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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制度变迁为何及如何发生钥 已有的诸多相关理论虽富于启发性袁但忽视了制度需求的显示难题袁留下了制度
供给的诺思悖论袁从而未能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遥 本文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互动的角度构造了一个新古典的制度变
迁分析框架遥 其中袁退出-呼吁动态刻画了制度需求袁而制度绩效位差造成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刻画了制度供
给遥 在对退出-呼吁动态的响应中袁制度竞争通过发现效应尧创新效应尧扩散效应和保障效应推动了制度变迁遥 这一工作有
望为分析制度变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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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之一袁制度

一尧制度变迁的双重困境

变迁问题近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制度经济学家研

渊一冤制度需求及其显示难题

究议题的中心位置遥 一般认为袁制度变迁是新的制

由于制度具有生产性和激励性袁 可以节约交易

度安排取代旧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袁这一过程有可能

成本袁包括信息费用尧代理费用尧不确定性产生的成

是自下而上的尧诱致性的袁也有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尧

本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成本等袁所以人们总是存

强制性的遥 然而袁当前的研究由于舍弃或疏漏了制

在着对制度的需求遥 尽管可以在理论上刻画制度需

[1]

从而未能清楚地揭示制度变迁的动

求袁 但在经验观察中却难以识别其存在遥 其原因在

力学是什么遥 一旦将视线转向野全面深化改革冶这样

于院一是受制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尧信息的不完全性等

的总体制度变迁时袁也就难以有效回应野改革的道

缺陷袁 制度需求者不能精确地描述潜在的获利机会

路在哪里冶尧野如何破解改革中梗阻冶 等深层次理论

和相应的新制度曰 二是现行制度往往将其他可能的

度均衡思想袁

和实践问题遥 本文拟从学术角度引入 野制度市场
渊Institutional Market冤冶概念袁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制

制度选项排除在选择集合之外曰 三是与现行制度相
一致的习俗禁忌尧 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控制使得需

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从旧的均衡转到新的均衡的过

求者不愿表达制度需求曰四是野搭便车冶等机会主义

程袁进而基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互动构造一个

行为的广泛存在袁 使得制度创新者的收益不能完全

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袁并在这一框架下围绕退

内部化袁降低了个人显示制度需求的意愿遥制度需求

出-呼吁动态和制度竞争阐释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

的显示难题意味着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社会

机制遥

最优水平袁这一推论无疑是令人悲观的遥 因此袁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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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需求从而制度变迁动力的研究袁必须深入到制度

议的形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不满情

需求显示的具体技术尧行为和机制层面遥

绪遥 因此袁退出-呼吁行为就成了显示商品尧服务或

渊二冤制度供给及其诺思悖论

制度需求的信号遥

訛
譹

关于制度供给袁 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

消费者的退出或呼吁选择无疑应该视为基于

为袁随着技术和要素相对价格等因素的变化袁市场

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选择遥 不考虑退出和呼吁行

上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袁理性的经济人为利用获利

为在成本和收益上的相关性袁只有在退出或呼吁的

机会袁通过自愿交易与合作促成制度创新袁实现制

收益大于或至少等于其成本时袁消费者才会选择退

度供给遥 但由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存在袁交易双方很

出或呼吁遥 赫希曼认为袁退出和呼吁两种选择都有

容易陷入互相背叛的野囚徒困境冶遥 在真实的非重复

修复松弛问题的功能袁 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各有侧

博弈市场环境中袁克服野囚徒困境冶必须引入第三方

重遥 一般地袁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退出袁

监督和惩罚机制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袁因为国

因此退出行为对于抑制价格上涨较为有效遥 相反袁

家在实行强制性惩罚方面具有专业化优势袁在保护

质量敏感型的消费者则倾向于选择呼吁袁因此呼吁

和实施产权方面享有规模经济遥 然而袁国家在制度供

行为对于抑制质量下降更为有效遥 当存在质量阶梯

给上是有效率的吗钥 未必如此遥 从理论上讲袁一个强

时袁呼吁在遏止优质产品质量衰减过程中能发挥较

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契约的政府也同样强大

大作用袁 而在遏止劣质产品质量衰减中作用较小遥

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袁导致无效率产权安排的发

当存在竞争差异时袁呼吁机制在改进垄断性产品的

生和经济的衰退遥 诺思指出院野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

质量方面更有效率遥 相反袁退出机制在竞争性产品的

[2]渊P20冤

质量改进上更有效率遥 此外必须承认袁退出-呼吁行

的关键袁然而国家又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遥 冶

野在使统治者渊和他的集团冤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

为在修复组织或制度的松弛方面并不是万能的遥

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

渊二冤退出-呼吁动态

制之间袁存在着持久的冲突遥 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

对退出-呼吁行为袁不仅要把握其内涵尧类型尧

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遥 冶

[2]渊P25冤

这就是著名

的野诺思悖论冶遥

机制与功能等静态内容袁 还要把握其动态内容袁后
者更为重要遥 从退出-呼吁行为的发生环境来看袁不

二尧作为制度需求表达机制的退出-呼吁动态

同的组织或制度对退出或呼吁有不同的敏感程度袁

渊一冤作为制度需求信号的退出-呼吁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退出或呼吁的报酬结构遥 在一

既然制度需求是难以显示的袁那么要对其进行

定环境中袁 退出-呼吁行为是对产品质量下降或价

描述或者哪怕是猜测袁就必须在经验观察中野捕捉冶

格上升问题的反应遥 其中袁质量下降问题看起来更

[3-5]

到某种需求信号遥 赫希曼

把两种典型的用于表达

野不满冶的行为要要
要作为市场行为的野退出冶和作为

重要一些遥 赫希曼通过改造传统的需求曲线袁使消
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变成质量的函数袁描绘了

政治行为的野呼吁冶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袁为分析

一幅质量下降时的退出-呼吁图景袁 但忽略了环境

制度需求信号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典模型遥 赫希曼

变化所造成的野需求质量弹性冶变化即退出对质量

指出袁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袁生产活动

下降的敏感程度袁从而舍弃了需求质量弹性变化时

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袁从而使各类组织在不同程度

的比较动态分析遥 笔者在此借鉴赫希曼的思路袁把

上具备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袁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

质量下降问题具体化为制度质量下降即制度僵化

发生袁野松弛冶渊Slack冤也会不期而至遥 由于剩余不断

问题袁 并引入环境变化导致的需求质量弹性变化袁

地被创造出来袁松弛也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遥 松弛
问题不仅是组织所独有的袁 制度也会面临松弛问
题遥 松弛的治理需要由退出和呼吁行为构成的挤压
机制渊修复机制冤遥 赫希曼强调袁管理阶层可以通过
两条途径发现松弛问题院一是某些消费者不再购买
企业的产品或某些会员退出组织曰二是消费者或会
员要么径自向管理者及其上级申诉袁要么以一般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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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比较动态模型渊见图 1冤遥

在图 1渊a冤中袁纵轴表示负的制度质量袁横轴表

示一个地区的居民数量遥 在图 1渊b冤中袁横轴仍然表

示居民数量袁而纵轴则表示个人驻留渊Stay冤在当地
不退出的成本袁可以用人头税之类的政府垄断租金
来度量遥 在渊a冤图中袁当制度质量从 Q0 下降到 Q1 时袁
制度需求量从 N0 下降到N1遥 表明有渊N0-N1冤的人口

杜长征：退出 - 呼吁动态、
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负
的
制
度
质
量
Q1

渊a冤

Q0

果权力不受约束袁政府对市场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
自我抑制遥 当国家机会主义扭曲了社会报酬结构
*

*
1

时袁理性的经济人便缺乏投资激励袁或做寻租性的

1

扭曲性投资遥 幸而野统治者总存在竞争对手冶袁[2]渊P27冤因
而总存在硬化国家机会主义约束的制度竞争遥 野竞

呼吁 *
0

*

訛
争冶 譻
所依从的野丛林法则冶是适者生存袁优胜劣汰遥

野制度竞争冶

榆

迫使不想自取灭亡的统治者改弦更

张袁变法图强袁从而为制度供给提供了强大的压力
机制遥 有了制度竞争的驯服机制袁国家权力才不会

0
驻
留
成
本

*
1

1

0

居民数量

变成吞噬社会的野利维坦冶渊Leviathan冤遥[6]关于制度竞
争给制度供给带来的刺激袁诺思有过一句经典的论
述院野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形下袁相对无效
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袁统治者面临着

*

或者灭亡袁或者修改基本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

渊b冤

退
出
忆
0

*
1

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选择遥 冶[2]渊P29冤

退
出

只要存在多个国家或地区袁 存在着要素禀赋尧

技术水平尧市场状况尧社会习俗尧文化传统以及意识
1

居民数量

0

图 1 制度质量变动与退出-呼吁比较动态

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袁就必然存在着制度绩效的有高
有低的差异袁具体表现为自由度大小尧人均财富多
寡尧经济增长快慢以及经济发展可否持续遥 这种差

退出了该地区遥 考虑到制度刚性袁人均驻留成本保

异可以称为野制度绩效位差冶遥 制度绩效高的国家或

持不变袁则渊b冤图中的矩形野退出冶相当于政府垄断

地区对低绩效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有潜在的吸引力袁

租金的总耗损袁即制度退出的总规模遥 此时袁渊a冤图

通过引发其退出或呼吁行为而引发制度竞争遥 退

中的矩形 Q0Q1P1T 代表了驻留下来的 N1 个居民所
承受的质量下降的整体程度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说袁代表了总的野怨言冶即呼吁规模遥

訛
譺

出-呼吁状况是观察制度竞争的重要指标遥 当然袁除
了退出尧呼吁等较和平的竞争渠道袁还有战争尧吞并
等非和平的渠道遥

现在考虑行动环境变化的情形遥 当环境变化

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直接表现为政府

时袁退出可能变得更容易袁如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

之间的制度供给竞争遥 不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政

变迁的总趋势所显示的那样遥 结果袁退出对制度质

府袁大都处在一个竞争性网络里遥 [7]如今袁野竞争性政

量的下降变得更敏感袁表现在渊a冤图中就是制度需

求曲线变得更平缓遥假设现在需求曲线扭转到了 D*
所示的位置遥当制度质量从 Q0 下降到 Q1 时袁制度需
求量从 N0 下降到 N1*袁 总的制度退出规模可以用
渊b冤图中的矩形野退出冶加野退出忆冶来表示袁其中野退

出忆冶代表了新增的退出规模遥此时袁总的怨言或呼吁
规模相当于矩形野呼吁 *冶袁比矩形 Q0Q1P1T 的面积

小遥 很显然袁当需求质量弹性发生变化时袁退出和呼
吁两种行为的效应或作用力具有替代性遥
三尧作为制度供给强迫机制的制度竞争与制度
均衡

府冶渊Competive Governments冤越来越流行遥 竞争性政
府与企业很相似袁科斯就曾经把政府比作野超级企
业冶遥 对于竞争性政府来说袁制度可以理解为其准私
人产品袁由其供给并由其获得垄断资金渊收益冤遥 在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之间袁制度竞争带有市场竞
争色彩遥 制度竞争局面加剧了退出-呼吁威胁的可
信性和有效性袁强化了对政府制度供给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遥
渊二冤制度竞争与制度均衡
制度供给的成效归根结底要反映在对制度需
求的满足上袁即制度均衡遥 所谓制度均衡袁是指制度

渊一冤作为制度供给强迫机制的制度竞争

供求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中袁 制度变动的净趋向为

国家的权力天然地大于个人或企业的权利遥 如

零袁制度基本稳定不变遥 制度均衡可以区分为变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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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和行为均衡遥 在变量均衡实现时袁制度的供给

足自己需求的国家曰每一个国家的服务模式都是根

量与需求量相等袁不存在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遥 此

据该地原有住户的偏好来设定的曰各国之间不存在

时不存在只有在别的制度中才能利用的获利机会袁

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曰还没达到最优规模的国家

消费者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遥 变量均衡在很大程度

试图吸引新的居民袁超过最优规模的国家的做法正

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遥 在现实中袁由于难以测

好相反袁处于最优规模的国家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数

定准确的制度供给量和需求量袁判断制度均衡实现

量不变遥

与否主要是看是否实现了行为均衡袁即不存在制度

根据制度行为均衡的定义袁该国实现制度均衡

消费者对制度的野不满冶遥 换句话说袁在消费者有退

时袁不存在居民的退出或呼吁行为遥 制度均衡实现

出-呼吁权利时袁没有发生退出-呼吁行为遥 制度均
衡的实现途径是制度竞争遥 其基本过程是袁制度竞

的过程如下院假设该国向其居民征收一个高于 R 的
垄断租金率袁必然会造成一定规模的退出袁从而导

争激发了退出-呼吁行为袁 向潜在的制度供给者显

致租金损失遥 尽管提高了租金率之后有租金增量袁

示了制度需求袁进而影响到制度供给者的垄断租金

但在需求租金率弹性大的情况下得不偿失遥 提高了

和执政合法性袁从而刺激了制度供给袁实现了制度

租金率又带来了呼吁和怨言袁造成心理损失遥 因此袁

均衡渊如图 2 所示冤遥

理性的国家会被迫选择退回到 E 点遥 在那里袁没有

退出袁也没有呼吁遥 相反袁如果该国面对一个低于 R

垄
断
租
金
率

的垄断租金率袁 将会吸引一定规模的外国居民涌

入袁此时制度供给量小于需求量袁造成拥挤效应袁制
度质量随之降低袁从而引起怨言特别是国内居民的
怨言袁已经涌入的外国居民将被迫退出遥 此时袁该国
政府向上提升租金率只会减少呼吁袁 增加租金收

入遥 供给与需求仍将在 E 点相交袁不再有退出或呼
吁袁制度实现均衡状态遥 E 点就是制度均衡点遥
四尧退出-呼吁动态尧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0

渊一冤退出-呼吁动态尧财政-执政压力与制度发现
居民数量
图 2 制度竞争下的制度均衡

图 2 中袁纵轴表示以政府的垄断租金率衡量的

制度价格袁也可以说是居民驻留渊Stay冤在当地的成
本袁可以用税率来代表遥 横轴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居民数量渊暂不考虑居民中个人与企业的区别冤遥
制度需求曲线 D 向右下方倾斜袁意味着随着制度价

化作用袁但它更多地是一种趋势性力量袁而国家自
身的财政-执政压力往往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催化

剂遥 野熊彼特-希克斯命题冶[8]指出袁财政压力是国家
推动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袁历史上因财政赤字甚至

破产而导致变法或改革的例子屡见不鲜遥 财政压力
的形成往往与退出-呼吁行为有关遥 在典型的野蒂布

格上升袁用居民数量来表示的制度需求量也随之递

特式冶税收竞争或财政竞争局面中袁企业外迁尧资本

减遥 由于存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比较充分的制度竞

外逃等退出行为意味着税源流失袁而过度的群体性

争袁需求对垄断租金率变化的弹性更大袁曲线因而

呼吁将损害发展环境袁导致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下

较为平缓遥 制度供给曲线 S 向右上方倾斜袁意味着

降袁从而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遥 除了财政压力袁执政压

随着垄断租金率的上升袁 国家愿意服务更多的居

力也可以成为国家变革制度的诱因遥 在导致执政压

民袁即国家服务的野公共性冶不断扩展袁提供更多的

力的各种因素中袁退出-呼吁行为十分重要遥 退出是

制度产品遥 图中的 N 是一个国家的居民数量遥 该国
居民在制度竞争中可以选择退出或呼吁来显示制

度需求遥 此处假定院居民拥有关于国家间税收或服
务组合差异的完全信息曰 退出或呼吁是无成本的曰
存在许多国家袁足以使每一个居民住在一个正好满
8

制度竞争对国家或政府的制度供给起到了强

一个象征着脱离管辖的举动袁直接削弱了政府行动
的合法性遥 诸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野怠工冶等隐性退
出行为也有类似的效应遥 野呼吁冶固然意味着仍服从
政府的管辖权袁但也意味着不再接受具体的管辖制
度或措施袁也会带来执政压力遥

杜长征：退出 - 呼吁动态、
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野穷则思变冶遥 财政-执政压力对于制度变迁的

推动作用主要在于院造成了一个野变亦变袁不变亦
变冶的野压力场冶袁从而使得政府有机会发现制度需

垄
断
租
金
率

忆

求最强烈的破碎地带遥 从政治经济史来看袁改革的
突破口往往选择在压力最大的地方遥 [9]此时袁政府有

忆

忆

两种修复制度绩效的选择院 一是降低垄断租金率袁

*

从而也降低居民的驻留成本曰 二是提高制度质量袁
从而也提高居民的满意度遥 考虑到政府所面临的紧
迫的财政压力袁降低租金率是一个非合意策略遥 因
此袁在制度变迁的最初期袁政府倾向于选择提高制
度质量遥 其具体方式袁可能是政府强制性推出制度
创新袁 也可能是认可并保护民间的诱致性制度创
新袁 正如 1978 年安徽省政府认可和保护小岗村的
分田到户试验所显示的那样遥 因此袁即使不引入国
家或政府竞争因素袁 仅仅依靠隐性退出-呼吁模式
和财政-执政压力机制袁 也能够独立地引发制度创
新袁尽管这种边缘性创新未必持久遥 其可持续性依
赖于充分的制度竞争遥
渊二冤退出-呼吁动态尧制度竞争与制度创新
在对财政-执政压力的积极回应中袁 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随之启动袁不同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制度绩效位差也相应产生袁制度竞争开始发
挥作用遥 通过强化退出-呼吁机制袁制度竞争刺激了
政府的制度创新遥 当制度需求是质量的函数时袁即
当居民的制度需求量取决于制度质量状况时袁制度
竞争对制度创新的刺激效应可以在图 1 中得到阐
明遥 在渊a冤图中袁需求曲线 D 在制度竞争下变得更加
平缓袁即需求对质量变动的弹性更大袁等量的质量
下降将导致更多的退出袁财政压力随之加剧袁政府
被迫推出更多的制度创新来抵消质量下降的不良
后果袁此时制度创新用曲线 D 向右的旋转或平移来
间接地表示遥

当制度需求是垄断租金率的函数时袁制度竞争

导致需求曲线向左旋转或平移遥 以图 3 中向左平移
的情况为例遥 平移之后袁均衡的垄断租金率和居民

数量都下降了遥 显然袁竞争导致了退出遥 此时袁政府
的垄断租金规模减少了遥 在不能提升租金率的硬约
束条件下袁 政府可以选择将制度供给曲线向右平
移袁 在降低租金率的同时获得居民回流的收益袁使

总租金增加遥 此时制度创新可以用供给曲线 S 向右
的旋转或平移来直接地表示遥

0

居民数量
图 3 制度竞争与制度创新

随着制度竞争的不断深入和强化袁制度供给者
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逐渐增强袁制度创新的方式也越
来越多元化袁但是其基本的类型只有两种院一是创
业性的渊Entrepreneurial冤或体制性的制度创新曰二是
管理性的渊Administrative冤或机制性的制度改进遥 在
制度供给者对退出-呼吁行为的敏感性方面袁 前者
对呼吁行为较为敏感袁 而后者对退出行为较为敏
感遥 两种创新方式在现实中往往被结合起来使用袁
以达到最佳效果遥
渊三冤退出-呼吁动态尧制度竞争与制度扩散
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了制度创新袁自然就有国家
或地区之间的制度扩散遥 通常说来袁有五种接受外
来新制度的方式院一是启示袁即在观念上开始认同
新制度袁尽管还没有在实践中采用曰二是复制袁即无
任何改变地接受曰三是模仿袁不是简单地复制新制
度袁而是吸收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曰四是混合袁就是把
新旧制度掺杂在一起曰五是集成创新袁即在混合的
基础上作出适应性的改造袁或者说野消化吸收再创
新冶遥 制度扩散的基本过程是院在制度竞争中袁某个
国家率先推出制度创新袁将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产生
吸引力袁引发其退出-呼吁行为袁其他国家将或被动
或主动地接受领先者的新制度袁从而造成制度创新
的扩散遥 为描述这一过程袁笔者建立了一个两国条
件下的制度扩散模型渊见图 4冤遥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彼此相邻的国家 A 和 B袁

各自的居民都有退出或呼吁的充分权利和能力遥 为
简化分析袁假设两国的人口均为 N*袁并假定 A 国的
制度需求曲线即 B 国的制度供给曲线袁A 国的制度
供给曲线即 B 国的制度需求曲线遥 在初始状态下袁

两国在 E 点实现了制度一般均衡袁其时各国人口为

N*遥现在假定 A 国在外生冲击或内生演化下发生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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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制度创新袁 其制度供给曲线 SA 向右平移到

后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遥 一是国家的规模遥 国家的

说却不是院一方面袁有一定规模的居民退出本国袁迁

模越大袁以集体行动形式开展的呼吁越困难遥 因此袁

SA忆袁此时 E忆是 A 国的制度行为均衡点袁但对 B 国来
到 A 国曰另一方面袁余下的本国居民却要面对一个
高于 A 国的垄断租金率袁在攀比之下袁必然要发出

呼吁遥 B 国为了消除退出-呼吁行为所引发的财政-

领土规模越大袁居民的退出或迁移越困难遥 人口规
大国在制度市场上的势力大袁小国反之遥 二是竞争
性国家的数目遥 一般来说袁某一地理区域的国家数
目越多袁野碎片化冶渊Fragmentation冤程度越深袁单个国

执政压力袁不得不引入 A 国的新制度袁表现在图上

家的市场控制力越弱袁 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越激

衡点将移动到 SA忆上 E忆的左下方袁 而且只有移动到

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遥 竞争性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

再度实现制度一般均衡遥 在这个模型里袁SA 向右平

并将促使国家之间采取一种和平竞赛的方式袁而不

就是供给曲线 SB 向左平移到了 SB忆遥 B 国的制度均

烈袁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特别是西欧遥 三是竞争性

E* 点才能完全消除退出-呼吁行为遥 此时 A尧B 两国

越是均衡袁 就越是有利于国家之间竞争的长期化袁

移到 SA忆代表着制度创新袁SB 向左平移到 SB忆代表着

是试图实行合并或吞并等一体化策略袁制度竞争因

制度扩散遥 制度扩散的最终效果是弭平了不同国家

而能够更持久遥 四是竞争性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结

之间的制度绩效位差袁实现了制度趋同遥

构的相似性遥 相似性越强袁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制度
同质性越强袁 居民退出或呼吁的交易成本越小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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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竞争越激烈遥
现代社会的重视共识是袁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遥 对于制约
和监督国家权力而言袁制度竞争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忆

之一遥 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袁制度竞争保障了制度

*

变迁的可持续性袁减少了不确定性遥 结合制度市场
忆

忆

国

*

结构特征袁制度竞争对制度变迁的保障效应可以区
国

居民总数量

时袁制度变迁的未来是完全模糊的曰当主导性制度

图 4 退出-呼吁动态尧制度创新扩散与制度
一般均衡院一个两国模型

市场结构是寡头时袁制度变迁的方向是有一定范围

渊四冤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的可持续性

的袁但具体路径不确定曰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
垄断竞争时袁制度变迁的方向是确定的袁但具体路

在一定时期内袁随着制度创新的扩散和制度一

径不确定袁存在着几种替代性和差异化选项曰当主

般均衡的实现袁制度变迁得以完成遥 问题是袁从更长

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时袁制度变迁的不确

时期来看袁制度变迁是可持续的吗钥 不难发现袁历史
上有过许多由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袁这些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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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以下四种类型院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垄断

定性基本消失袁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完全清晰渊如图 5
所示冤遥

訛
譽

往往表现为对来自社会的制度创新需求的让步或

总之袁本文从学术角度引入野制度市场冶概念袁

妥协袁愈是在危机时期愈是如此遥 但历史也一再证

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从旧的均

明袁这种让步或妥协随时都有可能收回袁因此而发

衡转到新的均衡的过程袁进而基于制度需求与制度

生的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遥 不确定性有几

供给的互动袁建立了一个野退出-呼吁动态尧制度竞

种形式院一是完全不可预测未来的变迁方向曰二是

争与制度变迁冶的新古典分析框架袁其中第一次把

不可预测未来的具体方向袁但可以大体上确定一定

退出-呼吁动态纳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袁 为揭示

的变迁范围曰三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方向袁但变迁可

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遥 当然袁这只是

能发生在具有替代性的不同路径上曰四是方向和路

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袁在具体运用时还需要结合制

径完全清晰遥

度变迁的实际作适应性改造遥 比如袁在运用这一框

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或可持续性袁从根本上说

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袁不难发现改革过程中野中

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市场控制力袁 或者说垄断性袁而

央管控式地区制度竞争冶的真实场景院企业和个人

杜长征：退出 - 呼吁动态、
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上展开的价格角逐遥 经济学家谈得最多的便是 野价格竞

争冶遥 然而袁在现实中竞争既不必限于野市场冶袁也不必限于
类型 1
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院完全模糊
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院垄断

野价格冶袁更无所谓野完全竞争的条件冶遥 因此袁如果要使竞
争理论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袁 经济学家就有必要转向
乔治窑施蒂格勒提出的竞争定义院竞争系个人渊或集团或
国家冤间的角逐曰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
得的某些东西时袁就会有竞争遥

类型 2
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院方向的范
围确定袁具体路径不确定
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院寡头

訛 实际上袁 制度竞争并非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所独有的概
譼

念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袁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的竞争或竞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传统遥

訛 这些理论分析只是为了表明在制度供给中引入竞争因素
譽
对于保障制度变迁可持续性的价值袁 特别是在趋势意义

上袁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院制度竞争程度越高越好遥 因为
过度的特别是无序的竞争势必会稀释制度创新带来的租
类型 3
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院 方向确
定袁具体路径不确定
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院垄断竞争

金袁降低制度市场对制度创新的激励袁不利于提升制度供
给的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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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要A New Kinetics Model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要要
DU Chang-zheng

渊Department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China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Beijing 100846, China冤
Abstract: Why and how does institutional change occur? Although existing theories are quite inspirational, they could not
reveal its internal dynamics with the neglecting of difficulties for displaying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left with the "North
Paradox"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This thesis intends to find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with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this approach, the Exit-Voice dynamics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brought by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response to the Exit -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will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discovery effect, innovation effect, diffusion effect, and guarantee effect. Therefore, this would be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emand; Exit-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supply;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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