关系袁或者从公权寻租

视角考察腐败与隐性收入对经济发展尧政府绩效的

影响等遥 在研究内容上袁已有研究广泛关注由隐性

收入引起的居民收入差距袁鲜见对公务员隐性收入

问题本身的考察曰重视公务员隐性收入与收入分配

的关系及消极影响袁 缺乏对其形成机理的系统探

讨曰明确了影响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因素袁罕有管控

公务员隐性收入规模的有效手段遥

鉴于此袁 本文拟从微观视角运用一般理论模型

探索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袁 以制度缺陷为逻

辑起点分清理顺公务员主动型隐性收入和被动型隐

性收入并分而待之袁继而提出目的明确尧指向清晰的

治理公务员隐性收入的管控机制遥
二尧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内涵与构成

当前袁学界对隐性收入的界定尚缺乏准确尧统一

的口径遥总结现有著述袁研究者主要依据隐性收入的

法律边界尧来源结构尧形成过程以及监查的难易程度

等不同层面对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内涵进行考察遥 隐

性收入属于初次分配范畴袁 科学界定公务员的隐性

收入袁明确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基本特点与构成层次袁
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公务员的隐性收入问题遥

渊一冤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内涵

当前学界对隐性收入的界定尚缺乏准确尧 统一

的口径遥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特殊群体袁考察公务员

隐性收入的内涵应结合其身份的特殊性袁 本文将我

国公务员的收入分为隐性收入和工资收入两个部

分袁 把公务员隐性收入界定为实际收入剔除由政府

人事部门制定的中央或地方财政统一支付的工资及

实物收入后的剩余部分遥 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具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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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点院机会的差异性尧形式的多样性尧职权的伴生

性尧道德的风险性尧过程的利己性尧查处的轻微性和

影响的衍生性遥 结合这些特点袁本文认为公务员的

隐性收入实质上是一项涵盖经济报酬和非经济报

酬的非工资性未公开收入袁 不仅包含违纪违规收

入尧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其非法性质的收入袁也包括

腐败收入曰不仅有市场化定价收入尧集团化的薪酬

福利袁也有挤占公共利益的寻租收益遥
渊二冤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构成

依据现有文献袁研究者按照来源渠道不同将公

务员的隐性收入分为国家尧集体和个人三个层面袁[2]按
照形成层次不同将其分为地下经济型尧部门垄断型

和权力寻租型三类遥 [3]公务员隐性收入来源渠道的

多元化尧形成的隐蔽性使学界在评价公务员隐性收

入水平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袁争议的焦点在公务

员的隐性收入差别上遥 政府部门经过多次工资制度

改革袁公务员高尧低工资收入差距已经逐渐缩小袁[4]

但在实践中袁隐性收入的存在引致了公务员薪酬水

平的不合理差距遥 这一不合理差距有其具体的表现

形式袁一方面体现为公务员隐性收入获得机会的差

别袁另一方面体现为公务员在积累隐性收入的手段

与方式上存在差别遥 这两方面差别使得公务员在获

取隐性收入的规模上呈现出非均衡状态袁赋予了公

务员隐性收入新的结构层次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公务

员的隐性收入可分为主动型隐性收入和被动型隐

性收入譹訛两种类型遥 其中袁前者主要是指公务员个人

或者单位为实现预期收益袁通过交换或牺牲公共利

益尧不正当行政干预尧职权或施加影响等手段主动

为个人或群体获取以创造或维护租金作为报酬的

租金收入袁擅自摊派的垄断福利收入袁譺訛利用法律的

灰色地带或资源优势尧影响力谋利的非公开交易收

入曰 譻訛后者主要是指基于个人禀赋与能力袁 依据努

力尧辛劳程度等为提高生活水平或保证生活质量获

得的薪酬性收入与未申报财产性收入袁个人或群体

出于良好的主观意愿依规行使的酌处权形成的收

入袁由于行使行政权力方式方法不当形成的收入袁伴
随岗位或职位的相关性回报等遥

三尧公务员两种类型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

隐性收入的存在有其制度根源遥 以制度缺陷为

逻辑起点袁探讨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是体现

收入公平尧完善公务员薪酬制度的重要手段袁只有

深入本质研究不同类型隐性收入的作用机理袁才能

有效治理公务员隐性收入遥

渊一冤制度缺陷是公务员获取隐性收入的根本

动因

导致隐性收入差别的影响因素很多袁制度或体

制的缺陷是关键遥 [5][6][7]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

成熟袁制度结构与安排的缺陷影响着公务员的隐性

收入袁导致公务员收入机制的严重扭曲袁使公务员

的隐性收入已然高于工资收入袁[8] 构成了实际收入

的主体部分遥 在实践中公务员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袁 譼訛政府部门委托公务员代为行使

行政权力袁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袁这种不对称的效

用函数使公务员隐性收入成了部分的代理成本袁产
生了制度缺陷程度与隐性收入收益的博弈遥

在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与格局中袁制度缺陷的连

带效应是公务员扩大隐性收入规模的强烈动力袁公
务员获取隐性收入的动因在制度缺陷条件下从需

求变为现实遥 从横向看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尧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环境中袁公务员工资收入水

平与企业部分人员相比明显偏低袁公务员希望用隐

性收入补贴低水平工资以保障其生活质量袁特别是

占全国公务员总人数近六成的县尧乡两级的基层公

务员群体袁其提高收入的需求尤为强烈袁促使了隐

性收入的存在遥 从纵向看袁政府部门制定的公务员

工资收入的显性激励不足袁 造成了在制度缺陷尧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部分人员利用制度缺陷谋取隐性

收入的行为选择遥 与此同时袁政府为避免利益目标

不一致导致的公共绩效的损失或隐性收入的扩大袁
具有改善制度缺陷的动力袁即隐性收入的存在有单

位成本遥 考虑到单位成本收益率的公务员会理性减

少或放弃寻租行为来规避风险袁 隐性收入自然减

少遥 当政府通过改进制度直接作用于代理费用即公

务员的工资收入袁及时控制并削弱公务员对隐性收

入需求的内在动力时袁 谋取隐性收入行为得以遏

制遥 所以袁谈隐性收入问题离不开制度约束袁制度供

给的完善程度控制了公务员获取隐性收入的机会袁
作用于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袁 进而决定

了隐性收入规模遥
渊二冤公务员隐性收入形成路径的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一般的理论分析进行简化和抽象袁用
简单的模型描述公务员在实际收入水平不变条件

下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及变动机制遥 根据前文已知

公务员的收入渊I冤由工资收入渊S冤和隐性收入渊R冤两
部分构成院I=S+R遥

假设在一定经济发展时间内袁发生隐性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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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为 r渊r沂渊0袁1冤冤遥 讨论两种情况院第一种是在完

善且严格的制度约束下袁发生隐性收入的概率为 r曰
另一种情况是在制度缺陷条件下袁概率为 r*遥基于前

文的分析袁r 的变动取决于制度缺陷程度遥 完善制度

可以减少隐性收入的发生率 r约r*袁譽訛即存在第二种情

况向第一种情况的转变曰 也存在制度缺陷恶化袁第
一种情况向第二种情况的转变袁即院P=r*-r渊P跃0冤遥

其中袁P 表示制度变化对隐性收入发生率的控

制袁可进一步解释为院从第二种情况转为第一种情

况时袁通过完善制度引起单位成本收益率变小导致

r 的减小值曰或第一种情况转为第二种情况时袁制度

缺陷引起单位成本收益率变大导致 r 的增加值遥 于

是袁隐性收入发生率的增长率渊C冤就表示制度的完

善程度对 r 的控制率院C=P/r遥
不难发现袁C 由 r 决定袁即 C 由制度缺陷程度决

定院在一个经济社会体系中袁初始制度的缺陷越大袁r
越大袁政府通过制度供给使第二种情况向第一种情

况转变袁即制度越来越完善时袁公务员隐性收入发

生率变低袁r 的值逐渐变小袁隐性收入发生率的减小

也就越多袁P 值越大遥 由此说明袁公务员隐性收入发

生率越大袁制度缺陷对隐性收入发生率的控制也越

大遥 所以袁P 与 r 的变化方向相同袁即 P=f渊r冤在区间

内单调递增袁用数学语言表达院
= 渊 冤 跃0 渊1冤

为进一步研究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袁可
以通过以上分析考察制度与公务员隐性收入规模

的关系遥 从实质而言袁r 亦可解释为公务员隐性收入

占其实际收入的比重袁那么这一时期的隐性收入可

以表示为院R=r窑I遥
那么袁制度变化对隐性收入规模的影响为 P忆譾訛院
P忆=P窑I=r*窑I-rI渊P忆跃0冤 渊2冤
式渊2冤中 P忆表示因制度缺陷导致的隐性收入规

模的减少量或政府通过控制公务员隐性收入获得

的收益遥 于是有制度缺陷导致公务员隐性收入增加

的增长率 C忆院C忆=P忆/R
由 C忆=C袁依据式渊1冤得到以下表达式院

忆 = 渊 冤 跃0 渊3冤
解读式渊3冤袁不难发现制度收益与公务员隐性

收入规模变化的方向相同袁即 P忆越大袁制度对隐性

收入规模的控制就越大袁隐性收入减少越多袁R 的值

越大袁对应发生隐性收入的概率 r 越大袁制度缺陷越

大袁反之则制度越完善遥 进一步的解释是院公务员隐

性收入的初始规模 R 越大袁当第二种情况转向第一

种情况袁即制度完善时袁制度对隐性收入规模的控

制力越强袁 譿訛表现为发生隐性收入的概率下降幅度

越大袁制度收益 P忆越大袁制度控制隐性收入规模的

减少率 C忆也就越大遥 深入分析 C忆的理论含义袁发现

C忆代表着不同的制度或制度组合袁这一制度的组合

方式决定了隐性收入的规模遥 据此袁我们观测到了

公务员隐性收入通过制度缺陷从需求变为现实并

形成规模遥 以上阐释用模型表达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中袁横轴 OS 表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袁纵轴

OR 表示其隐性收入袁 曲线 I 表示公务员的收入水

平袁I 越靠近 O 点就表示公务员的收入水平越低遥 C忆
表示控制隐性收入规模的制度曲线袁是一条向上倾

斜的曲线袁 由于 C忆对应的是不同的制度或制度组

合袁所以在坐标轴中 C忆的位置不固定袁曲线的位置

由斜率决定袁斜率越小袁制度越完善袁即斜率表示制

度的完善程度遥 所以袁在一定时期内袁曲线 I 与曲线

C忆的交点位置决定了公务员隐性收入和工资收入

的分配关系遥

O S1 S3 S2 S

R2
R3

R1

R

C忆

C忆1

I
I忆

图 1 公务员隐性收入形成路径模型

渊三冤两种类型隐性收入的作用机理

拓展前文的分析袁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公务员的

实际收入水平为 I袁当在第二种情况时袁制度曲线斜

率较大袁如曲线 C忆所示袁两曲线相交分配的公务员

隐性收入为 OR1袁工资收入为 OS1遥 在此条件下袁公
务员谋取隐性收入的机率变大袁单位成本的高收益

导致公务员的隐性收入高于其工资收入袁形成其收

入结构的畸形遥 此时政府会采取应对措施进行规范

和治理袁在这一矫正过程中袁如果政府采取连续的

制度改进措施以管控公务员隐性收入的规模袁即边

际效用始终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袁那么制度曲线就会

逐渐向下移动袁C忆斜率逐渐变小遥 当公务员的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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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规模等于其工资收入时袁进一步的制度完善使

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于其隐性收入遥 当制度完善到

第一种情况时袁如曲线 C忆1 所示袁对应的公务员的隐

性收入规模下降到 OR2袁工资收入增至 OS2遥 公务员

隐性收入规模的减少量为 R1R2袁即表示政府通过完

善制度减少的公务员主动隐性收入规模遥
与此同时袁不难发现公务员工资收入的增量为

S1S2袁 即控制公务员隐性收入规模的同时引起了其

工资收入的增加遥 然而袁需要结合现实情况明确这一

增减关系袁这里公务员的实际收入由 OR2 和 OS1 组
成袁产生了新的分配关系是政府当局通过制度完善

控制公务员主动隐性收入规模的结果遥 对于公务员

本身而言收入水平下降袁收入曲线由 I 移动到 I忆袁移
动的距离表示政府的制度管控下挤出的公务员不

合理不合法收入遥 该条件下对应新的分配关系是OR3
与 OS3袁这是在 C忆1 制度条件下公务员收入的实际配

额遥 那么袁在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公务员隐性收

入分解成了 R1R2 与 R2R3 两个部分袁 其中 R2R3 表示

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降低导致其隐性收入的净损

失袁这部分减少量对应公务员的被动型隐性收入遥
在相同条件下观察横坐标轴袁工资收入增加的

S1S3 表示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公务员的被动隐性收入

转变成的工资收入遥 这一转变是政府控制公务员隐

性收入同时完善其薪酬制度的结果袁发生了公务员

的被动型隐性收入对工资收入的替代效应遥 政府控

制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无可厚非袁但如果政府忽视经

济的发展水平等市场因素导致公务员实际收入降

低袁使其薪酬水平游离于合理区间袁造成公务员与

企业相当人员有外部差距或不同公共部门有内部

差距袁最终伴随的不仅是公务员既得利益的显著下

降袁还会产生连带的负激励院引起政府部门公共绩

效水平下降尧导致政府部门的人才流失以及诱使隐

性腐败等更多不稳定因素袁陷入公务员隐性收入扩

大的恶性循环遥
据此可见袁如果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没有保持在

某一合理水平或者区间内袁政府又期望通过采取制

度手段使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单位边际效用始终维

持在一定效用水平袁政府就要考虑是否给公务员加

薪遥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袁该微观模型所强调的不是将

公务员隐性收入的下降幅度作为其加薪多少的参

考标准袁而是在明确公务员隐性收入构成的前提下

为研究公务员加薪问题提供参考袁为分类管控公务

员不同类型的隐性收入提供明晰的治理路径遥
三尧结论与建议

本文深入本质定位公务员隐性收入的特点袁发
现公务员隐性收入的构成层次按照收入差别划分

为主动和被动两类袁以制度缺陷为逻辑起点分别明

确了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及不同类型隐性

收入的作用方向袁从另一个视角得到了公务员被动

型隐性收入与加薪的关系袁得出需要合理增加公务

员的工资收入这一研究结论遥
探索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径是分类治理

公务员隐性收入讀訛的必要途径遥 为净化公务员的收

入渠道尧减少公务员隐性收入的获取机会尧控制公

务员隐性收入的规模袁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外部控制

及内在约束袁构建低成本高收益向高成本低收益演

进尧内在动力向外在压力演进的公务员隐性收入的

管控机制遥 本文得出针对公务员不同隐性收入管控

机制设计的建议渊如图 2冤院对制度缺陷引起的主动

隐性收入应该取缔袁即将违法收入尧超常收入等明

令禁止袁[9]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曰对被动隐性收入则进

一步规范袁即将部分隐性收入合理化袁通过转化激

励部分尧规范福利部分袁将符合市场规律和收入分

配原则的计入工资收入袁并通过税收政策[10]手段进行

调节袁使公务员的薪酬结构体现公平化遥

公务员收入

隐性收入

工资收入

被动型隐性收入

主动型隐性收入 取缔

规范

税收

图 2 公务员隐性收入的管控机制

此外袁政府在弥补制度缺陷袁采取积极措施解

决公务员的隐性收入问题的同时也要重视公务员

薪酬制度的建设袁 基于实践完善公务员的调薪体

制遥 本文提出几点从源头控制隐性收入的具体建

议院一是完善行政机关薪酬袁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基

本工资袁同时实行福利货币化尧津补贴标准化尧工资

阳光化尧薪酬管理规范化袁按照收入分配原则制定

工资收入增长机制袁 消除公务员收入公平性困境曰
二是明晰隐性收入界限袁防止制度的缺位尧错位尧虚
设和法律的模糊尧缺陷尧空隙袁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

制度袁让隐性收入野显形冶袁引入覆盖个人收入运行

全过程的税收制度袁加大政府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的

信息公开范围袁抑制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曰三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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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督尧惩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袁增加行政透明度袁
挤压公权寻租的空间袁并进一步建全公务员的自我

约束机制袁提高公务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思想觉悟

和政治素养曰 四是建立公务员收入平衡比较制度袁
缩小公务员收入的不合理差距袁在逐步消除公共部

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劳动流动性壁垒的基础上袁实现

公务员职业化袁引导劳动者理性择业遥
注 释院
譹訛 公务员的主尧 被动型隐性收入在行为性质和意识上难以

完全独立遥 已有研究认为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往往需要依

附单位尧职权袁是通过分析比较行为的收入预期渊成本和

收益冤后袁参考经济尧政治尧道德等因素做出的最大化自身

效用的理性行为选择袁 这种行为选择难以归属于单一方

面且泾渭分明遥 在此只分析公务员的个人行为主动性与

被动性的侧重方向袁 针对获取隐性收入的机会差别与规

模差别两方面从主观意愿和结果上加以区别袁 为的是依

据收入差别从微观机制研究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层次袁使
其结构更加清晰明了袁分析公务员隐性收入的结构差异

导致规模差别的形成路径也更加深入遥 两种类型隐性收

入界限的清晰程度取决于现有制度政策与法律建设的完

善程度袁该边界分别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尧企业尧个人以及

政府部门行政垄断四类领域遥 此外袁公务员的隐性收入还

应包含精神收入遥 所谓精神收入是公务员对工作特征与

工作环境的肯定袁包括对职业价值尧社会地位尧工作条件

和工作场所等充分认同袁 是公务员隐性收入不可或缺的

满足感的效用函数遥 但鉴于精神收入的不可观测性以及

主观意识太强等因素袁在此文中不予研究遥
譺訛 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有罚没权尧审批权尧征收权尧执法权的

部门遥 此外袁公共部门的养老保险尧医疗保险尧住房福利尧
优先教育资源等都是非市场化的主动型隐性收入遥目前袁
我国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达到 80%以上袁 远高于我国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 50.3%遥
譻訛 从现有制度环境来看袁法律界限模糊尧公私界限难以分清

从客观上为公务员的徇私与逐利创造了条件袁导致职务

消费尧灰色收入和 关系收入等隐性收入遍布基层尧 中层

与高层袁易滋生隐性腐败袁甚至腐败犯罪遥
譼訛 目前袁 学界已然普遍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研究

公务员行为遥 早在 1971 年 William A. Niskanen 于叶Bu鄄
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曳一书中就通过

实证分析指出院公务员也是理性人袁行为的驱动力实际是

个人利益袁有着自身利益尧愿望和要求袁他们往往把薪金尧
职务津贴尧公共声誉尧职务权力等作为追求的目标遥

譽訛 通常情况下袁政府会选择完善制度袁在这一过程中袁公务

员谋取隐性收入的成本增加袁预期收益会相应减少袁即单

位成本收益率变小袁则作为野理性经济人冶的公务员隐性

收入需求会得到控制袁产生隐性收入的概率变小遥 此外袁
由于公职人员单位成本收益率随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袁
公职人员严格受制于制度规定袁所以不会有 r=r*遥

譾訛 P' 也可解释为制度变化对隐性收入规模的控制袁 它的大

小由 r与 I两者决定袁由于在式中 I是一个常数袁而 r受制度

缺陷程度的影响袁所以 P' 值也由制度缺陷程度决定遥
譿訛 虽然不同的制度或者不同的制度组合对公务员隐性收入

发生率的影响不同袁 继而产生对隐性收入规模的控制效

果不同袁 甚至可能存在随着制度完善程度的增加引起制

度的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袁但从总体趋势而言袁公务员的

隐性收入规模随着制度的完善而下降遥
讀訛 治理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并不是反对一切公务员的隐性收

入袁而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隐性收入进行区别对待袁是将来

源合理合法的被动隐性收入合理转化成工资收入袁 减少

收入差别袁属于正常的工资结构调整曰缩小或者消除的是

主动型隐性收入袁把权力寻租等不合理尧不合法的隐性收

入规模通过制度完善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袁 减少获

取隐性收入机会袁 这也是探索公务员隐性收入的形成路

径的重要结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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