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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府规制的激励效应

专栏导语： 激励机制的设计与政府规制的成败

顾　 昕

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规制无所不在，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政府规制的广度和强度都有所提高。自１９８０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放松管制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一度成为风潮，至少在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文献中
如此，但很快，重新规制（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界。尤其是以
环境保护、健康维护和安全保障为目标的社会性规制（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从
１９６０年代起就愈来愈成为规制国家的最重要行动范围，其在规制国家中的地位
在放松规制的大潮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越来越强化。

那么，政府规制如何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固然很多，
但激励机制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本期专栏“政府规制的激励效应”中选编的三
篇论文，资料数据各异、分析方法各异、研究主题各异，但都论及政府规制中
激励机制的设计及其对被规制者乃至规制者本身的激励效应。

一、激励机制与最优规制合约设计

政府规制对被规制者的激励效应，是法国图卢兹学派的研究主题。这一学
派的领军人物是让－雅克·拉丰（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ａｆｆｏｎｔ）和让·梯若尔（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其代表作就是两人１９９３年合著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一
书，被赞誉为“新规制经济学的圣经”。两位学者公认均属诺贝尔奖级的学术巨
人，但可惜的是，拉丰于２００４年英年早逝而无缘桂冠，而梯若尔则在２０１４年
众望所归地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图卢兹学派的规制理论批判性继承了公共利
益规制理论，并超越了公共选择规制理论，以激励理论为核心，建立了新规制

１

 顾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新规制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是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进行最优激励机制的设计，

从而探索最优规制执行的可能性，以帮助政府达成其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
标。新规制经济学并不笼统地否定政府有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也不
笼统地否定规制俘获或规制者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为了突破有关政
府假设的无休止争论，拉丰和梯若尔首先基于政府为社会福祉最大者的假设，
考虑到规制者与规制对象的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框架中建立最优规
制执行模型（或最优规制激励模型）；进而，他们打开政府“黑箱”，建立了合
谋条件下的最优规制模型，将规制俘获现象内生化（张红凤、杨慧，２０１１）。在
此基础上，新规制经济学将规制经济学中两大传统范式有效地整合在一个理论
框架中，且在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对规制执行进行制
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并沿此思路对若干自然垄断型行业（如公用事业、电信业
等）的最优规制实践进行了经验研究（Ｌａｆｆｏｎ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０）。

拉丰和梯若尔的思想最早在两人合著题为《使用成本观测法来规制企业》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的论文中表达出来（Ｌａｆｆｏｎｔ ＆ Ｔｉｒｏｌｅ，
１９８６），其基点在于尽管规制对象在真实成本上拥有私人信息，但规制者可以根
据规制对象所报告的信息（如会计数据的总成本和总利润等）对真实成本进行
观测。但规制者也应该运用所有可能的信息，来降低他们与规制对象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给规制效果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运用“标尺竞争”
（拉丰、梯若尔，２０１４：６８ － ７０）。

本专栏中王哲、顾昕的文章《标尺竞争：政府管制与购买的激励效应》一
文，对政府规制领域中标尺竞争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前景，进行了综述。标尺
竞争规制理论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创立，
他于１９８５年还是一名博士生时就发表了经典性论文《标尺竞争理论》（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５）。与拉丰－梯若尔的思路不同，施莱弗
的基本思路是规制者并非基于单个垄断性规制对象的信息观测，而是基于与规
制对象相似的同行业诸多供方的平均绩效信息，来设计最优规制合约。总体来
说，尽管标尺竞争理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最优规制
合约理论相比，尚未完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标尺竞争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是在理论层面，另一方面是在应用层面。在
理论上，标尺竞争理论与拉丰—梯若尔理论都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入手，来探讨
规制中的最优激励问题，但是两者并没有整合起来。从逻辑上看，拉丰—梯若
尔的最优规制合同设计是基于对规制对象个体信息的观测，而标尺竞争理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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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对规制对象行业信息的观测，前者应该是后者的一个子集。迄今为止，
这个子集已被装修为一个个美轮美奂的房间，但是整个大厦却依然没有完工。

当然，在应用上，由于面对的不是独家或寡头垄断的规制对象，规制者在
运用标尺竞争方法时，也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拉丰
和梯若尔所说，即便是同行业的规制对象，也常常不具有可比性，其在技术条
件、服务对象和客观环境上的个体差异性常常超过共同性（拉丰、梯若尔，
２０１４），这使得标尺的设定异常困难。除了规制对象的异质性之外，王哲、顾昕
的综述文章还指出，标尺竞争还面临着克服合谋的负面影响、服务质量下降和
动态效率变化等问题。在世界各地，尽管标尺竞争在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的规
制中得到广泛的利用，但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还存在着很多困难。

标尺竞争理论在医疗领域的运用也相对成熟一些。实际上，在风行全球的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中，基于疾病诊断组的支付模式（ＤＲＧ － ｂａｓｅ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是各国医保机构面向医院的主要付费方式，其原理就是标尺竞争理论
（Ｓｔｒｅ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事实上，施莱弗在其经典论文中就曾提及美国公立医疗
保险对供方所采用的付费模式就是一种标尺竞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５），而拉丰和梯
若尔也提及医院收到的补偿是基于相似医院的平均成本（拉丰、梯若尔，
２０１４）。但由于医疗领域中医保供方付费改革（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的复
杂性和专业性，王哲、顾昕之文对此未加详论。事实上，医保供方付费改革正
在成为当今中国新医改的重中之重，但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各地的相关改革
实践都存在着大量的缺漏，即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很多漏洞。就此而言，无论
是对于最优规制合约还是对标尺竞争理论的研究，学术界的努力刻不容缓。

尽管新规制经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其在社会规制领域
（例如环境规制）中的拓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本专栏中龙文滨、李四海和宋献
中的文章《环保规制与中小企业环境表现：基于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
的经验研究》，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间１８３家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公
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数据来源，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来估
算政府环保规制强度与中小企业环保治理表现的相关性。这项研究发现，首先，
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重污染行业中小企业的环保表现显著正相关，但在非重污
染行业的相关性不显著；其次，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小企业致力于建立内部
的环保管理制度，其环保表现相对较高，该结果对所有行业都适用，但在重污
染行业更加明显。

这篇文章的框架基于组织理论中理查德·斯科特（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建立的
制度分析思路，隶属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彼得斯，２０１１）。斯科特早期的制度分

３

专栏导语◆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析思路属于旧制度主义传统，将制度视为组织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着重
考察组织对制度的反应。后来，斯科特吸收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
思想养素，发展出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其特色是厘清制度中的规制性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规范性（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和文化—认知性（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基础
要素（斯科特，２０１０），并考察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对制度的反应。在微观组织的
层次上，企业对制度的应对策略有五种，即遵守、谈判、规避、抵制、操纵，
而这些应对既有可能是个体性的也有可能是集体性的（斯科特，２０１０）。龙文滨
等人的文章主要证明了中国环境保护制度中规制性要素对企业的影响力，而企
业基本上的应对策略就是合规，即遵守行政性规制以尽量达标，以避免惩罚而
蒙受财务损失。

新制度主义在政策执行的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希尔、休普，２０１１），但
如何将新制度主义的睿识与新规制经济学的发现融为一炉，依然有待学术界的
进一步探索。就环境规制而言，暂且不论非达标性的所谓“经济激励性规制”，
即便是以达标与否和对超标排放者施以行政性罚款为核心的命令—控制型规制，
依然存在着激励机制的问题。罚款金额的设定代表着激励强度的高低，而达标
的可检测性和超标的可度量性则设定了激励性规制的实施条件。那么，在何种
条件下政府的环境规制对规制对象的激励效应最大化，这一问题实际上可以应
用拉丰—梯若尔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规制如何从规制者
设立标准、被规制者服从标准的旧规制传统，转型为以奖励积极的环境保护行
动者（即包括公民个人也包括所谓的“企业公民”）为核心的新规制范式
（Ｆｉｏｒｉｎｏ，２００６），是国际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值得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密
切关注。

二、如何激励规制者？

龙文滨等人文章的发现中包含着不少该文未加深究的有趣事实。其一，尽
管中国中央政府颁布了统一的环境法，但法律的具体执行有待于地方政府的相
关行政机构，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则大有不同，这其中的缘由大有文章
可做；其二，环境规制的制度威慑力在非重污染行业不大显著，更谈不上激励
效应，这是否与规制者的规制强度存在着行业差别有关？实际上，这就开始触
及到规制者的激励问题，这是政府规制激励效应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本专栏中袁凯华、李后建的文章《官员特征、激励错配与政府规制行为扭
曲———来自中国城市拉闸限电的实证分析》，直面规制者的激励问题。该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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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从２ ６５８家企业获得的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地
方政府官员在执行环境规制时行为扭曲的激励错配因素。他们发现，相当一些
地方官员为了满足上级降低能耗的要求，对企业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拉闸限电”
方式，而这种扭曲的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员晋升制度中的激励错配所造
成的。具体而言，中国自上而下的干部考核制度在地方政府官员中形成了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最大限度换取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但环境的恶化也促使干部考
核制度中出现了“去ＧＤＰ主义”的某些因素，如对地方干部设置了约束性的环
境规制指标（例如节能减排任务）。然而，面对上级下达的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
环境保护这两个具有相互抵消之效的任务，不同的地方官员有着不同的盘算。
出身于本地、在当地任期相对较长、且未来晋升概率较大的官员，不大倾向于
采用“拉闸限电”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行为，而年龄较大且晋升概率极低的官
员均有平稳渡过政治生涯尾期的目标，因此在面临来自上级的严厉规制指标时，
有可能采取一些简单化的、见效快的权宜性应对之策，如“拉闸限电”等。

在中国高度科层化的规制体系中，中低层规制者的激励对于规制体系来说
是外生的，因为相关激励机制并不在规制体系中，而是嵌入在官员晋升体系中。
一般而言，官员的激励取决于其目标（或效用函数），公共选择理论对此进行了
详尽的探讨。公共选择学派兴起之前的传统理性主义官僚组织理论曾建构出政
府与公共官僚组织的公共利益模型，即政府目标是社会福祉最大化，并为此制
定公共物品提供的政策，而官僚组织则以最优的方式执行既定的公共政策。这
一模型在众所周知的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式官僚组织理想类型中得到充分的体
现。然而，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作为理性计算者的官僚同常
人一样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只不过他们基于对自我利益的认知而确立的努
力目标（或效用函数）具有多样性（唐斯，２００７）。除了一般人都会想到并且
经常目睹的追逐自我物质利益外，公共选择学者还具体化了若干种其他的官僚
目标，如预算最大化（尼斯坎南，２００４）、慵懒最大化（Ｗｙｃｋｏｆｆ，１９９０）、风险
规避最大化（Ｐｅｌｔｚｍａｎ，１９７３；Ｌｉｎｄｓａｙ，１９７６）等。袁凯华、李后建之文对官
员个体差异的研究，实际上揭示了不同官员的目标有所差别，自然会对自上而
下的同样规制激励有不同的反应，从而引致不同的规制行为。

除了目标的差异之外，官员之间的竞争或者以主政者所代表的地方政府之
间的竞争格局，也对官僚体系内部的激励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自布雷顿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ｒｅｔｏｎ）（Ｂｒｅｔｏｎ，１９９６）提出了政府竞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关于
政府竞争的研究，就如同关于企业竞争的研究一样，成为诸多社会科学中的显
学。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关于政府竞争的锦标赛模型和标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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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具有很大影响力。国际学界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竞争的研究，一般假定民
选政府领导人会根据民意走向自我确定一些政绩标尺，然后据此开展竞争，这
就是所谓“政治标尺竞争理论”的研究主题（王哲、顾昕，２０１６）。当然，在
标尺建构的过程中，执政者并非唯一的参与者，媒体、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组
织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标尺竞争，如前文所述，是以类似竞争者的平均
绩效为标尺，力争有所改善。倘若在社会压力的作用下或者在执政者发展主义
自我期许的推动下，政府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标尺上力争优先，甚至争取第一，
那么标尺竞争就变成了锦标赛竞争。

就中国而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标尺竞争或锦标赛模型可以解释地方政
府官员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标尺设定是干部考核体系和官员晋升体
系的重要内容。袁凯华、李后建之文引证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献，并基于此展开
论证。然而，亦有学者（如：陶然等，２０１０）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官员晋
升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而非依据竞赛进行选拔的行政过程，无论竞赛的形
式是锦标赛还是标尺竞争。毫无疑问，这一学术争议对于深化有关官僚或地方
政府竞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初步来看，姑且不论有关计量分析的技术性商
榷，争议双方对其计量分析结果均有阐释过当的问题。晋升锦标赛或标尺竞争
文献将中国官员晋升基本上视为一个行政过程固然有其疏漏，但是否认干部选
拔过程中含有锦标赛或标尺竞争的内容，亦属矫枉过正。实际上，尽管晋升的
确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但不排除冀望晋升的官员不时“揣摩上意”以图通
过优化自己的施政策略来提升晋升机会的可能性，而在“上意”之中的那些得
到清晰表达且具有高度可度量性的任务，就有可能被中下层理解或认知为“标
尺”。这同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执政者揣摩民意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揣摩“上意”
和揣摩民意上，其共同点，即标尺并不一定是纯客观的，而主要是由官员建构
的，远比众多中国学者喜欢强调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中外差异
点，对于相关研究中计量结果的阐释来说，更为重要。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规制国家正在中国兴起（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５；
Ｈｓｕｅｈ，２０１１；Ｍｕｓｈｋａｔ ＆ Ｍｕｓｈｋａｔ，２０１２），而中国政府规制成功与失败的案例
可谓比比皆是。对于这些案例及其生成的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规制研究
的国际性学术前沿，都会有所贡献。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以不同的方式，聚焦
于政府规制的激励效应和规制者的激励机制，对规制研究的大厦建设添砖加瓦。
我们期望更多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广泛地吸收国际学术界业已成熟的理论成果，
包括本导语所简略梳理的规制激励理论，另一方面基于本土的经验研究，从多
种视角出发，为新规制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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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 ４７．

《公共行政评论》
书评栏目改版与征稿启事

书评栏目是本刊的特色栏目，自推出之日起，便以服务学界同仁，评介学
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经典著作为己任，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好评。为更好地
服务读者和将之打造成为本刊的品牌栏目，从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起，本刊将对书
评栏目进行改版：

一、改版后的书评栏目在内容上将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深度评论型文
章，二是资讯评论型文章。

二、深度评论型文章，除了对单本著作的评论文章外，将会特别欢迎对同
一议题下的两至三本或数本著作进行深度评论的文章。该类书评文章，要求
以点连线，由线成面，既能对著作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展示同一议题不同著
作间思想、观点的异同与交锋，又能勾勒出学术史上该议题的演进轨迹与轮
廓，让读者不但能够了解所评著作所谈论的议题，也能据此判断著作在学术
史上大致所在的位置。字数在８０００至１５０００字间为佳，优秀文章可适当放
宽字数限制。

三、资讯评论型文章，以介绍国内外新近出版的公共管理与行政领域的学
术著作为主，要求对著作内容能进行或简要全面或突显特色的介绍，并对著
作的价值进行简要点评。字数一般要求在２０００字以内。

欢迎广大读者为本刊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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