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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测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
建立科学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是目前腐败问题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反腐败机
构十分关注的问题。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国际组织和
国内外一些政府的实践探索，论证了腐败测量的理论背景，分析了其中涉及的
关键问题，提出从腐败状况、反腐败绩效、腐败风险三个维度测量腐败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腐败测量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构建了具有系统性的指
标体系，为腐败测量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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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腐败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
结构的不断调整，腐败发生了加剧、演变的过程（Ｗｅｄｅｍａｎ，２０１２ ）。从国内来
看，腐败问题始终位居中国地区居民最关注社会问题的前列。从国际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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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Ｃｈａｎｇ Ｇｏｒｄｏｎ）（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６ ）、吉
雷（Ｂｒｕｃｅ Ｇｉｌｌｅｙ）（Ｇｉｌｌｅｙ，２００４ ）
都曾提出一党执政必然导致腐败的言论。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看法
和观点都缺乏理论支撑。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系统性研究，人们对于腐败现象
的认知仍然具有局限性，甚至产生了很多误区（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 Ｗｅｉ，１９９９ ）。例
如，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民主是治愈腐败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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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社会上还存在着
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观点。
腐败认识误区的产生源于人们缺乏有效的工具评价腐败发生的情况，在腐
败问题研究中腐败状况评价是一个最基本的研究命题（Ｈｅｙｗｏｏｄ，１９９７ ）。通常
人们对腐败形势的分析都是通过经验感知，但是这种知觉印象与腐败真实状况
之间往往存在或大或小的误差，这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对腐败状况的误判
（Ｃａｒｍｅ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因此，在腐败问题研究中，逐渐出现了运用定量方法
评价腐败状况的趋势。事实上，自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
出了大量有关腐败测量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尝试，为人们认识腐败问题提供了新
的途径（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６ ）。例如，世界银行（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 ）建立的腐败控制指数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ｄｅｘ）、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在《全球竞
争力报告》中设置的非法支付和贿赂指标（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ｂｅｓ）、瑞士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建立的腐
败评价指标、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 ）
建立的公共部门腐败感知评价指数（ＰＥＲ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这些腐败测量
指数都是用定量的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进行评价，而由反腐败非
政府组织透明国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开发的清廉指数（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发布以来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自
１９９５ 年
腐败测量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ＩｖｋｏｖｉＣ＇ ，２００３ ； Ｈ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９ ）。艾
略特（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Ａｎｎ Ｅｌｌｉｏ） （２０００ ）认为对腐败的定量分析不但是有
益的，而且是有效的。阿帕萨（Ｃａｒｍｅｎ Ｒ Ａｐａｚａ ） （Ａｐａｚａ，２００９ ）认为世界银
行推出的腐败控制指数在评估政府廉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腐败测量中影
响力最大的清廉指数，学者们更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尼尔（Ｉａｎ Ｓｅｎｉｏｒ ）
（Ｓｅｎｉｏｒ，２００６ ）认为清廉指数是目前可查的对腐败进行国别比较的最有价值的
数据；安德森（Ｓｔａｆｆ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和海伍德（Ｐａｕｌ Ｍ Ｈｅｙｗｏｏｄ ）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
为清廉指数无论在促进腐败问题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推动
Ｈｅｙｗｏｏｄ ，２００９ ）认
反腐败举措的实施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也有一些学者
指出了当前腐败测量研究的局限性：当捷夫（Ｄｉｌｙａｎ Ｄｏｎｃｈｅｖ ）和乌伊海伊
（Ｇｅｒｇｅｌｙ Ｕｊｈｅｌｙｉ） （Ｄｏｎｃｈｅｖ ＆ Ｕｊｈｅｌｙｉ，２０１４ ）针对腐败测量数据更多来自于主
观调查的状况指出，真实的腐败情况和感知是具有差距的，个体的年龄、受教
育水平、职业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对腐败的感知，进而影响对腐败程度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国际上一些主要的腐败测量指标及方法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胡
鞍钢和过勇（２００１ ）认为国际上广泛应用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世界银行的腐
败控制指数等都属于“主观指标”，都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方式了解人们对腐
败状况的评价，评价结果之间存在相互一致性。过勇（Ｇｕｏ，２００８ ）归纳了国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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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术界测量腐败主要采用的三类方法，除了主观调查法和案件统计法，重点
探讨了案件统计分析法，此外，中国学者也尝试建立不同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
例如：何增科（２００８ ）提出建立区域腐败状况评价体系以及部门和行业腐败状
况评价体系；倪星（２０１２ ）以政府部门活动的输入、过程、输出和结果四个步
骤，围绕人员投入、廉政教育、政府行政效能、违法违纪情况、腐败状况印象
等方面构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评价指标。
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政府开始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腐败测量。韩国首尔市政府开发了一
套“反腐败指数” （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用来评估市政府各行政单位的廉洁
程度。中国台湾地区“法务部”开展了“台湾地区公众对政府廉政主观指标与
廉政政策评价”的调查（余致力，２０１１ ）。中国香港廉政公署通过问卷调查方
式，广泛收集不同社会群体的反腐败认知态度，推动香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改进。 从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实践看，河南省纪委提出了以工作作风、依法
行政、廉洁从政、廉政效能四个维度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胡杨，
州市纪委开展了一项腐败与治理状况的测量、评估、诊断和预警研
２００９ ）。杭
究，综合运用问卷和访谈形式进行腐败评估（倪星，２０１２ ）。广州市“廉洁广
州”建设领导小组构建了以廉洁清明政治、廉洁诚信市场、廉洁文化、廉洁公
平社会、廉洁城区建设总况五个维度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汤南，
２０１２ ）。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腐败测量方法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国内外多
个地区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实
践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指标体系设计缺乏区分度、指标不
易度量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测量结果的科学性（Ｋｏ ＆ Ｓａｍａｊｄａｒ，２０１０ ）。
在目前的腐败测量研究与应用中，通常是通过问卷调查、查办案件数量统计等
方式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价（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然而，这种方式极容易将
腐败与反腐败状况混为一谈，从而将腐败问题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能够研
究探索更加有效的腐败测量工具，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力图提高腐
败测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①

二、腐败测量问题的理论探讨
①

参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ｃａｃ． ｏｒｇ． ｈｋ ／ ｔｃｈｏｍｅ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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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是否可以测量？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否可以被测量？这是腐败测量研究需要回
答的首要问题（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 Ｈｅｙｗｏｏｄ，２００９ ）。事实上，腐败能否被测量的关键
在于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腐败的量化评估。尽管随着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不断
发展，人们尝试运用各种方法和指标对腐败进行测量，但是人们对于腐败问题
能否被测量仍然存在着很多困惑与质疑（Ｄｏｎｃｈｅｖ ＆ Ｕｊｈｅｌｙｉ，２０１４ ）。在社会科
学研究中，通过主观调查将研究目标量化，进而形成评价结果是一个基本的通
行方法。目前国际上各类腐败测量指数大多采用的是这类方法，以期望实现腐
败测量的目的（Ｂａｈｋ，２０１２ ）。在腐败问题主观调查中，清廉感知、反腐败满意
度、腐败容忍度、参与反腐败意愿度等成为重要的测量指标。在随后的研究发
展中，被调查者的经历也成为主观调查的重要内容，例如行贿经历、被索贿经
历、听说腐败的经历等，研究者认为经历相对于感知更能够准确地反映腐败状
况（倪星、孙宗锋，２０１５ ）。然而，由于主观调查具有天然的缺陷，调查者由于
受到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主观偏差无法避免，因此调查结果在解释
力方面就容易被质疑。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将主观调查与客观统计结合在
一起，提高腐败问题的可度量性，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腐败测量指标？这正是本
研究试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表１ 腐败测量的五个主要目的
序号
主要目的
１
对行政部门提出警告信息，致使行政部门采取行动
２
引起社会关注、讨论和教育大众，期望带动民间的参与达到集体行动的目的
建立一个比较的基础，以衡量现在与未来的改变，或衡量不同部门的差异，界定改
３
革的顺序
透明证据的展现，将腐败议题的争议去政治化
４
测量腐败可以提供社会一个发声的机会和强化地方自主，使民众能更加积极地参与
５
反腐败行动
资料来源：（Ｂａｎｋ，２０１２ ）。

（二） 腐败是否可以真实测量？
腐败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行为（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 ）。在腐败分子被揭露
之前，腐败行为很难被觉察和发现。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要清楚地了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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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腐败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给腐败测量带来了极大困难（Ｖｉｌｌｏｒｉａ ＆ Ｊｉｍｅｎｅｚ，２０１２ ）。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两
个角度进行划分，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内容，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时间。对腐败
行为来说，同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内容和时间。在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对腐败测
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进行分类，一类是隐秘性信息不对称，另一类是敏感性
信息不对称（Ｇｕｏ，２００８ ）。隐秘性信息不对称是指腐败实际发生情况和被揭露
出来情况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它由腐败行为本身特点所决定，在腐败行为暴露
之前，人们难以知道究竟有多少腐败存在。隐秘性信息不对称属于腐败信息的
自然属性，几乎没有办法能够解决。敏感性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被发现的腐败信
息和能够被用于评估研究信息之间的不对称（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 Ｒａｙ，２０１１ ）。由于腐
败与政治因素紧密相关，腐败信息往往被视为具有高度敏感性，这是腐败信息
的社会属性。隐秘性和敏感性信息不对称是腐败测量研究最大的困难之一。
（三） 腐败如何才能正确测量？
以往腐败测量的研究和讨论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以案件统计结果
来分析腐败程度及其变化形势。例如，有很多学者通过案件统计来评估腐败程
度（王传利，２００１ ；周淑真、聂平平，２００９ ），并根据案件数据的变动来分析腐
败程度的变化。然而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查办的腐败案件增多了说明这个地区
变得更加腐败，还是更加廉洁了？事实上，案件统计数量主要反映的是腐败被
查处情况，体现的是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无法直接反映腐败状况的实际变化。
如果在查办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新增的腐败数量低于已经查办出来的腐败数量，
则腐败程度在下降；反之腐败程度则在上升。由于腐败隐秘性的特征，我们在
不知道同期新增腐败数量变化的情况下，无法根据查办腐败案件数量的变动而
判断腐败程度的变化情况。

三、基于腐败、反腐败和腐败风险的测量框架
（一） 腐败测量的三个维度
通过对腐败测量理论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对腐败进行评估是一件相当困
难的事情。在已有的腐败测量研究中，很多成果由于忽视了信息不对称，将腐
败与反腐败问题置于一个评估体系中，从而得出了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结论
（Ｄｏｎｃｈｅｖ ＆ Ｕｊｈｅｌｙｉ，２０１４ ）。为此，本文提出一个以腐败状况、反腐败绩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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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风险三个维度为主的腐败测量体系，这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理论框架，能够
更加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与反腐败的整体状况。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腐败与反腐败是既具有联系，又有明显界限
的两个不同评价客体。具体来看，一个地区的腐败状况与反腐败绩效之间存在
紧密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不是简单笼统的对应关系。从长期看，腐败与反腐
败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一般比较廉洁的地区，其反腐败绩效水平通常比较高。
但是从短期看，腐败与反腐败并不一定呈现正相关。例如，我们不能认为某个
地区在一段时期内腐败案件多发，反腐败绩效水平就低，有时正是因为反腐败
力度加大，才使得腐败都被揭露出来；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腐败案件低发的
地区，反腐败绩效水平就一定高，有时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始终比较廉洁（胡杨，２００９ ）。如此看来，我们既不能用反腐败绩效水平直接评
价腐败状况，也不能用腐败状况直接评价反腐败工作。如果不将两者区分，腐
败测量的结果就陷入无法解释的悖论当中。
在腐败与反腐败评价基础上，还应对腐败风险进行评价。潜在的腐败风险
很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现阶段显现出来，但会影响地区未来的廉洁水平。
腐败风险是腐败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其形成过程是治理水平低下和制度漏洞
不断积聚的结果，同时腐败的信息不对称性对腐败风险的生成也具有一定作用
（毛昭晖，２０１１ ；庄德水，２０１３ ）。腐败风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治理水平的
评价，因为腐败与治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世界银行，２００１ ），治理愈落
后的地区，其腐败滋生的风险愈大（Ａｇｒａｗａｌｌ ＆ Ｋｈｕｒａｎａ， ２０１０ ； Ｐｌａｊｅｖａ，
见，治理水平低下是腐败产生的隐患，通过治理水平测量对腐败风险
２０１２ ）。可
进行评估和预判，进而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可以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可
能，确保潜在腐败风险不转化为实际的腐败行为（Ｈｏｏｇｈｅ ＆ Ｑｕｉｎｔｅｌｉｅｒ，２０１４ ）。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从腐败状况、反腐败绩效、腐败风险三个维度进行腐
败测量，这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地区腐败治理水平。这三个维度作为子系统不是
孤立的存在，每个维度在整体评价目标中处于不同位置。具体来看，腐败状况
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感知及其变化的评价，属于过去时评价；反腐败绩效是对
当前反腐败工作有效性的评价，属于进行时评价；腐败风险是未来发生腐败可
能性的评价，属于将来时评价。在腐败测量中，三个维度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腐
败和反腐败的总体水平，但是在具体应用并不拟合成为一个结果。三个评估维
度构成的整体评价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腐败测量的科学性、真实性，有
效降低隐秘性和敏感性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从而对腐败程度做出更加客观
的判断，并制定更加有效的反腐败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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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 腐败测量的三个维度

（二） 腐败测量指标体系设计的思路
观与客观指标相结合
１． 主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腐败测量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主观与客观指标相结
合的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具体来说，主观指标是那些不可能并难以直接度量或
计数取值而只能凭人们的感受、评价确定其量的指标。客观指标是指反映客观
社会现象的指标，一般都通过统计指标表现出来。主观与客观指标是同一评价
目标在相同维度的不同表现，主观、客观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腐败测量
过程中不能只强调客观指标而忽视主观指标，也不能过于强调主观感受而忽视
客观效果（余致力，２０１１ ）。因此，在腐败测量指标体系中，一方面需要用人们
对于腐败程度感知、反腐败满意度等主观指标予以评估，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
查办案件数量、反腐败人员投入等客观指标来评估。
标体系的四个层面
２． 指
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事物平衡关系的一种现代评价方法，尽管腐败测量的
评价目标更加复杂一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投入与产出的基本思路下进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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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设计。本文将评估指标分为四个层面：投入、机制、结果、效果（Ｇｕｏ ＆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１２ ）。由
于腐败评估的复杂性，这四个层面在具体设计中并不是平均
分布在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体系中，而是对指标层次的一种表征。投入层面主
要在反腐败人员、财政或法律制度的投入状况。然而，在反腐败过程中仅仅加
大投入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在理想状态下，有了良好
的机制，就能够使系统对外界变化自动地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
施，实现优化目标。在此基础上，反腐败投入的后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方面是客观结果，另一方面是主观效果。结果与效果并不相同，如果某一个
维度的结果看起来很好，但是公众对其效果的评价并不高，那么反腐败在这一
方面的效果显然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倪星、孙宗峰，２０１５ ）。
估治理主体
３． 评
腐败测量主体应实现多维性。对于中国而言，评估主体不仅包括纪检监察
机关、检察机关等反腐败机构，还包括其他党政机关、企业单位和公众。党政
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公共权力，他们的腐败和反腐败状况的认知态度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社会的廉洁风气。企业单位在经济建设领域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也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因此了解企业单位对腐败状况的评价是国际上比较常
用的方法（何增科，２０１４ ）。公众是反腐败的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必须充分重视
公众在反腐败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参与反腐败的意
愿度以及对反腐败的信心度等评估指标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关键性指标。
◆

四、腐败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一） 腐败状况评估指标体系
腐败状况如何？这是人们谈到腐败提出的首要问题。早期的腐败状况评估
主要基于被调查者的印象感知，后来一些评估开始强调亲身经历（Ｌｉｕ，１９８３ ；
而，仅依靠被调查者对
Ｈｅｉ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１９９３ ；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 Ｈｅｙｗｏｏｄ ，２００９ ）。然
腐败的印象和经历也不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腐败状况。腐败是减少还是增
多了？腐败类型是否发生了内在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估的重
要依据。为此，本文提出腐败状况主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评估： （１ ）腐
败印象：是对腐败状况的总体印象感知；（２ ）腐败经历：被调查者直接或间接
接触腐败的经历；（３ ）腐败变化：腐败变化的趋势判断；（４ ）腐败结构：腐败
类型的结构变化，反映腐败严重程度；（５ ）腐败危害：腐败给地区发展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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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以及人们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从五个方面的内在逻辑来看，腐败
印象是主观感知，腐败经历是经验感知；而腐败变化是从时间维度的比较，腐
败结构是从类型维度的比较；最后从腐败危害的方面进行评价。这五个方面从
微观到宏观，从表层感知到深层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２ 腐败状况评估指标体系

（二） 反腐败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科学评估反腐败绩效是提高反腐败工作的重要途径。不同地区对反腐败工
作的重视程度、努力程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评估的结果应当能够反映出这些
差异（邓雪琳， ２０１１ ）。反腐败绩效主要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评估：
（１ ）反腐败投入：反映反腐败人员、财政或法律制度的投入状况；（２ ）工作机
制：反映反腐败工作程序、规则的有机联系和有效运转的状况；（３ ）廉洁教育：
反映开展廉洁教育宣传活动情况；（４ ）惩治腐败：反映在办案方面的投入和案
件查办情况；（５ ）预防腐败：反映在制度建立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６ ）权力
监督：反映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监督工作的情况；（７ ）反腐败成效：反映公众的
满意度、信心度等方面的情况。从这七个方面的内在逻辑来看，反腐败投入和
工作机制属于反腐败外在投入和内在运行机制层面；廉洁教育、惩治腐败、预
防腐败、权力监督属于反腐败工作职能层面；反腐败成效属于工作成效层面。
这几个层面由工作设置到职能履行，再到工作成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反
腐败工作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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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反腐败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腐败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图４ 腐败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腐败风险评估对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腐败预防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腐败风险评估主要着眼于未来，主要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评估：（１ ）公共
服务：反映公共服务能力综合水平；（２ ）行政管理：反映行政管理规范化水平；
（３ ）制度规范：反映制度建立的完善情况和制度落实执行情况； （４ ）信息公
开：反映政府在各方面信息公开的程度；（５ ）社会公平：反映社会公平和稳定
的情况；（６ ）公众参与：反映公众在反腐败方面的参与情况。从这六个方面的
内在逻辑来看，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职责，通常来说公共服务能力越高，
寻租空间越低，腐败风险就越低；行政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公开与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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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紧密相关，政府治理水平与腐败风险存在着逆向关系。社会公平和公众参
与决定着社会有序运行，与腐败风险同样存在逆向关系，这几个方面由政府服
务到政府治理，再到社会有序运行，符合政府和社会运行中的识别和分析腐败
风险一般规律。
（四） 腐败测量指标体系
腐败测量评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个级别，其中一级指标为３ 个维度，二级指
标为１８ 个方面，三级指标为６８ 项指标。每项指标的具体设计如下：
表２ 腐败测量指标体系
一级 二级指标
指标
Ａ 腐
败印象 Ａ
Ａ
Ａ
腐败
Ａ
状况
败经历 Ａ
Ａ 腐

指标指标
性质层次
腐败状况的总体印象
主观效果
不同层级党政机关的腐败印象
主观效果
不同领域和部门的腐败印象
主观效果
过去１ 年受访人直接接触贿赂行为的经历
客观结果
去１ 年受访人听说过贿赂行为的经历
Ａ 过
客观结果
Ａ 腐
败变化 Ａ 与３ 年前相比所在地区腐败状况的变化情况
主观效果
Ａ 纪
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数量的变化率
客观结果
Ａ 腐
败结构 Ａ 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集体私分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客观结果
案件占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总数的比例
Ａ 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量的变化率
客观结果
Ａ 腐
败危害 Ａ 受访者认为腐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观效果
Ａ 受
访者认为腐败对地区社会公平的影响
主观效果
腐败投入Ｂ 单位人口的纪检监察干部数量
Ｂ 反Ｂ 反
客观投入
Ｂ 纪
检监察机关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
腐败
客观投入
Ｂ 纪
检监察机关立规指数
绩效
客观投入
Ｂ 工
作机制 Ｂ 纪检监察机关在党政机关中受重视程度
主观机制
Ｂ 反
腐败协调小组发挥作用情况
主观机制
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移交检察机关的比例
Ｂ 纪
客观机制
计部门向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移交线索的数量 客观机制
Ｂ 审
Ｂ 惩
治腐败 Ｂ 办案人员占地区纪检监察机关人数的比例
客观投入
Ｂ 纪
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办案件占有效信访举报总数的比例 客观机制
１

２

三级指标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１

２２

３

３１

３２

４

４１

４２

５

５１

５２

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３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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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一级 二级指标
指标

指标指标
性质层次
Ｂ 大
案要案占全部查办案件的比例
客观结果
Ｂ 纪
检监察机关立案案件涉案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 客观结果
检监察机关的权威性
Ｂ 纪
主观效果
Ｂ 权
力监督 Ｂ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被抽查核实的比例
客观机制
Ｂ 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直接参与过各级巡视部门个别谈话客观机制
和座谈会的比例
Ｂ 人
大政协提案中关于反腐倡廉提案所占的比例
客观机制
Ｂ “三
重一大” 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性
主观机制
Ｂ 公
众认为社会监督对反腐败发挥作用的程度
主观效果
Ｂ 预
防腐败 Ｂ 党政机关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视程度
主观投入
Ｂ 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有过直接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经客观机制
历的人数占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
Ｂ 开
展制度廉洁性评估后修改项数占参评项数的比例 客观机制
Ｂ 非
公企业设立纪检组织的比例
客观机制
Ｂ 公
众对预防腐败工作有效性的认可程度
主观效果
过去１ 年参加过３ 次及以上廉洁教育集体活动的党政客观投入
Ｂ 廉
洁教育 Ｂ机关
工作人员所占的比例
Ｂ 过
去１ 年受访者接触过廉洁教育宣传活动的比例 客观机制
Ｂ 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对廉洁教育活动的满意度
主观效果
众对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电话或网站的知晓率
Ｂ 公
客观结果
Ｂ 反
腐败成效Ｂ 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
主观效果
Ｂ 公
众对未来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度
主观效果
Ｂ 公
众对举报身边腐败行为的意愿度
主观效果
Ｂ 公
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
主观效果
Ｂ 党
政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意愿度
主观效果
共服务 Ｃ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Ｃ 公
Ｃ
客观投入
Ｃ 中
小学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
客观投入
腐败
Ｃ 地
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数量
风险
客观投入
Ｃ 公
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 方面的满意度 主观效果
三级指标

３３

３４

３５

４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５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６１

６

６２

６３

６４

７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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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一级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Ｃ 行
政管理 Ｃ 过去５ 年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平均数量
Ｃ 行
政审批中电子监察的覆盖率
政诉讼案件的败诉案件数量变化率
Ｃ 行
Ｃ 公
众对政府行政部门办事效率的满意度
Ｃ 制
度规范 Ｃ 公共资源交易中公开招投标的比例
Ｃ 国
有产权进场交易率
Ｃ 农
村集体资产资源电子化交易的比例
Ｃ 行
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监督水平
Ｃ 行
政执法有效投诉率
Ｃ 公
众对政府部门依法办事的认可度
Ｃ 信
息公开 Ｃ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件数的变化率
Ｃ 政
府部门公开“三公” 经费的比例
Ｃ 纪
检监察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频率
Ｃ 公
众认为政府能够做到信息公开的程度
Ｃ 社
会公平 Ｃ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Ｃ 城
镇登记失业率
Ｃ 发
生群体性事件次数
Ｃ 公
众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认可度
Ｃ 公
众参与 Ｃ 政府网站访问量的同比变化率
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案件中实名举报的比例
Ｃ 纪
Ｃ 公
众认为参与公共事务渠道健全和畅通的程度
Ｃ 公
众认为其意见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３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４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５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６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指标指标
性质层次
客观投入
客观机制
客观结果
主观效果
客观机制
客观机制
客观机制
主观机制
客观结果
主观效果
客观机制
客观机制
客观机制
主观效果
客观投入
客观投入
客观结果
主观效果
客观机制
客观结果
主观效果
主观效果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腐败测量已有成果的系统梳理和借鉴，分析了腐败测量研究中
的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即从腐败状况、反腐败绩
效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进行腐败测量，基于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思路，从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３ 期 ８５

专栏：腐败测量、多元认知与廉政政策优化
投入、机制、结果、效果四个层面对指标进行设计，构建了包括６８ 个三级指标
在内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本文提出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突破了已有成果对腐
败、反腐败评估不加区分的理论缺陷，弥补了缺乏对腐败风险评估的不足，从
系统性视角形成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工具。不置可否的是，尽管本文试图通过
严谨的论证过程提高各项指标的科学性，但由于腐败测量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
困境，这些困境仍然没有在本文研究中得到最有效的克服。此外，本文构建的
腐败测量指标体系还有待于通过因子分析检验和实证检验，来进一步优化指标
体系和检验指标应用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本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是
我们进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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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 ｏｒ Ｎｏ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７ （３ ）：５０８ － ５４０ ．
Ｈｅｌｌｅｒ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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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腐败测量、多元认知与廉政政策优化
，

，Ｓ． （１９９９ ）． Ｄｏｅｓ “Ｇｒｅａｓｅ Ｍｏｎｅｙ ”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７０９３ ．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Ｄ． ，Ｋｒａａｙ ，Ａ． ＆ Ｍａｓｔｒｕｚｚｉ，Ｍ． （２００６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Ｋｎａｃｋ，Ｓ． （２００６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３９６８ （６ ）：４９ ．
Ｌｉｕ ，Ａ． Ｐ． Ｌ． （１９８３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７ ：６０２ － ６２３ ．
Ｐｌａｊｅｖａ ，Ｔ． （２０１２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Ｄ． ＆ Ｗｅｉ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７ 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６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ｉｇ Ｃ：Ｃａｓ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ｕｒｅｓ．

Ｓｅｎｉｏｒ Ｉ．

Ｌｏｎｄｏ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２０００ ）．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 Ｃｒｏｓ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６ ：３９９ － ４５７ ．
Ｖｉｌｌｏｒｉａ ，Ｍ． ＆ Ｊｉｍｅｎｅｚ ， Ｆ． （２０１２ ）．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Ｓｐａｉｎ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ｓ，１５６ ：１３ － ４７ ．
Ｗｅｄｅｍａｎ ，Ａ． （２０１２ ）．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Ｄ．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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