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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伴随着卓越的经济腾飞，以及举世属目的大规模减贫。然

而，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使得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的

突出成就极其困难，此即所谓的“中国之谜”（the China Puzzle）。此外，中国

面对的日益复杂，甚至日益尖锐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更使人们疑惑中国的制度会

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何处。本书试图从理论、实证以及历史的角度分析构成

中国改革、发展和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制度基础。瑾希望本书不仅能为读者破解

“中国之谜”，而且能为读者认清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尽微薄之力。我称中国制

度核心部分为《地方分权式的威权主义体系》。其特点是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

中与行政、经济控制权的高度放权的紧密结合。此体制决定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

轨迹，决定了困扰中国的基本困难。本书论证，无论是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还

是它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源于这一体制，分权式威权制。 



致谢辞（待完成） 
本文作者非常感谢在芝加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国际经济学会（IEA）圆

桌会议、政策对话倡议（哥伦比亚/曼彻斯特）、澳门大学、北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新加

坡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时，参会者对本文做出的评论。三位匿名

审稿人、青木昌彦、Pranab Bardhan、Lauren Brandt、蔡宏彬、车嘉华、Ronald Coase、Athar 
Hussain、Garry Jefferson、黄亚生、Janos Kornai、James Kung、李洪滨、林毅夫、刘遵义、

Eric Maskin、James Mirrlees、Yumin Sheng、Joseph Stiglitz、陶志刚、王绍光、黄佩华、吴

敬琏、杨大力和周黎安的评论对我启发颇多。我特别要感谢编辑 Roger Gordon 对这篇文章

的不同版本提出的指导意见和深刻见解。当然本书表达的见解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都与他们

无关。Linfeng Chen、Xiaoya Dou、William Organek 和 Jin Wang 等研究助理的工作也非常出

色。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香港）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研究项目”，教育、

科学和技术部资助的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下属的 WCU 项目（捐赠号：

r32-2008-000-20055-0），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为本文提供了资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目   录 
1. 前言.............................................................................................................................................. 4 
2. 基本制度：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 .............................................................................................. 8 

2.1 分权式经济治理：地方分权 ............................................................................................ 8 
2.2 集中制政治治理 .............................................................................................................. 12 

2.2.1 逐步演变的中央决策流程 ................................................................................... 13 
2.2.2 人事控制 ............................................................................................................... 16 

2.3 中央-地方关系 ................................................................................................................ 17 
2.4 总评 .................................................................................................................................. 19 

3. 地方竞争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机制 .................................................................................... 20 
3.1 “锦标赛”式地方竞争的制度基础 .............................................................................. 21 
3.2 证据 .................................................................................................................................. 24 
3.3 中国的地区竞争与财政联邦主义之争 .......................................................................... 28 

4. 地区体制试验 ............................................................................................................................ 31 
4.1 地区试点的制度性基础 .................................................................................................. 34 
4.2 土地改革与经济特区（SEZs）的地区试点工作 ......................................................... 37 
4.3 试点工作中的激励机制 .................................................................................................. 43 

5. 重大改革中的地区竞争与地区试点 ........................................................................................ 45 
5.1 乡镇企业（TVEs）与非国有经济 ................................................................................. 45 
5.2 国有经济改革：由中央发起的地区试点 ...................................................................... 49 
5.3 私有化：地方发起的试验 .............................................................................................. 54 
5.4 地方分权对增长的影响 .................................................................................................. 58 

6. 地方分权的权衡取舍 ................................................................................................................ 60 
6.1 法规 .................................................................................................................................. 61 
6.2 地方保护 .......................................................................................................................... 66 
6.3 地区差异 .......................................................................................................................... 69 
6.4 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 ...................................................................................................... 73 

7. 结束语........................................................................................................................................ 75 
 



 

1. 前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曲折中已经走过了三十年，它成功地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实际

GDP增长速度）从 1978 年前的平均 4.4％提高到 1978 年后的平均 9.5％。更突出的是，中国

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1978 年前的 11％提高到 1978 年后的 40％以

上（Perkins and Rawski, 2008）。这场改革将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

合型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成就也在世界史上创下记录（世界银行，2002）。在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人均GDP提高了近八倍，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1一跃成为全球

主要经济体之一。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种传统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最大的生产国和

消费国，例如钢铁、汽车、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等（NSB，2005），同时拥有

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从GDP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东欧、独联体和非洲等 83 个国

家的总和（数据来源：Maddison, 2003）。这使得研究中国问题不仅对于了解中国，了解亚洲，

并且对于理解世界经济都成为必要。 
 
表 1  1952 年－2005 年中国的 GDP、固定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力年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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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2005 7.0 7.7 1.9 2.6 2.1 47.7 21.4 30.9 
1952-1978 4.4 5.8 1.9 2.5 0.5 56.3 32.7 11.0 
1952-1957 6.5 1.9 1.2 1.7 4.7 12.7 14.9 72.4 
1957-1978 3.9 6.7 2.0 2.7 -0.5 73.7 39.7 -13.4 
1957-1965 2.4 5.2 1.5 2.1 -1.0 93.1 49.5 -42.6 
1965-1978 4.9 7.7 2.4 3.1 -0.2 67.7 36.7 -4.4 
1978-2005 9.5 9.6 1.9 2.7 3.8 43.7 16.2 40.1 
1978-1985 9.7 9.2 3.4 4.5 3.2 40.6 26.6 32.8 
1985-1990 7.7 6.9 2.5 2.9 3.1 38.8 21.5 39.7 
1990-1995 11.7 9.1 1.4 1.9 6.7 33.3 9.5 57.3 
1995-2000 8.6 10.5 0.9 1.6 3.2 52.7 10.5 36.8 
2000-2005 9.5 12.6 1.0 1.8 3.1 57.1 10.6 32.3 
 

                                                        
1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人均 GDP 与赞比亚相当，低于亚洲平均水平的一半和非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而

中国的面积相当于苏联的一半（Maddison, 2003）。此外，中国几乎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数据来源：Perkins and Rawski, 2008 
 

然而，与这些卓越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参照华盛顿共识或近期的跨国实证研究

等“传统智慧”来看，中国的政府、公司治理、法律和金融等制度极其脆弱。此外，中国的

改革政策经常是不合常理的，有时甚至看起来与“标准”的政策建议背道而驰（Weitzman and 
Xu，1994；Rodrik，2006）。2 

传统智慧认为，政府应该保护私有产权，执行契约，并且同企业隔离（North，1981； 
Acemoglu and Johson，2005；Rodrik，2006）。但是，中国政府深度介入商业运营，政企之

间也没有明确分割开来。如果用现在公认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法治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评

测结果普遍低于标准水平（Allen et al.，2005），而且是全球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此外，

虽然改革已经推行了三十年，但直至最近几年私有产权才得到宪法保护（参见 2004 年宪法

修正案）。总而言之，中国薄弱的制度体系与所取得经济发展不相称。因此，中国改革对规

范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我们能否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中国改革是否是个奇

迹？本文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整合现有研究文献，以解决上面这些挑战。 
［需要修订以上两段］ 
近十几年来日益增长的关于制度和改革的经济学文献表明，经济学家和世界各国的政策

制订者们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的正常运行取决于整套的支持市场的

制度。因此，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建设支持市场的制度上，包括建立有效保护私有产

权的制度。然而，所有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一重大问题面前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

挑战：什麽是这些必要的支持市场的制度？如何建立这些制度？如何推动制度改革？历史和

当代的许多教训表明，虽然市场制度和市场的发展是互补的，但市场制度和经济发展并不总

是同步前进。人们不可能脱离市场发展来保护所有权；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是

如果政府不发挥其职能，其中包括保护产权及许多其它职能，市场通常也不会发展起来

（Coase, 1992；Smith，1763，1776）。而且，混乱的秩序可以像独裁制一样摧毁市场。的确，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政府发起的市场化改革以失败告终。这是所有制度建设改革

所面临的基本的两难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是科斯七十多年前提出的关于企业边

界著名命题的映像命题（Coase, 1937）。［］正如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中国改革的教训

表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答案最终取决于不同形式的政府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出的取舍。正

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改革轨迹、改革战略、结果、成就和问题。 
经济学中关于制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North, 19xx; Aoki, 2001）。本书研讨制度的方

法追随关于制度分析的理论文献（Coase，1992；Stiglitz，2002；Hurwicz，2007；Maskin, 2007），
以操作方式定义“制度”。在本书中，“制度”指的是决定参与者的动力，并且协调主要政治

和经济博弈的基本的和稳定的机制。因此，本书中提到的“制度基础”指的是在中国改革和

发展过程中，对其主要参与者的激励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的稳定的机制。4 
涵盖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我把深刻地影响中国各级（包括行政和商业）主要领

导的激励和他们的行为，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制度取名为“地方分权式的威权体

                                                        
2 Rodrik (2006)将中国和印度的改革政策与华盛顿共识建议的政策进行了对比，并作出以下评论：“…它们

的政策完全打破了常规。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这两个经济体实行高度贸易保护，缺少私有化举措，

而且推行粗放的工业政策、松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完全算不上华盛顿共识的典范。如果它们没有取

得巨大的成功，而是一败涂地，那么完全可以作为反面典型来有力地佐证华盛顿共识所支持的政策。” 
3 中国的“清廉指数”位于全球第五档，与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缅甸、尼日利亚、苏丹和索马里等国的

水平接近。（Sevensson, 2005） 
4 这些机制都具有内生性，因为它们是在代理人的策略互动中创造出来。因此，制度也可以被称为经济和

政治世界中的博弈均衡（Greif, 2006）。在对“制度“的各种定义中，最流行的版本是 North 所提供的定义：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人为设计、用来塑造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然

而，这个定义过于抽象，操作性太弱。 



制”（以下简称分权式威权制或 RDA 制）（详见第二章）。分权式威权制的突出特点是政治

集权和经济分权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巨大的权力，以高度集中的结构控

制中国的政治事务和人事管理。地方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同时，中央政府逐级控制着各级

地方官员的任命和升迁，并将此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促使他们遵循中央政策。这一特点

使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从根本上有别于联邦制。在采用联邦制的国家里，省长或市长都是通

过选举产生，所以应该代表本地区选民的意愿，并且对他们负责。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将绝

大多数行政及经济治理权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此外，中国各级地方经济（即各省、市、县）

相对自给自足，而且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发起和协调改革、提供公共服务、在本辖区内立法和

执法等活动均须承担主要责任。这个特点使得中国经济与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有质的不同。 
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的一些重要特点演生于毛泽东时代，另一些则发展于后毛时期的改

革。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基本要素则是中国两千年帝制的产物。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历史因素的影响。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维持两千多年帝国统治的国家。这一超级持久的帝国自古演生

出其独特的治理结构。本书将向读者具体指出今天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是如何大量继承了帝

国时期治理结构的重要元素。第二，毛泽东时代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其统治者煽动无政府状态的自我破坏自我毁灭也是人类历史上空

前。它对共产党制度和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使人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破灭，改变了中

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削弱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同时，它使现代分权式威权制的一些基本

特点开始成形，为后毛时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中，地方政府对土地、公司、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大量资源或

者拥有直接控制权，或者至少对其配置及运作有重大影响。5地方政府是大部分中国经济发

展的主要参与者决策者。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它们或发起试验性的改革措施，或落实改革

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则和法律。它们或与中央谈判、或执行、或转移、或抵制中央有关改革

或宏观经济的政策、规则和法律。它们驱动、影响或者阻碍本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宏观经

济条件、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社会稳定等。这种中央控制的地方分权制确定了中国的

改革轨迹。无论卓越的发展成果还是严重的问题，都是由这种治理结构创造出来的，或者至

少与其息息相关。 
在改革的初期，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有意下放给地方政府更

多自治权，提供更强的激励措施，以鼓励它们开展改革实验，推动经济发展。这使得地方竞

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基本组成部分（详见第三章）。当一个地

区的经济增长超过其他地区时，这个地区的领导就会享有更多权力，也可能更容易得到提拔。

许多地方政府尝试了许多改革措施以推动经济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大力发展非国有企

业，包括外资企业（FDI）和本土企业（例如乡镇企业）。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它们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引擎。 
地方政府不仅在量化的目标上一争高下，如 GDP 增长率，也在发起和试验新的改革政

策方面相互竞争，即地区改革实验（详见第四章）。在分权式威权制内，地方政府承担其管

辖区内行政及经济协调方面的主要职责。这种分权式的协调方式为地区改革实验奠定了条

件。由于地方政府更接近改革试点的现场，它们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情况，因此可以更加

有效地开展协调工作。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基于地方协调的地区试验减少了大范围经济协调

失败的可能性。这使得，在地方开展体制改革的实验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大为降低。最重要的

是，将地方试验作为中央决策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大大降低了推进改革的政治风险，

并且有效地削弱了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详见第二章和第四章）。的确，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5 “事实上，正是地方层级的政府在落实中国的国家发展日程。中国的公共支出中有将近 70％是花在地方

层面的（如省、地、县和乡镇等各级政府），其中有超过 55％的支出花在省级以下政府。”（世界银行，2002）。 



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通过地方试验而被采用的（详见第五章）。 
尽管分权式威权制为地区竞争和地区试验创造了基本制度条件，尽管地区竞争和地区试

验对推动三十年改革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内在缺陷都无例外地是

中国分权式威权制的重要特点。例如，严重缺少司法独立，各级官员的大量的寻租行为，地

方官员普遍不关心其辖区内民众的愿望等（详见第六章）。在地方政府面临激烈的地方竞争

时，可能缓解某些以上问题，但是激烈的地方竞争不仅可能引发其他问题，如地方保护，甚

至可能使得某些问题更恶化。此外，假如地方竞争的有效性被削弱，分权式威权制的许多内

在问题可能会恶化，如地方政府面临多项任务时，它会为了在地方竞争中胜出而刻意地忽略

部分任务。此外，地方竞争会导致某些任务出现“竞次”现象，其后果比忽略这些任务的后

果更糟糕。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鉴于它们的根源在于分权式威权制自身的

不足，所以最终解决方法是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虽然独特的中国历史使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独树一帜，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从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学到许多具有普遍性的教训。我们将在最后一节里详细探讨它们。 
本文主要目的之一是诠释所谓的“中国谜题”。制度的质量对于改革和发展非常重要，

这一点，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制度决定了管理者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动机。在

国别研究文献中，中国被看作是制度薄弱的国家，例如对私有产权法律保护不够，公司治理

薄弱，民主问责空缺，以及法治的空白。这些不足使人们产生以下预期，包括中国官员贪污，

不努力工作，不正确收集和报告信息，从经验来讲，这部分是正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理论还表明，在薄弱的制度下，中国的管理者将阻挠改革，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然而，

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表现不仅是辉煌的，而且它巨大的规模和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历史上

前所未有。中国薄弱的制度和惊人的表现二者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挑战了我们对制度

运行机制和“制度质量”的理解。 
首先，文献中关于制度的准确构成存在概念上的误解。在一些流行的经验研究或政策研

究中，所谓的制度被错误定义或理解。通用办法之一是，通过观察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例

如美国，定义一组狭义指标作为完美的制度。然后，将其他国家的实践与这些标准对比，从

而得到这些国家制度不完美程度。虽然按照上述办法得到经验结论在小范围内有用，但是这

个方法一旦被推广，严重问题就产生了。如果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运行机制

没有全面理解，机械的、狭隘的理解就忽略了这些制度的精髓。这一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

上，不但与制度方面的理论文献不一致（a la North, 1990; Coase, 1991; Stiglitz, 2002; Hurwitz, 
2007 等.），通常还会令人误解。例如，很多辩论的主题是法规对经济影响的概念以及机制。

但是，大多数流行的国别经验研究采用了狭隘的法规定义并且忽视了关于这些主题的辩论，

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理性模型或者几乎理想的模型。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普遍的金融诈骗，

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华尔街从草根到高管的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 2002 年安然

丑闻，幻觉和现实的反差令人震惊。 
再者，国别研究中的经验性指标范围太狭窄，以至于不能把发展中国家制度功能完全概

括，比如中国。这导致所有超出这些狭义范围的制度都被忽略了，就好像它们不存在。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表现变得无法解释，要么成为异常值被忽略，要么成为国别研究的谜题。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关于私有产权保护和契约履行的实证研究。的确，2004 年之前中国对

私有产权没有正式的、或是宪法的保护，并且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之前，也没有实施与契约

相关的商法，甚至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商法仍然不被重视。但是，在中国历史特殊背景

或者社会规范下，一些地方政府对私有产权采用半正式和非正式保护。但是，几乎所有国别

研究，都没有解释这些制度。更糟糕的是，根据一些“标准”的政策建议，那些更加不正式

的制度被视为障碍，应该被“标准”制度尽快代替，即便建立“标准”制度可能很困难，需

要很长时间，或者在特定政治条件下，建立“标准”制度是反生产的。 



一个国家如何将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哪些改革对经济发展最重要，最有效？

怎样利用改革来动员地方政府，又能同时协调和控制它们？无论是以中国为研究背景还是在

一般性背景下探讨这些问题，众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在

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而他们的观点极其分散，而且不同领域的学者彼此

之间很少交流。本文尝试建立一个连贯的概念框架，将多个学科对中国制度、改革和发展的

讨论整合起来。除了提高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外，我还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加深我

们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演进过程的一般性理解。 
本文无意进行穷尽式文献综述。如果要全面详尽地综述此类文献，那么需要数卷的文字。

因此，由于篇幅所限，而且我对这个题目的所知有限（特别是经济学以外的学科），许多重

要的学术贡献没有在本文中提及。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虽然中国面对着不少严峻的挑战，

但是我只是简要地探讨了其中的几个问题。至于选举、司法、腐败、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其他

问题，更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及而已，而没有详细阐述。 
 

2. 中国的基本制度：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既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制度变迁。此外，从农业经济发展

到现代市场经济也需要创建更加完善的制度。然而，改革从来不会在制度真空中产生。所有

改革都必须在现存制度中萌芽生长，而且任何制度变迁都必须由现存制度里的人物来发起和

推动（即使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革命前的制度仍然总是会对革命后的社会产生长远影响）。

因此，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制度会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在这些制度已经名义上被改

变或者被废弃（Nelson and Winter，1982；North，1990）。如果我们没有理解经济表象下深

藏的基本制度，那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经济中的任何一个内在主要特点，包括改革和由此引

发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的情况，这一点显得尤为正确，它取得持久并且卓越经济增长同时，

也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将在本节介绍中国的基本制度，我把它称为“地方分权式威权体系”（RDA）。6分权

式威权制的特点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权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中，和经济与行政权向地方的高度

放权。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具体的地方事务，分权式威权制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执行都深受到

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结合的影响。这些特点从本质上将中国式分权式威权制与联邦制、传统

的单一制（unitary state）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政权清楚地区别开来。 
 

2.1 分权式经济治理：地方分权 

中国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绝大多数国民经济事务中，中央政府不直接插手，

不直接干涉．然而，地方政府则紧密干预或介入其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包括地区性企业等．中

国政府的结构是基于地区的多层级模式。中央政府以下设置了四级地方政府：省级、市级（或

地级）、县级和乡镇级。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只占国民经济总体的一小部分。它直接控

                                                        
6 我在 2006 年撰写本文第一稿时创造了“地方分权式独裁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制度的特点。2009
年，我读到 Landry（2008）使用了“分权式独裁主义”这个术语。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术语非常

相似，但是 RDA 与 Landry（2008）使用的术语在含意上相差甚远，就像本文与 Landry 的专著存在诸多不

同一样。 



制的最大的经济部门是工业，但即使如此，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工业的从业人员在全国工业

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到 4%（NSB，2006b）。 
中国绝大多数的政府职能是由地方政府履行的。尽管中国宪法宣称中国不是联邦制国

家，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强势超出了全球任何一个联邦国家的对应机构。负责

的地方事务很多，并远超出地方财政问题，所以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上，可惜的是，由于

目前缺少广为接受的方法来度量财权以外更加宽泛的地方分权，所以几乎所有实证性文献都

只研究了财政分权。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尽管有时我们有理由将财政分权作为更广泛分

权的一个合理指标，但是在其他时候，其他领域里的地方分权可以弥补财政集权。因此，仅

仅关注财政分权制本身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后文将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中国的治理结构与威权体制的标准概念有些出入。国别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制与民主息

息相关。然而，中国的威权体制是世界上财政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将 21 世纪初

的中国财政分权与其他国家的财政制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

国总支出的 70%左右，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全球最大的几个联邦制国家，如美国（46%）、

德国（40%）和俄罗斯（38%）（Wong, 2006）. 
图 1 描绘了中国的经济治理结构。尽管图中使用的数据仅反映了 2005 年的状况，不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保持稳定。7它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结

果（Perkins，1977,1988；Wong，1985；Granick，1990；Naughton，1995；Liu et al.，2006;Wu,2009）。
此外，它的许多重要特点都可以追溯到帝制时期（后文将继续探讨这一点）。在 1950 年代初，

中国全面移植苏联模式。不久后，爆发了两个代价极高的重要运动，由此两次掀起向地方分

权的巨大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始于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GLF）；第二个浪潮是始于 60 年代

后期的文化大革命（Shirk，1993；Liu et al.，2006）。8 
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央部委将多数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交给地方政府，从而地方政府的

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中的比例从 1958 年的 20%上升到 1959 年的 76%和 1961 年的 79%，远

远高于它们在后毛改革时期的比例（详见表 2）。中央计划被地方竞争所取代。中央政府鼓

励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竞争目标包括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尽早建立“人民公社”，建立

更大的规模的人民公社，以行政取代市场等。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尝试各种不同的公社组织形

式，尝试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体生活方式（如在公社建立“公共食堂”体系等）。中央

级的政府机构被大幅度削减，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监管权从部委下放到各省市，地方政府的职

责大幅增加。在这次向地方分权的浪潮中，地方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从 1958
年的 20%一跃升至 1959 年的 76%（详见表 2）。9 
 

                                                        
7 表 1 中列出的中央直管国有企业（SOE）为 2128 家（该数据由 NSB 提供）。但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SASAC）的数据显示在 2005 年，中央直管的国有企业不足 170 家，2007 年这一数据为 151 家

（http://www.sasac.gov.cn/zyqy/qyml/default.htm）。后一个数据是母公司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国企数目，

它还监管着大量子公司。前一个数据是所有建制都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国企数目。 
8 “大跃进运动”先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和社队企业（后者是乡镇企业的前身），并且大力发展了本地的国有

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大跃进”中的主要人力损失是三年大饥荒（参见 Lin, 1990; Li and Yang, 2005）。 
9 这些运动扰乱了中央计划，破坏了市场，并且取消了地方政府的金融职责，后来逐渐变质，退化为地方

官员之间的浮夸竞争，导致一时间虚假成风。这些运动最终在混乱中无疾而终。它们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

可怕的灾难之一——大饥荒。在 1959—1961 年间，约 4 000 万人死于饥饿（MacFarquhar, 1974,198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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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经济的地方治理结构 

数据来源：NSB，2006；2006b；2006c 

 
随着“文化大革命”掀起第二次分权浪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在全国财

政收入（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 1966 年的 65%（37%）上升至 1975 年的 88%（50%）（详

见表 2）。 
因此，在改革伊始，中国就已经建立起数百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体。在全国的 2000

多个县里，绝大多数都拥有生产农用机械的国有企业，其中 300 个县拥有钢厂。小型地方国

企的化肥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9%，水泥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59%。二十多个省拥有生产

汽车或拖拉机的国有企业（Xu and Zhuang, 1998）。这与其它所有采取集中制的经济体形成

鲜明的对比，后者的特点往往是专门化和垄断。由于不断削减中央政府的职责，所以中国的

中央政府在规模上远远小于其它集中制经济体的中央政府。中国开始推行改革时，国家计划

中直接列出的产品只有 791 种（在中国的中央计划体系里，列入国家计划的产品从来没有超

过 1000 种），中央部委的数量不足 30 个（Qian and Xu, 1993）。10 

                                                        
1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联的中央计划体系建立在功能专业化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由中央政

府来直接控制。在七十年代末，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 62 个部委，负责制订 48000 份计划，覆盖 1200
万种产品（Nove, 1983）。 

333 个市级行政单位 
（283 个城市）平均人口：371 万 

2868 个县级行政单位 
（374 个县级市）平均人口：431,426 

41,636 乡级行政单位 
（19,522 个乡镇）平均人口：29,656 

中央政府 

（管辖人员：13.1 亿） 

央企：2128 家中央国有企业 

员工总数：275 万   固定资产：1.314 万亿人民币 

22 个省和 5 个自治区 

（平均人口：4570 万） 

地方企业：269,707 家 包括地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 

 

4 个省级直辖市： 

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企业员工：6621 万人 固定资产：9.281 万亿人民币 



表 2  1953—2005 年中国财政分权的发展进程 
年份 地方财政收

入在中央财

政收入中的

比例 

地方财政支

出在中央财

政支出中的

比例 

人均 GDP 人均 GDP 增

长率 
制度变迁 

1953 17.0% 26.1% 554 3.2% 第一个五年

计划 
1958 19.6% 55.7% 693 8.8%  
1959 75.6% 54.1% 697 0.6% 大跃进 
1961 78.5% 55.0% 673 0.0%  
1966 64.8% 36.9% 753 6.7% 文化大革命 
1975 88.2% 50.1% 874 4.5%  
1978 84.5% 52.6% 979 9.4% 开始改革 
1980 75.5% 45.7% 1067 2.6% 开始财政改

革 
1984 59.5% 47.5% 1396 10.4%  
1988 67.1% 66.1% 1816 6.4%  
1993 78.0% 71.7% 2277 8.5%  
1994 44.3% 69.7% 2475 8.7% 开始推行分

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 
2004 45.1% 72.3%    
2005 47.7% 74.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 50 年》；人均 GDP 的计量单位为 1990 年国际美元，Maddison（200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当时地方政府已经实际控制了大量资源。由于

中国的治理结构继承了许多历史传统，因此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考虑，将更多自治权

下放到地方政府成为后毛改革中的重要策略之一，特别是改革的前十五年（Deng，1980，
1986；Shirk，1993；Liu et al.，2006;Wu,2009）。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并

直接参与公司管理或者公司创建，与国内外投资者组建合资企业等。许多地方政府为本辖区

内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提供了事实上的产权（Granick，1990），这些企业在全国企

业中的比例相当高。此外，地方政府在所有地方性事务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从土地分配、商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财政事务到立法、执法。中国的财政分权制于 1993 年达到顶峰，

期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到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 78%（72%）（详

见表 2）。 
为了分析中国分权式威权制的经济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本文采用俨乎其然的多区域治

理形式（即M型）建立模型（如Qian and Xu, 1993; MQX, 2000; and QRX, 2006, 2007）。在M
型层级结构中，所有地区都受到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但它们不仅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而且在功能上实现自治自足。11图 2 描述了这种俨乎其然中国地方治理结构。其中所有区域

都实现了自治自足（与专业化进行比较）：所有地方政府都掌控着本辖区的各种主要功能，

如人事、金融、工业和农业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其它采取集中经济体系的国家里，专

业化的部委控制工业企业，中央政府负责协调不同部委之间的互补性任务。 
                                                        
11 Chandler（1967）和 Williamson（1976）首先使用了术语“M-form”，来表示大型公司的多部门结构。这

些部门往往自收自支，而且享有自治权，但部门主管通常是由总部任命的。 



 

 
 

图 2   俨乎其然的中国治理结构 
 

2.2 集中制政治治理 

尽管中国的经济高度分权，但是中国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不是联邦制国家。中国分权式

威权制的主干是中国共产党（CCP），它控制着地方政府的人事，并且掌管银行业、能源、

电信和铁路等重要经济部门，以及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 
CCP 的主导性地位使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在本质上有别于联邦体系。首先，中国的宪法

限定中国不是联邦国家。在推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修正了宪法，这反映出其政治经济制度

的变迁。然而，无论改革前的宪法还是最近的宪法修正案都明确表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由

中央政府赋予的，不是内在固有的。中央政府有权为地方政府赋予权力，但也有权废除这些

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 
其次，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也不是事实上的联邦制。在分权式威权制内，尽管中央政府

将主导经济的权力转移到地方，但是所有地方领导人都是上级政府通过共产党体系来任命

的，而不是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虽然地方政府获得了高度自治的经济权，但是中央政府仍然

通过掌控地方官员的仕途前景来激励地方官员，以维持自身的影响力（Huang, 1996; Landry, 
2008）。在实际操作中，中央政府对省级领导（如省长）的任免具有决定权。同样，绝大多

数市级领导（如市长）直接受到上级省政府的控制。这个内嵌式网络将中央政府的人事控制

延伸到各级地方官员，从省市级政府一直到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等最底层的行政单位（Burns, 
1994）。此外，中央政府还经常利用全面改组地方政府或者进行跨区人员轮岗等方式，来保

持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在 1978 年至 2005 年间，中央政府安排 80%的省份进行了省长轮换

（Xu et al., 2007）。这种人事控制是使地方官员服从中央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并且激励着

地方政府开展改革实验。我将在后面一节中详细阐述这个问题。此外，中央政府还可以利用

人事控制来部分地实现宏观控制，如抑制通货膨胀（Huang, 1996）。另外，中央政府通过这

种机制相当有效地影响了地方政府，使它们对中央政策达成共识，从而成功地推行利于中央

政府的政策（Naughton and Yang，2004）。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种方法通常适用于

急需优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奏效（本文第六节将深入探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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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 
 

2.2.1 逐步演变的中央决策流程 

本节将探讨中国共产党中央决策过程如何演进，以及如何执行。在后毛时代，中央领导

层认为经济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社会主

义领袖中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科尔奈探讨社会主义体系的普遍特点时解释说，社会主义

领袖承诺将“迅速消除落后状态”（Kornai，1992，第 160—161 页），而且他们做出这个承

诺是因为“坚信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凭借社会主义体系的优越性，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种信

心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领袖坚持快速推进经济增长，因为这可以进一步证

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有许多研究文献关注了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强制增长”现象

（Kornai，1972，1992；Ofer, 1987）。邓小平（如 1987 年的讲话）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许

多讲话都谈到发展的核心重要性，这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共鸣。12然而，在前

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解体之前的 15 年里，它们一直在努力推行改革，却并没有兑现其实现快

速增长的诺言（Kornai，1986，1992）。中国与它们的差别在于，中国将计划经济转变为混

合型经济，大力发展了私营经济，并且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 
然而，这种转变是不断演变而来的，而不是某个人设计好的。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改

革似乎是“纯粹”的经济改革，没有相应地引发重大政治变革。13而事实上，后毛改革首先

就是从令人咋舌的政治变革入手来启动改革，从而改变了中央领导层以及共产党中央决策机

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分权式威权制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体系完全不同，尽

管中国的政治变迁仅限于确保经济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并且集中在制订党的规则、进行人事

调动从而削弱阻碍改革的力量和领导人换届的选举机制。 
在改革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主导者是魅力型领袖——毛泽东。革命尚未成功时，

中国共产党采取分权决策制，即许多重要决定是由中央领袖和地方领袖共同做出的，或者由

地方领袖直接做出。地方权力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41949 年中国共产

党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却戏剧性地开始实行政治集中制。尽管它保留了基于地方的组织结

构，但是影响力最大的地方领导多数都被“提拔”为中央领导，并且在 50 年代初调到北京。15

与此同时，中国全面采纳了苏联的中央计划体系，并且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种体系

帮助中国建立起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并且受到党内精英的热烈欢迎。与苏联一样，中国共产

党的目标也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1956］，
而且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集中由国家部委控制。 

虽然这种集中制大幅削弱了地方的领导能力，但却有力地巩固了毛泽东对全党的控制，

                                                        
12 斯大林（1931[1947，第 356 页]）说过：“在旧俄罗斯的历史上，其特点之一就是国家…因为落后…而不

断受到打击。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年或一百年，必须在十年里赶上这段差距。我们要么实现这个目

标，要么被他们打败。”赫鲁晓夫（1959，第 76—77 页）声称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速度快于西方世界，因

此必将超过他们并且最终埋葬它们。 
13 考虑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激进行为，如果中国没有发生重要的政治

变迁，那么它的市场经济改革看起来的确非常费解。“…中国在不推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开展经济改革的策

略似乎奏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成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刻板且不

利于创新。”“我们认为共产党和政府官员会通过阻碍市场经济改革，来维护他们在指令经济中获得的即得

利益。”（Shirk, 1993） 
14 例如在 1949 年，第七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15 位政治局委员中，有 8 位是地方领导。 
15 其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曾任共产党总书记，1967 年被撤销所有党内职务）、高岗（曾任中国

副主席，1954 年被开除出党，并于当年死亡）、陈毅（曾任副总理，1967 年被开除出党）、习仲勋（曾任副

总理，1962 年被撤销所有职务）和邓子恢（曾任副总理，1962 年被撤销职务）。 



从人事到中央决策流程都在他个人的掌控之中。16毛泽东将中央决策转变成一系列政治博

弈，使潜在的竞争者相互斗争，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并成功地强化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由于地方层面不存在自己的竞争者，所以毛泽东发起的政治运动将大量权力下放到地方政

府，进一步架空了中央政府里可以和他抗衡的领导人（MacFarquhar, 1974, 1983, 1993）。个

人控制和政治运动相辅相成，其中政治运动的影响力尤为深远。除了改变地方官员的行为以

外，它还深刻地影响了党和国家的治理结构。 
为了加快中国向共产主义国家过渡的脚步，并且实现极其宏伟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政

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像前文描

述地那样，再一次戏剧化地推动了经济分权，而且改变了中央的决策流程。自那以后，中国

经济就开始彻底地背离经典的苏联式中央计划模式。 
发起于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CR）不仅仅是另一波分权浪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无意识地为后毛改革酝酿了必要的政治和制度条件。文化大革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所有地

方党员干部追随毛泽东，直接与党内和政府内的官僚主义者做斗争。17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式的地方分权，群众组织通过这种机制取代了中央和地方的党组织及政府组织。暴民们实施

了严格的审查制度，绝不能容忍出现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在此期间，人们打着“打

倒走资派”的口号摧毁了大多数党内机构和中央政府机构。一大批党内、国家和社会精英遭

到迫害，其中也包括国家主席。各地的“造反派”宣称效忠于毛泽东，并且在毛泽东代言人

的支持下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夺取各层地方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有时甚至通过内斗达到这些目

标（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2006）。绝大多数部委被迫关闭，地方政府最终成为政府

体系内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18这场灾难唤醒了大多数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而文化大革

命的全面破坏作用也在深层次上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毛泽东去世后，以上这些因素

为中国启动重大变革、改变决策规则和改变党的目标铺平了道路。19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几周后，江青等人组成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捕。这场“政变”清

除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层里那些坚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随后，一大批曾在文化

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迫切希望彻底改变现实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发

起了多个宣传运动，努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发展。20中国共产

党的核心领导人就以下重要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1）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地位不容挑战；

2）在 1）限定的范围内（并且为了巩固它），经济发展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因

                                                        
16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时，新任帝王往往会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以削弱能与其竞争者

的地方领导者（如军阀）的实力，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毛泽东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17 在文化大革命发起前两年，毛泽东警告地方官员（包括县级官员）不要追随中央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

且抵制这种倾向。 
18 七十年代初，中央政府鼓励绝大多数县在五个主要工业领域里建立小型公司，这进一步强化了自给自足

性的地方分权结构（Wong,1987）。 
19 毛泽东去世前，共产党曾尝试着改变党的核心任务，却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次尝试的意义不仅仅是

为 1978 年后的革命拉开了序幕。党内高层领导人相信，文化大革命已经将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将

党的核心任务重新定位为发展经济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在之后的几年里，邓小平多次重复了这个观

点（如 1980 年），以证明改变共产党核心任务的合理性）。1975 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被迫害多年后

重新任命为副总理）共同发起了“四个现代化”运动（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

术现代化）。这场运动表明大多数党内精英对党的核心任务日益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共产党未来

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另外一个与现有执政合法性相左的合法性基础。这项运动挑战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

主题，事实上算是一场改革。它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并涉及到共产党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尽管党内的

极左集团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从政治上彻底压制了这场革命，但是这项夭折的改革日程后来成为改变

共产党的平台。它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精英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那么纯粹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受

阻而止步不前。 
20 1978 年底邓小平恢复职务之前，胡耀邦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实际意义上的党校校长领导了大多数重要

的变革运动（Hu,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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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13）在中央决策流程方面，应该用党内规则来取代“一言堂”体

系，即建立以共识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Deng，1980[1984]；Zhao，2009；Li，2008；Jiang，
2002）。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它开始将进行自我变革，从“人治的政

党”转变为“通过规则、清晰的等级制度和集体决策制来支配的体系”（Shirk, 1993）。此外，

经济发展成为全党和全国的奋斗目标。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巩固了这些重大的人事调整和意识形

态变革。22会后发表的公报成为政府推行政治变革、意识形态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官方宣言。

随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将它作为党的正式目标。1987 年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目标，用它取代先前的“四个

现代化”。 
在某种程度上，将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基础改变为经济发展与与其它形式的专政制度不

尽相同，但这与共产主义思想并不矛盾，而且也并非是中国共产党在后毛时代的另类行为。23

或许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被认为决定共产主义体系存亡的必要因素。然而，一

个挑战性更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党内高层领导对于如何开展经济改革，

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和可以怎样发展经济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Zhao, 2009）。中国是

否可以通过恢复苏联式中央计划模式来发展经济，就像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是否可以

将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来实现经济发展？能否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展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党内高层领导对这些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

相左的观点还引发了权力斗争。24 
鉴于分权式威权制继承了许多历史因素，所以为了解决政治风险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

出现了一种普适性改革策略，即基于地方实验的中央集体决策流程。对具体措施进行试验的

决策权被下放到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仍然控制着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Deng，
1980[1984]）。这种方法使得基于共识的决策流程更加激进。25因此，绝大多数关于市场经济

                                                        
21 邓小平（1987［1994］）在随后的文章中充分表达了共产党的目标：“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
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的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

义。我们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 
22 尽管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并且公开将党的目标改为发展经济，但是改革

并没有列入会议议事日程（Hu，2009）。 
23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为了

证明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必须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为此，苏联和东欧国家的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领导人（其中包括五十年代的毛泽东）都在努力不断地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

他们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1987［1994］）的这段话清楚地展示了 1978 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搞

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

能理直气壮的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苏联和东欧

国家的改革尝试屡屡失败，但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本国经济重新开始腾飞，并且在这种愿望的驱动下不断开

展改革实验。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使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认识到，经济持续增长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存

亡至关重要。例如，前副总理田纪云认为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数十年里，它们未能提

高自己的生产力（Du and Xu, 2009）。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里，“推动生

产力”和追求高增长率等主张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国家要努力实现新经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事实上，在所有社会主义经济国家里，消费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远远小于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意味着

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最大化并不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增

长”的分析和详细内容，请参见科尔奈的著作（Kornai, 1980，1992）。 
24 邓小平、赵紫阳和胡耀邦等领导倾向于采纳市场经济体系，而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和华国锋等人强烈

要求坚持中央计划经济体系（Deng, 1980; Zhao, 2009; Li, 2008）。在政治层面上，胡耀邦和赵紫阳要求在推

行政治改革时将政治多元主义引进一党制。有时陈云也会听从其它观点，认为应该维持党的统治，而不是

推广政治多元主义。然而，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和绝大多数老一辈领导人强烈要求坚持严格的意识形

态控制，同时压制持不同政见的人（Zhao, 2009; Li, 2008; Bao, 2009）。在本文中，意识形态控制主要指服从

党中央领导的意见，而不是指服从任何一种特定的理论或学说。 
25 “中国政府……通常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策。”“基于共识的决策机制往往偏于保守，因为如果要完

全背离现状，利益受到损害的集团必然会否决这类提议。”（Shirk, 1993，第 15 页） 



改革的战略决策都是党内高层领导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流程中做出一定妥协，最后“集体”

做出的。“集体”在这里的含意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了地方官员通过本地的政策试验对最终

决策做出的贡献。 
当新的改革方案仅在少数地区进行试验（如经济特区），那么这些新改革方案受到的政

治挑战和阻力往往会减少（第 4.2 节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的政治

风险很大，对于地方政府在未得到正式认可的情况下自行开展改革试点，中央的改革派领导

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做明确的决定。这意味着即使改革试点出现什么问题，中央领导也不

必承担重要责任。如果与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 1989 年之前二十年的改革历程比较，中国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土改和 90 年代末的私有化，都是重要的改革突破，展示了地方试验的优

势（第 4.2 和第 5.4 节将详细阐述这个问题）。这种做法还具有实用性，因为包括率先提倡开

展市场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在内，所有党内高层领导对于如何将中国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都一

无所知（Zhao, 2009）。对他们来说，采纳试点的成功经验比直接推行纸上谈兵式的改革方

案更加安全。 
此外，地方竞争有助于抑制保守派的消极影响，因此这实际是一种基于地方试验的中央

决策选择机制。并不是所有中央领导和地方官员都支持市场经济改革，也不是所有地方试验

都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由于中国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地开展的试验也包罗万象，

有集体大锅饭，也有民营经济。然而，市场经济改革的试点结果往往主导着地方竞争中的其

他试验。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府决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改革试验的业绩。 
这种基于地方试验的中央决策流程还有助于推动改革稳步前进，因为无论在中央领导内

部还是在地方官员中，早期的改革实践都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发起“自家试

验”的人。在 RDA 的基本运行机制促使下，地方官员中内在的利益集团和支持改革的利益

集团成为改革政策的重要“稳定器”。另外一个重要的决策流程决定了改革政策的长期连续

性，即如何选择未来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我在后面谈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时会继续探

讨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里，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发展作为维系其核心领导地位的

合法性基础，并且不断强化这个基础。因此，经济发展目标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国家的

宪法修正案。政府承认资本主义企业家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并且愿意吸收他

们入党（《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2002）（详见 Dickson, 2003）。宪法

修正案也提出要保护私有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 
 

2.2.2 人事控制 

人事控制是中央政府掌控、协调和动员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渠道。分权式威权制通过这

个工具来落实中央控制的地方分权制，即绝大多数改革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由地方政府来推

行。一方面，地方官员控制着庞大的资源，并且在本辖区内享有相当广泛的自治权；而另一

方面，他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完全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决定着地方官

员的任命、升迁和降级（或者更重的惩罚，比如因触犯法律锒铛入狱），而且地方官员的仕

途前程与他们所在辖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这使得中国经济从根本上有别于联邦国

家。26 
中国的人事控制体系是一个内嵌式网络结构，即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省级政府的主要职

位，授权各级地方政府任命下级政府的重要官员。各级地方政府都负责下级地方政府负责人

                                                        
26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的治理结构（即中央人事控制和地方执行分权的混合体）与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有

几分相似之处，特别是 90 年代前的日本公司（Aoki, 1990）。 



的任命、评估、提拨和罢免。 
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业绩评判标准由上级政府规定。上级政府评估下级地方官员的业

绩时，依据他们是否完成了上级政府交待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所有地方政府都要逐级与下级

政府谈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随后地方政府再与上级政府签定目标责任制合同。合同里

详细列出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目标，以及根据完成情况对地方官员的奖惩措施（Tsui and 
Wang, 2004）。例如，在省级领导的工作计划中，60%的省级领导必须完成经济建设目标（Tsui 
and Wang，2004）。总的来说，地方官员的级别越高，他们的绩效标准就越宽泛；地方官员

的级别越低，他们的工作目标就越具体。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手册显示，工作成绩在地方官员

评估内容中的占比达到 60%—70%，而其他因素，如政治觉悟、工作能力和勤劳等占到剩下

的 30%—40%（Edin，2003）。  
有材料显示，县政府将乡镇和村级政府负责人的升迁与他们的工作表现联系起来，以此

控制这些官员（Whiting，2000）。对乡镇级政府进行实地考察后，人们发现乡镇党委书记和

乡长或镇长会与县里签定绩效合同。在这些合同里，乡镇的领导们承诺完成县里制订的目标，

并对此承担个人责任。这些绩效目标通常分为三类：软性目标、硬性目标和有否决权的优先

目标。硬性目标通常是经济目标，如经济发展计划和税收收入；优先目标通常是政治目标，

如维持社会秩序等。是否能完成硬性目标决定着地方官员的经济和政治奖励，而是否能完成

优先目标则会影响上级的人事决定（Edin，2003）。 
此外，同级地方官员（如乡级官员和县级官员）之间的竞争是干部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对一个县的具体调研工作显示，在每年的评比中，排名前三位的乡镇的主管领

导会被评为“先进领导”，而排名为最后 5%的乡镇领导则会颜面扫地。如果获得“先进领

导”的称号，那么该领导获得升迁的机会显著提高，所以这被视为“政治红利”。有些名列

前茅的乡领导的确会在县里得到重用（Edin，2003）。 
为了提高人事控制体系的效力，中央政府还采取让地方官员轮岗和跨区调任的办法。省

级领导之间经常会进行轮换调整，而且中央政府于九十年代进一步将它确定为一项制度。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1990 年、1994 年、1999 年和 2006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干部轮岗的决

定。这些党的决定宣称，地区领导轮岗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传播或复制地方改革经验来推动经

济发展（Xu et al.，2007）。27根据这项政策的要求，在 1978 年至 2005 年间，约 80%的省长

被提拨或者调动到其它省工作。换句话说，许多省长并非是在省内得到提拨。他们在某个省

的任期平均接近四年，最短的只有一年，最长的长达十年（Xu et al.，2007）。 
据文献记载，在改革期间，干部轮岗经常与职位升迁结合在一起。中央政府经常利用轮

岗/升迁这种方式来将表现卓越的市领导提拨为其它省的省长，特别是落后省份的省长。这

种提拨方式可以激励地方官员努力工作。此外，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机制来传播成功的地方改

革试点的经验（我们会在第四节进一步探讨地方试验）。譬如，在 1998 年至 2004 年间，中

国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地级市之一——苏州，它的三位前党委书记先后被提拨为江苏、陕西和

吉林的省长。在 1998 年至 2002 年间，另外一个先进地级市温州的前市长被任命为四川的副

省长，随后又提拨为省长（Chien and Zhao, 2007）。 

2.3 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的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从形式上来看，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层级结构非常清晰，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具有内生化的特点，因为中

央领导的权力取决于地方领导的集体支持。这种复杂的结构在分权式威权制的运作中扮演了

                                                        
27 在中国历史上，轮换制一直是帝王们为防止地方政治势力膨胀而经常采取的手段。 



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持续推行有效的全国性宏观经济政策，鼓励地方的主动性，平衡中央和

地方的利益。 
分权式威权制中最重要的一个治理机制是未来的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的选择机制。这个

流程包括提名和审批两个阶段。要想成为中央领导的候选人，必须得到高层领导的提名，但

是仅有提名并不能保证他一定当选。被提名的候选人必须让绝大多数高层相信，自己不仅与

他们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而且有能力落实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同样，要想获得提

名并且最终被提拔为最高领导，候选人还需要在省级政府里有出色的工作表现。尽管这种要

求并没有明确写入法律，但是在 1992 年至 2008 年间，历任主席、总理和这期间四届中国共

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28中新近选举的政治局常委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省级领导提拨上来，换言

之，他们并不是从中央部委或者其它中央机构里提拨上来的。地方官员的任命遵循了相似的

基于共识的遴选流程，同时上下级政府之间会就此进行深入的互动。除了对地方官员的仕途

和高层领导的遴选产生重要影响以外，这些流程还可以作为平衡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机制。 
由于绝大多数中央和地方官员共同享有集体利益，所以中央领导层才能够对敢于违抗上

级命令的地方领导拥有绝对的权威。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能够强硬地要求地方政府遵守

最重要的中央要求，如全国统一/政治统一和宏观稳定。人事控制通常被视为要求地方政府

落实中央政策的最后一招。29 
与此同时，正像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那样，中央政府通常不干涉地方经济事务。地方政府

在法理上获得相当可观的控制权，对本辖区内绝大多数经济事务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更加可

观。尽管人事控制体系结构清晰，而且成效显著，但是它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含糊其辞，在部

分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空白，所以人事控制体系还相当不完善，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

力也是如此（详见 Pistor and Xu，2004）。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只要中央政府没有明确表态，

那么就相当于默认地方政府可以在本辖区内做出决策。然而，中央政府保留了干涉地方政府

的权力。不完善的人事控制和权力下放部分是妥协的结果，也是鼓励地方政府进一步发挥积

极性的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仍然对中央控制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此外，这个体制还使地方政

府有可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听命于它。 

 
图 3  典型的中国古代治理结构 

 
要想理解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独特之处，例如地方政府的出现，我们有必要指出它的起

                                                        
28 按照党内的惯例，选定的领导接班人通常会先进入政治局常委。 
29 如果少数地方领导公然反抗中央政府，或者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那么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近年来的例

子是 1995 年北京前市长陈希同被免职并被捕入狱，2006 年上海前市长陈良宇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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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它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国分权式威权制的治理结构起源于中国君权的诞生，并且已经

发展了两千多年，它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世界历史上其他君权制度更加持久，而且对中国

今天的治理结构有持久的影响。 
在秦朝初期，即公元前 221 年，地方官员就设定由皇帝任命。这确保了皇帝对整个国家

战略控制。由于那个时代通信和交通落后，皇帝将绝大多数地方事务委托给地方政府，但前

提条件是他们要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了使地方政府有效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独

立的功能，即每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在自己辖区内协调各种事务。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为

了阐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这种独立的治理结构，表 3 参照明清两代（1368—1910 年）的情

况描绘了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治理结构。其中，封建帝国将中央政府的职能划分为六部。最

重要的部门是人事部门，它决定了中央和省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职。这种结构一直延伸到最底

层行政单位，即县级政府。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一样，一个典型的县政府也掌管着本辖区内

与中央部门对应的六个办事处（Bai, 1996）。需要指出的是封建时期中国没有政党，例如中

国共产党，所以现在的分权式威权制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分权式威权制中基于共识的决策流程和人事控制体系为平衡经济分权和政治顺从之间

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机制。这些机制在维持中央-地方关系基本稳定的同时，不断发展分权

式威权制。30人们非常担忧将经济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会损害中央的权威（Wang，1995）。在

改革初期（即大力推行地方分权的时期），中央政府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大幅下降。随

着经济开始迅猛发展，部分地方政府的盈余大幅上升，中央政府开始出现亏损，不得不向某

些省份借贷。此外，在中央领导的接班过程中，地方官员也可以候选，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央

的权力。31有人认为在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并且威胁到中国的政治统

一，这与南斯拉夫解体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Wang and Hu，2001）。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中

央财政能力，以及中央对银行借贷的控制力减弱（这导致中央政府出现赤字，借贷过度，而

且在 90 年代初引发通胀），中央政府加强了它对各省领导的政治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协调和

落实全国性经济政策（Huang, 1996a，b；Naughton and Yang，2004； Landry, 2008）。在这

期间，中央政府收回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1994 年，中国推行分税制，将征税权重新集

中到中央手里，对银行借贷的控制也从地方政府回到中央政府（Tsui and Wang, 2004）。然而，

财政收入再集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分权式威权制，也没有终止地方分权的脚步。相反，这

些措施应该被视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维持利益平衡的手段。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方

面的损失通过其他方式补偿，如预算外资金收入和非预算收入（Wong，1997）；地方政府在

控制银行借贷方面的损失通过加强本辖区内土地和国有资产的控制得到了补偿（第 6.1 节探

讨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 
 

2.4 总评 

中国分权式威权制的决策流程取决于高层领导内部是否能达成共识（通常包括省级领

导）以及地方试验的效果，这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保持平衡。这种机制产生的结果多

少类似于立法机构内部的谈判结果。此外，包括国家领导和地方领导的遴选机制在内，这些

机制在党内培育出倾向市场和增长改革的利益集团，从而在过去数十年里维持了市场改革的

稳定性。 

                                                        
30 据报道在改革期间的二十余年里，省级领导在政治局中的比例略有提高，同时省级领导在中央委员会中

的比例相应下降（Sheng, 2005）。 
31 Shirk(1993)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和先后顺序取决于当时党内的权力交接斗争，而中央将权力转移

到地方使得中央的领导有机会得到地方官员的感谢和政治支持。 



尽管中国分权式威权制源于独特的中国历史（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的封建社会以及前

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它的政策教训与其他国家直接相关性较小，但是关于分权制重要的

一般性的教训仍在讨论。首先，无论发展经济体还是转型经济体，关注财政分权都会误导人

们的理解和政策。其次，从总体来说，极端分权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方式。假如中国沿着极

端分权的道路走下去，即除了军事和外交事务以外，所有省份都拥有完全的自治，那么即使

我们假设不会出现政治动乱，在中央政府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集体决策和地方试验

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益处会荡然无存；各地区间将普遍存在消极的外部性；而且没有人会关

注地区间的积极外部性。此外，地方竞争和地方实验的本质会被削弱（第 3 节和第 4 节将探

讨这个问题）。  
 

3. 地方竞争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机制 

中国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方政府被积极地动员起来，而且发挥了关键作用。七十年

代末，四川省长赵紫阳和安徽省长万里在本省的部分地方开展了土改试点，而当时国家政策

（包括党的“改革”宣言）都不允许集体农业改变所有制。同样，广东省长习仲勋建议开展

经济特区的改革深度，而某些中央高层领导对此持反对意见（第 4 节将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随后，当中央政府认可这些地方发起的改革，并将它们制定为国家政策时，它们就可以在全

国各级政府推广开来。地方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这些改革先行者无一例外地被提拨为国家

领导。赵紫阳和万里分别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和常务副总理，负责全国的改革措施。习仲勋被

任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地方改革的先行者和建筑师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我将在本节探讨其中的一个关键问

题，即如何动员地方官员发起和推行改革？如果不能解决各级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那么就

不可能成功地推行改革，甚至连尝试的可能性都没有。毫无疑问，有些改革派打心底里希望

启动改革（详见Prendergast，2007）。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政府需要为他们提供的唯一刺激

就是赋予他们发起和推行改革的权力。然而，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还需要外在激励等额外的刺

激来鼓励他们承担风险，并且努力地推行改革。此外，设计完善的外在激励机制常常能够诱

发更加强烈的内在激励，反之亦然，因此这两种激励机制往往相互强化，并达成平衡（详见

Benabou and Tirole, 2003）。同样的道理，设计不完善或者具有破坏性的外在激励机制会削弱

甚至破坏改革的内在动力。我将在本节中重点讨论中国地方官员所受到的外在激励。我的主

要观点是，地区竞争激发了地方官员大力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各地（即各省、市、县和乡镇）

为了绩效排名展开激烈的竞争，32而地方官员的工作表现也与其“比赛成绩”密切地联系在

一起。 
由于地方官僚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所以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出于仕途的考虑（即在官场

上不停向上爬）产生了强烈的改革动机。中央政府通过这个渠道影响对地方官员的最终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机制从根本上有别于众所周知的蒂布特司法竞争，或者是关于财政联邦

主义的文献中普遍提到的财政司法竞争。后者与地方官员的内部升迁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

反，驱动地方官员进行改革的力量是赢得本地选民的选票和财政动机，因为与其他地区竞争

失利的省长最终会丧失大部分选票（Tiebout，1956；Weingast，1995；Oates，1999）。 

                                                        
32 地区排名中最常用的绩效指标是 GDP（GDP 总量或人均 GDP）、GDP 增长率和 FDI 等。除此以外，各

领域内的地区竞争力等其它指标也被广泛报道。譬如，在最近的排名中，上海、北京和广东分列中国竞争

力排名的前三名，与 2006 年的排名没有任何差别。而安徽和湖北等内地省份的竞争力排名大幅上升（新华

社，10/03/2008）。 



 

3.1 “锦标赛”式地方竞争的制度基础 

我在本节阐述了中国分权式威权制如何为地方竞争创造条件，以及地方竞争的取舍问

题。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时，中央政府就鼓励地方政府寻找加快本地区的发展，超过其

它地区的方法。政府为经济特区和其它经济开发区颁布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以获得

投资。它们为经济增长和吸引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自 80 年代中期起，许多发展较好的

县被提升为市级行政单位，而它们的政府也获得了更多自治权。与此同时，这种行政单位升

级激励所有县政府努力获得提升的机会。政府的统计部门和大众媒体宣传发布地方政府的绩

效排名，而这成为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评估内容。 
其他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情况与中国广泛存在的地区竞争以及地方

官员对改革的主动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的官员并没有获得有竞争性的激励措施，

而且对改革的积极性普遍弱于中国官员。此外，分权制并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强大的激励机制，

来鼓励地方官员努力推动本地经济增长，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情况。中国为什么

能独树一帜地为地方官员提供强大的激励机制，以促进经济发展？哪些条件能够确保地方竞

争产生积极的成果？ 
为了解释第一个问题，我想先总结中国在鼓励地方竞方面的主要制度特点。首先，中国

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受到中央政府的管理。地方官员的人事管理集中在中央政府，所以这种

制度结构下的地方竞争与联邦制的地方竞争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如蒂伯特竞争（Tiebout，
1956），因为联邦制国家中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其次，中国的中央政府不仅在地方官员和

任免和升迁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有能力消除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这保护了“锦

标赛”式的地方竞争，因为地方官员勾结在一起后就不太可能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第三，

中国各地（特别是县级和乡镇级地区）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相对自给自足的状态，所有地区

都拥有多个经济部门。因此，绝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结构都很相似，而这是使竞争机制正常运

作的重要条件（后文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此外，这大大削弱了各地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在本辖区内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最后，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能力，而

且获准为本辖区内的经济事务负责。中央政府赋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这种能力和中央授权

本身就是重要的激励来源。只有当地方官员有能力并且获准启动改革，或采取推动经济增长

的措施时，对官员的激励机制才能最终发挥重要作用。 

由马斯金、钱颖一和许成钢（2000，以下简称MQX）提出的理论模型着重突出了与地

区竞争相关的激励机制与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之间的关系 33。由MQX提出的这种高度

格式化的组织模型反映了地方分权专制体制的重要特征，即中央控制其余的经济活动 34。这

一模型中包括两类集权结构：一种为多地区组织形式（M型），例如中国，该形式中包括两

个从事非专业化生产的子地区，每个地区被赋予相同的任务，如都从事制造业和农业；另外

一种为单一形式（U型），如前苏联，在该形式中存在两个子单位或部门，每个单位或部门
                                                        
33 将 MQX 模型用于阐释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为笔者的个人观点。 
34 除集权体制外，MQX 模型也适用于大型企业。这与将中国的集权体制比做专家治国体制或社团主义的观点无关（Oi, 1999）。 



被赋予不同的专业化任务，如分别从事制造业和农业。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前苏联等国家

中，虽然改革开始的时间更早，但在推行改革措施以及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未出现部门

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竞争。MQX关于地区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着重强调以下问题：是什么机

制促使各地区之间开展竞争？前苏联及中东欧国家因何原因未能采取类似中国的发展方

式？ 

根据激励机制理论，工作或任务绩效是由相关官员的个人努力与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共同

决定的。官员所从事的工作不易为他人察觉，但需个人付出努力。正如我们所知，当存在不

可知的努力时，锦标赛式的竞争比其他激励方案更能促进参与者的发挥（Lazear and Rosen，

1981）。然而，开展有效的锦标赛式竞争，要求参与者被赋予具有同质性的任务，且外部不

确定因素的发生机率也应当相等。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得该模型很难被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体制

之中。 

但 MQX 模型将竞赛式竞争的理论应用于以各种方式形成的体制当中，而不同的形成方

式决定了体制之中的官员在任务分配及信息获取方面的存在区别。这一状况又决定了不同的

激励方案对官员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效果。由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组成因素基本相同，各地

官员被赋予权力以及推行改革的任务也基本相同，地区竞争可以被视为有效的激励方案。为

更好地理解这一机制，我们假设某地区负责人的政绩表现乏善可陈，并试图将此归责于该地

区时运不佳，因为结果与努力往往并不成正比。然而，如果其他地区的形势一片大好，该负

责人的理由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因此，当面临需要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或竞争）时，官员

们便会努力工作。 

与此相反，如果子单位和部门的工作高度专业化且不具有可比性，或者每个官员被赋予

的任务都具有特质性，如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各政府部门，部长们很容易将业绩不佳归责

于本部门的时运不济。而由于工作成果无法与官员的个人努力直接挂钩，这一理由便难以反



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各部门所分配的任务与获得的信息具有较大差异性时，部门竞赛

将无法有效开展。因此，虽然行业性冲击与地区性冲击属于外部因素，但在不同的组织形式

下对官员的激励作用也是不同的。 

MQX 模型对两种类型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绝对绩效激励，即官员的回报与付出相

挂钩；相对绩效激励，即官员的回报与他人的付出相挂钩。绝对绩效激励与官员自身表现的

瑕疵程度成反比，而相对绩效激励则与两名官员绩效的比较成正比。总结以上可以得出结论，

任何体制下官员的激励作用都取决于不确定性外部冲击所形成的变异数—共变异数矩阵。所

幸的是，该变异数—共变异数矩阵的必要信息可以集中体现在一个标量之中，即条件变量的

度量。较小的条件变量即代表较小的变化与较大的关联度，例如为产生激励效应而提供高质

量的信息。 

下面我们对模型进行高度简化，以 U 模式组织的经济体为例，中层官员主要负责第一

产业与第二产生，相应的行业性冲击以 ε1 和 ε2来表示，与两位部长激励机制相关的信息分

别用条件变量 Var(ε1｜ε2) 和 Var(ε2｜ε1)表示。在以 M 模式组织的经济体中，中层官员分别

为 A 省和 B 省的省长，相应的地区性冲击以 εA 和 εB 表示，与两位省长激励机制相关的信

息分别用条件变量 Var(εA｜εB)for 和 Var(εB｜εA)表示。 

因此，如果 Var(ε1｜ε2)> Var(εA｜εB)，那么用于评价 M 型中 A 省长的信息质量则高于评

价 U 型中部长 1 的信息。相应的，如果 Var(ε2｜ε1)> Var(εB｜εA)，那么用于评价 M 型中 B 省

长的信息质量则高于评价 U 型中部长 2 的信息。总之，如果 Var(εi｜εj)> Var(εr｜εs)（该条件

在下文中表述为条件 A），且 i, j=1,2，r, s=A,B，我们则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不论是相对绩效还是绝对绩效，M 型下的地区竞争比 U 模式下的部门竞争更为有效

和充分。因此，与 U 型中部长之间的竞争相比，M 型可以为省长提供更为充分的激励机制。

当然，如果将条件 A 中的条件成对改变，所得结论也将改变。因此，究竟地区分权与中央



集权两种体制哪种更为有益成为问题的关键，而 MQX 模型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

法。 

3.2 证据 

本部分将提供三组系统性证据，以论证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与地区竞争之间的关

系。第一组证据是关于在条件 A 成立的前提下，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是否比中央集权

体制更加有利于管辖竞争的开展。第二组证据为证明地区竞争为官员提供激励机制。第三组

证据主要用于证明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 1986 年至 1991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数据系统进行分析，MQX 发现，从地区竞争

优于部门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确非常“相近”。该数据系统包括每一家企业的

产业分类信息与地理位置信息，通过运算对数线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分析得出行

业性冲击与地区性冲击。然后可以计算出地区以及行业条件变量。在此次计算的样本中，70%

的结果符合条件 A，并且没有一例个案的结果与条件 A 截然相反。 

为明确中国是否使用相对绩效评价机制，MQX 对地区经济发展与当地官员晋升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调查。笔者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某地官员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该地区官员晋升机

率的指标，并以某地区国民收入的增速衡量该地区的经济绩效。随后又针对某地区绩效相比

其他地区有所改善，从而对该地区官员提升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讲，笔者对参加

1977年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和 1987年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比例进

行排序，随后又对两次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各省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排序。研究发现，各省

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对排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省官员得到晋升的机率成正比。证据显示来自

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地区的官员得到提升的机率较高，表明竞赛式的地区竞争机制正在发挥作

用。 



与此相似，通过对 1979 年至 2002 年中国 28 个省份共 344 名省级主要官员（187 名省

委书记和 157 名省长）数据的分析，Chen、Li 和 Zhou（2005）发现，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及其直接前任，省级官员的工作绩效对其晋升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讲，省级官员得到晋升

（或免职）的可能性与该省经济发展速度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正（或负）相关，但与其

直接前任的工作绩效成负（或正）相关，该工作绩效需要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表 2

第 5、第 6 栏）。表 2 左侧栏中的回归变量为人事变动周期，如免职、留任原职和晋升的可

能性。省级官员的流转周期与其他众多因素相关，如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与中央联系密切的

官员更容易得到提升）、年龄（年龄较大的官员更加接近退休年限）以及任现职务的时间（任

省级职务越长的官员得到提升的机率越小）等等。 

通过对 1979 年至 1995 年全国 28 个省份共 254 名省级主要官员（省委书记和省长）数

据的分析，Li 和 Zhou（2005）发现地区官员的晋升取决于其绩效表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

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某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一个标准差，该省

主要官员得到晋升的机率将高于平均水平 33%；如果某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速一个

标准差，该省主要官员被免职的可能性则多出平均水平 30%（表 2 第 3、第 4 栏）。在该表

中，对发展经济最不得力的官员的处罚以临界点 1 的预估系数表示。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的

对人事变动的边际效应是非常大的。 

将有关省委书记与省长的数据分开研究，Sheng（2009）发现，各省 GDP 的增速只对省

长的晋升产生影响，而对省委书记没有影响。这反映了在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中省委书记与省

长的任务分工不同，前者主要负责人事任免等党务工作，而后者主要负责本省的经济工作。

然而，考虑到多数官员在就任省委书记前都曾担任省长职务，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工作表现已

在其升任省委书记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表 2 经济绩效对省级主要官员人事任免的影响（排序性概率回归） 



 因变量：人事变动周期（0＝免职，1＝留任，2＝晋升） 

 （1） （2） （3） （4） （5） （6） 

各省 GDP 年增速 

1.65** 

（2.05） 

1.581* 

（1.87） 
    

各省 GDP 平均增

速 

  

4.727*** 

（4.34） 

4.540*** 

（3.90） 
  

各省人均 GDP 平

均增速（A） 

    

3.001** 

（2.10） 
 

各省人均 GDP 平

均增速（前任） 

    

-3.584** 

（2.36） 
 

（A）—（B）      

3.309*** 

（3.41） 

年龄  

-0.026* 

（-1.91） 
 

-0.023* 

（-1.68） 

-0.071*** 

（6.81） 

-0.070*** 

（6.77） 

65 周岁  

-0.974*** 

（-5.27） 
 

-0.976*** 

（-5.25） 

-0.303** 

（2.07） 

-0.303** 

（2.07） 

教育程度  

0.154 

（0.96） 
 

0.187 

（1.17） 

0.183 

（1.48） 

0.184 

（1.5） 

与中央的联系  

0.384*** 

（2.79） 
 

0.404*** 

（2.89） 

0.082 

（0.74） 

0.085 

（0.77） 

任现职时间  

-0.053* 

（-1.74） 
 

-0.055* 

（-1.78） 

-0.062** 

（2.44） 

-0.062** 

（2.45） 

上年度人均 GDP

（百万元） 

 

0.080 

（0.43） 
 

0.010 

（0.05） 
  

临界点 1 

-1.320*** 

（-3.67） 

-3.162*** 

（-2.98） 

-2.850*** 

（-2.64） 

-2.850*** 

（-2.63） 

-6.992*** 

（8.42） 

-6.929*** 

（8.66） 



临界点 2 

1.621*** 

（4.63） 

0.106 

（1.01） 

0.445 

（0.43） 

0.445 

（0.43） 

-3.736*** 

（4.64） 

-3.662*** 

（4.7） 

观察值 864 864 864 864 1227 1227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依据标准误差计算得出的人事变动率。***、**和*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

和 10%。所有回归式中包括省份及年份指标数据。（1）至（4）栏依据为 Li 和 Zhou（2005），（5）、（6）两

栏的依据为 Chen、Li 和 Zhou（2005）。 

 

当然，地区官员能否得到晋升绝不仅仅依靠其在经济领域的工作表现。在表 2 的多数栏

目中，众多与经济表现无关的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一项便是地区官员与中央政府的

联系程度，这与其在中央政府的曾任和现任职务相关。与中央联系程度的指标数据具有明显

的正相关意义。将表 2 中第 3、第 4 栏数据与第 1、第 2 栏相比较可以发现，平均 GDP 增速

对官员晋升或免职的影响大于各省的年 GDP 增速。这表明，长期表现对人事变动的影响要

大于短期冲击。 

除通过任职和晋升为官员在体制内提供激励机制外，以地区分权为基础的改革通过不同

渠道为各地政府进一步提供了自治权力。其中一项即为城市行政级别升级制度。在该制度中，

城市行政级别提升后政府的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大，对官员的激励作用也更加显著。实践中较

为常见的是将县升级为市（县改市）。从 1983 年至 2001 年，全国共建立 430 个县级市，其

中绝大多数是由县升格而成的。另外一种升级即是将部分地级市升级为副省级城市，升级后

的官方名称为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拥有相对较大的自治权力，并且与所在省份相对独立。

自 1984 年以来，已有 14 座城市被升级为副省级城市（Li 和 Zhou，2007）。 

通过对 1993 年至 2004 年中国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因工业化程度、人口数量及财政实

力等因素而正式提出升级要求的数据进行分析，Li（2009）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县更容易升级为市。他将此种现象解释为，中央政府将行政升级作为一



种激励机制，以此协调中央政府与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将经济表现与结构相似但未

获升级的城市，与获得升级的城市在升级之前的经济表现相对比，Shi 和 Zhou（2007）发现，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得到副省级待遇城市的人均 GDP 增速达到 9.3%，人均直接外商

投资增速为 50%，人均投资的增幅更是高达 80%。这表明，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权，与

激励机制共同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上研究结果未对潜在的逆向因果关系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除非适当考虑时间差因

素。有人也许会对上述结果做出如下置疑，如某省省长已被内定为将来在中央政府担任某要

职，因而被任命至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以显示其工作成绩。对此只能解释为将内定担任要职

的官员任命至工作难度较小的地区，以此为其将来的提升打下基础，而该官员并不是基于政

治生涯的考虑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对此问题应当进行排除逆向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然而，当我们将上述研究成果

综合分析时，便会发现逆向因果因素并不太可能存在。首先，为获得提升，省长的工作绩效

不仅需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Li 和 Zhou 的研究成果）；而且需要高于其直接前任（Chen、

Li 和 Zhou 的研究成果），这使得有关逆向因果关系的意见难以成立。其次，如果某位省长

多年来的工作绩效确实平平，那么其被免职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那么我们很难得出多年来

绩效不佳与该省长自身的工作并无关系的结论。最后，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具有长期性，

且城市的地理位置与名称属于外部因素，对此进行逆向因素关系的分析似乎也并无意义。 

3.3 中国的地区竞争与财政联邦主义之争 

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地区竞争或财政联邦主义是否在整体上有助于改善公共财

政领域的政策水平。蒂伯特的模型（1956）表明，地方政府之间的管辖竞争能够使公共物资

的分配更为有效。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条件下，维护市场的财政



联邦主义具有自我实施性，并且可以维护市场地位。其核心是因为财政联邦主义形成的承诺

机制，可以避免中央政府的过多干预，并对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形成激励作用，从而促进市场

的发展（Weingast，1995）。中国通常被视为典型的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Montinola、

钱颖一和 Weingast（MQW），1995；钱颖一和 Weingast，1997；金和辉、钱颖一和 Weingast

（JQW），2005）。 

同时有一些观点从众多方面对财政联邦主义提出置疑。首先，各地区针对资本开展管辖

竞争将导致各地税率之间出现“寻底竞争”，或导致当地公共物资提供量的减少（Keen,  

Marchand，1997）。这同时将促使当地政府运用溢出效应，将税赋及污染施加于邻近地区

（Gordon, 1983; Oates 和 Schwab, 1988），而中央政府则必须出面干预以解决上述问题

（Cumberland, 1981; Gordon, 1983; Rivlin, 1992; Wildasin, 1989）。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财政联邦主义将无法提高经济效率并有效维护市场地位（Blanchard 和 Shleifer, 

2001）。其次，地区之间针对资本进行竞争，将鼓励各地方以有损中央政府权威的方式行事，

因而财政联邦主义也无法有效维护市场地位（Cai 和 Triesman, 2004, 2006）。 

对不同国家开展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在众多国家中财政联邦主义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Fornasari、Webb 和 Zhou, 1999; Rodden, 2002; Rodden 和 Rose-Ackerman, 1997）。此外，有

理论认为且有证据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化体制既不具有自我实施能力，也不具有市场维护

功能（Wong, 1991; Cai 和 Triesman, 2006; Cui 和 Wang, 2004）。 

笔者认为，将财政联邦主义模型应用于中国具有误导性，因为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

与联邦体制具有本质的区别。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地方政府的官员由选举产生并对本地

区选民负责。然而，在中国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自上而下任命产生并对其上

级负责。显然，联邦制中被选举官员的激励机制，与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中被任命官员的激励

机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具有市场维护性的财政联邦主义，要求“权力与责任的分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具

备体制化的惯性，不因中央政府的意志而随意改变。”这一要求“为联邦体制提供了可靠的保

证，同时对中央政府权力的行使设置了界限。不仅仅必须有权力的分散化，而且这种权力分

散化不应随中央政府的意志而改变。”这是“联邦主义市场维护功能的必备要素”（MQW，

1995）。然而，在中国的宪法体制及一以贯之的政策体系下，在法理和事实上，中央政府始

终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这一权力在改革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行使（《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1982, 2004；Mertha, 2005）。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证来说明对这种具有市场维护

性的财政联邦主义规则的破坏，即中国在实行财政权力下放十余年后，又将税收权收归中央

所有。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收入却持续下降（Wang，1991），为扭转这

一状况，中央政府于 1994 年对财政权力下放的政策做出了调整（Cui 和 Wang, 2004）。随后，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由 70%降至 40%（世界银行，2002）。这表明中

央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方面并不存在任何权力制约。 

除基础体制应当具备的属性外，若使蒂伯特竞争模型能够发挥作用，还必须具备一项技

术性前提：生产要素流动性。与此类似，具有市场维护性的财政联邦主义的五项基本前提条

件之一，即是“中央政府能够支配共同市场，并确保物资与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跨地区流动”

（MQW，1995）。然而，当改革处于初期时地区竞争较为激烈，生产要素并不具备流动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生产要素逐步实现跨地区流动——而非作为改革的起点。例如，中国的劳

动力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实现流动（Whalley 和 Zhang，2004）。此外，资本的流动性

与劳动力相比更差，而且资本市场的分割状况直到今天仍然是改革当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Gordon 和 Li，2003）。虽然跨地区贸易及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发展趋势仍有待探讨，但中

国存在严重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与跨地区贸易壁垒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Young，2000； 

Naughton，2003；Bai，2004）。 



在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生产要素流动性的缺失使得地区之间无法开展管辖竞

争。在生产要素不具备流动性的情况下，公众无法“用脚投票”，因此也就不存在蒂伯特竞争。

与此类似，在具有市场维护性的财政联邦主义框架下，在没有国内共同市场与生产要素流动

性的情况下，管辖竞争无法有效发挥其激励作用（JQW，2005）。然而，研究经济发展与形

成国内共同市场孰先孰后的问题，就如同探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难有结果。因

此，以存在国内共同市场或生产要素流动性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应用于现实世

界 35。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当改革开始时生产要素高度不流动，比如在蒂伯特模型的前提条件

被破坏的情况下，各地区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此外，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不仅使地区竞争

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而且使生产要素逐步流动起来，并因此带动了国内共同市

场的形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流动性作为改革的结果出现，而非改革的前提条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得以构建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该特征

要求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仅限于财政领域。因此，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关键问题都

围绕诸如税收，以及公共物资的分配等财政政策展开。然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

所负责的工作绝不仅限于财政领域。因此，将只关注财政问题的财政联邦主义模型应用于中

国，将忽视改革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并难以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做出解释。这一观

点对处于转型期的其他经济体同样适用，至少在该国或该地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

适用的。 

4. 地区体制试验 

在中国，地区试点是中央决策层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2.2.1）。从 1978
                                                        
35 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流动性与国内共同市场都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形成；这使得人们对将财政联邦主义模型应
用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产生怀疑（Bardhan, 2002）。 



年开始，每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这一做

法很好地呼应了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句著名口号：“摸着石头过河。”在某种程度上，“石头”即

指改革措施，而首先要通过地区试点来“摸索”这些“石头”。 

由于改革举措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地方政府在试点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成不

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治政抵制带来的挑战，因为改革在变更体制的过程中会形成利

益冲突，因此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体制变更的政治经济属性会对改革的路线与策略产生

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地区改革试点被作为弱化政治抵制及降低新一轮改革不确定性的策略

性工具。地区试点如果获得成功，不仅仅可以为推广改革项目提供有用信息，而且可以为改

革提供支持并发挥示范效应。此外，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改革相比，如果地区试点失败，

不利后果也可以被限制在试点地区范围内。另外，针对某些既定措施的反对者而制定的妥协

政策或补偿方案，可以减少改革在初期阶段的所面临的反对声音。因此我们可以说，地区试

点所具有选择性价值，可以以有利于改革的方式维系某种政治平衡，从而避免部分改革措施

被弃而不用。 

然而，中国在改革进程中运用地区试点的做法比较独特，不同于前苏联及中东欧国家所

奉行的“重拳出击”策略。此外，这种策略上的差别也被用于解释中国与东欧国家改革进程的

迥然不同（McMillan 和 Naughton, 1992; Sachs 和 Woo, 1997）。其实，在 1989 年以前，中东

欧国家与前苏联一直采取地区试点的做法，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上述国家对改革进程中

的地区试点做法失去信心，并开始采取“重拳出击”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改革的

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东欧国家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并将地区试点作为必备要素。这

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在改革中成功实施地区试点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地区试点的方法在

中国取得成功，却在东欧国家失败？ 

地点试点重要的潜在价值在于减少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然而，只有当试点活动未对



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进行触动的情况下，这一潜在价值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这一点在地

区试点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尤为重要。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地区试点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

果，取决于试点组织工作如何展开，而组织工作如何展开，又取决于国民经济与政府机构的

组织形式。 

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常理，可能会有人置疑为什么市场不能在试点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然而，经过论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试点活动所必须的组织工作必须通过非市场

机制来进行，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如此（Coase, 1937; Weizman, 1972）。对于以

将中央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为目的的经济体而言，上述结论尤其适用，因为该经济体的

市场机制尚未发育完全。科斯（1992）在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表示，公司管理层的作用在

于在市场之外“进行协调”。他问道：“如果价格体系能够发挥必须的协调作用，我们为什么还

需要管理？”他对此的回答是“为使经济活动有效进行，不仅仅需要市场，还需要由适当规模

的机构在部分领域开展计划。”当该机构的规模很大时，比如跨国公司或某国政府，带来的相

关问题便是开展组织协调工作的子机构的“适当规模”，或者说是在该机构内应当由谁来对什

么进行协调。依照科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内部以不同的方式分配权力，或以不同

的方式实现权力分散化，涉及到行政体制的设计并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不同层级政府机构的

权力界限是什么？ 

在现实环境中，改革试点协调工作的成败与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为使

分析过程易于理解，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简化为模型中的各项参

数。这可以使笔者能够集中力量对组织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在第 4.2 节中，笔者再将政治

经济学问题还原至现实中的地区试点案例之中。 



4.1 地区试点的制度性基础 

对试点工作进行精心地组织与实施可以大大减少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然而，一项

改革试点经常包含有若干个子项目，如果对子项目的开展未能进行有效地协调，改革试点同

样面临失败 36。在不具备市场条件或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主

导与协调地区试点的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之所以由地方政府来主导与协调本地区的试点工作，存在诸多原因。如果换作另外一种

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主导与协调某地区的改革试点，便可以发现上述原因所在。“地方智慧”

与“地方信息”是下放式的试点优于中央主导的试点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并不掌握所有信

息；如果对当地社情、当地技术及当地政府缺乏了解，中央无法制定能够适应当地需求，且

具有可行性的具体试点计划。此外，实施改革举措也需要对当地情况进行详细的掌握。事实

上，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绝大多数的改革创意并非来自中央政府。 

由中央政府主导改革试点的另一弊端便是激励机制问题。由于手中无权，地方官员缺乏

积极性，因而不会主动去寻找并解决试点中的潜在问题。将进行改革试点的权力下放至地方

政府，地方官员便可以成为“企业家”。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地方官员在寻找市

场定位、提出创新观点以及推出新举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缺乏这种创业精神与体

制性创新，中国的改革进程将难以取得进展。 

另外一项重要因素是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便中央政府是全能的，拥有无所不

及的能力，并且也不存在对地方官员的激励问题，当改革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时，地区试点

可以有效地减少政治阻力。此外，如果试点工作是由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主导并实施

的，成功的试点结果有助于说服那些在起初心存疑虑的人们。 

然而，并非所有的治理结构都适于开展地区改革试点。此处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开展地区

                                                        
36 此处改革进程具有复合性的中心含义，与单一因素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的简单化观点相矛盾。 



试点的制度性基础。如前文中曾经讨论过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相对独立，地方政府在其管辖

范围内对经济活动起主导作用。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主导并协调地区改革试点工

作的各种权力与资源。此外，由于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较低，即便某地区的改革试点失败，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可以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钱颖一和许成钢，1993）37。 

QRX（2006； 1999, 2000, 2007）创立了一套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

如何创设条件，以减少改革中的协调问题并能够使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38。作为比较，前苏联

和东欧国家所进行的众多改革试点，由于未能处理好协调工作而归于失败。 

QRX 理论中关于协调的概念，涉及到政府在应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外部干扰因素及不

可知的突发事件时，所做出的应对与调整。在该理论中，实施某项改革可以被视为对子项目

执行的集合。每一个子项目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一项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保证这些子

项目的特征最终能够实现有机地融合与对接。对接失败即意味着经济秩序被扰乱。为使问题

得到简化，假设事先对某项改革进行了精心的规划，以确保每个子项目都能够实现匹配与对

接。然而，改革实施之后发现并非每个子项目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对部分子项目进行调整

将会影响到其他子项目的实施，进而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为进一步阐述该观点，举例如下。假设某项改革包括两个子项目：一项企业重组计划（包

括下岗裁员计划）与一项创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计划（包括为非就业人员提供保障）。企业重

组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下岗工人数量及他们的个人情况，如年龄、级别、家庭成员、居住期

限、性别、合同类型、工资待遇及历史就业情况等等。社会保障体系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工

作时间、特殊情况（如老员工）、企业类型等人员适用规则，数额、发放时间等待遇适用规

则，待遇类型（货币或非货币），以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项目管理、预算等等。如果两个子

                                                        
37 安徽与广东两省的官员认为，在相对独立的地区进行试点工作失败情况下，如果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行涉及土地制度与
经济特区的改革试点，将不会对本省的经济产生影响（详见本文 4.2 章节）。 
38 在 QRX 的理论中，中国经济结构为 M 型。此处关于地方分权专制体制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可能与合著者的观点并不一致。 



项目的具体内容无法匹配，众多下岗工人就无法获得有效补偿，他们可能会罢工抗议危害社

会秩序，进而导致改革失败。 

因此，成功的改革不仅有赖于精心的预先规划，而且需要适当的实施与协调。改革过程

中的不确定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政治层面上的抵制或者支持，以及实施过程中技术

层面的细节。如果一项改革在政治上受到众多置疑，其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加，而如果一项改

革在政治层面遭到强烈反对，无论该项改革在外界看来如何“完美”，它都将注定失败。因此，

虽然一项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在一个国家都运行良好，但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缺乏政治支持，

都难以获得成功。此外，技术层面的欠缺也会增加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中美

两国之间在语言、历史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如果将美国的案例法体系机械地移植到中国，则

会在立法技术上面临众多的不确定因素。简而言之，一项存在缺陷的改革不论如何进行组织

与实施，都无法获得成功。但如果不进行试验，人们无法在事前确定该项改革是好是坏。 

从另一方面来讲，一项好的改革也需要在组织与实施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方法。组织工

作的好坏取决于决策层所获得的信息质量。当地官员在掌握信息方面享有优势（Hayek, 

1947），因为他们可以在实地取得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对其他人来说，掌握实际情况就需要

进行沟通，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遗漏与偏差。QRX 模型假设信息传递无法做到

尽善尽美。将理论还原为现实，这一假设可以被简化为两种干扰因素：政治干扰因素与技术

干扰因素。当信息通过怀疑者或反对者进行传递时，就会出现政治干扰因素，当两名官员的

知识面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有所区别以及出现其他技术原因时，就会出现技术性干扰因

素。 

在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独立，本地官员有权对当地事务进

行组织与协调，改革试点工作只需要在当地开展。依据第一手的当地信息，无需与上级官员

进行交涉，仅在本地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可以免受来自于政治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干扰因素，试



点工作因而更容易开展。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改革试点工作具有灵活性，因而可以在试点成

功的情况下，将试点范围从某一地区（或某几个地区）推广至其他地区。如果试点失败，虽

然试点地区的经济收入将有所减少，但其他非试点地区的经济收入将不受影响。这种灵活性

可以有效削弱对改革建议的抵制声音，并鼓励对各种改革进行尝试。否则改革将无法开展。 

与此相反，在另外一种经济体制中，由某一部门负责改革工作的实施。由于部门只能发

挥辅助作用，改革的试点工作必须由中央政府进行组织与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避免

政治与技术干扰因素的出现，组织工作也极有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

其僵化性，使得地区或小规模试点工作难以取得成效。从根本上来讲，出现上述现象的体制

问题，在于某项工作由不同的职能部门负责，因此跨部门的协调工作必须通过中央政府进行。

在实施小规模试点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必须将任务分解为若干个步骤并交由不同的相关部门

负责。这种人为的复杂化不仅增加了地区改革实施过程中无谓的成本（见 QRX），而且极易

干扰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当围绕一项改革存在众多政治层面的置疑与阻力，从而使得组织协调工作难以开

展时，地方分权专制体制的优越之处就更为明显。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讨论在作为中国

改革举措中心环节的地区试点工作中，权力下放地方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 

4.2 土地改革与经济特区（SEZs）的地区试点工作 

虽然面对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抵制，但在以改革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在

土地以及经济特区领域的改革得以进行。地区改革试点的成功结果，为中央领导层形成一致

意见打下了基础，使得将改革在日后进行大规模推广成为可能。地区试点减少了改革的不确

定因素，因而改革者可以试行较具争议性的改革项目。如果试点工作取得成功，即便只是部

分成功，可以更好地说服心存疑虑的政府官员，并为改革积蓄力量与政治支持。 



中国的土地改革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其官方名称为家庭承包责任制（HRS）。有人

将这场改革评论为“对体制设计所进行一次社会试验，在该体制中以实现社会价值为中心的

制度已被以经济激励机制为中心的制度所取代”（McMilan, 1989）。在 1978 年至 1984 年进行

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期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幅高达 61%。在此期间中国农业产量增加值

的 78%来自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McMilan, 1989）。在对众多因素进行研究之后，林（1992）

将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产量增加的贡献因素，同其他改革以及投入增加等方面的贡献

因素区别开来。他认为 1978 年至 1984 年，导致农业产量增加的主导性因素是由生产队制度

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其直接贡献率为 49%。此外，种植结构由谷物向非谷物的转变

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引入称为“体制设计”略显夸张，但将其视为“一次重大的社会试

验”还是恰如其分的。在这里笔者要着重强调的是，此次重大的社会试验正是由地方政府主

导与实施的，这也正是克服土地改革过程中政治阻力与风险的方法所在。 

与中东欧国家在 1989 年之前所进行的改革，以及前苏联的改革类似，中国土地改革所

面临的政治层面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非常强大。任何走向非集体化的道路都受到严峻挑

战，与土地改革相关的任何失败都可能被保守势力加以政治利用。因此，将土地改革过程中

政治上以及技术上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对改革乃至改革者自身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在 1970 年代末，安徽、四川和广东等部分省份的官员试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地方

政府主导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一个被广为谈及的例子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当地，村委

会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对粮食产量做出约定。当时进行此项改革试点存在着巨大的风

险，因为参与 60 年代土地改革的人们在不久前刚刚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39。在当时，土地改

革与宪法相违背（根据 1978 年中国宪法），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明确禁止，此

                                                        
39 1960 年代早期，土地改革曾在中国众多地区开展，但随后遭到禁止，参与改革的官员与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迫
害。 



次会议在大量的官方文件中被视为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Kelliher, 1992; 

Naughton，1995）。根据公报精神，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代表中央政府分

别发布命令以及发表评论，以阻止任何土地改革活动的进行。邓小平在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

效前也一直保持着沉默。 

面对开展土地改革的巨大挑战与风险，当时分别担任四川省和安徽省省长职务的赵紫阳

与万里，于 1979 年决定在其管辖范围内的部分县试行不同的土地承包方案。据曾于 1983

年至 199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回忆，当涂县成为万里 1979 年选定进行改革试点的诸

县之一，当地约 17%的农户参加了土地承包试点 40。所有土地改革试点的组织与协调工作都

是由当地政府进行的。 

1980 年，由于地区试点工作取得成功，万里和赵紫阳向中央汇报，要求将改革试点推

广至全国更多的地区。受到试点成功的鼓舞，1980 年底中央政府决定将土地改革试点的成

功经验向全国推广。赵紫阳和万里也因此被分别提升为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主持在全国范

围内的改革试点工作（Tian，2008）。在此之后，土地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至

1981 年约有 45%的农户参与了此项改革。至第二年参与率达到 80%，至 1984 年达到 99%

（Lin，1992）。随后，随着众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农业总体改革和土地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

深化和巩固。这些改革措施也都是基于地区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而制定的 41。 

与此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在中国改革处于起步时期时，苏联的农业生产由中央政府通过

各部（农业部，贸易部，谷物生产部，拖拉机及农用机械部，食品工业部，农村建设部，肥

料、土地开垦及水资源部，水果及蔬菜生产部，等等）进行组织与协调。对农业生产进行投

入、组织生产活动、仓储、运输及道路基础设施等工作都由不同的部门负责，而集体农庄与
                                                        
40 类似的改革试点工作曾于 1978 年在广东省省长席仲勋的领导下在该省展开，但迫于中央保守势力的政治压力而停止（蔡，
2008）。 
41 虽然农户对承包土地享有收益权及部分处置权，但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掌握在当地官员手中。因此，
中国农村可耕土地中的大部分仍为部分集体所有。Jacoby、 Li 和 Rozelle（2002）认为这种部分私有化会影响土地的使用效率，
但同时认为这种影响比较有限。 



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因此在缺乏所有相关部门支持的情况下很难开展改革试点。1989

年，戈尔巴乔夫启动了全面的农业改革并将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其中。在此次改革中，农民可

以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协议。虽然改革目标与中国类似，但农户遇到了严重的组织与协调问题。

因此，具体实施过程中问题层出，例如由于生产、运输及仓储单位协调不畅，在仓储、运输

及粮食处理环节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Wädekin, 1992）。 

中国改革另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便是经济特区的发展，以及随后出现的境外直接投资

的迅猛增长。1978 年时，中国直接接收的境外投资几乎为零，对外贸易额与外汇储备也可

以忽略不计。但归功于近三十年来的特区改革，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

目的地国之一，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贸易额也越居世界前列。从表 2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初的

1985 年，37%的境外直接投资落户于经济特区，而全国出口的 89%来自经济特区。至 2005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国，仍有 93%的投资落户经济特区，特区

出口额在全国的占比为 93%。毫不夸张地说，是经济特区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居世界首位，

并成为美国与欧盟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因此，在中国众多的改革举措中，经济特区对全球经

济的直接影响最为巨大。 

 

表 3 经济特区对境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额的影响 

年份 经济特区数量 
全国出口额 
（百万美元） 

经济特区出口额 
（百万美元） 

经济特区占比 
全国接收境外
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经济特区接收
境外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经济特区占比 

1980 4 18119 278 1.5% 145 51 34.9% 

1985 77 27350 24327 89.0% 1956 728 37.2% 

1990 290 62091 44602 71.8% 3487 2551 73.2% 

1995 341 148780 124692 83.8% 37521 33694 89.8% 

2000 341 249203 228779 91.8% 40715 38796 95.3% 

2005 342 761953 709373 93.1% 60325 56397 93.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06；《中国农村 40 年》；《中国分省统计年鉴》1996-2006；

中国国务院有关文件。 

 



虽然依一般观点来看，为促进贸易和吸引投资而设立经济特区是明智之举，但在改革初

期倡议并实施此项改革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来自政坛的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向境外企业和

跨国公司出租土地的做法无异于“卖国”行为。确实，这一改革在当时并不符合宪法规定。如

果改革者必须与中央决策层或者宪法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这样的政治风险显然是他们无法承

受的。因此，那些致力于吸引境外投资的改革者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以及众

多的不确定因素。此外，在宪法和党章未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做出规定的情况下，如何说服境

外投资者进行投资？在中央与地方的进出口活动都由政府机构把持的情况下，境内外企业如

何发展贸易密集型产业？ 

面对诸多的不利因素，中央领导层在是否推进改革的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Cai，2008； 

Zhao，2009），最终由地方政府主导并试点了经济特区改革以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型产业。

开展地区试点的策略在应对接踵而至的困难与不确定因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档案

文献（Cai，2008），最初由广东省官员于 1979 年提出建议开展吸引外资的城市试点工作，

建议授权深圳市与珠海市作为试点城市，在试点成功的情况下，其他城市相继开展类似试点。

试点的一项主要内容即是为吸引外资，试行建立新的行政与立法体制，具体内容由各城市政

府负责实施。此外，建议要求赋予各地更大的自治权，尤其是事关地区试点工作的决策权。 

经济特区的改革试点受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高度怀疑（Zeng，1984）。中央政府及党内

曾对设立经济特区的必要性、特区的性质以及特区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42。作为妥

协，国务院最终于 1979 年批准在 4 个边远城市开展小规模试点（1979 年中央政府第 50 号

通知，中发（1979）50）。 

在批准进行经济特区试点的同时，中央政府赋予广东省政府及试点城市政府在地区规

划、企业管理及吸引外资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力。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

                                                        
42 中共要员陈云曾对经济特区表示怀疑。设立经济特区被视为“租借领土”甚至是“卖国”行为，是对半殖民时代的复辟。其他一
些反对观点认为经济特区将加剧不平等现象（Zhao，2009）。 



于在广东省和福建省设立 4 个经济特区的提案，并通过了第一部关于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是第一部只涉及某一地区的法律文件，其起草过程得到了来自

中央政府的法律专家的协助（Cai，2008）。当试点工作扩展至其他省份时，该条例进行修改

后同样在当地得到适用。 

由于第一批特区试点取得了成功，中央政府于 1984 年同意在另外 14 座城市开展经济特

区试点，并于 1985 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口额与境外直接投资的

快速增长证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反对特区的声音得到平息，鼓励经济特区的发展已

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项既定政策。至 1992 年，广义上的经济特区已包括了内地所有的省会

城市和自治区首府、15 个自由贸易区、32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3 个高新技术工业园

区、15 个保税区以及 14 个边境贸易与合作区。 

小规模地区试点，如家庭承包责任制与经济特区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在试点推广至本

地之前，非试点地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两种体制并存，即在改革过程中存在试点

与非试点，或称为改革与非改革的现象有时被称为“双轨制”。双轨制一词曾被用来形容小规

模或者大范围的改革试点，在此类试点工作中所有地区都试行某项改革，但同时会将原体制

保留一段时间。关于全面试点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最重要的优势在于，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通过保留原有体制以减少利益受损者的数量，进而减少推进改革项目的阻

力（刘遵义、钱颖一和 Roland, 2000）。然而，要想发挥双轨制的优势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

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执行力较弱，强势利益群体可以在交易中通过低买高卖的方法侵吞资

源，双轨制则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Che 和 Facchini, 2007）。因此，如想提高双轨制效率，

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制能力至关重要。 

除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外，在过去 30 年中几乎所有由中央政府发起的重要改革

也都是通过地区试点来进行实施与推广的，如国有经济改革（Heilmann，2008）。1990 年代



中期的破产改革最能说明这一现象。虽然中央高层一致同意通过实施破产法，来实现国有企

业的大规模重组，但未能就具体实施方案达成统一。1994 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工作重点及

总体方法等指导性意见，鼓励地方政府开展试点创新，以解决债务重组、合并、关停及职工

安置等问题。中央共确定 18 座城市“在对资不抵债工业企业职工进行安置的过程中试行新方

法”。所有试点城市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所有相关方面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如划拨土地使用权

及安置下岗工人等等（Heilmann, 2008）。此项改革于 2005 年左右结束。 

4.3 试点工作中的激励机制 

在中央决策层就改革问题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地区试点是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之一。

对开展试点的地方官员来说，试点工作充满风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因素。此

外，开展改革试点经常需要地方官员发挥主观能动，并为应对突发事件付出大量努力。如果

缺乏解决问题的积极性，试点将难以成功。因此，除之前讨论的前提条件外，设立适当的激

励机制对引导地方官员开展试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43。 

对于由中央政府发起的地区改革试点，为试点地区官员设立激励机制的问题相对比较简

单，通常中央政府都会对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给予优厚的补偿（Heilmann，2008）。然而，

对于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改革试点，激励机制的问题则比较微妙。以地区竞争为基础的晋升体

制成为促使各地政府在试点工作中不断开拓创新的机制之一。在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地方

官员由任命产生，发起并成功实施地区试点工作就可能意味着得到提升。因此，虽然试点工

作充满风险与外部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创造了超越甚至领导他人的机遇，也就是可能得到非

常规的提升。也就是说，与晋升相关联的优势与外部不利诱因进行了抵消。 

除试点成本外，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决定试点什么以及由谁来实施。地方政府被

                                                        
43 在 Tiebout 创建的联邦体制中，官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外部因素导致的价值弱化效应使得地方官员受到反方向激励，因而几乎
不会开展试点工作（Gordon, 1983; Cai, Triesman, 2005）。 



赋予控制当地经济事务的权力，这种下放式的权力结构使众多地方官僚机构转变为极具开拓

创新精神的行政部门。地方官员在抓机遇促改革方面非常积极。如果在某人发起某项改革试

点之后，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即意味着试点取得了成功，而因此获得提升的机率也大大增加。

意识到这一点，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官员便会积极主动地发起改革试点，即便有时可能

会承担一些风险。也就是说，作为外部因素的地区试点可以内化到集权式的人事管理体制之

中。上文中谈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及经济特区改革是对这一内化过程的最好印证。在上述例

子中，家庭承包责任制与经济特区改革在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同并被全国所效仿后，这些改革

的先驱者们均被重新委以重任。 

此外，在改革年代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较发达城市的官员任命为该城市所在省的主要

负责人，因为许多试点项目已在该城市进行过，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Chien 和 Zhao

（2007）收集的资料显示，19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共有 3 名苏州市前负责人分别被提拔

为江苏、陕西和吉林省省长；1 名深圳市前市长被任命为湖南省省长，1 名温州市市长被任

命为四川省省长。上述 3 座城市曾经自主发起过众多改革项目，并成为改革推进最为成功的

城市。 

对 1978 年至 2005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 diff-in-diff 方法对

被调任和未被调任的省长，以及调任前和调任后的省长进行比较，许成钢（2007）发现，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地区的省长调任可以使 GDP 增速增加 1%。从 1992 年至 2005

年，这一增幅已提高至 2%。通过构建 1978 年至 2004 年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数据模

型，运用相同的方法，Zhao 和 Gao（2007）发现，1990 年至 2004 年，跨地区的省长调任对

当地 GDP 增速影响巨大。 



5. 重大改革中的地区竞争与地区试点 

本章将对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改革举措进行讨论。进行此

项讨论目的有二。第一，需要了解这些改革运行的机制。第二，对于上文讨论的地区竞争与

地区试点机制，这些改革都可以作为具体例证。 

5.1 乡镇企业（TVEs）与非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及快速增长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 44。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之快以

至于国有经济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在未对国有经济进行通常意义上的私有化的情况下，比如

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由 1978 年的 78%下降至 1991 年的 53%。直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一直主要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存在。1990 年代初，乡镇企

业的产值占到非国有经济总量的五分之四。1981 年至 1990 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年均增

长 28.1%，而国有经济同期增幅仅为 7.7%。作为比较，1979 年至 1991 年，中国GDP的年均

增速为 8.7%。此外，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显著高于国有经济的同期水平（Xu，1995）。 

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在中国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为便于理解

这一点，需要先对乡镇企业的结构进行分析。典型的乡镇企业是位于乡镇或村庄的集体所有

制企业，乡镇或村庄中所有参与企业“设立”的人员对该企业享有集体所有权。乡镇政府或村

民委员会作为社区成员的“代表”，在事实上对位于该社区的乡镇企业行使所有权。此外，对

乡镇企业所有权的界定也比较模糊。以“通常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乡镇企业在治理方面的先

天不足应当导致生产效率较低。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使经济学研究受到了挑

战（Weitzman 和 Xu，1994），1990 年代中期之前的情况尤其如此。 

学界对此作出了数种解释，其中多数的关注焦点为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

                                                        
44 在某种程度上，匈牙利、波兰和越南等转型期经济体也具有这一特征，其经济发展状况好于其他转型期经济体。 



色。由于地区竞争而产生的激励效应可以被视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在体制层面的原因。此外，

相对封闭的地区经济环境也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乡镇企业可以生产范围广泛的产

品以满足当地需求，当地也可以为乡镇企业提供丰富的半成品作为生产原村料。同一地区的

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技术与管理经济的交流（Xu 和 Zhuang，1998）。 

考虑到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可以对乡镇企业进行有效地治理，在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较

弱或者根本没有的情况下，多数理论研究都对乡镇企业的第二大优势进行了强调（Oi, 1999; 

Li，1996）。Chang 和 Wang（1994）认为，将乡镇企业的控制权赋予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可以

提高效率，因为当地政府手中握有资源，而当地居民则不具备该条件。Che 和 Qian（1998）

则认为，允许当地政府控制乡镇企业，是在缺乏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国家可能对财产进行征

收的情况下的一种应对措施。他们认为，当企业由国家直接拥有时，由于企业管理者无法隐

瞒收入，因而企业的全部收入都将由国家支配。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管理者缺乏积极性。然

而，在私有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管理者将设法隐瞒收入以避免被国

家征收，同样会对企业效率造成影响。作为比较，当企业由当地政府所有时，该企业被国家

征收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该企业的部分收入可以被用来满足当地的民生需求，既为国家分担

了责任又增强了企业的创收能力。考虑到乡镇企业在为当地政府提供收入中的重要作用，

Naughton（1994）认为，在资产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是当地政府利用其控制下的

土地创收开源的重要工具。 

除当地政府的作用外，Weitzman 和 Xu（1994）还集中讨论了乡镇企业在体制上所具有

的非正式性，例如乡镇企业与政府、乡镇企业与雇员以及乡镇企业之间存在较为模糊的合同

关系。他们推测在这种非正式的体制背后，当地的乡土文化或社会规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做出这一解释的前提事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境内移民数量很少，绝大多数乡镇

企业雇员、管理者以及乡镇政府官员都世代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在一定条件下，社区成员之



间的长期互动关系（无限重复的迭代关系），有助于在本社区内形成类似于乡镇企业组织形

式的社会规范。与此相对，国有企业并不是以乡村等自然社区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很

多具有乡镇企业特色的制度并不适用于国有企业。这一推测与关于社会规范的重复演化博弈

论（Axelrod, 1984; Fudenberg, Maskin, 2008）不谋而合，并且与关于社会规范、文化及人类

行为学的理论密切相关。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也解释了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地区不平

衡问题，其中包括在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大发展中强大的非正式体制（Xu 和 Zhang，2009），

而这一大发展的过程展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历程的多样化。 

上述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将乡镇企业视为过渡性产物。因此，如果私有财产受到有

效保护，如果资产市场得到发展，或如果出现大规模移民，乡镇企业的优势将逐渐消失。的

确，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制订并完善了有关财产保护及

合同的法律法规（Clarke、Murrell和Whiting, 2006）。此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资

产市场逐步发展起来，国内移民数量也逐年递增。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雇员

及管理者成为农民工，并且随着这一趋势的出现，乡镇企业的治理模式也开始改变 45。根据

于 1994 年在 4 个省份收集到的数十个村镇的数据资料，Chen和Rozelle（1999）认为，当市

场处于欠发达阶段时，当地政府官员可以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获得较多的好处，比如可以获

得紧俏的商品与服务，并因此可以抵消部分官僚体制带来的低效率。但当市场发展成熟时，

这一优势不再存在。作为结果，企业管理者得到更多激励措施、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剩余

利润。与以上观点所论证的一样，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实现私有化

（Kung, Lin，2007；Park, Shen，2003；Li，2003），而此次私有化又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力

（McCall, Wang, 2003；Li, Rozelle, 2004）。 

虽然乡镇企业已不再兴盛，但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财富与治理模式

                                                        
45 在演化博弈论的术语中，经常会有突变事件入侵并破坏博弈的战略平衡。 



具有传承性。乡镇企业的重要运行机制，如当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密切参与以及非正式的运

营方式，仍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作用，并对中国创业精神的崛起具有深远的影响。乡

镇企业之后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沿海省份大量小型企业的出现及快速发展。 

随着小型专业化生产企业的大量涌现，中国的许多乡镇已成为某一商品的全国或“世界

工厂”。正是这些乡镇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比如，大唐镇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一

的袜子；全世界 40%的领带由嵊州生产；中国产服装的钮扣有 70%来自桥头镇；菘厦镇每

年生产 3 亿 5 千万只伞；中国产羊绒衫的 60%来自濮院镇，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羊绒衫

生产国（Xu 和 Zhang，2009）。 

在典型的产业聚集区内，会有上千家家族式的小型专业化生产企业，它们在基础设施和

政策方面得到当地乡镇政府的支持。聚集区内的小型企业紧密协调，就像同一家企业中的不

同车间，但同时也会在市场上开展激烈竞争。这些小型专业化企业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如松

散的合同关系联系起来，每一件产品都由众多的专业化企业共同生产。企业及中介之间大量

的互动活动有助于降低监督与执行的成本。乡镇政府对于数以千计的小型企业的日常生产活

动并不直接参与，而是对产业聚集区整体的以及长远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 46。扩大范围来看，

乡镇企业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展现的开拓精神，在后乡镇企业时代

依然存在。虽然乡镇政府对众多的小型企业并不享有所有权，除拥有大部分土地和部分房屋

外，也并不参与其日常经济活动，但却对产业聚集区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政府向企业提供

基础设施、保护企业财产、进行产品质量管理、开展员工培训并制定具有导向性的优惠政策，

等等。 

这使得乡镇政府类似于大型联合企业的管理层。此外，从这些小型专业化的私有企业之

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它们的行为更像是同一家企业内部的不同车间，而不是市场上的独立主

                                                        
46 以全球最大的羊绒衫生产中心濮院镇（位于浙江省）为例。在当地镇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产业聚集区内共有 6 千多个高度专
业化的家庭生产企业和 3 个多个贸易商铺。 



体（Xu 和 Zhang，2009）。 

乡镇企业以及随后的产业聚集区的发展演化历程，是企业家以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地

方政府官员，针对财产保护法律缺位、合同履行难以及信用体系不健全等不利因素作出的制

度性回应。当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得到改善时，企业的组织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

个分权化的环境中，那些不具有适应能力的组织形式将在竞争中被逐步淘汰，但在这之前却

无法对企业的最佳演化之路做出准确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以试点为依据进行决策就显得非

常重要。总之，乡镇企业及其之后发展道路的成功得益于权力的分散化，为克服不利因素引

入体制创新并使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5.2 国有经济改革：由中央发起的地区试点 

与其他处于转型阶段的经济体类似，中国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也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因此

国有经济的改革成为重中之重。但与其他处于转型阶段的经济体有所区别的是，绝大多数的

中国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所有”。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动力一直来自于地区竞争与地区试点。

理论界对早期国企改革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个方面涉及到国企负责人的选任

问题。在实现私有化之前（下文将讨论），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负责国企负责人的选任。

考虑到地区竞争的压力以及本地国企对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官员在选任国企负责人

时通常会以其工作表现作为重要标准（Groves、 Hong、McMillan 和 Naughton，下文中简

称为 GHMN，1995）。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早期国企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GHMN，1994； 

Zhuang 和 Xu, 1996）。 

由于各地国企由地方政府所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地区的国有经济就像是由国家

运营的大型联合企业，而当地政府即是该企业的管理机构（Oi, 1999），在多数市县和乡镇情

况尤其如此。地方政府充当着大型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选任管理人员、作出晋升或降职的



决定，并对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进行跟踪和考评。为应对地区竞争，以及在中央政府有关改革

的指导意见的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多种“经营责任制”进行了试点，对企业负责人委以更多的

决策权，并将员工的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相挂钩。 

通过对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GHMN（1994, 1995）和 Li（1997）对 1980 年代部

分重点国企的改革试点进行了评估。在该数据样本中，超过 80%的国企负责人由地方政府

任命，他们的升降去留也由其行政上级通过绩效评估来决定。在 1980 年代，部分地区开展

了国企改革试点，效仿农业改革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试点中负责人被赋予了更多

的权力。在该样本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绝大多数国企改革中都引入了上述管理制度，

至 1988 年已成为普遍模式。自主经营权扩大后，企业可以将经营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进行

提留，用于为职工发放奖金、提高福利待遇以及企业再投资等等。与县或乡镇政府官员签订

的绩效合同类似，很多地区对国企负责人绩效责任合同进行了试点。合同对经营利润、再投

资及薪酬结构等绩效指标进行了明确。GHMN 样本中绝大多数国企负责人都签订了此类合

同。GHMN（1994）研究了国企负责人对自主经营权扩大的反应，以及对企业生产效率的

影响，发现在生产经营权扩大及利润提留比例提高的情况下，国企增加了奖金发放的频率并

雇用了更多的固定期限合同工。此外，得到强化的激励机制直接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外一项重要的国企改革试点便是经营权拍卖制度。GHMN 样本中约 14%的国企负责

人是通过拍卖形式选任的。这一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达到顶峰，1987 年和 1988 年两年

的国企经营权拍卖量占到 GHMN 样本中总量的 57.4%。由于这一拍卖制度属于地区试点，

各地的具体操作程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讲，是由地方政府将下属的国企挂牌拍卖，竞标中

最为重要的内容即是关于短期内盈利水平的承诺。在多数情况下，竞标人还会对企业再投资

等事项作出承诺。作为国企所有人，地方政府随后依据盈利承诺及提交的经营计划等确定中

标人。随后中标人会签订一份经营合同，在通常情况下还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



无法完成承诺的盈利水平将丧失保证金。 

GHMN 对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国有经济领域中的经理人市场一直处于活跃

状态，因此国企负责人会频繁变换工作岗位。他们发现，前任企业负责人的提升或降职，以

及后任负责人的任命，均可通过所对应企业的绩效情况作出部分解释。此外，他们还发现国

企负责人的总体薪酬情况与企业盈利水平成正相关。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1986 年至 1990

年，国有企业的人均产值增幅为 67%（以固定价格计算）。 

Li（1997）对 GHMN 关于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研究

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激励机制的改革、生产要

素的分配以及产品的市场竞争。他发现 1980 年至 1989 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国企产值增

长的贡献率为 73%。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幅中的 87%得益于激励机制的

改进、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更为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通过对国家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

得出类似的结论，说明上述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Jefferson et al, 1996）。 

然而，早期的国企改革未能解决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生产效率有所提

高，但在面对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并在众多市场中失去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国有经济

在 1990 年代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国有经济的亏损状况从 1993 年开始恶化，并在 1998 年

跌至谷底，净亏损额达到 2850 亿元人民币（表 4），政府不断注资以维持国有经济的生存 47。

国有经济创纪录的亏损额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巨额的不良贷款。这是软性预算约束危害

效应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在中央计划经济和转型期经济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 48。严重的软

                                                        
47 GHMN（1994,1995）研究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针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并未得到加强。JQW 在研究 1980 年至 1993 年中央
与各省政府试行的“财政合同制”的中，发现中央政府无法保持合同约束性，总会在预算外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 
48 虽然乡镇企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并且很多乡镇企业担负着社区就业及社会保险等政策性负担，但在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
业在 1989 年走向破产前，并未受到软性预算约束问题的困扰。这是由于乡镇政府及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基层单位，仅掌握非
常有限的可供支配的财政资源。此外，法律也限制它们接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与信贷支持。以上诸多限制使得当地政府
无法对出现亏损的乡镇企业施以援手（Qian and Xu, 1993）。另外，由于当地政府财力有限，注资以维持亏损企业的生存也要付
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在地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机会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导致当地政府不愿出资救援面临倒闭的乡镇企业
（Qian and Roland, 1998）。 



性预算问题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使人们开始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甚至是生

存能力表示担忧。软性预算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缺乏让产生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的决心

（Kornai, 1980, 1992; Maskin和Xu, 2001; Kornai、Maskin和Roland, 2003）49。加强预算约束

的关键在于使国企破产成为可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破产改革与私有化（将在 5.3

中讨论）的进行，预算约束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国有经济从 2000 年开始实现扭亏为

盈（表 4）。此次改革的成效使众多专家大为吃惊 50。与其他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一样，对

中国来说加强预算的约束性并进行破产改革，其难度的确非常之大。由于国企负债与银行系

统之间，以及国企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过于激进的破产改革或国企重组可

能导致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以及银行倒闭现象（Booth, 2004; Heilmann, 2008）。此外，国有

企业还存在着众多诸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性负担（Lin、Cai and Zhou, 1998），国家有义

务对因政策性负担而产生的亏损负责，并出资以维持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的生存（Lin and 

Tan, 1999）51。 

表 4 国有经济的亏损及人员下岗情况，1991-2005 

 亏损额（10 亿） 盈利额（10 亿） 下岗人数（百万） 净利润（10 亿） 

1991 92.59 74.5  -18.1 

1992 75.68 95.5  19.8 

1993 46.94 166.7  119.6 

1994 62.45 160.8  98.4 

1995 80.21 147.0  66.8 

1996 112.7 87.7 5.42 -25.0 

1997 142.09 54.0 6.34 -88.1 

                                                        
49 1993 至 1995 年期间，伴随国有企业的亏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信贷权力下放而导致的货币政策失控被认为是主要
原因（Wang, 1991; Huang, 1996）。Brandt 和 Zhu（2000）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面对来自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央政府需要
依靠国有企业保持就业和投资，因此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向国有经济提供财政补贴。这不仅使国有经济领域的预算失去约
束力而且导致了通货膨胀产生。 
50 在当时，部分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如 Nicolas Lardy，认为在数量和总额上持续增长的不良贷款将导致中国金融系统出现崩
溃，并引发经济灾难。 
51 依此逻辑，Lin 和 Li（2007）认为，即便私有化也无法解决软性预算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私有企业也存在政策性负担，那么
在发挥同样的政策性功能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与私有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就需要政府提供比国企更多的预算外补贴。 



1998 306.65 21.4 5.95 -285.3 

1999 214.49 114.6 6.53 -99.9 

2000 184.6 283.4 6.57 98.8 

2001 199.36 281.1 5.15 81.8 

2002 180.25 378.6 4.10 198.4 

2003 281.98 476.9 2.60 195.0 

2004 303.06 736.9 1.53 433.8 

2005 331.39 958.0 0.61 626.6 

资源来源：《中国财政年鉴》1996-2006；《中国会计年鉴》1995-2005；《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6；《中国劳动经济年

鉴》1997,1998 

亏损：国有经济亏损总额；盈利：盈利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人员下岗：国有经济下岗职工累计总数。 

 

从 1986 年版到 2006 年最终版本，破产法在起草、修改及最终审议过程中始终存在严重

争议（Booth, 2004）52。如同在面临困难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其他重大改革时一样，中

国的破产改革也是由中央政府发起并通过地区试点逐渐开展的。在解决国企破产带来的社会

与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地区试点为中央政府在政策探讨、决策及法律草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Heilmann，2008）。 

中国破产改革中最有争议的政治和法律议题之一是谁在资产清算中应该受到优先保护。

应该优先保护债权人（国家银行等政府资产）或是员工（可能导致社会动荡）（Heilmann, 

2008）？1986 年通过的第一部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企业业破产法（试行）》更倾向于

保护债权人。但这部法律并没有在全国范围执行，而是仅仅作为指导中央授权的地方试点的

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很大程度的偏离。为了防止出现社会

问题，地方政府处理企业破产时的行政措施一般有利于保护员工利益（Heilmann, 2008）。改

革进展相当之慢，在 1989 年与 1993 年之间，全国只有 1150 起破产案例。 

随着国有企业债务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迅速攀升，破产改革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最为

急迫的问题。中央政府发起了新的几轮地方破产试验。国务院 1994 年下发通知，在 18 个城

市进行新破产程序的试点工作。2 年后，新兼并和破产程序在 56 个城市进行试点。翌年，

                                                        
52 争议集中于破产过程中的国有资产保护、将社会及经济影响保持在一定范围、失业下岗人员安置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建立
（退休金、医疗保险、住房等等）等问题。 



国务院在 117 个城市开展了兼并、破产和再就业程序的试点工作。在重组和破产改革的高峰

期，从 1996 年到 2001 年，全国每年有超过 500 万或 600 万的国有企业员工相对平静地下岗

（表 4）。2002 年和 2004 年版的破产法总结了地方试点的经验，把对员工的保护置于债权人

权益之前；由地方政府负责为破产企业员工提供赔偿。结果，国有部门实现了重要转型，从

1998 年亏损 2850 亿元人民币到 2000 年盈利 990 亿元人民币，到了 2005 年盈利已高达 6270

亿元人民币，此时破产和下岗问题已经少的可以忽略不计（表 4）。国有企业在上述时期的

生产力也大幅提高 （Brandt、Hsieh和Zhu,2008; Jefferson、Rawski和Zhang，2008）53。 

基于试点的破产改革进程有助于“掩盖和控制阻碍立法的基本政治－意识形态争议。超

过 23 年的政策试验使得基本的优先保护顺序得以进行数次调整，从而有助于避免公开政策

冲突。”（Heilmann, 2008）因为破产改革由地方政府推行，出台的法律也是“省级”法规，法院

的正规破产程序发挥的作用较小。在对公司进行重组时通常实行的是各种灵活、不一致但是

影响较小的政策，这些政策都经过地方试点（Heilmann, 2008）。直到改革试点结束而且破产

案例大幅下降时，《破产法》（2006）的最终版本才得以通过。然而，该法的最终版回到了优

先保护债权人，没有保留那些在债权人之前优先保护员工的政策。 

5.3 私有化：地方发起的试验 

尽管还没有实证研究对致使国有部门扭亏为盈的因素进行分解，但是这一成就在很大程

度上可能可以归功于有效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中，大部分亏损企业转为私有。与其他转轨

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在转轨初期就推进私有化，而因为意识形态

和政治原因，在中国私有化过去是、现在仍是高度争议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尽可能推迟

                                                        
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等） （Heilmann, 2008） 
53 当然，由于很多措施是在同一时期实施的，比如私有化、下岗、公司治理改革、市场竞争、大规模的外

商直接投资和调低利率，研究者很难找出特定的改革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

能力。 



私有化。而且，中国私有化进程并不是基于理性设计，而是现有制度内政治博弈的结果。因

为这一推延，当中国开始推行私有化时，尽管国有部门存在亏损、债务问题严重，但是国民

经济整体而言情况不差，开展私有化改革的条件比其他所有转轨经济体都要完备。私营部门

已经在国民经济中超过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已经大部分取代了计划，包括产品、

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才市场等。而且，前期改革带来的国有部门生产力提升（如 5.2 节的

讨论）对成功转轨也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国的私有化是在各地竞争经济增长速度

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自主推进的。如果此举妨碍地区发展，他们将倾向于不推进私有化。因

此，在所有转轨经济体中，中国是极少的没有遭遇衰退的国家，而中东欧－前苏联国家在推

进私有化过程中则遇到了这一问题 （Estrin, Hanousek, Kočenda and Svejnar, 2009; 此后缩写

为 EHKS）。相反，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着高增长率。 

私有化曾被官方禁止，实际上直到 1990 年代后期中央政府才开始鼓励私有化。不过，

因为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为地方“所有”，加之地方政府面临的巨大压力，在 1990 年代中期前

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尝试在没有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偷偷

地推进事实上的私有化。甚至在 1990 年代末，是否以及如何在辖区内推行私有化仍由地方

政府决定（Garnaut、Song、Tenev和 Yao, 2005; Gan、Guo 和Xu, 2009, 此后缩写为GGX）。

而且，甚至在那个时候，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私有化还是以伪装的方式进行，比如在

汉语中“私有化”被官方掩饰为“改制”（Garnaut等人, 2005）。然而，在 2005 年，年营业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约为 620,000 美元）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约三分之二已被私有化，

2005 年私有化过程中涉及的资产总价值约为 11.4 万亿人民币（或 1.63 万亿美元）（Guo、

Gan 和 Xu, 2008）54。因为时间较近和数据缺乏，有关中国私有化问题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EHKS）。 

                                                        
54 基于 2005 年开展的针对所有中国工业企业的一次全国随机调查数据。 



1980 年代后期，很多城市尝试了一种后来导致私有化的改革，那就是国有企业出租。

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向地方政府交纳固定比例的利润来承租企业。这一改革逐渐导

致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因为经过数年的出租之后，管理者的股份可能超过地方政府（即“国

家股东”）的份额。另一个后来有助于推进私有化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公司化改制。尽管官方而

言公司化改制仅限于国有企业之间交换股份，但是在部分城市也允许私人持股。第一次被报

道出来的例子发生在 1980 年代末的广州，当时部分国有企业的员工购买了所在企业相当多

的股份。在严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下，为了控制私有化的风险，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

主要私有化战略是将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股份卖给员工。这是因为员工持股在政治和意识形

态上争议最小。 

与破产改革的情况类似，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国有部门 1990 年代累

计的巨额债务。但是，与破产改革由中央政府推动截然不同，私有化由地方政府发起。山东

诸城是首先进行地方私有化试验的城市之一。1992 年，该市超过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都处

于亏损状态，亏损额相当于该市愈 18 个月的财政收入总和。该市政府将很多国有企业卖给

了员工。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广东顺德市政府。顺德市政府 1992 年将大部分国有和

集体所有企业私有化时也遭遇了严重的债务问题（Garnaut 等人, 2005）。 

由于地方私有化试点获得成功以及国有部门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分几个

步骤逐渐被中央政府接受，从“容忍”政策到主动就私有化提出指导原则 55。最后，中共十五

大（1997 年）开了绿灯，将地方国有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这意味着中央已

经授权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大部分为地方政府）自主尝试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任何措

施，虽然这从未被具体阐明。随着这一重大变化，私有化的范围在 1997 年后逐渐扩大。 

                                                        
55 1993 年，中共十四大三中全会支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批准发展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尽

管关于私有化的大部分政治限制仍然存在，这为地方私有化试验创造了更宽容的环境。1995 年，中央政府

宣布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国家只控制战略行业的几百个大型国有企业，让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当地的

国有企业。 



中国各地在私有化试验中采取了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包括私有化股票发行（SIP）、与外

资企业合资、管理层收购（MBO）和向外界出售。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使得所有权向私人集

中，约半数的改制企业是通过管理层收购等方式出售给经理人员的，这极大地改善了公司治

理，提升了企业业绩（GGX）。 

并不是每一种私有化方式都是有效的。GGX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次随机抽查调查，将

企业区分为私有化和没有私有化的企业，分析已私有化企业私有化前后的表现。结果显示，

在所有的私有化方式中，只有管理层收购对重组、公司治理和业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管理

层收购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私有化后政府从企业中退出。这就是说，收购企业后，企业的

股东－经理变成他们自己企业的决策者，可以自主决定雇工、下岗、工资、赔偿、生产、市

场和投资等议题。而且，管理层收购公司的重组比其他私有化公司进行的更为深入。因此，

管理层收购对提升企业业绩有明显的正面影响 5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通过其他方式私有

化的企业中，政府仍保持很强的控制力，这些私有化战略未能提升企业业绩（GGX）。 

由特定的地方政府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推进私有化。那些金融体系较强和/或对减少劳动

岗位忧虑较小的城市往往选择管理层收购，比如宁波、温州、杭州、常州和无锡等快速发展

的沿海城市。同时，非管理层收购的方式主要在金融体系较弱、国有部门集中的城市得到应

用，比如长春、锦州、邯郸和西安等重工业城市（GGX）。 

私有化的进程显示了地方试点对推进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情况，我

们必须指出中央政府从来不喜欢管理层收购。事实上，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的大众传媒对管

理层收购怀有敌意。但是，中央政府支持的主要所有制改革，比如私有化股票发行，未能提

                                                        
56 在没有区分管理层收购和非管理层收购的情况下，通过考察 1994 年到 1999 年之间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状况，Jefferson 等人 （2005）发现，私有化提升了生产力和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同样，基于从

一个城市收集的企业数据，Dong, Putterman 和 Unel （2006）发现，私有化大幅提升了城市企

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升国有企业的业绩 57。 

5.4 地方分权对增长的影响 

 

开展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

如何测量地方分权。中国的地方分权涵盖的内容比简单的财政分权宽泛的多，但是如何对地

方分权非财政的部分进行数据测量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另外，地方分权仅仅描述了中国

地方分权专制体制运作的一个部分。地方试验和地区竞争的有效性经常建立在中央控制的有

效性这一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是这一体制的重要部分。除了文献中存在的概念和

理论问题外，缺乏有关广义分权的数据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以上困难，大部

分有关地方分权对增长影响的经验文献都仅限于财政分权。 

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此后缩写为 LL）以及金和辉、钱颖一和温加斯特（2005，此

后缩写为 JQW）研究发现，财权分权总体上有利于地方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地方的非国有

部门发展。Zhang 和 Zou（1998）发现在中国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但是 LL 和 JQW 认为 Zhang 和 Zou 的研究存在潜在的数据和方法问题。 

LL 使用 1970 年到 1993 年的数据来研究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回归

建立在类似索洛（Solow）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被分解为人均投资增长和全

要素生产力增长，这又可以进一步分解到各个改革指标。这篇论文的主要关注点是财政分权。

另外，这一回归模型还包括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总工业产出中非国有企业产出所占的份

额。如前几节所述，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都是地方分权的结果。因此，

这些变量和财政分权一道构成地方分权的一大部分。同时，他们的回归模型也控制了人均投

                                                        
57 研究显示，中国的股票发行私有化未能控制成本、提升盈利能力。（Sun and Tong, 2003; Deng, Gan, and 
He, 2008）. 
 



资增长率、地区财政实力、城市化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价格自由化等变量。所

有这些控制变量对地区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LL 发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边际分成率（marginal 

retention rate）从 0 增加到 100％，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将增加 3.62％。而且，家庭承包责

任制改革对地区增长率的影响与财政分权类似。此外，在所有地方分权变量中，影响最大的

是非国有部门发展。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非国有部门的份额从 0 增加到

100％，地区 GDP 增长率将增加 14.2％。 

与 LL 的研究一致，JQW 通过分析 1980 到 1993 年的数据发现，更强的财政激励与非国

有企业的更快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更大改革间存在关联。而且，JQW 发现中国的省级政府在

改革后存在更强的事后（ex post）财政激励。具体而言，在 1982 年到 1991 年中国实行“财

政包干制”期间，他们发现省级政府本期预算收入与其支出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有一份文献

呼应了这一观点，称中国和前苏联国家在财政分权问题上的不同做法导致了地方政府明确/

模糊的税收权利和强烈/无力的财政激励。部分文献认为，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中国和俄罗斯

的绩效差距（Shleifer, 1997; Berkowitz and Li, 2000; Zhuravaskaya, 2000）。 

然而，LL 和 JQW 的研究成果都基于截至 1993 年的数据。如前面的讨论，1994 年后中

国财政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转为中央集权。这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容易受到置疑（Tsui and 

Wang, 2004; Mertha, 2005）。 

不过 LL－JQW 的证据是理解地方分权对地区增长影响的有益一步。毕竟，财政分权是

地方分权的重要部分，其他还包括土地改革、经济特区和非国有部门发展等。1994 年以前，

财政分权和地方分权总体上是步调一致的。因此，财政分权可能是那个时期地方分权的很好

代表。但是，非财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财政分权的贡献混在一起。在文献中，贡献的

区分问题还尚待解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税收在 1990 年代中期重新转为中央集权，但是地方分权的总体趋

势是否被扭转尚不清楚。首先，在“财政收权”的同时，地方政府在非财政领域获得了新的权

力。1997 年中共十五大以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权升格为法定所有权或近

似法定所有权 58。这一变化，加上其他重要改革，为地方政府推进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私

有化改革铺平了道路（Garnaut等人, 2005）。另外，地方政府还被授权在其权限内出售土地。

其次，这些变化对财政状态产生了影响，较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通过私有化和出售

土地获得的收入足以弥补其税收收入的损失。对土地的控制权使地方政府能对地区发展、地

区工业政策和地区宏观调控发挥重要影响（第 6.1 节将进一步讨论）。总而言之，虽然地方

政府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地方政府对地区治理和全国经济发展仍然

至关重要。中央政府仍然依靠地方政府来管理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事务

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包括财政和非财政事务，比如为企业调拨关键资源、处理合同执行问

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6. 地方分权的权衡取舍 

寻租行为和保守主义倾向是专制体制的固有特征，因而使得改革很难推进。但是，在地

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面临很强的地区竞争，寻租行为可能被消除：如果竞争失

利意味着丧失职位，那么赢得竞争就至关重要，因为职位是享受租金的必要条件。而且，如

第 2 节中所讨论的，地方试验和地区竞争能减轻保守主义问题，使得改革得以向前推进。 

但是，只有地方政府的任务可以用一个单一指标（如经济增长）来概括时，地区竞争和

地方试验才会是有效的。如果地方政府面临不能用一个单一目标概括的多个任务，那么地区

                                                        
58 2005 年，地方政府拥有约 31000 家国有企业以及数量巨大的集体所有企业（国家统计局，2006），而中

央政府拥有 166 家企业（国资委，http://www.sasac.gov.cn/gzwgk/gzwgk_jj.htm）。 
 
 

http://www.sasac.gov.cn/gzwgk/gzwgk_jj.htm


竞争和地方试验就可能集中于更容易衡量的任务，而不容易衡量的任务则会遭到忽视。在这

种情况下，激烈的地区竞争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可能被导向“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比如各地可能竞争或试验一些有利于地方官员但损害大部分其他市民

利益，或者有利于本地区但损害其他地区的政策。 

在改革的初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

目标。在这一共识之下，只要经济快速增长，其他目标就可以被忽略。因此，地区竞争和地

方试验面临的权衡取舍就比较容易。而且，在改革的早期，大部分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变

化都避免在利益攸关方中引发直接冲突。土地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农户中平均分

配土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比如经济特区，对农村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影响

不像土地那么大。 

然而，经过 25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任务多样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有关经济

增长重要性的共识已经瓦解。1990 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促进增长的改革引起了利益攸关方

的直接冲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1990 年代开始的企业重组和私有化。在这些改革中，大量

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而新的私人所有者通过管理层收购获得了巨额财富。另一个例子与大

规模的快速城市化有关，城市化将耕地转为非农用途，导致了大批失地农民的出现。这也常

常使丧失土地又没有得到足够赔偿的农民和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受益巨大的开发商之间产

生尖锐的矛盾。 

6.1 法规 

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在执法和立法中都发挥重要作用。前面提到的有关经

济特区的省级法规《广东经济特区条例》显示，省级法规也可以作为制定新全国法律的试验

基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省级政府就被赋予了立法的权力。尽管其大部分法



定立法权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集权运动中被剥夺，省级政府还保留部分事实上的立法权力。

在 改 革 开 始 时 ， 省 级 政 府 重 新 获 得 了 很 多 立 法 权 力

（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2/27/content_5283965.htm），这些权力在

1982 年的修宪中被固定下来。另外，中央政府尝试不时赋予地方政府额外的立法权力，比

如“授权立法”或“先行立法”。结果，从 1978 年起，地方政府颁布了超过 6000 部法律。地方法

规和全国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是这一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上两者发生冲突时，

优先遵守全国法律。 

然而，中国法制改革的起点在所有转轨经济体中是最薄弱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

国破坏了其旧有法律体系。因此，在改革年代，中国需要从零开始构建法律体系。另外，意

识形态和政治限制推延了如保护私有产权等重大法制改革。中国还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因

此在法制改革方面中国的基础比一般转轨经济体差。缺乏适当的立法和执法可能导致严重的

问题，这不奇怪，我将在本节中讨论中国与法律相关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然而，一边是包

括私有部门在内快速发展的经济，一边是非常薄弱的法律体系，两者共存让人困惑。解答这

一谜团的事实是：地方行政措施适时出现，代替了立法和执法（Pistor and Xu, 2005）59。在

过去，这有时候帮助避免了管理真空，因为私有企业有时被地方政府加以伪装。事实上，地

方政府为私有企业提供的很多激励和保护公然违宪。所以，地方政府所受到的巨大激励在促

使其承担违宪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台州和温州市政府在相关法律出台前就发展私有部门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这两

个市的政府为辖区内的私有企业提供了“红顶”，掩盖其脆弱的法律定位，从而给外人造成这

                                                        
59 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很多时候商业实践出现在相关法律之前。比如，重要的证券法律

（US 1933/34 Acts）在美国证券市场出现重大发展后好几十年才颁布。然而，在欧洲/美国，法律体系较为

健全，可以有效地将合同法、侵权法等通用法律适用于新的商业实践（Xu and Pistor, 2008）。但在中国的改

革中，基本的法律体系仍在建构之中。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填补管治空白的替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Pistor 
and Xu, 2005）。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


些企业已获政府批准的假相。由于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类似的保护，中国的私有部

门在没有完整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了超过 10 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

是私有部门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有关私有产权的立法。当私有产权 2004 年正式享受宪法保护

时，私有部门已在浙江处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也是最大的部门之一。 

在法规方面，由于其薄弱的法制，中国在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引入了基于行政的管理分

权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中央管理当局将管理任务进行分解，并将其分配给地方政府。和地

区竞争一道，这一体系能够达成部分全国管理目标。这一新管理体系在落实法规方面很大程

度上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合作（Du and Xu，2008a）。在这一体系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是配额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 1998 年前用于控制货币总供给的银行信贷配额制度是此类配额制度的一

个例子（Du and Xu，2008a）。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全国信贷计划，然后将信贷配额下达给各

主要国有银行总部，这些银行又把配额下达给地区支行及下属银行。银行信贷配额的地区分

配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区银行的业绩（以上一年度地区银行揽储总额等指标来衡量），以及地

区经济状况等其他因素。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基于市场的信贷分配体制前，银行信贷

配额制是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落实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中国金融市场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起

初是地方政府监管下的地区自律市场（Green，2004）。股票发行的配额制度 1993 年被引入

中国证券市场，旨在通过控制金融市场的规模来维系地区平衡和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中

央政府决定全国股票发行总额，并将发行配额下达至各地区和部委。地方政府则将配额相应

地分配给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上市的特定国有企业或寻求增发股票的上市公司。地方

政府将收集这些企业的信息，并上报至全国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审核过公司的信息后，中

国证监会将批准公司在公开证券市场发行股票。配额制度正式存在的时间是从 1993 年到



2000 年；但是其在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时间则要到 2003 年前后（Pistor and Xu, 2005）。 

尽管配额制度并不是为了解决信息或激励问题而设计的，一些证据显示它在为股票发行

中的地区竞争和信息收集提供激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 1993 年到 2004 年所有上市公

司的数据，在控制了政治因素和宏观经济变量后，Du 和 Xu（2008a）发现，经济发展较好

地区的企业随后获得了更多配额。在用所在省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解释企业层面的配额时，这

一结果排除了因果倒置的可能性，因为在样本中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大到足以影响所在省份的

经济表现。另外，数据还显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较好省份的上市公

司在后期获得了更多的股票配额。而且，地区信息披露的质量在决定配额分配时所起的作用

比诸如地区企业或总体表现等其他因素要重要的多。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前期在各个方面表

现好的省份将从中央政府获得更高的股票发行配额。也就是说，配额分配被作为一个事实上

的激励工具，鼓励地方政府选择业绩较好的企业进行 IPO 或增发。最后，来自 23 个省级地

区的详细数据显示，那些获准上市的国有企业在上市前就是业绩较好的企业（Du and Xu, 

2008b）。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的管理分权在 IPO 阶段是有效的。 

然而，基于行政的管理分权并不总是有效的，它也不能长期替代执法。分权的行政措施

要想有效替代常规法制，必须满足几个条件（Du and Xu，2008a）。首先，地方政府对管理

对象必须要有较大的控制权；否则地方政府就不能发挥主要的管理作用（配额制度对非国有

企业就不能有效适用，也不能保证上市公司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其次，地方政府在管理对

象上必须要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否则地方政府将没有动力参与管理。最后，中央政府对配额

制度分配的资源必须要能直接控制（作为反例，中国的环境保护配额制度效果不好，因为这

里的配额分配没有足够的激励作用）。 

中国政府在管理土地使用中也实行了配额制。土地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将耕地过度转

为非农用途。为使各地遵守土地使用规定，违反土地使用配额的地区将被施以未来减少配额



及其他处罚。为激励地方官员遵守土地使用配额，官员遵守配额的情况被作为评价其工作的

部分标准。然而，因为违反了前面提到的所有三个条件，土地配额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 

实际上，土地问题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可以用来说明中国薄弱的法律系统是

如果给中国经济带来麻烦的。有关土地所有权和财政集权的法律存在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激

励地方政府忽略配额系统（Kung、Xu and Zhou，2009，以下简称 KXZ）。中国的耕地在法

律上是集体所有的，在这一体系下，改革前是公社，后来是村委会代表集体。从 1980 年代

的土地改革开始，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已被重新赋予农户，但是农民无权更改土地的使用

性质，也不能出让给另一方。转让这些权利的关键权力还掌握在国家手里，部分在村委会手

里。但是，集体所有者无权将耕地转为非农用途。因此，国有化成为农田转为非农用途的唯

一法律途径，因为要将集体农田转为非农用途必须将土地的性质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63 和 43 条）。而且，当土地转为非农用途或所

有权发生变化（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时，法律将农民在土地上的权益基本局限于“耕

地”用途。换言之，土地性质转变后，农民只会根据土地上农作物的价值获得赔偿，尽管性

质变化后土地的价值可能远高于此。除了法律保护的最低补偿外，中国农民在土地用途转换

过程中的利益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决定。 

如前面所讨论的，1994 年的财政集权减少了地方政府在大部分税源中的份额。为补偿

地方政府的损失，地方政府获得了对辖区内土地出售收入的更大控制权。从 2002 年开始，

中央政府进一步从企业盈利税中抽取 50％，这极大地挫伤了地方政府提高企业效率的积极

性。财政集权，加之地方政府获得的将农田转为非农用途的垄断权力，使地方政府从热衷于

开展工业化转变为狂热地推进“城市化”（KXZ）。 

由于不断攀高的土地价格（尤其是在黄金地段用于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和人为压

低的征地补偿，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从这一城



市化进程中“大发横财”。受巨额收入的吸引，1999 年后土地性质改变越来越多。在 2003 年，

国家开始担心耕地面积很快将下降到维持食物自给的最低水平之下。为减缓土地用途改变的

速度，从 2001 年开始中央政府为所有的省份设定了每年改变土地用途的配额。但是由于严

重扭曲的激励机制，土地配额制度没有发挥作用。更为糟糕的是，在改变土地用途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触发了与农民的严重冲突，因为大量的农民在获得最小补偿的情况下就失去了主要

的生活来源。他们感觉被剥夺了改革之初赋予他们的权利。与土地改革时期（如 1980 年代

早期）的和谐气氛相反，现在地方政府征地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最大源头（Guo, 2001; Li 和

O’Brien, 2008）。这说明，没有一个发展完备的法律体系，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地方分权专制

体制下的地区竞争、地方试验、人事控制等方法获得解决。 

6.2 地方保护 

仅仅是地方分权或许还不能自动导致促进增长的地区竞争的出现。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

制约，地方官员可能会限制跨区贸易，以保护其辖区内的企业。事实上，地方政府倾向于设

置壁垒保护当地企业和行业免受竞争冲击，这经常被提及。文献记载，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很多地方政府试图将羊毛或丝绸等低价原材料保留在辖区内，以帮助当地生产商（Watson, 

Findlay等人，1989；Bernstein和 Lu，2000），这一情况也被国内和国际传媒广泛报道 60。 

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控制壁垒，除了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会使要素失去流动性

外，地方保护还可能破坏地区竞争本身，而这是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最基本机制之一。而

且，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还将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问题，比如国家的解体。 

中国中央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与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反复

斗争。中央政府在 1982 年、1990 年和 2001 年颁布了法令来控制地方保护主义（Holz, 2006）。

                                                        
60 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显示中国各区存在贸易壁垒。为了保护当地的汽车制造商，“天津地方官

员禁止该市出租车公司购买吉利汽车。”，该车由浙江汽车制造商生产（NYT, 11/17/2006）。通过观察也证实，

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广州等大城市的大部分出租车都是当地产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国务院 1982 年 4 月 10 日下发的一个通知写道：“地域或部门（贸易）封锁…对中国整体经济

极为有害。”国务院明确指出，企业有权力在全国任何地方自由出售超计划产品，地方政府不

应干预超计划产品的销售。1990 年，国务院下发了一则有关打破地区间壁垒的通知。通知

要求对地方所有贸易检查点进行清理，并规定禁止根据产品出厂地不同实行区别税率。国务

院 2001 年颁布了另一个规定，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包括地区贸易障碍（Holz, 2008）。

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巨大努力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和中央政府控制这一问题的决心。

它也说明了地区竞争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 

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努力是否减弱以及地域分割是否更为严重，是

在文献中被激烈争辩的问题。有充足的文献记载、数据说明和传媒报道地域之间快速增长的

贸易（Holz, 2008）。事实上，1980 年代初最重要的早期改革之一就是允许包括私营贸易商

在内的所有国有和非国有贸易商从事跨区贸易。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2000）认为，改革

中引入的“双轨制”促进了跨区贸易，因为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员可以“出售”其以低廉的计

划价格购买一定比例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权利。因为向其他地区开放市场可能大幅提高市场

价格，这一制度对地方官员有利。 

在全国统一市场的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它们在各区的生产力

应该是相同的；各地区经济体将利用其相对优势，生产将进行分工，相同产品的价格将会一

致。基于这一理念，并将最优状态作为基准进行衡量，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地域分隔，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Young （2000）指出，在改革期间各地的生产结构趋向一致，在 1980

年代各地价格不一致的情况增加。而且，各地区相对要素配置和劳动生产力差异拉大。这些

现象被认为是地域壁垒导致跨区工业复制的证据。基于此，他认为中国的地方保护日益严重，

中国的改革使中国市场变成地方官员各自为政、地域分隔的内部市场。通过研究跨省资本流

动，Boyreau-Debray 和 Wei（2005）发现不同地区的边际资本生产力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得



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的结论，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地域分隔。 

然而，通过使用比 Young （2000）更多、更新的数据，Bai、Du、Tao 和 Tong （2004）

发现，地区分工正在增加，而且在近年已经超过地方保护的力量。Fan 和 Wei （2006）通

过研究一个涵盖 36 个城市共 93 种产品、时间跨度超过 10 年的数据集，发现了改革期间市

场融合的证据。他们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的价格趋向一致，这显示不同城市的市场的确

是融合的。而且，他们发现那些地方官员出于寻租目的更可能限制其跨区贸易的产品从绝对

比价来看更趋向一致。这一发现说明，与交通成本等其他因素相比，地方保护主义可能是影

响跨区贸易较轻的障碍。 

然而，对研究贸易壁垒的方法还存在严重的置疑。特别是，通过测量地区分工来衡量地

方保护可能不尽合理，因为这没有理论基础。正如 Naughton（2003）所指出的，在没有理

论支撑、没有国别比较的情况下，仅看一国的地区分工可能造成误导。事实上，在国民经济

高度融合的美国，其各州制造部门的分工程度比 1987 年前要低，与过去相比它们变得更为

相似（Kim, 1995）。而且，使用类似方法，Holz （2008）发现中国的省在地区分工程度方

面与美国的州类似。Fan 和 Wei（2006）也发现中国的融合趋势与美国和加拿大类似。很明

显，基于这一证据推断中国的市场发展水平与美国类似不能让人信服。然而，更不能基于这

一方法声称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更加远离市场。 

事实上，如果用类似方法分析俄罗斯或者其他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结果很可能显示这

些国家的地区分工程度在 1990 年前比中国高。但如果就此认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发展程度比

中国更高是让人误导的。事实上，根据第 3 和第 4 节讨论的理论，地区分工程度过高可能阻

碍地区竞争和地方试验。当然，在这些理论中，地区经济结构是外生变量。将地区经济结构

和规模经济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地区竞争情况的更完整理论还没有出现。 



6.3 地区差异 

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快速、持续增长，中国急剧增加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文献中一致认为，中国的贫富不均现象在改革后、主要是在过去 20 年变得越来越严重。基

于 9 个省的家庭数据，Benjamin、Brandt、Giles 和 Wang （2009; 以下简称为 BBGW）发

现，中国整体（包括城市和农村） 吉尼系数可能超过了 0.50，这已接近世界贫富分化最严

重的部分南美洲国家的水平。基于省级集合数据，Kanbur 和 Zhang（2005）发现，随着 GDP

和贸易的增加，中国的吉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9 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0.37。地方分权在何

种程度上助长了贫富分化在文献中是一个激烈争辩的问题。 

增长和贫富不均的关系是文献中引发争议的问题（参见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 

1999）。经典理论认为，贫富分化在工业化或增长过程中是必须的、暂时的（Kuznets, 1955）。

而且，如果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分化对穷人来说也不算太糟糕的事，因为提高总增长速度比

通过再分配消除贫富不均更能使穷人受益（Dollar 和 Kraay, 2001）。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增

加伴随着贫富差异的加大，这被当作佐证以上观点的主要例子（Quah, 2003）。这种思维会

认为，中国改革前 20 年的政策使得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政策再加上中国地区分权的体制，

使得中国在上世纪最后 25 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在 20 年内，中国的绝对贫

困人口比例（定义为 1 天 1 美元的收入）从 50％降至 7％，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近 4 亿。这

一数字接近世界发展中国家所有减贫人口的四分之三（世界银行，1995）。 

然而，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贫富不均将影响政治、投资等，从而在整体上损害稳定

和发展（参见 Alesina 和 Rodrik, 1994）；而且严重的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导致国家解体（Bolton 

和 Roland, 1997）。面对中国急速扩大的贫富分化，部分学者警告称这可能威胁经济和政治

稳定，以及国家统一（Hu、Wang 和 Kang, 1995）。中国高速增长和贫富分化并存的现象是

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决定的“正常”发展路径么？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是否会损害中国的经



济增长？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在多大程度上与地方分权相连？这些问题在文献中仍然存在

争议。 

虽然实证研究明确显示贫富不均在快速扩大，尤其是在改革的近 20 年，但是有关贫富

分化与改革（包括分权）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基于一个中国家庭调查数据集（包括 1980

年到 2002 年间的约 1 百万个家庭），Ravallion 和 Chen （2007）发现，贫富不均并不总与促

进增长的改革相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存在增长－平等之间此消彼涨的权衡取舍关系。他们

发现，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农村地区的更快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这

同时缩小了城市贫富差距和农村贫富差距，以及城乡间的贫富差距。而且，农村地区和城乡

之间贫富分化严重的省份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能力更弱。不过，城市经济增长与贫富分

化正相关。而且，他们发现公共支出的增加减少了贫困，但没有减小贫富差距。公共支出的

增加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最后，他们发现地区间差异很大，贫富差距扩

大较快的省份通常在减贫方面进步较小。 

基于 1986 年和 1999 年之间 9 个省份的农户数据，Benjamin、Brandt 和 Giles（2005）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初始的贫富不均影响增长，而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增长曲线无

关。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初始贫富不均严重的村庄（如他们样本中的 1986 年），在此后的

13 年中发展更为缓慢。然而，在村庄固定效应模型中，在贫富不均和增长之间没有统计关

系。他们相信，这说明将增长和贫富不均联系起来的机制在“长期”发生作用。他们还发现，

贫富不均更大的村庄非农经济发生的最慢。他们的其他发现可能能部分解释贫富不均对增长

的长期影响。这就是，贫富分化程度较轻与村庄教育质量相关，较高的教育质量导致较高的

收入增长，尤其是非农收入增长。 

但是，对贫富不均不断扩大的忧虑在日益增加，地方分权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被激烈争论。

部分学者甚至宣称，地方分权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可能导致中国的解体（Hu,  



Wang 和 Kang,  1995）。Kanbur 和 Zhang  （2005）认为，财政分权导致了全国范围贫富不

均现象的出现。 

基于省级集合数据，Kanbur和Zhang （2005）使用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 index）

贫富不均系数（从 1978 年的 0.14 增加到 2000 年的 0.25）来开展研究，将中国的贫富差距

分解为三个部分：内陆－沿海和农村－城市。他们认为，地方分权导致了中国约三分之一的

贫富不均。与更早的一些文献一致（如Tsui, 1993；Chen and Fleisher，1996；Kanbur和Zhang, 

2001），他们宣称，地区不均尤其是内陆－沿海发展不平衡是改革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的关键

原因。从 1978 年到 2000 年，内陆－沿海广义熵系数增加了 9 倍，从 1978 年的 0.4％增加到

了 2000 年的 3.8％。他们认为，沿海和内陆地区差距迅速扩大主要源于外商直接投资（FDI）

和贸易，因为这两个地区机遇不同。另一方面，农村－城市广义熵系数从 1978 年的 11％增

加到 2000 年的 13.9％。尽管增幅显得不大，但显示了趋势的反转，因为 1984 年家庭承包责

任制改革完成时这一数字达到了 6.4％的最低点 61。他们认为，农村－城市贫富不均扩大也

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有关。 

基于省级数据，Lin 和 Liu（2005） 以及 Fleisher 和 Chen （1997）也认为地区差距扩

大与地方分权有关。Lin 和 Liu（2005）强调了地方政府战略差异及其推进经济增长的有效

性，而 Fleisher 和 Chen（2005）则将地区不均衡归因于中央政府支持沿海地区发展的政策，

其中有利于沿海地区的最重要政策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相关政策。与之类似，Yao和 Zhang 

（2001）、Demurger （2001）和 Fu （2004）都宣称，这些改革助长了地区不均衡。他们称，

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沿海地区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正面影响，而内陆地区则受益不多。 

财政收权原本是一项旨在减少地区不均衡的政策。然而，基于全国的数据，Tsui （2005）

和 Zhang （2006）发现，自 1994 年财政收权后，地区财政不均衡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地

                                                        
61 Ravallion 和 Chen （2007）发现了这一时期农村－城市贫富不均的类似趋势。 



区人均财政支出（暗指服务的提供）的差异在农村政府中变得非常之大，从 20 世纪 90 年代

达到顶点后一致据高不下。在 2800 个县级行政区中，2003 年最富裕行政区的支出是最贫穷

行政区的 48 倍——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差距大的不同寻常（Wong, 2007）。 

然而，因为文献中大部分的实证工作都基于集合数据，而且都是以简化形式（reduced 

form）进行的，我们必须小心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或财政集权后面的机理。如我们前面所讨论

的，在某些时候财政分权与地方分权同时进行，因此这种时期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可能涵

盖了除财政分权外的其他内容。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除了财政收权外，地

方分权还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分析地区分权和各种特定改革

对贫富不均的影响。 

基于 9 个省的家庭数据，BBGW 发现地区不均对家庭贫富分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财

政政策收权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他们发现，从 1990 年代中期

之后，中国大部分的贫富分化分布在中国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村庄和城市；也就是说，大部分

的贫富差距源于同一省份家庭的收入差异。 

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不均衡方面，BBGW 发现，在 1990 年代这两个地区的平均收入

差距拉大很多。然而，相当部分的差距似乎可以归因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

变大。到了 2000 年，沿海省份的农村收入比内陆农村高 50％，而两个地区的城市收入差距

并没有大幅拉开。同样，沿海省份的贫富不均只是略微增加（从 0.35 到 0.39），内陆地区的

增加幅度则大一些（从 0.39 到 0.48）。内陆地区贫富不均的较大增加是由于内陆农村地区贫

富不均的增加（从 0.4 到 0.49，而沿海省份则保持在 0.4 以下）；以及与沿海地区相比（从

1.6 降到 1.32），内陆地区农村－城市收入差距的拉大（从 1.58 扩大到 1.85）。 

BBGW 的研究成果显示，贫富不均和地区分权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但是机理与其他

很多研究不同。他们认为，各个地区民众的经济机遇不同，这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因此，



生活在同一社会民众在地方制度和机遇方面的差距是造成贫富不均扩大的主要原因。具体而

言，他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内陆地区国有部门的作用比沿海省份要重要的多。在改革中，内

陆省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要缓慢的多。这限制了城市和农村部门农村收入的增长。与之形成

对比，沿海省份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这防止了沿海农村的贫富不均像

内陆地区一样迅速恶化。 

6.4 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 

缺乏独立的司法、寻租行为和对民众喜好的麻木等是专制体制的内在缺陷，中国的地方

分权专制体制也不例外。如前面所讨论的，在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当经济增长是主要目标

时部分问题可能得到缓解，因为地方政府的多项任务可以有效地转换为一个单一任务，那就

是取得高的 GDP 增长率。在这一情况下，地区竞争能缓解很多问题。 

然而，当很多任务都不能用量化指标来精确定义时，地区竞争就可能导致问题，比如地

方保护和忽略不能直接促进增长的任务等。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破

坏，这一情况已被广泛报道。二氧化硫排放量从 2000 年的 1990 万吨增加到 2005 年的 2550

万吨，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世界银行，2007）。而且，这一恶化与地方政府

缺乏兴趣紧密相连，因为他们发现落实环保法规减弱了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Li, 

2006）。 

理论上来说，如果所有的任务及其成果就能准确测量，那么有可能通过赋予每项任务一

个权重来构建一个综合指数来概括每位官员在所有任务中的成就。这样，多项任务的问题可

以简化为单一任务的问题，围绕综合指数的地区竞争和地方试验就能顺利地运转。中国政府

提出的“绿色 GDP”提议就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Economy, 2007）。但是，大部分最初加入

“绿色 GDP”项目的地方政府都已退出，主要原因是利益冲突（增长和其他目标之间）和在测



量等技术问题上的分歧。事实上，这一理念根本上就存在缺陷，问题可以追溯到兰格和哈耶

克有关集中式信息收集是否可行的争论。GDP 的衡量是基于市场的，因此市场交易已经解

决了很大一部分的激励和信息问题。因为激励和技术问题，测量 GDP 以外其他非市场活动

的难度众所周知。如果存在一种通用的方法来在不使用市场的情况下测量市场活动，或能精

确、有效地测量非市场活动，那么中央集权经济就至少能和市场经济一样很好地解决所有的

激励和信息问题。 

大家都知道，当地方官员担负多项任务时，通过竞赛等方法给予其高能（high-powered）

激励可能有害无益（Holmstrom 和 Milgrom, 1991）。然而，在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如果没

有地区竞争，地方官员就不会努力去推动改革或开展促进增长的活动，而这将深刻影响中国

未来的发展。以下我简要讨论一下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部分原则。 

首先，通过重新分配部委和省级政府的任务可以缓解多任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承担的任

务范围应该缩减。比如，带有很强跨区外部性的活动应该由部委来集中管理。而且，为了减

少中央层面的多任务问题，中央政府担负的任务应该交给专门的部委、专门的法院和专门的

监管机构来完成。其次，很多监督、执法和管理功能都可以从地方政府剥离，比如由独立的

媒体和司法来完成。这不仅将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多任务问题，而且还能极大提升监督和执

法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第三，大部分市场活动应该由企业开展，地方政府

应从市场中抽出身来，这还能进一步巩固改革。此举不仅能缩减地方政府的任务，而且在即

便地方政府激励减少的情况下，也使企业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动力。 

我必须明确指出，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一些固有的最严重和基本的问题在不进行根本制度

改革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多任务问题本质上与官员对上级负责这一事

实相连，上级在评估下属业绩表现时面临固有和困难的信息问题，更不用提中央领导的合法

性问题（第 2 节）。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将地方分权专制体制转型为民主联邦体制，



地方官员由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这样他们多任务问题将转化为单一的选举问题。从某种

程度上说，这种转变正在进行，只不过非常缓慢，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大部分村领导（O’Brien 和 Li, 2000; 2006）和部分乡镇领导（Li, 2002）是选

举产生的；有系统性的证据证明，民选官员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与选民的关系也比任

命的官员更和谐（Brandt 和 Turner, 2006；Rozelle 等人, 2009）。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处理向民

主联邦制转型过程中的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稳定和长远发展将处于危险境地。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棘手基本问题是立法和执法。从某种程度而言，通过

用管理分权体制代替法治，中国缓解或是推延了缺乏法治带来的严重问题，从而为法制改革

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这一领域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最缓慢、力度最小的，法制改革的迟

缓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私有部门和市场对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时，立法缺陷和法治缺失的负面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明显。缺乏独立的司法是最严重的问题

之一；另外，这是地方分权专制体制的一个固有问题，因此最终的解决取决于制度转型。根

据以往改革的经验，中国应该开始在最基层的县级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由下而上推进

改革。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法制改革，法治的缺乏将使利益团体（尤其是腐败官员）阻碍改

革、拖后发展，甚至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 

7. 结束语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制度的质量对改革和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经济中官员和

其他参与者的动机。在国别研究文献中，中国被认为制度不佳，比如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不佳、

公司治理不佳、民主和法治缺失。因此，中国的官员应该是腐败、懒惰的，他们不会正确地

收集和报告信息，从实证来看这些特征部分是正确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理论还

可以推断，中国官员将阻碍改革，从而阻碍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总体而言不



仅成效卓著，而且其宏大规模和持续增长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拙劣”

的制度和辉煌的成绩之间让人难以置信的对比挑战了我们对制度机理和“制度质量”的常规

理解。 

首先，在文献中对制度的内涵似乎有概念上的误解。在一些实证或政策研究中，所谓的

制度有时被错误地定义或被曲解。一种广为使用的定义制度的方法是基于从美国等发达市场

经济体观察到的特征，将一些狭义定义的措施贴上完美“制度”的标签。然后，根据这一标准

来检测其他所有国家的做法，找出这些国家制度中的不完善之处。尽管用这种办法获得的实

证研究成果在较窄范围是有用的，但是将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就会导致问题。这种对制度机械

和狭义的解读没有彻底理解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制度的运行机理，忽视了这些制度的本质。

在某种程度上，此类研究不仅与有关制度的理论文献不符（参见North, 1990；Coase, 1991；

Stiglitz, 2002；Hurwitz, 2007 等）62，而且可能在总体上具有误导性。比如，法治的概念及

其影响经济的机理一直是很多辩论的主题。然而，大部分国别实证研究采用了法治的狭义定

义，忽略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在其研究中经常将美国作为理想（或接近理想）的模式。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被披露出来的从草根到华尔街高管的金融诈骗和

腐败堕落，以及 2002 年的安然－世界通信公司丑闻等，假相和事实的对比让人震惊。 

而且，国别实证研究的对象往往过于狭窄，不能抓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度的运行机理。

结果，狭义定义范围之外的所有制度都被忽略了，就像它们并不存在一样。结果，中国的成

就变得无法解释，在国别研究中，它成为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或是一个谜团。 

有关私有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实证研究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在 2004 年前，中国对私

有产权的确没有实行正式或宪法保护，关于合同的商业法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颁布，

而且在 1990 年代末前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存在对私有产权半正式和非正式的保
                                                        
62 “近期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清楚说明了将此类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

被建议朝市场经济改革，其领导人也希望如此，但是没有合适的制度，构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

们更了解自己的经济，我们就能更好地向他们提出意见。”（Coase, 1992） 



护，而且部分地方政府根据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或社会规范对合同执行进行了管理。但是，

在几乎所有国别研究中，这些制度经常都没有被提及。更糟糕的是，根据一些“标准”政策建

议，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可能被认为是应该尽快被“标准”制度取代的发展障碍，尽管在特定政

治条件下，建立“标准”制度可能非常困难、耗时漫长，甚至是阻碍发展的。 

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中国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的地区竞争和地方试验有效地缓解了潜

在的激励和信息问题。通过将地区业绩与官员升迁联系起来，锦标赛式的地区竞争为地方官

员提供了高能激励，促使他们发起和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同时自动控制腐败 63（第 3 节）。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的竞争鼓励或迫使其创造出使市场得以良好运行的制度（第

5 节）。而且，通过将地方试点纳入中央决策过程，改革被阻挡的可能性较小，改革的政治

和技术风险也大为减少（第 4 节）。 

然而，地方分权专制体制这一制度，及其创造和执行的解决方法（“标准”解决方法远非

完美的替代品）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第 6 节）。但是，鉴于中国改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很多“标准”方法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过去是/现在仍是不可行的，如果一项改革因为不可行而失

败，这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更差。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下实行的地区竞争和地

方试验是次优的解决方法。 

为凸现地方分权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以下表格对地方分权专制体制及联邦制和苏联体

制的特点进行了比较。 

 

表 5  中国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与其他体制相比的特征 

 中国地方分权专制体制 苏联体制 联邦体制 

全国决策机构 中央、地方和部委官员 中央和部委官员 代表地区选民的联

                                                        
63 我的预测是，如果没有激烈的地区竞争，腐败将使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崩溃。 



构成 邦立法机构 

决策过程 
中央－地方协商；构建

共识；地方 

自上而下；国有企

业与部委协商 

立法机构投票；联

邦政府－州政府协商 

地方官员激励 
升迁：绝对和相对业绩；

对上级负责；人事 

升迁：绝对业绩；

对上级负责；人事 

选举产生；独立于

联邦政府外；对选民负

责 

地区竞争 
锦标赛式的竞争；竞争

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 
不重要 

财政（Tiebout）竞

争；竞争影响官员的再

选 

地方试验 

地方试点是中央决策过

程的组成部分；试点结果可

能成为全国政策 

不重要 
州是政策“实验室”；

自愿开展试验 

 

因为有着特殊的历史，中国的地方分权专制体制也是略显特殊的。因此，这种体制下的

很多改革政策不能被很容易地打包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从中国

的改革和发展中汲取一些普遍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普遍经验是我们对“制度”及其与发展关系的理解。在转轨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

以渐进的方式大规模改变其旧制度并建立起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新制度，即当新制度完备时采

用新制度逐渐取代老的制度。在没有仔细研究新旧制度运行特点的情况下，建议转轨经济体

或发展中国家仓促地抛弃旧制度，而套用典型的“最佳做法”或“良好”制度，是错误的做法。

实际上，今天在发达世界观察到的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精密制度也不是短期造就的 64；相反，

                                                        
6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在进行的惨烈金融危机清楚地说明，最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法律（管理）和金融机

构问题重重。如果我们经济学家有现成可以提供给转轨和发展中经济体用于构建制度的标准、通用药方，

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些药方解决发达市场经济体的问题呢？ 



他们是在历史上与市场一道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对一个像中国一样缺乏“良好制度”的国

家而言，将政府等现有制度作为起点为制度发展铺平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过于简单的、认为政府非好即坏的观点对改革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有一种流行的观点

认为，转轨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应该着眼于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产

权保护和合同执行方面。但是，改革和经济发展涉及政府对制度的修改，这点已被充分论证。

中国的改革，以及东亚发展的总体经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说明了这一点

（Lin, 2007）；工业革命前英国市场发展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Smith, 1763）。政府在任何

国家都是最重要的制度（Stiglitz, 1989），政府的参与对市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Smith, 1776），

这点在中国的市场改革中也得到了印证。除了宏观和政治稳定、国家改革战略外 ，中央政

府还决定了分权的有效性，这是我想阐明的下一点。 

第二个普遍经验是应把地方分权作为解决改革中激励问题的方法。中国的改革显示，进

行制度改革的能力取决于现有制度中利益攸关方的动机；而现有制度取决于一国的历史、社

会规范、文化、禀赋和科技等。这些事实使得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与工程设计从根本上不同。

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理解现有体制的细节和新体制利益攸关方的激励

问题，尤其当这些改革计划是由不了解激励问题的外界“专家”制定时。决定一项改革命运的

最重要因素是对现有制度细节和改革项目利益攸关方激励问题的透彻理解。 

尽管在抽象的层次上，可能存在改革或经济发展普遍认同的目标，但是制定普遍适用的

具体政策建议却意义不大。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有效的政策建议必须考虑现有制度中利益攸关

方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都不一样。当中国“忽略”标准建议时，他

们忽略的主要是细节，尤其是当这些建议不符合中国利益攸关方的动机，因此不会成功时。

                                                                                                                                                               
 
 
 
 



有时他们因为政治考虑也“忽略”标准建议的基本原则，这是另一种动机不匹配问题。中国改

革政策的大部分细节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解决激励问题时逐步完善的。 

分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偏好（Oates, 1999）还因为存在各种各

样的地方激励问题和更适合在地方解决的地方制度安排。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存在路径依

赖的，不仅在全国层面是这样，在地方层面也是这样。地方的历史决定了利益攸关方在现有

制度中的利益构成，以及这些利益如何影响地方的制度改革。中国改革中的典型办法是在解

决地方激励问题时逐渐产生的 65。地方竞争和地方试点推进了这一方法，因而使得改革更为

容易。中国很多的改革是在解决地方问题时由地方自主发起的。这种分权做法的最大优点是

其植根于现有制度框架内。因此，使改革更易与激励机制匹配并更符合地方情况，而且当新

的问题出现时，官员由更好的动机和信息去寻找解决之道。 

然而，分权的底线在哪里？或者哪里是中央政府的边界？如果将分权进行到底，每个城

市都彻底分权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每一个城邦都享有巨大的权责，每一个都受制于硬预

算约束，这是最优情况么？运用本论文的分析框架（第 2、3、3 节），我认为，除了分裂一

个国家的成本外（取决于分裂的程序，这些成本可能极为高昂，比如混乱或内战，也可能为

零，比如和平的全民公决和有序转变），有一些“纯粹”的经济原因可以说明在特定条件下，

地方分权的统一国家比国家分裂要好。这是因为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可以很好地利用地区内

的外部性，比如部分地方试点创造的强劲、正面的外部性。 

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个普遍经验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性。除了城邦国家外，分权对所有国家

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很重要。为使分权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不仅应该得到授权，其能力也应

该得到加强。有关分权和联邦制的文献强调向地方政府授权，当很少讨论增强地方政府的能

力。能力加强并不是伴随着授权自然而来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地方政府将不能采取政策行

                                                        
65 要求提高帕累托（a la Lau, Qian and Roland, 2000）是最强的标准，而要求与动机匹配的标准较弱，也更

为宽泛。 



动，即使得到法律授权，分权也不会发挥作用。而且，足够的能力是致力于推进分权体系和

将其制度化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再次说明，不仔细研究具体情况，简单地认为应该限制政府

的资源和职能对政策有害无益。事实上，在很多分权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能力不足。

例如，在大部分实行分权的发展中国家，地方基础设施或社会服务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是司

空见惯的现象（Bardhan，2002；Bardhan和Mookherjee, 2006）。相反，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

都由地方政府发起和推进，因为它们不仅有推进改革的动机，而且也有推进改革的资源，即

使是在特定的改革没有获得中央完全批准或完全授权的情况下 66。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

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个地方政府在提高增长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Bardhan 和

Mookherjee, 2006）。一国的历史决定地方政府的能力有多大，以及哪些政府拥有能力。这意

味着，除了普遍原则外，标准的政策建议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一定普遍适用。这是支持分权

的另一个原因。 

（王乐 方长勇 张燕译） 

 
 
 
 
 
 
 
 
 
 
 
 
 
 
 
 
 
 

                                                        
66 中国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苦于不能为公共服务提供充足资金，尤其是在 1994 年的财政收权后

（Wo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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