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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美国地方政府合并理论评述：动机、过程与绩效

李瑞昌　赵　俊

【摘要】地方政府管理界域变动是美国常见的实践现象，也是理论研究长青

话题。其中政府合并 （市县合并）又是地方政府管理界域变动的重头戏和政府

间关系研究的热门议题。论文以 “政府合并与地方居民之间关系”为主线，从

政府合并的动机、合并过程以及合并绩效三个角度梳理了美国市县合并的相关

研究文献，分析了研究者们在这三个议题上的观念分歧以及共识，并指出了现

有研究的问题。文末提出市县政府合并中地方居民与地方政府或州政府的权力

分配应该成为建构政府合并理论的始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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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管理界域变动是美国常见的实践现象，也是理论研究的长青话

题。其中政府合并 （主要是市县合并）又是地方政府管理界域变动的重头戏和

政府间关系研究的热门议题。早在１９世纪初，美国市县合并就已经开始了；但

是，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关于美国市县合并以及政府合并的研究才备受关注。

也可以说，崇尚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工作者远比理论工作者对地方政府管理界

域变动更有兴趣和行动力。到了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美国市县合并风潮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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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低谷；然而，关于市县合并或政府合并的研究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并

逐步形成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和理论模型。尽管研究者们的热情令人兴奋，但

是，研究的共识却远未达成。总体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国内学者对市县

合并或政府合并的研究都集中于美国地方政府合并的经验，而较少梳理合并经

验的理论解释，并对这些经验理论解释进行整合，使之具有普遍解释力；因此，

从理论层面梳理和总结美国市县合并及政府合并的相关研究，构建整合型的理

论模型，这对于继续推进这个主题的研究发展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变动的现象一直是多个学科所关注的议题。政治地理学

或规划学者更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变动的文化、种族和历史传统等原因；

经济学者更多聚焦于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变动的区域经济成因以及对于产业发展

等的经济影响；政治学者将更多焦点置于地方管辖区域变动与选区调整、选民

偏好分布、政党动员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管辖区域调整对选举结果

的影响。公共管理学者则将公共服务供给与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变动之间的关系

视为自己的研究重任。各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各具特色，在研究结论上各有千

秋，本文重点关注 “政府合并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集中梳理了以下三个问

题的研究状况：一是 “地方居民为何支持或反对市县合并？”二是 “地方居民能

否主导市县政府合并？”三是 “政府合并对地方居民有何意义？”

一、政府合并研究的经验背景

美国的地方政府体制确立于 １８世纪末 １９世纪初。“县” （Ｃｏｕｎｔｙ）通常是

州政府为分散某些职能而设立的 “行政附属”单位，充当州政府的代理机构，

其政府组织一般由州议会决定，其职能来源于州的授权 （刘彩虹，２００４）。

“市”（Ｃｉｔｙ）是一种自治体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形式。美国市的规模一般较小，主

要职责是维护辖区内的公共安全并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美国的县与市的关系较

为独特，在大多数州，市成立后不从县的疆域中划出，而是与县并立，分别执

行各自的职能；县则仍然受州的委托管理本县内与州有关的事务 （主要是其传

统的执法职能），同时为本县未设建自治体的地区提供有限的本应由自治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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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政服务 （如公园与娱乐设施）（Ｂｅｎｔｏｎ＆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８６：６５）。

美国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为了回应实现更好的区域治理模式，逐步发展出

多个地区政府间的合作形式：合并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兼并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地方

间协议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及特区 （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菲沃克，２０１２：

１６１）。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之间拥有比较独立的自主权。因此，在美国

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合并”一词往往特指 “市县合并”。这主要是因为市

县政府都有治理议会机构，是完整的一级政权，两者合并要经过地方居民投票，

而其他形式的合作不完全涉及上述特征，因此，市县合并被誉为一种非常不适

用的工具 （卡尔，２０１２：１５５）。

何谓 “市县合并”？“市县合并”是指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实现一个县和一

个或多个市的合并，以形成单一的政府实体。普遍的做法是，市政府将被废止，

县政府在法律上转变为拥有合并前二者全部权力和功能的统一的政府单位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５）。合并后，新的统一政府在机构、人员与职能上实现完全

合并 （王旭、罗思东，２０１０）。但在具体执行中，根据合并的程度不同案例之间

存在差别，如在多数案例中，小城镇、学校区、市属或县属的公用事业被单列

在合并议程之外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可以说，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重组

形式中，市县合并是最全面一种，与其他地区政府间合作形式的区别在于其包

含了地方政府可以做出的最明显和全面的改变 （Ｃａｒｒ＆Ｓｎｅｅｄ，２００４）。

美国市县合并的历史由来已久。第一例成功的市县合并发生在现在的路易

斯安纳州，即１８０５年新奥尔良市和奥尔良县的合并。此后将近１个世纪的时间

内，市县合并作为一种旨在改革地区内部政府架构的手段仍不断被提及，并被

不断地送上投票议程。截至２００８年，在美国全部的３０３４的县政府中，有３９个

与市政府达成了合并或联合 （Ｄｕ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７７）。成功合并的政府位于除美

国东北部之外的全国各地，规模从小型乡村社区覆盖到了中型的都市区域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１０：２）。合并政府按其成立时间，可被划分为二战前和

二战后两大类。二战前的合并政府有 ８个，均通过州立法建立；二战后的合并

时代开始于 １９４７年———巴吞鲁日和东巴吞鲁日区 （ＬＡ）的合并———自此，３０

多个类似的合并或联合渐次发生。其中，在市县合并浪潮最盛行的 ２０世纪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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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和７０年代，各有７例成功的合并政府案例；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由于各地

的合并热情减退，１０年间仅有 ２５起合并决议付诸公民投票，成功 ２例；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在区域主义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对市县合并的兴趣重新高涨，

出现了６例成功的政府合并案例 （王旭、罗思东，２０１０：１５２）。到２１世纪，由

于１９９７年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与怀恩多特县的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截止２００８

年，共发生了６例成功的政府合并案例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４：４）。二战后的这

些合并案例，除了三个例外，均由地方公投通过。这三个例外是：位于印第安

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马里恩县的合并政府由一项州立法法案创立；布鲁姆

菲尔德的市县合并由科罗拉多州１９９８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而建立；阿拉斯加州

亚库塔克的市、区组建时就是一个合并政府 （Ｄｕ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７７）。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自１９６９年以后，大多数的合并都发生在规模较小的大都市区和周边

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县。

然而在现实中，作为一种典型的全面而激进的改革路径，市县合并饱受争

议，毁誉参半。当前尽管仍有部分学者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市县合并是改善地区

治理的有效途径，美国 １００多年的实践结果却背道而驰。事实上，绝大多数市

县合并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许多甚至未达投票阶段就已夭折。自 １９４７年以

来，至少有１４５个市县合并提案到达了投票阶段或已被州议会通过，但数据显

示，成功合并的市县政府仅仅占据了美国３０４３个县级政府的１％，占１９３７１个

市级政府的１５％ （Ｄｕ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３；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６）。公民投票中双

重多数的要求使得合并政府的提案难以在投票中通过 （Ｄｕ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８：３７８），

即大部分的合并提案需要住在两个合并地区的大多数居民赞成，还需要在县域

范围内而在合并地区之外的大多数居民赞成 （美国有些州还需要州议会的批准

或授权）。这种双重多数的要求是政府合并的公投中难以通过的最艰巨的障碍。

二、政府合并理论模型之一：动机理论

美国自２０世纪初期前后开始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以来，大都市地区的政府数

量迅速增长，地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力日趋分散 （罗思东，２００４：１０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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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罗思东，２０１０：１５６）。这些地方政府以高度分权和地方自治为特征，为满

足不同利益集团同时提出的要求而建立。学者海利 （Ｈａｉｌｅｙ）指出，当前，政府

的碎片化是美国大都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够对整个区域

行使控制或司法权力 （Ｈａｉｌｅｙ，２００４）。在政府碎片化引发的城市治理危机下，

１９６０年前后合并地方政府的想法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盛行。自此，支持市县合并

和反对市县合并的两派人马争论不休，双方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立场和人员构成。

大致说来，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支持或反对市县合并的动机。

（一）合作收益论

从实践来看，市县合并中最常被识别出来的拥护者有商会、地方报纸、市

长、房地产开放商、民间组织和县长。由于时代背景和主流价值观的差异，拥

护者支持市县合并的理由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同，甚至支持合并的动机强弱也

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２０世纪早期，在市政改革运动的浪潮下，合并动机侧重

提高政府行政以及服务提供的效率；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和 ６０年代随着大量郊区化

的蔓延，侧重公平；９０年代受复兴的区域主义的影响，其兴趣涉及到特定的议

题，如交通和对城市无计划扩张的关注；从９０年代起，合并动机开始追求地方

经济发展，注重解决经济和社会的分隔。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支持者的数量从

议程设置阶段到公决阶段逐渐减少，商会的支持动机强度下降得最为明显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８７）。

理论界认为，支持市县合并或政府合并的根本动机是合作收益论，即两个

地方政府合并相比其他的地方政府合作方式更能产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成本

节省的收益。这些支持派的理论基石是区域主义和之后的新区域主义。区域主

义视角支持合并以减少政府碎片化，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

２０１０：７）。相比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更侧重民主和公平的政治学含义。

公共行政学家与进步主义者认为地方政府碎片化是反生产力的，简单复制

邻地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服务传递缺乏经济规模都会导致政府无效率。

此外，互相独立的碎片化的政府单位没有能力应对区域问题，多领域合作的规

划难以实施 （Ｏｌｂｅｒｄｉｎｇ，２００２）。而合并可以通过消除管辖权之间的竞争，将发

展轨迹置于区域层面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４），通过专业化管理，消除浪费和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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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行政效力，以达到经济规模，降低政府服务的单位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３）。同时，外部性的存在也为合并支持者提供了另一个理论依

据：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决策的经济和环境后果都超出了

管辖权的边界；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会导致外部性问题的产生 （Ｆｅｉｏｃｋ，

２００６：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其原理更多地是基于民主治理、经

济发展和公平的含义 （Ｌｏｗｅｒｙ，２００１）。新区域主义认为碎片化的地方政府在房

屋、环境和交通等涉及城市扩张的问题上处于劣势 （Ｒｕｓｋ，１９９３；Ｄｏｗｎｓ，

１９９４；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相反，通过灵活的政策网络倡导区域的整合和发

展的协调，有助于解决区域内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有利于组

建区域治理的协作性或合作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来解决区域性公共问题 （叶

林，２０１０：１８１）。因此，在新区域主义者看来，合并能够促进地方层面的民主

控制，通过鼓励地方提高参与度、责任，提供克服碎片化的政府间协调障碍的

机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纠正环境外部性。同时，合并也被视为减少大

都市区不公平和收入差距的工具 （Ｌｏｗｅｒ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由于社会和环境的成

长成本特别容易跨越管辖边界，管辖权之间的不公平会对整个区域造成负面影

响 （Ｓａｖｉｔｃｈ＆Ｖｏｇｅｌ，１９９６；Ｂａｒｎｅｓ＆Ｌｅｄｅｂｕｒ，１９９８）。通过大都市内部的再分

配，合并能够有效解决区域内部的种族隔离和经济隔离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５）。

从合作收益论者观点看来，合并的收益最终由地方居民享受，因此，地方

居民理应赞成市县合并，而且市县合并也有助于城市化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

便利化。

（二）竞争效率论

就实践而言，在市县合并中，经常作为反对方的群体有：县雇员、县委委

员、市雇员、纳税人组织、市委委员和宪法官员。在整个过程中，县雇员、县

委委员和市雇员都积极地反对合并。并且市、县雇员总是克制自己发出反对的

声音直到公决的阶段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８８）。反对派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于：

两个地方政府竞争更有利于公共服务水平的改进和低税收的维护，而且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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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和公民 “用脚投票”的宪法意蕴所在。当然，实际的原由则是出于这

些人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职位。

理论届中反对派的主力由持公共选择观点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所构成。当

前，这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合并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被称之为合并的

“新正统观点。”首先，公共物品的市场理论产生了大量的实证证据，证明了分

权化的政府相比合并政府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并且提供了基于公民社会进行民

主治理的方式 （Ｏａｋ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１０４）。其次，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一般目的的

政府更加分权化的地方，地方政府的成本更低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８９）。在区域主义

视角下，统一的政府在使用稀缺资源方面无法取得效率。单个政府单位更有可

能表现为垄断者，降低服务质量并提高价格 （税收）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

２０１０：７）。最后，以上的结论已被纵向的比较案例研究所进一步证实。这些研

究发现，合并导致了税收和支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 （Ｅｒ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２；Ｂｅｎｔｏｎ

＆Ｇａｍｂｌｅ，１９８４）。

作为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复兴的新区域主义的回应，政治经济学家也重新定位

了反对市县合并的论调。公共选择理论提倡者拒绝将大都市视作一个不相关政

府的广泛混合体，相反，认为其是功能良好的城市经济体，复杂跨领域关系已

经形成保障正常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他们认为，政府间紧凑、私有化、服务

外包、特区和功能性合并正在构造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促使大都市地区成为

一个功能实体。

竞争效率论者认为，政府合并导致公共服务提供者减少、缺乏竞争，从而

减少了地方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性；与此同时，市县政府均可以通过地方议

会改变税收结构和公共服务的类型与水平，这样居民实际上无法控制税收调整，

因此，市县合并后税收预期不明也会导致地方居民反对市县合并。

（三）制度性集体行动论

在一个多世纪市县合并的实践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令理论者们困惑不解，

那就是动议的市县合并次数非常多，但成功率不到１％，然而市县合并的议案仍

然不断地被提出来。换句话说，不仅要求市县合并的地方政府数增多，而且某

些地方政府合并议案一而再地被提出来，呈现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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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支持市县合并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不减反增。

对此，一些政治学家认为，这是政客为了选票的 “做事动机”，即政客英雄

论，每个政客都想做点事成为英雄。但是，这种解释在根基上存在着与美国民

主精神相背离的 “英雄主义观”，加之政客们的真实动机很难被测量出来，因

而，这种解释始终难以服众。在公共企业家精神理论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和地方政府重组理论 （Ｂｕｒｎｓ，１９９４）的支撑下，学者理查德·Ｃ
"

菲沃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Ｆｅｉｏｃｋ）构建了一个整合研究地方政府边界变动的框架 （Ｆｅｉｏｃｋ，

２００６：２３）。该框架将边界决定看作是人们在当前政府和既成规则的地方背景下

寻求特定结果的产物，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市县合并屡败屡战的原因。也

就是说，无论是政客们倡议和推动市县合并，还是居民们投票决定市县合并，

亦或是官僚们反对合并以及合并后的消极怠工都是一系列制度的产物，而人的

动机无非是制度约束下的有限理性选择。

菲沃克将注意力置于行为者寻求机会以改变现存边界的选择性成本和收益

上。他指出，社区从事合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

２）。市县合并不是有关效率、种族分离或甚至经济发展，它本质上是关于政治

失败者试图成为获胜者以及当前的获胜者试图避免这种转换的事情 （Ｆｅｉｏｃｋ，

２００６：２３）。因此，尽管市县合并的支持者可能以集体利益，诸如效率、好政府

或社区进步等为其论证掩护，改革对于这些支持者来说也是为其自身或其联盟

追求更狭隘、选择性利益的方式 （Ｆｅｉ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甚至，相对分散、非排

他性的 集 体 利 益 来 说，市 县 合 并 带 来 的 选 择 性 激 励 是 更 强 烈 的 动 机

（Ｆｅｉ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菲沃克的这一观点与１９７９年马兰多对杰克逊维尔／杜瓦县

合并案例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杰克逊维尔／杜瓦县的合并并没有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弥补政治丑闻和腐败政治才是合并背后首要和最初的动机 （Ｍａｒａｎｄｏ，１９７９：

７）。

在此框架下，菲沃克讨论了市县合并中几类典型参与者的动机 （表 １）。他

认为，由于市县合并并不是达成支持者所求利益的唯一方式，因而这些支持者

也可能去支持其他许多相似目的，结构或非结构性的改变。因此相对来说，支

持者的动机更广泛，他们试图通过市县合并推进各自的议程。而反对者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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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针对提案本身的不足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９１）。

表１　市县合并中不同群体的角色、态度和动机

群体 角色　　　 态度　　　　　　　 动机　　

政治家 　　市县合并及其替
代选择都由政治家来

塑造，不论其是支持

还是反对合并。

　　有支持也有反对。 　　政治家寻求最大化他们的
独立的个人福利，而不论他们

所提出的制度是否有利于社会

整体（Ｋｎｉｇｈｔ＆Ｓｅｎｅｄ，１９９５）。

政府雇员／
公务员

　　关键角色。

　　原因：

①许多州授予地方官
员不经过州或市民的

同意而干涉与其他地

方管辖权之间的服务

协议的权力。

②大多数州分配给市
和县启动和批准边界

行动的主要任务。

　　市县合并往往受到县
政府官员的反对；但受到

市政府官员的赞成。

　　政府雇员对边界的兴趣与
其当选的政治领袖是一致的。

　　合并是扩大市政府官员势
力和管辖权的尝试。变革会扩

张其管辖权的范围和力量，因

此能 够 促 进 自 主 性 和 工 作

保障。

私营企业 　　商界利益往往和
公务员一致———都是

这个时期合并决策的

积极分子。

　　商业组织不一定有相
同的目标。不同行业、不

同公司间商业组织的偏好

往往不同。

　　商会几乎总是支持市
县合并，而来源于其余商

业团体的支持则更加混合

（Ｃａｒ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２）。

　　商业组织有组织性，往往
资金充足，这些特质给予了商

业组织将其偏好转化为边界的

优势。

　　商界拥有的另一个优势是
他们对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

（Ｌｉｎｄｂｏｌｍ，１９７７；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８９）。
　　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和
公务员之间的合作在很大程度

上涉及边界变革（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

地 方 媒 体

和学校

　　积极参与者，
　　但影响力不大。

　　支持改革的代表性
角色。

　　代表社区集体利益；但一
些研究表明，市县合并也满足

了 其 自 身 选 择 性 的 利 益

（Ｆｅｉｏｃｋ＆ Ｃａｒｒ，２０００；Ｃａｒ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２）。

１５１

美国地方政府合并理论评述：动机、过程与绩效◆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群体 角色　　　 态度　　　　　　　 动机　　

居民 　　被动参与。
　　精英的重要性大
于普通居民，改革议程

并不是草根为改进地

方政府而行动的产物，

而是由社区精英主导

的 尝 试 （Ｍａｒａｎｄｏ，
１９７４）。

　　对市县合并的反对声音
有时来自于被合并地区的郊

区居民。

　　对地方间协议和地方政
府单位间服务合并以及特区

形成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冲

突，居民对这些安排的反对

比较罕见（Ｆｏｓｔｅｒ，１９９７）。

　　居民的利益可能存在大量
冲突，特别是在收入、种族和地

理方面。

　　被合并地区的郊区居民，
反对是为了避免更高的税收，

更大的种族差异或者减少的地

方控制。

资料来源：Ｃａｒ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２），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

综上所述，这些动机理论背后隐含的一个共识是地方居民在市县合并或合

并政府中只有形式上的作用，他们的动机是被操控的，而分歧只在于这些居民

的偏好与动机是由人为操控的还是由制度塑造的而已。因此，市县合并或政府

合并的动机理论模型更强调行动者的类型及其动机变量的作用。

三、政府合并理论模型之二：过程理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市县合并达到高峰时，理论与实务界将 “合并政府能否建

立”作为评价市县合并努力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很显然，市县合并中的行

动者动机理论已经准确地解释了市县合并成功与失败个案中行动者动机的差异，

也就是说，既然地方居民在市县合并中并无作用，而政客与官僚群体的动机又

是一致的，那么，为何有些合并个案在居民投票中通过了而另外一些却失败

了呢？

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纷纷从四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释。最早是区域视

角，即将区域视为影响市县合并结果的关键变量，认为所在地的社区特性会对

合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申剑敏，２０１２：２５）。如果说，区域变量决定了市县合

并能不能被提上投票议程；那么，接下来的两个视角就决定了其能不能通过投

票议程。这两个视角均以通过公民投票作为出发点，一个侧重投票者自身的行

为，即投票者行为视角 （Ｍａｒａｎｄｏ＆Ｗｈｉｔｌｅｙ，１９７２：１８１－２０３）；另一个则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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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的政治环境、立法制度差异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即制度视角 （Ｋｅｌｌｅｈｅｒ

＆Ｌｏｗｅｒｙ，２００４：７２０）。

２１世纪以来，以利兰和塞谬尔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为代表的学者构建出

第四个全新的视角———政策过程视角。政策过程视角更加注重系统、动态地分

析市县合并过程，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建立可测量的、统一的理论解释模型，

以预测和解释市县合并的每一个案例 （申剑敏，２０１２：２６）。这在一定程度上将

原先静态、定性的演绎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政策过程视角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 Ｒ＆Ｋ模型和 Ｃ３模型。

（一）Ｒ＆Ｋ模型

１９７４年，罗森鲍姆和卡默勒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Ｋａｍｍｅｒｅｒ）在其论文 《反对长

期胜算：成功政府合并的理论和实践》中，通过对比福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和杰

克逊维尔县的合并案例，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研究政府合并所需条件的框架，简

称 Ｒ＆Ｋ模型。罗森鲍姆和卡默勒主张，市、县政府全面的合并应当被看作是对

地方政府结构激进和革命性的改革，因此很难被实现。

Ｒ＆Ｋ模型是在查莫斯·约翰逊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６年的著作 《革命性

变革》的基础上构建的，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危机气候 （Ｃｒｉｓｉ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阶段二，权力收缩 （Ｐｏｗｅｒ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阶段三，催化事件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Ｅｖｅｎｔ）。

其中，第二阶段以对地方政府合法性信心的丧失为特点。

此后，梅辛格 （Ｍｅｓ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９）、琼森和菲沃克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Ｆｅｉｏｃｋ，

１９９９）以及菲沃克和卡尔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２０００）等均对 Ｒ＆Ｋ模型进行了修

正。作为第一个被系统构建的模型，Ｒ＆Ｋ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缺陷。首先，

Ｒ＆Ｋ模型并没有延伸到合并的议程设置阶段之外。其次，Ｒ＆Ｋ模型给予了在合

并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市民精英较少的关注。第三，Ｒ＆Ｋ模型忽视了合并努

力发生的制度环境，包括法令框架和社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 （Ｌｅｌａｎｄ＆

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９）。

（二）菲沃克和卡尔对 Ｒ＆Ｋ模型的修正

学者菲沃克和卡尔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１９９７）修正了 Ｒ＆Ｋ模型，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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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进步是对公民投票予以了极大关注，并将其作为市县合并过程的最后一个阶

段。关注支持或反对特定宪章的活动以及哪些市民精英参与其中。

菲沃克和卡尔认为，大多数州议会都会通过特殊的法案来授权合并。除非

大多数地方居民在公投的议题上达成一致，否则这些法案规定的合并将无效。

因此，请愿州议会授权一项地方公投的需求产生了一个两阶段的程序。第一阶

段为：支持者必须将此议题摆上地方代表团的议程———并最终摆上公众议程。

第二阶段：在受合并直接影响的宪章权力下，支持者必须确保新政府在公投中

通过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８２）。在第一阶段中，政府官员和媒体组织对于议

题的形成有关键影响。企业团体、教育团体和公务员相对于个人和游说团体参

与度更高，但都没有扮演关键角色。宗教团体在这个议题上影响力最小，甚至

没有影响。在第二阶段，除了扮演关键角色的公务员外，政府雇员和官员相比

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相比设置合并议程的第一阶段，

企业团体在公投阶段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８４）。此外，在

公投阶段，赞成合并的群体是否能够并且愿意维持其参与度是决定市县合并能

否成功实现的关键因素 （Ｃａｒｒ＆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２：８５）。

（三）Ｃ３模型

Ｃ３模型 （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将对市县合

并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模型主要由利兰和塞谬尔在其 ２００４年

的著作 《市县合并的案例研究———重构地方政府图景》一书中建立。

Ｃ３模型建立在 Ｒ＆Ｋ模型的基础之上，借鉴了梅辛格 （Ｍｅｓ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９）、

琼森和菲沃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Ｆｅｉｏｃｋ，１９９９）以及菲沃克和卡尔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

２０００）对 Ｒ＆Ｋ的修正。通过选取美国 １３个地区市县合并的案例，运用仔细设

计的系统性比较案例的研究方法，利兰和塞谬尔最终完成了这一合并行为的因

果关系模型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５，７）。Ｃ３模型一改先前模型的阶段延

伸和路径依赖模式，通过设置一系列可测量的标准，使其能够解释美国过去一

个世纪中每一个到达公投阶段的合并行动。此外，通过设置的 １０个变量：制度

背景、支持合并的精英联盟的建立、税收、立法权力、议会、行政、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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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支持合并的运动以及反对合并的运动，从而建立起一个复杂而前后相

互依赖的政治过程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１１）。（模型图见附录１）

Ｃ３从几个重要方面显著完善了 Ｒ＆Ｋ模型。首先，它扩展了 Ｒ＆Ｋ模型的边

界，以解释 Ｒ＆Ｋ模型中所忽视的几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制度环境、公投活动的

专业化以及市民精英的特定角色 （表２）。其次，支撑Ｃ３模型的理论是可被检验

的，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都是从可检验的假设操作化而来，因此其能够产生可

被观察的影响 （Ｋｉ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４）。总之，Ｃ３模型提出了一个标准一致的因果

影响模型，能够用来测量实证观察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２２）。

表２　Ｃ３模型中影响市县合并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键要素 要求／特征

１．市民精英恰
当 地 设 置

议程

①起草社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愿景；

②起草重构的社区治理模型来执行经济发展愿景；

③促使普通选民相信若没有重构的社区治理模型，则社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愿景将不会实现。

２．恰当起草的
治理宪章

①维持县长（ｓｈｅｒｉｆｆ）当前的地位（若合并后县长能够继续由竞选产生并且
职责不变，则公民更有可能支持合并）；

②确保公共雇员不会面临大量解雇，由于重新划定级别而造成的收入减少
或者其他由于统一人事体系带来的改变；

③保持债务的原状，避免让公民承担属于另一个管辖权的债务；

④确保少数民族不会在统一的政府议会中损失其代表的比例；

⑤维持小城市的独立性，确保其不会被统一的政府所强迫。

３．ＣＥＯ的力量 ①宪章应创造一个强势的县官员，带领县的现代化，并促进社区未来的经
济发展。

②获得多数支持的县官员，作为合并政府的领袖。此 ＣＥＯ的力量往往会与
魅力非凡的市长或县领导牵连在一起，特别是当市长想要成为合并政府的

领袖的时候。

４．支持和反对
合并的运动

①人数不重要，支持者的人数不一定非要超过反对者；

②当支持合并的运动所倡导的强烈的经济发展信息与当地未受组织的，萎
靡的经济现状相契合，则合并容易成功；

③竞选官员压倒性的支持是必要的，特别是需要得到来自市长（和前任市
长的支持）；

④来自县长或其他领导官员的反对（现任或前任）可能会破坏合并的努力，
即使其人数少于支持者。因此，县长若不支持的话至少应保持中立。

资料来源：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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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程理论看来，地方居民实际上是市县政府合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决策

者，是实际的行动者，这也是过程理论与动机理论的分歧所在。动机理论认为，

地方居民是外在者，其投票偏好可以被引导；而过程理论则认为，居民投票意

愿可能更多受到国家或区域环境的影响，更多是危机影响所致，地方居民并不

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

四、政府合并理论模型之三：绩效理论

就地方居民而言，市县合并成功就一定会带来公共服务的帕累托改进吗？

政府合并就比之前的 “小而美”政府更能带来更多福利和税收负担的下降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公共行政学界试图回答这些疑惑，开始关注 “绩效”作

为评价市县合并努力最终成功与否的新标准，美国市县合并的研究再次发生了

转向。这次转向可以称之为 “新绩效论”。他们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陆续用

经验事实来检验合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合并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关于合并绩效的争论已经逐渐由公共行政的视角 （追求效率、效力、产量）转

向政治学视角 （追求责任性）（Ｓｔａ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１０）。尽管学界目前基本达成

一致，即不存在完善的手段测量市县合并的影响，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市县

合并的影响是绝对正面或绝对负面的；但是，对于成功的市县合并案例中合并

政府的绩效仍可从三方面予以探讨：其一是合并政府的行政绩效，其二是合并

政府的经济绩效，其三是合并政府的社会绩效。

（一）政府合并的行政绩效

所谓政府合并的行政绩效是指：合并后的政府行政效率提高了，且公共服

务供给更符合 “３Ｅ”标准，即更加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更有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和更有效益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在早期的研究中，由于缺乏样本和数据，学者往往

从理论的角度预测市县合并将促进政府效率的增加。如利兰和塞谬尔认为，合

并能够通过三个因素提高技术效率。第一，实现服务提供的规模经济。第二，

通过建立更加专业、负责的结构提高技术效率。第三，通过合并两个大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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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同人口的地方政府来减少重复，降低政府成本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

２０００）。

然而，通过规模经济，减少的重复率以及更高的技术能力来节约服务提供

成本的早期结论，几乎都被最近１５年来的实证研究所否定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６）。

最早是来自公共选择学派的批判。关于大都市结构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一般

来说，地方政府若位于一般目的的政府更加分权化的地区，其花费更少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８９）。此后，一些学者所从事的纵向研究和比较案例分析强化了

上面的发现：合并会导致税收和支出的增加而不是减少 （Ｅｒｉ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２；

Ｂｅｎｔｏｎ＆Ｇａｍｂｌｅ，１９８４），导致更高的人事成本 （Ｃｏｎｄｒｅｙ，１９９４），以及雇员中

更大的不满 （Ｄｕｒｎｉｎｇ，１９９５）。即使有部分研究证实了部分效率的增加，但这

些收益非常稀少，并且至少有相当部分被合并后增加的成本所抵消 （Ｂｌｏｍｑｕｉｓｔ＆

Ｐａｒｋｓ，１９９５；Ｇｒａｎｔ，１９６４；Ｇｕｓｔｌｅｙ，１９７７；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Ｒｏｇｅｒｓ＆

Ｌｉｐｓｅｙ，１９７４）。合并两个政府也无法在不产生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发 生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ｅｌｄｅｎ，２０００），因为任何组织的变革都需要付出代价。此外，合

并后的政府实际上也无法与合并前的两个政府比较上述的 “３Ｅ”差异。

表３　市县合并与效率／规模经济

利兰和塞谬尔

关于市县合并导致效率下降的三点原因

克里斯·皮内达

关于市县合并引发规模不经济的五点原因

１．合并运动的妥协性质往往会降低政
府效率提高的可能性。

２．承诺的公共服务（如供水、下水道、警
务等）中的经济规模可能会由于对提升

农村服务水平的新的资本投资而缩小。

３．原先假设的通过混合金融和预算管
理而产生节省是一种错觉。在研究中

合并后提升政府效率的机会是５０％，这
不足以成为使选民支持合并的有力

争辩。

１．劳动密集型服务。（包括警察、一般消防保护、
公共工作、公园以及娱乐服务。）

２．官僚化的增长。（当官员与市民的关切脱离开
来，他们就没有动机去缩减成本或停止开销的

增加。）

３．人事成本的合并。（当前雇员将工作安全性作
为合并协议的一部分，合并后的工资和奖金向同等

雇员的最高水平工资看齐。）

４．服务质量成本的合并。（合并后，配件和设施的
平均质量提高了，增加了开支。）

５．即时交易成本。（合并城市服务可能会需要即
时地执行和资本支出，这会迅速增加成本。）

资料来源：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１０：２９９），Ｐｉｎｅｄａ（２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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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兰和塞谬尔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１０）近期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结

论：无法证明合并可以预见地会导致地方政府效率的增长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

２０１０：２８２）。他们同时分析了效率下降的三点原因 （表３）。类似的，学者克里

斯·皮内达 （ＣｈｒｉｓＰｉｎｅｄａ）一反前人关于市县合并将取得规模经济的言论，归

纳出五点理由，说明市县合并常引发规模不经济 （表３）。

（二）政府合并的经济绩效

政府合并的经济绩效指合并后的政府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曾一直是合并运动的宣传口号、发起新的合并政府的议题以及衡

量区域进步与否的标杆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４）。早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市县

政府中任何一方的经济发展具有优势，合并就容易成功。以此类推，合并又反

过来 促 进 了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Ｏｗｅｎ，１９９２；Ｒｕｓｋ，１９９３；Ｓａｖｉｔｃｈ＆ Ｖｏｇｅｌ，

１９９５）。尤其是政治家、企业和媒体精英与支持市县合并的理论工作者之间的视

角一致、共同结盟，他们认为，区域能够在高度竞争性的全国和全球经济下获

得繁荣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ｉｅｒ，２００５；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６）。然而，也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量地方政府的再组织是否能够真正促进区域发展的繁荣

仍然是不清晰的 （Ｃａ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１３９）。

摩根和马雷沙尔 （Ｍｏｒｇａｎ＆Ｍａｒｅｓｃｈａｌ，１９９９）研究了政治碎片化和经济状

况，总结出分散化促进了经济增长。随后，菲沃克和卡尔通过准实验中的非连

续的时间序列设计，分析了杰克逊维尔／杜瓦县的合并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

响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１９９７：３），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经济利益仍然是市县合并的

一个重要卖点，但无法找到将合并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并

没有发现与杰克逊维尔／杜瓦县的政府合并一致的制造业、零售业或第三产业的

显著增长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１９９７：６）。因此，尽管合并可能会促进地方政府的计

划能力、法律资源、管辖资源和财政资源，至少在杰克逊维尔／杜瓦这一案例

中，这种增强的能力并没有直接转换成为更佳的经济发展结果 （Ｆｅｉｏｃｋ＆Ｃａｒｒ，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６年，卡尔和菲沃克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大量扩充了

实验样本和数据，得出的结论与１０年前是相似的：即在那些实行了全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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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合并的社区，仍然不存在证据证明合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联系

（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６：７）。２０１０年，利兰和塞谬尔运用两类数据———１０年间的人口增

长率以及直接的经济测量数据———再次测量了合并的经济发展影响，他们指出：

合并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比其对照案例表现得更佳，虽然这个证据无论如何都

不是 压 倒 性 的 （Ｌｅｌａｎｄ＆ 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１０：２９３）。同 年，萨 维 奇 等 学 者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比较了路易维尔市和杰弗逊县合并前后长达８年的数据，

他们认为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合并后的路易斯维尔受益了，甚至部分数据

暗示了情况似乎变得更糟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２）。此外，在定量研究的基

础上，他们还尝试归纳影响上述结果的制度变革原因，并证明了 “重组”并不

足以促进经济增长，以此对定量方法进行补充。

（三）政府合并的社会绩效

政府合并的社会绩效是指：合并后的政府能够将以前的政府间的公共问题

转变为政府内的政策问题予以解决，同时还能够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萨

维奇等学者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认为，城市及其郊外的经济和社会命运很可

能是紧密相连的。他们 （Ｓａｖｉｔｃｈ＆Ｖｏｇｅｌ，１９９５）回顾了城市和郊区之间经济相

互依赖的证据，这种相互依赖表明有效的地方发展项目需要在区域层面执行。

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郊区都无法提供能够进行合并和协调的生产资产

以生产新的产品。

学者阿诺德·弗莱施曼运用比较的方法检验了市县合并影响区域问题解决

的能力，并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即一方面没有理由来期望合并运动必然会

解决区域问题，另一方面合并确实推动了区域问题的协调解决。弗莱施曼对四

个社群的研究表明，合并不是解决地区服务、统治地盘、税收和种族等

（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２２４）问题的良方。然而，他又指出，即使运动没有针对

区域议题，合并仍会促进区域问题的解决。合并政府的大多数优势与程序相关：

进展更迅速，避免了政府间旷日持久的争吵；拥有更加前瞻性的议程；能够率

先处理影响周边县的区域问题；合并能够创造出 “更好地设置优先选择”的环

境，而不是在做出什么对市更好或什么对县更好的决定中犹豫不决。此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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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受访者都提出了在更高层级的政府上 “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需求

（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２２４）。总之，政府合并有助于区域问题的解决和社会

整合。

总之，研究结论表明：对于合并政府辖区的地方居民来而言，无论是政府

合并的行政绩效还是经济绩效似乎都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表明政府合并对居

民有直接的有利影响。政府合并的行政和经济绩效往往流于合并运动的宣传口

号以及支持者的美好愿景。对于政府合并的社会绩效来说，区域问题的良好解

决对于居民的间接影响往往多于直接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地方官僚的 “政治野

心”。

五、政府合并理论研究的展望

尽管市县合并成功率低，但是倡议合并的个案却依旧每年翻新，这种奇特

的现象刺激了理论工作者的好奇心，他们尝试从各个角度建立理论来解释政府

合并的各个侧面。动机理论试图解释市县合并中不同行动者的动机与合并结果

之间的关系，过程理论则偏重于某个突发事件或某个危机情景下市县合并更容

易成功，而绩效理论则尝试评估合并后的政府是否实现了当初政客们所做出的

承诺以及预期中的效果。但是，这些研究均未回答一个问题，即政府合并的理

论模型对于全世界地方政府管理界域的变动是否具有足够解释力呢？

第一，从研究价值上来看，市县合并或政府合并的相关理论依然停留在个

案解释的阶段，尚未进入到理论预测时期。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前后，大部分市

县合并的尝试都由中型或小型的都市地区做出。马兰多认为，市县合并仅仅影

响了全国一小部分的都市人口，有限的成功案例主要发生在较小规模的都市环

境下，并且其中的大多数受到了特定事件的刺激，市县合并并不是一个全国范

围内的象征性趋势 （Ｍａｒａｎｄｏ，１９７９：４１３）。利兰和塞谬尔认为，市县合并不仅

仅是美国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亦有大小社区的合并以及同等级别的市县合并；

未来应该通过多国间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些合并是否增加了经济效率或者是否

促进了经济发展 （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１０：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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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研究途径而言，目前更多的研究取材于美国市县合并以及合并的

客观数据，如人口、土地和税收等。研究者们之所以选择硬数据作为研究的经

验材料，主要是由于美国市县合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过程，居民的偏好与

意愿最后由合并方案的投票结果所决定。而在另一些国家的市县合并或地方政

府合并很可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因此，上文所阐述的 Ｃ３模型无法完

美地应用于其他国家类似的市县合并实践中。例如：学者罗森菲尔德和里斯以

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地区１２个市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合并为案例，力图引起

学界对自上而下的合并机制的关注。他们认为，短期来看，自上而下的合并机

制有利于促进效率，减少成本；而从长期来看，自上而下的合并与自下而上的

合并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成功较容易而后者很艰难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Ｒｅｅｓｅ，２００４）。

因此，是否自上而下的合并机制是一种更优选择，如何推动自上而下的合并更

有效地进行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此外，美国自下而上的市县合并实践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的合并案例在执行情况上的巨大差异，不同案例中市县合

并的范围、程度都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还不存在较好的模型对其进行归纳。

同时，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也非常稀少。

第三，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当前研究方法偏重于经验研究。目前关于美

国市县合并的研究主要使用了两类方法。一类是案例法，即通过单个案例的深

入追踪或多个案例的对比研究发现市县合并过程的推动力量、存在问题、取得

成效或是共性和不同点。另一类是使用定量方法———往往是聚类分析和非连续

的时间序列分析———来评估区域和机构的重构如何影响合并县的经济绩效。其

中代表性的研究见于菲沃克和卡尔 １９９７年对杰克逊维尔／杜瓦县合并政府的研

究，２００６年其二人在 １９９７年基础上扩大样本数量的研究，同年卡尔等学者

（Ｃａ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对莱克星顿／菲也特县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ＦａｙｅｔｔｅＣｏｕｎｔｙ）的研究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５）以及２０１０年利兰和塞谬尔对多个县１０年数据的分析

研究。从当前来看，第二类关于市县合并对社区发展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

较少。当政客们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削减公共支出作为合并的理由而大量吹捧时，

需要更多关于市县合并真正影响的严格的实证研究 （Ｃａｒ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１３９）。

未来也可以尝试新的方法，以解决案例法不具有普遍性以及统计法无法准确量

化政府绩效并解释缘由的缺陷。在这一方面，萨维奇等 （Ｓａｖｉｔ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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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本。

第四，就研究的趋势而言，未来更应关注不同年代政府合并的差异。如：

相比大多数已经存在的合并政府，特别是对于那些１９７０年以前成立的合并政府

而言，当前新成立的合并政府趋向于小型化。未来的研究应当将注意力直接放

置于这些小型化，最新建立的合并政府身上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０：１３４）。

第五，从未来政府合并理论的模型建构来看，更应将地方居民与州或地方

政府的关系或者地方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财税和人事关系纳入到理论框

架之中。毫无疑问，地方居民应该是政府合并能否成功以及合并绩效的最终决

定者和评价者，而政府间关系则是合并政府最直接相关的政治环境。在联邦制

国家中，作为地方政府的市和县政府，其权力均来源于州政府的制定和准许

（罗伯特·登哈特、珍妮特·登哈特，２０１３：６６），因此，市和县政府变更自己

的管理界域始终离不开州政府的制约。

政府合并的全程是一次惊险的三级跳跃 （附录 ２）。从合并动机的产生到凝

聚合并动机形成支持联盟是居民偏好化零为整的第一级跳跃；从支持联盟中的

精英开始起草合并议程到议程通过公投是政治精英与居民意愿共振的第二级跳

跃；从合并方案开始实行到合并政府的建立并运作是政治体系重组的第三级跳

跃。每一级跳跃，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争议和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失败。这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市县合并鲜有成功案例的原因。而综述前文所言可以

发现，不论哪一级跳跃，地方居民都扮演着政府合并的决定者和得益者的双重

角色。然而，地方居民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无论是他们的动机、过程中的行动

还是对绩效的认可，都呈现出可被地方政府及州政府引导的趋势。因此，在政

府合并中如何分配地方居民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三者间的权力应该成为建构政

府合并理论的始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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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４（２）：２２３－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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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ｓｔｌｅｙ，Ｒ．（１９７７）．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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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ＵＮＣ－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ｇｐｕ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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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Ｌｅｌａｎｄ，Ｓ．Ｍ．＆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Ｋ．（２００５）．Ｗｈｅ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Ｕｎｂｅｌｉｅｖａｂｌ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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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ｅｌａｎｄ，Ｓ．Ｍ．＆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Ｋ．（２０１０）．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ｉｓｅＭａｄ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Ｋｅｐ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Ｌｏｗｅｒｙ，Ｄ．（２０００）．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ＶＳ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１０：４９－

７８．

Ｌｏｗｅｒｙ，Ｄ．（２００１）．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ａＮｅｏ－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７（３）：１３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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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方政府合并理论评述：动机、过程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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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２（４）：４０９－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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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３（３４）：４５７８－５９５．

Ｏａｋｅｒｓｏｎ，Ｒ．Ｊ．（１９９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ｃ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Ｏａｋｌａｎｄ：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ｌｂｅｒｄｉｎｇ，Ｊ．Ｃ．（２００２）．Ｄｏ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ｂｅｇｅ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ｓ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４８０－４９１．

Ｏｗｅｎ，Ｊ．Ｃ．（１９９２）．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ｇｏｖ：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ａ，ＧＡ．

Ｐｉｎｅｄａ，Ｃ．（２００５）．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Ｓｃａｌ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Ｂ．Ｄ．＆Ｌｉｐｓｅｙ，Ｃ．Ｍ．（１９７４）．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Ｒｅｆｏｒｍ：Ｃｉｔｉｚｅ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ｎ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Ｃｏｕｎｔｙ，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Ｐｕｂｌｉｕｓ，４（４）：１９－３４．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Ｗ．Ａ．＆Ｋａｍｍｅｒｅｒ，Ｇ．Ｍ．（１９７４）．ＡｇａｉｎｓｔＬｏｎｇＯｄｄ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ＢｅｖｅｒｌｙＨｉｌｌｓ，Ｃ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Ｒ．Ａ．＆Ｒｅｅｓｅ，Ｌ．Ａ．（２００４）．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ｐＤｏｗｎ．Ｉｎ

Ｃａｒｒ，Ｊ．Ｂ．＆Ｆｅｉｏｃｋ，Ｒ．Ｃ．Ｅｄｓ．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ｕｓｋ，Ｄ．（１９９３）．Ｃｉ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ｂｕｒｂ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ｏｄｒｏｗ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ｅｓｓ．

Ｓａｖｉｔｃｈ，Ｈ．Ｖ．，Ｃｏｌｌｉｎｓ，Ｄ．，Ｓａｎｄｅｒｓ，Ｄ．＆Ｍａｒｋｈａｍ，Ｊ．Ｐ．（１９９３）．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Ｂｉ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ｉｔｉｅｓ，

Ｓｕｂｕｒｂ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４１－３５７．

Ｓａｖｉｔｃｈ，Ｈ．Ｖ．＆Ｖｏｇｅｌ，Ｒ．Ｋ．（１９９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ａＰｏｓｔＣｉｔｙＡｇｅ．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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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ｖｉｔｃｈ，Ｈ．Ｖ．＆Ｖｏｇｅｌ，Ｒ．Ｋ．（１９９６）．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ａＰｏｓｔＣｉｔｙＡｇｅ（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ａｖｉｔｃｈ，Ｈ．Ｖ．，Ｖｏｇｅｌ，Ｒ．Ｋ．＆Ｙｅ，Ｌ．（２０１０）．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０（１）：３－２８．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１９８９）．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ｉｔ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Ｓｕｂｕｒｂｉａ．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Ｔｅｓｋｅ，Ｐ．，ａｎｄＭｉｎｔｒｏｍ，Ｍ．（１９９５）．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ｇ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ｌｅｙ，Ｓ．Ｒ，Ｄ．Ｆａｕｌｋ，Ｓ．，Ｌｅｌａｎｄ，＆ Ｓｃｈａｎｓｂｕｒｇ，Ｄ．Ｅ．（２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ＩｎｄｉａｎａＧｅｎｅｒ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ＦｏｒｔＷａｙ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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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修正的市县合并模型 （Ｃ３模型）

注：Ｖｎ表示：变量 ｎ。

资料来源：Ｌｅｌａｎｄ＆Ｔｈｕｒｍａｉｅｒ（２００４：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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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市县合并议程形成过程

资料来源：整理自 Ｋｅｌｌ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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