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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自吴思的叶潜规则曳一书面世以来袁野潜规则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遥 潜规则是区别于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的第三种制度袁它既依附于正式制度又逾越正式制度袁造成多元规则并存袁又腐蚀着非正式制度遥 尽管它
增进了实施者的利益袁却损害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遥 为了压缩潜规则的运行空间袁必须减小公权力所涉领
域袁充分发挥私权的作用袁同时促进制度代理人与公共利益的共容遥
关键词院潜规则曰正式制度曰非正式制度曰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院F069.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3冤04-0005-06

自吴思的叶潜规则曳一书面世以来袁野潜规则冶已

潜规则或者明显地违反正式制度的条款袁 或者背离

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遥 潜规则似乎是具有中国特

公共角色的正式义务袁它意味着代理人为追逐狭隘的

色的社会现象袁其实在西方社会亦存在潜规则袁不少

利益而扭曲公共资源的配置袁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遥

政商界人士亦因潜规则而黯然离职遥 尽管如此袁西方
社会的潜规则盛行程度远不及中国遥 潜规则的产生
具有普遍性袁但潜规则的盛行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
化现象遥 将潜规则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进行辨析
不但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潜规则袁为潜规则研究构
建一个更加新颖和完整的理论框架袁而且对于压缩潜
规则的运行空间尧净化经济运行环境具有指导意义遥

第三袁Ostrom 认为制度包括野禁止冶尧野要求冶和野允

许冶遥 [1]野要求冶是指精确地指示人们应采取什么行动以
实现特定的结果曰野禁止冶是禁止某些难以接受的行为曰

野允许冶是指法无禁止即自由遥 而潜规则仅仅包括野要

求冶遥 它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袁否则将被排斥于特定
的资源之外或遭受野合法的伤害冶遥
第四袁 潜规则是在公权力与特定人员之间展开

一尧何谓潜规则

的遥 特定人员包括两种袁一是在权力等级结构内的人

潜规则起源于公共权力的代理袁 是公权力代理

员袁在权力等级结构内袁上级对下级有发布命令的权

人与特定人员之间的违背正式制度或背离公共角色

力袁下级对上级有服从的义务袁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

所应承担的正式义务的交易行为遥 简单的定义不足

关系是由一种具法定权力的正式制度所确定的袁难

以诠释潜规则的内涵袁需要进一步分析遥

以通过逃避而拒绝袁 处于权力等级结构下方的人员

首先袁潜规则起源于公共权力代理渊或制度的代

为了避免野合法的伤害冶而不得不行使潜规则袁这类

理冤袁并围绕着公权力而展开袁公权力代理人在潜规

潜规则被称为防御性潜规则曰 另一类是权力等级结

则中处于关键地位袁潜规则的责任应主要由公权力代

构之外的人员袁 尽管公权力代理人与等级结构外的

理人来承担遥

人员没有直接的命令要服从或支配要被支配的关

其次袁正式制度及其赖以建立的精神的目标都是

系袁 但公权力代理人手中却拥有支配特定资源的权

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袁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

力袁等级结构外的人员为了获得资源而主动地行使潜

的袁 公共角色的正式义务就是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遥

规则袁这类潜规则被称为侵略性潜规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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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正因为潜规则仅仅是野要求冶做什么袁因此

可以通过运用权力给予下级人员野合法伤害冶来获取

潜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袁但潜规则双方并不像

下属的忠诚与利益输送遥 自由裁量权越大袁代理人制

市场交易主体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袁双方在权力占有

造障碍的空间就越大袁潜规则就越盛行遥
2援 正式制度缺失诱发潜规则

上不平等袁甲可以给乙带来资源或机会袁也可以剥夺

正式制度有层次之分袁如我国的宪法尧法律尧法

这些资源或机会袁 而乙却极难给甲带来什么利益或
造成什么损害遥 因此袁市场中人们的交易是在自愿基

规尧规章尧条例等构成了制度的等级结构袁奥斯特罗

础上达成的袁而潜规则中的交易往往是被迫进行的遥

姆将规则的层次分为宪法的规则尧集体选择的规则和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划分法袁 制度既包

操作的规则遥 [1]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受制于上一层次制

括正式的制度袁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遥 [2]对制度的这

度并在其指导下对下一层次制度进行指导遥 因为交

种两分法使得潜规则作为一种非成文的却被群体认

易费用的存在袁制度的供给顺序总是由高到低袁最先

同的规则被归入了非正式制度的范畴遥 然而袁这种

被提供的是顶层的制度袁最后是操作层面的规则遥 如

两分法难以解释潜规则的性质遥 诺斯的正式制度和

果以横轴表示制度的层级袁 以纵轴表示制度制定的

非正式制度隐含着共同的特点袁即公开性和普适性袁

交易费用袁则正式制度呈现向右下角倾斜的特征(见

[3]

而且在实质上或名义上往往都是以组织全体成员福

图 1)院随着信息趋于完备以及技术的提高袁正式制度

利最大化为目标袁而潜规则在本质上是违背公平和正

细化的费用是下降的遥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袁规则进

义的袁 其行为及其结果都很难经得住公开制度的拷

一步细化到操作层面袁填补规则的漏洞是可行的遥

问遥 基于潜规则的特性袁与其将它勉强地纳入非正式
制度范畴袁不如将潜规则称为第三类制度袁以区别于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遥

交
易
费
用

二尧潜规则生成原因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一般而言袁潜规则产生于公权力代理人对公共资
源的垄断尧 正式制度的缺失及其实施机制不健全袁因
此潜规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可能产生的社会

操作规则

规则层级

图 1 交易费用与规则层级的关系

现象袁然而它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盛行又有其特殊

然而袁 环境的多变性和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使得

的原因袁中国社会非法治和权力代理的传统尧人情社会

更低层次规则的制定总是花费大量的成本袁 预期成

的特征以及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缺失都加剧了潜规

本要预期收益权衡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

则的盛行遥

的野法律空白冶尧野产权空白冶尧野规则空白冶袁这些正式

渊一冤潜规则产生的一般原因

1援 公权力代理人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滋生潜规则

规则的空白地带是潜规则产生的土壤遥 然而袁该土壤
上并不必然生长潜规则袁至于生长的是显规则还是潜

政府尧社团尧企业等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目标袁具

规则取决于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对制度代理人约

有生产尧分配公共物品的职能袁这种职能的行使构成

束的强度遥 在意识形态薄弱尧道德价值约束乏力的时

了公权力遥 公权力总是交由少部分人行使的袁这少部

候袁 制度代理人在正式制度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范

分人可能是全体成员通过投票选举产生袁 也可能是

围内可能违背对公众的承诺而违反公共角色所应承

来自更高层次的任命袁无论是哪一种途径袁一旦被确

担的正式义务袁追逐狭隘的利益而牺牲广泛的公共利

定为行使共同体权力的代理人袁便可以排他性地行使

益袁刻意制造潜规则遥

公共权力遥 名义或实质上的委托人要要
要野上级冶或全

体成员要要
要所赋予的公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代理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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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 正式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诱发潜规则

正式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遥 一般

握的公共资源的多少袁权力越大袁代理人所掌握的资

情况下袁 人们在正式制度所圈定的范围内会最大化

源就越多袁在权力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袁公权

自身利益袁超额的回报总是诱使人们逾越正式制度袁

力代理人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可以设定标准袁 评价

但对正式制度的违反却面临着第三方的强制惩罚遥 只

优劣袁决定胜负遥 公权力代理人具有自利的动机袁他

有当违反正式制度成本大于收益时袁人们才会恪守正

闭明雄：
潜规则与制度和经济秩序

式制度的约定遥 当违反正式制度成本小于违反制度
所获得的收益时袁 理性的个体将会选择违反正式制
度遥 违法成本是制度执行机制的问题袁一个完整的制
度体系除正式制度尧非正式制度外袁还应包括制度的

2援 中国人情社会的特征

费孝通指出袁 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呈现

野差序格局冶的特征袁人们交往的范围尧利益的传送尧
利他行为等总是先近后远尧先亲后疏遥 以血缘关系尧

实施机制遥 实施机制是指正式机构渊主要指政府冤的

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为纽带而存在的群体在社会生

实施力度和执行后盾力量遥 制度的实施机制或强或

活中有其整合社会尧维系人际间感情尧保持社会稳定

弱袁它取决于正式机构的实施愿望渊实施力度冤和实

与协调的积极意义遥 然而熟人社会的关系原则应有

施能力渊后盾力量冤遥 正式机构的实施愿望越强烈袁实

其合理的边界袁 当人们从狭小的乡土社会走向现代

施能力越大袁则实施机制越健全曰反之就越乏力遥 强

化的陌生人社会时袁当处理的事务由日常生活领域转

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反制度的成本远大于回报袁

向专业化领域时袁原有的关系原则应当让位于权利义

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曰 软弱乏力的实施机制将诱

务的团体原则遥 但熟人社会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和变

使人们谋求制度外的超额回报袁使得正式制度形同虚

迁的缓慢性使得人们不但在日常生活领域袁也在专业

设遥 正式机构对制度实施愿望的强弱和实施能力的

领域倾向于撇开法律尧制度尧规则袁依靠疏通关系野走

大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袁一旦实施愿望趋弱或实施能

后门冶来处理事务遥 本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有效的熟

力下降袁人们就会调整行为的边界以获取潜在收益遥

人社会的原则被推及到其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袁潜规则已经不再是在制度的野空白地

之中袁结果不仅违背公平的原则袁也导致法律尧制度

带冶发生袁而是直接对制度的扭曲和逾越遥

和规则被严重破坏袁助长了潜规则的蔓延遥

渊二冤潜规则在中国盛行的特殊原因
自利是人性的普遍特征袁在任何一个社会袁制度

3援 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缺失

社会普遍的信任尧 互惠的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

的设计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袁制度的实施力度又总

核心袁它能有效抑制狭隘利益袁在交易中避免损害第

是受制度代理人利益的影响袁 因此潜规则的产生不可

三方的利益袁 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袁 进而化解公地悲

避免遥 然而袁世界上似乎没有哪里的潜规则像东南亚

剧尧囚徒困境尧集体行动的困境等问题遥 在我国经济

地区一样盛行袁在东南亚袁又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潜

体制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时期袁一方面袁新制度体

规则像我国一样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遥 潜规则的盛

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袁 而市场经济法制的建立和完善

行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袁究其根源主要如下院

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 因此部分人凭借制度的缺失

1援 中国社会非法治和权力代理的传统

和漏洞投机取巧尧营私舞弊袁助长了潜规则的盛行曰

非法治的社会并非无法可依而全凭主观喜好治

另一方面袁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资本的建立又

理袁只是缺乏公众广泛参与的野社会契约冶遥 真正意义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相当一部

上的法治是全民约法袁 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分人在社会价值的追求上重利轻义袁违法乱纪袁对公

的全体公民通过充分讨论尧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袁制

权力的滥用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遥

定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野社会契约冶遥 中国历史上自

三尧潜规则与制度的关系

秦王朝以来皇帝一人主宰着立法尧行政尧司法大权袁

渊一冤潜规则与正式制度的关系

民众被排斥于法的制定之外袁成为法所治理的对象遥

正式制度往往凝聚了道德力量袁 它总是力图塑

广袤的帝国使得皇帝的权力鞭长莫及袁 皇权的行使

造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袁 在这种秩序中个人在不损害

不得不依赖于官员代理遥 在信息严重不充分尧不对称

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袁 因此正

的社会袁委托要代理极易产生严重的问题遥 地方官员

式制度是实现互利共赢的保障遥 潜规则的产生根源

对制度拥有极大的裁量权袁 可以对法律进行任意的
解释袁 传统的社会道德在个人私利面前显得软弱无

于正式制度的失效要要
要要么是正式制度的缺失袁要么
是正式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遥 在正式制度缺失时袁尽

力袁导致权力的行使呈现极大的随意性袁权力和仅有

管潜规则并未违背正式制度的有形条文袁 但它背离

的少量正式制度沦为官员谋私的工具遥 因此袁正式制

公共角色的正式义务袁违反了正式制度赖以建立的精

度的严重缺失和权力委托要代理的缺陷助长了潜规

神袁不可避免地动摇正式制度的权威袁消解正式制度

则的泛滥遥

的效用袁甚至会瓦解正式制度曰在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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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时袁潜规则是对正式制度的蔑视与逾越遥 它的

资源的配置仅限于潜规则者之间袁因此缩小了竞争范

盛行消解了正式制度的效用袁 削弱了正式制度的权

围袁提高了潜规则实施者在竞争中获胜的概率曰在以

威袁 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立和社会多元规则的并

非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制度下袁侵略性潜规则实施者不

存袁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遥

再遵循非经济竞争法则袁仍然通过对公权力代理人进

当然袁 潜规则的存在也会迫使社会努力去完善

行赎买这一捷径来获得资源袁 弥补甚至避免了个人

现存的制度袁因为潜规则越是盛行袁其在背离公众期

在非经济竞争条件下的不足遥 防御性潜规则产生于

待的道路上就走得越远袁 不可避免地激起主流意识

权力等级结构内部袁在自由裁量权内袁公权力代理人

形态的反弹袁公众就会要求细化正式制度袁填补其留

可以设定标准尧评价优劣尧决定胜负袁权力等级结构

下的空白袁挤压潜规则运行的空间遥

中的上级代理人永远占据着主动权袁可以运用权力给

渊二冤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下级人员造成野合法伤害冶袁以此来获取下属的忠诚

如果非正式制度得到坚定而一贯的公认与坚决

与利益输送袁下级人员则可以通过向上级野纳贡冶而

的卫护袁它们就构成了该社会的制度支柱袁并由此增

避免野合法伤害冶袁甚至还能获得野合法优待冶遥 防御性

加社会有序的可能性遥 潜规则的盛行程度与非正式

潜规则是权力等级结构中的个体为了避免上级的

制度的约束力反相关袁当主流意识形态尧伦理标准根
植于民众内心时袁人们就能抗拒利欲的引诱袁潜规则

野合法伤害冶而不得已为之的交易袁相对于透明的政

治而言袁他给行使潜规则的人带来了更多的负担渊即

运行的空间就小遥 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袁对

潜规则的支付冤袁但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袁假定别人

正式制度的违反将构成对其赖以建立之基础的侵

都行使潜规则袁个体违反潜规则将受到惩罚袁这种惩

犯遥 原先确立的被大家接受的伦理准则一旦遭到少

罚是内嵌于权力的等级结构中尧 借助于现有的合法

数人的违反袁根据自利行动袁那些继续遵守准则的人

关系而实施的袁在上级的自由裁量权之内遥

便会感到被剥削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遵守准则袁那

渊二冤潜规则与社会经济秩序

些曾经起作用的伦理标准会被逐渐腐蚀掉遥 例如袁逢

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自由市场能实现经济效率

年过节给官员送礼不但违反了党的纪律袁 也让传统

的最大化袁 正如罗斯巴德所说院野自由市场是一个所

的风俗习惯变了味遥 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不受强制

有交换自愿进行的社会遥 它可以被想象为没有任何

约束的情形遥 因此正如布坎南所言袁伦理准则中最重

人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情形遥 在这种情形

要的一条可能正是服从和尊重正式法律遥

[4]

四尧潜规则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亚当窑斯密曾说过院野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

中是精明的事情袁 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

唐的了遥 冶 这可解释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对于整体而
[5]

下袁很明显袁所有人的效用在自由市场上实现了最大
化冶遥 [6]野纯粹自由市场使社会效用最大化袁因为市场
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从自己的自愿参与中得益冶遥 [6]一

个没有公权力的社会或许难以成为现实袁政府被认为
是不得已而存在的必要的野恶冶遥 不论政府的功能怎

言是有利的或至少是无害的遥 然而袁公地悲剧和囚徒

样袁公权力涉猎的范围越广袁自由市场受到的干扰就

困境模型又向我们显示了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

越强袁自由竞争的领域就越少袁经济效率就越低遥 在

突图景遥 合成谬误的理论也指出对个体有利的选择

潜规则下袁 公权力代理人若未经全体同意或现代民

并不一定对整体有利遥 个体的理性选择与整体之间的

主程序袁处置公共资源袁从程序上就违背了效率的原

均衡关系是复杂的袁潜规则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的影

则遥 例如袁公权力代理人向个人或厂商进行公共资源

响也是完全不同的遥

的私相授受可能排斥其他更具经济效率的竞争者袁

渊一冤潜规则与个体经济绩效

缩小自由竞争范围袁从而降低社会福利遥 即使潜规则

无论是实施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潜规则袁对

者在公开竞争中是最优秀的袁 也会因为额外的支付

特定的个体而言总是有利的遥 至于公权力代理人袁潜
规则的实施无疑增进了其利益袁这是不证自明的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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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如贿赂冤而提高交易成本遥

经济效率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袁 一个社会总是

动实施潜规则的一方亦如此遥 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

试图使它的分配和供给机制多样化遥 这些机制之一就

的规则下袁侵略性潜规则实施者通过对公权力代理人

是把一些权利平等地授予所有公民袁 这些权利不允

进行赎买获得资源袁他排斥了其他竞争参与者袁使得

许标上价格的标签遥 另一种机制是认同各种金钱之外

闭明雄：
潜规则与制度和经济秩序

的竞争法则袁如能力大小尧年龄大小尧应试分数高低尧
时间先后等遥 人们常常将这些在竞争中发挥主导作

野公冶袁滋生的潜规则就越多袁受潜规则影响的范围就
越广尧危害就越大袁而在政治或政府领域中潜规则发

用的非经济因素称为野公平原则冶或野正义原则冶袁它

生得最多袁也最易引起民众不满曰产权归属越野私冶

们是把社会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遥 [7]尽管这种机制可

时袁潜规则就越少袁受潜规则影响的范围就越少尧危

能与经济效率原则相违背袁但却被人们广泛认同袁它

害就越小袁 如公众一般不会关心一个企业中上下级

们的存在增加着社会有序的可能性遥 潜规则实施者

之间的潜规则遥 当资源的产权归属于全体民众时袁公

通过对公权力代理人的赎买袁用金钱的或物质的竞争
手段获得资源袁破坏了非经济的竞争原则袁损害了社
会经济秩序袁从而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遥
潜规则对效率的损害和对公平正义的侵蚀是以

权力的代理人受到的监督与约束的可能就小遥 野公冶

的范围与激励和约束机制设计难度两者的关系启示
我们袁除了设计激励约束机制外袁还要减少代表全民
的政府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与资源遥

正式制度总是合理地渊符合大众所期待地冤区分了市

正式制度总会给代理人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

场和非市场范围为前提的遥 如果制度不合理袁没有野正

权袁在自由裁量权内袁代理人是以权谋公还是以权谋

确地冶区分市场和非市场领域袁则潜规则的性质和后

私取决于代理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容程度遥 奥尔

果将变得更为复杂遥 将本应由市场效率发挥作用的

森指出院野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袁其后果至少在

领域交由政府以平等或非经济竞争法则起作用时袁

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冶遥 [8]确保权力代理

其中衍生的潜规则可能会提升社会效率袁 例如计划

人的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或接近一致是重要的袁因

经济体制下衍生的某些潜规则是对政府过度控制的

此袁寻求野明主冶去实施或解释制度被认为是可行的

反应袁是对市场无法产生效率的纠正遥 相反袁将本应

方法之一袁而野明主冶不常有袁野民主冶却是可能的袁民

由非经济竞争法则起作用的领域交由市场时袁绝不意

主是可以确保代理人不任意解读制度的有效程序遥

味着在这种领域中衍生的潜规则是对公平和正义的

民主意味着权力分配的平衡袁一旦存在权力平衡袁每

纠正袁而是在进一步恶化社会关系袁破坏社会经济秩

个规则的参与者都有动机去降低任何可能的专制者

序遥 总之袁在制度不合理时袁潜规则虽然可能具有某

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袁 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保证

些纠偏的功能袁 但更多的是造成公开制度的名实分

制度的代理者以符合公众期待的方式去实施制度遥

立袁使社会多元规则并存袁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遥
五尧结语
市场领域以私权为前提袁 私权的运用以自愿交
易为特征袁因此真正的市场领域不存在潜规则遥 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实际上决定潜规则运行的空间遥 公权
力掌握的资源越多意味着市场领域越小袁 市场效率
越低遥 因此袁压缩潜规则运行空间除了用严密的程序
性制度约束公权力代理人的行为外袁还要在社会经济
生活中减小野公冶的领域袁减少政府干预领域袁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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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Rule and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Order
BI Ming-xiong

渊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0, China冤
Abstract: The word "hidden rule" has been known to all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叶Hidden rule曳. Hidden rule, as the
third kinds of rule, is distinct from the formal rule and the informal rule, it leech on to the formal rule but meanwhile vio鄄
lates the formal rule, it leads to the multiple rules exist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erodes the informal rule. Though hidden
rule increase the gains who exercise it, it hurt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th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control the hid鄄
den rule, we must reduce the field of government power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same time, impel
the public power agent to consider the whole social interest.
Key words: hidden rule; formal rule; informal rule; econom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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