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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彭宅文"

$摘要%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
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 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 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

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 能力不足问题#

中央政府自*###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

然而# 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 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 论
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检验了影响地方
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 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
来的挤出效应外# 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 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
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 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
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关键词% 城市低保!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收入再分配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引言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简称+城市低保政策, % 是政府回应贫困问
题( 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制度安排* )\\( 年\ 月* 日'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国发-)\\(. *\号% ' 标志城
市低保政策由地方自发政策试验转变为全国性公共政策1 获得政府济贫给付也
由城市非生产性居民的+特惠, 转变为本地非农户籍人口的基本社会权利$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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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堂' *#)#% * *#世纪\#年代' 城市低保政策的创新与扩散' 主要是为了填补
城市部门+单位福利, 紧缩改革所造成的社会保护+真空, ' 回应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的生计危机及社会抗争' 为市场转型创造稳定社会环境* *##* 年以来'

该项政策则成为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方面' 中央政府城市低
保发展理念由社会控制取向逐渐转为社会权利取向* 城市低保由+维护社会稳
定(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国务院' )\\(% 的工具' 变为+事关困难
群众衣食冷暖'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 +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
基础性制度安排, $国务院' *#)*% * 另一方面' 中央政府积极通过财政专项转
移支付来解决地方政府$主要是区县政府% 发展城市低保的激励及财力不足
问题*

相对于教育政策( 卫生政策的高度支出分权' 城市低保支出呈现出明显的(

向上集权的发展轨迹* 省份平均城市低保预算支出中' 中央财政预算支出占比
由*##+年的$*^' 逐渐上升至*#)+年的&)^1 加上同期省( 市财政的转移支
付' 区县平均低保财政预算支出占比由*##+ 年的*%^下降至*#)+ 年的*"^左
右$其中' 最低值)\^出现在*#))年% * 同期' 包括城乡低保支出在内的财政
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中' 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仅仅为$^左右* 在众多的社会政策
项目中' 城市低保政策的中央财政支持优势非常明显*

图)!中央财政低保转移支付与城市低保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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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中央政府的福利努力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政策的扩张* 如图) 所示'

测量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指标' 城市低保非农户籍人口覆盖率( 城市
低保支出占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之比都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其中' 省份
平均城市低保非农户籍人口覆盖率由*##+ 年的&4%^下降至*#)+ 年的+4(^'

省份平均城市低保财政支出占比由*##+ 年的#4\&^下降至*#)+ 年的#4$$^*

另外' 测量低保标准适足性的重要指标&&&省份平均城市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
收入替代率由*##+年的*)^下降至*#)+年的)%^* 城市低保政策事实上正在
经历缓慢但明显的福利紧缩* 怎样解释这种政策变迁的动力) 更重要的' 为什
么旨在匹配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专项转移支付$以及筹资集权% 却导致了收
入再分配性社会政策的福利紧缩)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总体而言'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城市低保政策扩张$或紧缩% 动力的实证研
究并不充分* 为解释城市低保政策较差的目标瞄准效率$都阳( YBI<@7E.@J'

*##(1 杨穗等' *#)$1 刘凤芹( 徐月宾' *#)&% ' 以及由此导致的较差的减小不
平等的绩效$李实( 杨穗' *##\1 陈宗胜等' *#)&% ' 不少研究主要尝试从基层
治理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角度展开分析$朱亚鹏( 刘云香' *#)+1 魏程琳'

*#)+1 M<1' *#)+% * 由于低保瞄准效率显然与低保标准高低以及低保财政支出
规模相关' 仅仅关注政策执行与服务递送的管理效率显得不足* 因此' 一些研
究开始讨论地方政府低保管理行为逻辑和政策变迁动力' 并识别出了几个重要
的解释变量$维度% * $)% 经济社会变迁所致的贫困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是城
市低保发展的基本解释力量$郑新业( 张莉' *##\1 朱旭峰( 赵慧' *#)& % *

$*% 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主管官员的政策企业家角色$Q.6652=' *#)"% '

政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城市治理理念$ H5B12U<@jQ;' *#)*% 和政
治晋升激励$ H5B12U<@jO1.2U' *#)&%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地方政府财力
约束$郑新业( 张莉' *##\1 岳经纶( 翁慧怡' *##\1 X.2U' *#)&1 白晨( 顾
昕' *#)&% ' 以及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和委托代理问题$E<2Uj]12U' *#)*1 朱
旭峰( 赵慧' *#)&% 是影响地方政府低保发展取向的关键* $+% 低保调整与紧
缩改革中' 已有受助者的抗争和社会稳定压力也是地方领导人推进中央改革措
施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H5B12U<@jO1.2U' *#)&% * 这些研究看到了社会风险( 地
方政府治理与政策目标对象的社会行动对城市低保发展的影响* 但是' 无论是
变量测量' 还是分析框架' 都有改善的空间*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将在
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 对我国城市低保政策变迁$紧缩% 的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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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讨论社会政策体系扩张或紧缩的动力不同' 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特定社
会政策项目上的福利努力决策' 首先面临的是在该政策领域的多种社会政策技
术$方案% 间进行选择* 因此' 分析特定社会政策项目的变迁动力首先需要控
制社会政策技术方案间的替代效应* 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基于福利国家政治经
济学的视角' 讨论社会风险变迁' 关键社会力量与重要制度安排对济贫与收入
再分配政策的影响*

'一( 政府社会政策技术偏好及其选择的影响因素

实现特定社会政策目标' 政府可以在分配内容( 权利资格$目标瞄准% ( 资
金筹集( 服务递送等四个维度进行技术方案选择$K1BI<@7jS<@@<BB' *#)*% * 相
应地' 讨论政府在特定社会政策领域的总体福利努力时' 政府( 居民对不同社
会政策技术方案的偏好' 以及由此导致的项目之间的替代作用$挤出效应% 需
要纳入分析视野* 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提供基本收入保障' 政府可以在目
标瞄准型社会政策项目之外' 选择缴费型社会政策项目$如社会保险% 和8或类
别型$及普惠型% 社会政策项目$如福利津贴% * 这意味着' 低保项目与其他
收入保障类项目存在竞争关系*

!

政府的社会政策技术偏好' 在微观层面与国民的福利态度有关' 在宏观层
面更多地受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影响* 相应地' 缴费型社会政策项目对
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项目是替代关系' 还是促进关系' 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解释*

其中' 从个体福利偏好出发的分析视角得出了缴费型社会政策项目的发展
会促进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扩张的结论* 因为' 基于互惠与风险分摊的缴费型
社会政策项目与基于公民身份的普惠型社会政策项目更容易在不同经济社会群
体间形成支持福利国家的共同兴趣$L5@-1' )\%\' *##)1 Z9-12U'Y2=<@9<2'

)\\#% ' 并产生跨阶层的社会联盟$L.2U.9jE.B6<' )\\" % * 当社会保险类社
会政策更好地回应了中产及以上阶级的收入保障需要时' 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
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项目将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T<B952' *##"' *##(% *

然而' 基于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研究' 关注国家自主性( 国家能力对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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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收入保障类社会政策项目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缴费型社会政策" 和社会救
助!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 # 基本不存在普惠型社会政策项目% 所以# 下文讨论主要围绕社
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的替代效应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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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政策技术方案选择的影响$A.@<9jN.@2<9' *##\% ' 发现发
展中国家政府偏好社会保险胜于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救助* 由于生产体制对福利
体制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将会决定政府福利体制模式的偏
好$X1II<B9jY0Bl;197' *##(% * 为了构建经济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政府会更
偏好使用社会保险来实现特定少数优势劳工群体的去商品化' 以及优先支持人
力资本投资类的教育和卫生政策进行普通劳动力的商品化' 而收入再分配性社
会政策项目不受欢迎$V;=@.' *##(% * 显然' 后发国家政府社会政策技术方案
的偏好和选择' 是为了使社会政策更好地服务经济政策$L16' *#)#% *

具体到中国而言' 发展主义使我国的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特征非常
明显* 一方面' 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先于社会救助体系而建立* 后发展的社会
救助项目有很强的+劣等处置, 色彩' 通过较低水平的待遇给付以及工作福利
性的反福利依赖措施' 强化受助者的工作激励和劳动伦理* 另一方面' 为解决
就业关联型社会保险因劳动力市场弹性化而遭遇的扩面难题' 政府通过政府补
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创立了所谓的+居民社会保险, ' 以解决老年和疾病
收入风险* 在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引入个体缴费以强化个体责任' 而不是采用目
标瞄准型社会救助的技术方案' 能够清晰地展示政府对社会政策技术方案的
偏好*

总体而言' 我国地方政府会选择重点发展社会保险项目以应对贫困问题*

当然' 五大社会保险项目存在功能差别' 政府对待不同社会保险项目的态度还
是有区别的* 由于社会医疗保险旨在解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人力资本投资问题'

政府会区别对待* 我们在实证设计中全关注这一差别*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
以得到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项目来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这会造成社
会保险项目对社会救助项目的替代*

'二( 最低收入保障政策发展动力的政治经济学

与福利国家发展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一致' 最低收入保障政策发展
动力的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工业主义逻辑( 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制度
主义% 等三大解释途径$>@.=:<7.Bb' *#)&% * 在经济社会变迁等因素外' 我们
重点讨论政治与制度对城市低保发展的影响*

)b权利资源理论与政治参与的影响
权利资源理论是解释政治力量对社会政策发展影响机制的重要理论* 该理

论认为' 普通大众可以团结起来并积极动员弱势社会阶层通过政治斗争' 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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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政治力量' 进而影响公共政策' 实现收入再分配$L5@-1' )\%"1 >@.=:'

*##\1 >@.=:<7.Bb' *##\% * 具体而言' 在社会救助政策领域' 权利资源理论会
重点关注工会( 左翼政党跟资本( 精英( 右翼政党两组对立政治力量对政策过
程的影响* 社会救助政策涉及到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再分配' 其中' 低收入阶
层会积极主张进行更大程度的收入再分配1 中高收入阶层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税
收负担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一般会积极影响政策' 阻止和限制收入再分配性社
会政策的发展*

与西方不同' 我们不能简单套用权利资源理论的分析框架* 但是' 公民政
治参与及其影响力的阶层差异对社会政策过程的影响值得重视* *) 世纪以来'

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政府希望借助互联网实现治理的行动' 使得社会问
责开始兴起$A.' *#)*% *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问责' 主要是当事人通过向公众
或上级政府披露信息( 表达呼声等方式' 希望启动上级政府对下级的行政问责
$肖滨' *#)*% ' 或者使得地方政府受到上级问责的压力而启动对内部职能部门
的问责* 实证研究表明' 基于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问责开始获得回应性
$孟天广( 李锋' *#)$1 孟天广( 郑思尧' *#)(% *

然而' 不同于选举问责' 这种社会问责对参与者的能力与资源有一定的要
求* 尤其是涉及到跨阶层的收入再分配的议题' 低收入阶层与中高收入阶层在
政治参与能力和渠道上的差异' 对政府向谁回应( 以及回应取向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 数字鸿沟对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议题上回应性的影响值得探讨* 我们观
察到' 近几年在关于延长退休年龄' 医疗保险退休老人缴费' 社会养老保险待
遇调整等收入再分配议题上' 反对收入再分配取向改革措施的声音往往获得更
广的传播* 相反' 旨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城乡低保待遇调整机制建设往往并没
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富人和穷人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渠道的差异' 是产生这种结
果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不同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差距' 对城市低保发展有着显著影响* 相
对于低收入阶层' 中高收入阶层拥有更好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渠道' 会反对城市
低保的扩张( 限制低保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b制度主义解释途径与国家治理的作用
制度主义解释途径' 即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思路' 重点关注国家治理对社

会政策发展的影响* 该解释途径认为' 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差异不能仅仅通过竞
争性利益集团的经济社会诉求差异及政治力量强弱来解释' 国家结构性政治程
序与诉求$需要% ( 利益的协调和处理规则' 也是影响社会政策和福利水平的关
键$G66<@U;7' )\\*1 HJ5/-5B' )\\*% * 国家的宪政安排等制度性变量是社会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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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发展的关键解释变量* 其中' 行政分权' 联邦制及地方分权$Q1/J9jHn.2J'

)\\*% ' 以及宪政制度安排中的否决点和否决者的格局$Q;I<@<7.Bb' )\\" %

等的作用都在相关研究中进行了深入讨论*

具体到中国而言'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
及地方治理的核心内涵* 经济分权使得地方获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和
财政激励' 但是' +向上负责, 的政治激励与治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很好地服从中
央权威$王永钦等' *##(1 傅勇' *##%% * 一方面' )\\+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所
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税收入和财政支出上的特殊制度安排' 导致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的同时' 继续承担了多数财政支出责任* 面对地方收支
缺口' 在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不得不为全力增加本地的财
政收入而展开地方政府间竞争$o1.2 jV5B.2=' )\\%1 张晏( 龚六堂' *##$1

陶然等' *##\% * 另一方面' 中央采取以K]E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 并按照一
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提拔官员* 为了在较短的任期内尽快地促进当地
的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官员的最优选择是尽可能地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 其中
关键是资本的投入* 于是' 为吸引资本进入其辖区投资' 以促进其经济增长'

各地方政府纷纷展开争夺投资的竞争* 这种+锦标赛式, 的竞争已经被证明是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周黎安' *##(1 张军( 高远' *##(1

张军等' *##(% *

尽管地方政府肩负本辖区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多重任务' 但是
当上级政府主要按照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 地方政府对其所承担
的各项职责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短期的经济增长成为重要的目标' 而公
共物品提供( 环境保护( 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让位' 或者服务于这一目标$傅
勇( 张晏' *##(1 傅勇' *#)#% * 为回应地方政府竞争导致地方公共产品提供'

以及社会政策发展激励不足的问题' 中央政府开始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通
过筹资上的向上集权来匹配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 这成为当前中央和地方财
政关系改革的重要内容* 然而'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 在不改变自上而下的政治
问责情形下' 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来单纯改善地方财力缺口' 以激励地方回应民
生需求的作法可能无法奏效$陶然( 刘明兴' *##(1 付文林( 沈坤荣' *#)*1

范子英( 张军' *#)"% *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就当前地方治理的三个重要维度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地方财政自主性的增强( 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 会限制城市低保政
策的发展1 单纯改善地方财力的城市低保专项转移支付' 对城市低保政策发展
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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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市低保发展的*条件性+ 与*工具性+ 特征

在控制和减少地方低保财政支出的激励下' 地方政府会通过改变政策设计
和政策执行中的参数与努力程度' 来管理和运行低保* 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的力度不断加大' 但是地方政府提高低保标准收入替代率水平' 进行收入再分
配的改革一直乏力* 相反' 为了控制配套拨款的规模' 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工作
福利' 控制给付资格' 降低低保给付的慷慨程度' 并有选择地回应社会稳定风
险* 具体而言' 地方政府的低保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图*!真实城镇平均低保标准& 支付水平与低保标准收入替代率的发展趋势'*##+)*#)+(

注' 低保标准及补差额以)\\(年p)##的地方NEG进行平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第一' 降低低保标准的实际替代率水平* 虽然以绝对水平衡量的低保标准
一直呈现连续增长的态势' 但是以替代率指标衡量的低保标准却呈现连续下降
的特征$见图*% *

第二' 引入工作福利' 强化低保资格的条件属性* )\\\ 年\ 月*% 日发布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要求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
居民' 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 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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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这项规定为工作福利的引入提供了契机' 之后不
少省份的低保条例将其明确为+就业优先, 义务* 工作福利的引入使得城市低
保发展为条件性现金转移支付*

第三' 直接控制低保的实际+补差, 水平* 地方政府在低保申请者的收入
认定上' 一般会采用最小化低保实际给付的原则进行审查* 这样可以直接降低
低保的支出水平* 当然' 随着低保覆盖面的下降' 在维持以往支出规模的基础
上' 覆盖面降低带来的+结余, 资金会被用来提高补差额度*

为了进一步检验地方政府在低保管理运行中的呈现出来的+条件性, 和
+工具性, 特征' 结合上面的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城市低保发展会优先回应本地户籍( 正规就业+优势, 劳工的失
业及社会风险*

假设+I! 城市低保政策会被用于解决劳资纠纷和土地纠纷等社会冲突' 进
行社会控制*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为有效检验上述研究假设' 本文将基于我国内地") 个省$直辖市( 自治
区% *##+年至*#)+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计与分析方法

结合中国城市低保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 我
们设定如下双向面板$Sn5X.:E.2<B].7.% 回归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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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下标)表示省' "表示年* K

17

为被解释变量' L

17

为解释变量' M

17

为控
制变量*

$

(

#

(

%

分别是常数项及自变量的系数矩阵*

&

1

代表不可观测( 时间
不变的省份固定效应'

"

"

是时间固定效应'

'

17

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展开* 对每一个回归
方程' 我们首先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技术展开识别' 并
基于Q.;96.2检验来选择更有效的模型* 同时' 对每一个回归方程' 我们将对
比展示单向面板回归结果$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和双向面板回归结果$同时
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 以更好地展示*##* 年以来急剧社会政策
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另外' 我们还将分区域样本$东部地区样本与
中西部地区样本% 进行回归分析及比较' 以展示经济发展阶段( 发展方式差异
对研究假设验证的影响*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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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与数据

)b被解释变量及测量
城市低保政策的测量主要有财政支出规模( 保障对象人口覆盖率以及给付

替代率水平等指标* 其中' 财政支出一般用城市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测
量' 人口覆盖率一般用当年城市低保领取人数占本地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来测
量!

* 低保给付的替代率水平有两个指标' 一是城市低保标准$即低保线% 的
收入替代率' 二是低保实际给付$即低保补差水平% 的收入替代率* 理论上'

这两个指标能够分别测量城市低保政策+去商品化, 的政策目标和实际努力程
度* 但是' 前文分析发现' 地方政府对区域低保线的设定与个体低保补差额度
的确定' 实际上都成为地方政府策略行为的工具* 地方政府可以在提高低保标
准的同时' 通过降低低保的补差水平' 或者控制低保领取人数来控制其总体支
出水平' 呈现低保标准+增长, 的假象*

图"!城市低保标准收入替代率& 实际给付水平与人口覆盖率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整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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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城& 乡低保政策并没有实现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居民申请
低保给付的基本要求是本地户籍% 同时# 城& 乡低保政策分别针对本地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
人口设计% 所以# 测量城镇低保人口覆盖率需要选择本地非农户籍人口规模为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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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年至*#)+年' 尽管各地低保标准的名义值增长迅速' 但
是低保标准的收入替代率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 真实低保标准的+缩水, 部分
地解释了低保覆盖率的下降* 同时' 在维持低保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的同时'

低保覆盖率下降+节省, 出来的额外资金被用于提高已有低保对象的实际补差
水平* 但是' 低保补差水平的绝对值以及占低保标准比重的上升也不能有效测
量低保政策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低保管理中的地方政府策略行为而产生
的意外后果*

综上所述' 低保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能够全面反映地方政府在城市低
保政策上的福利努力' 我们将主要基于它展开回归分析* 低保人口覆盖率能在
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低保政策效果' 我们将用它进行稳健性检验*

*b解释变量与测量
基于研究假设检验的需要' 我们的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择如下

$见表)% * 其中' 为了控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对城市低保发展的影响' 我们
主要引入了地方经济增长(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三个控制变
量* 其中'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能够很好地捕捉劳动者的收入分
配状况与贫困风险' 是测量+劳动力商品化, 状况的重要指标* 城镇居民生活
水平主要用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进行测量* 而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则
能捕捉经济增长对城市低保的影响*

表)!变量& 操作化及数据指标
维度 变量 数据指标及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城市低
保的福利努力

城市低保财政支出 城市低保财政支出占政府一般预算支
出比重!^"

城市低保人口覆盖 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占本地& 非农户籍
人口比重!^"

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的减贫
效应

地方经济增长 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元"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国民收入核算中劳动报酬占比!^"

居民生活水平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总额
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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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变量 数据指标及计算方法
政府社会政策技
术偏好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偏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常
住人口数的比重!^"

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偏好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常
住人口数的比重!^"

居民政治参与能
力与渠道差异

教育结构与居民政治参与能力
差异

高中& 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 岁及
以上人口比重!^"

互联网与居民政治参与渠道
差异

互联网网民规模# 互联网网民占常住
人口比重!^"

地方政府治理'

分权& 竞争与
集权

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 省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占一般预算支出
的比重!^"

地方政府竞争 城镇劳动者平均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额度!元" !代理变量"

城市低保财政支出的中央财政
集权程度

城市低保预算总支出中中央财政预算
支出占比!^"

不同群体贫困风
险与社会稳定
风险

儿童贫困风险 少儿抚养比!^"

老年贫困风险 老年抚养比!^"

国有单位劳工的失业风险 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总就业人员
比重!^" !代理变量"

本地户籍(优质) 劳工的失
业风险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代理变
量"

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劳工失业
风险

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代理变量"

劳资纠纷强度与社会稳定风险平均每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涉案劳动
者人数!人8件"

土地纠纷强度与社会稳定风险平均每件土地违法案件涉及的土地面
积!亩8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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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检验研究假设'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四组* 其中'

第一组变量旨在测量地方政府对社会政策技术选择的偏好' 并分析其对低保政
策的影响* 我们用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 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覆盖
面分别代表消费平滑为主$有限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的社会政策项目偏好和风
险分摊$互惠% 为主的社会政策项目偏好' 并分析他们与城市低保政策所代表
的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政策项目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 公民实现有效政治参与' 以进行问责并获得回应的
能力和渠道并不相同* 为了刻画这种政治参与能力与渠道的差序格局' 我们引
入居民受教育水平的结构( 互联网普及率两个变量* 其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教育人口的占比可以作为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政治参与能力差距的代理
变量* 由于基于互联网和新媒体表达利益诉求' 进行政治参与需要一定的知识
和技能门槛' 所以互联网普及率也很好地描述了+富人, 和+穷人, 政治参与
渠道的差异* 这两个代理变量旨在从社会中心主义的解释框架出发分析收入再
分配性城市低保政策中的两个关键社会力量&&& +富人, 与+穷人, 的政治参
与差异对政策发展的影响*

在测量地方治理方面' 本研究重点引入了三个变量* 第一' 在中国特殊的
财政分权体制下' 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陶然(

刘明兴' *##(% * 我们用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占本级支出的比重来定义地方财
政自主性* 第二' 与财政自主性紧密相关' 地方政府竞争也是刻画地方政府行
为的关键变量* 我们使用劳动者平均的地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作为政
府间+标尺竞争, 的代理变量* 这个指标用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个关键绩效指标
来反映地方政府竞争的程度* 不少研究也采用了类似做法' 如张军等$*##(% (

陈诗一和张军$*##%% 等的研究* 第三' 我们重点关注中央财政城市低保转移
支付对地方政府激励的影响' 引入城市低保预算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占比来测
量低保支出中的+财政集权, *

为了分析和检验地方政府城市低保发展中的+选择性, 和+工具性, 特征'

我们引入了七个变量来刻画不同群体的贫困风险及社会稳定风险* 其中' 少儿
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旨在测量劳动年龄外的非生产性人口的贫困风险1 国有单
位就业人员占城镇总就业人员比重'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

在我国就业政策中# 进行失业登记是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获得公共就业服务的前提$

失业登记只针对本地户籍劳动者% 总体而言# 主动进行失业登记的失业者多数之前在正规部
门工作# 并参加了失业保险% 因此# 登记失业率能够较好地反映本地户籍正规就业者的失业
风险% *#)+年)*月*"日修订& *#)$年*月)日起施行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 已
经将失业登记向常住人口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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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的比重$^% 旨在捕捉国有单位就业人员' 本地户籍正规就业者' 外
地户籍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工的失业及贫困风险* 另外' 面临社会稳定风险' 为
避免被上级政府问责时' 地方政府也会利用城市低保给付来安抚劳资纠纷和土
地纠纷的涉案人员* 我们也引入了相应的变量检验了社会稳定风险对城市低保
发展的影响*

"b数据来源与概况
本文构建了我国内地")个省份*##+ 年至*#)+ 年的面板数据* 由于部分年

份个别省份的某些数据缺失' 数据库为非均衡面板数据*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自)\\(年开始公布城市低保发展的省际数据' 但是)\\& 年至*##" 年的城市低
保统计指标缺乏低保预算支出及多层级政府分担的详细情况* 因此' 面板数据
始自*##+年*

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中国
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国土
资源年鉴# * 变量( 进入回归方程的形式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外商直接投资等所有名义变量均采用)\\( 年p)## 的各省居民消费
者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表*!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保财政支出占比 "+) #4(% #4+"% #4#&% )4\(+

低保人口覆盖率 "+) &4)(% "4+)" #4+#( )+4#&

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B2b" "+) \4\+& #4&#" %4*\\ ))4*(

劳动报酬占比 "+) +$4%) &4#(% ")4+$ &+4$$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4&$ +4$#" *"4($ $)4*)

职工养老保险人口覆盖率 "+) )\4#) ))4% *4(#) &+4(*

职工医疗保险人口覆盖率 "+) )(4+* )*4*+ *4$\) &\4*)

地区居民教育水平结构 "+) #4*"% #4#\( #4#" #4&)*

互联网普及率 "+) *%4#" )(4(+ *4$) (+4#+

财政自主性 "+) $#4( *#4% &4+ \$4#\

劳均实际[]G!B2b" ""& (4$*\ )4)(* +4#%( \4%%%

中央财政低保预算支出占比 "+) $(4$( *\4+ # \%4)+

少儿人口抚养比 "+) *"4+% &4((* \4&+ +*4**

老年人口抚养比 "+) )*4* *4+)% &4() *#4")

$(

#

专栏! 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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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 ""4)) ))4%( %4\ &#4"(

登记失业率 ""& "4&)% #4&( )4*) &4$

外贸依存度 "+) "*4%) +#4++ "4+%$ )&%4)

平均集体劳动争议劳动者规模!B2b" "+# "4#\$ #4$\) )4#$% $4&)\

平均土地违法案件涉案面积!B2b" ""+ *4+\) #4\*+ #4)"%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地方政府社会政策技术偏好与城市低保发展

在表"的回归方程$)% 与$*% 中' 职工养老保险人口覆盖率对城市低保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分别均为负' 并分别在)^( )#^的水平上显
著*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加偏好支持以统帐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来解
决劳动者的去商品化问题' 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会替代$抑制% 城市低保
的发展* 同时' 以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 与
$+% 中' 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城市低保政策的替代效应依然显著*

在表"的回归方程$)% 与$*% 中' 我们还识别出了城镇社会医疗保险政
策对城市低保政策的显著促进作用* 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作用相比' 社会医疗保
险对低保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均在)^的显著性水平上1 并且回归系数的
绝对值更大* 这意味着' 地方政府在发展社会医疗保险的同时' 也会积极发展
城市低保* 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 政府会支持发展低保' 因为医疗救助通常捆
绑在低保户8低收入资格之上' 支持低保发展能够推动医疗救助发展' 进而弥补
医疗保险疾病医疗费用风险保护效果的不足* 当然' 相对于社会养老保险' 社
会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摊机制能够带来更好的社会团结效果' 为低保的收入再分
配政策提供民意基础*

另外' 表+与表$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还呈现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方政
府对社会政策技术偏好的差异* 东部发达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 地方政府
的社会政策技术偏好的消失' 甚至逆转* 其中' 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社会养老保
险政策对低保政策的抑制作用的显著性下降' 并出现逆转* 并且这种显著的正
向影响在被解释变量的两种测量方法的回归中保持了稳定性$见表+ 的回归方
程$*% 和表$的回归方程$*% % * 同时' 东部地区医疗保险政策对低保政策的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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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再显著* 然而' 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 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
政策( 社会医疗保险对城市低保政策的作用则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保持了较好的
一致性* 这说明' 地方政府对待社会政策的技术偏好随经济发展程度而变化*

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倾向于选择收入再分配程度较弱( 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结合
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模式来解决劳动力的去商品化问题' 并积极发挥低保政策
在解决因病致贫时的兜底作用* 而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因经济发达' 居民生活水
平较高(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有能力和意愿去发展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政策项目*

表"!*##+)*#)+年城市低保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回归分析
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
人均实际地区生产

'#4)+"

""

'#4*"$

""

#4#(#+

')4)#(

"

总值!B2b" !#4#&\+" !#4#\"%" !#4+*\" !#4&#&"

劳动报酬占比 ! !#4##\%(

"""

#4##("#

"""

#4#+$*

"""

#4#$)&

"""

!#4##**(" !#4##*+"" !#4#)+#" !#4#)$("

城镇居民恩格尔 !#4##$*\ '#4##$)+

#4)#$

"""

#4#\)+

"""

系数 !#4##"**" !#4##$#+" !#4#)\\" !#4#"*$"

职工养老保险
'#4#))#

"""

'#4##(+(

" '#4#$&)

""

'#4#$)+

"

人口覆盖率 !#4##"%#" !#4##+#\" !#4#*"+" !#4#*&+"

职工医疗保险
#4#)$%

"""

#4#))&

"""

#4#%++

"""

#4#$\\

""

人口覆盖率 !#4##"%&" !#4##++"" !#4#*"%" !#4#*%&"

地区居民教育
'#4%&)

""

'#4%+#

"

')4#+$ #4&*#

水平结构 !#4"&+" !#4++#" !*4*+(" !*4%+#"

互联网普及率 '#4##)$( '#4##""*

'#4#"*#

"""

'#4#+*"

"""

!#4##)\+" !#4##*"&" !#4#)*#" !#4#)$""

财政自主性 ! '#4##%*\

"""

'#4##()(

"""

'#4#+&#

"""

'#4#"*\

"

!#4##**\" !#4##*()" !#4#)+)" !#4#)($"

劳均实际[]G!B2b" #4#)&+ #4##%#"

#4*)+

""

#4)*\

!#4#)$*" !#4#)$"" !#4#\"%" !#4#\\#"

中央财政低保预算
'#4##+\&

"""

'#4##$%+

"""

'#4#*%)

"""

'#4#*\\

"""

支出占比 !#4##)#"" !!#4##)#"" !#4##&"$" ! !#4##&&+"

少儿人口抚养比 '#4##)+*

'#4##&%*

"

#4#*&& #4#*&#

!#4##*\"" !#4##"%"" !#4#)%)" !#4#*+%"

老年人口抚养比 '#4###%\% #4##+** '#4#"($! #4#)\$

!#4##$(&" !#4##&"%" !#4#"$&" !#4#+)*"

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4##"*) #4##*() #4##("( #4#)$)

!#4##*+&" !#4##*&(" !#4#)$*" !#4#)(*"

登记失业率 #4#"\" #4#"%\ #4))+! #4#+&\

!#4#*($" !#4#*&+" !#4)(#" !#4)()"

&(

#

专栏! 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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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
外贸依存度 '#4##*"(

""

'#4##)%\

""

'#4#*)"

"""

'#4#)%*

"""

!#4###\$$" !#4###\++" !#4##$\#" !#4##&)#"

平均集体劳动争议
劳动者规模!B2b"

#4#))" #4#)+& #4#\$$ #4)#*

!#4#)")" !#4#)*(" !#4#%#(" !#4#%)("

平均土地违法案件涉
案面积!B2b"

#4##($) '#4#)*#! #4#$#\ '#4###"(%

!#4#))"" !#4#))+" !#4#&\(" !#4#("+"

常数项 *4)(%

"""

"4(++

"""

*4)++!

)*4++

""

!

!#4("%" !#4\+(" !+4$$+" !&4)*#"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Q.;96.2检验
! -值"

#4#### #4#### !#4##)! #4####

面板计量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观测值 "*\ "*\ "*\ "*\

V

*

#4&&% #4()% #4$%\ #4&)(

注' )b系数下方括号中的值是标准误$ *b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
著性%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政治参与差距& 中高收入群体反再分配努力与城市低保发展

一般而言' 中高收入群体多数持反对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偏好* 更关键的是'

中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有着更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渠道' 进而可以表
达其福利偏好' 影响地方政府社会政策改革决策' 限制再分配性社会政策项目
的发展*

在表"回归方程$)% 与$*% 中' 地区居民教育水平结构对城市低保政策
的发展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良好教育水平的人群规模' 虽然不及普通教育水
平人群规模' 但是较高教育水平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能力提升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虽然表"的回归方程$)% 与$*% 中' 互联网普及率对城市低保发展的作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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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显著' 但是' 在以低保覆盖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与$+% 中' 互
联网普及率对城市低保负向影响保持为)^水平的显著性* 互联网与新媒体是当
前居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 然而互联网的可及性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存在差异* 并且' 有效地基于互联网和新媒体表达利益诉求( 进行社会问责会
对使用者的知识与能力有一定要求* 互联网的普及率越高的地方' 中高收入群
体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越多( 能力越强' 进而向政府表达限制收入
再分配性社会政策发展的呼声会更强' 获得回应的可能性会更大* 相反' 低收
入群体则可能遭遇数字鸿沟' 无法有效地表达加强收入再分配的诉求* 分区域
样本回归结果则稳定地验证了这一研究假设$见表+与表$% *

表+!*##+)*#)+年城市低保财政支出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回归分析! 分区域
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区域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人均实际地区生产
总值!B2b"

#4#\$\

!#4#%)""

#4)+)

!#4)#$"

'#4#(&*

!!#4#\&\"

'#4)&)

!!#4)**"

劳动报酬占比 !#4##+"*

""

!#4##*)#"

#4##+*#

!#4##*$\"

! #4##%$"

"""

!#4##*\$"

'#4####&*!

!#4##*\""

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

#4##+((

"

!#4##*%+"

'#4##&#$!

!#4##+%$"

#4##()\

"

!#4##+)%"

#4##$(&

!#4##$\("

职工养老保险人口
覆盖率

'#4###")"!

!#4##*"\"

#4##$*%

"

!#4##*\)"

'#4#+#$

"""

!#4##\$*"

'#4#+"\

"""

!#4##%\""

职工医疗保险人口
覆盖率

#4##)"+

!#4##*"#"

'#4###"+(!

!#4##*$""

! #4#+)*

"""

!#4#))$"

! #4#"&(

"""

!#4#))\"

地区居民教育水平
结构

')4)%(

"""

!#4"*$"

')4)\$

"""

!#4"%""

'#4#\")!

!#4$#*"

'#4$&$!

!#4$*#"

互联网普及率 '#4##)\#

!#4##)+&"

'#4##**%!

!#4##)(""

'#4##"\+!

!#4##"##"

'#4#)))

"""

!#4##"%%"

财政自主性 '#4##")\

"

!

!#4##)()"

'#4##"$(

"

!

!#4##*)#"

'#4##\)%

"""

!#4##"*%"

'#4##*&&!

!#4##"%$"

劳均实际[]G!B2b"

'#4#$"*

"""

!#4#)%""

'#4#&**

"""

!#4#)(%"

!#4#"\"

""

!#4#)%%"

! #4#+(#

"""

!#4#)(&"

((

#

专栏! 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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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区域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中央财政低保预算
支出占比

'#4###%)&

!#4###($%"

#4####\%(

!#4###%)\" !

'#4##%($

"""

!#4##)$&" !

'#4#))#

"""

!#4##)+$"

少儿人口抚养比 '#4##%#\

"""

!#4##"#("

'#4#)#&

""

!

!#4##+#("

'#4##*"$!

!#4##"+\"

'#4##&($

! !#4##+$%" !

老年人口抚养比 #4##$\#

!#4##"(*"

#4##+)&

!#4##+%%"

'#4##))+!

!#4#)#)"

#4#))&!

!#4##\$\"

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4##)\"

!#4##**$"

'#4##"(*!

!#4##*(*"

#4##)&)

!#4##")("

#4##)"(

!#4##"#$"

登记失业率 ! #4#()$

"""

!#4#)(&"

! #4#(+&

"""

!#4#)(#"

!#4#%$#

"

!#4#$)#"

!#4#\&(

""

!#4#+$#"

外贸依存度 '#4###%\\!

!#4###$$""

'#4##)"+

""

!

!#4###&#$"

'#4##))%!

!#4##")#"

'#4###"\%!

!#4##*%*"

平均集体劳动争议
劳动者规模!B2b"

#4#)$+

!#4#)*)"

#4#)$(

!#4#))+"

'#4##$#(!

!#4#)(+"

#4##%%&

!#4#)$\"

平均土地违法案件涉
案面积!B2b"

! #4#+#+

"""

!#4#)#("

#4#)&\

!#4#)#%"

!#4###""(

!#4#)+)"

'#4##\$$!

!#4#)"*"

常数项 '#4)+#!

!#4%%)"

#4)\$

!)4)))"

)4())

!)4#+""

!*4\"\

""

!)4*(""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Q.;96.2检验
! -值"

#4#### #4#### #4#### #4####

面板计量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观测值 ))\ ))\ *)# *)#

V

*

#4(&&! #4%")!! #4(&"!! #4%"&!

注' )b系数下方括号中的值是标准误$ *b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
著性%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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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权治理& 政府竞争& 低保专项转移支付与城市低保发展

在+政治集权( 财政分权, 的地方治理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为增加地方
财政收入和8或获得政治晋升而展开竞争* 这种竞争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

也是也带来了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 民生类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等问题* 为解决
这一问题' 中央政府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社会
政策* 然而' 实证结果表明这种+自上而下, ( 偏好财政激励的地方政府治理改
善还没有带来积极的政策效果*

表"回归方程$)% 至$+% 中' 财政自主性对城市低保的发展$总体支出
规模和覆盖率水平% 的作用显著为负' 并保持稳定性* 这说明' 财政自主性的
改善使得地方政府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 更加不会重视收入再分配性城市低
保的发展* 表+与表$ 的分区域样本回归结中' 财政自主性对城市低保政策发
展的负面影响保持了显著性* 并且' 经济发展落后( 财政自主性较差的中西部
地区' 财政自主性的回归系数$绝对值% 比先发展的东部地区要大* 这部分说
明'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达地区在财政自主性增强之后虽然保持着对
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压制' 但是其压制程度相对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减轻*

表$!*##+)*#)+年城市低保人口覆盖率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回归分析! 分区域
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
区域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人均实际地区生产
总值!B2b"

)4+*&

"""

!#4++"" !

*4#%&

"""

!#4$%&" !

#4"$#

!#4&)*"

'*4#%(

""

!#4%"""

劳动报酬占比 '#4##"%\

!#4#))$"

#4##\*)

!#4#)++"

#4#"##

!#4#)%&"

#4##%)"

!#4#*##" !

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

#4#(((

"""

!#4#)$$"

#4#%*#

"""

!#4#*(#"

#4)*#

"""

!#4#*$+"

#4)%*

"""

!#4#+#%"

职工养老保险
人口覆盖率

#4#)"#

!#4#)"#"

#4#"+&

""

!#4#)&*"

'#4)+*

""

!

!#4#$(%"

'#4)%\

"""

!#4#&)#"

职工医疗保险
人口覆盖率

#4#)*&

!#4#)*$"

#4##\+$

!#4#)+)"

#4)%#

"""

!#4#&%""

'#4##**+!

!#4#%)&"

地区居民教育
水平结构

'$4*%*

"""

!)4((""

'+4+()

""

!*4)"+"

$4&\%

"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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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
区域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 '#4#*")

"""

!#4##(\&"

'#4##$&$!

!#4##\&+"

'#4#$\"

"""

!#4#)(("

'#4)"&

"""

!#4#*&$"

财政自主性 '#4#**$

""

!

!#4##\"*"

'#4#+**

"""

!#4#))("

'#4#(+(

"""

!#4#)%&"

#4#""(

!#4#*&""

劳均实际[]G!B2b"

'#4)+$!!

!#4#\\("

'#4**%

""

!

!#4#\\#"

#4*%$

""

!#4))&"

!#4*%"

""

!#4)*#"

中央财政低保预算
支出占比

'#4##\$+

""

!#4##+)""

'#4##%\"

"

!

!#4##+$&"

'#4#+\(

"""

!

!#4##\+$"

'#4#+"%

"""

!#4##\%\"

少儿人口抚养比 '#4#*#%!

!#4#)&%"

#4#))"

!#4#**("

#4#*#$

!#4#*)\"

#4#)+"

!#4#")""

老年人口抚养比 #4#*#%

!#4#*#""

#4##)(+

!#4#*(*"

'#4#+%"!

!#4#$\)"

#4#+*%

!#4#&$$"

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4#*+\

""

!#4#)*""

'#4##&#"!

!#4#)$*"

'#4#)"$!

!#4#)\*"

'#4#)*)!

!#4#*#%"

登记失业率 #4"+&

"""

!#4#\&#"

#4*+&

""

!#4#\$#"

#4"*&

!#4"#""

#4"*(

!#4"#%"

外贸依存度 '#4##+"%!

!#4##"#)"

'#4##\&&

"""

!#4##""("

'#4#&(+

"""

!#4#)%\"

'#4#+\+

""

!#4#)\""

平均集体劳动争议
劳动者规模!B2b"

#4#%"+

!#4#&&*"

#4#\)(

!#4#&"""

'#4##"*%

!#4)))"

#4#+)%

!#4)#%" !

平均土地违法案件涉
案面积!B2b"

#4#\*$

!#4#$%+"

#4#)\(

!#4#&#)"

#4#+((

!#4#\#""

'#4#+"(!

!#4#%\\"

常数项 '))4\+

""

!

!+4%#""

')&4$)

"""

!

!&4)\$"

"4+&$

!&4+%("

*)4"*

""

!%4&\%"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Q.;96.2检验
! -值"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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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 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
#

!续上表"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续上表"

模型 !)" !*" !"" !+"

因变量 城市低保非农人口覆盖率
区域样本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面板计量方法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观察值 ))\ ))\ *)# *)#

V

*

#4((+ #4%*\ 2b.b #4($)

注' )b系数下方括号中的值是标准误$ *b

"""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
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表示- m#4)# 在)#^的水平上具有显
著性%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低保发展的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程度并不稳定* 在全
样本回归分析中' 劳均实际[]G$自然对数% 对城市低保发展的作用不显著*

在分地区样本回归分析中' 劳均实际[]G$自然对数% 对城市低保财政支出占
比以及人口覆盖率的影响开始显著' 但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影响机制并不
相同* 在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回归中' 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低保的作用变为正向'

并具有较好的显著性* 这可能与不同发展阶段的贫困状况' 以及贫困所致的社
会稳定风险不同有关* 如果落后地区的贫困现象较为普遍并威胁到社会稳定'

为了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可能选择发展低保以维持社会稳定' 进而获得资本
流入*

中央财政城市低保专项转移支付的增强' 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低保支出中
的中央集权' 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治理效果* 表" 的回归方程$)% ' $+% 中'

中央财政低保预算支出占比对城市低保财政支出规模( 以及人口覆盖率的回归
系数为负' 并保持在)^的显著性水平上* 这意味着' 在收入再分配领域' 中央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捕蝇纸效应并不存在*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不仅减轻了地方
政府发展城市低保的财政压力' 且还强化了地方政府因经济增长而压抑和控制
收入再分配政策发展的激励* 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还呈现出低保支出财政集权
对城市低保发展负面影响的区域差异*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低保支出财政集权
对城市低保发展总支出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低保支出
财政集权对城市低保总支出水平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这说明' 随着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对城市低保发展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发达地区通过压制收入再分配
政策发展进而降低财政支出的压力降低' 不会显著地控制城市低保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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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方政府城市低保发展的选择性回应特征

为验证假设四' 我们重点检验了城市低保发展对不同群体失业及贫困风险'

以及社会稳定风险的回应情况*

综合表"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与表+( 表$的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
发现! 第一' 少儿人口抚养比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低保发展的正向影响基
本不显著' 这意味着城市低保发展基本上没有回应劳动年龄之外的非生产性人
口的贫困风险* 第二' 对劳动者的失业及贫困风险' 城市低保发展的回应具有
选择性* 首先' 劳动密集型( 出口导向产业劳工的失业风险增强$外贸依存度
大% ' 城镇低保的发展反而会削弱* 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 发展外贸' 而扭曲地
方公共支出结构' 压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发展* 其结果自然是' 出口导向型产
业工人的失业及贫困风险无法获得回应* 其次' 城市低保发展重点回应了国有
单位劳工$体制内劳工% 及本地正规部门劳工的失业及贫困风险* 当然' 这种
回应的显著性并不稳定* 第三' 城市低保的发展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回应较差*

集体劳动争议劳动者规模对城市低保发展的影响虽然多数为正向' 但是普遍不
具有显著性* 表+的回归方程$)% 中' 平均土地违法案件涉案土地面积$自然
对数% 对城市低保支出水平的影响为正' 且具有显著性* 这说明' 东部发达地
区有时候会选择用发展城市低保的方式来补偿( 安抚土地纠纷当事人' 以维持
社会稳定*

六& 结论与讨论

尽管自*)世纪以来低保财政支出已经实现高度的向上集权' 地方低保财政
压力降低却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政策的扩张' 城市低保的财政支出占比( 人口
覆盖率以及低保标准的替代率水平都经历了缓慢但明显的下降* 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制度为什么没能激发地方政府发展城市低保的激励' 却招致福利紧缩) 本
文在控制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的基础上' 基于社会政策扩张8紧缩的政治经
济学分析框架对其中的政治与地方治理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计量研究*

研究发现! 第一' 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社会政策技术偏好' 倾向于通过缴
费型社会保险政策来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城市低保
政策* 当然' 由于不同政策领域社会保险技术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依
然存在差异' 我们看到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和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对低保政策的作
用是差异化的*

第二' 与互联网和新媒体紧密联系的社会问责' 因不同阶层政治参与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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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渠道的差异' 而无助于产生收入再分配性政策回应* 区别于选举问责' 互联
网基础上的社会问责因为对参与者的能力和技术要求存在门槛' 这+天然地,

有助于受过良好教育( 拥有技术资源的高收入群体表达利益诉求' 实施社会问
责* 由于遭遇高收入群体的反对和限制' +亲贫的, ( 收入再分配性的政府回应
可能并不多见* 这种数字贫困问题' 不利于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政策的发展' 尤
为值得重视*

第三'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作用仍然非常明显' 为增长而竞争导致的重经济
增长( 轻民生福祉的激励失衡格局并没有在治理机制层面得到破解* 专项转移
支付政策仅仅侧重解决地方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问题' 并没有
解决激励难题*

此时' 一方面政府没有激励进行收入再分配' 另一方面辖区中高收入群体
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拥有更强的政治参与能力及渠道去反对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政
策的发展* 如何破解这种事实上的( 限制和反对收入再分配政策发展的+共谋,

格局' 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 地方政府的低保发展激励依然是社会控制取向* 这使得城市低保成
为条件性社会权利' 地方政府优先回应本地的( 体制内的( 正规部门的( 富有
生产性的居民的失业和贫困风险* 反而对贫困风险更大的儿童( 老人以及出口
导向型产业工人$农民工居多% 的回应不足* 这种格局的延续容易造成+局内
人'局外人, 的福利僵局' 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 更为关键的' 我们还
识别出地方政府利用城市低保维护社会稳定( 解决社会冲突的证据' 这与用法
治方式进行社会治理的要求冲突' 值得警惕*

这些发现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均有重要价值* 理论层面' 互联网( 社会问责
的兴起与政府回应性是*)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议题* 已有研究虽然识别出了回
应性$孟天广( 李锋' *#)$1 孟天广( 郑思尧' *#)(% ' 但是这种回应型的性质
与特征需要深入讨论和检验* 本研究以典型的收入再分配性社会政策为例' 分
析并检验了互联网( 数字贫困与政府回应性的议题' 推进了问责与再分配政治
的研究* 完善转移支付被视为是回应+财政分权( 政治集权, 式地方治理弊病
的重要手段' 中央政府希望匹配地方财力与事权来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和
能力限制问题* 已有的研究基于宽口径的+文教科卫, 和+社会保障, 支出识
别出了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如付文林( 沈坤荣' *#)*1 范子英( 张军
$*#)"% * 但是' 这些口径的加总性社会支出并无法细分政策项目的功能差异及
政府意图' 不能简单与民生与收入再分配对应* 本文的研究利用更准确的城市
低保数据捕捉地方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努力' 并没有发现社会支出( 尤其是
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支出中中央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 目前' 基于互联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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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责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是国家治理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优化国
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 是大力发展社会政策'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本文的研究为这两方面改革的政策效果
提供了实证证据' 并希望以此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当然' 如何进一步优化政
治参与与地方治理的测量' 也有待后续研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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