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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改革开放以来袁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遥 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

地区经济发展的野剩余索取权冶袁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袁同时由于政治集权袁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

励遥此外袁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袁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遥在财政激励尧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

激励等三重激励下袁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遥
关键词院财政分权曰地方政府激励曰地方政府行为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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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和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袁无论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将财政分权作为其

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向袁中国也不例外遥 中国改革开

放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程袁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

变迁也在这 30 多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遥 在这些成

就的背后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始终引人关注袁这就

是中国的财政分权袁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开始于

财政体制改革的遥 中国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授权

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对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

出拥有一定的自主权遥20 世纪 70 年代末袁中央政府

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境袁 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困

难袁减轻中央财政负担袁[1]开始实施财政制度改革袁
这种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财政

分权遥 [2]论述财政分权的文献有很多袁但大多数文献

都强调两点院第一袁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

的有关辖区居民偏好的信息袁因此地方政府在提供

地方公共物品方面比中央政府更有优势袁也更有效

率曰第二袁居民可以根据不同地方政府提供的不同

的公共物品组合来决定是否离开原居住地袁迁往某

个更能满足其公共物品需求的地区袁从而改进地方

财政支出的效率袁达到帕累托效应的结果袁也即居

民通过野用脚投票冶的方法可以实现地方财政支出

效率的改进和社会福利的提高遥 [3]对于中国的财政

分权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袁进而促

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个问题袁大多数文献是持肯定态

度的袁但财政分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遥
一方面袁财政分权提高了经济效率袁促进了经

济增长遥 林毅夫和刘志强的研究利用本地财政收入

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袁通过固定效

应模型对中国 28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量验

证袁 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

响曰[4]张晏和龚六堂的研究发现袁尽管财政分权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具有跨时效应袁 即分税制改革前袁财
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袁而分税制改革

后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袁但总体

而言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遥 [5]得到

类似结论的文献还有很多袁 其方法也大同小异袁不
同的地方只在于分权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遥

另一方面袁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同

时袁也带来了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以及宏观经

济不稳定袁主要表现在院第一袁地方政府在有关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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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投入不足袁进而导致供给不

足遥 这种供给不足不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讨论的因

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导致生产公共物品的私人边

际收益小于其社会边际收益的情况袁也不同于因集

体行动困境渊搭便车行为冤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

足的情况袁这种不足不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

出结构的扭曲袁而在于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尧轻公

共服务的偏好遥 第二袁地方政府过于偏好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和吸引外资袁 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袁造
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袁 出现经济过热现

象遥 [6]那么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重经济

增长轻公共服务的行为钥 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行

为变化的影响又是什么钥
本文基于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袁详细分析了地方

政府所面临的激励体制袁讨论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动

力机制袁以期能够回答上述提问遥 本文余下部分具

体安排如下院第二部分讨论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所

面临的各种激励之间的关系曰第三部分讨论在这种

激励的影响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如何发生变化曰第四

部分是本文的结束语遥
二尧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

首先是财政激励遥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袁财政分

权瓦解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野统收统支冶的财政

体制袁使地方政府对本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拥有

了一定的自主权袁并且地方政府也成为了地方经济

发展的受益者袁拥有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野剩余索取

权冶袁 即地方政府面临着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财政

收入增长的激励遥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是计

划经济体制下单纯的中央政府代理人袁而是逐渐成

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遥 如前所述袁中国中

央政府进行财政分权的初衷本是为了缓解中央政

府的财政困难袁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不同所有

制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巨大差异袁私营企业和乡

镇企业发展良好袁而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

源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面积亏损袁中央政府再次面

临着财政困境袁 为此不得不再次改革财政体制袁由
原来的野分灶吃饭冶的财政体制改变为财政包干制袁
这种制度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就是 野缴足中央的袁剩
下全是自己的冶袁 它对刚从计划经济下解脱出来的

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袁地方政府会为了

获取更大的财政收入而竭尽所能地发展地方经济遥
但是袁财政包干制也不是完美的袁由于中央政府的

财政收入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上缴袁并且中央政府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与地方政府就上缴比率进行谈判袁
中央政府为了缓解因国有企业经营不利带来的中

央财政困境袁 在谈判过程中会提高地方上缴比率袁
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遥 在中央要地方

的博弈中袁 由于中央政府行为存在动态不一致性袁
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隐藏其财政收入袁将大量

的预算内财政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体制外遥 [7]地方

政府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央政府预算内财

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和在 GDP 中所占

比重的不断下降袁因此中央政府为了提高野两个比

重冶 而再次选择进行财政体制改革遥 从 1994 年开

始袁中央宣布终止了原来的财政包干制袁开始实行

分税制遥 从契约的角度来看袁财政体制的这一转变

实际上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分权契约的转变袁使中央

与地方的财政契约关系由原来财政包干制下的分

成合同和定额合同转变为分税制下的分税合同遥 [8][9]

其次是政治晋升激励遥 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政治

集权为基础的袁政治集权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官

员拥有人事任免权袁中央政府可以随时撤换政绩表

现不佳的地方官员袁而对政绩表现良好的地方官员

进行提拔袁这种集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的动力遥 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结合使地

方政府伸出的是野援助之手冶袁而不是野攫取之手冶遥 [10]

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一个重

要指标就是地方的 GDP 增长率袁甚至将其作为唯一

指标遥 晋升锦标赛是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激励

的一种表现袁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

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袁竞赛优胜者将获得

晋升袁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袁它可以是 GDP
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以度量的指标遥 改革开放以

来袁 晋升锦标赛最实质的变化就是考核标准的变

化袁地方首长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过去一味

强调的政治挂帅遥 [11]由于可以提升的职位有限袁一个

官员获得提升就意味着其他官员失去了晋升的机

会袁并且由于不同的地区在资源禀赋尧人力资本和

实物资本等方面的情况千差万别袁因此中央在考核

地方政府的绩效使用的是相对绩效考核的方法遥 现

实中袁 由于中国自身所具有的集权型国家体制尧M
型经济结构袁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

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袁地方官员之间合谋的不

可能性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似性等特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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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为政治晋升锦标赛的实施提供了各种条件袁[11]

而且实证分析也证明了晋升锦标赛模式在中国确

实存在遥 [12]

三是地方官员寻租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激励遥 中

国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袁
而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对经济

的干预尽可能小袁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需要政府有

所作为来弥补市场的缺陷遥 尽管中国在迈向市场经

济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袁清理了不少不合

理的项目审批和规制措施袁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程度依然很深袁 再加上中国的监督机制不完善袁这
就使得地方官员有动机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寻租

活动遥 政治集权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发

展过程中伸出的是野援助之手冶袁其重要特征就是在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存在过度规制和有组织腐败遥 [13]

研究表明当一个地区的反腐败力度超过某个临界

点时袁该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不会导致扩张偏向的

财政政策袁这就暗含着腐败对于地方政府实施扩张

性财政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袁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带

来了 GDP 增长遥 [14]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出现扭曲也

是地方官员追求腐败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重要表现

之一袁政府官员有激励将财政收入的更大比重用于

腐败机会更多的领域袁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遥 [15]

三尧地方政府激励与其行为变异

野把地方政府的激励搞对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

初期提出的一个方针袁它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地方政

府努力发展地方经济遥 对地方政府最直接的经济激

励就是财政收入激励袁而财政分权是实现这一激励

的必然选择袁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

利益主体曰但同时由于在政治上依然保持了中央集

权的特征袁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不是完全

独立的袁它还要在政治上受到中央政府的引导或制

约袁再者袁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经营性领域以及监

督机制不健全袁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

以干预经济从而获得租金收入遥 在财政收入激励尧
政治晋升激励和贪污腐败所带来的个人经济利益

激励的共同作用下袁地方政府的行为呈现出复杂多

样性袁甚至出现变异遥
渊一冤财政收入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探究财政收入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要

分两个阶段来看院1994 年前的财政包干制时期和

1994 年以后的分税制时期遥

1援 财政包干制时期

财政包干制时期袁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契约是以

分成合同和定额合同为主的遥 定额合同的不足之处

在于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中央政府所得的财政收入

份额越来越低曰在分成合同下袁地方政府不能全部

得到其征收的财政收入袁而且地方通过减免税可以

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遥 [8][9]在此时期袁财政收入激励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院
首先袁在财政包干制下袁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

收入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袁地方政府有激励将预算

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和体制外袁形成大量的预算外

资金和体制外资金袁或者野藏富于企业袁藏富于民冶袁
这是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进行理性选

择的结果遥 [7]

其次袁财政包干制下袁中国各地区之间呈现出

区域格局与经济结构趋同的特点袁地方政府为了保

证地方的税源而实行保护主义行为遥 野诸侯经济冶是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袁而财政包干

制下的财政分权致使地方政府拥有的调控主体和

经济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是形成野诸侯经济冶的深

层原因遥 野诸侯经济冶的一大特点就是相互封锁袁这
样做既可以禁止本地区资源外流袁又能够防止外地

区的商品侵入袁保证了地方可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

入遥[16]野诸侯经济冶的实质是地方保护主义遥地方保护

主义一般发生在地区间具有替代性的产品上袁这些

产品构成地方的税收来源袁这是地方实行保护主义

的一大原因遥 [17]

再次袁兴办乡镇企业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

入的一个主要手段遥 20 世纪 80 年代袁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袁其兴盛甚至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遥 乡镇企业

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

了调控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双重身份袁这也是地方

政府公司主义行为的表现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

地方政府失去了从农业中获取财政收入的途径渊除
了农业税冤袁 财政包干制下的收入分享迫使地方政

府不再投资农业袁 因为投资农业获得的利益很小遥
同时袁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多样化袁将资源投向更容

易获得利润的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遥 但由

于投向利润可观的私营企业仍是政治禁忌袁导致地

方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创办农村集体企业渊乡镇企

业冤遥 作为这些企业的合法所有者袁地方政府可以从

中收取各种费用以缓解财政紧张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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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分税制时期

与财政包干制不同袁分税制改革将税种分为中

央税尧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袁建立了中央与地

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袁目的在于提高野两个比重冶袁
但是袁这次改革也留下了隐患袁那就是分税制改革

只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收入责任进行了调整袁将财政

收入集中于中央袁而支出责任则没有调整遥 1993 年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为 22%左右袁但是

到了 1994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 55.7%遥随着国有企

业改革的推进袁原来由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也都交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袁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

责任袁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遥 分税制改革只是

调整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责任袁对于省级

以下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没有做出调整袁 形成了

野财政收入层层上收袁支出责任层层下放冶的局面袁
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遥 地方政府为缓

解财政困难做出的反应之一是想方设法增加财政

收入袁地方政府可利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大税收征

收力度和从土地上获得收入遥
分税制改革以来袁 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迅猛袁

其增长率常年高于 GDP 增长率遥学界也对这一现象

的成因做出了许多解释袁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

分税制本身对税收征管留有很大的野征管空间冶袁使
得政府加强征管袁从而造成了征税效率的提高遥 [19]研
究发现袁分税制改革以来各地区的税收征收效率都

有显著提高袁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约提高了 9.6%袁
而中西部地区征管效率的提高也在 6%以上遥 [20]

除了加强征管以外袁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困境的

另一个手段就是实行土地财政遥 中国的法律规定土

地的产权属于国家和集体袁这意味着土地产权是模

糊的遥 模糊产权是指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袁新出现

的盈利性的资本产权束因其没有得到最终控制权

及时明确地界定从而处于开放状态袁进而成为被竞

相攫取的野公地冶遥 [21]土地产权的模糊性为地方政府

利用土地来获取财政收入提供了合法性遥 1999 年新

颁布的叶土地管理法曳将原来的野协议征地冶改为野公
告征地冶袁 更是剥夺了被征地者直接与用地单位进

行谈判的权利袁 改由地方政府向被征地者征地袁然
后再由其决定土地出让的方式遥 这一法律使地方政

府成为土地的垄断供给者袁它可以根据土地的不同

用途选择差异化的出让方式遥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

多的资本流入本地区袁对工业用地采取了低价协议

出让的方式袁以此作为其竞争的手段之一遥 毫无疑

问袁 资本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地区 GDP 的高速增长袁
同时地方可以获得部分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

及其他税收收入袁充盈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遥 与

此同时袁地方政府对商业用地采取了市场化的出让

方式袁通过土地的招尧拍尧挂袁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了

大量的土地出让金遥 [22][23]

渊二冤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1援 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

影响

中国的政治集权意味着政治锦标赛是我国政

府官员获得政治晋升的一种有效模式袁 在该模式

下袁中央通过一定的标准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

核袁进而决定谁将获得晋升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中央在

考核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相对绩效考核的办法袁而不

是地方官员的绝对政绩袁即考核的是地方官员的相

对位次排名袁排名靠前者可以获得晋升遥 [24]实际上袁
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绩效的时候往往是以 GDP 增

长率为标准的袁这主要是因为在考核的过程中有些

考核指标无法量化袁不可测度遥 代理理论表明袁当代

理人面对多项任务时袁如果有的任务考核指标无法

测度袁那么代理人将会在这些任务上投入更少的努

力袁而是将更多的努力投入到可以测度的任务上遥 [25]

在中国袁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中 GDP 是一个很好量

化的指标袁易于测度袁而其他公共物品如教育质量尧
医疗服务水平和环境质量等指标无法很好地量化袁
难于测度袁这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到可以提高 GDP 增长率的项目中袁而那些考核指标

不容易测度但对居民很重要的项目投入不足袁造成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袁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可能

出现扭曲袁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环境质

量恶化尧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遥
因此袁晋升锦标赛制度下袁中国地方政府对于

财政支出的偏好在于经济建设以及与经济建设相

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袁这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发

生扭曲遥 方红生和张军发现袁中国地方政府有一种

财政扩张的偏好袁地方政府在经济繁荣期有 63.78%
的概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袁 在经济萧条期有

75.16%的概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袁而扩张性财政

政策下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就是进行基础设施投

资遥 [14]傅勇的研究发现袁由于经济性公共物品渊主要

是交通尧能源和通信等冤进入地方政府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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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袁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渊主要是

教育尧医疗尧文化和环境等冤不进入地方政府的生产

函数袁对地方政府重要性较低袁因此地方政府会加

大对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建设投入袁降低非经济性公

共物品的投入力度袁导致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质量

下降遥 [15]尹恒和朱虹基于 2067 个中国县级财政数据

的研究也同样发现袁中国县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存在着生产性支出的偏向遥 [26]

2援 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波动

的影响

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袁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政治晋

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就是 GDP 增长率袁地方政府为取

得较高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导致过度投资袁
进而引起经济波动遥 学者们的研究对此提供了证

据遥 郭庆旺和贾俊雪发现袁地方的违规引资行为是

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地方政府违规

利用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引发企业强烈的投资

冲动袁如果此时中央政府监察不力袁将引起投资过

热袁进而引起宏观经济波动遥 [27]周业安和章泉的研究

表明袁尽管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

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袁但是也能够带来宏观

经济波动遥 [6]

渊三冤腐败带来的经济利益激励对地方政府行

为的影响

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遥 在经济转型过程

中袁 由于政府官员依然掌握着巨大的行政权力袁在
监督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袁这些行政权力将对经济

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袁地方官员也有动力利用手

中掌握的权力干预经济袁从中渔利遥 腐败带来的经

济利益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袁甚至

影响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遥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腐败带来的经济利益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

出结构发生扭曲遥 一般情况下袁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比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方面包含着更大的腐

败机会袁经验研究也证明政府官员的腐败往往与基

础设施投资表现出正相关关系遥 [28]另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腐败带来的经济利益对地方官员的激励作

用也可能影响宏观经济稳定遥 李猛和沈坤荣利用

野条条块块冶 分解方法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状况进

行了分解袁结果发现袁腐败解释了宏观经济波动的

大约 30%袁并且在 5%的显著水平下袁官员的贪污腐

败程度越高袁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

也就越大遥 [29]

四尧结语

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

体袁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和控制力袁地方政府不再单纯是中央在地方上的政

治代理人袁 这就导致地方政府拥有了双重身份袁使
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遥 与俄罗斯联

邦的地方政府不同袁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伸

出的是野援助之手冶而非野攫取之手冶袁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是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多种激励袁正是这些

激励模式的存在使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遥 需

要指出的是袁这些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不

是单独起作用的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三种激励交织

在一起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遥 比如袁地方政府

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可能会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袁而
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也有动力这样做袁甚至

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取个人的

经济利益会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袁投资的增

加会带来地区经济的增长袁进而也显示了地方官员

的政绩袁不幸的是袁也带来了经济波动遥 再比如袁以
土地征用为例袁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协议出让土地带

来地区投资增加袁经济增长袁有利于提高地方官员

获得政治晋升的概率袁同时也会增加地方的财政收

入袁地方官员也可以从土地征用中获取大量的个人

利益袁 此时三种激励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遥
因此在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时袁不仅要考虑地方政府

面临什么样的激励袁还要考虑它们如何作用于地方

政府的行为袁若只单独考虑某一种激励袁难免会导

致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出现偏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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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 and Its Behavior Variations

ZHENG Yan-bing
渊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冤

Abstract: Since the opening and refor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have been the main properti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dows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idual claim rights for its local eco鄄
nomic development and brings them strong fiscal incentive system. Meanwhile, because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leaders face political incentive system for promoting. Moreover, they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individual incentive
system for the existence of rent seeking behaviors. Under the mixed influence of the three incentive systems above, the be鄄
havior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varies, for example, the local governments over emphasizing of economic growth but overlook鄄
ing the supplying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distortions of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behavior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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