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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公共部门激励扭曲问题研究

周碧华

【摘要】激励扭曲问题是公共部门激励契约设计的一大挑战，论文对公共部
门激励扭曲问题研究进行评述。公共部门的任务多维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产出难以观测以及自我激励型代理人等特征在不完全激励契约下，都可能导致
代理人行为结果偏离委托人的期望目标。激励扭曲测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源于绩效考核的激励扭曲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最常见，这一类扭曲的测评在
理论方法和经验证据上均取得一定研究进展。未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公共部门
激励扭曲的测评方法和实证样本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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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代以前，对有效激励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激励与保险（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的权衡”（Ｇｉｂｂｏｎｓ，１９９８：１１５）上，尤其是关注风险型（Ｒｉｓｋｙ）绩效指标的使
用。１９９０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有效激励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保险问题，
而是激励扭曲（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霍姆斯特姆（Ｂｅｎｇｔ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和米尔
格罗姆（Ｐａｕｌ Ｍｉｌｇｒｏｍ）提出不完全激励契约可能导致“激励扭曲”，他们通过
多任务（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代理模型证明当代理人有多种可选择行为时，会根据不完全
契约选择自己获利最多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可能与委托人的期望不一致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３０）。此后，贝克尔（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ｋｅｒ）发表了激励
扭曲测量的重要成果（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２００２）。总体看来，激励扭曲的研究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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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脉络：一是风险视角，以霍姆斯特姆为代表的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
险，以及委托人和代理人风险偏好特征等方面探讨激励扭曲的形成原因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Ｇｉｂｂｏｎｓ，１９９８；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２００２）；二
是评估视角，以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代理人行为对组织目标的边际贡献和
绩效目标的边际贡献不同而导致扭曲，且在实践中这一原因比风险更重要
（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Ｆｅｌｔｈａｍ ＆ Ｘｉｅ，１９９４；龚其国等，２０１１；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Ｍｅｌｋｏｎｙａｎ，２０１４）。从实证研究成果来看，大量样本都是从风险的
角度利用股票、期货等数据对企业治理成效进行分析；另一个视角的研究样本
相对较少。

由于组织功能、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公共部门①激励问题比私人
部门更复杂（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黄再胜，２００５；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０），激励
扭曲问题更加突出。许多文献指出公共部门存在大量激励扭曲现象，代理人行
为结果的偏离严重影响了公共部门激励有效性（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Ｓａｌｇｅ，２０１１；Ｎｉｅｌｓｅｎ，２０１４；Ｋｅｌｍａｎ ＆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３）。因此，
有必要结合公共部门激励特征，对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理论和测量方法进行系统
的研究评述。这对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公共部门激励理论与方法体系，提高公共
部门组织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国内研究对激励扭曲现象的讨论散见于地方政府行为（苏常禄，２０１３；张
为杰，２０１３）；官员晋升（周黎安等，２００５；张晖，２０１１）；高校组织激励（郭
广珍，２０１０；方建云、周碧华，２０１４）；军队薪资（张东戈等，２０１２）等领域
的文献中，而针对激励扭曲程度如何测量的探讨不多。事实上，我国公共部门
的激励扭曲现象极其典型。我国政府的科层组织结构依赖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和
激励来实现有效控制，激励扭曲的识别和衡量尤其重要。类似以“每万名公职
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以“ＧＤＰ增长率”为主
衡量地方官员政绩，以“查处违规生育事件数”来衡量计生办工作等激励方法
可能偏离正确的激励目标。因此，公共部门激励扭曲问题的探讨对我国公共部
门管理实务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公共部门激
励特征，系统地梳理激励扭曲问题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和测评方法，提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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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简—艾瑞克莱恩（Ｊａｎ － Ｅｒｉｋ Ｌａｎｅ）在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一书中的界定，公共部门是被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
标，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的组织。本文所指的公共部门包
括各级政府组织及其职能部门，还包括高校、医院、供电局、自来水公司、检验检疫部门等
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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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部门管理者避免激励扭曲带来的效率损失，以期为提高公共部门激励有效性
提供理论方法上的借鉴和启示。

一、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现象及成因

有效的激励是在满足各种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让代理人的行为按照委托人的
意愿来执行，如果激励机制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引导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的期
望目标，就会产生激励扭曲。在公共部门组织层面，激励扭曲可能表现为组织
的真正目标与组织绩效目标的不一致；在个人层面，可能表现为不同层级公职
人员的行为结果与激励目标的偏差。迪克西特（Ａｒｉｎａｓｈ Ｄｉｘｉｔ）归纳了公共部门
激励不同于私人部门的四大显著特征：一是多维任务（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ａｓｋｓ）；二是多
重委托人（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三是缺乏竞争（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四是积极
的代理人（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 （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这些特征也使得公共部门激励扭
曲有别于私人部门。具体而言，产出难以量化、委托—代理关系的多重性、组
织目标的多元化、员工任务的多维性、公共产权的排他性、激励强度的有限性
等特征（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黄再胜，２００５；熊毅，２００７），都大大增加了激励机制设
计的难度，也增加了激励扭曲产生的可能性（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２），使得该问题在公共部门显得比私人部门更加尖锐。

（一）公共部门的任务特征与激励扭曲

根据任务执行方式的不同，公共部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公众提供服
务，例如提供环境保洁、邮递、交通、教育、医疗等服务；二是向公众强制征
收资源或者强迫行为，例如税务、管制、执法、征兵等；三是两者兼有的混合
型，例如质量监督局实施食品安全检查既是为消费者服务也是对生产厂家的强
制手段、车管所的车辆年检既是提供车辆安全服务也是对车主的强制（Ｄｉｘｉｔ，
２００２）。无论是采取哪种执行方式的任务都具有多维度性。例如，环境卫生管理
部门不仅需要及时清理公共场所垃圾、合理安排垃圾集中转运、处理各类垃圾
掩埋焚烧，而且需要保管清洁环卫用具、维护更换城市道路保洁设施、宣传城
市卫生文明等。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政府部门不仅要完成辖区经济建设、党组织
建设、综合治安、重点项目建设，而且还需要执行计划生育、民政关怀、农业
生产、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任务。

在以上任务特征下，一是当不同任务的执行存在冲突时，代理人也会根据
激励契约进行优先顺序的排列。例如街道办事处在执行土地征收和民房拆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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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常常与民政关怀工作相冲突，街道办事处在先执行“强拆”和先妥当安置
居民的两难选择中，激励契约就会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公共部门而言，
代理人在多个可选择行为之间的权衡会增大组织的风险。二是面对多维度任务，
激励契约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从而导致代理人努力执行有激励的任务，不努力
执行无激励的任务。例如派出所高效率地执行罚款没收工作，“按部就班”地进
行户籍登记工作。这种不完全激励契约导致的激励扭曲得到经济学正式模型的
证明（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三是当激励契约对某些任务进行强激励，
对另外一些任务进行弱激励时，代理人会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努力执行强
激励任务，不努力执行弱激励任务。例如国内许多高校对科研实施强激励而对
教学实施弱激励，就可能导致本校教师积极从事科研工作而草草应付教学任务。
又如，中央政府若对经济增长实施强激励，而对可持续发展实施弱激励，就会
导致地方政府“增长型”而非“发展型”的行为导向（张为杰，２０１３）。霍姆
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通过多任务代理模型证明当代理人有多种可选行动时，会
选择自己获利最多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可能与委托人的期望目标不一致，进而
导致“激励扭曲”问题（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

总而言之，多任务特征使得公共部门代理人有了选择自身努力方向和努力
水平的可能，从而大大增加了激励契约设计的难度。如果代理人的选择偏离了
委托人的期望目标，就会产生激励扭曲。在我国公共部门中，最为典型的就是
地方政府官员会在各项指标体系、考评办法、奖惩方式和实施办法中“选择性
关注”某些任务，并选择性地采取行动。以广泛推行的目标责任激励机制为例，
上级政府希望通过目标体系的设置有效地控制官员们“有选择地”去完成那些
“被选择的工作”（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然而一旦目标设置不科学或者权
重设计不合理，就会直接造成下级政府的行为偏离人民群众的期望。

（二）公共部门的多重委托关系与激励扭曲

公共部门的行为一定会受其委托人的影响。在公共部门中不仅存在多个委
托人与一个代理人形成的共同代理关系，也存在一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的扩
展委托代理关系，甚至是多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的复杂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政治代理人同时受不同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委托（Ｂｅｓｌｅｙ ＆ Ｇｈａｔａｋ，
２００５）。在我国表现为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群众和
某些集体委托，接受他们的监督。公众包涵了多种诉求的委托人。由于公共部
门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公众可以广泛地
得到公共部门的服务（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而且公共部门服务还具有外部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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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型Ｈ１Ｎ１传染病人的特别护理对目前还未染病的公众来说是有好处的，医
保服务的提高并不一定是人们现在的需要，但可以增强他们的安全感。此外，
一项服务的提供通常有针对性，可能增加某些公众的效用，而对某些公众无用，
因此对于许多公共部门而言，公众作为其委托人有着清晰的群体界线。其次，
在公共部门组织层级中，最常见的是多个上级组织共同指挥一个下级组织。面
对多个上级组织的“委托”，公共部门需要协调平衡各方的“委派”任务，全
面完成各个上级的指定目标（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例如，街道办事处不仅
受区政府的领导，而且还受市发改委、计生局、环保局、卫生局等上级职能部
门的领导，每个年度要完成从经济建设到社会保障的多个“目标责任状”。又
如，基层工商所承担食品安全监管、清理无照经营等多个任务安排，表现出
“上面多条线，底下一根针”的管理格局（倪星、原超，２０１４：７４）。政府跨部
门合作时，还会出现一个上级组织领导多个下级部门的情况，例如市政府成立
“创建全国卫生文明城市”领导小组，指挥本市的多个职能局和各区政府、街道
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基层政府部门一同参与城市卫生文明管理。最后，从公
共部门内部管理层级来看，公职人员之间存在多重上下级关系。多位上级领导
委派不同工作给一位下级，一位上级领导委派不同工作给不同的下级，或者多
位上级领导委派不同工作给多位下级的情况在公共部门都十分常见。

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是出现多个委托人时，不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
行为偏好可能不一致，甚至不同委托人的期望目标有冲突。尽管不同委托人的
任务是相关的，这种任务之间的互补性（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使得同一个代理人
能够方便地同时承担这些任务。但是这种情况下，不仅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会
进行博弈，委托人之间也会为争夺代理人的时间和精力而进行博弈，任何一个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契约都会受到另一个委托人与该代理人契约的影响，从
而产生缔约的外部性问题。迪克西特（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通过线性激励均衡模型证
明多个委托人之间的博弈会弱化激励效果，并且在代理人的任务努力投入可替
代情况下导致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期望。委托人越多，越容易导致这种偏离。
刘诗林和李辉（２０１４）对乡镇一级纪委书记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双重领导是导
致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二是出现多个代理人时，通常代理人之间会有某种程
度的合作，然而公共部门受财务制度和组织边界的限制很难对团队绩效进行激
励，缺乏团队激励的契约自然难以引导代理人按照委托人期望采取合作行为。
现实中也常常看见部门间互相推诿、相互指责的现象。

总之，公共部门代理人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博弈机会和选择可能性大
大增加了。单个激励契约能否有效引导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期望选择行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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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考虑契约内部是否完整，还需要考虑其他契约的影响。虽然公共部门上
下层级之间的委托带有“命令”和“强制”性，但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还是有很
大的选择空间。因此，对公共部门激励机制设计而言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寻
求最优解是个极大的挑战。

（三）公共部门产出特征与激励扭曲

公共部门产出结果难以观测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激励理论一般假设代理人
行为是无法观测的但结果是可观测的，然而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结果比私人部
门更难观测。比如大学教育，真实的教育结果就很难观测。针对这一难题，目
前公共部门激励机制采取的方法有三个。一是选取一些可观测的量化指标近似
地反映不可观测的产出结果。如，大学采用学生成绩、毕业生就业率等量化指
标来考核教育结果，那么激励扭曲问题就可能出现了。教师们可以想方设法提
高学生成绩，但这些方法并不是增强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法，可能只会提
高学生的应试能力。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片面追求毕业生就业率，就可能忽略就
业机会是否符合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是否与毕业生性格能力匹配，甚至也
不关心毕业生是否会迅速失业或需要频繁地换工作。二是设计相对绩效考核方
法降低对产出结果的信息要求。如，考核政府官员时采用与前任官员业绩进行
比较，或者与周边省市同级官员业绩进行比较的相对绩效评价法（周黎安等，
２００５）。虽然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剔除影响不同代理人的共同因素的干扰，大大减
少了对不可观测产出结果的绝对信息的要求，但是相对绩效可能同时激励代理
人之间的互相拆台、不合作，甚至恶性竞争行为（Ｌａｚｅａｒ，１９８９，２０００），这显
然偏离了委托人的期望目标。三是采用主观评价方法揭示并量化不可观测的产
出结果。如，通过上级打分来判断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通过公众
满意度测评来判断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由于主观评价法自身可能带有偏见、
随意、歧视等问题（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２００７），其评价结果比量化指标的风险性大。
当主观评价结果作为考核依据写入激励契约时，这种不确定性会大大降低激励
效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对象是公共部门主观评价法的重要主体。但
是由于公共部门任务的不同，可能一些部门是提供社会服务的，另一些部门是
实施强制征收的。公共部门代理人与服务对象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税务
局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目标和纳税人的目标可能不一致。也就是说，带有强制
性执行任务特征的公共部门的服务对象并不一定希望他们的工作人员细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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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工作①。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服务对象的主观评价结果很难客观真实地反映
公共部门代理人的工作情况。因此，如果选择服务对象作为主观评价的主体，
就需要考虑不同公共部门工作特征可能带来的评价误差，但目前公共部门的满
意度调查很少加以区分。

概括地说，为了克服公共部门产出难以观测这一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主要是通过代表性的量化指标、相对绩效评价或者主观
评价等方法将难以观测的产出结果量化，然后契约化（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尽量使得
对代理人的激励有清晰的业绩依据，然而这些方法同样都会伴随着激励扭曲的
风险，需要给予注意。

（四）公共部门代理人特征与激励扭曲

以上所分析的公共部门委托代理关系、任务、产出等特征可能带来的激励
扭曲问题，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假设公共部门代理人都是以追求自身
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并且假设代理人效用来自于激励契约中的物质报酬。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公共部门代理人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理性经济人的偏
好。首先，公共部门代理人并不单单追求自身效用的增加，也可能关注他人效
用的增加。例如，具有组织承诺偏好的代理人关心组织利益，这一特征在效用
函数中体现为代理人效用不仅依赖于自己的收入也依赖于组织的收益（周碧华、
刘涛雄，２０１３）。在环境保护协会、福利院、消防队、红十字会等公共部门，普
遍存在这种偏好特征的代理人。当激励机制设计未考虑代理人的这一特征时，
将无法准确设计激励强度，进而造成错误激励或者福利浪费。其次，在物质激
励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发现许多公共部门代理人仍然努力工作，学者们称之为
“自我激励型代理人”（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这类代理人实现自我激励的原因被归
结为内在激励（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因素在起作用（Ｄｉｘｉｔ，２００２；Ｂｅｓｌｅｙ ＆
Ｇｈａｔａｋ，２００５）。内在激励强调代理人出于兴趣爱好而进行某项活动，具体表现
为公共部门代理人可能从执行任务本身得到效用。普兰德加斯特（Ｃａｎｉｃｅ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指出公共部门的代理人比私人部门的代理人更容易从工作本身获得
这种效用，因为他们通常认同公共部门的理想目标和道德目标（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
２００８）。学者们研究还发现工资、福利等外部激励可能会挤出内在激励。例如，
与无偿献血相比，有偿献血中提供金钱补偿可能会降低个人的公共责任意识，
从而降低献血意愿（Ｔｉｔｍｕｓｓ，１９７１）。对支持公共项目的公众提供金钱奖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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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挤出居民公共意识，反而降低了公众支持率（Ｆｒｅｙ ＆ Ｏｂｅｒｈｏｌｚｅｒ － Ｇｅｅ，
１９９７）。如此看来，倘若公共部门激励机制设计者忽略了代理人的内在激励因
素，可能会导致契约中的薪酬等外在激励因素挤出代理人对工作本身的兴趣爱
好，反而削弱了激励效果。现有的激励一般只重视物质激励，而忽略代理人其
他需要，从而造成激励扭曲。

总而言之，公共部门代理人对组织、职业身份、工作任务的认同和兴趣可
能有别于纯粹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而努力工作的传统理性经济人。公共部门激励
机制设计时需要考虑代理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特征，区分物质激励有效和无
效的不同情形，并探寻最佳的激励强度和最优激励方式，否则难以准确地激励
公共部门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期望目标，造成激励扭曲。

二、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的测评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及激励扭曲现象时，如何判断激励扭
曲的发生，如何衡量激励扭曲程度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Ｄａ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Ｗａｌｋｅｒ ＆ Ｄｅｖｅｃｅ，２０１１；Ｈｖｉｄｍａｎ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在激励扭
曲的各种可能来源中，绩效考核是最主要的一项来源。因为激励契约能够实现
有效激励依赖于和绩效挂钩的差别化报酬，几乎所有的经典模型所推导的最优
激励契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绩效结果变量的基础上的。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
姆（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贝克尔（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２）等人在阐述激励扭
曲问题时，都提及激励契约中的代理人绩效依据不当是扭曲的重要来源，使用
扭曲的绩效考核制度可能导致员工之间的博弈、不合作行为、相互拆台，甚至
组织功能的无法实现。贝克尔（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２）再次指出绩效指标在任何激励机
制设计中都属于重要组成部分，绩效指标可能引发的激励扭曲问题应当成为研
究者关注的重点。库尔地（Ｐａｓｃａｌ Ｃｏｕｒｔｙ）和马斯克（Ｇｅｒａｌｄ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也明确
提出激励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绩效指标，这是激励员工采取合适行
为的标准，在管理实践中看似清晰的绩效指标常常是扭曲的，会导致员工博弈
行为和组织成本增加（Ｃｏｕｒｔｙ ＆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鉴于绩效考核引发的激励扭
曲问题如此重要，对这类扭曲的测评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目前，这类
扭曲的测评方法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讨论，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一定的支持和
验证。

（一）扭曲测评的理论研究

公共部门如何设计激励契约并预测其执行效果，都需要考察绩效指标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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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贝克尔（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２００２）认为首先要区分扭曲的绩效指标（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和没有扭曲的绩效指标（Ｕ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激励目标与组织目标完全一致的绩效指标才是没有扭曲的绩效指标。而在政府
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激励契约很容易使用激励目标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扭曲的
绩效指标，因为这些公共部门的组织目标很难明确界定。他构造了两个关于代
理人行为的线性产出函数，一个是组织目标收益随着代理人不同行为选择而变
化，另一个是绩效考核结果随着代理人不同行为选择而变化。为什么同样的代
理人行为带来的组织目标收益和绩效考核结果会不同呢？原因在于代理人行为
对组织目标收益的边际贡献和对绩效考核结果的边际贡献不同，而边际贡献率
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使用了扭曲的绩效指标。也就是说，代理人行为可能增加
绩效结果却不能增加组织收益，或可能增加组织收益却不能增加绩效结果。如
公式①、公式②所示，Ｖ表示组织目标收益，Ｐ表示绩效考核结果。

Ｖ （ａ，ε） ＝ ｆ·ａ ＋ ε　 　 　 　 　 ①
Ｐ （ａ，） ＝ ｇ·ａ ＋ 　 　 　 　 　 ②

其中ｆ、ｇ和ａ均为向量，“
"

”表示内积。ａ表示代理人的行为，ｆ为代理
人行为对组织目标收益的边际贡献，ｇ为代理人行为对绩效考核的边际贡献。随
着代理人行为对组织目标收益与绩效考核结果的边际贡献的差异程度增加，两
个向量的夹角增加，意味着激励扭曲程度增加。如果代理人行为既会增加Ｐ也
会增加Ｖ，那就说明对这一行为的绩效考核指标没有扭曲。

这一测评方法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可以将复杂多维度的代理人行为选择转
换成一个可以在线性空间中描述的问题，大大简化了绩效考核扭曲的描述，而
且还可以将边际贡献率大小和夹角对绩效考核扭曲程度的影响分离开来分析。
这些理论创新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周碧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然而，贝克尔
的测评方法更多提供的是理论层面上的指导，尚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方法体系。
也就是代理人行为对Ｖ和Ｐ的边际贡献通常是难以观测的，贝克尔模型并未提
供如何测量这些隐藏信息的具体方法。

库尔地和马斯克（Ｃｏｕｒｔｙ ＆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在贝克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关
系统计量来识别绩效指标扭曲的夹角是否存在。他们通过评估相对权重改变后
绩效考核结果的变化来测试是否存在激励扭曲，即估计绩效指标和委托人目标
之间的关系随着指标权重的变化如何变化。他们用泊松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作
为关系统计量，当绩效指标的相对权重增加而关系统计量减弱则说明考核存在
扭曲，也就是委托人采用的绩效指标所激励的代理人行为只是最大化考核结果
而不是最大化组织目标收益。此时，贝克尔模型中的扭曲夹角一定存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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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目标和组织目标之间的协方差降低，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异性增加。这
一方法的优点是测量所需要的数据容易收集，且只要计算简单的关联统计量在
绩效权重改变前后的变化，因此更具有一般性和可操作性。

同样承袭贝克尔的思路，龚其国等（２０１１）认为绩效管理者如何通过努力，
确定能够反映被测行为的组织价值的绩效指标，从而避免激励扭曲，是管理者
的工作核心。他们在多任务代理框架下，将测评指标内生为管理者行为，建立
一个委托人和两级代理人的三级激励结构，通过模型分析管理者测评行为的努
力对激励强度和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梅尔科尼扬（Ｔｉｇｒａｎ Ｍｅｌｋｏｎｙａｎ）指出权
力分配结构会同时影响委托人目标和绩效指标，从而影响绩效指标的扭曲程度，
并用正式模型求解最优的权力配置结构（Ｍｅｌｋｏｎｙａｎ，２０１４）。以上研究通过数
学模型分别证明了激励扭曲与管理者努力、权力分配之间的关系，为激励扭曲
程度的测评提供了有益线索。

（二）扭曲测评的实证研究

普兰德加斯特（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１９９９）回顾激励扭曲的经验证据时提出扭曲度
的验证需要激励契约和代理人行为的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很难观察，因
此要找到一般的方法来测量这种扭曲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激励扭曲测评的实证
研究很不容易，但是学者们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贝克尔等人（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专门研究了绩效工资和员工不当行为之间的关系，用于证明绩效
考核扭曲的存在及其危害。赫克曼（ＪａｍｅｓＪ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人（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调查了ＪＴＰＡ （Ｊｏｂ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机构①的绩效指标体系的有效
性，说明区分绩效指标间关联及其扭曲效应的重要性。库尔地和马斯克（Ｃｏｕｒｔｙ
＆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１９９７）同样在ＪＴＰＡ机构的样本中发现绩效考核反而激励ＪＴＰＡ机
构进行“撇脂”（Ｃｒｅａｍ Ｓｋｉｍｍｉｎｇ）博弈（只接受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对象进行
培训）。他们认为出现这种扭曲的最根本原因是ＪＴＰＡ组织的真正目标是提高弱
势群体的就业，但却以完成培训后的就业率作为奖励的依据。他们的研究假设
“撇脂”博弈的程度依赖于就业率与就业能力提高之间的相关性有多高。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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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ＴＰＡ机构是美国职业培训合伙法案下设的联合培训组织，是受美国国家委托为弱势
群体提供就业培训的专门机构，他们采用绩效考核的激励方式，以成功地安排他们的培训对
象就业作为绩效标准给予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奖励。ＪＴＰＡ可以提供异常准确和完备的关于绩效
考核结果和组织目标的数据，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样本。美国劳工部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推广一种新
的绩效考核体系，以更好地反映ＪＴＰＡ的宣言目标是提高谋生能力并降低贫困人口对社会福利
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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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０）指出他们的假设不完全正确。绩效考核结果与组织目标之间的
相关性并不能预测这种博弈的程度，反而是代理人行为对绩效考核结果的影响
与对组织目标的影响之间的相关性才能预测这种博弈的程度。当然后者的评价
要难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库尔地和马斯克（Ｃｏｕｒｔｙ ＆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提出用
关系统计量识别激励扭曲，并采用经验数据进行了扭曲的测评。他们通过ＪＴＰＡ
机构新绩效考核体系推行前后数据的对比，发现新绩效考核指标推行后，新的
绩效考核结果和组织目标之间的关联下降，从而验证了该机构存在绩效指标引
起的激励扭曲。李伟等人（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调查了分属美国不同行业的９８个
中低收入的员工对绩效考核扭曲的感知，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感知显著影响了
激励效果，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度越小越能吸引优秀员工来就业。科尔曼（Ｓｔｅｒｅｎ
Ｋｅｌｍａｎ）和弗兰德曼（Ｊｏｈｎ Ｎ． ｆｒｉｅｄ ｍａｎ）从绩效考核可能带来的代理人“努力
替代”和“博弈行为”两个角度探讨激励扭曲问题，利用英国１５５家医院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激励扭曲及其引起组织无效率的原因（Ｋｅｌｍａｎ
＆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３）。这些公共管理文献所关注的绩效考核是否有效的问题，大
多是用公共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与真实组织目标之间的相关度来检验绩效评价的
有效性。但这一方法并不能得到扭曲边际。所以研究中要非常慎重地使用相关
系数和回归分析来选择绩效指标或验证激励扭曲。

以上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激励扭曲测评的实际操作还在探索阶段，虽然目
前的研究成果有力地验证了激励扭曲的存在，但还无法对扭曲程度做出准确的
测量。贝克尔模型这样的测量思路，也没有开发出契合该测评理论的系统的可
操作方法，更没有直接针对激励机制是否激励代理人采取合适行为的测评。

三、启示与展望

西方激励扭曲理论对当前我国行政体制背景下的公共部门激励有诸多启示。
首先，在一般原理层面上，无论是霍姆斯特姆等人对激励扭曲成因的分析，

还是贝克尔等人对激励扭曲测量方法的探讨，都可以提供一些清晰的研究视角
和思维模式，作为分析我国公共部门激励现状的依据，有助于后续学者分析我
国公共部门特征下的激励效率损失问题。

其次，虽然我国公共部门与西方公共部门的激励原理相同，但是中西方公
共部门的行政体制背景、行政权力结构、组织制度安排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而
这些方面与激励机制设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结合这些方面的特征探讨
我国公共部门的激励扭曲问题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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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年来学术界关注传统的科层制大背景下出现的行政发包制（周黎
安，２０１４）、项目制（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周雪光，２０１５）等行政权的分
配形式。行政发包制是一种在统一权威下，在行政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嵌入
发包的制度安排，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分田到户”（周黎安，２０１４），
它的三个维度分别是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考核控制。当纵向发包程度和横
向竞争强度相匹配时，发包人对承包人可实现强大的晋升激励、财税激励和问
责压力。当纵向发包程度和横向竞争强度不匹配时，就可能导致严重激励扭曲。
也就是说，纵向发包程度低而横向晋升竞争高时，则承包人作为代理方在财政、
税收、人员配置等方面没有足够资源去参与高强度的晋升竞争，此时发包人作
为委托人的期望目标难以实现。同样，纵向发包程度高而横向晋升竞争低时，
比如我国的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领域，承包人作为
代理方拥有丰富的资源参与晋升竞争，却缺乏合理的晋升激励机制设计而导致
代理人行为结果偏离委托人的期望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领域的行政管
理绩效差强人意、公众怨声载道。此外，相比传统的科层制而言，行政发包制
虽然能够将委托人的目标和任务赋予特定的承包人，正向激励的支持对象和负
向激励的问责主体都非常明确，但仍然难以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约束承包人在
多个任务和多个目标之间的努力程度的分配，也就难以解决激励扭曲问题。另
一个关注热点是项目制，周雪光（２０１５：８２ － １０２）将项目制总结为“政府运作
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
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资金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在项目制运作中激励扭
曲的表现更为明显。一是，多个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冲突弱化了总体激励效果。
例如，陈家建等人（２０１４）在妇女小额贷款政策研究中分析到妇联、财政部门、
金融监管部门等委托人的目标不同是导致政策最后执行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二是，代理人将自己目标捆绑进委托人目标中，甚至置换了委托人的期望目标。
例如，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指出地方政府利用项目资源实现本地发展目标
的“打包”策略，最后导致妇女小额贷款项目没有实现扶助弱势的初衷。荀丽
丽、包智明（２００７）在内蒙古地区生态移民项目分析中同样指出地方政府利用
上级项目资源来实现各自目标。许多项目制的最终结果偏离激励目标，甚至出
现与委托人期望目标背道而驰的激励结果。

再者，公共部门的多委托人多任务特征所导致的激励扭曲问题在中西方也
有一定差别。由于我国公共部门存在机构设置重叠、职责划分不清现象，导致
公共部门组织层级间委托代理关系十分复杂。多个委托人所处的权力层级可能
不同，每一个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结构可能不同，多任务安排可能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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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调整时有变化，这些均可能加剧激励扭曲。而西方公共部门的机构设置相
对成熟，职责划分也相对清晰。因此，当引进西方激励扭曲理论来解释我国公
共部门多委托人多任务情况下的激励扭曲现象时，需要根据我国公共部门的实
际情况做更细致的研究。

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的主要危害不仅在于代理人行为偏离委托人期望目标带
来的组织低效率，而且在于代理人在多种可选择行为中的博弈会给组织带来隐
藏风险。多委托人、多任务、产出难以观测等特征所导致的隐藏的扭曲信息还
有待于深入探讨。未来的公共部门激励扭曲研究可以沿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公共部门激励扭曲形成机理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虽然许多相关文献都
提及类似问题，但这些散见在经济学、管理学文献中的描述并未得到系统的论
述，国内尤其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其次，公共部门激励扭曲有不同的类型和
表现形式，不同来源的激励扭曲应该如何测评尚未形成针对性的测评方法理论。
学者们较多采用相关系数、回归系数等统计学检验方法对扭曲是否存在进行验
证，尚未开发出有效的测评激励扭曲程度的方法。贝克尔测量理论虽然解决了
一类激励扭曲测评思路，然而也还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体系，需要后续研究
结合公共部门管理实务做进一步的探讨。再者，激励机制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
往往在开始时并不了解代理人如何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观察到代
理人行为，因此对于目前较多采用静态视角研究公共部门激励扭曲问题而言，
可以考虑不同时间节点激励契约带来的代理人行为偏离的动态变化问题。最后，
激励扭曲问题需要更多公共部门样本来验证，通过经验数据挖掘公共部门激励
实务操作中的激励扭曲特征。我国公共部门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典型特征，目前
尤其缺乏我国公共部门样本的激励扭曲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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