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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功能定位$
实践错位及政策优化

胡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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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陆续建立以来' 在中国反贫困治理体系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政策+ 托底线, 的功能* 然而成绩的取得' 得
益于近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呈两位数增长' 政府在社会救助领域的
财政投入不断加大' 全景式的反贫困安全网初步形成' 社会救助子项目不断完
善' 待遇水平逐年提高* 经济新常态下' 这种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模式'
其可持续性值得担忧' 应当警惕一些地方政府把民生工程当作+ 政绩工程, 的
短视行为' 盲目攀比覆盖率与待遇标准' 给非缴费型的低保项目带来巨大的财
务支出压力* 一方面' 我们不能狭隘地将社会救助项目看作社会的负担1 但是
另一方面' 也应当防范基层执行中的政策扭曲带来的错位分配和社会稳定风险*
在基层实践中' 政策扭曲将直接导致穷人被挤出救助市场' 不仅偏离了低保项
目的应有之义' 还会导致财政+ 逆向补贴, 和成本转嫁* 低保制度的功能错位
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 更重要的是偏离了政策初衷' 社会救助政策不仅没有发
挥+ 稳定器, 的功能' 反而成为诱发社会矛盾的+ 导火索, *
文章是问题导向型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 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吗) 第二个问题是' 西方的富人通过做慈善显示+ 有面
子, ' 为何中国的一些富人和官员通过和穷人争低保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显示+ 有
面子, ) 第三个问题是' 低保制度改革的关键是约束受益方的道德风险' 还是约
束低保供方的道德风险) 第四个问题是' 约束相关主体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是
通过加强监督的计划经济思路' 还是其他市场化( 法治化的手段) 文章以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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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的道德风险为抓手' 通过设计权责对等的低保合约' 从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出发' 通盘考虑低保制度改革* 通过理论分析和建立博弈模型' 结合低
保制度功能异化和实践错位的现实案例' 在社会保障系统中研究低保制度的功
能定位和边界' 在系统中研究相关利益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
在社会救助领域' 如何解决低保户和政府之间(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是关键* 因此' 信息经济学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文章以道德风险
论作为分析工具' 分析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 道德风险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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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救助领域的核心问题和+ 牛鼻子, *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救助市场中' 不仅有受
益方的道德风险' 同样存在供方的道德风险1 供方的道德风险不仅包括政府的
道德风险' 同样包括低保经办人员的道德风险* 其中' 影响低保制度功能定位
实践偏差的是供方的道德风险' 而非受益方的道德风险* 因此' 在低保领域中
重点研究供方的道德风险是第一位的' 受益方的道德风险需要通过供方的道德
风险实现* 遗憾的是' 国内关于低保制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受益方道德风险的
约束和目标人群的甄别上' 这一点和西方的研究重点类似' 但是却忽视了我国
的特殊国情' 忽视了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研究*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 研究
低保供方道德风险行为'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从国际视野的横向比较来看' 中国城乡低保制度的历史演进和国外的发展
历程高度吻合!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提标扩面, ' 过于强调公民权利和政
府责任' 挤出了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1 在经济衰退时期削减福利待遇' 淡化低
保项目的+ 福利色彩, ' 强调权利和责任的对等'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降低政府财
政负担1 由于+ 福利刚性, 难以下调' 经济下行时政府往往面临财务危机和社
会稳定风险* 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之初是为了配套国企
改革' 而某一地区一旦建立城市低保$ 制度供给% ' 便会影响农村居民的预期'
产生制度需求* 低保制度的+ 碎片化, 是导致+ 攀比, 的重要原因' 不仅导致
城乡之间的攀比' 同样会带来地区之间的攀比' 形成+ 福利竞赛, ' 逐渐推高低
保待遇' 导致低保救助项目+ 泛福利化, ' 最终偏离+ 兜底线, 的功能定位'
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分配' 甚至出现+ 人人争当贫困户, 的怪象*
经济新常态下'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是' 城乡低保制度运行面临潜在的财
政可持续危机*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逐年加大对城乡低保的财
政投入' 同其他社会保险类项目一样' 不断+ 提标扩面, * 政府通过逐年提高低
保待遇以及低保身份附带的一系列+ 福利包, 的含金量' 旨在提高穷人的生活
水平' 保障穷人的生存权* 然而' 这种手段却偏离了应保尽保的预期目标' 政
府良好的初衷也增加了低保政策的寻租空间' 一些官员滥用政府授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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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低保项目挪作他用' + 人情保( 维稳保( 指标保, 导致低保制度的功能错位'
甚至+ 人人争当贫困户, * 因此' 首先有必要从学理上厘清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
和职能边界* 文章在社会保障系统中厘清了不同项目的功能定位和责任边界'
从学理上比较救助项目和保险项目的差别与内在机理1 厘清政府和市场在低保
项目中的权责边界' 防止+ 越位, 和+ 缺位, 1 如果政府过度干预低保供给领
域' 最终会导致功能定位模糊' 带来+ 成本转嫁, 和+ 道德风险, 问题*
有政策' 下有对策, 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其直接结果是
+上
导致低保制度的功能错位* 文章通过本土案例分析$ 人情保( 指标保和维稳保
三类% ' 对低保服务供方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行分类研究' 既包括地方政府的道德
风险' 也包括经办人员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类型主要有把低保项目当做民
生政绩工程( 送人情( 维稳( 指标分配等* 经办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是我国低
保问题的+ 牛鼻子, ' 也是同西方低保问题的重大差异' 西方国家主要是低保对
象的道德风险问题* 经办人员的违规行为根源在于制造道德风险的收益高于成
本' 尤其是精神收益很高带来+ 炫耀性寻租, 行为*
公共政策分析需要把+ 复杂问题简单化, *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 案例研究(
建立博弈模型的方法' 将低保制度的症结归结为一个问题&&&低保供方的道德
风险' 这是低保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低保对象的类型甄别和道德风险问题
是第二位的* 文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低保项目的功能定位是+ 兜底线, 而非
+锦
上添花, ' 不能用于送人情( 维稳( 寻租和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1 如果低保
项目偏离+ 兜底线, 的功能定位' 会导致+ 逆向补贴, 和+ 成本转嫁, ' 进一
步拉大贫富差距1 享受低保应当是有成本的' 尤其是精神成本$ E9:/05B5U1/.B
高' 这是实现分离均衡$ H<-.@.712UZl;1B1I@1;6% 的条件1 低保制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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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的实践偏差和低保供方的道德风险有关' 约束供方道德风险的有效路径
是通过增加制造道德风险的成本' 减少制造道德风险的机会' 改革的逻辑不是
通过加强监督等计划经济手段' 而是通过完善立法( 向社会分权( 完善征信体
系等低成本的市场化( 法治化手段*
文章建议如下! 第一' 坚持+ 兜底线, 的功能定位' 发挥+ 低标准, 的信
号甄别功能' 引导低保制度回归本位' 引导多方主体回归本位' 引导社会预期
回归理性1 第二' 增加低保合约中的精神成本' 通过增加供方制造道德风险的
成本来约束供方的道德风险1 第三' 社会救助项目之间应当边界清晰' + 桥归
桥' 路归路, ' 防止项目之间的成本转嫁1 第四'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通过分权
减少供方制造道德风险的机会' 通过+ 管办分开, 使官办组织回归为独立的市
场主体' 政府角色由服务供方向付费方逐步转变' 向非营利组织购买低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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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新意在于! 第一' 通过机制设计' 改变参与人的预期' 合理引导参
与人的行为* 纠正当前认为+ 享受低保是天然的公民权利' 让低保户承担义务
是损害公民权利, 这种错误的舆论导向' 改变公民不合理预期1 通过管办分开'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改变+ 闹保者, 对政府的不合理预期1 通过完善立法和征
信体系' 让市场对违约者自动实施惩罚' 改变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 不可置信
惩罚, $ C2I<B1<?.IB<N566176<27% 的预期* 第二' 通过问题的转化' 把我国低
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 享受低保应该是有成本的' 尤其是精神成
本很高' 这是实现分离均衡的条件*
文章尚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西方的富人通过做慈善来显示+ 有面子, ' 而
中国的部分富人却通过和穷人争夺救助资源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显示+ 有面子, '
+炫
耀, 自己的社会关系* 这种+ 炫耀性寻租, 行为给寻租者带来的精神收益'
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可能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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