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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治理与

问责制系列介绍

丛书主编!!"#$%&'$'

功能良好的公共部门如何提供满足公民偏好的优质公共服务! 促进私人市场

导向的经济增长! 并且审慎地管理财政资源! 是完成世界银行减贫任务和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关键" 这一整套系列新书十分重要! 旨在通过概念性的指导和实践

经验的借鉴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并且方便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理论和实践经验上

的交流和学习! 共同促进彼此实现有回应 #提供满足公民偏好的公共服务$% 负

责任 #无不当财政风险和社会风险地提供公平和有效公共服务$ 和可问责 #所

有行动面向公民$ 的公共部门治理"

本系列书代表了对最近几年一些独立评价的回应" 这些评价代表了在发展中

国家从事公共部门改革的发展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 事实上! 所有关心有效公共

部门治理的人都能受益于公共部门改革中新视角的综合" 本系列也提炼和详述了

当前提高公共部门效率% 公平% 效能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 许多顶级公共政策

专家和实践者都对本系列书作出了贡献"

本系列的前七本 # &财政管理'% &公共服务提供'% &公共支出分析'% &公

共部门评估工具'% &宏观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财政'% &地方政府治理的国际实

践' 和 &公民中心的政府治理'$ 涉及( 审慎财政管理的公共部门问责) 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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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完整% 公平和有效提供) 穷人% 妇女% 少数民族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保障) 加

强发言% 选择和退出权利的制度安排方式) 评估公共部门项目% 财政联邦主义和

地方财政管理的方法) 地方政府治理的国际惯例以及有回应和可问责的政府治理

结构"

)公共服务提供* !!!!!!!!!)公共支出分析*

)公共部门评估工具* )地方政府治理的国际实践*

)宏观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财政* )公民中心的政府治理*



中文出版说明

强化发展中国家有回应和可问责的公共部门治理是减贫目标实

现的关键! 本书旨在促进对培育激励环境的制度实践的认识" 这种

激励环境与审慎的财政管理" 以及公共服务的公平有效提供相适

应! 本书提供了解决审慎财政管理# 财政压力# 官僚主义低效# 公

民赋权和廉政问题的分析工具! 这些工具旨在使政策制定者或实践

者能够对财政管理和可问责的制度安排进行如下诊断测试$

财政审慎测试$ 制度安排是否适当以确保政府职能限定在可承

受和可持续的范围内征税# 支出# 赤字# 举债以及承担其他责任%

财政压力测试$ 政府是否保持正的资产净值%

公民问责测试$ 政府如何知道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正是公民所要

求的% 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公民的要求不一致怎么办%

廉政测试$ 对于任何行政部门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如何问责%

本人非常感谢姜永华博士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使得本书的中文版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从本书

中得到实现审慎财政管理的独特解决办法!

世界银行





校译者序

&公共治理与问责' 系列图书由世界银行学院首席经济学家沙

安文博士主编" 里面体现和详述了当前提高公共部门效率# 公平#

效能的智慧和分析工具! 白翻译并出版系列书之一的 (政府问转移

支付$ 理论和实践) 后" 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反映" 我们深感鼓励"

认为应该将此系列其他著作陆续出版" 使大家都能意识到此系列书

的重要性" 这才有了这本 (财政管理)!

(财政管理) 一一书是 &公共治理与问责' 系列图书重要的组

成部分! 本书通过提供工具以帮助从公众问责的角度来评估政府的

财政健康状况" 包括预算的政治经济# 基于绩效的财政预算# 收入

绩效和债务管理" 衡量一个政府的净资产" 评估财政风险# 改革公

务员制度以及加强公共受托责任机构" 可选择的确保公共部门问责

性的激励机制包括财政审慎# 财政压力# 公民问责和廉政问题的工

具! 我在阅读此书时深感其实用性和操作性! 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

织都有的一一种活动" 是一切组织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 财政管理

足财政部门的基本工作" 贯穿于研究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 编制和

执行预算以及财政法制建设的全过程! 财政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

影响到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当前" 政府对

于财政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财政管理) 一书定能为我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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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从 &''/ 年 (( 月起" 我作为执行负责人" 开展了中国财政学会重大课题 &财

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 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中我们十分重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

验! 沙安文博士主编的 (财政管理) 对于研究课题和整个财政管理改革而言都具

有突出的价值! 当前我国财政管理研究处于初级阶段" 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理论研

究框架和成熟的财政管理组织模式" 本书可以为学者以及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提供

参考" 很多与财政管理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模式都可以在这本 (财政管理) 中

觅得端倪!

我作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设计和实施之初的一线工作者" 亲历了中国政府

财政管理水平发展的全过程" 可以欣喜的看到" 我国财政管理正经历着一个快速

完善的时期! 目前" 财政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政府预算体系框架初步建立" 预算

编制和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预算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和财

政监督效果显著!

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化" 政府职能正在深

刻转变" 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 普通民众权利和法制意识也在逐步觉醒" 这一

切都对我国财政管理水平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成为摆在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当前" 我国财政管理的

一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迫切需要通过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解决! 这也是我和课题组重视翻译这本书 (财政管理) 的原因之一!

今年也是分税制改革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 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 但分税制改革中的不完善方面也不断显现" 分税制改革亟待深化推进! (++*

年建立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 尽管改革的基本取向和目标正确" 但由于条件所

限" 仅仅是建立起了分级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与真正意义的分级财政管理

体制目标要求尚有很大差距! 我希望沙安文博士的 (财政管理) 这本书能够为我

国推进财政管理改革的理论研究和财税改革实践带来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我们相

信" 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基础上" 借鉴 (财政管理) 这样优秀的海外研究成果"

我们就能够为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建议!

最后" 我和课题组也将继续翻译 &公共治理与问责' 系列中的其他图书" 力

争尽快与广大读者分享最新的海外研究! 当然" 由于能力有限" 翻译中还存在诸

多不足" 虽经多次校订" 但仍不敢言之完全准确" 还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姜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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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多年来" 西方民主制度中政府结构的制衡体系是实现有效

政府治理的核心" 赋予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 激励公务员和决策者

的动因***公共部门因其工作表现所受的表彰与惩罚" 都是从国家

责任的框架出发! 完善的公共部门治理和健全的政府支出有利于经

济发展和社会公平" 特别是有利于穷人和弱势群体" 比如老年人和

妇女!

然而"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治理体系仍然经常运作不力" 存

在着寻租和渎职行为# 资源配置不当# 税收体制效率低下" 以及一

些关键的公共服务设施质量不高等问题! 近年来" 学界对理解公共

财政的政治经济学重新产生了兴趣! 特别是渴望深入了解指导公共

政策和相关预算# 支出# 税收制度" 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明确

制度安排!

本书为从公众问责的视角评估政府财政健康状况提供了工

具" 而这些工具将有助于解决问题! 具体工具包括$ 预算的政治

经济学# 基于绩效的预算# 收入绩效和债务管理# 政府净资产的

衡量# 财政风险的评估# 公民服务的改革" 以及问责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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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财政管理) 一书将会是政府官员# 经济发展实践人员# 学习发展经济学的

学生以及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和管理感兴趣的人的兴趣所在!

DM;88<7L%NO;P2<7M

副院长

世界银行学院



序

发展中国家加强有回应和可问责的公共部门治理对于世界银行

的扶贫使命至关重要! 本系列旨在促进对培育激励环境的制度实践

的认识" 这种激励环境与审慎的财政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公平有效提

供相兼容! (财政管理) 作为本系列书的第一本" 提供了解决审慎

财政管理# 财政压力# 官僚主义低效# 公民赋权和廉政问题的分析

工具! 这些工具旨在使政策制定者或实践者能够对财政管理和可问

责的制度安排进行如下诊断测试$

财政审慎测试$ 制度安排是否适当以确保政府职能限定在可

承受和可持续的范围内征税# 支出# 赤字# 举债以及承担其他

责任%

财政压力测试$ 政府是否保持正的资产净值%

公民问责测试$ 政府如何知道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正是公民所要

求的% 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公民的要求不一致怎么办%

廉政测试$ 对于任何滥用公职谋私利的行为行政部门如何

问责%

应用上述测试预计能够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能诊断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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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陷" 以及制订出能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可行方案" 从而为自己的国家建立

运转良好的公共部门!

本人非常感谢瑞士发展合作署的大力支持以及权威专家们对本系列书的

贡献!

HQP:778 #G=;:

减贫与经济管理部主任

世界银行学院



致!谢

在瑞士发展合作署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

完成! 本书编者对他们在本书内容上给予的指导表示感谢! 特别是

对 E;=27MRQ67M# R;8G3727MESGG# E7M87MT1P2# U7MQ=6E7<V7=和

L=7W;8XM7E<X:7M提供的智力支持深表感谢! 编者同样感谢世界银

行业务评估部# 世界银行学院#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 +"9$LN, 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本书的支持! 衷心感谢 YP;8 ";M=QG

N7MX;# DM;88<7NO;P2<7M# Z<;X L=;1X;X# HP[78 N;:X;8S和 HQP:778

#G=;:提供的指导和支持!

本书还得益于参加 &''( 年 ( 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 &拉美

经委会*世界银行联合研讨会' 和在世界银行举行的 &减贫与经济

管理专家研讨会' +$H9J, 的高层决策者的意见! 此外" 众多国

家的高级财政和预算官员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意见! 编者还要感谢

撰写本书各章节的著名学者以及银行和外部同行评议人的意见!

J;22174 L8XM74G# L\;: "1;PX1MS# B7<=R73[PM8 和 T17M7G;J%

T1Q:3GQ8为该书各阶段的准备提供了帮助" 他们对各个章节给出

了意见并撰写了摘要! LV87G@;82QG设计了本书版式并为该书出版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最后" 编者要特别感谢 T17M7G;J%T1Q:3GQ8

在该书的各个审查阶段以及最后出版阶段的筹划和指导!





作者简介

J;22174L8XM74G是世界银行公共部门管理专家! 南非人! 获

得锡拉丘兹大学 "@SM;5PG7]8<̂7MG<2S# 马克斯韦尔学院 "J;W47==

@51QQ=# 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学位$ 他曾在南非各级政府部门工作!

发表了诸多关于公共预算和管理% 评估! 以及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著

作$

H<51;MX J%A<MX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洛曼管理学院 "YQG731 N%

HQ2:;8 @51QQ=Q6J;8;V7:782# 经济学系名誉教授! 并担任 &国际

税收计划' 兼职教授和共同负责人$ 他还任教于哈佛大学( 曾在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就职( 还是荷兰% 澳大利亚等国的访问

教授( 经常为世界银行% 国别和国际组织提供专业建议$ 他出版了

大量有关发展中和转轨经济国家财政问题的著作$

R;8;$Q=;5FQ̂;AM<W<是一名高级经济师! 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

的经济工作$ 自 (++- 年以来! AM<W<一直领导世界银行在政府财政

风险方面的研究! 并带领主持世界银行财政质量调整课题组$ 此

前! AM<W<博士曾作为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东亚% 欧洲和中亚地区部

的高级经济学家和公共部门管理专家! 并领导了多国的项目和技术

援助计划$ 最近! 她刚刚作为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

"@=Q;8 APG<87GG@51QQ=# 和新西兰惠灵顿新西兰财政部的访问学者$

在加入世界银行之前! AM<W<博士是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K;5=;̂

R;̂7=的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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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_1;M;G是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部的首席经济学家! 以及该地区

减贫与经济管理部金融和私营处主任$ 在这个职位上! 他负责向世界银行提供政

策建议并向该地区内的国家提供针对减贫战略% 贸易和竞争% 公共部门债务和财

政政策% 公共支出管理% 治理% 反腐败% 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的贷款以支持其

建议$

7̀73;F J<G1M;是世界银行南亚地区部的经济学家! 印度人$ 他曾就读于德

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 " 7̀=1<@51QQ=Q695Q8Q:<5G#! 获得硕士学位! 从马里兰大

学 "]8<̂7MG<2SQ6J;MS=;8X#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进入世界银行之前! J<G1M;博

士在众多私人和公共部门机构担任过不同职位! 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 "D7X7M;=

H7G7M̂7AQ;MX#% 马里兰大学和印度塔塔工程和机车公司 "T;2;98V<877M<8V;8X

NQ5Q:Q2<̂7"Q:3;8S#$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危机的实际影响% 债务和清偿

能力管理% 财政政策和或有债务! 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 他最近

的部分作品发表于 )发展经济学期刊* "YQPM8;=Q6̀ 7̂7=Q3:78295Q8Q:<5G#% 世界

银行的 )经济学家论坛* "!"#$#%&'()#*+%#% )金融与发展* ")&$,$"-,$. /-0-12

#3%-$(# 和 )全球发展金融* "41#5,1/-0-1#3%-$()&$,$"-#$

J;17G1 $PMQ1<2是新德里国家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所 "B;2<Q8;=#8G2<2P27Q6

$P[=<5D<8;857;8X $Q=<5S# 教授$ 他是印度财政部销售税改革和增值税引入授权

监督部门的秘书成员之一$ 他还担任了印度各邦财政部门和总务部门负责将增值

税引入的秘书$ $PMQ1<2博士一直积极参与准备针对各州的 )增值税法示例*$ 他

为印度各州政府咨询委员会提供咨询促进增值税的实施$ 他曾作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财政专家前往柬埔寨工作! 也曾作为税收政策顾问和首席技术顾问前往索

马里致力于联合国发展计划$ 他是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 "J;<GQ8 X7G@5<7857G

X7=aRQ::7# 和东京财政部货币与财政政策研究所 "#8G2<2P276QMJQ872;MS;8X D<Gb

5;=$Q=<5S# 的访问教授$ 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8<̂7MG<2SQ6";=<6QM8<;!

A7MF7=7S# 经济学系的高级研究员和多伦多大学 "]8<̂7MG<2SQ6TQMQ82Q# 的夏斯特

里研究员 "@1;G2M<D7==Q4#$

J;MF @51;527M是马克+沙克特咨询公司 "J;MF @51;527M"Q8GP=2<8V# 总裁(

之前他是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一家公共政策智囊机构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 在

(++- 年初加入公共治理研究所之前! 他为世界银行工作! 负责公共部门改革和

体制发展研究$ @51;527M先生已撰写了大量关于问责%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和发展

援助方面的著作$

L84;M@1;1是世界银行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 公共部门治理项目负责人! 加

拿大埃德蒙顿公共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 他曾为加拿大财政部和艾伯塔州政府工

作! 分别负责联邦,省以及省,地方财政关系$ 他曾为阿根廷% 巴西%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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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波兰% 南非和土耳

其等众多国家的政府提供财政联邦主义问题方面的咨询$ 并一直在加拿大渥太华

大学% 中国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真纳大学% 哈佛大学% 杜

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授课( 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涉及政府治理% 财

政联邦主义% 财政改革和全球环境领域$ 他出版了多本关于这些领域的书籍和专

著! 包括世界银行 (++* 年出版的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67-8-9#*%#9:$(-*;#0-*$%-$(,1)&'",18-1,(&#$'&$ /-0-1#3&$; ,$. 6*,$'&(&#$ !"#$#2

%&-'# 和牛津大学 (++/ 年出版的 )投资和创新的财政激励方案* ")&'",1:$"-$2

(&0-'9#*:$0-'(%-$(,$. :$$#0,(&#$#$ 他的文章被刊载于顶尖的经济和政策期刊上$

另外! 他还担任权威经济期刊的审阅人和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

YcMV78 KQ8 R;V78 (+-/ 年从波恩大学 "]8<̂7MG<2SQ6AQ88# 获得经济学博士

学位! 曾任教于印第安那大学 "#8X<;8;]8<̂7MG<2S#% 曼海姆大学 "]8<̂7MG<2SQ6

J;8817<:# 和波恩大学 "]8<̂7MG<2SQ6AQ88#! 在波恩大学担任欧洲一体化研究

中心主任$ Q̂8 R;V78博士的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 他一直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 欧盟委员会% 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机

构组织提供咨询建议$ 他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发表了大量文章$ 他还担任 "伦

敦#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时也是德国经济部咨询委员会成员! 且是德国

经济协会戈森奖 "UQGG78 $M<\7# 的第一个获得者$





缩略语

LNJ!!!!资产负债管理 !!!!!+LGG72;8X N<;[<=<2SJ;8;V7:782,

"L" 集体行动条款 +"Q==752<̂7L52<Q8 "=;PG7,

9J] 欧洲货币联盟 +9PMQ37;8 JQ872;MS]8<Q8,

9@L 欧洲共同体统计局 +9PMQ37;8 @SG27:Q6#827VM;27X L55QP82G,

9] 欧盟 +9PMQ37;8 ]8<Q8,

UL@A 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UQ̂7M8:782;=L55QP82<8V@2;8X;MXG

!AQ;MX,

Ù $ 国内生产总值 +UMQGG̀ Q:7G2<5$MQXP52,

Ù H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U7M:;8 7̀:Q5M;2<5H73P[=<5,

#L 问责制度 +#8G2<2P2<Q8 Q6L55QP82;[<=<2S,

#L@ 问责制度体系 +#8G2<2P2<Q8 Q6L55QP82;[<=<2S@SG27:,

#J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27M8;2<Q8;=JQ872;MSDP8X,

#BTI@L# 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 +#827M8;2<Q8;=IMV;8<\;2<Q8 Q6@P3M7:7

!LPX<2#8G2<2P2<Q8G,

J"D 资金的边际成本 +J;MV<8;="QG2Q6DP8XG,

JT9D 中期支出框架 +J7X<P:.27M:9W378X<2PM7DM;:74QMF,

BUI 非政府组织 +BQ8VQ̂7M8:782;=IMV;8<\;2<Q8,

I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IMV;8<G;2<Q8 6QM95Q8Q:<5"Q.Q37M;2<Q8

!;8X 7̀̂7=Q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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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J 减贫与经济管理 +$Q̂7M2SH7XP52<Q8 ;8X 95Q8Q:<5

!J;8;V7:782,

HIJ9 结果导向型管理与评价 +H7GP=2G.QM<7827X J;8;V7:782;8X

!9̂;=P;2<Q8,

@L# 最高审计机关 +@P3M7:7LPX<2#8G2<2P2<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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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内容是关于确保公共部门可问责的激励机制! 它提供了实施审慎财政管

理" 减轻财政压力" 实现公民问责和解决廉政问题的工具!

财政审慎

财政审慎测试# 制度安排是否适当以确保政府职能限定在可承受和可持续的

范围内征税" 支出" 赤字" 举债以及承担其他责任$

这个问题是前几章的重点!

在第一章中"#$%&' ()' *+%&'着重于财政预算过程的政治经济学% 以及讨论

选民与政客间不完全契约的影响! 由于这些不完全的契约% 政客可以利用针对性

的公共政策确保对其职位的认可! 因为实施这些政策存在资金成本负担人与受益

人脱节的问题% 这样的环境可能会产生支出过多" 税收过重和债务过高的问题!

这在发展中国家极为常见! 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建立能够减少这些不利影响的制

度% 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 对此主要有三种基本制度途径!

第一% 是对当选的政客在公共财政上的选择范围实施事前控制! 实例就是预

算平衡约束% 即迫使政策制定者限制他们举债的数额% 或在提高税率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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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 事前控制% 如平衡预算修正案或债务限制因其形式简单而颇具吸引

力! 然而% 他们通常被认为无效或可能对选民监督决策者的行为能力起到相反作

用! 因为此种数额限制通常具有替代效应% 支出或举债行为被转移到了不受该规

则约束的各级政府! 监督合规情况的外部机构%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或

欧盟 &/0'% 同样被视为是无效的!

第二% 是加强当选政客之间的问责和竞争% 包括增加他们的激励措施以使其

制定并兑现符合选民们偏好的政策% 从而延长他们的任职期限! 这是选举制度的

主要功能! 在普遍实行的两类选举形式中% 问责和竞争之间存在折衷! 根据简单

多数制% 公民问责通常得到加强% 而竞争则被削弱% 因此该原则成为少数派政党

进入的壁垒! 比例代表制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因为它削弱了问责% 但却促进了

更为激烈的竞争!

第三% 是构建公共财政决策过程% 以迫使政策制定者更充分认识边际社会收

益及其政策成本! 这是预算过程的主要任务! 中央协调的预算过程可以迫使个体

政治家全面看待预算% 通过协调其支出决定从而有助于减少公共池 &1)22)'

3))4' 问题! 预算过程内的竞争性要求必须予以解决% 但这一限制可能会因预算

外资金的使用" (非决策) 的蔓延 &如指数化'" 强制性支出法律和或有债务

&例如% 救助承诺' 而受到影响!

第一章提出了关于制度改革的观点% 以加强预算制度作为防范政客和政府官

员面临的阻抑激励的保障! 该章讨论了预算过程集中化的两个途径# 授权和契

约! 对于授权% 预算过程授权财政部长特殊权力% 财政部长的职能是制定预算的

主要参数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遵守这些制约条款! 根据这一办法% 财政部要协调各

部门意见! 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交由首相做最后决定! 财政部长同样在预算执行

方面发挥中心作用! 这一方法赋予行政部门大于立法部门的议程设置权力!

契约方法强调在所有参与者之间磋商具约束力的协议! 它开始于内阁成员之

间的磋商% 确定每个部门的支出限额! 在立法阶段% 契约方法较少强调行政部门

的议程制定职责% 而着重于立法部门对财政目标实施的监督职责! 两种方法 &授

权或契约' 之间制度选择的关键在于所实行的立宪政体类型! 授权是一党议会制

政府的首选方式% 而契约则更适合多党联合政府! 这是因为在一党制政府中% 财

政部长代表执政党的意见% 而在联合政府中% 联盟伙伴之间必须达成预算妥协!

在总统制政府中% 总统所属的党派控制立法机构时% 授权被视为适当的方式! 而

当总统面临立法机构为反对党所控制% 或两党势力相当时% 契约方法则更为

合适!

在第二章中% -+556&78'9$&7:着重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预算过程对财政

审慎激励机制的引入! 他回顾了南非在此类改革中的经验% 并从这些经验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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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般经验教训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8'9$&7: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 一些政府已对旨在建立结果导向型 &或基于

绩效' 的预算方法改革表示出兴趣! 预算过程中强调结果或绩效反映了一个信

念% 即公共部门问责应关注政府都花钱做了什么% 而不仅仅是政府如何控制这些

支出! 用新制度主义的说法% 这些改革引入了规则和规范% &通过积极和消极的

激励机制' 使之在文化上适合或诱使政客和官员专注于结果和产出而非投入和过

程! 8'9$&7:还提出了如何改革以在预算程序中引入结果导向 &政客和官员对结

果负责' 以及改革者应关注何处以改善此种努力的问题!

8'9$&7:就最近全球预算改革的经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尤其是以批判

的态度对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实践者之一的南非中央政府的改革实践进行

了深入研究! 南非卫生部的预算用来作为此类背景下改革进程的一般途径的代表

性例子! 从预算结构来看% 很明显% 该政府已逐渐从纯粹的分项预算转为中期计

划方案预算% 最后到绩效型预算***一项反映世界各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

发展进程!

基于对南非的分析以及与其他改革环境中经验的比较% 8'9$&7:认为% 有 ;

个原因表明要在政府中建立绩效型问责体系的改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 尽管绩效目标目前正在制定% 但他们通常是与实际预算分离的! 南非

和新加坡是这样% 美国大多数州也是如此! 这种分离降低了绩效目标的合法性%

固化了政府中普遍存在的 (专业化) 和 (独立化) 倾向! 其中规划专家" 发展

专家和具有绩效意识的评估专家做了一些工作% 而会计专家和预算专家则做另外

一些工作% 两个群体之间没有太多的沟通!

其次% 南非案例中的绩效信息也存在文献中常常间接提及的与其他改革环境

有关的毛病# 投入与产出混淆% 结果仍然未被考虑! 目标似乎只是在技术上被确

认% 因此缺少实际的价值! 目标很不明确% 使实际衡量变得不可能! 而且现在还

不清楚% 在产出和活动之间没有联系的某些情况下% 以及没有论据证明为什么糟

糕的公共服务可以导致目标实现的情况下% 目标将如何达成$ 这一信息无法创建

结果导向型底线% 使得政客和官员没有理由或动机去实现这些目标!

最后% 也可能是改革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即预算本身缺乏关系性构建!

即使有有效的基于绩效的目标% 南非和其他许多转为采用此种体系的国家的预算

通常无法确定谁应该对结果负责% 谁应该去追究其责任% 以及如何追究! 对于将

预算中确认的目标的政治或管理问责制度化的过程很少有什么想法出现% 阻碍了

迈向规范的结果实现型文化和促进结果注重型激励机制!

基于南非等国家的改革进程和作为对这 ; 个问题的回应% 8'9$&7:对未来的

改革进程提出了一些忠告! 讨论集中在拟议的预算结构上% 预算结构明确将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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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与明确界定和可衡量的绩效目标联系起来% 并确定谁对产出负责 &官

员'% 谁对结果负责 &政客'! 这些内容全部被涵括于同一个文件中! 拟议的方

法应通过一系列有益的% 且能够被评估和执行的底线% 有效强化政府中的结果导

向型问责制度! 但该方法通常被认为超越了当前改革形势!

-+6&:6 3<$)6=5&第三章' 从收入绩效的角度思考了财政审慎问题! 他认为

如果从现有的收入来源所获得的产出逐年增加% 且具有收入弹性% 能够让一个政

府筹集到足以提供适当水准的公共服务支出% 那么该政府的收入绩效是令人满意

的! 收入受到收入基础的组成" 税率和征税努力程度的影响! 收入基础的组成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往往差异很大! 发展中国家更依赖于商品和服务税%

而发达国家则更着重于直接征收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

3<$)6=5对制定简单的收入绩效衡量提出了指导性办法! 按复杂性由低到高排

序% 包括收入增长率法" 收入增长趋势法或收入弹性% 相对收入努力法" 绩效指

数法和主要因素法!

收入的增长率是收入复合增长率的绝对衡量值! 该衡量值的优点是简单% 但

它没有考虑收入增长 &或下降' 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趋势为相对增长的衡量提

供了一个简单办法! 它显示了收入的比例变化与收入基础中比例变化的关系! 相

对收入努力衡量方法旨在判断政府相对其预计收入能力的收入绩效! 用来衡量收

入能力的变量% 包括公司和个人收入" 税收组成" 公共服务类型" 公共投资"

>?3" 人口" 城市化" 经济的开放程度" >?3中制造业和商业所占比重的变化!

收入绩效变量包括税收" 税收变化和从工资" 资本和房产获得收入的有效税率!

绩效指数是若干收入绩效变量的加权平均值! 主要因素法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来确

定对收入绩效影响最大的几组变量!

虽然收入和支出是密不可分的% 习惯上% 大部分针对税收或支出变化的形式

性的经济分析是基于预算收入和支出之间没有联系的假设下进行的! @=A6+$9 -B

C=$9 &第四章' 探讨了当同时分析预算的两个方面时出现的问题! 他认为% 预算

收入来源方面太过重要% 实在不容忽视! 而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考虑将改善分析结

果% 并对财政审慎起到激励作用! 在公共支出方面取得好的结果的关键不在于任

何特定的预算或收入程序% 反而是在于实施尽可能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 将具体

支出与收入决策联系起来! 但税收和支出变化的综合效果很难衡量% 因此% 将假

设简化% 可以将这两个方面分开!

C=$9对历史或正统的方法做了研究% 以评估公共支出! 该研究的一个重要部

分是评估 (公共财政的影子价格) 或 (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 大部分评估着重

于税收超额负担! 本章分析了关于该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应用的部分问题! 其中%

C=$9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公共财政的影子价格是否应被明确考虑进支出评估$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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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 该影子价格如何估计$ 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制度性

联系$

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形成单一的规则! 例如% 当一个项目的融资可以与

适当设计的收益费 &如使用费" 专项收入征税或贷款融资' 或其他形式的 (无

负担的) 或预算中性的财政收入 &如土地税" 庇古税或扭曲性课税的减少' 紧

密联系时% 应用财政资源的影子价格 &资金的边际成本' 似乎并不恰当% 因为

在这些情况下% 没有扭曲需要加以纠正! 但即使预算资金是来自扭曲的税收制

度% 对其纠正程度对该制度性质" 预期的税收变化性质" 筹集的经费支出性质会

很敏感! 最后%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与税收有关的扭曲可反映社会的分配 &或再

分配' 目标% 不应用来作为限制公共部门范围的折算因子! 但一些作者建议至少

可以要求纠正资金的最低边际成本% 他们可能是对的% 除非有不做此类纠正的更

好的理由!

回应第三个问题% 应比以往更加专注于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联系! 部分联系包

括公共服务的使用费" 专项收益税" 负担当地公共服务的地方税" 负担一般公共

产品的所得税和用于投资项目的贷款融资!

C=$9的结论对获取收入很重要! 考虑公共支出的收入获取方面是预算过程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的良好预算决策 &反映人民的真正偏好的决策'% 可在

任何社会类型获得! 对于构建问责制度的分权化的理论依据也主要是基于此种

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员工 &第五章' 已准备了一套针对债务管

理的指导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涵盖国内和国外公共债务问题% 其目的是协助决策

者思考改革以提升公共债务管理水平% 并降低国际金融冲击对本国的损害! 小国

和新兴市场国家更易受到此类冲击的影响% 因为其经济较为单一% 而且国内银行

储蓄基数较小" 金融体系不发达% 可能相对较大资本流动更易受到金融危机传染

的影响! 各国政府应确保公共债务的水平和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 在一系列不同

环境下均能够还付利息% 同时满足成本或风险目标! 必须予以考虑的是负债的成

本和风险 &或可持续性' 之间的权衡! 例如% 由于政府过于关注可能的成本节

约% 从而借入大量短期债务% 使得该国政府不得不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偿还债

务时% 这些短期债务使得政府预算严重暴露于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条件下 &包括

该国的信用评级的变化'% 那么债务危机往往随之出现!

每个国家在主权债务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 由其所面临的资本市场限

制" 汇率制度" 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的质量" 设计和实施改革的制度能力" 该国

的信用评级以及公共债务管理的目标所决定!

本章对每项改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审慎债务管理的指导原则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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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共享债务管理目标和协调机制! 债务管理应包括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的

主要财政义务! 鉴于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债务管理人员" 财政政策

顾问和央行职员应分享对债务管理" 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和有关信息! 但

是% 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及责任应分离!

EB增加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 应明确债务管理人员的角色定位" 责任和目

标! 财政部" 央行和其他机构% 作为负责机构% 制定债务管理政策的方式应公开

和透明! 这些机构应定期公布债务规模和组成的信息% 包括其期限结构和以外币

计价的债券! 债务管理的问责框架应遵循公开原则% 对债务管理职能的外部独立

审计的任何安排的细节也应公开!

;B加强制度框架构建! 各国应制定一个政府治理框架 &进行债务交易和

债务管理的法律和组织架构' 和内部营运管理框架 &营运控制% 包括明确阐述

的人员责任" 监督政策" 报告制度" 行为准则以及针对解决利益冲突的指导意

见'!

FB制定债务管理战略! 政府债务风险% 包括货币风险和短期债务风险% 应

予以监测!

GB制定风险管理框架! 政府的债务组合中的风险和成本权衡必须予以识别

和管理! 债务官僚应考虑或有负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

HB发展和维持有效的政府债券市场! 为尽可能降低中长期的成本和风险%

债务官员应确保其政策和营运与政府债券市场的有效发展一致! 这包括债券组合

的多样化% 以及确保投资者实现广泛参与和受到平等对待的规则! 在一级市场%

债务管理运作应是透明的% 且债务发行应尽可能使用基于市场的机制% 包括竞价

拍卖和银团贷款! 政府应促进二级市场的发展% 用于交割和清算交易的系统应反

映好的做法!

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测试! 政府是否保持正的资产净值$

下面的几个章节是关于确定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处于财政压力!

*)2=I6+$+:和?&&J+K -=:6$+&第六章' 试图解释令人费解的实证层面的观

察结果% 即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债务增长一直远远高于传统的预算赤字累计总和!

这就是所谓的隐性赤字现象! 当预算会计实务和准则留有酌情处理的余地% 并鼓

励金融工程时% 就会出现隐性赤字!

在实践中% 由于存在替代方法" 计量问题" 估价技术以及其他复杂问题%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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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赤字的计算可能是一项极复杂的工作! 研究人员在预算计算中已经发现各种差

异以及没有包括在记录内的预算赤字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非现金业务 &如动用资

产% 将支出转移到预算范围之外' 和预算外支出 &如债务存量调整和或有负

债'! 赤字计算的一些特殊问题是由于完全剔除或仅部分包含公司和银行重组费

用% 现实和预期的授权成本处理和或有负债 &救助'% 将资本损益从预算中剔

除% 使用不同的估价方法% 以及使用转移支付和拨款以弥补预算赤字!

I6+$+:和-=:6$+的研究表明% 传统财政赤字如果是不可预见的% 这仅是导致

现实的政府债务累积的六个原因之一! 其他五个因素分别是经济增长" 实际汇率

的变动" 国内通货膨胀" 铸币收入和预算外支出!

作者接着采用假设的债务水平% 即在该政府的负债中没有任何资本损益 &例

如% 由于货币通货膨胀或贬值' 以及没有出现任何预算外支出的情况下将会累积

的债务水平% 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隐性赤字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换句

话说% 假设的债务L>?3比率% 即在该政府过去的预算赤字和铸币收入是其唯一

的两个筹资渠道的情况下的比率! 通过对 M 个发达国家和 DF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

计算发现% 发达国家的隐性赤字水平平均来看要低得多 &占 >?3的比例分别是

NB;O和 EBHO'! 产生这一差异的两个主要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面临

的对破产金融机构和公司进行救助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另外% 由于汇率变动和交

叉热钱流动% 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损失!

*+'+3)4+AK)(+C$=P=&第七章' 同样研究了关于各国政府面临的但不记入财

政赤字测度的一部分的隐性赤字或负债! 例如% 在许多国家% 政府通过提供贷款

或兜底 &如最低保障' 担保来减少其支出 &以及相应的赤字测度'! C$=P=仔细分

析了各类财政风险% 并提出了帮助各国政府管理好这些风险的建议! 转轨和新兴

市场经济体面临尤其巨大的财政风险! 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金融和企业部门的破

产几率% 反过来使得政府面临提供救助的政治压力!

财政风险主要有四类# 直接显性负债 &债务偿还" 预算支出" 公务员薪

酬'% 直接隐性负债 &公共投资完成和维护" 未来养老金" 医疗保健'% 或有显

性负债 &国家担保的债务和国家保险'% 或有隐性负债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

违约" 私人养老金破产" 自然灾害的发生" 私人资本流动" 平衡收支" 金融系

统'!

政府接受或有负债 &不管是隐性还是显性的' 是承担未来或有债务的一种

承诺! 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使得政府出现重大非预期性财力枯竭的隐性补贴! 政

府接受或有负债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即存在严重违约风险 &和或

有负债的执行风险'% 尤其是当风险没有共担的时候! 许多国家的政府还没有将

所有这些债务及其总量合并为一张单一的资产负债表% 也没有将他们纳入整体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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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析和支出规划之中! 或有隐性风险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风险!

尽管权责发生制原则鼓励政府制定或有负债表% 但它既不需要将负债计入资

产负债表% 也不需要对风险进行评估! 然而% 权责发生制预算则确实要求将或有

负债写入预算文件并进行相应财务分析!

在处理财政风险时% 首要的条件是政策制定者确认" 归类并理解政府面临的

财政风险! 内部机构如主审机构或外部机构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抑或主权信用评级机构' 可以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

C$=P=建议采用如下系统性措施以降低财政风险# &D' 进行财政分析% 将其

作为政府或有负债支持方案中隐性补贴成本因素+ &E' 在单一组合中确认" 归

类和分析所有财政风险 &采用债务存量" 对风险进行定性分析% 以及评估在不同

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下的相关性和敏感性'+ &;' 确定政府的最佳风险承担和

储备政策 &储备基金可以提供流动性% 但在保有资源的机会成本和紧急情况下拥

有储备的好处之间需有一个权衡'+ &F' 内部化和公开全部财政状况 &在解决政

府问责问题时% 公众披露比会计制度更为重要% 因为公众披露可以使公众和市场

对政府的全部财政绩效进行监督'+ &G' 对公共和私营部门监督" 管理并向其披

露财政风险+ &H' 采取措施减少个别政府项目和承诺的财政风险!

他还对处理个别政府项目的风险给予了具体建议# &D' 在承担债务之前%

评估债务如何与宣称的国家角色相适应% 考虑与风险有关的政策选择% 设计防范

风险的方案 &包括风险分担'% 定义和沟通国家干预的标准和限制% 以减少道德

风险+ &E' 当持有债务时% 坚持设定的政府责任限制+ 及时披露债务% 并监控

风险因素和储备基金+ &;' 债务到期后% 在设定的限额内予以偿还% 如果是隐

性负债% 则根据国家宣称的角色和责任决定是否予以履行!

最后% 作者列举了捷克的例子! 该国的预算外支出和国家担保的扩大隐性补

贴% 导致其隐性赤字相当大!

-+556&78'9$&7:和8'7+$Q6+6 &第八章' 认为% 公民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

政府提问% 他们提出有关他们内部事务的问题# (政府是否保持较优的现金余

额$) (除了其短期形势% 从长期来看形势如何% 即政府资产是否超过负债% 尤

其是那些可被称为 ,或有负债- 的债务$) (政府的长期资产价值多少$ 它们实

现保值了吗$ 政府是否有效利用了它们了呢$) (政府每年增加了多少价值$ 即政

府通过运行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绩效$)

这些问题涉及多维度的家庭或组织价值# 短期价值" 长期价值和价值增值

&或绩效'! 但8'9$&7:和 Q6+6 认为% 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财政管理实践往往受专

注于减少赤字的改革的影响% 而倾向于仅注重短期价值和鼓励巩固与之相关的激

励机制! 他们问到三个关于此种一维财政管理的重要问题# 良好的赤字数目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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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否比不良的服务绩效和长期财政状况评估更重要$ 忽视政府价值的两个维

度 &长期财政状况和服务绩效' 从长远角度来看是否会对国家造成损害% 或实

现的短期价值是否会在未来促进多维视角$ 政府财政应如何管理 &和报告' 以促

进政府价值的多维反映$

前两个问题已在探索发展中国家财政管理实践中的短期控制偏倚产生的激励

机制部分时得到解决! 有人提议% 所有的评估方法都对激励机制有影响! 旧的绩

效格言是 (能衡量% 始能执行)! 这种观点专注于政府价值的一个方面 &短期财

政纪律'% 导致未来构建更全面的评估方式的激励难以形成% 而实际上政府价值

有三个方面! 这些激励机制在公共部门预算中变得根深蒂固% 其后果是专注于投

入而非结果" 不计成本和代际资金转移!

对这一论点的一个明显回应就是寻求另外一些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政府可以

不再强调短期财政纪律% 转而衡量公共部门价值的所有方面% 从而为官员创造开

发价值的三个维度的激励机制! 8'9$&7:和 Q6+6这样研究了新西兰" 英国" 马来

西亚等国的经验% 所有这些国家都基于传统的会计方法以对政府价值的三个维度

进行更为完整的衡量! 在这些国家新的财政管理做法中% 问责制度主要强调的是

绩效! 这些国家的政府所采用的用来改进内部和外部评估的特殊工具包括权责发

生制会计" 或有负债的显性评估" 代际间会计" 资本成本核算" 作业成本法和绩

效报告公布! 他们还对每一种工具的重要性都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并说明了如何

结合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充分了解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

自下而上的问责

公民问责测试! 政府如何知道它提供的服务正是公民需要的$ 如果它所提供

的服务与公民需要的不符又当如何$

8'7+$Q6+6撰写的第九章是关于创建对公民具回应性和问责性的公共治理新

文化! 该章认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结果导向型管理与评价 &@R-/' 有望克

服 (命令与控制型) 经济的运行不良和公共部门的专横" 寻租弊病! @R-/不再

强调传统的投入控制% 转而着重构建一个授权的环境% 在这一环境中% 公职人员

可以通过灵活管理以实现预期结果% 但应确保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民的偏好一

致! 此外% 在@R-/体系下% 激励机制诱使公共和非公共 &私营和非政府' 部

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相互竞争% 并以较低的社会单位产出税收成本提供符合公

民偏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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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廉政测试! 对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行政部门如何问责$

-+$K QA6+A5&$&第十章' 描述了机制问题% 当选的领导者通过该机制可对公

众负责! 由于投票箱往往不足以确保问责制度% 其他制度机制已得到发展对之加

以强化! 更具体来说% 存在两种类型的问责制度# 纵向问责 &公众直接通过投票

箱实现' 和横向问责 &由公共问责机构***,8:实现'! 横向问责机构包括立法

机关" 司法机关" 选举委员会" 审计机构" 反腐机构" 监察员" 人权委员会和中

央银行! 横向和纵向问责机构基本上是相互联系的% 因为没有纵向问责% 则不可

能存在横向问责# 只有当政府在没有履行责任会受到公民的惩处时% 其才会倾向

于遵守横向问责机构的约束! 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影响横向问责机构发展的另一个

因素!

本章提出的分析模型强调,8:和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 该模型的核心是

问责循环理念% 这是,8: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理想关系模型% 描述了,8***行政部

门关系的内在逻辑! 这个循环包括三个阶段# 信息 &或投入'% 行动 &或产出'

和回应 &或结果'! 关于行政部门活动的及时和准确的信息是问责循环的重要投

入! ,8应可基于信息投入采取行动% 通过向行政部门提出要求促使其履行职责%

从而使其行为合理化! 最后% ,8的产出是为了激励行政部门对 ,8向其提出的要

求有所回应!

,8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8了解和分析关于行政部门的信息%

将分析结果转变成连贯性要求% 传达这些要求的能力% 以及促使行政部门采

取有效措施的充分能力! 当 ,8没有发挥作用时% 经验法则则把重点放在不

能正常工作的社会底层! 此外% 关于社会" 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背景信息对于

更充分地了解问责循环也很重要! 此类背景因素包括公民和国家间关系的历

史+ 由于民族" 地区或阶层差别带来的社会局势紧张+ 经济结构+ 以及公民

社会的性质!

在应用,8:来研究减少腐败时% 有两点应当牢记# 单凭,8:并不能消除腐败%

,8内部运作之外的更广泛的环境因素必须加以考虑! I4=5%++$9分析腐败的公式在

澄清此种联系时很有用! 根据他的公式% 腐败 S垄断 T自由裁量权 U问责制度!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 问责制度是唯一能减少腐败的变量! 因此% 导致垄断和自由

裁量权的政策同样必须在反腐败行动的背景下才能得以解决!

缺乏对政治或管理承诺的问责和行政部门活动的信息获取不足是制约 ,8: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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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运作的两个主要因素! 在政治精英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的情况下% 公民社会可

以在实施这类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 作者在充分认识绩效指标局限性的基础上% 列出了一张绩效指标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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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预算制度和公共支出

'()*+,-., &/*+,

公共支出是一些人花其他人的钱的事情! 为了实现政府的规模经济% 现代民

主国家的选民选举出政治家 &专门制定决策的人士' 来为选民作公共支出决定%

而选民通过纳税提供公共支出的资金! 因此% 公共支出涉及委托和由此带来的委

托代理关系! 正如其他类似的关系% 当选的政治家当政时可以寻租! 也就是说%

他们可以使用选民 &纳税人' 提供的部分资金追求其他利益% 包括公然把公共

资金用于腐败或者用于仅仅使他们个人受益的商品 &福利'% 或者他们可能只是

由于疏忽而浪费了公共资金!

原则上% 选民可以通过制定事前规则% 明确规定当选的政治家在一定条件下

他们可以做和必须做的事宜% 消除他们寻租的机会! 但是% 由于需要对不可预见

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 而且事态的复杂性使得这些契约 &事前规则' 无法制定!

出于同样的原因% 政治家能全心全意地实现他们在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的假定似

乎并不现实! 因此% 正如在许多其他背景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选民和政治家的关

系类似一种 (不完全契约) & Q&+V$=%65% DWWH+ 3&$::)'" @)4+'9 和 X+V&44='=%

DWWM" ENNN+ X+V&44='=% ENNN'!

公共财政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在于区分一般公共产品% 例如所有公民 &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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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都受益的国防或司法% 和针对性公共政策% 例如针对社会中某些公民 &纳

税人' 的地方公共产品" 部门政策或转移支付! 针对性公共政策% 当从一般税收

支出时% 就涉及公民 &纳税人' 之间的资源再分配% 因此我们称之为分配性政

策! 因为公民生活的环境不同而需要政府制定有不同针对性的公共政策% 因此这

种选民和政治家关系也被认为是各种不同委托人竞争公共资金的委托代理关系!

从针对性公共政策受益的选民可以通过改选投票报答政治家! 这意味着政治家可

以通过策略性地使用分配性政策确保当选 &3&$::)'和X+V&44='=% ENNF'!

分配性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 从一项具体的针对性公共政策受益的人群

通常不是买单的人群! 相反% 受益者通常只支付总成本的很小份额! 因此% 代表

个别群体利益的政治家倾向于高估针对性公共政策的净社会效益! 他们注意到针

对其选民的政策的全部社会效益% 但是后者只通过缴纳税收负担部分社会成本!

这是属于公共预算的共同财产 &()' *+%&'和*+$9&'% DWWH'!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和共同财产问题都是造成过度支出" 税收及公共债务的潜

在因素! 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 选民偏好和公共支出的水平及组成之间的分歧就

越大! 对比由直接民主决定的地区和代议制民主占优势的地区的公共财政% 可以

清楚说明这一点! 实证研究表明% 当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时% 直接民主导致政府

支出和税收的水平较低% 政府债务的水平也较低% 地方政府支出相对中央政府支

出增加% 倾向于通过收费而不是广泛的税收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 &3)22&$&6'&

DWMY% DWWN+ -+5:<:+K+DWWG+ .&49和I=$A6%+::'&$DWWW+ I=$A6%+::'&$% .&49和 Q+(=Z

)[DWWW'! 其他实证研究表明% 政府支出和债务随着委托人之间冲突强度的增加

而增加! 委托人之间冲突强度可以通过社会中意识形态或者种族分歧的严重程度

&@)<V='=和 Q+A6:% DWYW+ 84&:='+和 3&$)55=% DWWG+ 84&:='+" C+\=$和 /+:5&$4]%

DWWM' 或者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和宗教分化来衡量 &8''&55% ENNN '! 8''&55

&ENNN' 认为选民中种族和其他分歧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而影响公共支出#

社会越分裂% 政府就越不稳定% 不稳定导致更高水平的公共支出!

同样% 共同财产问题越严重% 针对性公共政策的边际社会效用和边际社会成

本之间的分歧就越大! 实证研究表明% 这导致过高的支出水平" 赤字和债务

&()' *+%&'% DWWE+ ()' *+%&' 和 *+$9&'% DWWF++ Q5$+<A6% DWWY+ I)'5)J)<4):和

3&$)55=% DWWW'! 正如8''&55&ENNN' 指出的% 经验证据表明种族和其他类型社会

分裂导致公共支出的提高也符合公共池问题导致过度公共支出的观点% 因为分裂

导致社会中一个群体的代表无视其他由群体承担的公共支出费用!

社会可以通过设立消除这些问题不利影响的机构来应对! 第一种方法是实行

事前控制限定当选政治家可以对公共财政作选择的范围! 例如预算平衡约束可以

限制决策者提高负债的额度% 或者提高税率时要求进行全民公决! 第二种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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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问责制和当选政治家之间的竞争% 增加他们兑现选民偏好的政策激励% 确保

任期内任职! 于我们而言这是选举制度的主要职能! 第三种方法是在决策者中构

建公共财政决策过程% 这个过程迫使决策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其政策的边际社会

效益和成本! 这是预算编制过程的主要任务! 在本书中% 我们把这三种方法都纳

入预算制度项目中! 因此% 我们采用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视角!

本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下一节讨论作为限制委托代理的问题和公共池问

题的事前控制工具+ 第三节讨论选举制度在调整和限制委托代理问题上的角色!

第四节是关于预算编制过程的体制问题+ 最后一节以对制度改革的评述为结尾!

事前控制

控制决策者绩效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让他们服从事前控制% 对预算总量的

的宪法约束! 在实践中% 这种限制是对赤字或者对支出进行数量限制! 宪法授权

的预算平衡限制经常被作为一种限制地方政府借债的机制使用 &()' *+%&' 和

/=A6&'%$&&'% DWWH+ Q5&='" >$=:+'5=和 X+4(=% DWWW'!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的州政府

都要服从某种形式的预算平衡要求% 许多州的宪法在提高税率时要求全民公投!

这些限制因为简单% 容易理解而且很明显% 所以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在美国和加

拿大% 导致施加这些限制的历史事件表明% 这些限制通常是纳税人对他们的当选

代表支出挥霍浪费不满% 希望施加限制的结果 &/=A6&'%$&&'和()' *+%&'% DWWH+

-=44+$% DWWM'!

因此% 研究这些限制有多成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美国州政府的经验在这方

面很有启发性! 几乎所有的州政府都对他们可以运行的赤字规模或者他们可以发

行的公共债券规模有一定限制! 这些限制的严格程度不同% 从要求州长平衡预算

提案到对实际收入低于实际支出的州的彻底禁止! 州际关系咨询委员会 &81,@

DWYM' 和 Q5$+<A6 &DWWY' 提供了这些限制的概述和特征!

Q5$+<A6 &DWWY' 报告的实证结果表明严格的预算平衡约束有效地制约了政府

经常账户的年终结余规模 &总投资支出减少'! /=A6&'%$&&' &DWWN' 表明平衡预

算限制的严格程度对一个州的负债率有显著负面影响! 但是% /=A6&'%$&&'考虑的

仅是十足信用担保债务的水平% 也就是说% 由州政府充分和明确担保的债务!

)̂' *+%&' &DWWD' 采用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实证分析中包括了其他类型的公共

债务% 例如由公共机关发行的债务! 他认为数量限制的严格程度对债务总额没有

影响!

这两个结果是容易调和的# 他们意味着服从严格控制赤字数量的州倾向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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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法律规制的债务工具 &预算外活动的产物' 代替十足信用担保债务! I=&7=&5

和 Q[+K+4]&DWWH' 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效应% 对州政府的限制性借债约束越严% 地

方政府越倾向于承担更高的债务! )̂' *+%&' 和 /=A6&'%$&&' &DWWH' 通过跨国比

较发现# 在地方政府服从于严格法定借款限制的国家% 中央政府倾向于较高的负

债率! 这表明了另外一个替代效应# 在地方政府他们自己没有权力借债时% 倾向

于施压中央政府代其借债!

此外% 3)5&$V+&DWWF' 指出% 州政府服从的预算平衡约束越严格就越不能有

效应付财政冲击% 因为他们倾向于通过削减支出应对收入减少的冲击% 其结果是

顺周期政策! Q5$+<A6 &DWWY' 指出% 美国许多州的宪法中的支出限制% 并不能有

效地限制支出! 相反% 这些限制导致这些支出从经常性预算向投资预算的转变!

从这些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对财政选择的事前控制在短期内对政治家的

限制比在长期内 &对政治家的限制' 更有效! 长期而言% 决策者会找到规避这

些控制的方法! 由于在实践中不可能施加不能被规避的规则% 也由于公民个人监

督决策者的行为和诉诸法律执行规则的激励不强% 所以事前控制的有效性似乎有

限! 规避这些限制的创造性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共财政和有关决策过程的

透明度% 所以% 这些限制实际上可能会降低选民监督当选的政治家绩效的能力%

从而加剧了% 而不是减轻了委托代理问题!

正如其他委托代理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依靠外部权威有效地

强制执行事前规则! 可以选择一个国际金融组织! 具体来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的援助方案通常要求受援助的国家实行财政约束! ,-.的强制执行权力来

自于如果违反财政限制就不发放财政援助的威胁! 但是,-.的这种方法至少有两

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 援助方案根据的是,-.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议% 立法机关

可能认为自己不受协议的约束! 因此% 在那些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控制薄弱的政

治环境中% 外部强制执行未必管用! 第二% ,-.援助方案应对的是已经处于混乱

的危机时期的公共财政! 在较正常的时期% ,-.因为没有任何可以施加的惩罚%

所以几乎没有强制性执行权力!

欧洲货币联盟 &/-0' 提供了另一个通过国际组织强制执行预算规则的例

子! 在早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5$=A65' 和后来的稳定和增长公约% /-0

国家签署承诺了一套固定目标的协议! 这些国家必须提交年度稳定和增长计划%

以解释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政府战略! 在审查这些报告和相关数据之后% 欧洲委

员会发布对这些国家财政状况的判断% 就此成为欧洲理事会评估和提可行建议的

根据! 在 DWWW 年 D 月 D 日/-0成立之前% 外部强制执行权力是基于货币联盟的

开除威胁! 如今% 则是基于对财政浪费的公开谴责和面临财政罚款可能性的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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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目前为止% 欧洲模式的成功有限 &()' *+%&'% DWWY'! 当马斯特里赫

特进程在 DWWE 年开始时% 欧盟 &/0' 国家的平均负债率占国内生产总值

&>?3' 的 HNO+ 到 DWWY 年% 就超过 MGO了! 仔细观察可见这个增长是完全由

不致力于/-0的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和英国的财政发展所驱动的! 如

果外部政治压力的作用% 例如由欧洲委员会提出劝诫% 不足以支配大国的内政%

那么前 F 个国家正好是 DE 个/-0中最大的国家也不是巧合! 还要注意的是% 欧

洲委员会在对/-0成员国的财政标准评估时% 对待大国相当宽容! 把德国或法

国开除出/-0的威胁是难以置信的% 因为没有这些大国% /-0也就没有多少存

在的意义了! 所有这些表明% 外部权力在强制执行事前财政规则上的有效性的关

键取决于国际组织对国内政治的重要性% 这多半最终还是归结于国家的大小!

!

政治制度! 竞争与问责

把选民和政治家关系解释为不完全契约的实质是选民赋予决策者的自由裁量

权% 同时引入使决策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程序 &3&$::)'" @)4+'9 和 X+V&44='=%

DWWM" ENNN'! 选举过程是这样做的最重要的程序! 这里% 我们着重于选举制度

的两个方面! 选举使得选民能让决策者个人对以往的政策负责% 并且选举引入了

政治家之间的竞争!

如果政治家在竞选期间不能作有约束力的承诺% 选民就没有理由根据他们的

竞选承诺选举他们! 但是% 如果政治家是既关心寻租又希望留任的机会主义者%

选举就使得选民有机会让政治家对其绩效负责! 这是回溯性投票模式的基本思

想! 根据这个模式% 选民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评估决策者的绩效! 如果选民认为

现任者的行为令人满意% 选民就重新选他们! 如果不满意% 选民就投票给其他的

参选人! 这种机制表明% 在问责制度强有力和政治家之间竞争激烈时% 寻租可以

得到控制!

在本节中% 我们从这个角度比较两个选举规则和政府行政部门的两个组织原

则! 两个选举规则是简单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 两个组织原则是议会制政府和总

统制政府!

选举规则

对选举规则的比较可以根据地区大小% 即从每个选区选出的议会代表人数!

在一种极端情况下% 每个地区都只有一个代表% 因此% 地区中得选票最多的候选

人赢得席位! 这便是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普遍存在的简单多数制! 在另一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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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全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选区% 所有席位候选人来自的国内政党名单是根据全

国投票份额得出的! 这就是在荷兰等国家普遍实施的比例代表制! 不那么极端的

比例代表制形式是把一个国家分为几个大的选区% 每个选区提交政党名单!

简单多数选举制注重的是候选人自身的个人绩效% 从而最大化了个人责任!

选民有理由监督在任政治家的绩效% 如果他或者她兑现了选民们偏好的政策% 那

么选民们就会再次选举这位政治家! 相比之下% 比例代表制削弱了个人责任! 选

民只能根据政党名单中当选的所有候选人的平均绩效判断政治家的表现! 这使得

政治家有了更大的自由谋求自己的利益! 同时% 比例代表制减少了选民回报政治

家把一般税收收入转移到选民居住的特定地区的机会! 因此% 比例代表制减少了

政治家使用分配性政策确保竞选连任的激励!

这样的推断对公共财政有三个影响!

第一% 因为个人责任限制了政治家寻租的能力% 所以我们预期公共支出的规

模在简单多数原则下比在比例代表制下小% 并且浪费也少!

第二% 因为选民激励政治家从一般 &国家的' 税收收入通过分配性政策吸

引到选民所在的选区% 所以我们预期在简单多数原则下% 政府总支出中用于分配

性政策的支出份额较高% 用于一般公共产品的支出份额较低 &X+V&44='=% ENNN'!

但是请注意这个命题假定的是地理因素是针对性公共政策方案的主导因素! 虽然

这个假定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是正确的% 但是许多补贴和转移支付项目针对

的是社会中的个别群体% 例如职业阶层" 商业部门或者少数民族! 如果比例代表

制下的政党是围绕这些特殊利益集团% 并且政党的数目庞大% 那么每个政党都有

强大的动力从一般税收收入中支出实施使其选区受益的项目方案! 这样做的结果

是% 用于地方公共政策支出的份额会很少% 但是用于针对特殊群体政策上的支出

份额可能和简单多数制下用于针对个别地区政策上的支出份额一样大! 因此% 当

少数大政党与比例代表制结合时% 每个政党代表社会中相当大范围的利益集团%

比例代表制和简单多数制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区别才最显著!

第三% 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有巨大的激励去互投赞成票和通过互惠手段为有

利于自身地区的政策争取到多数票! 因此% 简单多数制也导致了公共池问题的产

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预期在简单多数制下% 国家支出水平更高并且赤字和

债务规模更大! 但是% 按照前面讨论的逻辑% 在少数大政党与比例代表制结合

时% 比例代表制和简单多数制的区别才最显著!

由此引出了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方面% 即竞争! 在简单多数制下% 小政党入围

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必须在一个地区获得较大份额的选票! 因为政治新人需要多数

票才能从一开始时获得成功% 所以难以挑战现任政治家! 与此相反% 比例代表制

下政治新人至少可以赢得少数席位! 因此% 简单多数制下的政治竞争更激烈!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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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竞选人在竞选中指出存在的浪费以及寻租现象% 那么可以预期更激烈的竞争可

以减少浪费和寻租现象! 因此% 比例代表制下问责较弱的问题% 可以通过更激烈

的竞争来弥补! 同时% 简单多数制下由于太小以至于不能赢得任何一个地区的利

益集团% 在比例代表制下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政党并且赢得一些席位!

在实践中% 比例代表制体系通常包括最低票数门槛以阻止极小型特殊政党进

入议会! 这种门槛减轻了更多支出用于针对性公共政策的政治压力! 但同时也成

为进入政治舞台的阻碍% 从而减少了竞争! 因此% 在比例代表制体系下% 最低票

数门槛% 增加了少数大政党存在的可能性!

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政府

总统制政府的特点是作为行政领导人的总统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 而议会

制政府的行政领导人通常是从一个稳定的多数联盟中选出! 对于我们的目的% 有

两个差别是最关键的! 第一个是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分权% 在实践中通常是立

法部门内部的分权! 第二个是因为在议会制下行政领导要通过立法提案% 就必须

更多地依靠以政党忠诚或者联盟契约为基础的稳定多数% 所以与总统制相比更加

限制了竞争!

"

总统制下% 提出新的立法的通常是总统或者是明确界定了管辖范围的立法委

员会! 单个立法委员不受党籍严格约束! 相反% 议员们根据他们认为对其支持者

最好的方式来投票支持或者反对立法提案! 立法提案的通过必须在立法机关赢得

最小的获胜联盟% 这种获胜联盟可以随着立法领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不

稳定在议员中造成了对租金和有利于其支持者的分配性政策的激烈竞争% 而这种

竞争正好可以被提出立法提案的委员会所利用!

正如3&$::)'和X+V&44='=&ENNF' 的研究表明% 这种背景下的权力划分可以用

来制衡政治家的权力! 特别是% 赋予总统 &或者立法机关中的税务委员会' 建

议税收水平的权利% 赋予议会 &或者另设的支出委员会' 建议支出水平和支出

结构的权利! 这意味着选民可以要求总统 &税务委员会的成员' 对税收水平负

责% 要求立法委员们 &支出委员会的成员' 对落实预期数量和组成的公共服务

负责! 因此% 总统 &税务委员会的成员' 和立法委员们 &支出委员会的成员'

提议时面临不同的和部分冲突的激励!

如果税率的确定在支出之前% 总统 &或者税务委员会' 就建议可行的最低

税收水平!

#然后支出委员会的成员就提出最大限度地压缩针对其他选民群体的

分配性政策支出的提案% 并将资金用于有利于自身支持者的政策! 支出委员会成

员以外的议员们之间对分配性政策的竞争导致均衡的实现% 使得偏向于他们各自

支持者的支出额为零! 同时% 支出委员会成员将把针对其支持者的公共政策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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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产品之上% 因为% 他们可以让其他选民支付这些政策的成本! 预计到这

一点% 总统 &或税务委员会' 将税收水平设置得足够低以尽量减少偏向于支出

委员会成员的租金和分配性政策! 结果是% 分权化和立法机关获胜联盟不稳定的

结合导致一般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 租金少" 分配性政策力度小% 以及政府支出

和税收水平的相对较低!

$

相反% 议会制政府的特点是分权程度较低并且议员之间更团结! 议会虽然有

发起立法提案的正式权利% 但通常是行政领导提出立法提案% 并依靠议会的稳定

多数通过这些立法提案! 结果是% 选民无法要求不同的政治家对制定税收和支出

水平负责! 相反% 行政机关成员之间谈判决定税收和支出水平% 选民只能要求决

策者对整个一揽子的税收和支出决定负责! 问责的弱化% 使得寻租的范围扩大!

此外% 政党忠诚和联盟协议使得议员们之间更加团结% 因此% 议员们不会为分配

性政策而同样激烈地竞争! 政党领导人之间谈判决定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水平和结

构% 由此把广大范围选区的利益内在化了! 这意味着选民的利益更多地表现在一

般公共产品中! 此外% 因为较弱的竞争环境% 所以谈判的参与者获得有利于其支

持者的分配性政策的可能性比在总统制下更高! 因此% 与总统制相比% 议会制一

方面导致更多寻租现象的产生和针对性公共政策的实施%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一般

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

实证分析

选举制度对公共财政影响的实证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 3&$::)' 和 X+V&44='=

&DWWW' 发现% 总统制政府的国家与议会制政府的国家相比% 往往前者的政府规

模较小 &通过政府支出相对于>?3的比重衡量'! 他们还发现实行简单多数原则

制的国家% 其政府规模也较小% 但是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

持! 3&$::)'" X+V&44='=和 X$&VV=&ENN;' 发现比例代表制国家与简单多数制国家

相比% 前者的特点是腐败程度更高! 将腐败作为租金大小的替代衡量% 就证实了

比例代表制下较低的选举竞争程度和较弱的选民问责制度必然带来较大租金的假

说! 3&$::)'和 X+V&44='=&DWWW' 列举的证据也表明简单多数原则制选举和总统制

政府对一般公共产品的供应少于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政府!

*+44&$V&$%&ENNN' 介绍了意大利选举改革及其对公共财政影响的个案研究!

DWWF 年% 意大利改革了其以前的比例代表制% 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议会中四分

之三的席位% 剩余的席位则基于比例代表制选举! 这次改革的初衷是通过简单多

数产生更稳定的政府和两党制度% 但这并没有立即实行! 但是在 DWWH 年再次选

举时% 两党制发展的趋势加强了! *+44&$V&$%认为这是意大利准备加入 /-0的重

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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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困难% 尤其是因为实践中的政治制度不会恰好符合如上

使用的程式化特征! 例如% 在一些实施比例代表制的国家% 选民可以影响政治家

个人在政党名单上的级别! 这就加强了问责! 总统制提供了分权的可能性% 但是

实践中未必会实施! 因此% 有必要更详细地界定!

不过% 现有的少量证据支持选举制度对公共支出的重要作用! 可以借鉴的政

策经验是% 问责和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地控制寻租并影响一般公共产品的提

供和分配性政策! 在实践中% 即便没有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抑或从比例代表制到

简单多数原则制必然伴有的根本性变革% 也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强化问责和竞争!

公共池问题的防范! 预算编制过程

公共预算公共池问题的核心在于预算的外部性***来自一般税收收入的钱被

用于社会中特定人群受益的分配性政策!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真正的预算约束的

误解! 每个政治家都假定在针对性政策上公共支出的增加% 将为其支持者提供更

多他们想要的公共服务% 而他们只需支付这些公共服务总成本的一部分% 因为其

余部分由其他纳税人支付了! 因此% 所有政治家要求的公共服务都多于他们实现

真正的预算约束时% 亦即当每个受益人群都必须全额支付服务成本时所要求的公

共服务! 从相同一般税收收入中支出的政治家数目越多% 对每个政治家而言分配

性政策的边际成本似乎就越低% 超支的倾向就越大! 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个观点%

我们发现在可能借到钱用于当前支出时% 可以证明公共池问题将导致超额财政赤

字和政府债务% 以及过度支出水平 &()' *+%&' 和 *+$9&'% DWWH+ &̂4+:A)%

DWWW'!

公共池问题的类比表明% 如果可以要求政治家实现真正的预算约束% 就可以

减少过度支出和赤字的倾向!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 这是预算编制过程的主要作

用! 一般来说% 预算编制过程包括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内管理公共支出决定的

正式和非正式规则! 包括了与行政机关制定预算有关的规则% 与立法机关通过预

算有关的规则% 与行政机关执行预算有关的规则! 这些规则把预算过程分为不同

的步骤% 这些规则决定谁做什么和何时做% 这些规则管理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流

动! 由此预算编制过程发布战略可以影响" 创造或者消除密谋勾结的机会! 正如

以下将详细讨论的% 预算编制过程中适当的规则可以促使政治家对通过纳入预算

的所有公共政策的成本和效益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而不适当的规则非但不能做到

这点而且促使政治家只关心自己能寻求到的租金和分配性政策! 后一种情况% 我

们称之为分离的预算编制过程! 与分离相对的是集中! 集中的预算编制过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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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政治家们对预算进行全面的考虑% 协调政治家个人的支出决定!

%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 只有确实解决了对公共财政的相互竞争要求的所有冲

突% 预算编制过程的制度设计才可能达到此种目的! 对这个原则的四种偏离削弱

了预算过程的作用!

第一种偏离是使用预算外资金资助政府活动! 这使决策者规避预算编制过程

的限制% 防止利益分配矛盾挑战他们的决定! 第二种偏离是在预算支出由预算编

制过程之外的进程决定时 (非决策) 的蔓延! 主要的例子有# &D' 将支出方案

与价格水平或者名义总收入挂钩+ &E' (开放式) 支出拨款% 例如政府工资法案

和基于有合法固定参数授权的福利支出!

&非决策便于决策者避开棘手的决策

&_&+(&$DWYH'% 但却使预算编制过程退化成为仅仅是对外部进程的预测!

'第三

种偏离是强制性支出法的存在% 即非财政法使得政府必须做某些支出! 预算就成

了仅仅是由简单立法创立的强制支出存在的总结! 有效的预算编制过程要求明确

区分非财政法和预算% 非财政法是对政府的某些承诺进行授权% 预算是在特定时

段内提供具体资金! 第四种偏离发生于政府拥有或有负债时% 例如为其他公共或

者非公共实体担保时的负债! 无论是对地方政府 &在 EN 世纪 YN 年代后期的德

国'% 还是对地方开发银行 &在巴西经常发生'% 或者对金融机构 &在美国发生

的储蓄和贷款灾难'% 隐含或者明确的救市承诺都可能突然成为普通预算以外的

庞大政府支出! 人们必须认识到或有负债不可能完全避免% 并且或有负债的妥善

会计计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或有负债的存在及其对政府财政状况的重要

性% 可以通过要求政府将其签订的财政担保提交一份报告% 作为预算文件的一部

分% 从而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集权的制度要素

预算编制过程可以分为行政计划阶段" 立法批准阶段" 行政执行阶段" 事后

控制阶段! 每个阶段涉及角色不同的参与者! 行政计划阶段通常开始于相关财政

年度的前一年% 结束于预算草案提交立法机关之时! 这个阶段包括设定预算指导

方针% 各支出部门提出预算拨款要求% 解决执行中的支出利益冲突% 起草收入预

算! 立法批准阶段包括议会修订预算提案的过程% 涉及通过可能不止一个的议

会! 这个阶段结束于预算法案的通过! 行政执行阶段涵盖了该预算法案实行的财

政年度! 在这个阶段% 对预算法案的偏离可以是正式地由议会通过补充预算法

案% 或者非正式地通过在预算法案的各部分之间转移资金% 以及超出预算法案规

定的支出限额!

集权的制度要素主要涉及前 ; 个阶段% 其中不同要素适用于不同阶段!

(在行

政计划阶段% 这些要素的作用是在所有参与者中促进就预算指导方针 &支出和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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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目标' 达成一致% 确保财政纪律! 这个阶段的集权要素必须促进这些指导方

针设定的连贯性% 确保对行政决定的有效约束! 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涉及解决冲突

的方式! 同时涉及许多参与者的非协调和特殊冲突解决过程% 将促进互投赞成票

和互惠行为% 造成分裂! 如果是高级内阁委员会或者总理发挥作用解决冲突% 就

会增强集权!

在立法批准阶段% 集权要素控制了立法机关的辩论和投票程序! 因为涉及的

决策者人数更庞大% 所以公共池问题在立法机关比在行政机关更严重! 在议会可

以不受限制地修改行政机关的预算提案时% 在支出决定由狭隘和分散的立法委员

会作出时 & (委员会的巴尔干化)% 参见1$+='和-=44&$% DWWN'% 在行政机关或者

立法机关的议长对议会进程缺乏指导时% 分裂就会很猖獗! 通过限制修正范围%

控制投票程序% 提高拒绝行政机关预算的政治筹码 &例如将其视同不信任投

票'% 加强行政机关设定议程的权力时% 集权就随之而来! 通过加强议长和财政

委员会在立法机关的作用% 也能促进集权!

在行政执行阶段% 集权要素确保预算法案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支出决定!

一个重要要素是加强财政部长在财政年度中监督和控制支出流量的能力! 另一重

要要素是在财政年度中严格限制对预算法案的修改!

回顾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R/1?' 的集权要素% 拉美和亚洲国家的结果显

示集权遵循两个基本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基于授权! 在这种途径下% 预算编制过

程中公认的对预算有更为全面看法的参与者被赋予特殊的战略权力! 第二个途径

是基于契约! 在这种途径下% 由所有参与者谈判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无须赋

予任何人特殊的权力!

授权

在授权途径中% 预算编制过程赋予 (财政企业家) 特殊权力% 其职责是设

置预算的主要参数% 并且确保预算编制过程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遵守这些限制!

要使这个途径有效% 财政企业家就必须有能力监督行政机关的其他成员% 并且有

能力使用选择性手段惩罚可能的背离者! 在内阁成员中% 财政企业家通常是财政

部长! 财政部长受个人支出利益的影响弱于各支出部门部长% 因为财政部长通常

负责起草收入预算% 因此有理由认为在行政机关人员中财政部长对预算的看法最

全面!

实践中% 授权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在法国模式中% 财政部长和总理共同决定

各支出部门的整体分配! 这些分配目标被认为对预算编制过程的其余部分是有约

束力的! 由此% 财政部长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扮演议程设置者这一重要角色! 相比

之下% 英国模式演变成了各支出部门和财政部长之间一系列的双边谈判% 而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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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谈判议价能力主要是基于优越的信息" 较高的资历和来自总理的政治

后盾!

在授权途径中% 起草预算提案是财政部的主要责任% 财政部监督各部门支出

请求% 直接与各支出部门谈判% 并且批准提交给内阁会议上的最后请求! 各支出

部门部长和财政部长之间未解决的冲突通常由总理仲裁!

在立法阶段% 授权途径赋予行政机关议程设置的权力大于议会! 这里的一个

重要工具是限制议会议员能够对行政机关预算提案作修改的范围! 例如% 在法国

对预算提案的修改% 仅限于能够削减支出或者能够创造新公共收入来源的情况!

在英国% 对公共收入提出新支出要求的修改要得到行政机关的同意! 这些限制使

得预算约束更有力!

第二个要素涉及投票程序! 例如% 法国政府可以强制立法机关集体投票对预

算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作表决% 并且只是审议行政机关愿意接受的那些修改! 在英

国% 行政机关可以把对预算的投票作为信任投票% 大大提高了确保预算不被否决

的筹码!

最后一个要素涉及上议院的预算权力! 当两院享有平等的预算权力时% 例如

在意大利或比利时% 寻求折衷是预算编制过程的一个必要组分! 但这往往会削弱

行政机关的地位% 因为行政机关现在面对的是两个对手! 加强行政机关的地位可

以通过限制上议院的预算权力% 例如在法国和德国% 如果两院之间不能达成协

议% 则以下议院为准! 在英国% 上议院根本就没有预算权力% 行政机关只需对付

下议院! 在德国和西班牙% 财政部长有权否决立法机关通过的预算% 从而也加强

了行政机关的地位!

最后% 在行政执行阶段% 集权需要财政部长能够在年度中监督和控制支出流

量! 可能采用的形式是要求各支出部门在年度中的支出需获得财政部长的批准!

另一种控制机制是财政部长在年度中实行现金限制的权力! 在年度中监督支出流

量需要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 以使财政部长能够观察财政资源的流入和流出! 有

效的监督和控制也是防止各支出部门战略行为的重要机制! 也就是说% 防止各支

出部门在年初将拨款都支出完% 而在年底以停止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作威胁要求

追加资金!

此外% 财政年度一旦开始% 集权就严格限制通过修改拨款对原始预算法案作

任何变动! 一个例子是要财政部长或者议会批准才能在预算的不同项目之间转移

资金! 这同样适用于在不同财政年度之间转移资金! 虽然结转规定能明显提高效

率% 但是结转规定的使用应该收到限制和严格监管% 以确保财政部长能跟踪了解

各支出部门的财务状况! 另一个例子是限制使用补充预算! 当补充预算在财政年

度中成为常态% 例如在 EN 世纪 YN 年代的意大利和比利时% 以及 WN 年代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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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不可能期望决策者会认真对待原始预算法案中的限制!

契约

在契约途径% 预算编制过程始于行政机关的成员之间谈判% 达成一套有约束

力的财政目标协议! 这里的重点是谈判过程作为一种机制% 揭示预算决策所涉及

的外部因素和财政目标的约束性! 相对于授权途径导致的等级结构% 契约途径依

赖于行政机构能更加平等地分配战略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丹麦预算编制过

程! DWYE 年以来% 丹麦就以内阁成员之间的谈判为每个支出部门固定支出限制!

通常% 这些支出限制来自中期财政计划或者执政党之间的联盟协议! 例如% 在爱

尔兰% DWYW 年以来联盟协议就包括了中期财政战略以减少公共债务% 从而为确

定预算目标的年度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这种途径下财政部的作用是评估个体部门的支出计划与这些目标的一致

性! 例如% 在荷兰% 财政部长通常比各支出部门部长在预算谈判中有信息优势%

但是没有额外的战略权力! 资深内阁委员会% 通常是立法机关中执政联盟各党的

领导人负责冲突的解决!

在立法阶段% 契约途径不太注重行政机关的议程设置者作用% 而是更注重立

法机关对财政目标严格执行的监督作用的角色! 从制度上看% 这意味着契约途径

不太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机关对议会修改预算的控制% 而是更依赖于立法机关对行

政机关财政状况进行监督的能力! 一个重要要素是立法机关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

供信息! 加强这个要素可以通过成立相关委员会% 使其权力反映各支出部门的权

力% 通过赋予委员会从行政机关索取信息以及从行政机关传唤证人作证的正式权

力! 例如% 丹麦议会拥有所有这 ; 项权力% 而德国议会只有第 D 项权力% 英国议

会就没有这 ; 项权利中的任何一项!

在行政执行阶段% 契约途径在强调财政部长的监督和控制权力上类似于授权

途径!

实证分析

自()' *+%&' &DWWE' 提出支持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能减少政府赤字和债务

的假说的经验证据以来% 研究文献大量增加! ()' *+%&' &DWWE' 提供了来自 DE

个欧盟国家的证据% 证据显示在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和相对 >?3的一般政府赤

字和债务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和*+$9&' &DWWFV' 扩大和拓宽了

这个分析% 证明了集权与较小的赤字和债务相关联的假说! ?&*++' 和 Q5<$2

&DWWF' 又使用欧盟数据% 证明了即使一些政治因素% 例如政府的组成和稳定性

受到控制% 这个假设实际上仍然成立! *+44&$V&$%和 ()' *+%&' &DWWY% DWWW'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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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G 个欧盟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证明% 即使预算赤字的部分经济决定因素和其

他政治变量受到控制% 集权也伴随着较小的年度预算赤字!

在其他地区% Q5&='" >$=:+'5=和 X+4(=&DWWW' 使用拉美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证

明集权伴随着较低的中央政府赤字! ")'&:" Q+'%<='&55=和X)22+:=&DWWW' 分析了

阿根廷各省的年度预算赤字的面板数据% 确认了相同的假设! +̀)U8$+]+&DWWM'

使用 DD个亚洲国家的数据%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Q5$+<A6 &DWWY' 使用美国 GN 个州

政府的数据的研究也显示% 集权显著降低了年度预算赤字!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方

法% Q5$+<A6和()' *+%&' &DWWW'" -)4+'9&$&ENNN' 和 Q5=&'4&5&ENNN' 的国别案例

研究指出了集权对实现 &或德国的丧失案例' 财政纪律的重要性!

总之% 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导致较低的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假说% 如今可以被

认为经验上是行之有效的! 这个假说在不同地理和政治环境中都得到了证明! 但

是因为在跨国研究中% 难以构建合适的数据集和选民财政偏好的实证模型% 表明

集权减小政府规模的理论应该具备的证据仍然缺乏! 只有 Q5$+<A6 &DWWY' 认为%

集权减小政府规模在美国的州政府间是成立的! 不过% 人们还是可以得出结论%

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是缓解公共预算的公共池问题的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方式!

预算编制过程的制度设计

虽然授权途径依赖于行政机关内的% 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等级结

构% 但是契约途径是建立在政府内权力更平等分配的基础上! 在民主环境中% 政

党内部的等级结构通常占上风% 而政党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平等! 这表明% 这两种

途径之间制度选择的关键在于政府内党派的数目!

议会制

在议会制下% 授权是一党制政府实现集权的恰当途径% 而契约则是多党制联

合政府的合适途径 &*+44&$V&$%和 ()' *+%&'% DWWY'! 这种说法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同一政党的成员相比不同政党的成员% 对基本支出的优先次序更可能

有类似的政治观点! 因此% 在一党制政府中% 各支出部门部长可以相当肯定财政

部长与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着相同的支出偏好! 异议将主要来自公共池问题% 也就

是说% 分配性政策可感知的成本! 相反% 在联合政府% 内阁成员对政府支出在不

同支出部门的分配可能有更多的不同意见! 因此% 预算的达成涉及联盟伙伴之间

的妥协! 对于联合政府% 把战略权力授权给财政部长就导致了新的委托代理问

题! 一个强势的财政部长可能会滥用其权力% 过度地寻求他自己政党的政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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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不会出现在契约途径% 因为契约是所有内阁成员谈判达

成的! 因此%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组成的政府更有可能选择契约途径!

第二% 授权和契约途径达成预算依赖于不同的执行机制! 在一党制政府% 对

背叛预算协议的支出部门部长的终极处罚是罢官! 这种处罚对于支出超预算的部

长个人是严重的% 但是对于整个政府则通常是无足轻重的! 其可行性在于% 在一

党制政府中总理通常是最强势的内阁成员% 有权力选择和更换内阁成员! 相反%

在联合政府% 对背叛预算协议的部长就不能轻易惩罚! 部长职务的任命是由联盟

协商的! 因此% 总理不能轻易解雇自己政党之外的强硬支出部门部长% 否则就会

被认为是干涉联盟伙伴的内部党务!

如果支出部门部长背叛预算协议% 联合政府最重要的惩罚机制是威胁解散联

盟! 这种惩罚对整个联盟是严重的% 因为这种惩罚有可能导致政府解散% 而不仅

仅只是个体被解雇! 财政目标通常是联盟协议一部分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个执行机制的公信力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是是否存在其他的联盟伙

伴! 如果存在其他可能和受屈的政党达成联盟的伙伴% 离开联盟的威胁就显然比

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伙伴时更可信! 第二个是选民的预期反应% 因为联盟的解散

可能是由于新的大选在即!

不同的执行机制也解释了在预算编制过程的立法阶段时%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

关之间的不同关系! 一党制政府通常出现于两党的环境中% 例如% DWWF 年前的

新西兰" 英国或美国% 其中的每个政党都是大党% 并且党纪不严! 执政党虽然拥

有多数席位% 但是在预算编制过程的立法阶段% 主要关注的是限制那些希望把政

府资金转移到其选区的执政党成员违反预算提案的范围! 相反% 多党联盟通常出

现于政党小" 政党内部组成相对单一" 党纪严明的环境下! 在那种情况下% 就不

太关注违反预算协议% 但是联盟中涉及的每个政党都将密切关注以确保行政机关

遵守联盟协议! 因此% 比较授权途径和契约途径% 授权途径通常赋予行政机关在

议会更强的议程设置权力% 而契约途径则赋予立法机关更大的监督权力!

最后% 在契约途径中% 一党制政府对财政目标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设想在一

个总理和财政部长都很软弱的一党制政府% 并假设该政府在预算编制过程开始时

宣布了整套财政目标% 然而在行政执行阶段某些支出部门部长却违反了预算协

议! 其他内阁成员用解散政府来威胁违反者不可信% 因为那样他们惩罚的是自

己! 当缺乏可信的威胁时% 整个内阁就都不会遵守最初的预算协议!

总之% 契约途径更可能出现在联合政府是常态的国家% 而授权途径更可能出

现在通常是一党制政府的国家!

)

选举制度强烈影响政府中政党的数目! 直观上% 如果政党的数目少% 各政党

赢得绝对多数支持的机会就较高% 在两党制中则必定有一党会赢得绝对多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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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表明% 在一个给定的制度中% 政党的数目与选区规模呈强正相关 &?<(&$Z

%&$% DWGF+ X++%&J&$+和 Q6<%+$5% DWYW" DWW;'! 简单多数原则促进了两党制的出

现% 于是他们最有可能形成一党多数派政府! 比例代表制使得选区规模能有更多

的变化% 但其特点一贯都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 & =̀aJ6+$5% DWYF" DWWF+ X++%&J&$+

和 Q6<%+$5% DWYW" DWW;'!

选举制度和政府中政党数目间的相关性表明# 比例代表制国家更有可能采用

契约途径% 而实行简单多数原则的国家如果采取集权制度就会选择授权途径!

*+44&$V&$%和 ()' *+%&' &DWWY' 在欧盟国家中证实了这个假设!

总统制

政府的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在于% 总统作为行政领导人的地位不直接依赖立

法机关! 选民可以而且经常做的是% 支持来自一个党的总统% 但是不支持该党在议

会中占有多数席位! 例如在美国% 从 DWHW 年到 DWWY 年的 ;N 年间% 有 EF 年总统面

对的是反对党控制的立法机关! DWWN年到 DWWG年间% 在 EN个总统制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中% 一半的国家总统面对的是反对党控制的议会下院 &Q5&='" >$=:+'5=和X+4Z

(=% DWWW'! 当总统和多数党来自两个不同的政党时%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协

调预算决定就显然变得更加困难! ,'2+' 和.=55:&DWWN' 表示% 历史上当总统来自

的政党也是立法机关的多数党时% 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就会显著降低!

预算编制过程中行政机关的作用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中没有太大的不同! 通常

是总统任命政府官员% 然后由立法机关在适用情况下确认! 由此在预算编制过程

中的集权% 管理结构更多地采用了授权途径% 而不是契约途径! 但是行政机关和

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通常更为困难! 因为相比议会制政府% 总统制政府将两者更

为平等对待!

总统制的集权必须强调两个制度层面! 一个制度层面是立法机关的内部组

织! 在此% 可以通过提高议会议长的地位% 以及等级的委员会结构% 以建立强有

力的领导力进而实现集权! 例如% EN 世纪 WN 年代% 乔治.布什政府通过的预算

执行法案% 改革了国会程序% 维护了总统和立法机关之间在预算峰会上达成的有

关预算参数的决定% 确保其在预算后期不会被修改!

*

另一个制度层面是关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宪法越将这两个机

关置于平等地位% 这两个机关之间的预算协议就越必须依赖契约途径! ,'2+'

&DWW;' 强调了总统掌握足够多的资源以建立国会联盟和总统拥有否决权以约束

立法机关的重要性!

预算政策的集权和灵活性

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缓解了公共预算的公共池问题带来的过度支出和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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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集权强调严格遵守财政目标% 人们可能会怀疑这意味着僵化的预算政策% 也

就是说% 减少了财政年度中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余地! 如果这样% 那么在实现更高

程度的财政纪律和实现更高程度的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就要有权衡!

但是% 在行政执行阶段% 在不违背集权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

式% 实现对突发事件的灵活性反应! 例如% 在 EN 世纪 WN 年代初期% 瑞典政府采

用了一个预算编制过程% 允许支出部门从未来的预算中支出% 或者把未使用的拨

款转移到下一个财政年度! 但是% 这两类年度间的转移都有年度区间的限制! 因

为支出和转移都必须纳入下一个年度的预算% 所以这项规定结合了灵活性和透明

性% 立法机关和财政部长都有控制支出流动的能力!

实现灵活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 (雨天基金) &$+=']9+]b<'9' ***用于紧急

情况使用的非专项拨款! 例如% 英国每年列入财政预算的 &应急' 储备金 &()'

*+%&'和*+$9&'% DWWFV'! 储备金的金额是预算总额的 EO到 FO% 其目的是既不

用超出支出部门规定的总目标% 又能应付意外支出! 根据 DWMH 年引入的规则% 如

果财政部长拒绝从储备金支出% 那就只有整个内阁才能推翻财政部长的决定! 从储

备金的拨款并没有增加支出部门在后续预算规划进程的拨款基数! 再次% 关键是储

备金每年的预算和对外支出% 遵循的规则与普通支出的管理规则相同!

为了观察授权和契约是否会降低政府作适当反应的能力% *+44&$V&$%和 ()'

*+%&' &DWWW' 估算了 DG 个欧盟国家政府赤字的周期弹性! 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

他们发现集权本身并不改变周期性弹性! 事实上% 那些财政部长强势的国家的特

点是其周期弹性大于那些通过契约途径实现集权的国家和那些预算编制过程权力

分散的国家! 对此的直观解释是% 经济的衰退和高涨% 强势的财政部长能够比各

支出部长更迅速地做反应! 同样重要的是% 在预算编制过程的设计中% 没有迹象

表明需要在宏观经济稳定和消除过度支出之间作出权衡!

制度改革

本章认为% 公共财政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用选民 &政治委托人' 和决策者

&代理人' 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公共预算的公共池问题解释! 这里回顾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委托代理关系以及预算编制过程的制度设计对于各国政府在

支出水平" 支出结构% 以及赤字和债务水平上的支出绩效有重要影响! 这表明适

当的制度设计可以有助于减少浪费% 消除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众偏好之间

的分歧和缓解财政挥霍的问题!

这种说法依据的基本猜想是制度框架限定了其作的决定! 也就是说% 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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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安排下% 特定的一群人在面对特定问题时% 将作可预料的不同决定! 这就

要求制度有效地制约这些人的选择! 对这种说法最明显的反对就是这些人 &尤其

是决策者' 如果觉得受到了制约% 就会设法摆脱制度的限制% 忽略或者更改规

则! 毕竟制度是人为设立的% 也是不断变化的! 由于不能满意地回应这种反对%

所以对制度权力和承诺的制度改革必须持怀疑态度!

对这种反对的回应有三点! 第一% 公共财政的决策者并不总是有权改变规

则! 有关的制度可能是受宪法或者历史传统约束的% 所以很难更改! 第二% 即便

制度约束了个人的决定% 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想要改变制度! 只有当这些人确信

在多变的环境中他们能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时% 他们才会想要改变制度! 因为人们

集体做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容易产生不稳定和非理性行为% 所以即使规则带

给人约束感% 规则较多的环境也比规则较少的环境更为可取! 第三% 在预算方面

的制度规则有助于协调个人选择! 具体而言% 这些规则对每个参与者保证% 其他

参与者过多的预算要求将不会成功% 从而更容易使得每个参与者都同意减少预算

需求! 同样% 这就意味着取消制度限制未必可取!

然而% 人们不应该把这里概述的理论和证据解释为法律条文的变化是减少寻

租" 防止过度支出和赤字的有效手段! 正是因为改变制度需要非凡的努力% 所以

除非决策者意识到严重的财政问题时% 才会改变制度! 但如果财政调整无论如何

都是决策者想要的话% 我们如何证明制度改变促进了财政调整$

我们可以提出两点!

第一% 因为制度改变对于公众和市场是可见的% 所以起到重要的信号作用!

如果政府通过相关制度改革% 来显示其更加自律的财政政策的决心% 就更容易令

公众和金融市场信服政府的良苦用心!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财政改革和削减

支出的反对% 必要的政策改变就更容易了!

第二% 认识到财政问题可能不是永久性的! 随着其他问题的出现和赤字恢复

到正常水平% 对浪费" 过度支出和赤字等问题的注意就减少了% 超支和超额赤字

的趋势就又出现了! 就这一点% 良好的制度可能是贮存以前困难的集体记忆的重

要机制!

注!!释

!

这与I+5[&':5&=' &DWYF' 的猜想一致%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政府通常比大国的政府更能对

外界压力作出反应!

"

这显然只是一个粗略的表述! 下面的讨论主要是根据3&$::)'和X+V&44='=&DWWW' % 以及

X+V&44='=&E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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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3&$::)'和X+V&44='=&DWWW' 所示% 税收有一个下限% 因为从激励产生的约束使得公

共支出必须足够大% 支出委员会的现任成员才有兴趣保持留任! 也就是说% 防止他们把所有

的公共收入都用来为自身利益拨款% 然后在未来的选举中被选民赶下台!

$

不出所料% 这个结果取决于议会的投票顺序和委员会管辖权的严格划分!

%

对预算编制过程的集权不应混淆于政府权力的地区集中化!

&

注意% 在年度预算编制过程之外确定工资"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

在一些国家% 设置 &工资"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 的相关参数是年度预算过程的一部分! 对

开放性拨款加以限制的另一种方法% 例如在丹麦为社会福利拨款设定现金限额% 如果有关部

门的部长想要超额支出% 就必须在相关的非财政法中作出支出调整和改变 &()' *+%&' 和

*+$9&'% DWWF+'!

'

当非决策盛行时% 政府预算就严重依赖于年度预算编制过程之外的机构% 例如% 公共

部门的工资制定机构" 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制度" 劳动力市场法规! 在这种情况下% 财政纪

律也严重依赖于这些预算编制过程之外的国家机构的质量! 德国统一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劳动力市场立法的薄弱迅速蔓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前东德'

的领土% 使得工会和雇主协会达成了工资协议! 该协议隐含了给予前东德工人的慷慨失业金%

避免了前东德工人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去竞争工作岗位% 但却提高了德国统一的财政成

本 &详情参见()' *+%&'% DWWM'!

(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 预算的合法性是由适当的会计机构检查的! 显然% 如果决策

者不依法办事% 这个预算编制过程的设计就变得无效! 因此% 这个最后阶段是制度设计有效

性的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

这个结论的限定语% 是上文提到的评论% 契约途径的有效性依赖于是否有其他可供选

择的联盟伙伴! 德国政府在过去 ;N 年一直是一个大党和一个小党之间的联盟% 这两个党都没

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因此% 德国契约途径的预算过程适合这种政治环境! EN 世纪 HN

年代后期% 由基督教民主联盟 &1?0' 和社会民主党 &Q3?' 两大政党组成德国政府时% 就

引入了契约途径的要素以确保更高程度的财政纪律!

*

在这方面% 有趣的是美国以前根据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 &>$+22@<92+' *)44='%:

8A5' 减少预算赤字的努力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立法机关的多数党决定忽略法案指定的赤字目

标! 这与我们推测的契约途径不足以应对一党多数派的政治环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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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0)*(.5,-;% P-'&2*('1+ )0E)--% 72*83-+B

M3//2*>2*;% I3*H% 3-% KO*;2- &)- M3;2-BDWWYB(6/2.1)*3/#-(1'1,1')-(3-% 152E,%;21?*).2((B) #-

C*1.&,'&4% C*&*$(,'/"@'(".$% '$0 C*%"&"(-"$ 7'("$ A1*,"&'% 2%BR''.5'*) @,H3(3H, 3-% $'.3*%)

M3,(83--B?3*'(# C6"==2&2/):82-1"2-1*2B

***BDWWWB(6/2.1)*3/#-(1'1,1')-(% "3>'-21G2;)1'31')-(% 3-% E,%;21=20'.'1('- 1526PB) #-

)"-&'/B$-("(+(".$-'$0 )"-&'/3*,%.,1'$&*% 2%BK'8 ?)12*>33-% KO*;2-&)- M3;2-% ENW U;EB

"5'.3;)# P-'&2*('1+ )0"5'.3;) ?*2((B

#-83-% $)>2*1BDWW;B(?*2('%2-1'3/Q23%2*(5': 3-% 152$20)*8 )0@'(.3/?)/'.+# Q23*-'-; 0*)8

$23;3-V($)/2'- 4$!YHB) GE6$<)*H'-; ?3:2*F;WG% G31')-3/E,*23, )06.)-)8'.$2(23*.5%

"38>*'%;2% I!B

#-83-% $)>2*1% 3-% I'.532/!B@'11(BDWWNB(?)/'1'.3/#-(1'1,1')-(3-% @'(.3/?)/'.+# 6&'%2-.20*)8

152PB9BM'(1)*'.3/$2.)*%B)D.+,$'/.%7'8% 2&.$.1"&-% '$0 ?,#'$"@'(".$H# MW UD;DB

K)-2(% I3*H ?B% ?3>/) 93-;,'-211'% 3-% I3*'3-) 4)883('BDWWWB(?)/'1'.(% #-(1'1,1')-(%3-% ?,>/'.

92.1)*9:2-%'-; '- 152!*;2-1'-2?*)&'-.2(B) #- )"-&'/B$-("(+(".$-'$0 )"-&'/3*,%.,1'$&*% 2%B

K382(?)12*>33-% KO*;2- &)- M3;2-% D;G UGNB"5'.3;)#P-'&2*('1+ )0"5'.3;) ?*2((B

R31D2-(12'-% ?212*BDWYFB!1'//!('(*-"$ 5.,/0 6',E*(-# B$0+-(,"'/3./"&4"$ 2+,.F*B#153.3%GN#

")*-2//P-'&2*('1+ ?*2((B

R'2L'21% =B$)%2*'.H% 3-% R*'(1'- 9D3H3/+BDWWHB(")-(1'1,1')-3/Q'8'1()- E)**)L'-;#!- !-3/+('(

)091312E)-%2% #-%2>12%-2((B)D.+,$'/.%7'8% 2&.$.1"&-% '$0 ?,#'$"@'(".$ DE# HE UWMB

R'*.5;S((-2*% 72>53*%% Q3*(?B@2/%% 3-% I3*.2/$B93&')DBDWWWBC"*0",*E(*C*1.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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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72*83-+# M2/>'-; 3-% Q'.512-535-B

R)-1):),/)(%N'3-)(% 3-% $)>2*1) ?2*)11'BDWWWB(7)&2*-82-1@*3;82-131')- 3-% @'(.3/?)/'.+

C,1.)82(# 6&'%2-.20*)8C6"="),-1*'2(B) #- )"-&'/B$-("(+(".$-'$0 )"-&'/3*,%.,1'$&*% 2%B

K382(?)12*>33-% KO*;2- &)- M3;2-% YD UDNEB"5'.3;)# P-'&2*('1+ )0"5'.3;) ?*2((B

Q3) U!*3+3% R3-)H:3-BDWWMB(4526002.1)0E,%;2191*,.1,*2)- @'(.3/?2*0)*83-.2# !91,%+ )0

92/2.12% !('3- "),-1*'2(B) #I@<)*H'-; ?3:2*% #-12*-31')-3/I)-213*+ @,-%%<3(5'-;1)-% ="B

Q'B:53*1% !*2-%BDWYFBC*1.&,'&"*-# 3'((*,$-.%6'G.,"(',"'$ '$0 <.$-*$-+-H.:*,$1*$("$

>8*$(4U?$*<.+$(,"*-BG2LM3&2-% "4# N3/2P-'&2*('1+ ?*2((B

***BDWWFB2/*&(.,'/!4-(*1-'$0 3',(4!4-(*1-# A!(+04.%>8*$(4U!*:*$ C*1.&,'&"*-!"#$ %

!""&BCA0)*%% PR# CA0)*% P-'&2*('1+ ?*2((B

I31(,(3H3% K)5- 7BDWWGB(@'(.3/6002.1()0152W)12*#-'1'31'&2# 6&'%2-.20*)8 152Q3(1;N

N23*(B) D.+,$'/.%3./"("&'/2&.$.14DN;# GYM UHE;B

I'//3*% K)-3153-BDWWMB>=*2%%*&(.%I+0#*(9+/*-.$ )"-&'/3*,%.,1'$&*'$0 6'&,.*&.$.1"&

!(';"/"@'(".$BE3-H )0"3-3%3<)*H'-; ?3:2*WM UDG% E3-H )0"3-3%3% C113L3B

I)/3-%2*% ?2*BENNNB($20)*8'-; E,%;213*+ #-(1'1,1')-(# 9L2%'(5 6A:2*'2-.2(B) #- B$-("(+(".$-%

3./"("&-% '$0 )"-&'/3./"&4% 2%B$)/091*3,.5 3-% KO*;2- &)- M3;2-% DWD UEDFB=)*%*2.51%

G2152*/3-%(# R/,L2*!.3%28'.?,>/'(52*(B

?2*(()-% 4)*(12-% 3-% 7,'%) 43>2//'-'BDWWWB(4529'D23-% 9.):2)07)&2*-82-1# ")8:3*31'&2

?)/'1'.(L'15 $31')-3/?)/'1'.'3-(B)2+,.F*'$ 2&.$.1"&9*:"*8F;# HWW UM;GB

***BENNFB(?)/'1'.3/6.)-)8'.(3-% ?,>/'.@'-3-.2B) #- J'$0;..E.%3+;/"&)"$'$&*%2%B!/3-

!,2*>3.5 3-% I3*1'- @2/%(12'-B!8(12*%38# G)*15 UM)//3-%B

?2*(()-% 4)*(12-% 7X*3*% $)/3-%% 3-% 7,'%) 43>2//'-'BDWWMB(92:3*31')- )0?)L2*(3-% ?)/'1'.3/

!..),-13>'/'1+B) K+',(*,/4D.+,$'/.%2&.$.1"&-DDE# DDH; UENEB

***BENNNB(")8:3*31'&2?)/'1'.(3-% ?,>/'.@'-3-.2B)D.+,$'/.%3./"("&'/2&.$.14DNY# DDED UHDB

?2*(()-% 4)*(12-%7,'%) 43>2//'-'% 3-% @*3-.2(.) 4*2>>'BENN;B(6/2.1)*3/$,/2(3-% ")**,:1')-B)

D.+,$'/.%(=*2+,.F*'$ 2&.$.1"&A--.&"'(".$ D# WGY UYWB

?)882*25-2%<2*-2*BDWMYB(#-(1'1,1')-3/!::*)3.52(1) ?,>/'.6A:2-%'1,*2# 68:'*'.3/6&'%2-.2

0*)89L'((I,-'.':3/'1'2(B) D.+,$'/.%3+;/"&2&.$.1"&-W# EGG UYNB

***BDWWNB(45268:'*'.3/$2/2&3-.2)0")8:3*31'&2#-(1'1,1')-3/!-3/+('(B)2+,.F*'$ 2&.$.1"&

9*:"*8;F# FGY UHWB

?)12*>3% K382(BDWWFB(91312$2(:)-(2(1) @'(.3/"*'(2(# 4526002.1()0E,%;213*+ #-(1'1,1')-(3-%

?)/'1'.(B) D.+,$'/.%3./"("&'/2&.$.14DNE# MWW UYEDB

$),>'-'% G),*'2/% 3-% K200*2+ =B93.5(BDWYWB(?)/'1'.3/3-% 6.)-)8'.=212*8'-3-1()0E,%;21

=20'.'1('- 152#-%,(1*'3/=28).*3.'2(B) 2+,.F*'$ 2&.$.1"&9*:"*8;;# WN; U;YB

923>*';51% ?3,/BDWWHB ( !..),-13>'/'1+ 3-% =2.2-1*3/'D31')- '- 7)&2*-82-1# !- #-.)8:/212

")-1*3.1(I)%2/B) 2+,.F*'$ 2&.$.1"&9*:"*8FN# HD UYWB

912'-% 6*-2(1)% !/2B3-%*) 7*'(3-1'% 3-% 6*-2(1) 43/&'BDWWWB(#-(1'1,1')-3/!**3-;282-1(3-% @'(.3/

?2*0)*83-.2# 452Q31'- !82*'.3- 6A:2*'2-.2B) #- )"-&'/B$-("(+(".$-'$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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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K382(?)12*>33-% KO*;2- &)- M3;2-% DN; U;FB"5'.3;)#P-'&2*('1+ )0"5'.3;) ?*2((B

91'2-/21% 72)*;2(BENNNB (#-(1'1,1')-3/$20)*8(3-% E2/;'3- @'(.3/?)/'.'2('- 152WN(B) #-

B$-("(+(".$-% 3./"("&-% '$0 )"-&'/3./"&4% 2%(B$)/091*3,.5 3-% KO*;2- &)- M3;2-% EDG U;FB

=)*%*2.51% G2152*/3-%(# R/,L2*!.3%28'.?,>/'(52*(B

91*3,.5% $)/0$BDWWYB(E,%;21?*).2((2(3-% @'(.3/='(.':/'-2# 6&'%2-.20*)8152PB9B91312(B)

U6#<)*H'-; ?3:2*% U2-1*,80O*6,*):S'(.52#-12;*31')-(0)*(.5,-;% P-'&2*('1+ )0E)--% 72*83-+B

91*3,.5% $)/0$B% 3-% KO*;2- &)- M3;2-BDWWWB(4,8>/'-; 7'3-1#72*83-+V(6A:2*'2-.2L'15 152

I33(1*'.51"*'12*'3B) #- ),.126! (. 26L% 2%B=3&'% ")>5383-% 72)*;2U'(BQ)-%)-#I3.8'//3-B

433;2:2*3% $2'-% 3-% I31152L 9)>2*; 95,;3*1B DWYWB !*'(-'$0 M.(*-# >=*2%%*&(-'$0

C*(*,1"$'$(-.%2/*&(.,'/!4-(*1-BG2LM3&2-% "4# N3/2P-'&2*('1+ ?*2((B

***BDWW;B(?*2%'.1'-; 152G,8>2*)0?3*1'2(# !T,3-1'131'&2I)%2/)0=,&2*;2*V(I2.53-'.3/

6002.1B) A1*,"&'$ 3./"("&'/!&"*$&*9*:"*8YM &E'# FGG UHFB

43>2//'-'% 7,'%)BENNNB(")-(1'1,1')-3/=212*8'-3-1()07)&2*-82-19:2-%'-;B)<)*H'-; ?3:2*%

#--).2-D) 73(:3*'-'#-(1'1,120)*6.)-)8'.$2(23*.5% E)..)-'P-'&2*('1+% I'/3-% #13/+B

W2/3(.)%!-%*2(BDWWWB(=2>1(3-% =20'.'1(L'15 @*3;82-12% @'(.3/?)/'.+83H'-;B) #- )"-&'/

B$-("(+(".$-'$0 )"-&'/3*,%.,1'$&*% 2%BK382(?)12*>33-% KO*;2- &)- M3;2-% ;M UGYB"5'.3;)#

P-'&2*('1+ )0"5'.3;) ?*2((B

&)- M3;2-% KO*;2-BDWWDB(!G)12)- 15268:'*'.3/6002.1'&2-2(()0@)*83/@'(.3/$2(1*3'-1(B)

D.+,$'/.%3+;/"&2&.$.1"&-FF# DWW UEDNB

***BDWWEB (E,%;21'-; ?*).2%,*2(3-% @'(.3/?2*0)*83-.2'- 1526,*):23- ")88,-'1'2(B)

6,*):23- ")88'((')- 6.)-)8'.?3:2*WH% 6,*):23- ")88'((')-% Q,A28>),*;B

***BDWWMB(4526.)-)8'.()0R'-(5':B) B$ H."$# H/.;'/% 2%B?3%83=2(3'% DM; UENYBE)(1)-#

I#4?*2((B

***BDWWYB(6,*):23- 6A:2*'2-.2L'15 @'(.3/#-'1'31'&2(# @'(.3/#-(1'1,1')-(%I33(1*'.517,'%2/'-2(%

3-% 6IPB) #- )"-&'/>',#*(-'$0 2&.$.1"&H,.8(=% 2%B45)83(KB"),*.52-23-% 45)83(

!B<'/()-% ;;D UGNBR'-;(1)-% CG# K)5- =2,1(.5 #-(1'1,12% T,22-V(P-'&2*('1+B

&)- M3;2-% KO*;2-% 3-% E3**+ 6'.52-;*22-BDWWHB(@2%2*3/'(8% @'(.3/$2(1*3'-1(% 3-% 6,*):23-

I)-213*+ P-')-B) A1*,"&'$ 2&.$.1"&9*:"*8YH &I3+'# D;F U;YB

&)- M3;2-% KO*;2-% 3-% #3- M3*%2-BDWWF3B (E,%;21?*).2((2(3-% ")88'182-11) @'(.3/

='(.':/'-2B) 2+,.F*'$ 2&.$.1"&9*:"*8;W# MMD UMWB

***BDWWF>B(G31')-3/E,%;21?*).2((2(3-% @'(.3/?2*0)*83-.2B)2+,.F*'$ 2&.$.14% 9*F.,(-'$0

!(+0"*-;# ;DG UFDYB

***BDWWHB(E,%;21?*).2((2(3-% ")88'182-11) @'(.3/='(.':/'-2B) #I@<)*H'-; ?3:2*%

#-12*-31')-3/I)-213*+ @,-%%<3(5'-;1)-% ="B

<23&2*% $BR2-1BDWYHB(452?)/'1'.()0E/382!&)'%3-.2B)D.+,$'/.%3+;/"&3./"&4H# ;MD UW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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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绩效预算改革! 进展" 问题与启示

0/112+3!,4)+35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尝试建立结果导向 &或基于绩效'

的预算方法! 这种在预算过程强调结果或者绩效的做法反映了一种新的观念即#

公共部门的责任应该集中在如何用好财政资金而不是如何控制支出 &R:V)$'&和

>+&V4&$% DWWE'!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结果型或绩效型预算改革引入了新规

则和规范% &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激励' 使得政客和官员更加关注产出和结果而不

是关注投入和过程!

!因此在这一点上有了两个问题# 将绩效为导向的观念引入

预算过程中的改革成效如何 &使得政客和官员能够为结果负责'$ 改革者应该专

注于做什么才能提高这种成效$

本章将探讨世界范围内各国预算改革的经验! 首先% 本章将介绍一些国家政

府 &渐进或者激进' 进行这种以绩效为中心的财政预算改革的例子% 以及为这

种类型的财政预算制度建立起来后的新问责制度提供一些简单的解释! 而后% 作

者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了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 (最好的实践) 的南非政府所

进行的这种改革! 南非卫生部的财政预算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背景下这类改革的

典型代表! 从其预算的结构% 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从纯粹的分项预算% 到中期计划

方案预算% 再到最终引入绩效预算的变化过程! 这个过程同样可以反映出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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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预算的发展历程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这个例子以及其他情况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过去的改革中% 政府离真

正的绩效问责制度到底还有多远 &或者说% 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将结果导向理念引

入了预算过程之中'$ 根据一些国家% 例如南非 &反映于 ENN; 年以前的预算文

件' 的具体情况来看% 答案还远不乐观% 原因有 ; 个#

"

第一" 即使现在的绩效目标正在得到引入" 它们仍然没有进入真正

的预算之中 #如在南非$ 马来西亚$ 新加坡以及在美国的大多数州%& 这就

削弱了它们的合法性" 固化了政府部门之间普遍存在 '专业化( 和 '独立

化( 倾向" 从而导致规划专家$ 发展专家$ 绩效评估专家$ 会计专家和预算

编制专家之间各自为政$ 绝不超出其职权范围进行交流&

"

第二" 在南非的例子中" 绩效信息存在着一些在不同地方研究文献

中提到的弱点" 例如" 投入和产出相混淆$ 结果不被考虑等等& 目标被技术

官僚化而缺乏现实价值& 目标不明确" 导致衡量的标准也很模糊& 不将投入

和一些活动结合起来" 不解决为什么某些情况下" 劣质服务反而能够实现预

期目标的问题" 很难让人清楚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这样的绩效信息没有创造

结果导向底线" 从而导致政客和官员没有理由和动力去实现目标&

"

第三"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缺乏预算本身的责任关系设计&

甚至" 即使制定了具体$ 清晰的目标" 像南非这类进行改革的国家也很难指

出谁应该为这些目标负责" 谁应该督促这些目标实现" 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监

督& 人们很少去思考如何制度化预算目标中的政治和管理责任& 在以结果导

向的机制所创造出的人事体系的责任关系制度中 #例如总统根据绩效合约任

命%" 管理责任往往和预算过程中结果导向因素相分离&

本章的最后部分为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些启示! 这些启示在南非等一些国家已

经取得的显著进步的基础上提出% 旨在解决一些现实中仍然能够发现的问题! 我

们将集中讨论一份在项目层次上能够把财政分配和绩效目标联系起来的预算结

构% 这些绩效目标是清晰定义且可衡量的! 我们同时要在同一份预算中确认出来

那些要为投入负责的人 &官员' 和对结果负责的人 &政客'! 可以认为这种方法

是一种进步% 它超越了现有政府固化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的当前改革进程

&这种方法拥有一系列有意义的" 能够被评估和执行的底线'!

引!!言

以结果为导向或者基于绩效的预算已经逐步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

#&""" 财政管理

公共部门改革所采用的重要形式! 正在进行这种改革的国家有# 澳大利亚" 马来

西亚"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R/1?' 国家 &Q6+'9% DWWY'% 英联邦国家 &I+<4%

DWWM' 以及新加坡 &")'&:% DWWY'! 这个改革旨在改革公共预算系统% 使之从以

投入" 产出为导向转变为以产出和结果为导向% 并把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引

入公共组织! 通过改变预算的规则% 即影响预算的过程和预算的角色来实现这一

目标! (在预算中使用绩效衡量的办法意味着政府要改变其运作" 人事" 结构"

甚至文化) &_+'%% ENNN% DD;'! 这个改革意味着要改变包括预算编制" 预算过

程权力分配% 以及预算对分配预算的人和得到钱的人的影响! 通过这种影响% 改

革促使官员关注结果和绩效% 使他们具有结果导向的新型问责关系和动力!

822)':&ENNE' 主张# (结果导向的问责观点非常强有力和有说服性! 一国政府

如果仅仅只是追踪流经其体系的资金却几乎不提及这些资源所转化成的服务的

话% 我们又怎么能说这个政府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呢$)

这种新的问责关系在绩效预算中固化了政客和官员的绩效和预算分配之间的

联系% 就像在图 EBD 中所显示的那样 &Q6+6% ENNN'!

图 EBD!联系计划项目和产出" 结果的结果链

在图 EBD 中% 以结果为导向或者基于绩效的预算使得政府关注结果链中的右

侧! 对于结果的关心要求政客考虑政府在花费公众的钱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

果和影响! 一个结果导向的政治体制包含了特定政策目的或目标的定义% 这种定

义往往被当作结果! 例如% 一个和教育提供相关的结果可以是学生毕业考试通过

率的提高 &伴随的影响是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预算则被用作在结

果目标基础上分配资金的工具! 有了这个工具% 政客和官员将会根据绩效目标来

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作出怎样的投入及项目实施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制定什

么样项目层次的绩效目标 &与实际生产相关' 才最有可能完成这些成就! 这些

绩效目标通过各种产出表达出来% 从而最终促进预算最后阶段结果的衡量和评

估! 产出可以与老师上课的次数及其他生产领域的产量相关联! 在预算的最后阶

段% 部门主管可以为他们是否达到预期产出而负责!

通过引入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 绩效预算通过明确或者隐含的绩效合同

或协议把流入政府的钱和政府的活动结果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绩效合同或协议表

明了民众对于政客能够期待的福利 &通过具体的计划表示出来的结果目标'" 政

府将如何实现目标 &计划" 项目和政府计划开展的活动'" 会花多少钱 &投入'"

政府机构会利用他们的钱提供什么服务 &产出目标'! 这些信息被写入预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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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中是新型问责关系的基础! 预算文件直接影响预算专家面临的激励% 特别是

使议员" 政府官员" 计划和项目主管们更加以结果和绩效为中心!

绩效预算将影响分配行为% 使得新分配方式基于结果! 产出和结果导向的客

观数据可以促进立法和行政层面上的计划和决策过程% 并增强资金分配决策的问

责 &C$))2和-A><=$&% DWWG+ -+$5='% DWWM'! 公民社会可以观察到其向结果导向

发展的进程如何% 谁应该对过程中的失败负责 &无论原因是因为产出停滞还是因

为计划失误'! 人们也可以看到官员是如何处理不同的绩效结果的 &是否对其进

行了奖惩% 是否对绩效改进追加工资'! 总而言之% 以绩效预算制度引入了 (契

约责任) 这一概念% 从而把政客和具体的产出结果" 使用的拨款以及这些拨款的

产出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方式使得行政和立法决策者有结果导向的责任意识! 这

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政治问责要求政治领袖们#

&D' 设定结果目标!

&E' 将分配和这些目标联系起来 &确保那些投资的计划和项目有合理的产

出和回报'!

&;' 有足够的信息实现产出目标!

&F' 有足够的激励实现产出目标!

&G' 要为他们所花费的钱的数量和实现的结果负责 &他们的管理带来了多

少产出和实现了怎样的结果'!

绩效预算意味着影响官员如何看待他们在决策中的角色 &以及他们如何管

理'! 总的来说% 绩效预算在监督他们的资金方面给了官员们很强的灵活性% 同

时使他们对计划结果负责并且得到实现既定结果可能的承诺回报和惩罚! 正式的

回报方法包括# 增加支出权力" 增强契约权力" 减少预算监督" 获取收入或者给

主要成员发奖金等! 潜在的奖惩延伸到潜在的公民社会对优劣官员的评价的反

应% 官员的绩效处于社会大众的监督之下! 这些奖惩旨在使官员和他们的绩效挂

钩% 促使他们改变管理方式" 采用新的提供服务的方法% 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和效

率! 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问责制度要求官员们#

&D' 设定目标 &产出和效率'!

&E' 明白自己的收入和目标完成相联系!

&;' 为他们所花费的钱的数量以及目标绩效负责!

发!!展

就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 在过去十几年里% 新的问责制度所具有的潜力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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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众多国家尝试采用结果或者绩效预算! 南非在这种预算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型! 该国突出强调 (支出*产出计划) &通过 DWWW 年 /财

政管理法0 之类的立法确定' 提供 (支出价值及政府目标实现的评估基础) &南

非财政部% ENNE% E'!

#从预算文件的结构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责任关系的变化

来看% 变化非常明显! 预算结构经历了从传统分项预算到反映出计划" 子计划和

绩效目标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 &到 ENN; 年进行评估已超过 G 年'% 南

非财政部采取了类似于新加坡的增量改革模式 &")'&:% DWWY+ QA6=AK% DWWY'!

起点! 传统的分项预算模式

就像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 南非政府采用传统的分项预算结构

来反映所需花费的资金! 表 EBD 的例子显示了南非卫生部 ENND cENNE 年度的

拨款!

表 !"# 南非卫生部分项预算 !$$# %!$$! 年度主要拨款 单位# 千兰特

支出项目 拨款经费

人事 DGENNN

行政 MYENM

存货 DNNEN;

设备 DY;WG

土地和房屋 DHENN

专业和特殊服务 HWHEY

转移支付 HDMHM;H

总支出 HHDD;HW

!!资料来源# 改编自南非财政部 ENNE 年数据!

分项预算固化了公共部门以过程控制为导向的问责制度! 它使得行政官员注

意力集中在政府资金的流向 &如设备购置' 以及支出的过程! 这种强调控制的

预算方式产生于 EN 世纪初% 和当时的官僚政府理论相联系% 同时也是对于政府

财政违规的一种解决方式! -=K&:&44&DWWG% DHG' 做了如下解释#

'传统的预算强调对资金使用的控制& 这种预算方式在结构上并不利于

资源配置决策& 这种强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一段时间的公共预算

的作用纯粹是为了防止公款挪用& 现代政府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 但是大多

数国家的预算仍然以之为导向&(

正如-=K&:&44所说% 虽然分项预算方式有利于资金的控制% 但是它同时也阻

碍了以结果为中心的问责制度的发展! 在后者中% 通常涉及如下相关问题#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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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配收入$ 政府介入的目的是什么$ 政府是否正在实现其目标或者至少接近

目标$ 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花费了多少% 是否超过了所需支出$ 谁来对支出行为

和结果负责$ 这些问题不断提醒公共部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问责制度! 前三个问

题与公共资金如何转化成相关服务相关% 而传统的分项预算制度却未能解决这一

问题! 因为人们不知道政府究竟花了多少钱用于防止和治疗艾滋病 &一项重要的

国家政策' 或者开发了什么样的新设施来改进医疗服务! 第四个问题与支出效率

相关! 在这个方面% 分项预算方式无法评估资金利用情况! 第五个问题与基本问

责制度框架中的 (谁) 相关# 谁对卫生部的支出负责$ 分项预算还是没有提供

促进有效问责的信息!

计划方案预算! 一种进步

公认超越传统的分项预算的第一步是确定支出人和支出对象! 美国一些州的

项目预算改革中反映了这种变化% 在 EN 世纪 WN 年代的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新

加坡等国也同样出现了提及支出部门和计划项目的预算! 项目预算的核心始终是

确认计划方案和支出目标% 而预算则作为一项政策声明% 代表了复杂的政府机构

中很多相互独立部门有直接目的性的组合性活动! 通过预算% 人们可以了解谁在

支出公共资源 &获得资金的部门或机构'% 这些资源究竟支出在何处 &获得资源

分配的计划方案'!

在 EN 世纪 WN 年代后期% 随着中期支出框架 &-X/.' 改革的引入% 南非政

府开始重构其预算模式从而披露获得部门资金分配的计划项目! 表 EBE 就是这种

中期报告的一个例子!

表 !"! !$$# %!$$! 年度南非卫生部预算! 各计划估计所需资金 单位# 千兰特

计划L子计划
ENND cENNE 年

订正后拨款

ENNE cENN; 年

估计拨款

ENN; cENNF 年

估计拨款

行政管理 * * *

政策分析 * * *

战略性医疗 &'()*!+ &,,+-+( &###)'!-

地区医疗系统

!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 * *

!医疗监督和评估

!医学研究委员会 DEMEED DFGFWY DGEEMN

!医疗系统信托 ENNN ENNN ENNN

!南非医学研究所 EYM EYM E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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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计划L子计划
ENND cENNE 年

订正后拨款

ENNE cENN; 年

估计拨款

ENN; cENNF 年

估计拨款

母婴及妇女保健

!小学营养 GYEFDD GYEFDD GYEFDD

!扶贫 DNNNN DENNN DGNNN

!南非疫苗生产 FNGE * *

!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DNN ;DN ;GN

医药监管事务

!医药控制委员会 * * *

心理健康和精神药物滥用

!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DNNN D;MM DFDN

艾滋病和肺结核

!南非肺结核协会 EG * *

!艾滋病协会 &d>R:' DEDWN GNGNN F;EGN

!政府艾滋病行动计划 &>883' &d>R:' EE;GM * *

!南非国家艾滋病委员会 DNNNN DNNNN DGNNN

!艾滋病专项拨款 GFDWY DGMENW EHHGMH

!爱生命组织 EGNN EGNN EGNN

!肺结核***对d>R的资助 * EGNN EHNN

!南非艾滋病疫苗行动 * GNNN GNNN

医疗计划

!医疗计划委员会 EGYG EHM; EHM;

医疗服务提供 ()-$(!' (-$')#' +$#,#((

疾病预防和控制

!盲人委员会 ;GN FNN FNN

!国家医疗试验服务 EHN ;WF FNM

!医疗法规 DNNNN ;GNNN GENNN

医院服务

!医院修缮 GNNNNN GENNNN GF;FNN

!医院建设***德班医学院 DN;YNN * *

!医院建设***乌姆塔塔医院 * * *

!医院建设***比勒陀利亚医学院 GNNNN MNNNN WNNNN

!国家第三产业服务 ;FGWGWF ;HHHYFE ;YWEYFW

!医疗专业人员培训与发展 DE;FNWN DEMWEFY DEWWFMG

!改善医院管理拨款 * DEFNNN D;NNNN

非人类医疗服务

!赔偿专员 DDF;F DDF;F DDF;F

!环境卫生组织 &d>R:' * * *

!医疗促进组织 &d>R:' DNNN DNNN DNNN

总计 +!!),(* +-$($') -#)!,'!

!!资料来源# 改编自南非财政部 ENNE 年数据 & (*) 表示数据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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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BE 中的预算可看作分项预算的改进% 因为其中详细地显示了政府在

&中期阶段内' 如何花钱! 在南非卫生部的例子中% 主要有三个大的计划项目#

行政管理" 战略性医疗和健康服务提供! 在这些大计划项目中% 又有许多子计

划! 战略性医疗有六个子计划 &或者说是计划和活动范围' 是政府花钱来预防

和治疗艾滋病的! 这些子计划包括# 艾滋病协会 &d>R'" 政府艾滋病行动计

划 &d>R'" 南非国家艾滋委员会" 艾滋病专项拨款" 爱生命组织和南非艾滋

病疫苗行动等组织! 在这个预算结构中% 艾滋预防" 医治方面的投入作为整个

预算的一部分 &从而评测该政策领域的重要性' 占总预算 GO的比例! 这个比

例在分项预算中无法计算% 这显著增强了预算的问责! 在医疗服务提供项目

中% 三个更具体的计划可以被确认出来# 疾病预防和控制" 医院服务和非人类

医疗服务! 在每一个子计划中具体的活动可以使得人们更好地了解政府部门正在

如何使用分配得到的资金% 比如该部门正在全力建设德班和比勒陀利亚地区的

医院!

这种预算方式显示了公共部门在促进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 &促进大量公

共部门改革的目标' 上的巨大进步! 这显示了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其正在做的事

情% 而不是投入的资金来概念化其运作 &就像分项预算所反映的那样'! 这种概

念化构成了将拨款与计划" 项目和活动的绩效联系在一起的基础! 例如% 这种预

算可以清楚显示% 在 ENND cENNE 年度% GNNN 万兰特 &$+'9% 南非货币单位' 被

分配到了比勒陀利亚医学院的建设中! 这就能够回应政客和民众的质问# (那一

年用这些钱都在建筑工地做了些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预算就有了以

绩效为中心的责任契约的要素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体系的萌芽% 而非传统的过

程控制和资金投入管理 &在传统的分项预算中即是如此'!

更加关注结果和绩效! 又一个进步

通过学习澳大利亚等国家并追随世界上广泛的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责任制

的改革趋势% 南非财政部最近在其国家支出预算中添加了第三张表! 该表中显示

了每个项目领域内的关键产出" 指标和目标! 在 ENND cENNE 年度% 各个支出部

门被要求必须确认 (主要产出领域的服务提供目标) &南非财政部% ENNE% D'!

这成为实现 /公共财政管理法案0 &DWWW% D' 的重要一步! 这个法案要求主要

政府支出项目的可衡量目标都必须提交议会审议 &南非财政部% ENNE% ;Y'! 这

些绩效衡量方法将在 ENN; 年的预算中正式化% 在 ENND cENNE 年度则作为国家财

政支出预算的一个独立存在部分以显示改革的进程! 表 EB; 列举了这些和战略性

医疗相关的产出" 指标和目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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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南非战略性医疗支出的重要产出" 指标及目标

子计划 产出 产出衡量L指标 目标

地区医疗系统

!

改进民众在获得主要医疗

服务方面的公平度

提供全套必要服务的主要

医疗设施的比例

ENN; cENNF 年度全面实施

!

全功能诊所以及社区医疗

中心

通水" 通电和通路的% 现

有及新建的设施数量

ENN; cENNF 年度能提供服务

的所有设施

在服务协议规定下的由地

方政府提供的主要医疗

服务

与省政府签订了服务协议

的% 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

的市区数量

在 ENNE 年 W 月以前签订服务

协议

!

医疗监督与评估

!

地区医疗信息系统的全面

实施

实施该医疗信息系统的地

区比例

ENNF cENNG 年 之 前 达 到

!DNNO

母亲" 儿童及妇女 扩大免疫的覆盖范围 本地居民中患麻疹的人数 在本地居民中消灭麻疹

医疗卫生

!

D 岁儿童中免疫人群的覆

盖范围

到 ENNF 年覆盖 WNO的 D 岁

儿童 &每个省最低 YNO'

学校的定期疫苗注射

!

ENNF 年 以 前 覆 盖 率 达

到 WNO

改善儿童健康

!

在省区实施 (全国儿童

行动计划) 及 (儿童疾

病防治统一管理政策)

在全部 W 个省区推广施行

!

H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和

发育迟缓% 与年龄不相宜

的体重偏轻症状

!

到 ENNF 年% 将营养不良儿

童比例从 EBHO减少至 DO%

发育迟缓儿童从 E;O减少至

DGO% 体重过轻的儿童由

WO减少至 GO

改善青少年健康

!

出版并发行青少年健康

准则

在全部省份施行该准则

!

青少年早孕比例 减少青少年早孕

青少年药物滥用 减少药物滥用

改善妇女健康并降低产妇

死亡率

!

实行 (全国防治并检测

宫颈癌和乳腺癌) 项目

的地区数量

ENNF 年以前在所有地区实行

该项目

!

实行孕前诊所检查协议的

诊所数量

ENNF 年前所有医疗机构都必

须实行孕前诊所检查协议

实行跨部门解决贫困和营

养不良计划的地区数量

全部地区都采取跨部门行动

!

立法保证食品安全 ENNE 年前制定相关法律

艾滋和肺结核

!

改进防治艾滋病的手段

!

艾滋病发生率

!

减少 EN 岁以下人群感染者

数量% 降低艾滋病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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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子计划 产出 产出衡量L指标 目标

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有效地

治理性传播艾滋病的病例

ENND 年以前有效治理 GNO

的病例

发放避孕套

!

ENNF cENNG 年前每年发放

FBME 亿只避孕套

为感染者和受影响人群提

供可负担的配套医疗服务

在全国推行配套医疗服务

!

艾滋和肺结核

!

推广肺结核项目

!

治愈率

!

在新发涂片呈阳性病例中治

愈率达到 YGO

涂片转化率 & 痰检由阳

转阴'

ENN; 年 DE 月以前使新病例

的涂片转化率至少达到 YGO

推广短期直接观察治疗法 所有地区普及短期治疗

降低多重抗药性结核病的

比率

!

将所有情况下的多重抗药性

结核病的比率降低至 DO

以下

制药政策和计划

!

必需药品名录及医疗服务

运输标准执行准则

针对基本医疗服务完成必

需药品名录

ENNE 年 DE 月以前

!!资料来源# 改编自d+5=)'+4X$&+:<$]% ENNE!

一些国家的政府 &包括马来西亚和美国许多州' 正处在表 EB; 所示的进程

中% 即尝试着引入一些可以衡量的目标! 这些目标可以用作使得管理和政治行为

专注于那些已经确认结果计划" 子计划和活动的结果上! 在这些例子中 &如表

EBE 所示'% 很明显需要官员不仅要考虑那些得到财政资金的项目% 而且他们需

要对这些计划所应该达到的效果有清晰的概念!

在确认产出" 产出衡量办法" 指标和目标等所有和南非财政部称为 (子计

划) 的相关的内容时% 官员们需要提供有利于结果导向问责的信息! 例如% 作为

预防艾滋病行动的一部分% 政府已经把发放避孕套的数目作为一个衡量其绩效的

重要指标! ENNF cENNG 年度政府向公民提供了大约 FBME 亿个避孕套! 当这种承

诺可以得到评估和执行的时候% 这就成了公共部门发展以绩效为核心的激励和问

责机制的有效助力! 表 EB; 提供的详细预算数据则有利于改革进一步朝以结果和

绩效为导向的问责制度发展! 比较表 EBD &即在传统的分项预算' 和表 EB; 所提

供的具体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进步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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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都发现他们的改革是沿着一条从传统的分项预算到计划方案预

算% 再到包含绩效信息的预算的道路发展的! 南非预算改革进程% 就像预算文件

&例如对国家支出的估计' 中的变化 &或增加' 已经发展到了将三类预算在各地

同时报告的程度***分项明细支出类型" 计划方案类型以及绩效类型 &南非财政

部% ENNE'! 这一阶段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美国许多州% 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现在的

情况% 即传统的和新的预算方式同时存在 &R338>8% DWWM+ e+(=&$% DWWY'! 然

而在现在的情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了这种混合预算制度的潜

力% 阻碍了真正的绩效问责制度潜能的完全发挥!

在南非和其他类似背景国家的改革中% 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D' 预算没有在绩效和资金分配之间建立清晰的联系% 这就限制了预算中

结果导向问责制度的形成!

&E' 绩效衡量标准存在重大问题% 它不能奠定一个可以有效确认" 衡量以

及管理结果的基础!

&;' 预算尚不能明确谁应该为绩效和资源使用负责% 导致很难找到责任人!

问责制度的基础是什么# 财政资金和结果之间的联系

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的核心是假设# 官员知道资金和目标相联系% 政客

有足够的信息去推行这些目标同时也有实际的激励达到这些目标 &并且对相关结

果负责'! 如果预算不能够把资金和结果有效地联系起来% 这三个重要的要求就

无法满足! 这种情况出现在南非以及其他很多采用绩效预算体系的国家! 如果预

算的绩效部分和预算的资金部分分离% 政府的政客和官员都不会清楚需要把结果

和分配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南非% 分配金额在表 EBD 的分项预算中显示了出来%

每个项目所花钱的大概估计值显示在了表 EBE 中% 在显示产出" 指标" 目标的表

EB; 中却没有了这个估计值'! 可是事实上在转移支付和拨款汇总表中所确认的

项目和在主要产出" 指标和目标表中所确认的项目不一致% 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

重% 因为这限制了绩效目标和资金分配联系的能力! 南非卫生部的预算包括以下

例子#

&D' 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是一个在预算资金登记表中登记的项目% 然而在主

要产出" 指标和目标表中却没有登记!

&E' 地方医疗系统没有得到资金分配% 但是具体产出却确认了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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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政策和规划作为一个子计划在主要投入" 指标和目标表中登记%

但是在显示资金分配的表中却没有显示!

真实财政分配和所谓绩效预算的绩效目标之间不佳的联系同样明显地存在于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有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预算文件% 但是主要的拨款文件

却只提及有限的绩效资料% 独立的 /计划方案和绩效预算评估手册0 则用作联

邦政府各个部门" 法定机构的项目和活动的参考依据! (议会是这个手册的主要

使用者! 这个报告收集" 提供了各个从联邦政府得到运行资金的部门和法定机构

所进行的主要项目和活动的信息及解释! 联邦政府每年 DN 月提交议会预算报告%

该手册是预算报告的一个支持性文件!) &马来西亚财政部% ENNE% D'!

把资金和绩效衡量指标分离使结果变得那么不重要% 因为它使得官员仍然认

为绩效指标只不过是一个附加指标% 而非预算的核心! 官员和政客将继续关注财

政分配的控制% 而非绩效% 特别是当他们的内部财务会计系统是基于分项预算而

不是绩效预算的时候! 但是这种情况往往又很常见! 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另一种原

因是# 内外部的审计和放款代理人仍然在关注支出控制% 而不关心绩效! 把钱如

何花好和如何花钱本身这两个问题的分离% 也使得发展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

缺少必要的管理激励而无法形成! 预算没有显示个体产出实际所花的钱% 从而很

难要求政客和官僚对他们的工作负责% 也就限制了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实现结果

的激励! 在艾滋病和肺结核计划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该例中% 资金被分配给

了概算汇总表中的各个计划% 在主要投入" 指标和目标表中具体的目标得到了体

现% 但是个体计划 &及责任机构' 和目标的联系并没有被提到!

引入与现实资金分配相分离的结果信息的最终后果是导致政府部门间专业化

和独立化倾向的普遍固化! 规划专家" 发展专家" 有绩效观念的评估专家在做一

件事% 而会计和预算专家却在做另外一件事% 这些人从不跨越自己的领域相互交

流! 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将限制地方政府规划专家在规划和预算改革中的作用

&8'9$&7:% ENNE'% 同时也限制了发展专家在非洲中期支出框架改革中的作用!

%

如果绩效目标没有同政府预算文件和预算过程中的资金分配相联系% 负责资金分

配的人员将无心与负责绩效管理事务的人员结合!

问责制度的基础是什么# 确认结果时存在问题

南非即使有了可以用在真实项目中的绩效衡量指标% 得到的结果是否能够激

励政府实行结果导向的问责制度仍然存在问题! _+'%&ENNN% DNW' 指出# (绩

效的衡量是建立在清晰" 持续的组织目标之上!) 他的这个评价得到了广泛认同!

人们普遍认为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需要确认出相关的" 清晰的" 可以被衡量

的结果! 在很多案例中 &包括南非'% 所得出的结果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最终



!!!!!!!!!!!!!!!!!!!!!!!!!!!!!

$&""" 财政管理

结果没有得到考虑% 产出和投入被混淆% 目标缺乏现实价值且不具体% 与实现目

标所需的活动和项目相分离!

首先% 从表 EB; 中我们无法得出结果! 如图 EBD 所示 &从计划L项目到产出

再到结果的结果链'! 结果是出现在政治宣言中可以反映政治目标的政策目标!

这些目标和建立以结果导向的政治问责制度密切相关 &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获

得选民支持的竞选宣言有关'! 如果这些内容没有出现在预算中% 那么政客们无

论是议会中的执行官员 &例如南非卫生部的部长' 还是总统内阁成员% 都无法

追究其责任!

其次% 从表 EB; 中我们发现表中的产出的确认存在很多问题! 虽然可以理解

产出这个定义本身就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表中所确认的很多产出实际上是生产过

程中的投入! 这些产出看起来好像是得到了技术性的确认% 与制度的实施或者和

指导原则的发展有关! 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官僚程序的产出% 但是在更加广阔的服

务环境中却没有这种含义 &在这种环境中这些产出其实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

这些目标不仅没有得到正确地定义% 而且和现实社会毫不相关% 最终没有使得这

种环境下的官员专注于外部的服务产出和绩效! 这些有问题的目标包括如下

内容#

"

在医疗监督和评估子计划中" 产出被确认成了 '地区医疗信息系统

的全面采用(& 这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而不是产出更有关联性& 该系统实施

的产出应包括对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的提高和信息渠

道的改进"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系统采用&

"

在母亲$ 儿童和妇女医疗子计划中" 产出的衡量标准以及指标被确

定为 '青少年健康手册的出版和发行(& 这仍然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 而不

是产出& 这些衡量标准没有抓住解决青少年健康问题的本质& 因此不能指望

通过强化问责来实现改善青少年健康状况的目标&

"

在母亲$ 儿童和妇女医疗子计划中" '改善妇女健康状况降低母婴死

亡率( 这一产出和四个指标联系! '实施全国乳腺癌和宫颈癌知识普及和体

检项目的地区数量$ 实施孕前检查方案的诊所数量$ 解决贫穷和营养不良的

跨地区计划的地区数量$ 强化食品安全的立法&( 实施项目$ 方案$ 计划和

立法都不是能够证明妇女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和母婴死亡率降低& 事实上" 研

究表明给官员规定的这种程序性目标反而使他们不再关注于实际的服务

提供&

&

再次% 从表 EB; 中可以发现% 这种预算的绩效目标通常缺乏可以衡量和评估

的标准! 产出" 衡量指标" 目标通常和真实的测度" 数量" 方位" 日期" 单位成

本或者质量这些评估标准相去甚远! 像 (改善儿童健康) 这一产出和恰当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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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出衡量标准以及目标相联系! 这些标准和目标例如 (儿童的营养不良和发育

迟缓% 及 H 岁以下儿童的体重偏轻症状) 和 (ENNF 年以前% 营养不良比例从

EBHO降到 DO% 发育迟缓从 E;O降到 DGO)! 但是其他衡量指标却没有达到这种

标准! 另外一个和产出相关的例子是 (改善青少年健康)% 这个可以用 (青少年

早孕率) 和 (青少年药物滥用率) 两项指标衡量! 与之相关的两个目标是 (减

少青少年早孕) 和 (减少药物滥用)! 这些衡量标准和指标缺乏必要的具体细

节% 使得其没有意义% 无法成为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的有效手段! 当官员在

就目标实现绩效被评估时可能会问# 哪些人口群体需要降低青少年早孕率$ 要降

低多少$ 到什么时候实现降低$ 有些药物的滥用率降低了% 而另外一些却没有%

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否过于宽泛$

最后一个关于卫生部预算中的大部分产出" 指标和目标表中的问题是# 表中

内容没有同活动和项目有机结合在一起 &与前述资金和结果分离类似'! 在很多

产出例子中% 指标和目标看起来毫不相干% 从而不禁使人要问这个部门存在的目

的 &事实上是做什么的'! 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 所确认的产出一般化% 让人感

觉和他们所在做的工作毫不相干% 表明官员没有为他们所关注的工作制订出相应

的" 独特的衡量方法和目标! 在这些例子中% 人们内心不禁要问绩效衡量标准有

什么意义% 甚至内心质问这些衡量标准到底能不能使得官员更加注重结果的

实现#

"

在艾滋病和肺结核的例子中" 其中一个指标是 '性传播感染的艾滋

病案例在公私部门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并制定了 ENND 年之前 GNO病例

得到有效治疗的目标& 那么 '性传播感染的病例( 是什么) 什么叫 '有效

的治疗() 一个实用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声明具体以何种感染类型为目标" 以

及采用何种治疗方法&

"

在艾滋病和肺结核的例子中" 其中一个产出是 '改进应对艾滋病蔓

延的战略(" 其衡量指标是 '艾滋病的发病率(" 目标是 '保持艾滋病感染

人数平稳并降低 EN 岁以下人群感染的比例(& 这个目标的主要问题是艾滋病

的发病率并不一定是由于好的医疗服务而降低& 随着以前报告感染艾滋病的

病人死亡" 艾滋病感染人数的平稳也可以实现 #*,̂阳性病例的减少%&

如果衡量的标准本身是模糊" 技术层面的% 并且同结果无关联% 那么激励形

成结果导向的问责制度的能力就非常有限!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确立同组织活

动和任务相联系" 可以衡量" 可以实施的结果导向型底线! 因为目标本身就没有

得到很好的明确% 它们往往和官员行为不相关或者不够具体% 所以官员缺乏实现

结果的动力! 像这样的 (绩效衡量) 会产生让公众和决策者感到困惑的信息%

而不能让他们清楚地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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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当负责#

南非案例的第三个缺点存在于绩效问责制度中的关系层面! 即使资金和绩效

相联系并且绩效的衡量标准是高标准的% 仍然需要明确谁应该为绩效负责 &以及

谁监督问责和如何问责'! 这是绩效问责制度存在的先决条件!

南非政府的预算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这种具体的信息! 例如在艾滋病和肺结

核项目中% 以下组织被确认为资金接受者# 南非肺结核协会" 艾滋病协会

&d>R:'" 政府艾滋病行动计划 &>883'" 南非国家艾滋委员会" 艾滋病专项拨

款" 爱生命组织" 肺结核***对d>R的资助" 南非艾滋病疫苗行动! 以下是所

确定的产出目标# (保持艾滋病感染人数平稳并降低 EN 岁以下人群感染的比例"

ENND 年前 GNO的 &性传播感染' 病例得到有效治疗)" (ENNF cENNG 年度发放

FBME 亿个避孕套!) 公众把单个项目以及成本中心和目标联系起来就会问 (谁为

这些目标负责$)" (如果一个项目的目标没有实现% 那么哪个项目管理人为此负

责$) 这些问题显示了该预算没有能够有效地建立一个组织底线% 因为它没有明

确谁应该为组织或公共生产过程中不同结果的实现负责!

而在南非这样的国家% 预算不能够确认责任关系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因为这

类国家的公务员政策是需要根据绩效合同聘用主要官员 &和其他一些高级职

员'! 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关注于和预算改革类似的目标# (从最高管理层开始%

在公务员中建立一种绩效文化!) &.$+:&$U-)4&K&5=% ENNN'! 而且% 这种改革

&始于 ENNN 年' 要求 (所有的官员签订有相应奖励结构的绩效合同!) &.$+:&$U

-)4&K&5=% ENNN'! 公务员绩效合同及奖励结构看起来和绩效预算工作有关% 但是

在国家支出预算中并没有提及管理绩效合同% 同时在预算中也没有确认这些合

同% 而且在国家支出预算中也并没有提到谁要衡量绩效和谁要实施目标 &或者有

什么机制来做这件事'! 并且也没有政治绩效问责与之相联系 &也没有发展出结

果目标'!

在预算中没确定谁要对结果负责% 也没有确认谁来向代理人问责! 这些因素

的存在% 使得不可能有人对结果负责!

推进要点

南非现在的预算改革显示% 即使改革有所进展% 做得最好的政府在推进结果

导向底线和在预算中建立问责制度也仍然面临着问题! 虽然预算改革在过去 G 年

里有巨大进展% 它仍然不能为公共部门绩效问责制度提供基础! 南非等国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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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应该给那些绩效预算改革仍然落后于南非的国家提供一些

怎样的指导$

南非这些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制度构架% 从而影响公共部门问责制度

的性质! 用南非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部部长的话来说% 这种改革是为了 (建立绩

效文化) &.$+:&$U-)4&K&5=% ENNN' 或者至少引进一些能够使得个人更加专注于

公共部门绩效的激励机制!

'为了能够持续这种改革同时刺激这种以绩效为中心

的文化或者激励的发展% 预算改革者应该考虑如下建议#

"

主流的绩效预算是将资金分配和所需结果联系起来的预算&

"

发展绩效标准" 必须确保相关性$ 可读性和现实性&

"

通过确立以结果为中心的底线明晰责任关系&

"

通过建立合适的机制使得责任关系具有可执行性&

所有这四点在编制表 EBF 时都考虑到了! 表 EBF 是一个建议性的预算结构%

它在一个文件中把财政分配和项目" 计划以及部门级别的绩效目标联系起来% 这

些目标界定清晰并且可以衡量! 表 EBF 还确认了那些对产出负责的人 &官员'%

以及对结果负责的人 &政客'!

将资金分配和所需结果联系起来的主流绩效预算

ENNE 年南非财政预算的主要问题 &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问题相同' 是绩

效元素和预算的实际分配相分离! 很难评估出有多少钱分配给了带来产出的生

产! 这一点在表 EBF 中得到了更正! 在该表中% 预算分配和具体需要花钱的部

门" 计划" 子计划和项目活动之间的联系被明确显示出来% 产出目标和生产过程

中的每一个实体联系在了一起! 花钱的实体要对产出直接负责!

(实体身份和产

出被分开% 这样有利于等级结构的管理 &像一些公共组织'! 项目或活动领域要

为具体产出的生产负责 &比如避孕套发放项目'! 在子计划中% 官员们要负责监

督相关项目和活动 &比如艾滋病预防项目' 的产出! 然后% 计划主管官员要负

责监督相关的子计划 &例如战略性医疗计划'! 最终% 部委领导要负责监督所有

项目的绩效 &例如卫生部'!

表 EBF 通过将预算分配和结果要求直接联系起来的方式% 描述了主流的绩效

问责制度! 这种方法反映了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将绩效要求加入标准预算中的

方法% 从而确定出来一种协议% 即结果和资金分配相联系% 结果作为管理过程中

控制支出的关键要素! 通过观察澳大利亚卫生部的一部分预算% 我们可以思考这

个问题 &如表 EBG 所示'!

澳大利亚预算的这一部分清楚地显示了在中等时间段内澳大利亚卫生部的计

划资金流向! 然后% 表中显示了资金分配以及对该计划解释的联系! 如果我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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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澳大利亚预算中的计划项目确认及相关细节的一个例子 单位# 百万澳元

健康和养老 !$$! %!$$) 年 !$$) %!$$* 年 !$$* %!$$( 年

对癌症患者更好的治疗 D;BD DYBY ENBF

解释! (通过在首都以外建立的六个新医院和资助病人进行手术% 政府将改进医疗条件% 使得更多的患

者特别是在那些边远地区和农村的病人能够使用肿瘤放射服务! 资金的一部分将被用来提供优惠政策

以保留和吸引专业医护人员进入这些新的医院! 他们将得到政府拨款进行专业教育和训练% 从而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相关结果! 效果 E# 使得所有澳大利亚人能够享受到划算的医护服务" 药品和急诊服务! 效果 W# 利用

知识信息" 训练培养好的习惯提高澳大利亚人的健康水平!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ENNE!

细阅读的话% 可以发现表中详细而直接地列出了产出要求 &例如建设新的设

施'! 此外% 真实的分配通过产出目标和更广泛的社会效益联系在了一起% 从而

增强了这些政治绩效要求的合法性! 在该例中% 如表 EBF 所预想的一样% 在生产

等级制度中分配资金" 设立目标" 评估目标以及奖惩官员的步骤被统一到了预算

过程中 &而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预算和绩效管理'! 通过这种方式% 绩效因

素被合法地融入了公共生产和管理过程中!

认真发展绩效标准$ 保证相关性" 可读性和现实性

只有当绩效目标本身有用并且具有组织相关性" 可读性和现实性的时候% 将

主流绩效因素融进标准的预算之中才能促进以绩效为中心的责任体制的建立!

C&$2+' &ENNE' 强调了有用衡量手段的重要性! 南非卫生部的预算中的产出和

指标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国家政府的典型% 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限制了其管理和政

治行为的影响力! 例如% 在艾滋病医疗项目中% 产出和指标结合起来是 (改进应

对艾滋传染的战略) 和 (*,̂ 发生率)% 但是它们的结合并不能促进绩效管理!

有效的目标可以确定产出和结果% 他们和组织的使命相关% 并且可以被评估!

表 EBF 列举了符合所有相关标准的中期预算产出目标 &产出目标逐年提高'!

这些目标直接和项目相关 &在避孕套发放项目中% 例如% 产出和具体的避孕套发

放数相关% 即和项目任务直接联系的产出目标'! 这个项目又和结果目标挂钩

&该例中即为进行安全性生活的人数增加'! 这个结果目标也将是其他项目的结

果% 最终将由部长负责! 结果又要和影响 &长期的结果' 相联系% 比如像 (到

ENNG 年% 新感染*,̂病例从 DNNNN 例L年降低到 DNNN 例L年!) 这种清晰的确认

需要对组织任务和结构的分析% 以及对于投入" 产出和结果三个概念逻辑顺序的

正确理解! 标准的文献把投入定义为投入到流程" 项目和活动中的资源+ 产出是

在流程" 项目和活动中的生产数量+ 结果是既定目标的完成程度+ 而影响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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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选举中和政治承诺相关的长期结果!

图 EBE 在结果链中将项目活动选择" 使用投入" 产出" 结果和影响联系起

来! 这个可以当作一种应用% 促使读者了解公共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逻辑进程!

较差的绩效衡量意味着没有正确理解绩效管理% 或者至少缺乏绩效管理中的买入

&V<]U='' 思想! 通过结果链进行绩效衡量则对于两种情况均适用% 因为它既可

以协助那些习惯了控制性方法的官员更好地理解结果的概念和实现结果的过程%

又可以约束那些不愿接受结果管理的官员去考虑和确认和组织生产过程即时相关

的目标! 这种方法同时有利于简化对目标的解释% 还有助于项目" 计划以及整个

组织的任务之间的交流!

图 EBE!结果链中投入" 产出和结果的联系

因为绩效预算和结果导向的管理紧密相连% 所以结果目标的制定过程需要和

管理的其他方面相联系! 为了保证结果的衡量标准具有现实性% 官员在制定目标

的时候必须进行风险评估! 任何的风险都有可能危及产出和结果的实现! 问一问

以下几个问题有助于识别风险# 什么有可能出错$ 我们会怎么失败$ 我们要想取

得成功必须做些什么$ 我们哪个环节比较脆弱$ 我们的运行是如何被中断的$ 什

么活动最复杂$ 在这些提问的基础上% 官员们可以评估风险并确认出管理风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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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控制活动 &如表 EBH 所示'!

表 !"+ 通过绩效预算方法来评估风险

产出和结果 风!!险 控制活动

清晰地列出可明确定义和衡量

的产出和结果

对每一项产出和结果% 列出所

有显著的风险 &可能发生的

和有巨大潜在影响的'

对每项风险% 列出#

DB管理风险的措施+

EB有助于确保所采取的管理风险的措施

适当且及时的控制活动+

;B信息来源" 交流方式及监督活动

评估这些和绩效相关的风险目标有利于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因此当绩效评

估到来时% 这些目标才会有约束力! 这使得官员和行政人员 &他们一般由政府任

命' 考虑面对的威胁% 目标本身得到强化! 这也将促进有效的 (结果管理) &借

此% 官员关注结果的实现% 并排除那些有可能危及结果实现的因素'! 这种评估

在弗吉尼亚州是必需的! 在该州% 内部评估是绩效预算过程的一部分 &弗吉尼亚

规划和预算部% ENNE'! 在这些评估中% 他们确认出与外部趋势" 内部过程需求"

新立法以及其他因素相关的风险!

除了确认产出和结果目标外% 另外一个步骤也必须被指出! 它包括了产出和

结果目标与效率和质量衡量标准的联系! 这种联系应该能够强化生产中的管理!

它源自内部控制过程但是又超乎其外% 因为它包括了对替代性生产方法的强调%

即通过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目标质量绩效 &8'9$&7:和-)]'=6+'% ENNE'! 出

于篇幅考虑% 同时也由于只有产出和结果具有相关性" 可读性和现实性时% 才可

以实现这种衡量% 表 EBF 并没有介绍这种衡量标准!

通过构建结果导向的底线明晰责任关系

对于南非这样的国家% 第三点建议是# 在公共组织中牢固确立绩效问责制

度% 重新定义组织中的关系以反映出对于结果的重视!

预算和财政文件可以反映公共组织的核心责任和问责关系 &-=K&:&44%

DWWG'! 关于责任和问责制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通过谁$) (针对谁$) (为什

么$) 在标准的预算格式中 &比如南非实施的预算制度'%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显

然是不清晰的 &在具体预算文件中没有提及具体的责任归属'! 如果这种关系确

实存在%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总是会反映出对控制的强调% 而非对绩效的强调! 在

预算中对支出的强调是大多数国家的答案! 在这些例子中% 因为没有人使这些个

人和组织为之负责% 结果目标和衡量方法对问责制度的结构只有有限的影响!

如果绩效预算能够预示一种新的问责结构的诞生% 政府需要在公共部门的等

级问责结构中% 从对事前控制的强调转向对事后绩效的强调! 这种新的强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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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的等级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 官员的升迁都要和他们在生产公共产品时的

绩效相联系! 如表 EBF 所示% 例如#

DB负责具体项目的个人必须为该项目的具体产出负责 &比如 C先生要为避

孕套发放项目中认定的产出负责'!

EB负责子计划的个人要为他们所照管项目的产出负责 &比如 8夫人要为避

孕套发放和母婴艾滋病传染治疗项目负责% 这两个项目都属于艾滋病防治项目的

子计划'!

;B负责整个计划的个人要为他们所管理的计划集合负责 &>女士% 战略医

疗卫生计划的头% 要为艾滋病防治项目及艾滋病治疗子计划负责'!

FB总负责的官员 &在该案例中为部长' 要为所有的产出及所有产出结合起

来的最终的社会结果负责 &例如% 在该例中% 预算的最下方注明部长要对所有的

产出和结果负责'!

通过确认出对结果负责的官员% 在表 EBF 中的预算格式创造出一系列的底

线% 这些底线能够使得基于结果的问责制度成为公共组织中主导的问责形式! 这

种制度的确认成了外部问责制度的基础! 它使得立法者和公民清楚地知道% 哪个

官员对哪个生产结果负责! 这些底线同样成了内部问责关系的基础! 它把官员和

对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绩效期望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责任关系可以使得人们更好

地理解个人在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中的角色% 因而非常重要! 图 EB; 显示了这四

个层次的关系结构!

图 EB;!基于结果的问责关系管理结构

图 EB; 清楚地显示了在典型的组织中官员们之间的结果联系! 如果组织层

级中处于最高层的官员 &政治首脑和行政领导' 根据目标结果制定出政策% 那

么他就需要去管理那些为这些计划的实施和对目标实现负责的人! 同样% 计划主

管官员需要管理那些被任命" 雇佣或签约的活动负责人% 这些人负责具体的产

出! 当计划官员管理项目官员% 使他们为具体的产出生产负责+ 相应的% 部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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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干事管理计划主管官员使他们为具体的结果负责+ 总统 &或者首脑' 使得部

长和干事为结果产出负责% 这时候% 问责制度关系就形成了! 在表 EBF 中% 卫生

部部长每年要为结果负责% 例如# (进行安全性生活的公民比率在 ENNE 年 ; 月之

前由 GNO上升到 HNO% 到 ENN; 年 ; 月达到 MNO% 再到 ENNF 年 ; 月达到 YNO!)

选举周期结束时% 他们关于 (降低艾滋病人数) 的承诺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

通过建立合适的制度推动问责关系的执行

确定出在生产过程中% 谁应该为什么负责% 以及怎么负责的责任关系之后%

政府有意引进有效的以结果为导向的问责制度时% 需要建立责任关系实施的制度

过程! 特别是#

&D' 内部和外部的绩效评估+

&E' 绩效管理激励机制+

&;' 政治结果问责的收益!

内外部绩效评估

为了确保以绩效为导向的问责制度% 政府对绩效的评价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

不单单要求有可以衡量的指标 &_+'%% ENNN+ 弗吉尼亚州规划与预算部% ENNE'%

还包括要指出谁" 什么时候" 如何以及用何种计算体系进行绩效考核! 其目的是

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 使得官员对结果目标认真负责% 政治家对最终社会效益目

标认真负责! 如果有了这种目标% 那么相应独立外部的产出和结果评估就呼之欲

出! 例如在表 EBF 中% 产出结果都通过审计局来公布! 一个由总统直接管辖的机

构可以从事这种评估! 当总统要检查手下这些部长的工作时 &至少在这个模型

下'% 这个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机构必须是通过立法手段

&正式规定的' 成立的% 并独立于其他部门! 它有自身独立的预算% 这笔预算专

门用来评估和报告其他部门的绩效!

另外一个要求则是% 结果必须在被送审分析的时候% 在每年同一时间公布%

从而保证行政部门对其进行奖惩的透明性! 产出应该由独立的机构评估% 但同时

也必须有一个可容纳评估的内部基本原则! 这一基本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计划主管

官员的绩效依赖于项目官员的绩效 &如图 EB;'+ 经常性的内部评估 &比如% 季

度性评估' 可以显示出特定项目的潜在不足! 因为上级官员的介入使他们的属下

重新专注于在手的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 绩效评估促进了以绩效为中心的管理和

组织学习!

绩效管理激励机制

这个新机制的主要观点是# 制度改变所产生的激励能导致行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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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V+% DWWH'! 在大多数政府中% 公务员 &包括官员和政客' 并没有得到太多

的激励% 相反% 他们是因为财政审慎" 严守纪律" 坚持原则而受到奖赏! 要使这

些官员作出一些成绩% 重设奖惩结构很重要% 重新定位官员的绩效贡献! 绩效管

理激励机制至少要有两个方面# 刺激个人最大化他们的绩效" 刺激个人处理好人

际关系从而最大化组织的绩效! 良好的激励机制会关注这两个方面% 并采用包括

金钱奖励机制" 道义劝说" 民众压力机制等手段!

金钱奖励机制包括使用正式的合同把个人绩效和组织奖励联系在一起! 南非

政府对于高级官员有这种合同% 但是它并没有把这种合同引入以绩效为中心的预

算体系的组织目标中去! 这意味着只有在组织机构中某些层次的官员得到了这种

激励而作出业绩! 如果考虑公共部门生产过程的等级性质% 那么这种现状就存在

很多问题# 如果一个项目主管有这种绩效合同% 而他的上下级却没有% 那么这个

官员就不可能在该组织中跨过多重级别管理并实现产出目标!

)为了使官员 &管

理关系' 朝着绩效方向努力% 绩效合同就应该跨越整个组织结构% 从部长开始由

上而下全部签署! 在图 EB; 中% 这包括了总统和部长" 干事 &在美国体制下'%

签订以绩效为中心基于结果的合同% 而这些官员要为计划主管官员设立总体目

标% 计划官员则要为项目官员设立产出目标! 这些合同影响着整个组织的回报决

策% 因为管理上的福利通过结果依赖的逻辑关系而相联系 &如果一个底层的官员

没有实现目标% 那么他将面临低回报% 而他的绩效将影响到他上级的回报'! 这

种逻辑关系促使高层领导以合适的方式激励下属达到绩效目标 &在监督绩效的同

时% 给予适当的自主决定权'!

这样的合同出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政府和佛罗里达州政府 &R338>8% DWWM+

.<A6:% DWWY+ 弗吉尼亚州规划与预算部% ENNE'!

*在美国% 弗吉尼亚州的经验通

常被认为是最好的实践! 组织的收益分享协议会强化个人合同! 通过这种方式%

完成绩效的部门可以把多余的一部分资金% 用于改善整个组织的福利! 这种奖励

选择使得一方面最大化个人绩效% 另一方面为积极贡献于整个组织的政策选择"

生产技术等工作***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绩效最大化! 这种方式受到了那些对于

预算支出非常谨慎% 竭尽全力控制预算的官员的欢迎!

第二种激励机制用来处理基于绩效的预算体系 &比如英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的

国家'! 它包括了公开结果目标承诺从而使官员们有道德上的压力! 马来西亚政

府各个级别的机关都必须确认出任务和目标% 声明要提供什么服务% 并且制定一

个完成服务的时间表! 这些声明都必须包括在基于结果的预算以及客户章程中%

并且要求公布! 这个章程被描述为# (有改变官员们心态的作用% 使他们去开发

更多提供高效的服务来满足客户的方法) &16=<% DWWM% DMG'!

这种心态的变化对于改进马来西亚公共部门绩效起到了很大作用% 它使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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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有足够的动力来完成他们的承诺或者去面对公众的质询和训导 &-)6+2+9%

DWWM'! 乌干达政府虽然从未采取以绩效为中心的预算% 却同样显示出用建立预

算激励机制来处理公共产品方面的效率方法! 每月转移支付的公共资金的数目都

要在主流报纸和广播等媒体中报道11初等教育转移支付都要在每个学校和区中

心的公告栏上显示 &@&='=KK+% DWWW% ;'! 这些结果清晰地反映在一份 DWWY 年教

育部预算调查上! 它显示了 (在资金流方面巨大的进步)!

政治结果问责带来的收益

通过奖金和道义劝说机制所执行的管理底线增强了以绩效为导向的问责制

度! 这种问责制度在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结果责任方法之后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表 EBF 中% 包括了实施部内的底线% 通过这种方式使得部长 &或者同级官员' 对

部门绩效负责 &特别是那些和结果相关的'! 这些方法同样和总统绩效相关***

总统要惩罚那些行政能力差的官员% 并且通过同样的方式来管理下属官员 &及他

们产出的结果'!

地方层级政治问责制度的方法通常和地方统治立法相连! 例如% 南非地方政

府 DWW; 年和 DWWH 年地方政府过渡法案指出了地方政府政客的责任! 在某些背景

下% 责任仅限于遵守预算过程中的规则% 但是在其他一些背景下扩展到了道德方

面! 这种要求在国家层次有时也很明显! 在这些国家中% 宪法为总统" 主要行政

人员和其他立法者制定出一套行为准则! 这种立法 &不管是宪法条文或是公务员

法中从属于政客和行政人员的条文' 都可以作为创造政治绩效问责收益的方法!

例如% 总统可以根据法律需要% 根据既定合同公开评估部长年度绩效% 按之奖惩

相应的部长 &对高绩效人员因为他们的政策和管理成就给予奖金% 而低绩效人员

因为他们的执政失误给予罚款甚至撤职'! 立法同样要求总统在他的政策绩效方

面对选民公开% 从而促进以绩效为基础的选举!

结!!论

问责制度是所有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的主题! 在基于绩效的改革中% 问责制度

仍然是核心! 对于改革者最重要的问题是% (在将结果导向引入预算的过程中%

改革的进程如何 &政客和官员对他们的结果负责'$ 改革者应该专注改进哪些

效果$)

通过介绍南非***这个改革实践最好的发展中国家% 本章介绍了通过预算改

革建立以绩效为中心的问责制度的难度! 确实% 改革包含了一个治理 &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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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转变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需要建立很多步骤% 有很多新的制度需要被建

立" 培养很多能力需要% 从而促进传统的过程和以控制为核心的问责制度% 向以

绩效为中心的问责制度转变!

南非的例子被认为是最好的实践% 部分是由于普遍模型的成功 &如 -X/.'%

同时也因为在改革顺序上所显示出来的智慧! 本章通过追踪中期项目预算中的确

认 &来回答关于谁在花钱" 在哪一方面花钱这样的问题'% 从而确认出预算中的

产出" 衡量方式和目标 &从而提供关于机构被期望生产的内容'! 然后% 指出那

些限制了在预算中建立以结果为中心的问责文化和激励政客和官员实现绩效的激

励机制发展潜力的问题%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 在南非的案例中% 解

决方法包括了把绩效融入预算中的需要+ 保证预算目标是现实的" 相关的和可读

的+ 确认出来谁为绩效负责+ 引入必要制度确保问责关系 &官僚性的和政治性

的'!

这些步骤对于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 所有打算引进以绩效为中心的预算方法

的国家都需要理解引进以结果为中心治理方式所包含的顺序% 同时也要知道有效

改革的基本点! 因为不良的以绩效为中心的改革% 还不如好的分项预算体系!

C)<AK+&$5和3&5&$:&ENNE' 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 (实施这种不充分的绩效管理

系统能够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和成就感% 并在过程中误导资源和活动! 不充分

的绩效管理将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阿喀琉斯之踵 &致命弱点') &;FF'! 这一章旨

在表达以绩效为中心的问责制度在一些国家的改革正在顺利进行! 但是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 才能保障它能成为货真价实的资产而非负债 &或公共部门管理的阿克

琉斯之踵'!

注!!释

!

这两个制度效果反映了制度主义的两个理论方向! 社会学分支 &政治科学方向' 认为

制度 &特别是规范' 形成文化使得特定的行为适当% 而经济学分支则认为制度构成交易成本

和决策制定及互动过程中的激励!

"

投入" 产出即效益的定义遵循了共同的方法 &*+5$]% DWMM+ d+]]&$UQ5)'&% DWWW 和

QA6+&bb&$% ENNN'! 同样的定义影响了在弗吉尼亚联邦采用的方法 &弗吉尼亚规划和预算部%

ENNE'% 之后将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

世界银行 &DWWY' 把南非中期支出框架 &-X/.' 改革作为一个最佳典范! 南非财政部

认为% 像公共财政管理法案这样的立法中% -X/.是向预算过程中以结果为中心的问责制度改

革进程的一部分!

$

确认的产出包括更加公平地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功能全面的诊所" 社区卫生中心

和地方政府服务协议规定的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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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是在推进改革的社区发展中所频繁讨论的! 当 -X/.和年度预算不在一起编

制和出版时% 其通常没有意义! 这一过程的发展方面往往和会计" 报告" 控制的方面明显

分离!

&

8'9$&7:&ENNE' 在研究南非地方政府时发现% 很多地区支持按照法律要求制定地方计

划% 但是制定的计划却没有产生实际作用或是用来指导预算 &计划制定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

下% 不正确的绩效目标使得官员注重制定计划而不是提供服务!

'

文化L激励的论点贯穿整个制度学派的文献 &见 3)5&$V+% DWWH% EY 和 8'9$&7:% ENNE'!

在第一个例子中% 以结果导向的规则 &诸如要求部门领导设定目标' 组成了预算审议基准和

结构" 产生某种 &以结果为目标' 文化包容和 &例如% 纯粹控制中心' 文化不包容的行为的

客观方法! I+<4&DWWM% DG' 在评论马来西亚的改革时说# (对于质量的考虑和公众担忧的认

同成为了这种新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 即# 公共服务价值系统正在凸显%

在这其中质量 &更传统的如正直'% 就被认为是道德而不是规则了!) 在第二个结果导向的规

则例子中% 把绩效和未来的分配和回报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特定行为后果的承诺 &低绩效导

致低回报'% 这就为特定行为提供了激励 &更关注绩效'!

(

这就克服了认定的子计划和项目由中介代理% 花费政府的钱却不对产出负责的问题!

现行的方式偏向于说明资金是如何分配到定义特定产出的子计划中去 &例如% 艾滋病治疗和

艾滋病防治'% 而不是说钱都流向了南非政府艾滋病行动计划 &>883'" 南非国家艾滋病委员

会" 艾滋病专项拨款" 爱生命组织" 肺结核***对d>R的资助" 南非艾滋病疫苗行动等一系

列组织!

)

例如% 可以考虑如下情况# 一个计划主管官员签订了某一个产出的合同% 却没有办法

和一个项目官员签订一个相似的合同! 那么计划主管没有办法保证他的下属能够高效地工作%

因为计划结果和项目结果相连% 而计划主管的工作将要和项目官员的工作相联系!

*

在其他国家政府 &比如美国的得克萨斯州' 这些激励机制很难引入因为法律限制了政

府员工得到回报的数额 &法律上的限制对于改革者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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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衡量收入绩效的简单方法

0/2+52 67).281

收入绩效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相对变化! 它考

虑到这种变化的变化率" 基数以及与收入来源结构有关的覆盖率% 而且还包括与

税收来源和非税收来源管理效率有关的问题!

衡量收入绩效的绝对和相对指标需要用到各种概念和技术! 为了更清晰地理

解这一点% 本章首先分析与概念有关的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评价收入绩效而采

用的概念和方法! 第三部分则运用推荐的简单方法进行案例分析论证! 第四部分

是对方法选择及政策命令的总结!

引!!言

国家级的研究组织" 财政部的智囊团!以及监测国家财政运行健康状况的国

际性机构"都致力于分析政府的收入绩效! 这些组织将调查一段时间之内政府的

收入绩效是否实现了有效增长% 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率是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3' 的增长率以及该收入是否足够以支持资本形成" 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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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内经济系统的自动稳定!

对于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可以评估一个国家的收入绩效! 如果在指定的测试

范围内可用收入来源提供的收入逐年增加% 那么说明该收入的绩效是令人满意

的! 收入来源也应该根据不同税基具有收入弹性! 另外% 他们也应该促使政府提

高支出水平% 改善公共服务!

大多数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来源来增加财力! 这些来源包括税收来源和非税来

源! 税收收入来源包括所得税" 财产税% 以及商品服务税! 非税收入来源包括公

共企业 &包括商业性和非商业性' 的贡献" 利息收入" 经济及财政服务收入"

外部转移支付" 使用费等以及其他来源! 尽管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规模取决于

各个收入来源的绩效%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占了总收入的大部分! 当

然%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构成结构也影响了收入绩效的整体表现% 同时也揭示了国

家如何通过努力把潜在税基最大潜力地开发出来!

在发达国家% 生产结构特点取决于大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 政府可以通过

直接税的形式来获得其大部分的税收收入! 在众多的税收中% 所得税占了很大一

部分% 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很高% 另外是因为广泛工资雇佣使得对

工资所得税的征收可以通过薪金扣缴所得税% 这一制度使得征税成本最小化! 正

相反% 发展中国家更依赖于对商品和服务的征税% 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这

类税种! 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取决于现有的不同销售税或流转税! 在短期内% 级联

型销售税可以带来较多的收入% 而他们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体现在中期内会降低收

入绩效! 同时% 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有企业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所带来的盈余也是

发展中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概念和方法

收入绩效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衡量!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出相对于前一

年的收入变化% 算出相对于基年或者连续多年的百分比!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收入的增长率! 另外一种衡量与税基相关的增长的方法是增长趋势系数或收

入弹性系数! 该方法考虑了由于税基变化而引起的收入变化! 第三种方法是收入

努力% 有关鉴定政府为了调动资源的努力% 比如使税率结构合理化% 消除一些多

余的" 误用的或是令税收结构管理复杂化的规定! 最后一种方法是准备建立一个

涉及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收入绩效的综合指数! 以上提及的各种方法运用了各种或

低级或高级的技术% 我们以下将提供详细的结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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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法

衡量增长率是衡量收入绩效的最常用%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这种衡

量方法需要参照上年或者前一段时间的收入绩效! 当参照上年衡量的时候% 需要

计算相对于上年的变化百分比! 采用公式
!

@L@% 其中
!

代表与上年相比收入的

变化% @代表收入! 本方法就是计算当年收入变化值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比!

在对一段时间的增长率作出统计之后% 我们通过以下的回归方程来计算趋势

增长率#

@S+V

5

&;BD'

其中% V S&D T$'+ $是@的增长率+ 5的变化范围是 D*'! 通过回归法计算

出的增长率用来估计复合增长率!

这是衡量收入绩效的最简单的方法! 它可以衡量全部收入也可以用来衡量收

入中的某一个部分! 但是% 它仅仅局限于分析因果关系% 即哪些变量影响了增

长!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价格波动" 征税努力" >?3变动对增长率的影响!

收入增长趋势法

另外一种衡量相对收入增长的办法是计算在>?3变化 DO的情况下收入的百

分比变化!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趋势系数或收入弹性! 增长趋势是对基

础 &比如收入' 改变% 包括税收结构变化产生影响的反应度的衡量! 收入弹性

是指在税率" 税基% 以及税收结构范围没有任何自由变化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化!

假设税基为常量 &Q+6)5+% DWHD+ 3<$)6=5% DWMY'!

用增长率的方法衡量收入绩效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增长的因素! 而收入增长

趋势则是相对独立的可量化经济变量% 比如国民收入或>?3! 收入增长趋势将收

入增长率与收入来源基础的增长 &通常是指 >?3' 相联系! 本方法把收入增长

率归因于对收入税基的反应度 &也就是说% 收入的正常自动增长归因于税基的增

长'! 在税基中收入来源的趋势表现了在税基中的相对变化率! 它计算在 >?3

&或者是收入的基础' 变化 DO的情况下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公式

!

@L@h

!

iLi来表示! 如果该系数大于基数% 那么我们就说收入有增长趋势!

政府部门的收入绩效应当是高产的% 产出应该比>?3增长得要快!

收入增长趋势可以通过以下函数形式衡量#

@S+i

V

&;BE'

将指数形式转化成对数形式% 得到#

4)%@S4)%+TV.4)%]

其中% @表示收入+ i表示>?3+ V是收入增长趋势系数! 本等式反应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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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3百分比变化的收入百分比变化!

相对收入努力法

尽管较高的收入增长趋势系数代表了收入的生产相对增长较好% 但是确认此

增长是否是由于政府加大力度调度资源引起的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对于给定

的资源投入了更大的努力% 收入绩效通常会比较好!

通过相对努力的序数概念来衡量收入努力! 在给予影响政府部门努力的因素

变量的变化适当的津贴之后% 本方法通过与政府部门相应的其他国家部门平均绩

效相比% 来衡量一个政府部门的收入绩效! 衡量收入努力涉及把政府在提高收入

中的实际绩效和政府对提高收入绩效的预期作比较! 当然% 一个国家的收入努力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提高政府某一个特定部门收入水平增长的幅度!

相对收入努力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衡量% 即随机方法和非随机方法! 随机方

法是收入率分析的导数% 其中收入率 &@

]

' 是指实际收入 &@' 和 >?3&i' 的

比率! 在某一个时间% 各个国家的收入努力和影响它们税收能力的因素密切相

关! 也就是#

@LiSb&e

D

%e

E

%e

;

%1e

'

' &;B;'

其中% e

D

是影响收入创造能力的因素!

这些因素不一定就是税基! 建立在收入创造能力和收入努力的基础上的收入

努力指数 &/' 是实际和预期收入率的一部分! 如下所示#

/S@

]

L@

]

#

&;BF'

其中% @

]

S实际收入+ @

]

#

S预期收入! 如上计算出的收入努力指数反映了

一个国家对该国家收入创造能力的利用程度!

一种衡量收入努力的方法是估计不同国家收入率和他们的创收能力关系的平

均值! 本方法可以通过回归方法来实现! 由此而生的收入率表示了一个国家如果

对其能力的应用达到了平均水平时的收入率! 实际收入率和预期收入率的对比反

映了一个国家的努力程度% 是平均水平% 还是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

从等式 &;BF' 中可以看出% 收入努力指数可以看做是实际收入收集和潜在

收入 &一个国家在提高收入平均能力条件下应达到的收入' 的比率! 为了实现

这一等式% 以下有许多先验因素是收入创造能力的重要指标#

"

国内生产总值+

"

人口总数+

"

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工业和商业部门的收入比重+

"

城市化程度!

这些因素可以用以下关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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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D

iL3TV

E

0

=

&;BG'

其中% iL3是人均收入+ 0是城市化程度+ V 是系数估值! 事实研究表明当

总收入率由所有的能力因素回归时% 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它

们是许多变化产生的原因!

另一种衡量相对努力的方法建立在衡量国家收入潜力的基础上% 当然也可以

通过税收或非税收入的征收实际比率! 通过本方法可以把平均实际比率应用于每

个国家的潜在税基% 从而得到收入潜力!

绩效指数法

尽管增长率" 收入增长趋势以及收入努力等参数都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或者

是下一级政府的收入绩效% 但是把不同方法同化非常困难! 某些情况下从增长率

得出的效果和从收入增长趋势或收入努力中得出的效果不同! 所以% 准备一个综

合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绩效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指数% 需要

用到许多变量% 比如以下各项的变化#

"

国内生产总值+

"

人口总数+

"

实际人均税收收入+

"

税收收入+

"

税收构成+

"

非税收入+

"

实际人均收入+

"

税收结构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变化+

"

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

"

经济开放程度+

"

最高公司所得税税率+

"

最高营业税或增值税税率!

采用以上各项% 菲沙研究所 &.$+:&$,':5=5<5&' 尝试给加拿大各省衡量财政绩

效指数 &/2&:% DWWW'! 收入分指数由 DN 个变量组成! 这种方法是美国加图研究

所 &1+5),':5=5<5&' 对美国 FH 位长官进行了财政绩效研究得出的 &-))$&和

Q5+':&4% DWWY'!

在以上列出的变量基础上的指数需要考虑各个不同变量的不同权重! 该比重

是主观性的% 任何对权重的改变都会引起指数的变化!

主要因素法

在我们应用这个变量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主要因素法来避免对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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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主观判断和权重的主观性! 本方法考虑了所有和收入绩效相关的指示

变量!

为了检验收入实现和影响收入增长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收入绩效模式可以

通过以下关系来表示#

@J Sb&P' &;BH'

其中% @J表示收入绩效+ P表示原因变量的矢量合成!

在以上方法中% 很明显% 收入绩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组合变量! 例

如% 营业税收入受到与贸易和制造业相关的 >d3的影响! 同理可知% 农业收入

税直接依赖于>?3中的农业组成% 每个国家注册的机动车辆数直接影响到商品

和乘客税额% 同时也影响到向机动车辆征收的税额!

另外%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收入努力改变税率" 税基以及对税收的管理! 以上

这些因素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同时为收入绩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将各个

变量对收入绩效的影响分开是不可能的! 这一矛盾令整个系统十分复杂! 当一个

国家想要提高其收入时% 它会调整和调用资源的政策来协调每个变量% 因此保持

各个独立变量的一致性十分重要!

在研究变量的综合影响时% 主要因素法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是普通因

素分析法中的特例 &I)<5:)]=+''=:% DWMW'! 目的是构造出一系列变量 P

a

:&aSD%

E%1BK'% 一些称为主要因素的新变量 &3

=

' 是P:的线性组合#

j

a

S+

aD

P

D

T+

aE

P

E

T1 T+

aP

P

P

&;BM'

其中% =SD%E%1J% J

$

K

H

本方法通过用P

a

的原始值或其与平均值的离差 &载荷' e

a

SP

a

U

%

P

a

或者是标

准变量 &通过[

a

Se

a

L:

Pa

来计算'!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采用后一种方法% 这种方

法更为普遍 &其数字不带单位'% 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单位的变量!

数据库和实证分析

通过列举国家政府和下一级政府的收入绩效实例% 本章列举了 DWWE cDWWY

年基于>?3" 贸易差额以及人口总数数据基础上% 衡量了 ;F 个发展中国家的收

入绩效! 该数据来源于,-.的国际金融统计 &,-.% DWWW+'! 有关税收总收入和

非征税总收入的数据来自于,-.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 DWWWV'% 普通定义

及分类系统来自,-.适用于各国的政府财政统计指南 &,-.% DWYG'!

衡量这些国家的收入绩效采用了我们以上部分提到过的各种方法% 例如% 增

长率法" 增长趋势法% 以及主要因素法 &-31'% 结果如表 ;BD 所示!



!!!!!!!!!!!!!!

第三章!发展中国家衡量收入绩效的简单方法 &)"""

表 )"# 选定发展中国家收入绩效 %#,,! %#,,' 年&

国!!家 增长率法 增长趋势法 -31

玻利维亚 DWBD DBEE YYBM

博茨瓦纳 DDBY NBYF MMBW

布隆迪 ;BE NB;F YHBF

喀麦隆 UFBN NB;N MFBH

智利 DMBW DBNH YDBF

中国 ;DBD DBNY WHBG

哥伦比亚 EWB; NBWF WGBD

刚果 DDBD NBDN MWBN

哥斯达黎加 EHB; DBNY MEBF

克罗地亚 ;;BM NBYE HMBF

多米尼加共和国 DYBF DBDH WHBD

埃及 DMBH DBD; WEBG

爱沙尼亚 EWBM DBNY MGBG

匈牙利 DYBF NBYE YNBY

印度尼西亚 DYBG DBN; YWBD

伊朗 FEBW DBEG GMB;

约旦 DEBF DBEH MEBD

肯尼亚 EDBM DBDM W;BY

马达加斯加 DMBG NBYD MGBG

马来西亚 WBW NBYW WGBH

毛里求斯 DNB; NBY; WDBY

墨西哥 EEBD NBWM M;BD

摩洛哥 WB; DB;W YFBD

尼泊尔 DWBY DBFH YEBY

巴拿马 GBD DBDE MHBM

巴基斯坦 DFBG NB;G MMB;

秘鲁 ;;BM NBG; WHBH

菲律宾 DGBN DBDW MMBF

塞拉利昂 EFBM DB;F WGB;

南非 D;BG NBWN MGBN

斯里兰卡 D;B; NBEG YMBW

叙利亚 DMB; DBN; YMBW

泰国 DEBN DBDN YWBF

突尼斯 WBW NBWW MFBE

!!资料来源# ,-.DWYG% DWWW+% DWWWV!

备注# -31指的是主要因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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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BD 中可以看出%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率可以分为三组! 有 H 个国家

的增长率低于 DNO% DY 个国家的增长率在 DNO cENO之间% 另外有 DN 个国家已

经多于 ENO! 这说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绩效良好! 同时% 增长趋势的结果表

明增长趋势系数在其中的 DW 个国家比较一致! 实际上是在增长趋势系数略高的

国家和增长趋势系数略低的国家平均分布! 主要因素法***通过运用总收入" 人

口总数" 国内生产总值% 以及贸易差额 &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 等变

量表明在大多数的国家变量是通过其中的第一个因素来解释的!

结论和政策建议

收入绩效阐释了通过税收和非税来源收入的相对变化! 包括了税率的变化"

税基的变化以及管理收入措施的改变! 尽管收入幅值取决于每一个收入来源的绩

效%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构成结构也影响了收入绩效的整体表现% 如果所给定的收

入来源提供的收入逐年增长% 那么我们就说收入绩效令人满意! 同时也揭示了国

家通过努力把潜在税基最大潜力的开发利用出来的好坏程度!

衡量收入绩效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很重要的衡量方法就是衡量收入增

长率! 这种方法可以衡量总收入或者是收入中的某个组成部分! 计算相对增长最

直接的方法就是计算在收入基础变化 DO的情况下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收入增长趋势或收入弹性! 总而言之% 增长趋势就是指相对于税

基 &由于税基的增长而产生的收入自然增长' 的收入增长率 &或反映度'!

另外一种衡量收入绩效的方法是计算一个国家的相对收入努力! 衡量收入努

力涉及把政府在提高收入中的实际绩效和政府对提高收入绩效的预期能力作比

较! 一种衡量收入努力的方法是衡量不同政府部门的收入率和他们生产资源能力

的关系的平均程度! 当然% 也可以采用通过税收和非税收征收有效比率的方法来

衡量!

还有一种衡量政府绩效的方法是计算综合指数! 可以采用如下变量# 收入变

化" 人口总数" 实际人均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 税收构成" 非税收入" 实际人均

收入" 税收结构中直接税收和间接税的变化" 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 最高公司所

得税税率" 销售税率" 天然气税率和城市化程度! 在以上变量的基础上% 我们可

以准备一个综合指数! 但是% 我们需要注意给与不同的变量以不同的比重! 因为

该比重的主观性比较大% 改变了比重也就改变了指数!

在我们应用这个变量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主要因素法来避免对各个

因素的主观判断和权重的主观性! 本方法考虑了所有和收入绩效相关的指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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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在以上方法中% 收入绩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组合变量! 当一国政府想

要提高其收入时% 它会调整和调用资源的政策来协调每个变量% 因此% 保持各个

独立变量的一致性十分重要!

在研究变量的综合影响时% 主要因素法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为了方便

起见% 我们采用后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更为普遍 &其数字不带单位'% 可以适用

于各种不同单位的变量!

本章中的结论基于对 ;F 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绩效所作的研究! 该结论说明%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任何单个国家或者是下级政府的收入绩效! 同时%

也说明我们可以采用一系列变量来为衡量国家的收入绩效构建指数!

注!!释

!

这种组织在许多国家存在% 这些组织有# 东京财政货币政策研究所" 新德里的国家公

共财政政策研究所"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的菲沙研究所!

"

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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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支出的评价! 公共支出的资助方式重要吗#

$892/)4 0B:8)4

经济分析和民众意见经常发生冲突! 一个例子是公共部门的收入和支出之间

的联系! 通常认为预算的这两方面之间应该有一个强力的逻辑关系! 例如% 如果

问到任何国家的一个普通公民% 他或她对某项特定的支出增加的可取性的看法%

答案通常与他或她认为的支出增加的资助方式有关! 同样% 虽然大多数人不喜欢

税收增加% 但是他们的态度又似乎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与他们认为增加税收后

资助的对象有关!

!

民众是正确的! 收入和支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事实上% 正如 -<:%$+(&

&DWHW+' 长期以来强调的% (如果不包括财政过程的收入和支出这两个方面% 公

共财政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MWM'! 然而% 尽管存在这种告诫% 尽管有上述

常理% 可是大多数对税收或者支出改变的正式经济分析% 传统上仍然假设预算的

两方面 &收入和支出' 发生的改变之间没有联系! 本章探讨了在评价公共支出

时% 认真考虑预算的两个方面时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

当然% 经济学家们这样做% 也是有原因的! 生活是复杂的! 人们开始理解

复杂事物的唯一途径% 就是以某种逻辑的形式将其拆解% 然后逐一进行分析!

例如在分析增加所得税的归宿时% 同时也考虑用新收入来源来弥补支出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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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就太混乱了! 税收和支出改变的联合归宿 &预算平衡归宿' 显然是根据

支出资金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如果我们主要关注税收改变% 那就基本不能发现

单独税收改变的归宿!

"如果还考虑到预算改变对宏观经济变量诸如通货膨胀率

&具体归宿' 的归宿% 那就更加复杂了! 由于这些原因% 在 -<:%$+(&&DWGW'

以后% 关注财政归宿的经济学家现在一般分析所谓的税收 &和支出' 改变的差

别归宿***也就是说% 假设某个税种改变的同时% 也改变某些其他税种% 以保

持收入和支出的实际水平和实际总需求水平的稳定时% 税收和支出改变对收入

分配的影响!

在现实中% 这种精确的替换几乎从未发生! 因此现实世界中的税收改变可

能影响支出的水平 &和组成'% 也可能影响宏观经济! 分析问题的性质% 在分

析税收 &或者支出' 改变的影响时% 与上述的三个归宿概念都可能有关! 例

如% 具体归宿分析用于税收增加的同时不增加支出或者不采取措施抵消对总需

求的影响时% 有关的分配影响问题! 同样% 平衡预算归宿分析用于分析通过增

加税收弥补特定的支出增加时% 税收增加的分配影响问题 &C$&+K% DWMF'! 尽

管如此% 差别归宿概念是我们直接处理单独税收 &或者支出' 的分配影响的唯

一工具! 因此% 差别归宿分析在有关税收影响的学术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

不奇怪了!

然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唯一的答案% 因为根据定义% 差别归宿是

把特定改变的分配影响与其他改变比较% 所以结果就取决于相比较的改变的性

质! 人们可能想到把任何税收改变与平等收益恰好抵消的改变的既不影响分配又

不影响拨款决定的完全中性税收 &所谓的总额税' 相比较! 但是因为不可能存

在这种税收% 所以在实践中% 差别归宿分析通常是把建议的税收 &或转移支付'

改变与全面比例所得税 2或偶尔如 Q6)<J &DWHW' 中其他一般税收% 例如统一的

增值税3 中的平等收益改变相比较! 尽管差别归宿分析有许多概念性和实践性问

题% 但这仍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做法% 所以我们还是如此做!

在分析弥补公共支出的其他方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 也会出现类似问

题! 自然地% 在传统的经济学文献中% 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

题! 虽然这种情况不同于归宿分析% 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对存在另一种 (完全有

效) 的税收制度的主张少有怀疑! 我首先简单提及在评价公共支出时对融资的传

统论述% 接着提到这种方法在概念和经验应用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然后在本章的

其余部分% 我评论了对特定的公共支出是否和如何获得资助应该考虑的几个问

题! 虽然这个评论没能得出明确的通行准则% 但是很明显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问

题是关键和不容忽视的% 在公共政策领域以及其他领域% 更明晰地考虑有关财政

制度通常能提高分析的质量! 这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做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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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传统

对公共资金边际成本的正式分析始于3=%)< &DWEY'% 他表示 (公共支出的监

管应当顾及筹集这些资金所带来的负担)! 他在一个非常有功利精神的著名引文

中接着说道% (如果把社会比喻为单一个体% 政府作为其大脑% 那么就应该向所

有的方向推动支出% 直到最后支出资金获得的满足等于征召政府服务资金而失去

的满足)! 当然% 正如 3=%)< 认为的% 在这个意义上% 没有社会是单一的个体!

因此% 在实践中政府必须强制性通过税收汲取资源! 他认为在确定公共支出的适

当水平时% 应该明确考虑到这样做的成本***管理和遵从成本以及税收的超额负

担或者无谓损失!

人们早就明白% 一项特定支出是否值得部分取决于其融资方式! 特别是% 因

为一般来说% 征收公共资金的经济成本大于征收到的税款% 公共预算的最佳规模

小于一个更有效的税收制度下应有的预算规模! 这个信息在许多有关公共财政的

现代文章中都能找到! 例如% 1<44=:和")'&:&DWWE' 表示 (决策者不理解税收的

全部成本11将导致 ,过度- 政府支出)! Q5=%4=5[&ENNN' 也持赞同观点# (当征

税扭曲时% 获得公共产品就变得更加昂贵% 通常这将意味着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

水平小于非扭曲性税收时应有的有效水平)! (的确% 看来大部分对公共产品供

给的理想水平的辩论都围绕着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与税制有关的扭曲不是好

事% 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为公共产品而征收额外税收的成本是好事!)

#

确定征税成本的实证研究始于 *+$V&$%&$&DWHF'% 随后 C$)7'='%&DWMH' 和

其他人也进行了扩展研究! 虽然很难确定这些年来不同作者研究出的许多估计结

果之间的确切关系% 但是C+44+$9和 .<44&$5)' &DWWE' 还是有效区分了两种相关却

截然不同的方法! 他们称第一种方法为庇古*哈伯格*布朗宁方法 &3=%)<

*+$V&$%&$UC$)7'='%% 3*C'% 用来估计资金的边际成本 &-1.'! 另一种方法是

被偏重于理论的研究者所青睐的% 由 Q5=%4=5[和 ?+:%<J5+&DWMD' 推出% 85K=':)'

和 Q5&$' &DWMF' 进一步发展的! 正如C+44+$9和.<44&$5)' &DWWE' 表示的% 虽然每

种方法使用的术语不同% 但是每种方法都基本上估计了同样的事情% 可实际上却

假设资助的是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 传统的 3*C方法假设供给的公共产品将补

偿消费者% 因此只有替代效应依然存在% 而较现代的方法***使用 C$&'5&DWWH%

第 W 章' 的术语% 考虑到公共产品对收入的影响% 则假定公共产品并没有对劳动

力供给产生影响! 当然% 现实中% 收入效应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通常都伴随着财

政变化% 所以原则上% (-1.最终不仅取决于税收% 也取决于在考虑中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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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 &C+44+$9和.<44&$5)'% DWWE'!

尽管有这样的观察结果% 公认的惯例还是只注重征税的额外负担! 此外%

-1.研究报告的数字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例如% C+44+$9" Q6)(&' 和

_6+44&]&DWYG' 提出美国每 D 美元征税% 估计的 -1.范围从 DBDM 美元 到 DBGH

美元不等! 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 C$)7'='%&DWYM' 提出% 每 D 美元边际收益估

计的-1.范围是从 DBDN 美元到 FBNN 美元! 最近% .&49:5&=' &DWWM' 综述和总结

了估计美国税收扭曲成本的广泛文献得出结论% (增加每 D 美元政府支出的总成

本% 包括收入和超额负担% 高达 EBHG 美元! 等量地% 意味着每 D 美元收入的边

际扭曲成本是 DBHG 美元)! 在另一项最近的调查中% ?=&7&$5" +̀7$&'A&和

X6)2J:)' &DWWY' 较为谨慎地提出% 对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 其货币成本中至少

应该加上 E;O的-1.!

在某种程度上% 这项工作的初始推动力主要是按照 3=%)< 最初的观察% 为评

价某项支出增加是否值得提供依据! 有趣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估计税收的边

际社会成本主要成了在税收政策改革的范围内考虑的事项 &例如 -]4&:% DWWG'!

例如% 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的超额负担的最详细的研究% 就几乎完全是在税收政策

改革的范围内进行的 &d&7V&$]和 Q5&$'% DWYM+ 862+9 和 Q5&$'% DWWD'!

$或许是

出于这个原因% 大部分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估计没有明确地被计入成本*效益或

者项目评价工作中! 相反% 在大多数的对成本*效益分析的处理中 &例如%

?='7=99]和 X&+4% DWWH'% 注意力都集中在相关但是不同的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

问题! 这种方法的重点不在于 -1.% 而在于分别从私人消费和从投资中汲取资

源的跨时间后果!

%

如果资本市场是完美的% 政府和私人面对的贴现率是一样的% 那么资金来源

就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无论如何用于任何项目的资源的机会成本都是一样的! 但

是如果贴现率不同% 正如许多人认为的 &也是应该的' 那样% 抑或如果资本市

场不完美% 正如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无一例外% 这就是不正确的! 因此% 一般来

说% 用于公共产品的资源如若用于投资% 那么资金的成本就有可能更高! 此外%

这些成本的变化取决于被替代的精确投资和支出的性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 正如

-<:%$+(&&DWHW+' 表示的% 贷款融资的项目似乎通常要比税收融资的项目更昂

贵% 因为贷款融资的项目更有可能替代私人投资! 在任何情况下% 明确支出的融

资方式***通过贷款或者税收 &及何种税收'% 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私人消费或

者投资是否被替代和被替代的程度!

虽然本文没有综述这个复杂问题%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致使不同专

家提倡确定公共投资的机会成本和贴现率的不同准则!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

项目分析中% 传统上考虑到了收入的性质和支出的可取性之间的联系! 不过%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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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似乎可以公平地说% 在实践中% 支出分析中常用的假设只是把收入方面当作

既定的! 特别是% 尽管这个争论大部分起源于 3=%)< 的早期论述% 尽管有在公共

资金边际成本的情况下作的许多估计% 但通常在评估支出时还是不会明确考虑

3=%)< &DWEY' 说的% (筹集资金弥补支出所涉及的负担)!

在传统的支出分析中% 对这一论点主要的具体认识可能在于普遍假设的% 投

资项目应该通过贷款融资!

'正如-<:%$+(&&DWWM' 认为的% 如果人们要作合理的

财政决策% 那么就需要能够比较这些决定的收益和成本% 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兼顾

要做的支出及其融资方式! 如果要做的支出将产生一连串未来的收益% 也就是

说% 在物力或者人力资本的投资% 那么私人借贷融资的支出就是合理的! 对社会

而言也是如此! 因此% 通过贷款融资的公共资本形成与资本预算编制等程序一

起% 使支出和收益的联系更清楚% 是一种很有用的手段% 确保提供公共产品的政

治过程能产生预期时间路径的总消费 &公共消费加上私人消费'!

如同许多好建议一样% 这种单独预算编制的实际做法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但

是% 其原则似乎是合理的# 通过税收弥补公共消费% 通过贷款弥补公共投资% 并

且保持这两者各自独立! 然而% 独立的资本预算早就不被预算专家看好了! 正如

3$&2A6+'9 &DWW;' 所说的% 多数专家认为资本预算编制早就 (过时了)! 不过最

近他们又表示% 即使 (以前批判资本预算的国家和政府% 现在也看到了资本预算

的优点) &3$&2A6+'9% DWWY% ;;H'% 提出 (独立资本预算的存在可以被证明是一

种有益的制度)! 虽然现行的主流观念仍然非常反对这种预算 &_)$49 C+'K%

DWWY'% 但是这个争论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同样的% 尽管可以适当地把

分析的支出项目当作 (投资) 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过程

中将资金来源看作贷款仍然是有争议的***即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有从国外来源

贷款的情况!

但是% 最近?&(+$+a+'" Q\<=$&和 Q<56=7+$5Ud+$<&J<5&DWWH% DWWM' 在传统的

组合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要素% 强烈主张在评价需要预算资金净流入的项目时% 明

确考虑公共资金的边际社会成本! 他们为了说明了这一点% 引用了最小校正的

C+44+$9" Q6)(&'和 _6+44&]&DWYG' 对美国-1.的最低估计***DBDM 美元% 表示

这个成本对有着更局限% 通常更扭曲的税收制度的发展中国家% 可能会更高!

(

他们认为% 在公共支出项目的评价中如果不明确包括这个 (公共财政的影子价

格) &Q\<=$&% DWYW'% 那么就会系统地高估这些支出项目的净现值! 因此% 正如

上文引用的教科书中的判断% 公共部门将会不适当地扩张! 他们在这个论点上的

结论值得全文引用如下#

当**财政成本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扩张超出了如果由私人部门供给带

来的产出而攀升& 财政成本代表了社会为了从政府干预中获益而必须支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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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逻辑& 如果政府没有收取私人部门愿意支付的最高数额的税收" 那么就

会产生额外的财政成本+++转移支付& 扩张和转移支付都构成了预算的额外

负担&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于 #扭曲的% 税收" 收税就必然伴有实际

成本& 这些成本" 以及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 需要尽可能纳入项目评估中&

#?&(+$+a+'$ Q\<=$&和 Q<56=7+$5Ud+$<&J<5" DWWM%&

这个结论至少有四点值得指出#

DB公共支出可能有很好的逻辑% 带来无法从私人部门得来的利益% 但是公

共支出仍然会带来财政成本的增加!

EB如果不按正确的用户价格收费% 那么这个财政成本将更高!

;B征收额外的资金本身就很昂贵!

FB评价公共支出时% 必须考虑这些成本以及扭曲性税收带来的成本!

所有这些论点都能在3=%)< &DWEY' 的文中找到% 如此看来%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兜了一圈% 又一次明确地回到了公共支出的评价及其融资方式! 但是% 关于

这个方法最近再度流行% 特别有趣的是% *+$V&$%&$&DWWM' 长期倡导的标准惯

例% 即假定资金的边际来源是在资本市场借贷***这意味着在实践中% 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用贴现率处理的% 现在也已经明确接受了经过政府的所有现金流量% 至

少适用于财政资金的最小影子价格! 因此% 看来现在项目评价的主要业界人士都

广泛接受C)+97+]和 C$<A&&DWYF' 说的% (融资的超额负担11应该被列为引进

项目的成本之一)! 现在看来理论和实践一致了!

但是% 在进一步探讨这个明显的一致意见之前% 值得提出的是% 至少某些世

界银行资助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这些年来是在不断演进的! 在早前规划的鼎盛

时期% 如I=$KJ+5$=AK和_&=::&DWWH' 说的% 政府仍然被看作 (发展的引擎)! 例

如% 894&$&DWHF' 实际上主张完全相反的修正% 在这个意义上是格外偏重那些能

促进公共收入增加的支出! 虽然这种被他称作 (公共财政的产出原则) 主要是

就增加产出而论的% 他也明确表示优先考虑那些产生较大收入回报的项目% 当然

前提是正如他似乎已经假定的% 把这些额外收入用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公共支

出!

)换句话说% 公共收入很重要% 因为认为有一个公共储蓄约束% 使得额外的

公共收入比额外的私人消费更有价值! 照此类推% Q\<=$&和 (+' 9&$X+K &DWMG'

明确假定额外的政府收入与额外的私人储蓄有同样的价值! 在有限的程度上% 这

种论点有时出现在宏观层面上***例如% 对约束公共储蓄的论述! 但是% 在

-<:%$+(&&DWWM' 强调的公共财政的宏观和微观论述之间不和谐的另一个实例中%

这种论点似乎很久以前就已经从传统支出评价方法中消失了!

*

在承认最近项目分析中-1.因子的复兴前% 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

公共资金的社会边际成本中确切地包括什么$ 是只包括超额负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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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DWWM'$ 应该也包括管理成本吗 &3=%)<% DWEY+ ?&(+$+a+'" Q\<=$&和

Q<56=7+$5Ud+$<&J<5% DWWM'$ 应该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征收公共收入中涉及的各式

各样的其他成本吗 &0:6&$% DWWD'$

"

无论-1.是如何定义的% -1.显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1.也不能独

立于特定项目的融资方式! 如果税收实现最优化% 那么所有税收来源的 -1.就

都是相同的! 事实上% 正如862+9 和 Q5&$' &DWYM% DWWD'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详细

论证的% 不同税收的-1.有很大不同% 甚至有可能小于 D &不论是否使用分配

性加权'! 因此% 正如C$&'5&DWWH' 表示的% 有必要假定边际支出的融资方式与

现在一般支出的融资方式相同***正如 ?&(+$+a+'" Q\<=$&和 Q<56=7+$5Ud+$<&J<5

&DWWM' 表示的那样% 或者对资金来源做一些其他明确的假定 2例如与 *+$V&$%&$

&DWME' 有关的传统资金是借来的假设3!

"

如果正在考虑的支出是由非扭曲的税收资助的 &d%% ENNN+'$ 或者是由

收取使用费资助的 &?&(+$+a+'" Q\<=$&和 Q<56=7+$5Ud+$<&J<5% DWWM'$ 或者是由

负债资助的 &.&49:5&='% DWME'$ 或者是由专项税款 &?$k[&和 Q5&$'% DWYM+ Q\<=$&%

DWYW' 或者其他由地方政府征收的特定税收 &Q5=%4=5[% DWWF'$ 即使除了这些具体

情况% 最近讨论的要旨明确是如C$&'5&DWWH' 所说的传统观点 &见于?&(+$+a+'"

Q\<=$&和 Q<56=7+$5Ud+$<&J<5% DWWM' 通过征税获得公共资金的影子价格***即

-1.% (必须大于 D+ 而在现代方法中可以小于 D)! C+44+$9 和 .<44&$5)' &DWWE'

同样总结如下# (经济学家应该抛弃税收融资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必定超出其成

本这个明显的假定!)

"

最后% 把公共收入的效率成本看作成本% 而不考虑可能与这些成本有关

的任何分配性收益是否正确 &I+J4)7% DWWH'$

本章综合考虑了以上及相关论点! 在本章结尾中% 简短论述了联系支出和收

入的财政制度在确定财政效率时的重要性!

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

大多数现实世界的税收制度必然伴有扭曲性成本! 正如 .&49:5&=' &DWWM' 说

的% 税收可能# &D' 减少劳动力供给+ &E' 减少资金供应+ &;' 促使用不纳税

的附加福利代替现金收入+ &F' 引致更多可抵免税项目上的支出% 例如慈善和医

疗保健支出! 0:6&$&DWWD' 扩展了这些影响% 增加了其他 (隐性成本)% 例如#

征税和提供服务的管理费用% 征税导致的隐含成本% 和处理这些问题和制约腐败

的执行成本!

,-.正如0:6&$表示的% 所有这些后面的成本在公共管理欠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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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高! 但是% 正如?=&7&$5" +̀7$&'A&和X6)2J:)' &DWWY' 指出% 在行为反应

最激烈时% 税收的超额负担当然也就最高! 这可能意味着% 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典

型的分散市场中% 尽管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普遍更加扭曲 &非一般结论'% 其

-1.亦可能比原本预期的要低! 但是% 正如862+9和 Q5&$' &DWYM% DWWD' 在印度

和巴基斯坦详细论证的% -1.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可能要高得多!

对-1.的大多数研究% 例如.&49:5&=' &DWWM'% 主要或者完全集中在扭曲性

税收的超额负担上! 有时% 正如3=%)< &DWEY' 原来的论述和?&(+$+a+'" Q\<=$&和

Q<56=7+$5Ud+$<&J<5&DWWM' 在最近的论文中表示的% 也提到了管理和遵从成本%

但只是点到为止! 842&DWWW'% 如同 0:6&$&DWYH% DWWD' 一样% 强调了包括逃税

成本在内的重要性% ?+:U><J5+和 -))K6&$a&&&DWWY' 详细考虑了遵从和执行问

题! 但是% 整体而言% 人们很少尝试包含这些成本及其相关的额外过重负担

&1)44+$9% DWYW' 到任何正式分析中! 然而% 这些遗漏并没有一开始看上去那样

令人惊讶% 因为对这些成本的实证研究非常少 &Q+'9b)$9% DWWG'% 在发展中国家

除了?+:U><J5+和 -))K6&$a&&&DWWY' 的研究以外% 几乎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正如C+44+$9 和 .<44&$5)' &DWWE' 主张的% 原则上% 有关的 -1.既取决于征

收的特定税收% 又取决于支出的融资方式! 例如% 85K=':)' 和 Q5&$' &DWMF' 论

证% 正常商品的消费税总有一个净扭曲效应 &因为收入和替代效应彼此加强'%

但是工资税 &通过其收入效应促使人们工作更努力' 实际上降低了公共资金的

边际成本! 同样% 如果融资的公共支出与征税的活动是互补的% 例如公共交通%

就也有可能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而减少 -1.% 而如果只是替代的 &例如% 公

园'% 就有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工作努力% 从而增加-1.! 正如 I+J4)7&DWWH' 表

示的% 虽然这些可能重要的影响在评价特定支出时应该考虑到% 但是他们似乎不

是对支出分析中使用的-1.作全面调整的理由!

公共资金总是昂贵吗#

其实% 有些人认为对公共收入使用任何统一的 -1.***或者如 ?&(+$+a+'"

Q\<=$&和 Q<56=7+$5Ud+$<&J<5&DWWH' 所称的 (纠正溢价) ***都是严重简化的!

例如% 有三种收入可能具有无负担的神奇特性! 第一种是总额税% 在理论上以无

成本而著称% 在实践中通常认为是不存在的! 但这显然言过其实! 正如 d%

&DWYM' 认为的% 有些税种没有替代效应% 从而不会伴有超额负担***其实

*&'$]>&)$%&&DYMW' 早就表示过! 对经济租金或者纯利润的税收有这个特性%

人头税 &或其他总额税' 也是如此! 这些税收不可能总被认为是公平的% 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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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更为被认可! 例如% 某种程度上的土地税 &X=9&2+'% DWWF'% 在欠完美的市

场的对租金利润的征税 &-='5[和 Q&+9&% DWWD'! 而且% 从任何特定国家的角度%

外国人承担的税收% 无论是通过垄断生产者输出% 还是对外国所有者征收的级差

地租***同样是无负担的 &C$<A&DWWE'!

,-/

更重要的是% 至少从3=%)< &DWEN' 以来% 经济学家早就认为有些税收迫使

经济代理人考虑社会成本% 从而纠正市场扭曲% 提高市场效率! 例如% C+44+$9 和

-&9&2+&DWW;' 在关于污染的模型中% 估计了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庇古税% 只有

NBM; 美元的-1.! 也就是说% 每 D 美元的收入将产生 NBEM 美元的额外效益! 最

近% 环境税收方面的文献加强了对这种矫正性税收的 (双重红利) 形式的认识%

即% 矫正性税收不但直接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 而且也间接地因其产生的收入使

更多的扭曲性税收能够被削减 &>)<49&$% DWWG'! 在这种情况% 因为通过矫正性

税收征收的公共资金的边际社会成本不是正的% 而是负的! 根据 3=%)<(=+' 起初

提出的原则% 其隐藏的含义是% 公共部门活动的扩大是有道理的! d%&ENNN+'

由此和其他原因得出结论% (估计公共支出最优水平的常用方法 &不管考虑或者

不考虑税收的扭曲成本% 将单个边际评价的总和等同于边际成本'% 有可能会导

致一个次优的结果水平)!

,-0

最后% 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最优的% 因此在任何国家

都有许多可能的税制调整可能减少扭曲% 从而降低 -1.! 例如% 862+9 和 Q5&$'

&DWYM" DWWD' 提供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改革税收制度带来的潜在效率提高的详

细定量估计! 在许多国家% 能够既产生收入又减少效率损失的税制调整% 通常是

取消或者减少扭曲投资和储蓄选择的税收优惠! 例如 .<44&$5)' 和 *&'9&$:)'

&DWYW' 估计% 在美国减少投资税收抵免% 将仅有 NBHE 美元的-1.! 正如I+J4)7

&DWWY' 所说# (如果我们通过消除低效的税收漏洞或者通过减少低效的补贴% 来为

公共产品融资% 那么总扭曲效应甚至有可能低于如果我们使用总额税的情况)! 诸

如此类的考虑导致C+44+$9 和 .<44&$5)' &DWWE' 得出结论# (经济学家应该抛开 ,税

收融资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必定超出其成本- 这个明显假定)!

即使那些持相反论调的人% 例如 ?&(+$+a+'" Q\<=$&和 Q<56=7+$5Ud+$<&J<5

&DWWM'% 似乎也同意了如下观点# 当公共部门活动的扩大是通过正确配置的使用

费融资时% 任何-1.调整应该只适用于来自公共预算资助的那部分的净负担!

这种从影子价格的世界中排除通过使用费融资的支出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人们经

常说的% 正确设计的使用费% 如同任何有效价格一样% 从定义上就不会导致超额

负担或者扭曲! 如C$&'5&DWWH' 论述的% (当税收招致的超额负担超过了税收产

生的收入% 使用费就是替代的资金来源% 这可以减少税收的无效率! 因此人们可

以预期% 使用费在-1.高时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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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谨慎地承认类似的幸事甚至可以扩大到其他资金来源% 即那些近乎

在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及其支付者之间建立一些有意义连接的资金来源! 例

如% 精心设计的专项税% 即使其在联系服务的精确使用上% 不比精心设计的使用

费严格% 但其必然伴有的社会效率损失% 比非专项税的小 &C=$9% DWWM'! 在许多

方面% 好的地方税和专项受益税类似% 因为纳税和受益的都是同一群人! 同样的

推理似乎意味着通过地方收入融资的支出必然伴有的超额负担% 通常应该小于普

通收入融资的类似支出必然伴有的超额负担 &I+J4)7% DWWH'! 显然% 专项税和地

方财政的实例都没有使用费的实例有说服力% 因为受影响的人群中可能有许多受

益和负担的差别% 因而存在一些扭曲!

,-1尽管如此% 仍然推定来自正确设计的地

方税收和专项受益税的资金% 其 -1.必然低于普通资金的融资% 正确设计的使

用费意味着资金的影子价格与名义价格相等!

这个结论中的关键词是正确设计! 正如最近强调的 &X6=$:K 和 C=$9% DWW;+

C=$9% DWWM+ C=$9和X:=)J)<4):% DWWM'% 在实践中%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 大多数使

用费和专项税都是远低于这个标准! 例如加拿大的城市供水价格% @&'[&55=

&DWWW' 的研究表明% 不但调查的 MM 个市政公用事业中每一个的边际成本都超过

价格% 而且% 除此之外% 不出所料这个抑价的结果是显著的过度消费! 产生这个

结果的一个原因是住宅供水通常没有计量! 另一个原因是成本会计不完整! 第三

个原因是应用的定价规则 (与供应饮用水和处理废水的经济成本没有太大关系)

&@&'[&55=% DWWW'! 结果是使用费资助的供水和废水处理服务% 与其相关的超额负

担估计很高% 从每 DBNN 加元非居民用水收费的 NBFE 加元到废水处理收费的高达

HB;W 加元! 因为水价是公共部门使用费最完善的形式之一% 加拿大又是一个高

度发达的国家% 所以% 如果期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使用费制度能有更好的结果%

就似乎过于不切实际了!

在许多国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 即使是来自正确设计的使用费的收

入% 也通常没有通过预算过程与有关的支出明确联系! 正如 C=$9 和 X:=)J)<4):

&DWWM' 强调的% 这种联系是任何好的使用费构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特征!

正如X6=$:K和C=$9 &DWW;' 论证的% 专项受益税也是如此! 现在似乎应该反思预

算专家对上文提到的有关资本预算编制% 传统上不愿意容忍专项预算的原因了!

过去在一些国家% 这种资本预算编制做法公认地造成了许多弊病% 但是不应该就

此排除将来对更加明确的收入支出联系的更仔细的考虑! 这些联系不但在民主环

境对确定良好的政策成果是必须的% 这些联系也被证明是满足人民***州政府所

宣称的服务对象的偏好% 使其享有更多政策决定权的重要途径!

分权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可以部分实现这个目标 &C<$K=

和3&$$]% ENNN'! 对地方政府的决策分权并不稀奇% 这些决策由地方出钱%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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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类似于将决定权下放给收取使用费的公共企业或是收取受益税的专门机构% 例

如道路基金! 使用费和受益税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地方税可能出现的问题类似! 除

了土地税之外% 所有其他形式的地方税都可能导致扭曲成本的产生% 但是可以通

过限制可能的税率变化范围等措施降低这些扭曲成本的规模 &C=$9% ENNN'! 类似

的论述也适用于许多受益税% 甚至那些有 (市场矫正) 作用的燃油税! *<%6&:

&DWYM' 认为% 虽然燃油税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通常是累进的% 但是也可能导致效

率损失! 尽管较高的燃油税有减少机动车在拥挤的城市地区使用的矫正效应% 但

是类似的减少机动车在农村地区的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效率与公平

最后% 几乎所有对-1.问题的研究都忽视了分配性问题! 这些研究要么是

在不存在分配问题的单一消费者 &或者代表性消费者' 框架下进行的% 要么就

是如C+44+$9 和 .<44&$5)' &DWWE' 明确假定% 所有纳税人都平等% 也是被同样对待

的! 虽然由此简化现实的必要在分析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世界不是这样运转

的! 必须认真考虑得到分析结论所使用的假定的真实性% 如果有必要% 对结论作

调整% 然后才能把结论运用于现实世界中的政策问题!

最近I+J4)7&DWWH' 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辩称% 事实上在评价公共支出时% 对待税收扭曲成本的最

好的一般方法就是忽略它***也就是说% 平等对待公共资金的社会边际成本和公

共资金的名义成本! 换句话说% 即征收额外公共收入的经济成本! 在他的分析

中% 这一经济成本恰好等于收入! 他论述中的关键是他假定税收的扭曲成本% 在

大多数情况下% 是反映了通过税收制度再分配收入的意图!

,-2

I+J4)7&DWWH' 论

述在这种情况下#

众所周知" 对公共产品和税收调整的总体改革导致扭曲" 从而不能提供

指导" 因为扭曲的存在与更大的再分配相关& 净效应的好坏取决于先前存在

的再分配的程度和决策者对再分配最优化程度的判断&

这个论述随后被C$)7'='%和 =̀< &DWWY' 强烈批判为过分低估了税收的扭曲

成本! 无论如何% 这显然都是夸大其词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因为许多扭

曲不可能与任何分配性项目的相关! 尽管如此% 正如 d%&ENNN+' 论证的% 这个

论述不仅有说服力% 而且即使是.&49:5&=' &DWWM' 和其他人提到的那样高的成本

也完全兼容!

虽然解释的恰当程度主要取决于要分析的具体情况% 但如下这个显然自相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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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结果可以被简单解释# 即可能有一个税收有高边际超额负担% 但是不必要也

不应该在支出分析中被考虑! 本质上 I+J4)7&DWWH' 论述的是通常最好的程序

***与?&(+$+a+'" Q\<=$&和 Q<56=7+$5Ud+$<&J<5&DWWM' 最近提出的% *+$V&$%&$

&DWWM' 接受的立场正相反% 是对 -1.不作任何调整! 相反% I+J4)7假定资金

的来源是个人所得税调整% 从而大致抵消每个收入水平的个人从公共产品的受

益! 他认为% 当征收这种受益税时% 就没有必要调整扭曲成本了% 因为根据定义

就不会有任何扭曲!

至此% 这只不过是上文提到的更具体的受益税论述的变形 &也被类似的限定

条件约束'! 但是% I+J4)7&DWWH' 继续说道% 要实现这个结果% 需要的不是调

整为单个人偏好的纯受益税% 而是更可行的根据收入水平的受益税! 虽然在这样

一个制度下仍然存在再分配% 但这是在同一个收入群体内根据个人偏好的再分

配% 因此% 他认为% 不可能对劳动力供给有显著的扭曲效应!

,-3他进一步论述%

因为似乎有理由相信%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内实行的税收制度% 反映了某种相对

稳定的分配均衡% 所以有理由假定% 总体来说% 税收的边际变化相对分配性

中立!

当然% 由于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其他的融资形式% 因而可能出现效率损失! 即

使如此% I+J4)7认为%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成本将被再分配性收益抵消! 正如他在

其他地方写的# (如果一种确认的融资方法涉及更大的扭曲11这正是因为那种

融资方法涉及更大的再分配) &I+J4)7% DWWY% DEF'! 这种论述最适用于累进的所

得税% 因此在这些税种不那么重要的国家中就似乎不大可行! 尽管如此% I+J4)7

&DWWY' (完全专注于所得税的扭曲成本% 而忽略再分配性税收存在的理由是实现

收入再分配) 的做法是错误的结论% 可以确信完全正确 &3BDEF'!

,-4正如没有扭

曲成本的合理总额税% 例如人头税***可能就分配来说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由此

累进所得税的增加% 即使明显增加了扭曲% 也可能被认为是值得的! 当然% 这种

推理也表明% 如果资金的来源既造成了效率损失% 又对穷人造成了不利影响% 例

如多种特许权税%

,-5那就是加倍的不可取了!

理解这里论述的问题十分重要! 问题不在于征收公共资金是否伴有真实的"

有时很大的效率成本! 但是这些成本产生的事实% 并不意味着就应该使用财政资

金的影子价格计算一个可以接受的项目的成本效率! 正如 I+J4)7&DWWH' 论证

的% 如果资金来自 &好的' 受益税% 那么根据定义影子价格和名义价格是相同

的! 如果资金来自其他税种% 那么只要这些税种的分配效应被认为是可取的% 这

些税收就仍然可能被认为是值得的! 但是正如 d%&ENNN+' 正确指出的% I+J4)7

的分析没有论及前面提到的扭曲性成本! 如 .&49:5&=' &DWWM' 提到的导致低效的

支出选择% 或者0:6&$&DWWD' 提到的导致逃税和由此带来的实施成本! 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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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 后一种形式的扭曲看来仍然非常重要! 况且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无

论是在意愿上还是在结果上% 都更不可能被认为有很强的再分配性 &16<"

?+())9=和 ><J5+% ENNN'% 这种考虑表明在这种环境中% 对I+J4)7的分析应该谨

慎看待!

最后% d%&ENNNV' 引出的一个额外论述值得简要提及! 从人类幸福的角度

***这个角度% 虽然看来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不沾边% 但其实是经济分

析的基础% 经常有人指出% 相对收入通常和绝对收入同样重要 &如果不是更重

要'! 许多支出都可能影响相对收入% 例如% 通过供给 (地位性商品) &*=$:A6%

DWMH' 如教育 &公共支出' 和汽车 &私人支出'! 从逻辑上讲% 支出的边际收益

应该包括这些或正或负的相对收入效应! 正如 >+4V$+=56 &DWGY' 早就指出的% 总

的来说% 不这样做就倾向于使得私人支出在福利方面看起来比实际上相对更有

益% 公共支出相应地更缺乏吸引力! 虽然在项目分析中% 考虑这些相对收入效应

似乎不太可行或者不太可取% 但是这个考虑又使得人们怀疑把任何一般 -1.原

则适用于这种项目分析中的合理性!

维克塞尔 $_=AK:&44=+'% 关联

本章探讨了在公共支出评价中如何处理融资问题的广泛见解! 本章考虑了三

个问题! 第一% 在支出评价中应该明确考虑公共财政的影子价格吗$ 第二% 如果

应该% 如何估计这个影子价格$ 第三% 不管对第一个问题如何回答% 在多大程度

上需要注意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制度联系$ ***C$&5)' &DWWH' 称之为在有效公共

部门治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维克塞尔关联!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 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决不简单% 不会轻易依从

简单原则! 例如% 当一个项目的资助可以牢固地连接到一个正确设计的受益费用

&使用费% 专项受益税%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的贷款融资' 或者连接到一些其他形

式的无负担财政调整 &例如土地税" 庇古税% 或者减少扭曲的税收 (激励)'%

采用-1.% 即财政资源的影子价格纠正% 似乎是不恰当的! 即使预算资金的可能

来源于明显扭曲的税收制度% 适用的确切纠正水平须对该税收制度的性质" 预期

的税收调整的性质及融资支出的性质敏感!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与税收融资有关

的扭曲可能反映了社会的分配目标! 可以这样说% 其在现实中不应该用来不适当

地限制公共部门活动的范围和水平!

尽管所有这些考虑% ?&(+$+a+'" Q\<=$&和 Q<56=7+$5Ud+$<&J<5&DWWM' 的建议

实际来看也许是对的% 即至少一个最低的 -1.纠正可能通常是需要的% 除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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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非常好的理由不做这样的纠正! 一个有用的类比可以是把例行或习惯性决定

与非例行或独特决定比较! 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使用经验法则和传统习惯来应

对日常事务% 正如 Q=2)' &DWGW' 认为的% 鉴于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我们如

此做通常是有效率的! 因为大多数支出有可能是通过一般收入融资的% -1.纠

正大约 ENO的幅度% 不会有任何害处% 还可能稍微制衡一些不可避免地夸大具

体项目好处的趋势! 当情况明显不同时% 我们可以也应当区别对待! 例如% 当支

出是由精心设计的专项收入来源融资时!

更根本的% 可能最重要的教训出现在简短回顾与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有关

的一些复杂问题时! 这里% 答案似乎很清楚# 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经济分析中% 应

该更加注意支出和收入之间的联系% 而不是规则和时间! 在前面讨论的过程中已

经提到了这样几种联系# &D' 用于公共服务的使用费或者价格费用+ &E' 专项受

益税+ &;' 用于地方公共服务的地方税收+ &F' 用于一般公共产品的所得税+

&G' 投资项目的债务融资+ &H' 适当的预算编制程序 &例如% 有关资本预算和专

项基金'! 这里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些论点% 结论中我评论了本次讨论中基础的一

般规范性框架% 及其对实证政策的影响!

第一% 融资很重要! 其重要性在于两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 一个项目如何融

资% 可能并且应当影响其预期的净收益的现值% 由此我们才知道这个项目是否值

得做! 实际上这也是经济分析家们主要关注的% 正如上文所述% 经济分析家们面

对的一项艰巨任务% 是确定不同来源的融资成本***更不用说是否和如何在进行

定量分析中考虑这些成本!

第二个关注公共支出融资的原因是更基本的! 触及了公共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的实质# 政府应该做什么$ 正如 ?&(+$+a+'" Q\<=$&和 Q<56=7+$5Ud+$<&J<5&DWWM'

正确强调的% 确定政府该干什么密不可分地与政府的工作如何融资相纠缠! 但没

有被充分强调的是# &D' 正确处理效率成本是与分配问题密切相关的+ &E' 确定

政府该干什么% 对确保支出和收入决定之间的联系% 并尽可能明确地建立在预算

和政治进程中% 是至关紧要的! 正如-<:%$+(&&ENNN% 33BYE cY;' 所说#

确定最佳结果很简单" 如何实现这个结果才是关键问题& 这种规范和操

作分析之间的联系是_=AK:&44=+'模型的核心& 因此它既不同于把已知边际收

益和成本等同的庇古预算编制方法 #3=%)<" DWEY" A6+J5&$̂ ,,%" 也不同于通

过一个无所不知的仲裁者决定资源的最佳分配的萨缪尔森构想 #Q+2<&4:)'"

DWGF%&

分配问题的讨论见上文 I+J4)7&DWWH' 讨论的有关不做 -1.纠正的论述%

他认为不做-1.纠正的理由是这些扭曲只是为实现政治体的分配目标而付出的

成本!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很不完善的民主和高度扭曲的税收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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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4)7&DWWH' 的论述是否有意义% 我持怀疑态度! 尽管如此% 其论述的思路还

是值得注意的! 毕竟% 正如 _=AK:&44&DYWH' 在一百年前就论述了的% 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 I+J4)7&DWWH' 实际上论述的只是说% 公共部门如果得到了有效资

助% 那么公共部门就一定能作出有效的分配决定***也就是说% 通过受益税 2或

通常沿袭_=AK:&44的学生提出的 (林达尔价格) =̀'9+64&DWDW'3! 但是 _=AK:&44

进一步表示% 只有当社会已经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到了符合政治上可以接受的

公正的收入分配时% 这种融资模式才可能在规范性和政治上被接受! I+J4)7

&DWWH' 做了一个很类似的论述% 他不无道理地主张% 有理由认为任何建议的新

支出都将通过基本分配中立的方式融资% 在这个意义上% 公共财政体系中的既定

分配妥协% 将不会受到很大干扰!

,-5

在许多方面% 融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做才能使维克塞尔关联可操作! 顾及公

共支出的融资问题% 把融资问题计入到项目评估中% 这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地由

一个 &不存在的' 无所不知的观察者% 基于对现状的公正权衡% 决定什么对社

会最有利% 尤其不能对其他人的社会最有利! 倒不如说% 这是在任何社会要作出

良好预算决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分% 以反映人们真实偏好且切实可行的决定!

(良好) 分权的大部分理由在 C=$9 &DWW;" ENND' 的文中早就做了准确论述***

即% 增加权力链问责的分权!

这对于上文讨论的用于更紧密连接融资和支出决定的所有其他措施也是正确

的! 例如% 使用费融资或者资本预算并不总是优于一般基金融资和预算! 确实%

正如?&(+$+a+'" Q\<=$&和 Q<56=7+$5Ud+$<&J<5&DWWM' 所描述的% 在许多情况下%

这种做法产生的结果% 可能还不如那些认真构思和执行的全面预算制度% 以及一

个统一适用的支出评价体系产生的结果! 但是% 正如分权化的某些措施经常被错

误执行% 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措施如能被正确执行% 这些措施产生的结果就与社

会的意愿和资源更协调!

对这个最后的论点的另一种说法是% ?&(+$+a+'" Q\<=$&和 Q<56=7+$5Ud+$<&J<5

&DWWM' 正确地强调了认真指出 (适当逆向) 对好的支出分析的重要性% 并且认

为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事实上% 我认为# &D' 指出公共部门融资适当逆向

的重要性和难度是同样大的+ &E' 在某些 &可能是许多' 情况下% 逆向分析可能

表明不适合在预算流中自动适用 -1.纠正+ &;' 在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 正确

地思考支出和收入之间的联系% 不只对好的项目分析至关重要% 而且更是好的政

府的根本!

产生好结果的关键不在于任何具体的预算或融资程序% 而在于实施的公共财

政体制% 最大程度地连接具体的支出和收入决定% 以及尽可能公开透明! 也许有

些奇怪的是% 在评价附加支出建议时% 是否考虑公共资金的影子价格% 这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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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得出结论***除非是准备采用站不住脚的萨缪尔森主义道德观察者的方法%

应该做什么的最终决定者应该是那些最直接受影响的人们% 因为确保相关决策者

作出正确决定的最好途径就是确保决策者和所有那些受影响者都尽可能意识到所

有的相关后果!

注!!释

!

当然% 政治家是充分意识到这个联系的% 证据就是这些年征收的许多税都被加上 (好)

名称的标签% 如医疗" 教育" 国防!

"

借鉴以前的思想% 一个有力的论述是% 事实上我们应该主要关注税收调整和相关的支

出变化的组合效应% 见C4+AK &DW;W% 第 DN 章'!

#

有趣的是% 尽管显然 Q5=%4=5[&ENNN' 很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在他 YNN 页的教科书中没有

提到对美国的这些扭曲成本的定量研究!

$

最近的文献综述% 见8<$=)4和 _+$45&$:&ENND' 指出的估计的极端多变性!

%

例如% ?$k[&和 Q5&$' &DWYM' 明确说 (当项目是一般收入融资11就不必分开考虑单个

项目是如何融资的)! 但是% 他们继续说到如果有专项税% 那么模型中就应该引入明确的 (边

际限制)!

&

例如% 最近的有用的综述见于 +̀]+$9和>4+=:5&$&DWWF'" C)+$92+' 和 >$&&'V&$%&DWWY'!

'

当然这个论述是在C+$$)&DWMF' 推广的所谓的李嘉图等价观点之前% 断言理性的人们

不会在乎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差别% 因为债务融资下债务负担的现值恰好等于他们被估定

将要征的税! 实现这种等价所需的苛刻假设在任何发展中国家% 或者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的!

(

例如% 正如?+:%<J5+和 Q5=%4=5[&DWMF' 早就论述的% 在许多小的发展中国家占收入系统

主要地位的贸易税% 通常是高度扭曲的!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 ?&(+$+a+'" Q\<=$&和 Q<56=7+$5

Ud+$<&J<5&DWWH' 引用了C$)7'='%&DWYM' 的估计! 他们在后期的文章中引用了另一种方法

得到的估计% 不清楚这种改变是否反映了对某种估计-1.方法的偏好!

)

正如C$&'5&DWWH' 指出的% 常用的方法忽略了收入反馈% 因为假定的是***有时明确

地% 如-+]:6+$&DWWN'% 没有收入反馈! 但是这种假定未必符合现实! 正如 C$&'5继续指出

的% 在一定程度上某些收益累积为政府的额外收入% 这可以说是通过允许降低税率产生了

(超额收益)% 从而减少了扭曲成本! 当然这个论点类似于 ?&(+$+a+'" Q\<=$&和 Q<56=7+$5U

d+$<&J<5&DWWH' 提到的使用费!

*

尽管如此% ?&(+$+a+'" Q\<=$&和 Q<56=7+$5Ud+$<&J<5&DWWH' 有些奇怪地使用了公共收入

溢价的旧术语% 虽然他们清楚地提出这个溢价只适用于来自 &正确设计的' 价格的收入% 对

溢价的衡量是没有考虑扭曲税收成本! ?&(+$+a+'" Q\<=$&和 Q<56=7+$5Ud+$<&J<5&DWWM' 为避免

造成混乱而强调了-1.% 见I=$KJ+5$=AK 和 _&=::&DWWH% 3BDN' 的评论!

,-.

可能应该指出在考虑逃税者福利***或者有时是避税者% 如 -<:%$+(&&DWWE'% 更不要

说腐败官员福利的有限文献中% 关于是否应该在总结政策行动净社会效益时顾及这些人的福

利有很大分歧! 在这个环境中% 简单区分金钱转移和实际资源成本是不够的% 因为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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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社会评价% 如后面指出的% 分配公平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

例如 Q5+$$&55&DWYY% 3BDYY' 指出% 如果政府能输出税收% -1.就可能小于 D!

,-0

但是% 正如 Q+'92)&ENND' 指出的% 还远不清楚 (环保税) 是否能使得 -1.小于 D%

即使他们是资金的唯一来源! Q+'92)正确论述道% 通常-1.的纠正外部性税收的含义关键取

决于市场的相互作用的性质! 但是% 应该指出% 他的有趣论述中明确关注的是% 定义-1.使

之对所有从一般税收融资的项目 &有公共产品性质的' 都是同样的! 这不是本章选取的角度!

,-1

I+J4)7&DWWH' 断言这实际上是一个 (横向不平等) &3BGDW' 问题% 但是似乎不对%

因为明显不能假定% 例如% 所有在同一地方的人在政策调整前后都有平等的收入 &或公用事

业水平' 2最近对横向不平等意义的有趣讨论% 见 I+J4)7&DWYW" DWWE' 和 -<:%$+(&&DWWN"

DWW;' 之间的争论3!

,-2

其他对 -1.效应的论述应该包括一些抵消分配收益的措施% 见 Q+'92)&DWWY' 和

?+64V]&DWWY'!

,-3

d%&DWYF' 在相关文献中做了一个有些类似的论述!

,-4

Q5=%4=5[&ENNN' 做了一个同样精辟的评论# (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政府只能观察到不完美

的个人特征的世界中 &3BG;;'% 因此使用扭曲税收是我们要实现收入再分配的一个不可避免

的结果)!

,-6

*<%6&:&DWYM' 分析了煤油税的一个例子!

,-5

以同样的方式% *&+9和C=$9 &DWY;' 指出了税收制度的准宪法性质! 更广泛地% 这个

论述可能是与-<:%$+(&&DWHWV' 的长期立场有关% 即分离公共部门决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

配层面% 对于理清思路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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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Z) =*301:3:2*0)*152#-12*-31')-3/928'-3*'- ?,>/'.6.)-)8'.(% ")*-2//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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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G2LN)*H% 92:128>2*Z

E3//3*%% "53*/2(QZ% 3-% =)- @,//2*1)-ZDWWEZ(='(1)*1')-3*+ 43A2(3-% 152?*)&'(')- )0?,>/'.

7))%(Z) D.+,$'/.%2&.$.1"&3*,-F*&(":*-H# DDH U;DZ

E3//3*%% "53*/2(QZ% 3-% 912&2- 7ZI2%283ZDWW;Z(452I3*;'-3/600'.'2-.+ 6002.1()043A2(3-%

9,>('%'2('- 152?*2(2-.2)06A12*-3/'1'2(# ! ")8:,131')-3/72-2*3/6F,'/'>*',8 !::*)3.5Z)

D.+,$'/.%3+;/"&2&.$.1"&-GE &E'# DWW UEDHZ

E3//3*%% "53*/2(QZ% K)5- EZ95)&2-% 3-% K)5- <53//2+ZDWYGZ(72-2*3/6F,'/'>*',8")8:,131')-(

)0152I3*;'-3/<2/03*2")(1()043A2('- 152P-'12% 91312(Z) A1*,"&'$ 2&.$.1"&9*:"*8MG# DEY

U;YZ

E3**)% $)>2*1KZDWMFZ(!*27)&2*-82-1E)-%(G21<23/15$) D.+,$'/.%3./"("&'/2&.$.14YE#

DNWG UDDDMZ

E'*%% $'.53*% IZDWW;Z(45*23%'-; 152@'(.3/Q3>+*'-15# 9)82#((,2('- @'(.3/=2.2-1*3/'D31')-Z)

N'(".$'/>'PD.+,$'/FH# ENM UEMZ

****ZDWWMZ(!-3/+('()063*83*H2% 43A2(Z) >'PN.(*-B$(*,$'(".$'/E; &K,-2'# ENWG UDDHZ

****ZENNNZ ( 9,>-31')-3/$2&2-,2(# $23/'1'2(3-% ?*)(:2.1(Z) #- C*&*$(,'/"@'(".$ '$0

A&&.+$(';"/"(4.%(=*3+;/"&!*&(.,% 2%Z9ZKZE,*H'3-% 7Z?2**+% ;DW U;YZ?*).22%'-;()0152

!--,3/<)*/% E3-H ")-02*2-.2)- =2&2/):82-1'- Q31'- !82*'.33-% 152"3*'>>23- DWWWZ

<3(5'-;1)-% ="#<)*/% E3-HZ

****ZENNDZB$(*,#.:*,$1*$('/)"-&'/9*/'(".$-"$ 7'("$ A1*,"&'# 3./"&4C*-"#$-'$0 3./"&4

?+(&.1*-Q<3(5'-;1)-% ="# #-12*U!82*'.3- =2&2/):82-1E3-HZ

E'*%% $'.53*% IZ% 3-% 45)83(4('):),/)(ZDWWMZ(P(2*"53*;2(0)*?,>/'.92*&'.2(# ?)12-1'3/(

3-% ?*)>/28(Z) <'$'0"'$ >'PD.+,$'/FG# EG UYHZ

E/3.H% =,-.3-ZDW;WZ>=*B$&"0*$&*.%B$&.1*>'P*-QQ)-%)-#I3.8'//3-Z

E)3%L3+%$)>'- <Z% 3-% G2'/E*,.2ZDWYFZ5*/%',*2&.$.1"&-QCA0)*%%PZRZ# E3('/E/3.HL2//Z

E)3*%83-%!-15)-+ 6Z% 3-% =3&'% MZ7*22->2*;ZDWWYZ(='(.),-1'-; 3-% 1529).'3/='(.),-1

$312Z) #- J'$0;..E.%3+;/"&)"$'$&*% 2%Z@*2% 45)8:()- 3-% I3*H 4Z7*22-% EHW U;DWZG2L

N)*H#I3*.2/=2HH2*Z

E*23H% 72)*;2@ZDWMFZ(452#-.'%2-.23-% 6.)-)8'.6002.1()043A31')-Z) #- >=*2&.$.1"&-.%

3+;/"&)"$'$&*% 2%Z!/3- 9ZE/'-%2*%$)>2*1IZ9)/)L% 72)*;2@ZE*23H% ?212*CZ912'-2*% 3-%

='.H G21D2*% DDW UE;MZ<3(5'-;1)-% ="# E*))H'-;(#-(1'1,1')-Z

E*2-1% $)>2*1KZDWWHZAFF/"*0 <.-(UI*$*%"(A$'/4-"-Q"52/12-538% PZRZ# 6%L3*% 6/;3*Z

E*21)-%!/>2*1ZDWWHZ<.1F*("(":*H.:*,$1*$(-Q"38>*'%;2%PZRZ# "38>*'%;2P-'&2*('1+ ?*2((Z

E*)L-'-;% 6%;3*RZDWMHZ(452I3*;'-3/")(1)0?,>/'.@,-%(Z) D.+,$'/.%3./"("&'/2&.$.14YF#

EY; UWYZ

****ZDWYMZ(C- 152I3*;'-3/<2/03*2")(1)043A31')-Z) A1*,"&'$ 2&.$.1"&9*:"*8ME# DD UE;Z

E*)L-'-;% 6%;3*RZ% 3-% Q'F,- Q',ZDWWYZ(452C:1'83/9,::/+ )0?,>/'.7))%(3-% 152

='(1)*1')-3*+ ")(1)043A31')-# ")882-1Z) N'(".$'/>'PD.+,$'/GD# DN; UDHZ

E*,.2% G2'/ZDWWEZ(!G)12)- 15243A31')- )0#-12*-31')-3/"3:'13/#-.)82@/)L(Z)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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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HY# EDM UEDZ

E,*H'% 9535'% K3&2%% 3-% 7,'//2*8) ?2**+% 2%(ZENNNZC*&*$(,'/"@'(".$ '$0 A&&.+$(';"/"(4.%(=*

3+;/"&!*&(.,Q?*).22%'-;()0152!--,3/<)*/% E3-H ")-02*2-.2)- =2&2/):82-1'- Q31'-

!82*'.33-% 152"3*'>>23- DWWWZ<3(5'-;1)-% ="#<)*/% E3-HZ

"5,% R2U+),-;% M38'% =3&))%'% 3-% 93-B22& 7,:13ZENNNZ(#-.)82='(1*'>,1')- 3-% 43A 3-%

7)&2*-82-19).'3/9:2-%'-; ?)/'.'2('- =2&2/):'-; "),-1*'2(Z) #I@<)*H'-; ?3:2*<?JNNJHE%

#-12*-31')-3/I)-213*+ @,-%%<3(5'-;1)-% ="Z

")//3*%% =3&'%ZDWYWZ(")8:/'3-.2")(1(3-% 600'.'2-.+ ")(1()043A31')-Z) #- A01"$"-(,'(":*'$0

<.1F/"'$&*<.-(-.%>'P'(".$% 2%Z"2%*'.93-%0)*%%I'.532/7)%L'-% 3-% ?212*M3*%L'.H% EM; U

MMZE315% PZRZ# @'(.3/?,>/'.31')-(Z

",//'(% K)5-% 3-% ?5'/': K)-2(ZDWWEZ3+;/"&)"$'$&*'$0 3+;/"&<=."&*QQ)-%)-#I.7*3LUM'//Z

=35/>+% E2&ZDWWYZ(?*);*2(('&243A31')- 3-% 1529).'3/I3*;'-3/")(1)0?,>/'.@,-%(Z) D.+,$'/

.%3+;/"&2&.$.1"&-HM# DNG UEEZ

=3(U7,:13%!*'-%38% 3-% ='/': I))H52*B22ZDWWYZB$&*$(":*-'$0 B$-("(+(".$'/9*%.,1"$ >'P

2$%.,&*1*$(QCA0)*%% PZRZ# CA0)*% P-'&2*('1+ ?*2((Z

=3(;,:13% ?3*153% 3-% K)(2:5 6Z91';/'1DZDWMFZ(E2-20'1U")(1!-3/+('(3-% 4*3%2?)/'.'2(Z)

D.+,$'/.%3./"("&'/2&.$.14YE# D U;;Z

=2&3*3B3-% 953-13%Q+- 9F,'*2% 3-% 92153:,19,15'L3*1UG3*,2:,1ZDWWHZ(?*)B2.1!::*3'(3/31152

<)*/% E3-HZ)#- <.-(UI*$*%"(A$'/4-"-'$0 3,.G*&(AFF,'"-'/"$ C*:*/.F"$# <.+$(,"*-% 2%Z")/'-

R'*H:31*'.H 3-% K)5- <2'((% ;G UG;Z"52/12-538%PZRZ# 6%L3*% 6/;3*Z

****ZDWWMZ(E2+)-% $312)0$21,*-# $2)*'2-1'-; ?*)B2.1!::*3'(3/Z) 5.,/0 I'$E9*-*',&=

?;-*,:*,DE# ;G UFHZ

='2L2*1%<Z6*L'-% =2-'(!ZQ3L*2-.2% 3-% @*2% 45)8:()-ZDWWYZ(452I3*;'-3/")(1)0

43A31')- 3-% $2;,/31')-Z) #- J'$0;..E.%3+;/"&)"$'$&*% 2%Z@*2% 45)8:()- 3-% I3*H 4Z

7*22-% D;G UMDZG2LN)*H#I3*.2/=2HH2*Z

='-L'%%+% "3*)/'-2% 3-% @*3-.'(423/ZDWWHZ3,"$&"F/*-.%<.-(UI*$*%"(A$'/4-"-%.,C*:*/.F"$#

<.+$(,"*-Q"38>*'%;2% PZRZ# "38>*'%;2P-'&2*('1+ ?*2((Z

=*[D2% K23-% 3-% G'.5)/3(912*-ZDWYMZ(452452)*+ )0")(1UE2-20'1!-3/+('(Z) #- J'$0;..E.%

3+;/"&2&.$.1"&-% &)/ZE% 2%Z!/3- KZ!,2*>3.5 3-% I3*1'- @2/%(12'-% WNW UYWZ!8(12*%38#

G)*15 UM)//3-%Z

@2/%(12'-% I3*1'-ZDWMEZ(452#-3%2F,3.+ )0<2';512% ='(.),-1$312(Z) #- <.-(UI*$*%"(

A$'/4-"-% 2%Z$'.53*% Q3+3*%% EFG UHWZM3*8)-%(L)*15% PZRZ# ?2-;,'- E))H(Z

****ZDWWMZ(M)LE'; 95),/% 7)&2*-82-1E2$) N'(".$'/>'PD.+,$'/GN# DWM UED;Z

@,//2*1)-% =)-% 3-% N)/3-%3RZM2-%2*()-ZDWYWZ(452I3*;'-3/6A.2((E,*%2- )0='002*2-1

"3:'13/43A #-(1*,82-1(Z) 9*:"*8.%2&.$.1"&-'$0 !('("-("&-MD# F;G UFEZ

73/>*3'15% K)5- R2--215ZDWGYZ>=*A%%/+*$(!.&"*(4QQ)-%)-# M38'(5 M38'/1)-Z

72)*;2% M2-*+Z DYMWZ 3,.#,*--'$0 3.:*,(4Q $2:*'-1% G2L N)*H# $)>2*19.53/H2->3.5

@),-%31')-% DWMW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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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Q3L*2-.2ZDWWGZ(6-&'*)-82-13/43A31')- 3-% 152,=),>/2='&'%2-%-# ! $23%2*V(

7,'%2Z) B$(*,$'(".$'/>'P'$0 3+;/"&)"$'$&*E# DGM UY;Z

M3*>2*;2*%!*-)/% "ZDWHFZ(452I23(,*282-1)0<3(12Z) A1*,"&'$ 2&.$.1"&9*:"*8GF# GY UMHZ

****ZDWMEZ3,.G*&(2:'/+'(".$# <.//*&(*0 3'F*,-QQ)-%)-#I3.8'//3-Z

****ZDWWMZ(G2L @*)-1'2*('- ?*)B2.16&3/,31')-# ! ")882-1)- =2&3*3B3-% 9F,'*2% 3-%

9,15'L3*1UG3*,2:,1Z) 5.,/0 I'$E9*-*',&= ?;-*,:*,DE# M; UMWZ

M23%% K)5- 7Z% 3-% $'.53*% IZE'*%ZDWY;Z(43A ?)/'.+ C:1')-('- 152DWYN(Z) #- <.1F','(":*

>'P!(+0"*-% 2%Z9B'>*2- "-)((2-% ; UEWZ!8(12*%38# G)*15 UM)//3-%Z

M'*(.5% @*2%ZDWMHZ!.&"'/7"1"(-(. H,.8(=Q"38>*'%;2% I!# M3*&3*% P-'&2*('1+ ?*2((Z

M,;52(% 7)*%)-ZDWYMZ(452#-.'%2-.2)0@,2/43A2(# !")8:3*31'&291,%+ )045*22"),-1*'2(Z)

#- >=*>=*.,4.%>'P'(".$ %.,C*:*/.F"$# <.+$(,"*-% 2%Z=3&'% G2L>2*+ 3-% G'.5)/3(912*-% G;;

UGWZG2LN)*H# CA0)*% P-'&2*('1+ ?*2((Z

R3:/)L% Q),'(ZDWYWZ(M)*'D)-13/6F,'1+#I23(,*2('- 923*.5 )03?*'-.':/2Z) N'(".$'/>'PD.+,$'/

FE# D;W UGFZ

****ZDWWEZ(!G)12)- M)*'D)-13/6F,'1+Z) )/.,"0' 7'89*:"*8D# DWD UWHZ

****ZDWWHZ(452C:1'83/9,::/+ )0?,>/'.7))%(3-% 152='(1)*1')-3*+ ")(1)043A31')-Z)

N'(".$'/>'PD.+,$'/FW# GD; U;;Z

****ZDWWYZ(!G)12)- 152C:1'83/9,::/+ )0?,>/'.7))%(3-% 152='(1)*1')-3*+ ")(1)0

43A31')-Z) N'(".$'/>'PD.+,$'/GD# DDM UEGZ

R'*H:31*'.H% ")/'-% 3-% K)5- <2'((ZDWWHZ(")(1UE2-20'1!-3/+('(0)*=2&2/):'-; "),-1*'2(Z) #-

<.-(UI*$*%"(A$'/4-"-'$0 3,.G*&(AFF,'"-'/"$ C*:*/.F"$# <.+$(,"*-% 2%Z")/'- R'*H:31*'.H 3-%

K)5- <2'((% ; UE;Z"52/12-538% PZRZ# 6%L3*% 6/;3*Z

Q3+3*%% $'.53*%% 3-% 912:52- 7/3'(12*% 2%(ZDWWFZ<.-(UI*$*%"(A$'/4-"-% E-% 2%Z"38>*'%;2%

PZRZ# "38>*'%;2P-'&2*('1+ ?*2((Z

Q'-%35/% 6*'HZDWDWZ(K,(143A31')-*!?)('1'&29)/,1')-Z) #- </'--"&-"$ (=*>=*.,4.%3+;/"&

)"$'$&*% 2%Z$'.53*% !ZI,(;*3&23-% !/3- 4Z?23.).H% DHY UMHZ$2:*'-1% Q)-%)-# I3.8'//3-%

DWGYZ

I3+(53*% K)*38ZDWWNZ(C- I23(,*2()06A.2((E,*%2- 3-% 452'*!::/'.31')-Z) D.+,$'/.%3+;/"&

2&.$.1"&-F;# EH; UYWZ

I'-1D% K3.H% 3-% K2(,(923%2ZDWWDZ("3(5 @/)L)*#-.)82$) 5.,/0 I'$E9*-*',&= ?;-*,:*,H#

DMM UWNZ

I,(;*3&2% $'.53*% !ZDWGWZ>=*>=*.,4.%3+;/"&)"$'$&*QG2LN)*H#I.7*3LUM'//Z

****ZDWHW3Z(")(1UE2-20'1!-3/+('(3-% 152452)*+ )0?,>/'.@'-3-.2Z) D.+,$'/.%2&.$.1"&

7"(*,'(+,*M# MWM UYNHZ

****ZDWHW>Z(?*)&'(')- 0)*9).'3/7))%(Z) #- 3+;/"&2&.$.1"&-% 2%ZK,/',(I3*;)/'(3-% M2-*'

7,'11)-% DEF UFFZQ)-%)-#I3.8'//3-Z

****ZDWWNZ(M)*'D)-13/6F,'1+% C-.2I)*2Z) N'(".$'/>'PD.+,$'/F;# DD; UEEZ

****ZDWWEZ(9).'3/")-1*3.1% 43A31')- 3-% 152913-%'-; )0=23%L2';51Q)((Z)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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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W# ;HW UYDZ

****ZDWW;Z(M)*'D)-13/6F,'1+# !@,*152*G)12Z) )/.,"0' >'P9*:"*8D# ;GF UGWZ

****ZDWWMZ(I'.*) 3-% I3.*) !(:2.1()0@'(.3/?)/'.+Z)#- 6'&,.*&.$.1"&C"1*$-".$-.%3+;/"&

)"$'$&*% 2%ZI3*') E/2B2*3-% 42*2(342*UI'-3(('3-% D; UEHZQ)-%)-#$),1/2%;2Z

****ZENNNZ>=*).+$0'(".$-.%>'P'(".$ '$0 2PF*$0"(+,*QW)/Z###)03+;/"&)"$'$&*"$ '

C*1.&,'("&!.&"*(4Q"52/12-538% PZRZ# 6%L3*% 6/;3*Z

I+/2(% 73*215 =ZDWWGZ3+;/"&2&.$.1"&-Q"38>*'%;2%PZRZ# "38>*'%;2P-'&2*('1+ ?*2((Z

G2L>2*+% =3&'%% 3-% G'.5)/3(912*-% 2%(ZDWYMZ>=*>=*.,4.%>'P'(".$ %.,C*:*/.F"$# <.+$(,"*-Q

G2LN)*H# CA0)*% P-'&2*('1+ ?*2((Z

G;%N2LURL3-;ZDWYFZ(T,3('U?3*21) 9).'3/#8:*)&282-1(Z) A1*,"&'$ 2&.$.1"&9*:"*8MF#

DN;; UGNZ

****ZDWYMZ(='38)-%(!*237)&2*-82-1V(E2(1@*'2-%# E,*%2- U@*2243A2()- 7))%(W3/,2%

0)*152'*W3/,2(Z) A1*,"&'$ 2&.$.1"&9*:"*8MM# DYH UWDZ

****ZENNN3Z(452C:1'83/9'D2)0?,>/'.9:2-%'-; 3-% 152='(1)*1')-3*+ ")(1)043A31')-Z)

N'(".$'/>'PD.+,$'/G;# EG; UMEZ

****ZENNN>Z),.13,*%*,*$&*(. J'FF"$*--# >.8',0-' 6.,*<.1F/*(*5*/%',*2&.$.1"&-Q

<)*H'-; :3:2*ZI)-3(5 P-'&2*('1+%W'.1)*'3% !,(1*3/'3Z

?';),% !*15,*"ZDWENZ5*/%',*2&.$.1"&-% F15 2%ZQ)-%)-#I3.8'//3-Z

****ZDWEYZA!(+04"$ 3+;/"&)"$'$&*% ;*% 2%Z$2:*'-1% Q)-%)-#I3.8'//3-% DWFMZ

?*28.53-%% !Z DWW;Z H.:*,$1*$(I+0#*("$# '$0 2PF*$0"(+,*<.$(,./-Q <3(5'-;1)-% ="#

#-12*-31')-3/I)-213*+ @,-%Z

****ZDWWYZ<.$(,./.%3+;/"&6.$*4Q<3(5'-;1)-% ="# #-12*-31')-3/I)-213*+ @,-%Z

$2-D211'% 912&2-ZDWWWZ(I,-'.':3/<312*9,::/+ 3-% 92L3;24*23182-1# ")(1(% ?*'.2(% 3-%

='(1)*1')-(Z) <'$'0"'$ D.+,$'/.%2&.$.1"&-;E# HYY UMNFZ

938,2/()-% ?3,/!ZDWGFZ(452?,*2452)*+ )0?,>/'.6A:2-%'1,*2(Z) 9*:"*8.%2&.$.1"&-'$0

!('("-("&-;H# ;GN UGHZ

93-%0)*%% "2%*'.% 2%ZDWWGZ>'P<.1F/"'$&*<.-(-# 6*'-+,*1*$('$0 3./"&4QE315% PZRZ# @'(.3/

?,>/'.31')-(Z

93-%8)% !;-3*ZDWWYZ($2%'(1*'>,1')- 3-% 152I3*;'-3/")(1)0?,>/'.@,-%(Z) D.+,$'/.%3+;/"&

2&.$.1"&-MN# ;HG UYEZ

****ZENNDZI,"0#"$# (=*>'PU2PF*$0"(+,*H'F# H,**$ >'P*-'$0 (=*6',#"$'/<.-(.%)+$0-Q

<)*H'-; ?3:2*GMW% "69'0)%I,-'.5Z

95),:% "3*/9ZDWHWZ3+;/"&)"$'$&*Q"5'.3;)# !/%'-2Z

9'8)-% M2*>2*1!ZDWGWZ(452)*'2()0=2.'(')- I3H'-; '- 6.)-)8'.(3-% E253&')*3/9.'2-.2Z)

A1*,"&'$ 2&.$.1"&9*:"*8FW# EG; UY;Z

9F,'*2% Q+-ZDWYWZ(?*)B2.16&3/,31')- '- 452)*+ 3-% ?*3.1'.2Z) #- J'$0;..E.%C*:*/.F1*$(

2&.$.1"&-% &)/ZE% 2%ZM)//'("52-2*+ 3-% 4ZGZ9*'-'&3(3-% DNW; UD;MZ!8(12*%38# G)*15 U

M)//3-%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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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2% Q+-% 3-% M2*83- 7Z&3- %2*43HZDWMGZ2&.$.1"&A$'/4-"-.%3,.G*&(-QE3/1'8)*2# K)5-(

M):H'-(Z

913**211% =3&'% !ZDWYYZ).+$0'(".$-.%3+;/"&2&.$.1"&-Q"38>*'%;2% PZRZ# "38>*'%;2

P-'&2*('1+ ?*2((Z

91';/'1D% K)(2:5 6ZDWWFZ(='(.),-1$312(Z) #- <.-(UI*$*%"(A$'/4-"-% E-% 2%Z% 2%Z$'.53*%

Q3+3*% 3-% 912:52- 7/3'(12*% DDH UGWZ"38>*'%;2%PZRZ#"38>*'%;2P-'&2*('1+ ?*2((Z

****ZENNNZ2&.$.1"&-.%(=*3+;/"&!*&(.,% ;*% 2%ZG2LN)*H#<Z<ZG)*1)-Z

91';/'1D% K)(2:5 6Z% 3-% ?3*153=3(;,:13ZDWMDZ(='002*2-1'3/43A31')-% ?,>/'.7))%(% 3-%

6.)-)8'.600'.'2-.+Z) 9*:"*8.%2&.$.1"&!(+0"*-;Y# DGD UMFZ

45'*(H%<3+-2$Z% 3-% $'.53*% IZE'*%ZDWW;Z(63*83*H2% 43A2('- C-13*')# 9)/,1')- )*

?*)>/28$) #- >'P"$# '$0 !F*$0"$#% 2%Z!//3- IZI3(/)&2% DEW UYFZ4)*)-1)% CG# P-'&2*('1+

)04)*)-1) ?*2((Z

4'%283-% G'.)/3,(% 2%ZDWWFZ7'$0 '$0 >'P'(".$QQ)-%)-# 952:523*% U<3/L+-Z

P(52*% =3-ZDWYHZ(43A 6&3(')- 3-% 152I3*;'-3/")(1)0?,>/'.@,-%(Z) 2&.$.1"&B$R+",4EF#

GH; UYHZ

****ZDWWDZ(M'%%2- ")(1()0?,>/'.6A:2-%'1,*2Z) #- 6.,*>'P"$# (='$ >'P*-$% 2%Z$'.53*%

IZE'*%% DD UHGZ93- @*3-.'(.)# #"9?*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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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共债务管理指南!

;0<和#:人员

公共债务管理的定义及重要性

主权债务管理是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战略的过程% 其通过该程序募集所需资

金% 控制风险及成本% 实现政府制定的其他主权债务管理目标! 例如发展和维护

有效的政府债券市场!

对于宏观经济背景下的国家政策而言% 政府要确保政府公共债务水平及增长

率的基本持续性% 在控制成本及风险的同时% 能够在复杂背景下偿还债务! 财政

政策顾问关注的是% 要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为减少过度负债建立一种可靠战

略% 主权债务管理者对此也不能忽视! 债务管理者要确保财政机关人员了解政府

融资需求及债务水平对借贷成本的影响!

!应对债务可持续问题的指标包括公共

债务偿债率及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3' 及税收收入的比率!

!

译者注# 文中公共债务" 政府债务" 主权债务" 国债依原文直译% 实际含义可以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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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 债务期限" 货币或利率组成等结构不良的债务和大量未确认的

或有债务在许多国家扮演了诱发或传播经济危机的角色! 例如% 不考虑汇率制

度或是否有国内外货币债务参与% 危机的爆发常常源于政府过度关注节约成本

而借入大量短期或浮动利率债务! 这使得政府预算严重暴露于不断变化的金融

市场环境和债务滚动时不断变化的国家信用中! 外币债务同样也有特殊的风

险% 如果投资者不愿再为政府外币债务提供资金% 那么过度依赖外币债务可能

产生汇率或货币压力! 通过减少风险% 政府自身的投资组合管理将成为私有部

门不稳定来源的始作俑者% 谨慎的债务管理可以使得国家少受金融危机传染及风

险的影响!

政府债务组合往往是一国最大的金融投资组合! 它通常包含复杂" 有风险的

金融结构% 并对政府资产负债表及一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巨大的风险! 在金融稳定

论坛中% 资本流动工作小组认为% (最近的经验表明政府要限制流动性的暴露及

控制其他使国家经济陷入动荡的外部冲击的风险) &金融稳定论坛% ENNN'! 因

此% 公共部门良好的风险管理对私有部门经济的风险管理必不可少% 因为主权债

务风险管理不足导致流动性危机% 这时私有部门中的单独实体将面临诸多问题!

良好的债务结构有助于政府减少利率" 货币及其他风险的暴露! 许多政府通过建

立与货币组成" 期限及债务的期限结构方面有关的投资组合基准 &如果可行'

来稳定上述债务结构!

几次债务市场危机进一步突显了良好的债务管理实践的重要性及建立有效"

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政府债务管理政策或许不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唯一或主

要原因% 但政府投资组合的期限结构" 利率及货币组成% 加之或有债务的义务%

都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 即使在良好宏观经济的背景下% 冒险的债务管理实践也

使得经济更易受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时上述风险可以通过相对直接的

措施迎刃而解% 如通过延长借贷期限" 支付较高的相关偿债成本 &假设收益率曲

线向上倾斜'% 方法如下# 调整外汇储备的数量" 期限及组成% 评审与或有债务

相关的标准及管理安排!

风险债务结构通常源于不当的经济政策 &财政" 货币及汇率'% 但毫无疑

问% 两端的反馈效应将消失殆尽! 但良好债务管理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它

不是良好财政" 货币管理的灵丹妙药或替代品! 如果宏观经济环境糟糕% 良好

债务管理自身也无法解决任何危机! 良好债务管理政策能在更广的金融市场发

展及金融深化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可以减少金融危机及风险的影响! 最

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例如% 在银行资金匮乏时% 国内债券市场可代替银行

进行融资 &反之亦然'% 帮助经济体平安渡过L挨过金融危机 &参见 >$&&':J+'%

D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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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管理指南的目的

公共债务管理指南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进行改革% 以提高公共债务管理质

量% 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一国的影响! 小国或新兴市场国家更为脆弱% 因为其经

济多元化程度较低% 国内金融储蓄基础较薄弱% 金融体制尚不发达% 通过一定程

度的资本流动更容易患上金融传染病! 因此% 就需要在诸多影响政府流动资产及

资产负债表因素和力量的广阔背景下考虑公共债务管理指南! 政府时常管理着大

量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其财政地位经常取决于实体和货币冲击情况% 且在私有

部门中经常处于或有债务及糟糕资产负债表管理的影响之下! 不考虑金融危机产

生于国内银行部门或全球金融传染病% 谨慎的政府债务管理政策加之良好的宏观

经济和法规政策对于控制与该冲击有关的人工及产出成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指南包括国内及国外公共债务及一系列针对政府的要求% 并确定了构成良好

公共管理实践的广泛协议! 指南主要围绕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及各种国债管

理组织结构展开% 且不应被视为一套既定实践或强制性标准或法规% 也不能盲目

认为指南的发行就说明存在一套良好管理实践或处理办法% 且在任何条件下适用

于所有国家! 主权债务管理能力的构建可能需要几年% 且国情需求也大不相同!

指南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宣传成员国在其债务管理战略及操作中使用的良好管理

实践! 执行情况视国情而异% 如金融发展情况!

各国在主权债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构建需求各不相同% 但其需求均受所面临的

资本市场限制" 外汇管理体制" 宏观经济和法规政策质量" 设计执行改革的制度

能力" 信用状况及公共债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但是% 该指南却提出了与所有国家

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因此% 在承认现有政策制定" 机构框架" 技术" 人力" 及

财力资源的前提下% 要不断改变能力构建及技术支持以满足既定国家政策目标!

由于提出的公共政策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 该指南应在债务管理改革上对政策建

议者及决策者起到帮助作用! 问题在于% 尽管采取的具体措施因各国国情而异%

公共债务是否包含可售债务或双边及多边官方来源$

各国政府在债务管理目标" 偏好的风险承受能力" 主权债务管理人应负责哪

方面的政府收支平衡框架" 如何管理或有债务及如何建立良好公平债务管理方法

方面都面临着政策选择! 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在减少金融传染和冲击的谨慎国债管

理实践方面都存在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这些实践包括# 认清发现债务管理拥有清

晰目标的好处% 权衡成本考虑的风险% 分清并协调债务及货币管理目标和责任%

限制债务扩张% 认真管理再融资" 市场风险及债务负担的利率成本% 建立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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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及减少运作风险的政策% 上述责任及相关职责均要清晰明确地分给债务

管理方面的各类政府机构!

债务管理需与清晰的宏观经济框架相连% 在此情况下% 政府要确保公共债务

的水平及增长率具有持续性! 由于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谨慎债务管理战略的好处及

宏观经济管理无力的成本% 于是公共债务管理的问题便出现了! 第一种情况下%

有关当局应该对谨慎债务管理战略" 框架结构及与良好宏观政策框架相协调的政

策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种情况下% 不当的财政" 货币或外汇政策可能使以本币为

主的投资的未来收益产生不确定性% 诱使投资者追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尤其在发

展中及新兴市场国家% 借贷双方尽量避免签订长期协议% 这可能限制国内金融市

场的发展% 严重阻碍债务管理人为使政府免受过多延期付款及外汇风险所做的努

力! 建立完善的良好宏观政策追查记录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 该记录还要与适当

的技术基础设施 &例如集中登记" 支付及结算系统' 相连接以促进国内金融市

场的发展!

公共债务管理指南总结

债务管理目标及协调

目标

公共债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 中长期来看% 在尽可能低成本" 符合谨慎风险

程度的情况下确保政府融资需求得到满足" 支付义务得以履行!

范围!

债务管理应包括中央政府控制的主要金融责任!

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协调!

考虑到不同政策工具间的相互依赖性% 债务管理人" 财政政策顾问及央行行

长应在理解债务管理目标" 财政货币政策时保持一致!

在金融发展水平许可的情况下% 需要把债务管理" 货币政策目标及责任加以

区分!

债务管理" 财政及货币部门应分享政府目前及将来流动性需求方面的信息!

债务管理人在债务可持续性出现问题时应及时通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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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及问责

对债务管理负责的金融机构的角色" 责任及目标需清晰

财政部" 央行或独立债务管理机构之间的责任分配应该公开披露% 包括对债

务管理政策提出意见" 承担主要的债券发行" 安排二级市场事宜" 存放设施及政

府债券交易的登记与结算!

债务管理的目标应清晰定义% 并公之于众% 并对成本及风险的衡量给予

解释!

债务管理政策的制定及报告的公开程序

债务管理操作的重要方面要公之于众!

债务管理政策方面的信息公开

应向公众提供过去" 现在和将来预算活动的信息% 包括政府融资及综合财务

状况! 政府应定期公布其现有债务及金融资产方面的组成信息% 包括货币" 期限

及利率结构!

负责债务管理代理机构的责任及诚实保证

债务管理活动应每年由外部审计员审计!

制度框架

治理

法律框架应明确政府借贷" 发行新债券" 投资及进行交易的权力!

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应具体说明% 并确保授权及任务清楚表达!

内部运作及法律文件的管理

由于业务管理不足造成的政府损失风险应根据良好商业惯例进行管理% 包括

规定清晰的员工责任" 明确的监督政策及报告安排!

债务管理活动应由精确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有适当的安保措施' 予以支持!

债务管理员工应遵守行为准则% 及涉及个人财产的利益冲突指南!

建立良好的业务恢复程序% 减少因自然灾害" 社会动荡或恐怖活动产生的严

重破坏债务管理活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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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人需确保已收到法律建议% 其进行的交易符合健全法律特征!

债务管理战略

严格监督评估政府债务结构本身存在的风险! 通过改变债务结构% 充分考虑

这样做的成本% 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为了指导借贷决定% 减少政府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考虑政府现金流特有的金

融及其他风险!

债务管理人需认真评估管理外汇风险及短期或浮动利率债务风险!

应制定节约成本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在债务偿还期限达到时能够更有把握履行

责任!

风险管理框架

应建立一种框架% 使债务管理人能够确认管理政府债务投资组合中的预期成

本及风险的权衡!

为了评估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定期根据可能影响政府及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

情况% 对债务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

积极管理的范围

那些积极管理债务投资组合以期从不同于现行市价的变化规律的利率及汇率

的变动中获利的管理人应该了解其中风险% 并对其行为负责!

或有债务

债务管理人在作出借贷决定时需考虑或有债务对政府金融地位的影响% 包括

总体流动资金!

有效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和维护

为了从中长期最大限度减少成本及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确保其政策经营符合

有效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

分散投资及投资工具

政府应努力为其内债及外债建立广泛的投资者基地% 并对成本风险予以充分

考虑% 公正对待投资者!

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的债务管理操作应具有透明性及可预见性!



!!!!!!!!!!!!!!!!!!!!!

第五章!公共债务管理指南 *+*""

发行债券应尽可能地使用市场机制% 包括竞争性拍卖和联合组织!

二级市场

政府及央行应促进有弹性" 可以在各种市场条件下有效运行的二级市场的

发展!

用于金融市场交易% 包括政府债券交易的登记结算系统必须体现良好操作

规范!

公共债务管理指南讨论

债务管理目标及协调

目标

公共债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 在中长期内尽可能降低成本和符合谨慎风险程

度的情况下% 确保政府融资需求得到满足" 支付义务得以履行! 鉴于主权债务拖

欠及随后产出损失的程度% 用于规避危险债务结构及战略的谨慎风险管理十分关

键 &包括政府债务的货币融资'! 成本主要包括企业及银行无力偿还% 长期资信

变差% 及政府动用国内外储备的能力! 专题 GBD 提供了一系列在主权债务管理中

遇到的主要风险!

在中长期内% 政府在其可接受的风险范围之内% 应尽力把预期偿债成本及持

有流动资产的成本降至最低!

"单方面把成本降至最低% 而忽视风险不应成为管

理人的目标! 对政府而言% 表面上看能够降低偿债成本的交易本身就包含很大的

风险并且限制政府偿债能力! 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券通常拥有深度的流动性市场%

主要关注市场风险及压力测试% 且使用复杂的投资组合模型衡量风险! 相反% 新

兴市场国家接触外资的渠道较窄% 且国内债务市场尚未发展% 因此% 应高度关注

风险! 如果合适% 促进国内债务市场发展的债务管理政策应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政

府目标! 对那些市场限制严格的国家而言% 短期债" 浮动利率债及外币债是货币

融资唯一可行的选择% 至少在短期内如此重要该目标尤其相关!

范围

债务管理应包含中央政府控制的主要金融债务! 这些债务主要包括市场与非

市场债务! 例如% 通过双边或多边官方来源获得的融资优惠! 近几年% 一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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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管理人的管辖权有所扩大! 公共债务管理是否受控于中央政府因国而异%

主要取决于政治及制度框架的性质!

#

专题 ("#&公共债务管理中的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与市场价格变动有关的风险" 例如" 利率$ 汇率及政府偿

债成本的商品价格& 对于本币及外币债务而言" 利率的变化将会影响固定利

率债务再融资和浮动利率债务在利率重置日期的新发行债券的偿债成本& 因

此" 短期债券 #短期或浮动利率% 比长期$ 固定利率债券的风险要大 #过度

投资于超长期债券风险也很大" 因为未来的融资需求不确定%& 由于汇率变

动" 以本币计价的外币债券或外汇指数债券同样增加了债务偿还成本的不稳

定性& 拥有正确期权的债券将加剧市场及展期风险&

展期风险是指以不寻常的高成本进行展期的债券" 极端情况下" 不能展

期& 展期风险仅限于在高利率条件下" 包括信用差价的变化" 此时展期风险

就是一种市场风险& 如果债券未能展期或政府融资成本异常增大时" 便会导

致或加剧债务危机" 造成实际经济损失" 此外" 还将带来高利率的单纯金融

方面的影响" 因此" 通常分开处理& 管理这种风险对新兴市场国家至关重要&

流动性风险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投资者在试图退出某种投资时面临的

成本或处罚" 因为交易者数量已明显减少或某个市场缺乏深度& 当债务管理

包含流动性资产管理或使用衍生合同时" 上述风险尤其重要& 另一种类型的

流动性风险是对于借贷者而言的" 是指在某种情况下流动性资产数量在面临

始料不及的现金支出义务时迅速减少或在短期内出现的现金融资困难&

信贷风险是指借贷者不予还债或其他金融资产" 合约对方不履行财务合

约& 当债务管理包含流动性资产管理时" 上述风险尤其重要" 此外" 还关系

政府债券在拍卖中的受盘" 和或有债务及债务管理人签署的衍生合同&

结算风险是指合约方出于违约之外的其他原因" 未能对政府债券进行结

算而造成的损失&

运作风险包括一系列不同类型的风险" 包括在执行及记录交易各个阶段

出现的妨碍商业活动的失误" 内部控制或体制$ 服务方面的不足或失效" 信

誉风险" 法律风险" 安全漏洞或自然灾害&

目前本外币的借贷通常是协调一致的! 债务管理通常包括流动金融资产的监

管及对中央政府进行的资产负债表方面的索赔% 包括或有债务% 如国家担保! 在

制定及实施中央政府债务管理战略时% 为了实现成本及风险目标及其他国债管理

目标% 中央政府应尽可能的监督可能源于下级政府及私营企业的政府担保方面的

潜在暴露! 同时应了解私营企业借贷人的总体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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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借贷日期应合理协调% 以确保新发行债券的拍卖!

与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

考虑到其不同政策工具间的相互依赖性" 债务管理人$ 财政政策顾问及央行

行长应在理解债务管理目标$ 财政货币政策时保持一致& 政策制定者应充分了解

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及相互强化的潜力% 政策张力如何产生!

$审慎的

债务管理及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在长期利率方面降低彼此的风险溢价! 货币机构应

通知财政机构政府债券水平对货币目标的达成产生的影响! 借款限额及良好的风

险管理实践有助于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免受偿债冲击的影响! 一些情况下% 由于

目标不同***债务管理政策主要集中在成本风险之间的权衡% 而货币政策通常是

为达到价格稳定% 因此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之间便产生冲突! 例如% 一些国家央

行更倾向于政府发行通胀指数债券或借入外汇以增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 债务管

理人或许认为上述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外币债券给政府资产负债表带来更大

的风险! 债券经理人与财政当局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 例如既定债务结构内在的

现金流 &如% 发行零利息债券向后代转移债务负担'! 为此% 在清晰宏观经济框

架的背景下进行有效协调十分重要!

在财政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 债务管理的目标和责任及货币政策应加以区

分! 债务管理及货币政策之间角色与目标的清晰把两者的潜在冲突降至最低! 在

金融市场充分发展的国家% 借贷制度建立在政府预算的经济财政计划之上% 且货

币政策的实施独立于债务管理! 这有助于确保债务管理决定不受利率决定等内部

信息的影响% 避免市场运作方面利益的冲突! 长期以来% 政府债券成本最小化的

目标取决于对风险的审慎等级% 不应被视为一种降低利率或影响国内货币政策条

件的命令! 风险成本最小化目标不能作为向政府延长低成本央行信贷的辩护理

由% 同时% 货币政策决定也不能受债务管理事项的影响!

债务管理$ 财政及货币当局应分享政府目前及将来流动性需求方面的信息&

由于货币运作通常使用政府债及市场这两个工具% 货币工具及运作程序的选择可

能对政府债市场运行及该过程中的中间商的财政状况产生影响! 同时% 有效的货

币管理政策需要对政府短期及长期资金流量有充分的理解! 结果% 债务管理及财

政货币官员通常开会商讨一系列政策问题! 在执行层面% 债务管理" 财政及货币

当局应分享政府目前及将来流动性需求方面的信息! 他们经常协调市场方面的运

作以确保其不同时在同样的市场细分中操作! 但是% 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对

债务管理政策及货币政策加以区分难度更大% 因为债务管理运作可能对利率水平

及当地资本市场的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要考虑改革的顺序问题以实现区分!

任何新发行债券出现持续性问题时" 债务管理人应及时通知政府& 尽管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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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保证谨慎的债券水平%

%债务管理人对债券投资组合的成本和风险的分析

应包含对财政部门债券进行持续性分析的有用信息 &反之亦然'!

&此外% 债务管

理人代表政府在资本市场从事借贷活动确立债务组成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 这就

使得其直接接触市场参与者% 对一" 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观察及与市场参与者的商

讨% 将为投资者继续持有债券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投资者的观点也对财政当局评

估债券持续性提供有用的投入参考% 帮助政策制定者确认任何新兴债券持续性情

况! 因此% 债务管理人应从债券投资组合的成本风险分析中提取相关指标% 系统

搜集分析资本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债持续性的观点! 同时还应配备适当的沟通渠道

以便及时与财政当局进行信息共享!

透明度及问责'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WWW+' 的 /财政货币政策中的有关透明原则的良好

规范0 原则声明 &财政货币政策透明法'% 债务管理操作中的透明度建立在两个

前提之上! 第一% 如果政策目的及工具公之于众 &金融市场' 且有关当局能作

出可信的承诺% 则该操作的有效性可得到加强! 第二% 通过对债务管理中的银

行" 财政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的加强问责% 透明度可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负责债务管理的金融机构的角色" 责任及目的的明确

财政部" 央行或独立债务管理机构之间就债务管理政策建议及一级债券发

行" 二级市场债券安排" 存放设施" 政府债券交易的结算及交收安排% 应该公开

披露!

(央行" 财政部运作中规则程序的清晰明确和命令透明有助于解决冲突%

加强管理% 促进政策连续性! 债务管理操作及债券工具的设计中的透明性和简洁

同样有助于发行者减少交易成本% 实现投资组合目标! 同样% 还可以减少投资者

间的不确定性% 降低投资者成本% 实现投资组合目标% 鼓励投资者参与! 总之%

有助于政府长期降低偿债成本!

债务管理政策的目标应明确规定并公之于众" 采取的成本风险措施要予以解

释&

)一些主权债务管理人同样公布投资组合的成本风险基准% 尽管该实践尚未

普及! 经验显示% 上述披露能够加强债务管理项目的可信度% 帮助实现债务管理

目标! 辅助性目标如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也应予以公布% 其与主要目标的关系

应清晰定义!

清晰的债务管理目标对于减少政府在权衡成本风险方面的不确定性十分必

要! 不清晰的目标通常导致以下方面的错误决策# 如何管理现有债券及发行何种

债券% 尤其在市场不稳定情况下% 可能造成政府债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及高成本%

且容易受危机影响! 目标不清晰同样在金融界制造不确定性! 这就加大了政府偿

债成本% 因为投资者会因试图监督" 理解政府目标是政策框架方面而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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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因为不确定性而提出更高的风险溢价!

制定及报告债务管理政策的公开程序

,-.&ENND' 的 /财政透明的良好操作实践原则声明0 &财政透明法' 重点

强调了债务管理拥有清晰法律及行政框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包括协调机制" 预

算管理及预算外的活动!

政府债券初次分配的法规及程序% 包括参与" 竞标及分配的拍卖程序和规

则% 应明确告知所有参与者! 批准一级交易商及政府债券其他官方制定中间商的

规则% 包括其选择及权利义务的标准% 同样应公布于众!

*政府债券二级市场的

法规程序应公布% 包括任何央行作为政府债务管理运行代理机构的干预!

,-.

公众对债务管理政策信息的可知性

应向公众提供过去" 现在和未来预算活动的信息% 包括政府融资及综合财政

状况! 政府债务持有及交易的信息公布十分重要 &如果在收付实现及权责发生制

的基础上'! 自由资本市场对新信息及变化反应迅速% 在这些市场中最有效的是%

参与者不论信息是否公布都将作出反应! 市场参与者将试图猜测和解析未公布的

信息% 长期看来重大信息不予公布对于发行人来说没有好处! 例如% 对于新发行

债券规模及时间的估计! 因此% 债务管理人总是定期公布国内借贷项目! 一些管

理人固守既定新发债券的模式% 同时对于在拍卖前 D cE 周的债券数量及期限采

取灵活方式!

政府应定期公布其现有债务及金融资产方面的组成信息% 包括币种" 期限及

利率结构!

,-0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应定期公开!

,-1或有债务存在的情况下 &例如%

通过政府赞助的明确的存款保险计划'% 成本风险方面的信息应在公共账目上予

以公布!

,-2同样重要的是% 在公共证券首次发行时% 有必要将其税收待遇清晰公

布! 如果存在政府证券税收优惠% 其目标及财政成本应予公布!

透明性及良好的政策均可被视为一种补充! ,-.&DWWW+' 的财政货币政策

中的有关透明原则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都要对透明度原则进行限制!

,-3例如% 政府

在购回债券前可能不愿公布定价战略% 以防产生对其不利的价格变动! 但这些限

制仅仅局限于债务管理操作的部分情况!

负责债务管理代理机构的问责及诚实保证

债务管理活动应每年由外部审计员审计! 债务管理的责任框架应通过公布债

务管理操作的审计评估来实现!

,-4对政府财政状况声明的审计已经能够定期执行%

并预先公布% 包括经营成本及收入! 国家审计机构% 如负责政府审计工作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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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应及时报告中央政府账目的审计情况! 此外% 同时还应定期审计债务管理人

的绩效" 体制及控制程序!

制度框架

治理

法定框架应澄清新债券借贷及发行$ 投资及代表政府进行交易的授权情况&

借贷授权应在立法中予以公布!

,-5鉴于政府债券投资组合的规模% 良好的管理实

践是主权债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体系的良好运行及公信力是通过政府债券投资组合谨慎有效管理的方

式予以支持! 此外% 反方需要主权债务管理人保证其有法定权利代表政府% 政

府需要对每笔主权债务交易予以支持! 法定框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发行新债券

的权力% 通常都以带有预先设定的限制的借贷权力立法或债务限额的形式来

规定!

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应详细列明" 并保证其授权$ 角色明确规定&

,78法定安

排应通过适当向债务管理人下放权力对其予以支持! 经验显示% 主权债务投资管

理有多种机构选择% 包括以下机构中的一种或几种# 财政部% 央行% 自动债务管

理机构及中央存管处!

,7.不论选择何种方式% 基本要求是确保债务管理周围的组

织机构有明确规定% 且有充分的协调及信息分享% 各参与者的授权清晰!

,7/

许多债务管理人提交年度债务管理报告% 即# 评审上年活动并根据年度预算

计划提供一份对本年度接待计划的广泛概述! 该报告增加了政府债务管理人的责

任% 同时也通过披露标准协助资本市场% 这些标准用于指导债券项目" 既定标准

背后的假设及权衡" 为了满足标准管理人的绩效表现!

内部运作及法律文件的管理

政府因运作控制不足导致的损失风险应根据良好商业实践予以管理" 包括清

晰的员工责任$ 监督控制政策及报告安排& 因控制不足及政策缺口导致的运作风

险可造成政府的巨大损失并有损债务管理人的声誉! 良好的监督控制实践对减少

运作风险十分必要!

债务管理的运作风险可分为管理室及结算室% 彼此功能责任不同% 报告方式

相异! 管理室通常负责执行资本市场中的交易% 包括拍卖管理" 其他形式的借贷

及所有基金运作! 必须确保执行市场交易的人员与负责进入会计系统进行交易是

不同的人! 结算部门负责处理交易的结算及财务记录的维护! 很多情况下% 设立

独立的中间机构或风险管理机构进行投资组合风险的分析" 监督及报告% 并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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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经理人战略基准的绩效进行评估! 如此区分是为了促进对制定监督风险管理框

架和绩效评估与执行市场交易人员的区分! 央行为政府债务管理人提供的债务管

理服务 &例如% 注册及拍卖服务'% 各方的责任" 问责及服务标准的协议可以通

过央行与政府债务管理人之间签订一份代理协议的方式对其进行规范化!

政府债务管理需要一位既懂资本市场技术 &如% 投资组合管理及风险分析'

又懂公共政策的人员! 不论结构组织如何% 吸引并留住有技能的债务管理人员对

减少运作风险起到关键作用! 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挑战% 尤其是在私企急需或

技能人员缺乏的情况下! 加强投资培训能缓解这些问题% 但公私企业之间工资的

巨大差距使得政府债务管理人很难保留这些有技能的人员!

债务管理活动应有精确$ 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 同时加之适当的安全防护作

为支持& 那些刚刚开始在政府债务管理中培养建设能力的政府应在建立精确债权

记录及汇报体制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要求精确不仅是为了制作债权数据及确保债

务的及时支付% 还为提高预算汇报质量及政府财务体制的透明度! 信息管理系统

应包含相关现金流% 并充分整合到政府会计系统中! 尽管该系统对债务管理及风

险分析十分关键% 但从费用及管理时间角度来看其引入经常会给债务管理人带来

巨大挑战! 但该体制的成本及复杂性要确保符合组织需要!

参与债务管理的人在个人财务管理事宜中应当遵守行为规范和利益冲突指南

的约束& 这将缓解员工个人财务利益可能破坏良好操作实践的担忧!

制定良好商业复苏程序以减少债务管理活动中的风险" 主要由自然灾害$ 社

会动荡或恐怖活动造成& 鉴于国债的发行是建立在有效安全的电子簿记基础

上***进入系统" 综合商业恢复程序% 包括备份系统及控制% 对确保国债的持续

运作" 维护完整的所有权记录及提供全面信心以确保债权持有者投资安全方面必

不可少!

债务管理人需确保已收到法律咨询" 其进行的交易包含良好法律特征& 法律

咨询及良好法律文件指导下的交易对债务管理人尤为重要% 以此% 债务管理人才

能帮助政府澄清其在相关司法权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 以下事项需要特别关注#

包括债券工具条款的制定% 如明确的违约事项% 尤其在某些义务下% 该事项延伸

至违约支付情况之外 &例如% 连带违约及提前到期'+ 消极担保条款的尺度+ 放

弃主权豁免权的范围! 相关市场信息披露义务应予以详细分析% 因为市场之间存

在差异!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集体行动条款 &181:' 的制定并将其并入国

际债券条款之中! 如果一国政府在危机中必须进行债务重组% 这些条款将允许绝

对多数制在同一事项中从重组的金融条款限制所有债券持有者% 并限制少数股东

在拖欠之后借强制索赔之名破坏重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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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存在一种风险% 即少数持股投资者将延缓或阻碍绝对多数

投资者支持的协议! 为了消除这些风险% 181:可以为主权债务更有序" 迅速的

运动作出贡献! 当发行由外国法律管理的主权债券时% 债务管理人在与其财政法

律顾问商讨时考虑把这些条款加入新的借贷之中!

,70专题 GBE 描述了集体行动条款

的主要特征!

专题 ("!&集体行动条款 !./.0"

尽管在债券文件中加入的集体行动条款在一些地区是长期存在的事实

#尤其是包括债券管制的英国法律%" ENN; 年纽约法律也规定使用 181:#代

表一大部分新兴市场的政府发行债券%& 例如" 新兴市场国家巴西$ 墨西哥$

韩国及南非都把适用于纽约法律的 181:加入了其国际债券的发行之中& 此

外" 许多发达国家也致力于把该条款加入其国际债券发行中" 以此鼓励其成

为市场标准规范& 这些条款使得大多数债券持有人作出对所有投资者都有法

律效力的决定" 以此帮助建立一个更有序$ 更迅速的重组& 如果未能将不可

持续的债券有序$ 按照既定预测进行重组" 那么上述则可以帮助政府避免随

后产生的巨大宏观经济成本& 尽管有人表示包含上述条款可能增加借贷成本"

但对一些政府来说" 至今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ENN; 年发行的债券因使用上

述条款而产生溢价&

181: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重组条款" 这使得有资格的绝大多数债

券持股人在同一发行债券中对所有债券持有者产生约束" 不论在违约之前或

之后+

& 绝大多数重组条款主要适用于英国$ 日本及卢森堡法律" 而纽约法律

直到最近才包含这些条款& 在德国" 181:虽然在理论上可行" 但正在计划做

进一步的法律声明以促进该条款在外国主权债券发行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81:的另一类型是多数执行条款" 这主要是为了限制少数债券持有人在

违约之后重组协议签订前借索赔的名义破坏重组程序& 上述两类条款都能在

适用于英国与纽约法律的债券中找到! #+% 在违约后" 为了加快索赔速度要

求债权人投赞成票的最低比例 #主要代表 EGO的未偿还本金%, #V% 但在上

述违约支付之后" 有资格的绝大多数债权人便可以改变上述加速支付& 另一

类更为有效的多数执行条款可在委托书中发现" 这些适用于英国法律但也可

在其他国家应用& 其主要特征之一是根据相关限制因素" 受托人有权启动代

表所有债权人的法律诉讼&

更多有关181:的信息参见,-.#ENNE+" V" ENN;V%$ 第 DN 组 #ENNE%&

无论是在到期召开会议上提出的未偿资金或债权的索赔" 修改支付条款

的门槛从 HHBHMO调至 Y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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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战略

政府债务结构本身存在的风险应予以认真监督评估& 通过调整债务结构" 并

考虑调整成本" 尽可能地减少风险& 专题 GB; 总结了主权债务管理过程中容易遇

到的陷阱! 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及工具来管理这些风险!

专题 (")&债务管理中的陷阱

DB尽管在短期内可以降低成本及赤字" 但由于风险增加" 因此" 加剧了政府财

政状况的脆弱性& 尽管概率很低" 债务管理人还是应避免把投资组合暴露于

巨大损失或灾难性损失的风险之中" 以获得风险较低的边际成本收益&

" 期限结构& 政府面临着应审慎管理的短期和长期成本之间的跨时期权

衡& 例如" 如果利率增加" 政府根本无法展期付款" 对短期或浮动利率

的过度依赖以利用其低利率" 这种做法使得政府更容易受变动及高偿债

成本的影响& 同时也能影响央行货币目标的实现&

" 过度的无对冲外汇暴露& 形式很多" 最主要的是直接发行大量的外币债

券及外币指数债券& 但如果本币贬值" 政府将极易面临上升的偿债成本

及不能展期情况下违约的风险&

" 看跌期权的债券& 如管理不当" 也将增加债券发行人的不确定性" 缩短

投资组合的有效期限" 使债券更大地暴露于市场及展期风险中&

" 隐含的或有债务& 如向金融机构提供的隐性担保& 如管理不当" 这将造

成严重道德风险&

EB债务管理实践扭曲公私部门的决策及低估真实的利率成本&

" 国企股份或其他资产作为抵押的债券& 此外" 低估其中的真实利率成

本" 可能将扭曲资产管理方面的决定&

" 以未来税收收入的特定来源作为抵押的债券& 如果用未来收入作具体债

券支付" 那么政府可能不愿意进行影响收入的改变" 即使该改变可能改

善税收体制&

" 免税或减税债券& 这种措施用来激励政府债券的分配& 其对赤字的影响

很模糊" 因为它取决于竞争性资产的税收" 以及应税或免税政府债券的

税后收益率是否均等&

;B或有债务或担保债务的误报& 这将低估实际政府债务水平&

" 下级政府在借贷方面的协调或程序不足" 或许由中央政府或国企担保&

" 屡次豁免下级政府或国企的债务&

" 为高可能性被点名的贷款担保 #没有适当的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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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使用非市场融资渠道& 一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被毫不含糊地曲解&

" 通过央行的特别安排以获得优惠信贷" 包括零利率或低利率透支或特别

短期国库券&

" 来自供应者的强制性借贷" 通过拖欠经费或发行本票并与借贷安排相关

联& 这一做法往往提高了政府支出的价格&

" 为政府债券建立垄断市场& 例如" 在一些国家" 养老金计划必须购买政

府债券& 另一些情况" 要求银行的储备购买一定比例的政府债券& 尽管

该流动资产比率可能成为管理流动资产的审慎工具" 但其对偿债成本及

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扭曲性影响&

GB对债务合同$ 支付及债权人的监管或记录不力& 政府对税基或未偿债务供

应的控制减少&

" 未记录零利率长期国债的内在利息& 尽管此做法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现金

状况" 如果内在利率未作记录" 真实赤字也将被低估&

" 承担债务的主体范围太广& 这可能源于议会对债券报告要求的缺失所

致" 或是由于借贷限制或债务限额的缺失& 但当局必须确保承担现有偿

债义务&

" 对未偿债务的控制不足& 在一些国家" 内部运作的问题及记录不当导致

发行了比官方授权更多的债务&

" 某些借贷产生的繁重的法律要求& 在一些国家" 长期借贷提出了更加繁

重的法律要求 #相对于短期借贷来说%" 这导致了对短期借贷的不恰当

依赖" 展期风险也变得更加复杂&

对市场风险的确认和管理% 包括检查收入及其他能够用于政府偿债的现金流

的金融特征% 并选择一组符合这些特征的债务投资组合! 在可得的情况下% 套期

工具可用于拉近债务投资组合与优选投资组合的距离!

一些新兴市场政府更倾向于接受高流动性溢价% 并控制展期风险% 因为把基

准发行的债券放置于收益曲线的关键点可能增加展期风险! 但是% 重新开放之前

发行的债券用于基准发行可能提高市场流动性% 因此% 可以减少政府债券收益的

流动性风险溢价% 降低政府偿债成本! 寻求建立发行基准的政府通常持有流动性

的金融资产% 使债券组合的期限边界穿过收益曲线% 通过使用国内债券回购" 转

化及与新旧债券的掉期方式管理相关展期风险!

一些债务管理人同时也有金库管理的责任!

,71在一些债务管理人管理流动性

资产的国家% 债务管理人采取了多元化方式管理其投资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及金融

衍生品交易的信用风险!

,72在信用评级广泛使用的国家% 债务管理人应将投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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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那些满足预定最低要求的独立评级机构得出的信用评级结果! 所有国家政府

应为个人方设定风险限值% 必须考虑政府的实际及或有" 统一的源自债务及与外

汇储备有关的管理操作方面的金融风险! 信用风险可通过持有多样可接受的金融

伙伴的投资组合的方式及抵押协议来实现! 结算风险的控制是通过建立清晰的记

录结算程序" 责任体制及限制通过结算银行流动的支付规模!

为了指导借贷决定及减少政府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考虑政府现金流方面的金融

风险及其他风险& 不能单独地检查债券结构% 几国政府已发现要在政府资产负债表

框架中考虑更广的债务管理% 及收入性质与现金流! 无论政府是否公布资产负债

表% 理论上所有政府都有资产负债表% 考虑政府资产的金融风险及其他风险将为债

务管理人管理政府债务组合时提供重要的见解参考! 例如% 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概

念分析可为债务管理人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 该见解主要是有关债券货币结构与政

府偿债的收入及现金流的一致性程度! 在大多数国家% 这些收入主要由本币为主

导的税收收入组成! 这种情况下% 只要通过重点发行长期" 固定汇率及国内货币

债券便可降低政府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对于国内债券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来说% 这

可能行不通% 政府要在发行短期或指数型国内债券及外币债券之间作出选择!

同样应该考虑私有部门以外的债券发行及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内发行本币

债券的困难! 但是政府收入及现金流的财政分析为政府债务组合的可行性战略方

面的成本风险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础! 资产债务管理 &8̀-' 方式在专题 GBF 中有

总结!

专题 ("*&资产及债务管理 !/12"

一些国家政府正试图从其他成功管理核心业务及财务风险的公司学习&

考虑到其核心业务目标" 财务中间机构通过对比其债务与资产的财务特征来

寻求管理业务与财务风险 #既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 也可不在%& 这种方式

就是著名的资产负债管理 #8̀-%& 例如" 人寿保险公司竭力推销其相对稳定

的长期支付结构保单" 这种支持由预期寿命的保险统计决定& 为了最大程度

减少金融风险" 这种公司将投资其长期资产中的保单销售收益" 以与保单的

预期收益相匹配&

某种程度上" 政府就像一个公司& 从纳税人及其他渠道获得收入" 并用

其支付运行费用$ 进行转移性支付$ 购买外汇$ 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及国有企

业$ 抵消偿债成本& 政府可以放贷并提供显性或是隐性担保& 政府的这些运

作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 法规$ 国防及社会政策方面的目标& 但是这个过

程也引致了政府财政及信用风险" 不过风险可以通过考虑资产负债之间的风

险类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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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作用是有重大区别的& 一些政府试图制定对资

产负债进行定量的资产负债表" 更多的政府可能在未来尝试这种做法" 但资

产负债管理并不需要这样做& 相反" 资产负债管理方式的目标是考虑政府管

理的各种类型的资产负债" 并研究资产方面的财务特征是否能为政府的债务

方面的成本风险管理提供见解& 分析包括检查资产现金流的财务特征" 尽可

能地选择与之相符合的债务以减少预算对偿债成本预算的冲击& 如不能完全

满足或者成本太高" 现金流的分析也能为债务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析及成本风

险之间的权衡进行检验&

8̀-框架理念是债务管理问题的一种有用方式" 原因如下! 至少在政府

用于偿债的收入分析中" 政府投资组合的成本风险分析大多数情况下由政府

税收收入决定& 它使得政府债务管理人考虑其他类型的政府管理的资产负债

投资组合" 以及税收收入和直接债券投资组合& 分析这些组合周围的主要任

务可以帮助政府设计一种综合战略以减少资产负债表中的总体风险& 资产负

债管理还可以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提供有益的框架& 例如" 可以决定政

府是否应该在提供某种商品生产或服务时维护所有权收益" 及其想保留的最

好的资产管理的组织结构&

用于管理政府金融风险暴露问题的 8̀-方式在 _6&&4&$和 "&':&' 即将出

版的书中将做进一步讨论&

一些国家扩展了这种方式以把其他政府资产及债务包括进来! 例如% 对一些

外汇储备由借来的外汇组成的国家来说% 债务管理人在考虑衍生产品及其他对冲

交易的同时% 通过确保支持储备的债券货币组成来减少政府资产负债表风险% 这

反映了储备的组成! 但其他国家尚未接受这种实践% 因为这些国家出于对汇率目

标的考虑及包括政府干预" 央行的角色及独立性方面的问题在内的制度框架!

债务管理人应认真评估与管理外汇及短期或浮动利率有关的风险问题& 那些

对外币或外币指数型的债券及短期或浮动利率债券过度依赖的债务管理战略风险

很高! 例如% 尽管外币债券比同期限的本币债券便宜 &假设后者的货币风险及流

动性溢价较高'% 在动荡的资本市场或一旦汇率下行% 成本将会很高! 债务管理

人应知道汇率体制的选择将影响债务管理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联性! 例如% 外币

债券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可能相对便宜% 因为体制会对汇率的不稳定性进行限制!

但是% 在汇率体制不稳定的情况下% 该债券的风险将非常高!

短期或浮动利率债券 &不论是本币还是外币主导的' 可能在收益曲线向上

倾斜的条件下长期来看相对便宜% 但可能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展期风险! 出于短期

债券对政府财政状况影响的考虑% 它可能限制央行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或支持汇

率% 但是% 这种行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可能是合适的% 通过降低风险溢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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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长期实现降低利率的目标! 如果出现市场情绪的突然转变% 怀疑政府的支付

能力或从别国的传染效应导致显著的高利率% 那么宏观脆弱性就会加剧! 许多新

兴国家政府持有太多的短期及浮动利率债券! 但是% 过度依赖长期固定汇率融资

方式也存在很大风险% 一些情况下% 它诱使政府通过启动通货膨胀方式贬低该债

券的价值! 任何担心都体现在目前及将来的借贷成本! 同样% 始料未及的通货紧

缩可能在事后增加偿债的实际负担! 这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的紧张% 因为这些国家

已经拥有沉重的负担% 却又需要支付高风险溢价!

如果一国缺少发展较好的本币债券市场% 则不能在合理成本水平% 发行长

期" 固定汇率的本币债券% 因此% 必须在有风险的短期或浮动利率本币的债券与

长期" 同样有风险的外币债券之间作出选择! 即便如此% 鉴于规模经济损失的潜

力% 如果政府不能把债券展期% 则应给予展期更重要的关注% 可通过延长新债券

的期限减少此风险! 延长期限的选择包括发行浮动利率债券" 外币或外币指数型

债券" 通胀指数型债券!

,73中期来看% 发展本币债券市场可减少限制% 应允许发

行低风险结构的债券! 这要在总体债务管理战略中有所体现! 在此背景下% 新发

行固定汇率" 本币债券期限的逐渐延长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 但会减少展期风

险% 且成为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要尽量避免那些需要 (块状)

现金流的债券结构!

必须有成本节约型的现金管理政策" 以使有关当局能够在债务到期时高度确

保资金偿付& 成本节约型现金管理的必要性认为% 发行新债券的机会不一定与预

计费用的时机相符! 尤其是政府缺乏进入资本市场的安全通道% 流动性金融资产

及或有债务的信用额度在临时资本市场失调时提供债券及现金管理运作的灵活性

也缺乏! 这使得政府能够履行偿债义务% 且在资本市场的借贷出现暂时性缩减或

高成本时% 政府便可以从容应对! 但是流动性资产相对于无限制的或有债务信用

额度来说更为安全% 因为用来提供该额度的金融机构可能试图通过撤出政府额度

的方式预防债券扩张风险! 但是% 另一些能够安全进入资本市场的政府则更倾向

于最大限度的减持流动性资产% 相反% 会更依赖短期借贷与透支贷款管理日常收

入波动及现金流! 良好的现金管理需要有效的支付结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这些

设施主要建立在无纸化证券和统一的账面划拨注册的基础上!

本质上% 良好的现金管理综合了债务管理及货币市场操作! 在一些对现金管

理不重视的发展中国家% 现金管理的糟糕或不足将妨碍有效债务管理的运作及货

币政策的实施!

,74但是% 对于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与职责之间加以区分的愿望及

对流动性资产的追求给现金管理人带来不小挑战! 因为% 在债券与现金管理职能

在同一金融机构共同管理或密切合作时% 管理将变得简单!

,76在上述两者分别由

央行" 国库或财政部分开管理时% 两者之间的密切协调及信息流动对于避免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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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与货币操作之间的短期不一致情况来说尤为重要! 央行" 财政部及债务管理

官员之间签订的正式服务协议所支持的清晰的制度责任轮廓能够进一步促进良好

现金管理实践!

适当的官方外汇储备政策在政府面临经济金融冲击时增加其偿债能力方面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 GBD 总结了一些可用于评估一国外部脆弱性的宏观经济因

素!

,75更广泛地来说% 一国外汇储备的水平应与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渠道相一

致# 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 汇率体制" 该国经济的基本面" 对经济金融冲击的脆

弱程度" 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 及短期外币未偿债务! 不论债券持有人是居民还

是非居民% 没有安全国际资本市场渠道的国家可以考虑持有与国家短期外债有关

的储备! 此外% 债务管理人还需要考虑一些针对国债状况的指标! 例如% 与公共

债务管理有密切关系的债务占 >?3及税收收入的比例% 包括债务偿还比率" 平

均利率" 多种期限指标及债务组成指标等其他因素!

表 ("# 外部脆弱性指标综述

储备充足性指标 描述

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率

是拥有显著但不确定的资本市场的唯一" 最重要的指标!

对储备的衡量应建立在符合国际收支手册% 第 G 版 &,-.DWW;'% 及特殊

数据发布标准***官方储备模板的运作指南% 在持续基础上对公私部门

短期债务的综合估量 &I&:5&$ENND'

储备与进口的比率
有助于衡量资本市场渠道有限的国家的储备需求+ 有效衡量与经济开放

度及规模相关的储备水平

储备与广义货币的比率
估量对本币丧失信心% 导致资本外逃的潜在影响! 尤其在银行业发展不

足或汇率体制的信誉亟待建立 &也存在其他潜在的资本外逃原因' 时

债券有关的指标
一般应与中期投资相一致% 允许在一系列替代性假设的情况下对债券持

续性进行分析

外债与出口的比率 一种与一国支付能力有关的有用债务指标

外债与>?3的比率
一种与资源基础相关的有用债务指标 &体现了把国内生产转向出口或进

口替代以增强支付能力的潜力'

外债的平均利率
借贷条款的有用指标! 与债务L>?3及债务L出口比率及经济增长前景%

评估债券持续性的关键指标

平均到期时间
适用于同类别的% 追踪期限缩减或降低未来脆弱性的努力% 例如% 非减

免型公共部门债务

外汇外债在总外债中的份额
外汇汇率变化影响债务的有用指标 &平衡表效应'% 尤其指与那些改变有

效货币组成的衍生产品信息相结合

!!资料来源! ,-.ENNN+&

#

特殊数据发布标准是一个网站的电子公告栏" 包含各种经济金融数据标准的信息和模板& +,,-! ..

/0//B123B456.7--819:,14;0.<=>.0//0+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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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构架

应研发一种框架以使得债务管理人可以辨别并控制政府债务组合中风险和预

期成本之间的平衡! 政府债务的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D' 财务成本% 从中长期

的观点来看财务成本通常被认定为偿还债务时所产生的成本 &也可能测量其对于

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 &E' 政府在展期还债上存在困难或拖欠债务时% 由于财

务危机所导致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潜在成本!

,98根据管理投资组合的特殊战略而计

算债务的预期成本时% 可以假定未来利率与汇率及未来借贷需求为基础% 从中长

期的观点来预测债务偿还成本! 为了使选择不同战略时产生的偏离最小化% 一些

政府还会使用关于未来利率和汇率的 (市场中立) 假设% 例如% 以远期汇率的

市场措施为基础而进行的假设" 利率将会保持不变的简单假设等等! 可以根据财

务规划对于政府预算所产生的影响或者关于政府财政状况的其他措施来评估预期

成本% 如果因为对于未来税率或政府计划的影响而导致可能无法按照规划来偿还

债务时" 或者存在拖欠债务的可能性时% 可根据可能的实际成本来评估预期

成本!

之后可根据与预期成本相关的利率及汇率的变化而导致的债务偿还成本的潜

在增加值% 来测定市场风险! 同时还应考虑由于成本的增加" 或者因政府无法展

期偿还其债务而产生的潜在实际经济损失! 如专题 GBD 中所总结的那样% 国家债

务管理人将会管理几种典型类型的风险! 债务管理人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区分这

些风险% 尽可能使用这些风险的量值% 为控制风险与成本之间的平衡研发首选战

略! 根据政府规定% 债务管理人同时还要负责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战略的落

实工作! 债务管理人应在一系列的金融与宏观经济项目中行使这些职能! 如有需

要债务管理人应以权责发生制或现金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来管理政府的资产与负债

账目! 同时% 他们还需要关于未来债券利息及还本支出计划" 政府债务义务的其

他性质% 以及未来借贷需求的预算项目的全部信息!

为了评估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定期进行债务组合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应基于

以那些在各国政府" 或更频繁地发生于国家内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冲击风险& 债务

管理人通常会使用从以情境为基础的简单模型到包含高度精细数据和模拟技术的

较为复杂的财务模型来进行评估!

,9.在进行评估工作时% 债务管理人需要考虑一

些导致政府无法展期偿还或迫使其必须拖欠债务的风险因素***一种成本超出对

于政府预算影响的更为广泛的风险! 更进一步来说% 债务管理人应考虑压力时期

政府财政状况% 及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内财务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确保政府的

债务管理行为不会使私营部门内的风险趋向恶化!

,9/一般而言% 债务管理人通过

使用模型可以完成以下类型的风险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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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以基于会影响债务偿还能力的因素假设% 如新融资需求" 债券的到期情

况" 利率和新债务的货币特征" 对于未来利率与汇率的猜测% 以及相关的非金融

参数的行为 &例如% 一些国家的商品价格' 等因素%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预测未

来债务的偿还成本!

EB生成一个债务参数文件% 由现有以及预测角度预测债务组合的主要风险

指标组成!

,90

;B通过总结那些存在潜在风险的国家和政府的基于经济和金融冲击的压力

测试结果% 以计算未来存在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偿债成本风险! 通常情况下%

风险通常用风险环境中债务还本付息" 成本的潜在增加与债务预期成本之比来

衡量!

FB归纳用以管理政府债务组合的备用战略的成本和风险% 以作为制定关于

未来融资选择的明智决定的基础!

战略的适宜程度取决于政府对于风险的容忍程度! 一个政府愿意去承担的风

险等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高% 这取决于政府债务组合的规模% 以及政府

在面对金融与经济冲击方面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 债务组合规模越大" 国家对于

经济冲击的脆弱性越高% 由于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违约而产生的损失的潜在风险

越高***而越应该着重于降低风险而不是降低成本! 这一类战略包括选择到期

日" 货币" 利率期限以降低风险% 以及使财政机构在债务发行方面设置更加严格

的规定! 后一方法可能是国家可以用来限制使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债券的唯一选

项% 如那些主要依赖于两个或多个债权人提供的优惠融资的债券!

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中的债务管理人主要遵循两种程序中的一种# &D' 周

期性地确定理想债务结构% 以指导下一期新的债务发行工作+ &E' 设置战略性

基准以指导政府债务组合的日常管理! 通常情况下将基准表示为组合主要风险指

标的数值目标% 如短期至长期债务的份额" 理想货币组成% 以及债务的利率期

间! 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主要区别为在金融市场中进行操作的债务管理人经常性地

坚持基准原则的程度! 然而% 战略基准并不是特别适用于那些市场发展并不完善

的国家以管理其债务% 因为市场流动性的缺乏将会限制其定期发行带有理想特征

债务的机遇! 许多新兴国家发现% 建立新的债务所需的期限" 利率结构" 货币组

合方面不太严格的指导方针是有益的! 通常情况下% 这些指导准则中将会吸收政

府发展国内债务市场所使用的战略!

对于那些频繁调整债券的政府来讲% 战略组合基准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管理

工具% 因为它们代表政府想要拥有的组合结构% 是以其对于预期成本与风险的偏

好为基础的! 就这点而论% 它们可以帮助指导国家债务管理人在投资组合与风险

管理决策方面的工作% 例如% 要求遵守债务管理决策以使得实际投资组合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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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投资组合更为接近!

,91政府应尽力确保他们的战略组合基准为风险管理构架

所支持% 而风险管理构架则用于保证可以较为方便的确定并管理风险% 且保证债

务组合的整体风险在可接受的忍耐范围之内! 在那些市场得到良好发展的国家%

债务管理人应尝试尽力保证他们的理想债务结构或战略基准都是非常清晰的% 与

债务管理的目标相一致% 且应公之于众并进行解释!

积极管理的范围

那些试图通过积极管理债务组合" 从与那些隐含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不同的利

率和汇率的预期变动中获利的债务经理人" 应该知道其中所存在的风险" 并为他

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些风险包括潜在财务损失" 利益冲突" 与货币和财政政策

相关的不利信号! 通过建立市场观念% 在降低借贷成本的同时而不增加风险% 债

务管理人需要拥有优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与判断能力% 且必须能够以一种具

有经济效率的方式进行市场交易!

因为政府拥有一些职能特权% 债务管理人可能会拥有一些国内市场资金流量

与市场参与者财务状况方面的更具价值的信息% 如作为金融系统中的监督与管理

者! 然而% 绝大多数的政府认为尝试去充分利用这一类内部信息是不明智且不道

德的% 尤其是国内市场中的内部信息! 特别是债务管理人和政策制定者% 他们不

应该去参与一些与未来财政" 货币政策行为相关的" 以内部信息为基础的战略交

易% 因为% 在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国内市场主要的债券发行人% 而且如果政府去售

出或买入自己的证券" 或者使用衍生工具意图创造额外收入时% 市场将被认为有

被操纵的风险! 更近一步讲% 如果债务管理人采用利率或者货币市场的地位% 他

们的行为也将被解释为一种信号% 即政府对于未来利率与汇率的期望方向的看

法% 而由此使得中央银行的工作变得更加难以进行!

在国外的资本市场中% 债务管理人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少部分或者根本不拥有

超过市场可用的关于资金流量性质的信息! 即使如此% 一些政府仍然会去积极地

管理他们的外币债务% 以希望创造风险调整之后的回报" 或者希望他们的组合管

理人去积累更加丰富的市场知识% 以试图降低主要借贷中产生的成本! 许多国家

的政府不认为他们适合去进行这类战略交易! 而在一些允许进行此类交易的情况

中% 这一过程将会在与地位及损失限制相关的" 拥有清晰定义的组合" 遵守程序

和绩效报告指导下进行! 在那些政府债务管理人可以进行战略交易的国家中% 这

一过程仅由政府组合管理行为这一小部分组成!

或有债务

债务管理人应考虑或有债务对于政府财政状况所产生的影响" 包括作出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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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时的整体流动性的影响& 或有债务代表了向政府提出的潜在财务索赔% 它虽

然并未实现% 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触发而形成最终的财政义务或负债! 这种债

务可能是显性的 &例如% 政府通过指定的国内借款人作出关于外币借贷的担保%

关于谷物歉收或自然灾害的政府保障计划% 以及一些如政府证券售卖选择权的工

具'% 也可能是隐性的 &政府不存在契约性义务以提供援助% 但是却决定这么

做% 因为政府认为不予以干预的成本是它无法接受的'! 例如% 可能包括金融部

门" 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的潜在援助措施! 然而% 与绝大多数的政府财务义务不

同% 或有债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它们只有在指定的事件发生之后才会被

执行% 而且财政支付的数量取决于承担的结构! 经验表明% 在包含由糟糕的政府

资产私有化设计方案而引起的通过政府或政府义务进行的银行系统的重新资本化

的情况下% 这些或有债务可能非常庞大! 如果在构造过程中不存在适当的奖励措

施或管理行为% 那么或有债务一般会与政府道德风险相关% 因为允许这些潜在义

务的存在便会增加这些义务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因此% 政府需要平衡带来的好处

和或有债务带来的道德风险后果!

政府应该通过线性或有债务以监管其造成的风险敞口% 而且政府应该确保他

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些义务的相关风险! 他们同时还应该知道将会触发显性或有债

务的条件% 如可以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和债务管理行为的政策扭曲! 一些政府已

经发现集中监管职能非常有效! 在所有情况下% 债务管理人都应意识到政府已经

产生的或有债务!

财政机关也应考虑制定预算以囊括来自于显性或有债务的预期损失! 在不可

能准确估算成本的情况下% 可以将或有债务的成本和风险" 或者资产流动性丧失

的相关信息总结在预算表的注释内" 或政府的财务账目中% 因为或有债务可能代

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重要风险!

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审慎监督和管理" 进行大量工作以降低或有债务的相关

风险% 包括适当的存款保障计划" 在公共部门企业中进行合理的政府改革% 以及

改进宏观经济管理与其他监管政策的质量!

有效政府证券市场的发展与维护

为了在中长期内最小化成本和风险" 债务管理人应保证他们的政策与操作应

与有效的政府证券市场的发展相一致& 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应为政府提供一种机

制以资助其支出% 以改变政府需要依靠中央银行支持其预算赤字的情况! 而且%

通过促进深度及流动的证券市场的发展% 债务管理人将与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者% 以及市场参与者一起合作% 可以从中期甚至长期降低债务偿还成本以作为政

府债务缩减之后取得收益的流动性风险溢价!

,92另外% 在仅存在较低信贷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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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政府证券取得的收益将作为定价其他金融资产的基准% 因此作为发展有

深度及流动的货币与债券交易市场的催化剂! 这样可以通过为借款人提供可轻易

得到的国内融资% 以帮助缓冲国内以及国际上受到的经济冲击! 这在全球金融不

稳定时期尤其有价值% 当信用评级不高时将会发现若想要获得国外的资金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政府应在外部市场的借贷中格外谨慎!

经验表明% 不存在发展有效政府证券市场的唯一最优方法! 例如%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R/1?' 国家% 已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建立政府证券市场% 其中包

括不同顺序的改革与不同的放松管制加速! 然而% 许多国家发展这种市场的经验

已证明% 拥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采用并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工

具改革的精心设计% 以及在顺序上谨慎解除对资本账目监管等方面的重要性!

组合多元化与工具

政府应该努力地为履行其国内或国外义务而打下广泛的投资者基础" 且应适

当地考虑成本与风险" 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投资者& 债券发行人可以透过收益曲

线或通过一系列市场措施以多样化债券来支持此目标! 尤其是在那些正在试图最

小化展期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中% 这些行为可以取得可观收益! 同时% 发行人应

该注意这样做的成本以及可能会产生的市场扭曲% 因为投资者可能偏好收益曲线

中的某一特殊部分以及一些特定类型的工具! 而在一些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中%

当名义收益曲线可能会延长到短期证券% 试图快速地延伸收益曲线以超过该点是

不切实际的或不可行的% 这将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去发行大量的长期通货膨胀

指数债券或浮动利率债券% 因为这些债券可以吸引大量投资者进入那些政府债务

较高且货币机构信用较低的国家!

专题 ("(&发展有效政府证券市场的相关条件

在绝大多数国家" 政府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建立一个流动且有效的国内债

券市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国家已采用不同的方法以掌握

实施措施的时机和顺序以建立这些市场, 这些项目的许多元素中的主要部分

已被总结如下! 建立投资者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对健全的宏观经济

环境的追踪记录& 其中" 包括实施适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并结合汇率体制

与支付状况的可行平衡& 另外" 在发展初期阶段发展国内证券市场" 包括解

决定位证券市场监管$ 市场基础设施$ 以及证券需求和证券供给&

发展证券市场监管以支持政府证券的发行与交易的早期阶段工作包括!

" 建立证券发行的法律框架&

" 完善监管环境以促进市场发展" 并强制执行合理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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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向财政部报告而引进适当的会计$ 审计以及信息披露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发展市场基础设施来帮助建立市场流动性" 并降低系

统风险的措施包括!

" 引进适合于市场规模的交易安排" 包括有效和安全的监管$ 清理与清算

程序&

" 鼓励发展市场做市商制度" 使得买卖双方可以用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进行

有效交易&

" 清除可能妨碍政府证券交易的所有税费和其他监管阻碍&

" 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 扩展其他货币交易与风险管理工具的范围" 例如回

购$ 利率预期$ 掉期交易&

" 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管理市场的流动性&

通过以下措施增加政府证券的需求" 在广泛战线上采取行动奠定潜在的

投资者基础!

" 清除将会阻碍机构投资者发展的监管与财政扭曲 #例如养老金制度改革%&

" 通过抓住投资者资源以消除低于市场利率的基金&

" 实施适当规则和监管体制" 影响国内市场中的境外投资者参与&

在扩大政府证券供应的过程中" 建立一个有效的一级市场的关键要素

包括!

" 为证券发行及债务管理设定清晰的目标&

" 发展关于政府流动性需求的基本预测&

" 创建一个安全且有效的证券分配渠道 #例如拍卖$ 企业联合组织" 以及一

级交易商的潜在使用%" 以定向满足投资者需求并降低交易成本&

" 逐步延长政府证券的到期日&

" 整合债券发行数量" 并建立带有常规到期日的标准证券" 以最终提供市场

基准&

" 向可预测并透明的债务管理运作方式靠近" 例如" 预先公布发行日程表"

并披露关于融资需求与拍卖结果的更多信息&

关于政府证券市场发展的更多细节_)$49 C+'K与,-.会继续进行讨论&

因为一些投资者试图通过购买一系列证券或者进行一系列投资来分散其承

担的风险% 所以债务管理人应该通过沿着收益曲线上的不同坐标点发行证券

&不同的到期日'% 在一年间的不同时期发行证券 &而不是一次性发行大量证

券'% 发行含有不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证券 &例如% 固定票息或浮动利率% 名义

的或指数挂钩的'% 以及发行以特定的投资者 &例如% 大客户" 散户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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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情况" 境内或境外的投资者' 为目标的证券等措施% 以试图分散其债务

组合中存在的风险!

,93在此过程中% 债务管理人应公平地对待每一位投资人% 如

有可能% 应发挥其债务工具的综合流动性! 这将会增加他们对于投资者的吸引

力% 并降低投资所要求的流动性风险溢价% 同时% 降低政府债券定价过程受到

小部分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严重影响的风险! 当意识到建立流动性基准发债的优

点时% 以拓展基础投资者和分散展期风险为目标的均衡方法% 会有助于达到降

低长期债务成本的目标!

在国内市场发行一系列带有标准功能的债务管理工具% 将会帮助金融市场变

得更加完善! 这可以使得所有参与者更好地规避其金融义务和风险敞口% 因此通

常有助于降低风险溢价以及经济脆弱性!

发行带有嵌入式期权的工具 &如储蓄债券% 为可根据债券持有人要求而赎回

的债券' 也可能会有助于工具多样化! 然而% 甚至在可发行这类证券存在合理原

因的情况下% 债务管理人也应十分谨慎以确保嵌入式期权中的固定风险以及其他

衍生工具已被整合到风险管理框架中% 而且发行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已经非常了

解这些工具与相关风险!

一级市场

在一级市场中" 债务管理人的操作应当是透明且可预测的& 先不论募集资金

的机制% 经验表明当政府的操作透明时% 例如% 在发行新证券时提前公布借贷计

划% 且当政府创建一个供投资者现场操作的平台时% 一般情况下借贷成本都将最

小化% 且市场的功能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债务管理人应对新证券发行的期

限与条件进行公示% 且投资者应对情况有所了解! 用于管理新证券发行的规则应

当对于每一位投资者而言都是公平的! 而且% 债务管理人应与市场参与者保持对

话且在同时监督市场发展% 以使他们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 当情况需要时快速地

作出反应!

在债券发行时" 应尽可能地使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 包括竞争性拍卖以及

企业联合组织& 在政府证券的一级市场中% 最好的做法表明如果可行% 政府应努

力地使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募集更多的资金! 尽管那些没有需要去定期募集资

金的借款人已经可以成功地使用企业联合组织% 而国内的货币借贷% 仍然主要为

政府证券的拍卖形式% 或者为市场引进新的工具!

,94政府应根据市场环境取消少

数拍卖% 或者将参与竞拍的人员数量降到预先声明的投标人数量以下% 以达到短

期债务偿还成本的目标! 经验表明这类行为会影响到拍卖的信誉" 并损害拍卖过

程的完整性" 导致产生风险溢价" 阻碍市场发展" 并使长期债务偿还成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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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

政府与中央银行应促进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下都能有效作用的弹性二级市场的

发展! 在许多国家% 债务管理人与中央银行都会在这一方面与财政部门监管机构

以及市场参与者紧密合作! 其中% 包括支持市场参与者去努力发展关于指导交易

参与者进行交易的准则% 并与他们一起合作以确保交易行为与系统不断改进并反

映最佳实践! 同时还包括促进积极的回购市场的发展% 以加强基础债券中的流动

性% 并通过交易担保最小化信用风险 &国际结算银行% DWWW'!

政府可以通过取消有损投资者证券交易意愿的税收以及监管障碍% 来促进有

效债券二级市场的发展与维护! 其中% 包括取消以低利率向政府提供来自于金融

中介机构的限制性基金的监管% 并修改扭曲金融及非金融资产的投资与交易的税

收政策! 另外% 政府还应想办法监管那些含有大量经常性信息披露以及监管需求

的金融市场以及市场参与者% 以降低欺诈风险% 并对参与者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

控制! 这些风险的产生是由于采用将导致金融系统性故障以及破产风险提高的不

明智的资产负债管理行为!

通过对合理货币政策的追求% 中央银行在政府证券的有效二级市场的发展与

维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一种与其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方式

来落实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已在提高市场参与者通过收益曲线进行交易的意愿方

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央银行正在使用涉及政府证券交易的间接工具逐步落实货

币政策! 对于这些工具的正确设计以及恰当地使用%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深化

和增加证券市场的流动性! 例如% 日常的公开市场操作以落实货币政策% 可以适

当提高市场流动性% 因此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场!

用于包含政府证券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的结算和清账系统应具备良好的性

能!

,96及时有效的支付" 结算和清账系统可以帮助政府证券市场内的交易成本最

小化% 并遏制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风险% 由此来帮助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 负

责金融交易支付" 结算和清账系统的机构通常会与市场参与者紧密合作以确保这

些系统在大多数的交易环境下都可以正常发挥作用!

注!!释

!

可导致较高利率的过多的债务% 将会对真实产出产生负面影响! 参阅实例% 84&:='+

&DWWE' 等!

"

除去政府对于金融危机的真实成本的关注之外% 政府想要避免过高风险的债务结构的

愿望反映了其损失对于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的潜在影响" 资本获得% 以及损失将会最终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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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税收负担和政治风险事实的关注!

#

这些指导准则同时可能为其他等级的政府提供一些关于其债务管理责任的有价值的

见解!

$

关于合作事项的进一步信息% 请参阅 Q<'+$+$+a+'" ?+55&4:和C4)2&:5&=' &DWWM'!

%

已开发出多种分析架构% 以在成员国公共债务持续性方面进行指导! 例如% 那些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 用在其监管行为中的分析架构便可以在其网站上找到# (持久性评

估%)% 655J# LL777B=2bB)$%L&P5&$'+4L'JL9$L:<:LENNEL&'%LNGEYNEB652+ (低收入国家中的债务

持 久 性***向 前 瞻 性 政 策 看 齐 )% 655J# LL777B=2bB)$%L&P5&$'+4L'JL9$L:<:5+='LENN;L

NGE;N;B652+ 以及 (持久性评估***应用与方法改良评论%)% 655J# LL777B=2bB)$%L&P5&$'+4L

'JL9$L:<:5+='LENN;LNHDNN;B652!

&

可以在关于 (债务管理策略) 和 (风险管理框架) 的指导准则的章节中% 找到关于债

务组合风险与成本分析的更多信息!

'

这一章主要引用了,-.#ENND% 财政透明度良好实践标准+++原则声明 &后简称.X标

准'% 与,-.#DWWW+% 货币与财政政策中透明度良好实践标准+++原则声明 &后简称-.3透

明度标准' 关于债务管理操作的某些方面! 这一章分段落采用了-.3透明度标准标题!

(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 DBE" DB; 和 GBE &,-.DWWW+'!

)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 DB; 和 GBD &,-.DWWW+'!

*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 HBDB; &,-.DWWW+'!

,-.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 DB; &,-.DWWW+'!

,-/

请参阅.X标准第,,节 &,-.ENND' -.3透明度标准第 ,̂,节 &,-.DWWW+'!

,-0

请参阅.X标准 EBE &,-.ENND'!

,-1

请参阅 &,-.ENNNV' 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以获取怎样表达这类信息的相关细节! 另外%

财政统计资料的机构间特别工作小组 &X..Q' 正在发展一种框架用来提供外部债务统计资料

&请参阅,-.ENN;+'!

,-2

在这一章的 (风险管理框架) 部分中% 将进一步讨论或有债务信息披露的相关信息!

,-3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引言部分 &,-.DWWW+'!

,-4

请参阅-.3透明度标准 DBE" DB;% 第 ,̂和 ,̂,,节 &,-.DWWW+'!

,-6

审计程序可能会因债务管理操作的制度结构不同而不同!

,-5

同时请参阅.X标准 DBE &,-.ENND'!

,78

同时请参阅这一章的 (透明度与问责) 部分% (明晰负责债务管理的财政机构的目标"

角色和责任) 段落与-.3透明度标准 GBE &,-.DWWW+'!

,7.

少数国家通过清晰定义限制条款% 而将债务管理中的一些元素私有化% 例如结算功能

与外币债券的管理!

,7/

如果由中央银行承担债务管理的主要责任% 则尤其需要保持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目标

间的明晰和区分!

,70

,-.正在致力于推动181:在受外国法律控制的主权债券中的使用% 并通过其监督行为

监管其使用!

,71

在一些国家中% 债务管理人同时还需负责管理一些外汇储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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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金融衍生工具通常为债务管理人所使用% 包括利率掉期和交叉货币掉期! 通过使用利

率掉期% 债务管理人可以调整债务组合的利率敞口% 通过综合转换将固定利率义务转换为浮

动利率义务! 相似地% 可以使用交叉货币掉期综合改变债务义务的币种敞口! 另外% 有一些

国家已经发行嵌入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债券!

,73

当可以通过更为成熟的工具降低展期风险时% 浮动利率较短的持续时间以及指数型债

务仍然会暴露债券发行者债务偿还成本中的潜在可变性!

,74

付款拖欠是现金管理不善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实例! 见专题 GBE!

,76

请参阅 (债务管理目标与协调) 章节%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段落!

,75

可在,-.&ENNN+' 中找到关于持有外汇储备动机与在不同汇率体制下影响储备充足率

的因素的相关信息!

,98

绝大多数国家会根据名义债务偿还成本的未来流量% 从中期至长期的角度测定政府债

务的财务成本与风险! 然而% 对于那些积极管理其债务组合% 想要从那些与当前市场价格中

内含的利率与汇率不同的预期变动中获取收益的政府而言% 通常会根据其交易组合市场价值

的变化来计算他的交易净收益% 同时会通过这些变化的差异对风险进行测定!

,9.

在使用较为复杂的仿真模型时应格外小心! 数据限制将会显著削弱这些模型的可用性%

而获得的结果可能会与模型强烈相关% 且对使用的参数尤为敏感! 例如% 一些参数可能在极

限条件下表现不同% 或者受到政策响应的影响!

,9/

当然% 政府同时应该采取一些校正措施% 如消除可能会导致私营部门承担过度风险的

政策偏离!

,90

一个典型的文件% 应包括这些指标# 如短期至长期的债务份额" 外币占国内债务中的

份额" 外币债务中的货币组成" 债务的平均到期日% 以及到期债务的参数文件!

,91

然而% 债务管理人应注意与持续再平衡债务组合以反应基准相关的交易成本% 以及与

短期内在组合结构中作出重大转换相关的交易成本! 因此% 通常做法是将基准特征表示为货

币组成的范围" 利率持续时间% 以及再融资水平!

,92

一些政府发现降低政府融资需求将导致其政府债券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降低! 这将会

触发一场关于迅速支付债券而取得收益的讨论!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大规模债券回购的备用选

择% 一些政府正在考虑继续发行债券以建立和维护流动的金融市场! 相似地% 在一些国家中

长期不存在财政赤字% 已经对政府债券市场的自然发展构成了阻碍! 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决定

发行债券以刺激国内固定收入证券市场的发展!

,93

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将再谈判条款或 181:引入到他们的债务工具中% 例如多数投票

规则!

,94

一些政府已然发现引进市场做市商网络% 将成为对于发行证券非常有益的机制% 并促

进形成一个繁荣且具流动性的交易市场! 在其他国家已在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

的同时% 另外一些国家已为发挥此项功用而使用主要交易商! 在主要交易商操作的情况下%

需要对奖励措施" 义务以及成为主要交易商的资格标准进行定义和披露!

,96

此领域内的相关工作% 包括一组关于证券清算与清理的 ;N 条建议% 涵盖 W 个基本原则%

包括如中央存管" 扣除计划" 付款交货系统" 结算惯例% 以及证券借贷等方面! 参阅国际结

算银行 &DWWM% ENN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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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展望预算赤字

&.=8>2/)/5与?++@/A0852)/

许多经济学家与决策者将预算赤字看作对政府财政状况的综合测量! 预算赤

字一方面是根据收入与支出的差额% 另一方面是根据贷款额与还款额的差额计算

出来的! 这种计算方法貌似很简单% 但是所选方法" 各种测量标准" 不同的评估

技巧以及其他复杂因素% 都会使预算赤字的实际运算变得非常复杂! 我们中的绝

大多数人都非常在意报告中预算赤字的数字% 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用于产生这一数

字的会计程序! 就其重要性而言% 总体来看方法与测量标准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预算会计活动中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则持相反态度! 例如% C4&a&$和

16&+:5]&DWWD' 强调% 财政赤字中的常规测量标准无法正确的计算出公共机构

的预算限制% 且形成了误导性的经济财政态势图 &同见 /=:'&$% DWYF+ /=:'&$和

3=&J&$% DWYF'! 而致力于研究银行重组财政会计的 ?+'=&4" ?+(=:和 _)4b&

&DWWM' 发现% 在许多国家非现金运作都被排除在预算之外% 而这些被排除在外

的因素却是非常重要的! /+:5&$4]&DWWY' 注意到一些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地在保

持总负债额比例不下降的情况下% 无论是通过减少资产或是将支出转嫁到预算限

制之外% 以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的预算赤字目标! C$=P=" >6+'&2和

,:4+2 &DWWW' 发现% 在一些东欧国家中% 包括一系列银行复兴项目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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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 政府活动中的一大部分金额% 都被排除在预算体系之外! I6+$+:和-:=6$+

&ENNN+' 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预算外支出% 包括反应价值变化的债券调整以

及由政府承担的或有负债% 其债务累积的数量已经大大高于其报告的预算赤字!

先不论预算赤字中这些实际在常规情况下对其进行估算的明显限制% 为什么

预算赤字仍然会继续作为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

是% 没有人愿意系统地找出报告的预算赤字中% 有多少数额是没有涵盖进去的%

但却又影响了政府的总负债!

在这一章中% 我们发现预算赤字严重低估了政府的财政债务% 而在一些罕见的

例子中% 出现了高估的情况! 而发现实际债务与报告赤字间的差额% 我们称之为隐

形赤字% 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要大得多! 而在许多发展中

国家% 我们发现隐形赤字竟与报告的赤字一样高! 而我们同样发现% 出现巨大的财

政赤字之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金融危机! 这表明隐形赤字不是随机生成的% 而是战

略性预算编制工作中的一部分% 以在经济萧条期间报告低于实际预算赤字的数字!

我们发现许多因素都促成隐形赤字的形成! 其中较为主要的是% 没有囊括或

仅部分囊括银行与企业重组方面的支出" 对于目前以及预期未来政府授权及或有

债务支出的处理" 将资本收益与损失排除在预算之外" 使用不同的估价方法% 以

及使用转移支付和援助为预算赤字融资!

而真正的问题是% 当前的预算会计惯例和准则% 为自由裁量留有空间并鼓励

金融工程! 这些活动可能帮助一个国家在短期内避免潜在的财政调整% 而在长期

内却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因为国家将会在金融危机或财政危机中付出高昂的代

价! 所以% 设置适当的会计惯例与准则% 并建立一个独立的预算办公室来消除测

算预算赤字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在下一节中% 我们发现除了传统的赤字之外% 存在很多因素影响政府的总体

债务! 而在随后一节中% 我们对隐形赤字的大小进行了评估% 且发现这一数字在

发展中国家尤为巨大! 之后我们对隐形赤字的各种来源进行了检验% 例如金融危

机之后金融体系以及企业的重组% 来自于当前活动的资本损益% 等等! 最后一节

则以讨论发展中国家当前的预算会计惯例与准则的改革需求结束!

债务与赤字! 初等代数

在这一章中% 我们总结了一些基础的代数式以证明常规预算赤字仅仅是影响

政府债务总额的众多因素之中的一个而已! 政府预算可以表达为#

/

5

&C

&

5

UC

&

5UD

' T &C

9

5

UC

9

8

' T &*

5

U*

5UD

' S?

5

Te

5

&H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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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

&

5

为外币债务 &以美元表示'+ C

9

5

为以本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国内总

债务+ *

5

为以本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基准货币+ /

5

为与美元相关的名义汇率+ ?

5

为以本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常规 &报告' 预算赤字+ e

5

为发生在预算界限之外"

以本国货币单位表示的支出额!

整个表达式除以 3

5

i

5

% &其中 3

5

为物价指数% 而 i

5

为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2>?33% 之后再进行一些处理'!

/

5

C

&

5

3

5

i

5

U

3

5UD

i

5UD

3

5

i

5

/

5

/

5UD

/

5UD

C

&

5UD

3

5UD

i

( )
5UD

T

C

9

5

3

5

i

5

U

3

5UD

i

5UD

3

5

i

5

C

9

5UD

3

5UD

i

( )
5UD

T

*

5

U*

5UD

3

5

i

( )
5

S

?

5

3

5

i

5

T

e

5

3

5

i

5

&HBE'

使用小写字母来代替相应的大写字母% 以>?3的百分比表示% 即

V

&

5

S/

5

C

&

5

L3

5

i

5

% V

9

5

SC

9

5

L3

5

i

5

% 9

5

S?

5

L3

5

i

5

% P

5

Se

5

L3

5

i

5

% :

5

S &*

5

U

*

5UD

' L3

5

i

5

% 用%代表>?3名义增长率% 用
:

代表通货膨胀率% 使用
&

代表名

义折旧率% 之后再进行一些处理% 上述等式便可变为#

V

5

UV( )
5UD

S

U%

D T%

UD

T

( )
:

V

5

T

&

U

:

D T%

5

T

( )
:

V

&

UD

T

U

:

D T%T

( )
:

V

&

5UD

U:

5

T9

5

TP

5

&HB;'

其中% V

5

代表总负债 &外币加上本币'+ 以>?3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因此可

以将负债占>?3比率的变化分解为六部分#

债务对>?3比率的变化 S增长的贡献 &8' T真实汇率的变动 &C' T国内的

通货膨胀 &1' T常规赤字 &?' T铸币税收入 &/' T超出预算范围的支出 &.'

各分解部分表明% 从理论上讲% 常规赤字仅是组成政府债务累积额中六个组

成部分中的一部分! 而重要的问题是% 常规赤字对于累积额的影响与其他组成部

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测量标准***隐

形赤字% 它可以衡量常规预算赤字和铸币税之外的政府债务的变化! 因此隐形赤

字为以下三项之和# CT1T.!

隐形赤字的大小

为了对以上定义的隐形赤字进行评估% 我们将进行一个简单测试! 我们预测

政府已经累积假定水平的债务% 其中并没有资本收益和损失影响政府的债务 &由

于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等等'% 且并没有发生任何超出预算范围的支出! 因此我

们设定
'

SN%

&

SN% e

5

SN% 然后改写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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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6

5

S

D( )
D T%

V

6

5UD

U:

5

T9

5

这里的 V

6

5

是指以前的预算赤字与铸币税作为仅有的两个资金来源情况下% 假

定的政府债务占>?3之比! 请注意% %为名义>?3的增长率% 我们可以用阶数来

表述上述方程% 为方程去掉了输出条件% 然后通过迭代来表示 V

6

5

% 作为之前的赤

字" 基准货币的超时变化" 初始的债务水平% 以及所有紧缩的货币支出的加总#

V

6

5

S

D

i

C

N

T

(

=S5

=SD

?

=

U

(

=S5

=SD

&*

5

U*

5UD

[ ]
'

&HBF'

使用 DWYN cDWWM 年间 EW 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数据% 对世界发展指

标表中报告的债务*产出比率% 与由等式 &HBF' 中计算得来的假定债务*产出

比率进行比较! 两个比率之间的差额则代表了政府累积的隐形赤字!

表 HBD 表明了在取样期间的末尾阶段% M 个发达国家中实际与假定的债务*

产出比率% 以及累积的隐形赤字! 我们发现在 DG cDY 年采样期间的末尾阶段%

实际与假定的债务*产出比率之间的差额在 EE 个百分点 &芬兰' 至 E 个百分点

&瑞典' 之间变化! 而在其他国家中这两组数字间的差额具体为% 西班牙和美国

为 H 个百分点% 澳大利亚为 Y 个百分点% 挪威为 D; 个百分点% 澳大利亚为 DG 个

百分点! 如果通过取样期间的年数对隐形赤字的总累计额进行分割% 则发现每一

年发达国家的平均隐形赤字仅为 NB;O!

在发达国家中% 常规预算赤字与铸币税是政府总债务中两个最主要的贡献

者! 这在表 HBD 中的最后一列有所体现! 在 M 个发达国家中% H 个国家 &不包括

挪威' 的累计总债务中 HGO以上都是由这两个主要来源贡献而来的!

表 +"#& 选定的发达国家中累积的隐形赤字

国家

&采样区间'

采样期间末尾

实际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末尾

假定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累

积的隐形赤字

预算赤字T

货币铸造对总

债务的贡献

&D' &E' &;' S&D' U&E' &F' S&E'L&D'&O'

澳大利亚

&DWMW cDWWH'

EEBG; DFBMY MBMG HGBGN

奥地利

&DWMW cDWWG'

GYB;Y F;% E; DGBDG MFBNG

芬兰

&DWMW cDWWG'

HHBDN F;BYG EEBEG HHB;F

挪威

&DWMW cDWWH'

EYBNM DFBMY D;BEW GEBHG

西班牙

&DWMW cDWWF'

GEBYF FHBMG HBNW YYB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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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采样区间'

采样期间末尾

实际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末尾

假定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累

积的隐形赤字

预算赤字T

货币铸造对总

债务的贡献

&D' &E' &;' S&D' U&E' &F' S&E'L&D'&O'

瑞典

&DWMW cDWWH'

MNBYW MEBWM UEBNY DNEBW

美国

&DWMW cDWWM'

FYBW; F;B;N GBH; YYBFW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表 HBE 为它们报告的比率! 我们发现

在采样期间的末尾阶段% 实际与假定的债务*产出比率之间的差异% 在菲律宾为

MW 个百分点% 在巴西为 MM 个百分点 &DWWD 年末'% 在印度尼西亚为 MF 个百分

点% 在约旦为 FY 个百分点% 在智利为 ;F 个百分点% 在马来西亚为 ;; 个百分点%

在韩国与泰国为 EH 个百分点等等! 而智利" 菲律宾与泰国三个国家的假定债

务*产出比率在抽样调查期间结束时为负数% 这表明这些国家拥有巨额的预算盈

余 &或收集了如此之多的铸币税收入'% 以致他们不仅可以偿还所有的债务还积

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 但是在抽样调查结束时他们的实际债务*产出比率却为正

值% 以致他们同样必须积累大量的隐形债务需他日偿还!

如果通过取样期间的年数对隐形赤字的总累计额进行分割% 则发现每一年发

达国家的平均隐形赤字为 EBHO &不包括那些拥有隐形盈余的国家'! 与发达国

家不同% 发展中国家常规预算赤字与铸币税并不是政府债务总额中两个最主要的

贡献来源! 这在表 HBE 最后一列中有所体现! 在 DD 个国家之中的 M 个国家 &不

包括那些拥有隐形盈余的国家'% 这两部分来源对于政府总债务的贡献低

于 GNO!

表 +"!& 选定的发展中国家中累积的隐形赤字

国家

&采样区间'

采样期末实际的债

务*产出比率

采样期末

假定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累积的

隐形赤字

预算赤字T货

币铸造对总

债务的贡献

&D' &E' &;' S&D' U&E' &F' S&E'L&D'&O'

阿根廷

&DWYD cDWWY'

;DBFD DNBYN ENBGY ;FBFY

巴西

&DWYD cDWWD'

DFWBEM MEBFM MHBYN FYB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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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采样区间'

采样期末实际的债

务*产出比率

采样期末

假定的债务*

产出比率

采样期间累积的

隐形赤字

预算赤字T货

币铸造对总

债务的贡献

&D' &E' &;' S&D' U&E' &F' S&E'L&D'&O'

智利

&DWYY cDWWY'

DDBEF UE;BNY ;FB;E UENGB;

印度尼西亚

&DWMW cDWWY'

YEBDD MBYF MFBEM WBGG

约旦

&DWMW cDWWG'

WNBDH FEBHD FMBGG FMBEH

韩国

&DWMW cDWWY'

EMBY; EBDN EGBM; MBGG

马来西亚

&DWMW cDWWY'

;GB;; DBHD ;;BME FBGH

墨西哥

&DWMW cDWWY'

FDBED ;EB;; UYBWY DEMBW

菲律宾

&DWMW cDWWY'

HGBYF UD;BHE MWBFH UENBHY

南非

&DWMW cDWWG'

GMBFE MEBW; UDGBGD DEMBN

泰国

&DWMW cDWWY'

DEBGG UD;BHE EHBDM UDNYBG

土耳其

&DWMW cDWWY'

;YBHW HDBWM UE;BEY DHNBE

乌拉圭

&DWMW cDWWF'

EHB;; DNBED DHBDE ;YBMY

委内瑞拉

&DWMW cDWWY'

;DBDN ;YBMM UMBHM DEFBHH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发展中国家与前一组中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显著性差异为% 一些国家如墨西

哥" 南非" 土耳其" 委内瑞拉% 在采样期间中的特定年间其实际的债务*产出比

率大部分都低于他们的隐含债务*产出比率! 其中% 存在很多原因形成这一违反

直觉的观察结果! 首先% 国家可能获得大量的债务豁免! 他可能使用其私有化收

入来偿还债务% 或者可能会收到来自于多边或双边捐赠者的大量援助与赠与物以

支持其预算! 由于物价出现有利的变化 &高度通货膨胀或真实汇率的大幅升值'

而获得的资本收益% 已足够抵偿其预算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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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赤字的来源

在发展中国家% 大量的因素与事件都有助于隐形赤字的形成! 其中较为主要

的是% 不包括银行与企业重组方面的支出" 对于目前以及预期未来政府授权和或

有债务支出的处理% 将资本收益与损失排除在预算之外" 使用不同的估价方法%

以及使用转移支付" 援助" 私有化收入作为融资项目! 我们会在下面讨论其中两

种来源!

重组已破产的金融机构与企业

我们已重复地观察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决策人% 都无法十分

令人信服地保证% 其可以使大型的金融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仅遭受

到允许范围之内的损失! 在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之中% 帮助破产的机构摆脱困

境变得尤为困难***在这些国家之中% 金融危机发生的更为频繁且更为严重% 且

其监管机制也使其政府的干预程度降到最低! 重组支出会促进政府债务的形成%

但是是否已将其囊括在了报告的预算赤字中呢$

研究表明在财政收支平衡条件下% 当前无法恰当地履行政府救助的准则与惯

例% 以帮助银行与企业脱离困境或对其进行重组! ?+'=&4% ?+(=:与_)4b&&DWWM'

表示% 政府并不想通过政府预算" 使用准财政操作以及将非现金操作排除在预算

之外等手段% 来直接地向金融机构提供帮助!

在先前所作的 F 个研究的其中之一里% I6+$+:与 -=:6$+&ENNNV' 发现在转

型国家中% 银行救助操作的会计活动都遭受了相同的指责! 例如在捷克% 其债务

*产出比率从从 DWWF 年的 EG 个百分点增加到了 DWWY 年的 ;H 个百分点! 同一期

间% 常规赤字从 DWWF 年最低的 NBW 个百分点的盈余变为 DWWY 年最高 D 个百分点

的赤字! 当将钱花费在准公共机构上时% 如 I)':)4=9+A'=C+'K+" 1&:K+,':+:'="

1&:K+.='+'A'=% 这些用来带动银行业复兴的机构% 国家财产基金的总债务增长%

而该支出几乎都被排除在预算赤字估算之外! 因此捷克政府在 DWWF cDWWY 年期

间存在大约为 FBWY 个百分点的平均隐形财政赤字!

通过使用1+J$=)和I4='%&V=&4的研究% 我们可以在表 HB; 中检查各种银行业

危机的财政成本是否已在各自政府的预算赤字中有所体现! 阿根廷在 DWYN cDWYE

年间经历了一场银行业危机% 而在这 ; 年期间报告的预算赤字分别为 >?3的

;BDDO" GBF;O以及 FBEEO! 在同一期间% 中央政府的总体债务上升为先前的 ;

倍% 从 WN 亿美元上升到 EGN 亿美元! 通过实际的债务 U产出比率% 我们可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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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这些年间阿根廷的隐含赤字! 我们发现在 DWYD cDWYE 年间% 隐形赤字分别为

>?3的 DFB;YO与 DEBMWO &由于数据的缺失% 我们无法计算 DWYN 年的隐形赤

字'! 这表明在 DWYD cDWYE 年期间% 在阿根廷大约占 >?3的 WO和 YBGO的隐形

赤字被用于帮助银行业脱离困境% 而这些支出却在预算赤字中没有报告! 而在表

HB; 中所列出的 G 个国家中% 即智利" 芬兰" 匈牙利"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

其情况也与阿根廷大致相同! 在绝大多数可以预测隐含赤字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

隐形赤字通常会高于报告的预算赤字!

表 +")& 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

国家 年度
银行业危机的

估算成本 &O >?3'

在此期间总

债务的增加值

在此期间报告的

预算赤字 &O'

在此期间的

隐形赤字 &O'

阿根廷
DWYN c

DWYE

GGB;

从 DWYN 年 WN 亿

美元 到 DWYE 年

EGN 亿美元

DWYN 年# ;BDD

DWYD 年# GBF;

DWYE 年# FBEE

DWYN 年# 'B+

DWYD 年# DFB;Y

DWYE 年# DEBMW

智利
DWYD c

DWY;

FDBE

实际数据无法获

得% 预测其 DWYE

年负债占 >?3比

例为 DDYO

DWYD 年# UEBGW

DWYE 年# NBWY

DWY; 年# EBH;

'B+

'B+

'B+

芬兰
DWWD c

DWW;

YBN

从 DWWD 年的 EEN

亿美元到 DWW; 年

的 FYN 亿美元

DWWD 年# HBWG

DWWE 年# DFBMF

DWW; 年# D;B;Y

DWWD 年# HBNG

DWWE 年# DGBED

DWW; 年# YBWW

匈牙利
DWWE c

DWWG

DN

从 DWWE 年的 E;N

亿美元到 DWWG 年

的 ;MN 亿美元

DWWE 年# MBEW

DWW; 年# GBME

DWWF 年# MBDE

DWWG 年# HB;W

DWWE 年# 'B+

DWW; 年# ENBMG

DWWF 年# GBNW

DWWG 年# DDBMY

马来

西亚

DWYG c

DWYY

FBM

从 DWYG 年的 EFN

亿美元到 DWYY 年

的 ;EN 亿美元

DWYG 年# GBHY

DWYH 年# DNBFY

DWYM 年# MBM;

DWYY 年# ;BHE

DWYG 年# ;BDG

DWYH 年# DDBNM

DWYM 年# DFBEY

DWYY 年# GBEG

印度

尼西亚

DWW; c

DWWF

DBY

从 DWW; 年的 GMN

亿美元到 DWWF 年

的 HEN 亿美元

DWW; 年# UNBHD

DWWF 年# UNBWF

DWW; 年# ;BFD

DWWF 年# FBDY

!!资料来源# 1+J$=)和I4='%&V=&4&DWWH'! 'B+BS数据不可用!

汇率的变动和资本的损益

根据我们所展示的分解组成部分可以看出% 名义或真实汇率大规模的下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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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都会对真实的负债总量造成明显的冲击! 假设在发展中国家% 真实汇率贬值

的频率高于升值的频率% 那么政府由于汇率变动所遭受的资本损失将大于资本收

益! 尤其是在与剧烈且真实汇率显著的贬值紧密相关的货币危机期间% 政府所遭

受的资本损失可能非常严重!

另一个导致政府负债真实价值变动的资本损益的来源可能产生于交叉汇率变

动% 而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排除在预算账户之外! 根据 1+::+$和 .)4K&$5:Z

+̀'9+< &DWWM' 的研究% 印度尼西亚在 DWW; cDWWG 年间% 外债美元价值增加的

DL; 都是由于交叉汇率的变动% 且主要是由于日元的升值! 而据报道% 在马来西

亚% DWWF 年日元的急剧升值% 使得其外债的美元价值上升了 H 个百分点! 菲律宾

在 DWWG 年% 日元价值也同样解释了其外债中美元价值将近一半的增长原因! 在

接下来的 DWWH 年% 日元的贬值也确实弥补了这些国家所遭受的部分损失% 而且

这也可能是在 DWWH 年这些国家中的一大部分预算外支出突然下降的原因!

结!!论

在发达国家% 公共盈余以及赤字的累积% 可以给出一份真实且准确的关于公

共债务如何随着时间演化的概况图! 而在发展中国家% 反映的情况却并不真实!

在过去 EN 年中% 债务的实际增长已经远远高于常规赤字的累计总额! 存在多种

测定标准与方法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于隐形赤字的

问题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

注!!释

!

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受到了数据可用性的限制! 这些国家分别为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

地利" 巴西" 智利" 印度尼西亚" 芬兰" 约旦" 韩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挪威" 菲律宾"

西班牙" 南非" 瑞典" 泰国" 土耳其" 美国" 乌拉圭以及委内瑞拉! 这些数据来自于世界银

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且仅为中央政府的有关数据! 关于基准货币 *

5

的数据则来自于

,-.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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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研究

&!"! 6BC!D>BE! :$;F;

经验表明% 政府可能积累了在财政文件资料中既没有被记录% 也没有可用于

分析的大量或有债务!

!而只有少部分政府拥有制度框架% 且有能力有效地控制

与管理或有债务! 也只有相对少数分析专家拥有分析由或有债务而产生的财政风

险所需的信息与工具! 其中% 新兴市场经济最倾向于积累或有债务及相关的财政

风险% 原因有四!

第一% 过渡与结构性改革的高成本已导致产生了包含政府或有债务的计划方

案 &如表 MBD 中所示% 显性的与隐性的'% 并需将部分成本转嫁至未来!

第二% 由于财政限制与功能性原因 &养老金与基础设施' 而带动的国家功能的

私有化% 要求或有的政府支持 &无论是显性的或是隐性的'% 以诱使私人部门参与!

第三% 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证实的经验% 对于赤字目标的追求已刺

激政府作出不需即时现金的预算外形式的政府支持% 至少可允许资金周转一段时

间% 而因此隐藏潜在的财政成本% 当然同时也产生了或有债务! 相似地% 对于财

政调整及赤字目标的追求会使结构性改革变得异常复杂% 使长期财政风险升高!

第四% 不断提高及加强地方政府的自主权% 可能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提

高相互关联! 而这些地方政府的义务将会以政府的显性或隐性的或有债务形式而

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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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目前新欧盟成员国中的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

在所有情况下承担的直接义务 在特殊情况发生时承担的或有义务

显性的

法律或合同规

定的政府义务

主权债务***中央政府的贷款合约与证券

发行

"

!塞浦路斯" 马耳他与波兰 &规模与投

资组合的风险'

"

!匈牙利 &到期风险'

"

!捷克 &利率风险'

将来不可任意支配的预算支出% 主要

用于社会保障与健康

"

!捷克" 马耳他与斯洛文尼亚 &老龄人

口养老金与医疗的成本'

"

!塞浦路斯 &老年人的养老金成本' 继

续改革所花费的转换成本

"

!波兰 &公共管理" 健康医疗与社会保

障的改革'

"

!立陶宛 &养老金与健康医疗的改革'

"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斯洛

伐克 &养老金改革'

欠款

"

!立陶宛 & 8̂X退税的欠款'

类似于减免等% 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

收入的减少

"

!波兰 &国有公司免税'

同/0与d8XR相比的支出承担

企业借款的国家保障

"

!捷克" 塞浦路斯" 马耳他" 波兰

与斯洛文尼亚 &主要针对于政府

管理下的公司的信用保证'

对于不同实体的债务以及其他义

务的法定担保包括金融机构 &国

有银行" 养老基金" 基础设施发

展基金等等'

"

!捷克 &捷克国企重组委员会% 捷

克集团% 捷克土地基金% 铁路运

输基础设施管理% 农业保障% 信

用担保基金'

"

!匈牙利 &国家发展银行% 进出口

银行% 出口保险公司% 用来支付

个人养老金的养老储备基金% 存

款保险基金% 信贷担保基金% 农

村信贷担保基金% 农业市场制度

办公室% 私有机构的环境保证'

"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与斯洛伐克 &保证金L储备

金% 相关的最低养老金L返还保

证" 存款保证" 投资者保护" 信

贷与出口保证的相关比例'

关于服务购买契约的国家保证

"

!波兰 &过去的电力购买协议产生

的相关义务'

"

!针对于私人投资者与服务供应商

的其他国家保证

"

!匈牙利 &与邮政银行私有化相关

的保证'

关于本地政府债务以及其他义务

的国家保证国家保证计划

诉讼

"

!波兰 &就薄弱的版权保护以及

DWFF cDWHE 年财产损失% 对政府

提出合法要求'

"

!立陶宛 &关于存款补偿和不动产

补偿提出合法要求'

"

!斯洛伐克 &由捷克斯洛伐克贸易

银行 &1QRC' 与斯洛伐克天然气

公司提出的合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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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所有情况下承担的直接义务 在特殊情况发生时承担的或有义务

隐性的

反映公共与利

益集团压力的

政 府 的 ( 政

治) 义务

公共投资项目在未来的经常性成本 通过公共部门企业的资助来支付其损

失" 欠款" 拖延的维护" 债务以及保

证% 以进行赔偿

"

!波兰 &国有公司的义务***一些

产生于铁路与矿区整修期间" 医

院与国家机关的义务'

"

!匈牙利与马耳他 &国有公司的义

务与重组的相关成本'

"

!捷克 &由国家资产基金颁布的环境保

证+ 捷克铁路的损失" 欠款与债务'

通过由本地政府进行资助以支付其的

债务" 保证" 欠款" 信誉保证书% 以

及其他相似事物% 而进行赔偿

"

!波兰 &与地区发展相关的地方政

府债务以及保证'

"

!立陶宛 &市政预算欠款'

"

!捷克与医院拖延相关的应急措施

通过金融机构% 如国有银行" 社

会保障基金" 信用与保障基金进

行索赔

"

!拉脱维亚 &养老基金与社会保障

基金'

"

!斯洛文尼亚 &小型企业发展基金%

地区保障计划'

由于个人投资而产生的非契约性

索赔% 例如% 在基础设施方面进

行投资

"

!匈牙利 &由于机动车道建设特许

权而可能产生的索赔要求***其

中一部分由国家发展银行的道路

建筑公司完成'

"

!波兰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特许权

而产生的索赔要求'

其他一些可能需要尽到的义务%

如为了防止一些仍然未知的损害%

核与有毒废气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

!立陶宛 &停止运作伊格纳林纳核

电站'

"

!塞浦路斯 &重新统一的成本
'

!!资料来源# 多种来源! 研究框架基于3)4+AK)(+&DWWY'!

8̂XS增值税% /0S欧盟% d8XR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注意# 这一列表中的内容% 体现了中央政府 &指财政机构% 而不是整个公共部门' 需要面对的财政风

险! 表所列出国家存在各个来源高风险% 并且风险十分显著! 表中所有记录并不全都是最新的% 然而我们

即将对其作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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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仍在逐步形成% 如果破产% 政府的或有债务产生于因防止破产而提

供的显性义务与隐性期望的帮助! 而这些期望也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 相应的道

德风险则会使财政风险趋于恶化!

无论结果是借助财政机会主义以掩盖政府项目的真实财政成本% 抑或是作

出更多的努力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达到政策目标% 还是宽大处理市场代理中

存在的道德危险行为% 结果都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或有债务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

的! 例如% 担保期满% 国家保险方案要求缴纳补助金% 银行将被卷入政策性贷

款或者遭受过度风险而希望得到政府援救甚至申请援救! 国际经验表明% 或有

债务倾向于表面化且需要公共资源的帮助% 这点在经济衰退时期表现得尤为

明显!

因此% 在财政分析" 财政管理与财政监督工作框架中% 应将或有显性债务与

或有隐性债务全都考虑进来! 而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报告" 会计" 预算以及整体财

政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而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那些由国际机构领导负

责的行动计划% 这些国际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 欧盟统计局" 世界银行"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 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 &,dXRQ8,'%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R/1?'! 然而揭露" 评定并定位政府的或有债务以及相关的财政风险%

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同样地% 在政府报告低预算赤字与低负债期间% 政

府的这一举措并不正确% 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实现财政稳定% 尤其是在新兴

市场经济中!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 怎么样最好地去捕捉财政构架中的或有债务! 世界银

行" 欧盟" ,-.以及其他机构% 已在将或有债务与相关财政风险放入到财政分析

正式构架中取得了一些经验 &欧盟委员会与世界银行% DWWY" ENNN+ 欧盟委员

会% ENNF'! 包括加拿大" 哥伦比亚" 捷克" 荷兰与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已经

提供了一些在财政构架中捕捉最基本的选定的或有债务的优秀实例! 在这一背景

之下% 近年来产生了几个分析性与制度性的概念并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 即财政

风险矩阵+ 财政透明度,-.准则+ 风险会计" 风险预算" 风险准备金制度+ 以及

风险管理中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 &1+::+$9 和 .)4K&$5:Z̀+'9+<% DWWM+ C$=P=和

QA6=AK% ENNE+ ,$7='% ENN;++ ,8QC% ENNF'! 而且% 包括智利" 土耳其及瑞典在

内的一些国家% 已经在通过更为精细复杂的风险评估方法的帮助下尝试去处理或

有债务'! 本章讲述了从扩展范围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也许包括财政构架中的或有债务在内的所有问题中% 最主要的便是政府是否

愿意去披露相关信息! 或有债务可能以多种形式产生% 可能会涉及不同的政府等

级% 也可能一直无法将其检查出来直到期满! 尽管如此% 也将会是由金融机构而

不是政府来策划援救措施! 而许多或有债务仍然是未知的% 除非政府主动进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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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而某些或有债务政府本身也并不清楚% 除非政府监管其包括地方政府与国有

单位的或有债务在内的所有财政风险来源!

如果政府揭露或有债务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的话% 那么奖励与强制

执行也同样重要! 实际上问题变为% 国家是否会关于透明度而受到奖励或惩罚$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 当他们揭露或有债务时将会受到惩罚% 而不是在那些隐性

的或有债务到期时才受到惩罚! 例如% DWWM 年% 捷克财政部部长自愿披露了一些

以前由于所谓的转型制度"以及预算外基金而引起的未知的或有债务的详细信

息! 同一时期% 这些实体已经被废除或将要废除% 使其归属于马斯特里赫特财政

框架之中! 然而% 从捷克财政部部长公开讨论或有债务的那一刻起% 许多国际机

构如国家信用评级机构% 以及其他一些机构都纷纷表示非常关注捷克的或有债

务! 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捷克已最终使其或有债务得到控制的事实上! 分

析家们并没有称赞其为财政透明度以及纪律而作出的令人敬畏的表率% 反而是敲

响了警钟!

当前的风险敞口! 来自于新欧盟成员国的实例

通过使用来自于新欧盟成员国 &捷克" 塞浦路斯"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

维亚" 立陶宛" 马耳他" 波兰" 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亚' 的实例% 这一部分阐

述了政府暴露财政风险的类型% 而这些财政风险通常产生于新兴市场经济中!

当前% 或有债务的三个主要来源出现在新欧盟成员国中!

第一% 一些国家已开始使用或有债务来处理金融机构与企业的重组" 转型成

本% 以及私有化成本! 例如% 由政府明保或暗保的私有化基金% 已在几个国家进

行担保% 其中包括捷克和匈牙利! 这主要与隐性环境义务相关! 在绝大部分新的

成员国中% 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继续! 比如% 在波兰矿物开采" 铁路部门% 或者马

耳他造船厂中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私有化% 便可能产生国家的或有债务

与相关的财政风险!

第二% 最近新的成员国发现或有债务是一种促进国家职能转变的有效手段!

所有着手进行大规模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新成员国***即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

维亚" 波兰以及斯洛伐克% 作出最小化养老金利益" 或最小化养老金基金收益的

改革% 作为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的相关保证! 尽管我们将会在效率与公正的层面

上调整这些保证% 但是它们仍旧会引发财政风险!

许多新成员国已经开始考虑扩大公私合作关系 &333' 的使用范围% 使

其成为消除基础设施差距的一种方式! 然而% 公私合作却倾向于要求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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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变相补助支持% 通常采用的形式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应履行的显性担保

或合法的但约束力较小的 (非正式保证函) !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或几个新

成员国内 &例如匈牙利的道路部门" 波兰的电力部门' 的经验表明% 公私合

作将会导致政府承担巨额的或有债务以及财政风险! 且如果政府同意承担除

了与自己政策直接相关的风险之外的任何风险%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问题

都将被扩大!

第三% 或有债务可能会作为地方政府在促进地区及当地发展时采取措施中的

一部分而出现! 为了履行日益增多的责任% 地方政府则需要超过他们的预算***

通过借债或积累或有债务的方式! 在统一的政府账户中%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捕捉

到政府借入或有债务的动作% 而且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已建立了关于地方政府借

入或有债务的严格的监督系统! 然而由政府承担的或有债务% 经常被保留在政府

账户与财政监督系统之外***财政监督系统用于揭露地方政府以及最终的中央政

府的财政风险!

表 MBD 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财政风险来源的缩略图! 它阐述了在新成员国

中% 显性或隐性的直接债务与或有债务! 其中的许多内容被提及% 而有一些甚至

是欧盟委员会根据国家的集中项目评估而来的!

虽然我们无法通过欧洲综合核算体系来明确地捕捉到或有债务% 但是在一些

新成员国中一些或有债务已经进入到政府的财政构架中而服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 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扩展了他们对于一般政府的定义! 那些负责财政活动融资

的预算外机构归一般政府负责% 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这些机构的义务% 即从对政

府负有或有责任变为对政府负有直接责任!

#

捷克与斯洛伐克已成为了这一改革的领头人% 它们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家担

保% 使其政府风险敞口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归属于正式的财政构架! 这两个国家

已经将未完成的担保评定为危险级别% 并将完全价值作为政府债务而报告! 尽

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会对其报告的赤字与债务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它却能够阻

止这些陈旧的或有债务使将来的财政调整变得复杂而难以完成! 而在其他拥有

大量政府担保的投资组合的国家中% 即波兰" 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这一情况却

正好相反!

财政调整以及决策者短期内减少对赤字与债务的关注% 都因获得或有形式

的支持而闻名! 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 在政府短期内集中管理预算赤字与债务

的同时% 它更愿意去鼓励国家下属的金融机构与非国家性质的参与方来为基础

设施融资或负责其运营! 因此% 基础设施中的私人参与并不是努力去提高效率

的结果% 而是与显性补贴和资本支出 &政府的直接债务' 转化为显性或隐性担

保 &政府的或有债务' 的努力相关! 一些新成员国 &尤其是塞浦路斯"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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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马耳他" 波兰和斯洛伐克' 都将面对在未来进行财政调整的需要% 也

许除了斯洛伐克之外% 情况还会因他们人口老龄化显著升高的财政成本而变得

非常复杂! 因此% 他们可能需要通过转换为或有形式的政府支持来试图缓和现

时的预算压力!

在检查中实施财政机会主义将会成为国内财政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 通过将

或有债务完全地涵盖在其分析与监视中% 欧盟委员会" ,-." 世界银行% 可能做

到促进或有政府支持的正确使用% 并制止或有债务的过度积累!

紧接着的两节将讨论因基础设施中的公私合作关系而产生的政府财政风险%

以及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 最后一节则讨论国内的财政机构% 以及国际机

构与公民社会对或有债务起到的潜在作用!

私营基础设施中的公共风险

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更多的可用财政资源来促进各部门之

间的投资和服务的提供! 拉丁美洲" 亚洲" 中欧和东欧中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

处理国内财政部门与官方发展援助做法的局限性! 他们需要探索更多的选择%

以将实际社会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专由私人投资! 这一章仅考虑了这一经验的

公共 &财政' 方面% 该方面主要与过少的公共支持可能妨碍私人投资者参与其

中并对政府招商引资的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而致使政府处于压力之下的事实

相关!

经验表明% 提高商业运行的效率或公共政策的质量% 而不是通过将补助金转

换成或有债务% 可以节省在基础设施私有化中的财政费用! 私人投资者经常会向

相关政府机构寻求一些形式的财政支持***以增加项目的预期现金净流量或减少

现金流量的波动性 &即减少风险'! 预先的给予 &以现金或实物支付'% 持续的

补助% 与信贷津贴% 都会提高项目的现金流量而不需改变风险程度! 其他形式的

财政支持也会降低投资者或债权人的风险敞口% 包括从属于其他债务的贷款" 最

低收入保障" 信用保证与外汇保证! 就是这些减少风险的或有政府支持措施在适

当的时候产生不可预见的财政成本!

我们并不确定% 政府对于基础设施作出的或有支持所耗费的财政成本% 以及

是否会" 在什么时候" 会有多少数量的财政成本浮出水面% 我们也不确定! 这种

意外事项发生的可能性% 以及需要完成相继义务的政府支出的数量都是非常难以

预测的! 而概率与支出比例可能取决于一些外界环境 &例如% 对于特殊基础设施

项目服务的低需求'% 包括发生一些特殊事件 &如自然灾害或债务人违约'!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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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可能取决于一些内在环境% 例如政府的政策 &如关税政策与汇率政策'%

与政府项目的设计方案 &如与基础设施私人供应商签订的担保中规定的风险分

布'% 也可能取决于规则及监督的质量和实施!

对于那些复杂的事物% 在基础设施中政府显性义务与政府隐性义务之间的界

限并不总是十分明显! 因为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 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敏感

的政治话题% 政府需面对压力以确保在服务提供中能够有结果! 而且如有必要%

即使在法律层面上没有义务这样做也需要承担成本! 最极端的情况下% 政府需帮

助基础设施供应商脱离困境! 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 已经开始见到一些帮助

参与公共设施营运的供应商脱离困境的例子% 其中包括政府管理下的银行与金融

机构" 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管理下的非金融性质的公司 &与他们的债务" 欠款" 其

他义务" 延期的维护% 以及资产更新所需的投资备用金有关'!

基础设施及财政支持经常表现为多种形式! 国家可能为基础设施中的私人参

与方发布多种形式的担保! 有时也可以由政府和公共部门中的其他部分来发行担

保和其他形式的保证% 而且作为非主权性义务% 这些保证构成了中央政府的隐性

义务而不是显性义务! 地方政府与国家控制的公司将出具保函" 非正式保证函"

以及其他保证% 来降低信用风险与其他形式的风险! 尽管这些非主权性义务的法

定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但是它们最终也可能产生国家的财政成本! 一般情况下%

无法对非主权性义务进行监督% 而且其发布者也无法对这些义务作出非常恰当的

理解!

除去最终财政成本的问题之外% 基础设施未来发展中的变相补助金起到的作

用实际上也是消极的! 变相财政支持为基础设施提供的简单和廉价的融资% 可能

会掩盖基础设施结构性改革的需求! 对于一些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来说% 这些

财政支持可能会挤走一些私人投资者! 因此% 基础设施的提供效率也会变得

更糟!

在三种主要情况下% 私营基础设施项目会带来一些新的隐藏财政资本和风

险# 第一% 当政府承担与项目相关的财政风险时+ 第二% 当政府承担其他 &非政

策性' 风险时+ 第三% 当政府成为长期必付合同的服务购买者时!

对于那些起源于政府政策不可预知性的项目而言% 政策风险是项目价值中无

法预测的变化因素% 其中政策即意味着政府强加的所有规则***表现为法律" 法

规和合同的形式% 以及在实际情况中政府选择用来执行那些规则的所有方法! 在

绝大多数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政府允许价格的不确定性成为产生政策风险的一个

主要原因! 其他的政策风险来源为# 税收规章" 公司必须生产产品的质量与数

量% 以及其他公司是否参与竞争!

$

由政府来承担政策风险% 是一种保护公司免受其无法承受的风险% 以及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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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控制而公司无法控制的风险干扰的方式! 暴露一些公司可能会承担的风

险将会大幅度增加公司所要求的风险保费% 而且只能获得相对较少的收益! 然而

暴露一些政府可能承担的风险% 则会鼓励政府维持优良政策!

%总体上来讲% 这

可以减少项目的成本!

然而% 承担政策风险也会产生财政成本! 总是存在一种可能性% 即政府总是

想要将政策改变为其愿意实现的目标% 且如果公司确实依照政策执行% 它将会对

公司作出支付! 例如% 政府可能会给予私营基础设施公司垄断权% 而之后又会觉

得如果存在竞争% 情况将更加乐观!

非政策性风险是那些政府只能起到很小干涉作用% 或根本无干涉作用的政

策! 实例包括% 起源于建设成本" 基础设施项目服务的未来需求" 本国货币的价

值自由浮动% 以及公司是否能够偿还债务的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政府可

以通过分别给予公司建设成本" 收入" 汇率" 债务偿还保证来承担这些风险!

保护公司免受非政策性风险% 将会降低公司愿意承包项目而需收取的价位!

上面所提及的那些保证% 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敞口并降低他们所要求的预期收

益% 而且将允许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入更多的资金! 但是% 承担非政策性风险将

会产生政府的财政成本! 与政策性风险相比% 承担非政策性风险的成本似乎对于

政府和公司来说都是一样高的!

在这种背景下% 关键问题在于风险承担是否能够准确地解决显著的市场失

灵!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而不会产生更大的难题! 成本不透明的事实使得潜在问

题变得更加严重! 同样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提供支持是因为它是对于市场失灵的

针对性回应% 还是因为它的高度不透明性$

面临压力而不提供现金补贴与借款% 政府在一些时候会选择由公用事业部门

签订长期购买合同% 而且有时国家也会为其提供变相借款形式的担保! 合同中规

定% 政府需以商定价格提前购买私营基础设施项目的指定产品! 例如% 它可能同

意向独立的电力制造商每个月支付固定 (生产量) 的货款% 一直持续 EN 年直到

发电厂可以产电% 已折现的总价等于建造和维护发电厂的成本! 而在水力部门也

将达成类似的交易% 在交易中政府有时会要求公司去建一个自来水厂或是废水处

理厂% 并同意在必须支付的基础上提前购买产品!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些义务认定为政府同意去承担项目中的政策性及非政

策性风险! 相较于那些政府仅单单愿意承担指定的项目风险的案例而言% 政府义

务的 &总' 成本可能与项目的总成本大体相等! 尽管经常将项目描述为私营项

目% 其实实质上他们与公共项目相似% 在项目中政府将建设与运营承包给一个

公司!

在一般情况下% 政府不会直接地与他方签订此类协议+ 相反% 这些协议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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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有的电力或供水部门签订的% 且政府一般会担保这些部门履行其购买义

务! 在估算这种方式带来的义务的总成本时% 如果在财务报表中没有体现% 出于

分析目的% 政府可能至少会选择 (看穿) 政府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法律区别并在

会计账目中将公用部门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将会把公用事业部门的购买义

务当作自身的责任% 且不会单独地计算担保的成本! 或者可能选择不去整合这些

部门% 并将其购买义务作为单独的购买保证!

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公用事业部门% 政府都可能暴露于显著的风险中#

&D' 通过与基础设施公司签订合同赋予其收取某些费用的权力+ &E' 通过掩盖

与建设成本" 汇率或公司未来收入及债务偿还的相关风险+ &;' 通过签订长期

购买协议!

导致基础设施产业中的财政责任的政府压力% 受到关于该产业中竞争与所有

权的政府政策的影响! 对于基础设施行业国有垄断权的保护% 使得政府很难或者

根本不可能避免为基础设施提供财政支持! 竞争及所有权的发展% 将可以促进财

政方面的进步! 同时% 关于基础设施的财政政策的改变% 可以促进竞争和私有化

的发展! 尽管这些问题也会发生在其他行业中% 但是在电力行业中却尤为典型!

&图 MBD 阐述了各国通信行业中竞争的扩展'

图 MBD!低竞争的风险# 通信行业

资料来源# 国际通信联盟与世界银行员工!

在寻求方法以缩减基础设施的财政成本的过程中% 提供或有支持应作为最终

的选择! 首先% 政府应去探索非财政选择% 如改进基础设施中所有权" 竞争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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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并改进所有相关位置中以及相关国家中公司的整体投资环境! 政府还应探索

不用提供财政支持的选择% 或者应至少不针对基础设施服务来提供财政支持! 最

后% 为基础设施公司或其客户提供直接现金补贴% 或者以股权或债务的形式为其

提供资本的简单性和透明性% 需要根据或有政府支持的财政风险和不透明性来

衡量!

&

地方政府的风险

不断累积的经验表明% 当地方政府暴露过多的财政风险时% 中央政府以及整个

国家的财政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可以将当地的财政风险定义为地方政府在未来将要

面对的财政压力的一个来源! 与中央政府相似% 地方政府也会累积一些直接债务或

者或有债务! 表 MBE中的财政风险矩阵给出了一个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实例列表!

表 -"!& 财政风险矩阵'''地方政府暴露的

风险来源 任何情况下都需承担的直接责任 在特殊情况下承担的或有责任

显性

法律与合同认

可的政府债务

"

!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签订的借贷合同与发行的证券'

"

!工资与福利欠款的支付

&如果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责任'

"

!不可任意支配的预算支出

"

!长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支出

&公务员薪资和养老金'

"

!地方政府为公共部门企业的债务

以及其他责任所作的担保

"

!地方政府为非公共部门企业的债

务以及其他责任所作的担保

"

!地方政府为私人投资所作的担保

&基础设施'

"

!地方政府保险 &农作物保险'

隐性

反应公共与利

益集团压力的

政府道德责任

"

!公共投资项目的资本留存与未来的周

期性成本

"

!地方社会保障计划下未来收益的成本

"

!地方政府预计未来将提供的公共健康

与疾病控制支出及商品与服务方面的支出

"

!与地方政府非正式保证函相关的

索赔

"

!由破产的金融机构提出的索赔

"

!由于为各个企业提供非担保债务"

自身的保证" 欠款" 非正式保证函

与其他可能责任的帮助而产生的索赔

"

!与企业重组或私有化相关的索赔

"

!由于超过当地养老基金" 就业基

金与社会保障基金担保范围而赔

偿失败的受益人提出的索赔

"

!与地方危机管理相关的索赔 &公

共健康" 环境" 赈灾等等'

!!资料来源# 作者! 基于3)4+AK)(+DWWY 年的研究框架!

注意# 这一矩阵体现了来自于地方政府 &省" 县" 镇或其他' 视角的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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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风险对冲矩阵 &表 MB;' 对财政风险矩阵进行了补充% 以阐述可用来履

行地方政府债务的不同财政来源! 地方政府财政安全的来源也同样可以被分为直

接债务或者或有债务% 同时分为显性的或隐性的! 履行直接显性债务的财政来源

反映了地方政府使用其现有" 实在的资产创造收入的合法能力! 履行直接隐性债

务的财政来源同样是以现有资产为基础的% 但是它不处于地方政府的直接管理之

下% 因此可能会抵消部分财政风险而使其仅处于一个限制性等级之中! 履行或有

显性债务的财政来源事宜与地方政府在使用资源" 而非通过资产创造金钱方式的

能力有关! 最后% 或有隐性债务的来源不能为地方政府所使用% 直到产生一种特

殊的情况% 即使那样还要求地方政府为使用它们而创造特殊的环境!

表 -")& 财政风险对冲矩阵'''地方政府财政安全的来源

财政安全的来源 以现有资产为基础的直接来源 取决于将来事件的或有来源

显性

地方政府直接

&合法 ' 控制

的资源

"

!可以用于销售或租借的地方政府

所有的资产 &所属企业" 土地% 以及

其他地方公共资源'

"

!当地税收收入减去税收支出

"

!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

"

!地方政府收回的贷款 &转贷'

隐性

地方政府间接

&不在法律条款

内 ' 控 制 的

资源

"

!现有的地方基金***除了那些受当地

政府直接控制的基金 &可能的当地养

老基金与健康基金'

"

!受地方政府部分控制的企业与机

构的未来利润

"

!由官方债权人为政府提供的或有

贷款信用限额以及融资保证

!!资料来源# 作者! 基于C$=P=和 QA6=AK &ENNE' 的研究框架!

注意# 这一矩阵体现了来自于地方政府 &省" 县" 镇或其他' 视角的财政风险!

这两个矩阵勾画出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析与财政管理的范围! 实际上% 这两个

矩阵代表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延伸的资产负债表! 与标准的资产负债表相比% 延伸

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在将来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净值的或有或直

接隐性项目的相关信息!

尽管无法衡量延伸资产负债表中的全部项目% 但这一工具是认定哪种政府举

措可以在地方政府的长期财政稳定方面取得进步或退步的有效方法! 对财政稳定

性这一较为广泛的概念进行分析% 需要作出许多假设以计算出例如当地隐性养老

金债务与当地土地价值等这些概念! 这一类分析将阐明% 在那些指定的假设条件

成立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财政将怎样进化发展!

在绝大多数国家中% 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与促进地方发展方面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这一角色相关% 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为了支持



!!!!!!!!!!!!!!!!!!!

第七章!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研究 *$)""

投资% 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去筹措资金! 在一些情况下% 地方政府以或有债务的形

式提供支持是需要调整的! 例如% 对于一些处于私有化过程中的地方企业% 政府

可能在私有化之前免除这些新企业业主的环境义务% 但是在私有化之后便不会对

其进行保护!

然而与中央政府相比% 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将因为中央政府会在地方政府资

不抵债时对其进行救助的认知% 而被逐渐削弱!

'这一认知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

&那些倾向于过度借入资金" 签发过多保证与非正式保证函" 建立扩展地方保险

方案并为其提供支持% 以及通过商业行为承担财政风险的人' 以及债权人的行为

&通过向政府提供贷款或者认定地方政府保证" 非正式保证函% 以及所谓的支持%

来暴露自身相较于地方政府的过高信用风险'!

地方决策者也倾向于形成政府或有债务以避免在其范围内进行困难的调整以

及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并规避财政纪律与控制机制 &如财政赤字目标与债务上

限'! 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政府控制下的下属公司来代替政府直接去筹借资金+

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各部门的信用保证来代替地方预算补助+ 使用必付合同资源代

替公共资源投资+ 允许价格自由变动+ 以及促进能源" 供水等重要部门的重组!

由地方政府官员签发的非正式保证函% 也将允许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可以到银行

申请新贷款以避免倒闭!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代价高昂! 这些机制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 延长

经济繁荣与增长的时间! 但是最终% 预算外的支持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预算%

而且可能会因此而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干预! 下一章将从国内财政机构与公

民社会的角度% 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或有债务的问题!

财政管理的含义

在这一章中将讨论% 国内财政部门与公民社会在或有债务方面可能会起的作

用! 其中提出了一些促进或有债务处理的合理激励与能力的建议措施!

增强风险意识

公开讨论风险以及潜在的政府风险敞口% 将会提高政府对于或有债务的理解

与处理能力! 相似地%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 开展对于风险" 风险来源" 类型% 以

及潜在的财政影响的公开讨论与认知活动% 可能会在地方政府政策的稳固性% 以

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财政表现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收集" 分析"

讨论国家保证中形成的风险敞口的相关信息! 而少数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整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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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将会产生的相关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

公民社会" 国际机构" 主权信用评级机构% 以及其他机构鼓励进行进一步的

财政风险分析工作% 并与不在政府官方声明之内的政府官员进行讨论! 这可能有

助于开展调查地方政府的风险敞口" 基础设施部门的风险的产生" 政府控制的公

司以及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公司的风险敞口! 这些公司尤其包括那些必需服务的

供应商以及各种甘冒风险的金融机构% 诸如信贷与担保基金! 这些调查可能会有

助于促进地方政府对其或有债务及相关财政风险的理解!

奖励信息披露$ 惩罚不透明性与过度风险

披露效益审查" 财政纪律以及资源的竞争! 披露的信息需要经过非政府人员

以及政府本身进行检查! 披露规则涉及范围非常广泛% 可以改进不同等级的政府

对于下级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监督% 并扩大向公众审查开放的政府活动的份额!

审查似乎的确有助于对地方政府加强纪律方面产生压力!

现代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披露担保" 或有债务以及财政风险的其他特定来源!

因此% 采用这一标准将自动产生披露隐藏的借贷与补助金相关信息的要求! 因为

政府的审计人员必须就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发表其观点% 而且会自动产生一种强制

披露的机制!

信息披露不应受到现有财务报告准则中缺陷的限制% 或者不应受到改进步伐

缓慢的限制! 在政府财务报告与会计治理准则中作出改进将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包括信息披露取得的进步! 但是提升信息披露不应成为改进这些准则时的要挟条

件! 例如% 风险声明可以补充任何一个财务报表或报告!

在中央政府层面上%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捷克" 荷兰" 新西兰" 英国以及

美国都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实例供我们参考! 在这些国家中% 政府公开发表了一

个政府风险敞口的来源清单% 其中附有对于来源性质" 敏感度以及风险对于财

政与配置的影响方面的声明! 通过声明我们可以得出与清单中任意一项相关的

未来潜在财政成本的估计! 这些信息有时也来自独立的或有债务声明" 担保声

明 &包括长期购买合同或补助协议' 或者作为预算文件而传播的财政风险的分

析报告!

在基础设施或其他政府资助的项目中% 与非政策风险相关的显性或隐性的或

有政府支持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这一点上% 国家活动与财政政策监督% 都需

要超越现有规定!

(

地方政府对于风险的声明% 可以对公开或提交给上一级政府的现有报告进行

补充! 在这些声明中% 可以讨论地方政府保障" 非正式保证函及其他一些或有显

性债务" 地方政府保证" 与其或有隐性债务相关的地方政府责任范围" 与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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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下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的活动! 在所有的地方政府之间% 澳大利亚的维多

利亚州"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印度的特里普拉邦" 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都为我

们提供了很好的实例!

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 若想完成信息披露并持有正确的风险意

识% 取决于几个先决条件! 包括各个政府直接与或有债务的数据库% 作为形成

分析的基础+ 适当的机构能力% 包括收集并分析相关信息与评定风险敞口的能

力! 而且对于内部的信息披露% 需要一个适当的强制执行机制% 包括支持性政

治与法律环境 &例如% 关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报告直接与或有债务'% 以确

保能够遵守这一机制的要求! 在公共信息披露中% 地方政府应遵守 &或者中央

政府需要制定规则' 发表公共信息时格式的相关要求! 地方基层机构" 投资者

与地方公共压力% 可能会在监督地方政府的包括风险敞口与披露在内的表现中

起到作用!

另外% 在披露自己的风险敞口中%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需要推动公共部门以

及大多数经济体的信息披露! 而这些成果应与公共部门和国内市场中的财务报告

准则的状态及进步相关% 但不应受到它的限制!

国际机构以及其他具有影响的机构% 可以为推动国家中的信息披露作出的最

大贡献就是对进行信息披露的经济体给予奖励! 例如% 首先我们应对那些自愿披

露其全部或有债务及财政风险的国家进行公开表扬! 在这一情况中% 我们应仔细

地衡量比较透明性的正面价值与被揭露的风险的负面价值!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

的地位应由于其对于透明性作出的努力而得到 (提升) 而不应该因为暴露更多

的风险而被 (降低)! 进一步讲% 国际机构应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 在协助国家

形成信息披露能力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机构以及在其范围内具有影响作用的其他机构% 同时也应惩罚不透明与

承担过高风险的行为! 例如% 如果国家的或有显性债务在先前没有以期满的方式

致使政府将其公布于众而得到认可% 或者如果或有隐性债务现在为人所知而却没

有得到政府的认可% 那么这样的国家都应被惩罚! 我们可以很容易以令人失望的

公开声明形式对其进行惩罚! 但是另一个更加困难却更加有效的选择是% 由国际

机构如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来要求政府建立一个或有债务基金

&与或有债务基金相关的话题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这对于那些存在高财政风险

与拥有众多政府债务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应限制其借款% 并限制其能力% 促使

其在政府预算中缩减支出! 另外% 国际机构可以要求国家披露其过高的财政风险

以维持一个低债务级别% 而因此对认识未来的或有债务起到缓冲作用! 在这一点

上% 国际机构应进行探索以设立关于政府风险敞口的相关规则% 并设立一套财政

风险警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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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会计与预算

会计与预算的规则将影响资源的分配! 它们将影响交易的时机与收益% 而且

它们将为成本与风险从一个时期转嫁至另一个时期% 从政府中的一个部门转嫁到

另一个部门提供机会与动力! 在绝大多数国家中使用的现金流预算使得担保" 必

付合同% 以及从私人供应商手中购买基础设施服务等% 看起来都较现金补助以及

政府提供资金的项目更有吸引力! 政府将补助津贴与公共筹资项目看作支出% 但

是直到发生违约行为才发现其中的或有债务% 这时候政府就别无选择而只能够好

好履行过去的承诺了! 公共融资项目与补贴因此看起来非常昂贵% 而或有形式的

支持则表现得较为廉价! 更糟糕的是% 在现金流的会计与预算工作中% 由最初担

保而收取最初费用的任何收入都被记为经常性收入% 使得事情看起来好像就是政

府在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收入% 而无关乎成本!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与预算体系% 要求将许多的非现金成本囊括在

预算之中% 并在政府决定这么做的那一刻起将一切透明化! 就或有债务来说%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预算与财务报告可以促进长期购买合同与担保成本的显

露而使决策者可以了解其中的内容! 如在风险披露一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一样%

权责发生标准可以通过长期购买合同生成的保证来要求其披露与或有债务相关

的信息! 然而取决于% 这些是怎样反映成本的% 又是怎样执行相关事项的! 以

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预算与财务报告反映的成本如何% 取决于使用的特殊标准

和执行情况!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标准是有益的% 但是要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标准既非足

够也非必要!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并不能揭示所有的成本与债务! 其

也无法要求将担保的成本必需囊括在预算赤字的计算范围中! 而且它们并不能要

求必须意识到长期购买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以及同时在资产负债表上产生的普通债

务! 最权威的国际标准都是非常精炼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以供政府使用'" 美国通行会计准则% 具体

表现为使用这些工具会计行为将趋于更加准确! 根据这三套准则中的任何一套准

则的规定% 许多担保人将会按照公允价值被确认% 但其他大多数担保的价值将会

被最低限度地披露! 然而在有些时候% 准则之前需要提出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方

法 &,$7='% ENN;V'

)

! 而且% 尽管采用权责发生制标准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在没有采用这些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政府预算工作中% 现行方法体现了两项关于财政风险预算工作的重要原则

&C$=P=和 QA6=AK% ENNE'#

DB对于财年中每一阶段的预算内及预算外支持的成本使用同一联合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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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会将预算外支持认定为补助津贴% 并因此接受与支出项目相同的审

查与限制! 且应根据未来预期财政成本的现值来计算隐性补助金的数量!

EB当批准一项或有支持项目时% 预算应能够即时反映或有支持的财政成本

的近似数值!

另一个现行的可能选择是创立或有债务基金! 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创立了一

种特殊的基金 &换句话说% 即为新开立的银行账户' 用来满足担保及其他负债

的需要! 当作出担保时% 部门负责人应将一笔等价于估计担保价值的金额转移至

该基金中! 遵守上述两项原则的加拿大与荷兰% 也在使用一种特殊的基金% 财政

部门将计算各部门项目所承担的或有债务的年度预期支出! 之后财政部将从为每

个相关部门安排的年度预算中扣除这些预期支出! 相似的计划安排也已经在哥伦

比亚中试行% 包括根据这一规定如果事后并没有发生或有债务的预计支出需将款

项返还给部委的机制!

这些原则对于政府的财政表现产生了几项重要含义! 风险预算工作可能会也

可能不会影响以现金为基础对政府财政赤字的估计! 这取决于当将款项从预算转

移到应急基金中时 &当需要保证且从应急基金中对其进行支付时% 不记录产生的

影响' 或者当真正从计划账户中支付现金时% 对于赤字产生的影响是否被记录下

来! 但是% 风险预算工作会使决策者变得更加对现金中立***即在按照赤字衡量

值" 预算上限或者中期财政展望% 而提供的政府支持的各种替换形式之间保持中

立! 最重要的可能是风险预算工作将会提高决策者之间的风险意识!

经验表明% 通过或者不通过会计与预算体系至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体系的

复杂转型% 都可以获得更加仔细的核查" 现金中立性以及风险意识带来的益处!

那些已经成功地将或有债务报告 &更广泛的风险披露' 与现金记账结合在一起

的国家包括捷克与南非% 而使用以现金为基础的预算体系来进行风险预算工作的

国家包括加拿大" 哥伦比亚" 荷兰与美国! 相似地% 我们可以将财政风险带入到

政府的中期财政预算构架之中! 在已公共声明的" 之后可能违背原始表面风险分

析的中期预算构架中% 设定政府预算与风险敞口! 在许多国家中已经提高了决策

者的会计能力以及财政政策的质量% 其中%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地方级别的新南

威尔士州'" 加拿大 &包括地方级别的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 匈牙利以

及南非!

国际机构与投资者关注的地区内的或有债务的内容% 类似于激励进一步的会

计与预算改革! 国际机构同样可以帮助扩展年度预算的处理范围% 以将与政府风

险敞口相关的所有主要问题涵盖进来% 以致可以为政策选择的公开讨论提供一个

有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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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财政风险管理能力

政府尝试去积极管理其风险敞口的经验表明% 财政风险管理是一项要求非常

严格的工作! 政府发现管理风险敞口时% 他们需要# &D' 正确的信息% 需要一

个关于所有的主要风险敞口的综合数据库% 收集相关信息的能力% 以及公开讨论

的时机+ &E' 理解能力% 可通过有效的分析框架而得到帮助+ &;' 正确进行管

理工作的动力% 如上述讨论内容% 由信息披露" 适当的会计与预算准则支撑的

激励!

处理地方政府中存在的适当激励行为应该得到相关的会计责任结构的支持!

决策者应对风险分析" 假设以及包含财政风险在内的决策的正确性负责% 并负责

管理政府的综合风险敞口! 因此% 最高审计机构 &与地方审计署' 的功能即为

对政府风险分析与政府风险管理的所有方面进行审计!

实践已证实风险管理中三个附加功能的重要性# 一个清晰的风险管理战略

&针对政府准备去承担的财政风险的范围'% 风险集中承担机构 &可能存在于财

政部预算办公室中'% 以及从风险承担中分离出来的风险监控功能 &可能由债务

管理办公室和最高审计机构来分别负责风险的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 风险管理

中责任与功能的分割% 以及基础的报告计划必须十分清晰% 为适当的问责结构奠

定基础!

若想让财政风险管理变得有效则需要综合性的监管! 尤其是需要覆盖贯通地

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所有渠道% 包括非正式保证函" 信贷与担保基金" 发展

公司" 地方政府下属企业等等生成的财政风险!

在政府机构与部门之间% 债务管理办公室是最具能力分析与管理政府风险敞

口的部门! 尤其是债务管理办公室拥有最好的配备以收集并分析政府或有债务的

相关信息" 评价政府风险敞口% 以及在未来或有债务对于政府债务的潜在影响%

从借款以及债务管理的策略方面来反思或有债务的分析% 告知政府新提议项目在

未来的潜在财政成本% 以及如何构建这些项目来减少政府风险敞口! 而且债务管

理机构有能力去了解长期购买协议形式中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债务! 在一些国家中

已经设置债务管理办公室来负责风险的分析与管理% 典型的如瑞典!

采取措施以降低政府的风险敞口

降低政府的风险敞口涉及三个互相补充的任务# 使私营部门参与其中% 将风

险转移到能够更好地承担风险的一方% 对那些不能减少或转移的风险进行管理!

使私营部门参与其中主要旨在从源头上减少风险% 并发展金融市场! 最终%

因私营部门的参与而造成的风险缓和是最理想的长期策略! 它不但减少了政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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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风险的暴露% 还降低了对经济冲击的脆弱性!

风险转移主要指建立一个风险分担计划! 建立良好的风险分担机制需要存在

清晰的政策目标% 以及对于项目中存在的全部潜在风险的理解! 无论是对于中央

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迄今为止最好的风险转移方法都是通过担保与保险合同中的

风险分担规定进行风险转移! 在私营基础设施中% 最近的实践表明从政府的担保

范围内分割商业危险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并且可以限制政府的风险敞口!

而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对冲残余风险的! 对于一些风险来说% 私营部门与国际

金融机构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风险转移工具! 例如% 政府与公共部门企业有时会

使用互惠的外汇信贷与商品期货来规避外汇及商品价格的风险! 他们还会从大型

国际再保险公司购买防范灾害风险与天气风险的再保险单! 市场中越来越明显的

一体化与自由化% 使得各国之间更容易共担风险% 且能够为那些直至最近还被认

定为不能为其投保的风险投保! 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来规避他们

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风险敞口! 对于那些存在灾难性风险的大型项目来说% 政府

可能会发行巨灾债券% 在灾难发生时将损失降低! 然而% 由于国际巨灾债券市场

仍旧为新生舞台以及其衍生市场的脆弱性% 如上所述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将精力集

中在政策上以更有效地缓和风险敞口并发展国内金融市场!

对于那些不能避免或规避的风险% 我们应尽量减轻它们% 这便要求政府去管

理它们的金融资产以在需要现金时能够提供! 如果政府不能避免承担风险也不能

规避风险% 那便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它吸收% 即承担全部损失% 并根据已规定的

合同性质% 获得全部利益! 因此在手上必须拥有足够的现金% 在债务期满时能够

进行支付!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达成目标#

DB将现金放入或有债务基金之中 &如上所述'% 且寄望于该基金足以满足未

来的支付需要!

EB使用现金来降低债务总额% 且寄望于如果且当有需要进行支付时能够使

用税收收入或其他借款来进行支付!

;B与银行签订一个备用的信贷协议% 其中规定如有需要支付时应允许其向

银行借款!

其中% 每一个选择都存在优点和缺点! 将现金放入基金之中% 可以为政府提

供更有力的保证% 即在需要进行支付时有现金可用! 但是这同时会产生成本% 因

为在另一方面现金可用于偿付债务% 或将其投入公共服务中! 使用现金来偿还债

务可能成本会更低% 但是会留下问题% 即当债务期满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政府

是否能够筹措到资金或提高税收!

如果存在一个可供使用的备用信贷协议% 便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但是成本可

能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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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项不是互相排斥的! 一国政府可以% 有时也必须使用一个以上的选

择! 例如% 或有债务基金不能覆盖所有的或有事项! 即使基金已对满足担保需要

的目标进行了限制% 但是只要根据担保的表面价值而不是预期成本设置定期缴

款% 它就会扩大以满足潜在的最大损失! 如果定期缴款的数额较小% 基金则可能

需要同时依赖于税收" 借款或备用信贷协议的帮助!

在基金中存有的现金% 也会促使政府因其他目的而使用它! 我们可以选择将

管理承包给一个信誉良好的外企! 合同中应规定允许其从基金中收回现金且不需

缴纳罚金的原因% 且声明其他需要缴纳罚金的索赔% 并事先向公众披露!

上述讨论内容已表明% 降低政府的风险敞口% 以及对于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

的综合处理% 相对复杂且决策者很难解决! 因此%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

使用一些技术手段辅助并因此受益!

结!!论

财政分析与管理框架应涵盖或有债务以促进相关信息的披露及对于或有债务

的处理! 这一章提出% 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中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提高了政府或有债务在未来增长的可能性!

通过国际或其他相关机构的鼓励与支持% 决策者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并进行改

革以进一步加强政府处理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敞口的能力! 为了推动信息披露并

适当管理或有债务% 政府揭露其或有债务的国家应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 而在隐

藏的或有债务到期时% 他们则应受到惩罚而不是被原谅!

注!!释

!

或有债务是由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不相关事件所引发的义务! 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将或有债务定义为# &D' 由过去事件而产生的潜在义务% 且只能通过一个或多个企业无

法完全掌控的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来证明它的存在+ &E' 由过去事件产生" 但没

有被意识到的现时义务% 因为一是要求具体化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来履行义务几乎是不可能

的+ 二是因为债务数量的测定并不完全可靠 &,8QC% ENNF'! 这一章引用了 C$=P=和 ,$7='

&ENNF' 以及C$=P=即将出版的一些研究!

"

已经建立的转型制度包括预算外机构借贷" 作出担保" 为银行与企业或其他经济体提

供政府支持计划! 一些转型机构在显性的政府担保的保障范围之内% 而另外一些则没有!

C$=P=和 QA6=AK &ENNE' 提供了一份简短的分析报告!

#

然而% 一些机构本身担保以及其他或有债务的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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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私营基础设施项目中% 政府至少会承担一些政策风险! 在一般情况

下为在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给予公司特定的权利 &义务' 的机制! 例如% 可能给予公司

根据合同来改变价格的权利! 如果政府在之后阻止公司进行合同允许范围之内的价格改变%

政府至少应对公司作出等额补偿!

%

更准确地说% 它将促进政府去维护为投资者提供的政策% 除非改变政策的利益超过强

制投资者进行改变的成本!

&

给予基础设施公司或其客户显性现金补助% 可能是最简单的支持形式! 这一行为在拉

丁美洲得到了广泛实践% 在这里许多国家的政府奖励投标人寻求最低现金补贴% 或为指定客

户提供凭证式的补贴优惠!

'

@)99&'" /:K&4+'9和 =̀5(+AK &ENN;' 提供了一系列阐述与地方政府软预算限制相关的

话题的国家案例!

(

而对于公私合作关系% /<$):5+5&ENNF' 建议% 仅当私人伙伴承担建设风险% 且私人伙

伴承担可行性或需求风险时% 对公私合作关系中的资产以及相关债务进行分类使其不属于政

府范畴且因此不将其计算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之内! 如果由政府来承担建设风险% 或者私人

伙伴仅承担建设风险时% 资产以及相关负债应被计为政府所有!

)

另外% 存在很多不同准则可以在政府风险敞口方面起到帮助作用! 例如% 根据 ,-.

&ENNF'% 应将不以商业模式运行的非金融性公共企业涵盖在财政统计之内!

*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决策者可能要问% 怎样去降低私人供应商与投资者对于政府保证

以及其他形式支持的依赖性! 国家范围内的法律" 规章及行政法规改变% 与正确的债务管理

战略% 可以推动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内债券市场% 它可以推动私营基础设施的顺利进展% 并增

强政府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国家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时% 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私人投资者与供

应商更愿意放弃政府担保! 对于规章的改变可以促使国际保险巨头进入地方市场并共担风险%

例如% 在小保险公司中无法投保的天气风险进行担保! 新型金融工具% 如资产抵押证券" 灾

难债券% 可以帮助国内金融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 以此来降低他们对于政府担保的需求! 然

而% 推动风险转移与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 经常取决于基础部门的改革% 如能源定价" 生产

以及分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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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 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 (究竟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

(政府的存在有何价值$) 在试图回答这类问题时% 公民通常可以接触到有限的

财政报告% 就像表 YBD 中那份报告一样! 而这类报告主要表达了哪些关于政府作

用与价值的信息呢$

表 '"#& 3政府在4年度的财政报告 单位# 元

收入

使用政府权力征税

直接税 ED EHN

间接税 DD MEE

强制性费用" 罚款" 处罚" 征税 EGY

小计 ;; EFN

通过政府运营盈利

投资收入 D DGF

由于商业林价值的改变而导致的未实现收入 &损失'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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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FEN

商品与服务的销售收入 HYW

小计 E ;FD

!总收入 ;G GYD

!总收入占>?3的比重 ;HBNO

支出 &项目明细'

薪金与其他工资 D; NNN

服务支出 DN NNN

一般支出 Y NNN

资本支出 E NNN

基本建设费用 YNN

营运资本 DNN

债务偿还 DNN

其他 EDD

!总支出 ;F EDD

!总支出占>?3的比重 ;FBHO

盈余# 收入减支出 D ;MN

答案是微乎其微的! 如分项明细支出报告中所呈现的那样% 众所周知政府的

财政报告仅限于短期活动! 在这类报告中% 我们可以计算出公务员的规模 &至少

可以有粗略判断'% 以及在当期超支多少 &赤字'! 附带文件中有时会提供一些

关于长期资本与债务状况的相关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一般具有选择性且很难定

位! 因此一个家庭经常会询问的关于其资产净值的问题是# (抛开我的短期状况

不谈% 我还能够走多远***我的资产超过我的负债吗%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或有债

务$) (我的长期资产的价值是多少% 它们是否能够实现保值% 且我正在有效地

利用它们吗$) (我每年能够创造的价值是多少***通过短期现金支出可以获得

多少收益$)

这类问题表明了家庭或机构的价值和作用的多维标准# 短期偿付能力" 长期

价值与附加值 &绩效'! 这些标准同样与政府相关! 发展中世界的普通财政管理

行为% 经常受到集中精力缩减赤字的改革的影响% 反映了短期的价值集中度% 并

且鼓励这种价值集中相关激励的固化! 这一狭隘的评价方法忽略了其他的重要价

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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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献主张% 一旦短期财政管理的基础适当% 我们便可以引进长期标准与

绩效标准 &QA6=AK% DWWY+ _)$49 C+'K% DWWY'! 而这一章的意见则不同% 认为连

续的狭隘评估方法将会对组织产生一些潜在的永久性损害% 因为它会固化这种狭

隘的行为激励! 如果允许 &并鼓励'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去集中力量治理短期财

政环境% 那么长期财政管理以及公共部门服务表现的重要性将被削弱% 而且这些

国家政府的价值标准将会发生退化! 政府需要将注意力从短期财政中转移出来%

并通过采用新工具" 制度化新报告程序以及惯例% 以确保对净值有效和适当的描

述长期可用!

政府价值的三个方面

评估文献强调% 政府评估不应局限于控制与流动性等短期事项 &R:V)$'&和

>+&V4&$% DWWE+ Q6+6% DWWY'! 且他们正在日益主张% 这些评估不仅应反映短期

财政状况% 还应反映长期财政关注与服务提供方面的成就 &C<:A6)$和 QA6&94&$%

DWWF+ -=4&:&44% DWWG+ 8<&$V+A6" I)54=K)bb和 &̀=Vb$=5[% DWWW'! 表 YBE 将显示这

三种价值标准!

在公共部门中% 短期资产流动性以及财政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焦点! 与所有的

持续经营一样% 对于政府来说报告财政状况% 以保证对资产流动性以及提高问责

的观点的始终如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 如果一政府无法维护必需的平衡及

预算与基金的有效管理% 则该政府被认为是无效率的! 我们在最近的工作中强调

的第二价值标准为长期财政状况! 对于政府内遍布的对于长期财政的不善管理的

关注% 已经导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世代焦虑情绪) *** (我们正在将一笔巨

大的财政账单留给后代% 这件事情让人倍感恐惧) &I)54=K)bb和 &̀=Vb$=5[% DWWW%

M;'! 这种关注已经激发了一种评估政府管理中影响组织和社会财富的因素***

资本" 负债等等的需要! 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估将促使政府像关注现在一样去关注

未来! 然而% 最近文献提出对于短期控制" 资产流动性% 以及长期财政状况的强

调也同样不足以提供一个政府价值的完整视图! 最近人们对于政府是怎样通过其

运行来影响社会的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并致力于确定 (政府官员11有责

任确保他们的组织能实现产出最大化) &?=55&'6)b&$DWWF% DN;'! 这种关注使得

评估的重点放在了政府服务绩效上! 绩效的衡量与评价是结果导向运动的推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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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政府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 关注点 底线

短期财政状况 短期流动性
政府的现金支付能力% 且不应使

社会承担超额支出

长期财政状况 短" 中" 长期财政状况
长期内政府有效且高效地管理资源

的能力% 并最大限度地使用社会资源

服务绩效 相关服务的有效供给
政府有效且高效地回应公民需求

的能力% 并促进增长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改革中对赤字的关注

通常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管理中通常涉及根深蒂固的规则和对规则根

深蒂固的蔑视的混合 &QA6=AK% DWWY'! 评论员建议应使用这些规则来限制财政

信息的使用% 而不是用于增加他们在别处的以信息为基础的问责 &8'9$&7:%

ENNE'! 主导型改革强调实施基本的强制执行控制% 以及建立重点促进改善短期

财政纪律的价值导向和评估机制 &QA6=AK% DWWY+ _)$49 C+'K% DWWY'!

关于改革的争论! 如今的短期规则推动明天其他的价值关注

这些改革观点主张% 那些囊括了服务绩效以及长期财富多的多维公共价值观

点% 只有在已形成财政管理基础的政府中才是有价值的! 这些主张引入改革% 关

注提高短期财政管理与控制% 旨在发展绩效导向" 长期计划" 预算能力之前% 在

公共财政管理系统中实现短期财政纪律! 据此那些评论员相信% 一旦这种狭隘的

价值导向确立% 在短期内便会得到扩展!

关于改革的争论! 对于短期财政关注过多的改革# 将导致忽略其他的价值标准

南非是进行这些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在改革中实行准则界定的收付

实现制会计制度" 以渐进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实践% 以及赤字占主要地位的财政报

告! 在 EN 世纪 WN 年代后期开展的改革% 旨在降低反映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的赤字

&8V&9=+'% DWWY+ _$+]% ENNF'! 这些改革包括% 法规的直接应用以控制地方政

府支出" 对政府部门实施预算约束硬化" 发展中期支出框架以提高短期配置效率

并为长期计划奠定基础!

在对南非 DWWM cENND 年间的财政管理和预算状态进行的分析中% 出现了关

注短期价值的现象! 整个国家都在享受赤字在预算中所占比重降低的成功% 为此

南非受到了显著好评! 各级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在短期财政管理中表现的更具纪律

性% 而使他们受到表扬! 然而不幸的是% 尽管他们收获了这些正面成绩% 但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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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绩效的其他标准则遭受了损害#

DB在预算工作中的长期问题! 例如新增资本投资以及对于长期债务的管理%

都被忽略了很多年 &1+2&$)' 和 X+J:A)55% ENNN% ;'! 尽管政府强调其自身的长

期发展的原则作用% 中央以及省级的资本支出占预算的百分比还是降低了% 且预

算工作的主要精力被明确地放在了短期活动的管理上!

!

ENND*ENN; 年期间资本

配置的提高% 并没有导致支出的增加% 因为我们发现许多部门缺乏计划与实施资

本项目的能力! _+$]&ENNF' 曾写到# (我们预计将被许多人看作未来经济增长

关键所在的资本支出提高 EH 个百分点***尽管这是对于事后被证明有效的国家

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讥讽% 但这仍然是一个可喜的转变!)

EB政府服务绩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且无法在预算和财政报告中有效

报告! 所有层级的政府部门都被认为缺乏执行力甚至缺乏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

且他们过分专注于管理膨胀的人事支出而不是服务绩效也受到了批评!

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南非等国家财政管理改革的观察员留下了以下问题#

;B对短期赤字数据的良好评价的重要性是否超过对服务绩效以及长期财政

状况的低劣评价的重要性$

FB对于政府价值的其他两个标准***长期财政状况和服务绩效的忽略是否

会对国家造成长期伤害% 或者在短期价值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否能够在未来促进多

维观点的形成$

GB如何对政府财政进行管理 &以及报告' 才能多维地反映政府价值$

与短期评价相关的激励和对政府价值的关注

所有的评价方法都会对激励产生一定的影响! 古老的绩效谚语曾说 (事情

能被衡量方能被完成)! 这句谚语构成了本章的主题% 即主要关注由三方面组

成的政府价值的其中一个方面 &短期财政纪律'% 这也导致了构建一个更加全

面的评价视角的激励在未来难以形成! 那些改革保守与程序僵化的国家政府%

往往注重短期财政纪律% 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官员们都以特定的行为方式% 来回

应短期激励措施! 这些激励措施在公共部门的预算与财政交往工作中变得越来

越固化% 这导致了对投入而不是结果的过于关注" 资本忽略和代际间资金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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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投入而非结果的关注

对短期纪律的强调说明% 政府价值在于政府对其所做所为的控制% 而不在于

使政府在做其所长并确保其行为的相关性! 这一信息促使官员们关心投入与规则

而不太关注结果! 这种激励在国际间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政府财政系统中由政府

官员负责投入支出% 并报告他们遵守过程与程序中规则的能力% 而不是报告他们

所生产的结果! 关于这些因素的改革% 固化了这种激励% 并且降低了政府官员与

决策者在未来接受更为全面的评价视角的可能性!

资本忽略

另一个短期激励措施所导致的偏离% 表现为疏于对长期资产的管理! 这对资

本管理的传统评估方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且都表现为负面影响! 一方

面% 官员们忽略了基础设施的维护工作和当期购置新的基础设施% 因为用于支付

当期的维护服务的短期资金明显无法由资本价值增值的长期收益来补偿! 另一方

面% 现有的资产价值并没有被涵盖在常规的价值评估中% 因此它对于官员们来说

仅是一种免费物品! 这将阻碍资产的有效使用% 并导致官员们紧紧把持 &既不有

效使用也不进行维护' 那些如若不然可以产生价值的陈旧基础设施! 官员们同样

忽略了在未来产生价值与提供服务所需要的新资本的发展% 没有去塑造发展新的

基础设施的能力 &因为他们将管理的精力都用在了现在而非未来'! 南非便是一

个例子% DWWM 年至 ENND 年期间资本支出的下降 &在特定期限内% 以及占总支出

的百分比'% 是短期政策导向与短期价值利益 &缩减的赤字' 的结果 &8'9$&7:

ENNE'! 在促使官员去忽略未来投资的同时% 缩减赤字方面得到的正面评价% 便

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价位! 因为 ENN; cENNG 年期间资本配置的潜在反向增加%

使得这一论点遭到了反驳! 然而提高的资本配置并没有导致资本支出的增加% 这

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支出的不重视已经限制了部门发展新项目的能力 &_$+]%

ENNF'!

代际资金转移

最后一个激励措施是% 诱使政府将因过去储蓄或承担未来义务而取得的收益

转移至现在的基金中以支撑当期政府价值% 因为将未来的收入转移至现在可以减

少当前的财政赤字并提升当前价值评估结果! 有很多例子% 即政府未经公民许可

或并未告知公民便保留支出而致使当期表现为财政盈余% 而实际上并没有对逐渐

减少的储备进行报告% 或将其隐匿在反映为当期偏离的财政报告的细节之中! 政

府还会使用承担未来义务所取得的款项来弥补当前的财政缺口 &未来义务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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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债务" 或有债务" 代际的项目如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等'! 而这一类行为将会

导致政府在未来义务需兑现时应对巨大的财政冲击! 当允许使用短期价值观点来

巩固现有个别预算编制者的短期个人利益时% 这一现象会更加根深蒂固!

选择用来衡量和报告资产净值全部标准的工具

这里最明显的主张是% 如果能够真正推动政府资产净值的评估工作% 政府则

需要超越短期财政纪律的限制% 并为官员设置激励使其发展价值中的全部三个标

准! 然而% 对于政府价值评估工作的关注依赖于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与数据! 这

些事实与数据的质量和范围% 与使用的工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示

在图 YBD 中!

图 YBD!财政制度" 国家收入核算账户以及赤字的评估

政府会计和财政官员所需面对的挑战是% 他们需要采用强大且多维的财政工

具% 来产生能够反映政府价值中全部三个方面的财政数据! 例如% 考虑一下重新

将工作重点放在赤字数据上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会以赤字数额为基础

来评估政府价值% 尽管他们在某一些方面已经接受 (赤字仅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会

计概念% 它的价值取决于政府选择怎样去标识其收入和支出) &I)54=K)bb和

&̀=Vb$=5[% DWWW% M;'!

例如% 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 赤字数据的统计未能反映出某些重要的

长期债务和公开承诺的情况! 而在发展中国家% 赤字数据可能会因为来自收付实

现制会计处理甚至无法反映在一定时期内作出的中期承诺! 没有哪个国家的赤字

数据中包括那些反映支出效率与效果的账目% 这主要是由于衡量手段以及众多全

盘否定进行调整的政治利益集团 &例如% 关心短期支出效果而非长期支出效果的

改选政治利益集团' 的固有限制所决定的!

为了确保政府是在多维标准下进行价值评估的% 政府财政官员需要重新考虑

怎样标识其收入与支出% 衡量什么以及怎样进行报告!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世界

各国政府被强制超越使用专注于短期价值的传统会计工具! 一些国家如马来西

亚" 新西兰和英国% 已经以传统会计方法为基础进行发展% 提供符合关于政府价

值中三个标准的更为完整的数据! 在这些国家中的新财政管理行为中主要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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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标准专注于绩效! 已经在政府中采用的以改进内部和外部价值评估的特殊工

具包括权责发生制会计" 或有债务的显性评估" 代际间会计" 资本成本核算" 作

业成本法等!

权责发生制

在许多国家% 如澳大利亚" 冰岛" 新西兰" 新加坡" 英国和美国% 各级政府

都已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进行财政报告和编制预算! 权责发生制会计将长期事项

归入到预算和总计数据之中% 对政府价值评估产生了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 支出

在其发生时便可以得到确认% 无需等到支付时!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积累起来

的% 尽管被作为支出而进行报告但不需要进行支付的支出% 显示了义务的所有来

源成本! 第二% 将对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所有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内进行评估和

报告以引起注意对其进行管理并维护它们的价值! 第三% 将所有的债务记录在资

产负债表中! 例如% 在资产负债表中无经费的公共服务养老金计划将被认定为债

务而进行记录% 且相应的这一债务在任何时期内发生的全部增加额都将被作为支

出记录在预算执行报告中!

或有债务的显性评估

在许多公共会计程序中不会报告或附带或有债务的显性评估! 可在报告债务

时采用双交叉处理程序% 并通过市场化进程对债务进行评估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

新西兰% 或有债务报表会和其他财政报表一起提交% 以推动或有债务的细节评估

工作! 或有债务在澳大利亚的政府财政报告中也有所体现! 自 DWWH 年这些信息

出现在公共部门的账目之中并单独列出清单% 使用所有的赤字数据的统计和对这

一统计 &提供债务的详细数据' 进行补充说明的更为完整的分析报告来推动部

分评估工作! 在这两个国家中% 都会通过市场化进程来对或有债务进行显性评

估! 存在数种市场化或有债务的方式% 包括购买保险以弥补由隐含债务产生的支

出" 出售使用未定债务利益的权利% 以及反映赤字中的销售!

代际会计

政府财政中一个较大的问题是# 今天的支出是怎样影响明天的财政状况的$

评价代际效应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代际会计! 美国在其 DWW; 年的预算编制工作

中首次使用的工具% 之后在包括德国" 意大利" 新西兰" 挪威和瑞典在内的其他

国家也被广泛使用!

"这种工具被用来估计不同的世代在其生命周期之内既定的

政策之下% 将会在税收方面付出什么% 又会获得什么收益$ 因此它将注意力集中

在代际公平的问题上! 尽管一些研究者对代际会计持怀疑态度% 但是它最近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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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已经说明了它的潜力% 其潜力尤其表现在能提供一个清晰的关于长期义务对于

社会及政府价值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估上 &*+(&2+'% DWWF'!

作业成本法

良好的成本核算对于收集准确数据以进行价值评估十分重要! 有必要 (以连

续性为基础来评价带来产出和结果间的成本% 来评价绩效与资源配置)

&@)9$=%<&[% DWWG% ;E'!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缺少一种可被接受的成本衡量及

价值评估的方法% 尤其是一种允许比较产出成本的方法 &X=&$'&]% DWWF'! 作业

成本法是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以结果为导向的政府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工具

&Q=2J:)'和_=44=+2% DWWH'! 如今它已得到了广泛地使用%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之

中! 已证明这种工具在那些试图将其表现与私营部门标准相比较% 并对其产品的

全部成本 &包括营运支出和资本费用' 进行评估的部门尤为流行 &8'9$&7:和

-)]'=6+'% ENNE'! 作业成本法包括与组织内活动相关的投入成本% 以及与改变

成本因素相关的活动***通常是组织的产出目标!

资本成本核算

完全成本核算不仅提供了一份更加准确的关于生产效率的概况图% 并在发展激

励高效生产中起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要求官员准确地衡量他们的日常支出和资本成

本% 那么他们将缺乏动力以有效并高效地管理这些资源! 当将这些成本涵盖在他们

的管理决策中时% 官员便有动力来对其进行积极管理% 如他们使用了多少资本并为

潜在能力制定战略等问题! 资产使用的成本也可能通过资本支出被合并在损益报告

中% 资本支出即一种囊括了资产在交付项目中所耗费的成本的部门或机构所占用的

款项! 这将促使人们集中精力于资产管理% 例如% 通过降低或限制资产水平% 部门

可以降低其款项占用时的资本支出!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 如新西兰% 当同时使

用资本支出核算与权责发生制会计时% 更多地关注于长期财务问题!

资本成本核算要求评估资本财产的价值% 这是确定政府资产净值的另一个重

要元素! 现在已要求许多政府来评估其资产价值% 并报告和计算它们所使用的资

产价值 &作为证据% 例如% 美国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 2>8QC3 中的第 ;F 条要

求'! 政府并没有像传统上那样去评定资产价值% 而且他们会经常提出一些关于

怎样去完成这项工作 &那些很容易被隐藏在背后' 的问题! 私营部门中的传统

会计惯例要求根据历史折旧成本来评定资产价值%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政府所拥有

的关于资产历史折旧成本的信息非常少% 尤其是那些需要追溯到数十年前的信息

&3+55)'和C&+'% ENND'! 因为这一类问题% 在美国 >8QC第 ;F 条将给予时间进

行追溯性报告% 并仅要求报告重要资产的相关信息! 所采用的评定资产价值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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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 使用一些资产 &最近建造的' 的现存历史记录作为评定所有价值的基

础% 使用紧缩的现时重置成本法计算现时重置成本% 然后进行紧缩处理% 将资产

的使用年限搁置! 这些方法要求政府提供一些关于其有形基础设施的价值的信

息% 有形基础设施是资产净值和社会价值中的一个主要方面!

多维报告

在这里已做过简要讨论的各种不同的机制% 全都指向于一个反映了根据不止

一个短期观点而进行价值评定的财政管理方法! 重要的是% 一旦这些工具到位%

且官员可以使用它们依照不同的观点报告价值! 在新西兰% 需要提供三个报告来

完成此项工作# 损益表" 财政状况表以及服务绩效表 &像南非等一些国家也正在

逐步地转用这些多维报告方法'! 这三种报告都分别显示在了表 YB;" 表 YBF 和

表 YBG 中% 其中反映了在表 YBD 中公开其财政报告的同一国政府的相关详细信

息! 参考已改进的报告的详细内容% 尤其是那些与描绘政府资产净值 &通过全部

三个标准' 所使用的方法相关的内容!

表 YB; 使用了一个与表 YBD 所使用方法具有微妙不同的方法以报告短期财政

状况! 支出是由职能部门所列% 且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对合同中规定的绩效负责!

这可以使得公民准确地了解资金的去向 &通过部门% 每个部门都是绩效实体和独

立的成本中心'! 同时存在促进未来项目以及或有债务的资源配置的支出项目!

表 '")& 与价值相关的短期财政状况报告'''损益表

收入

使用政府权力征税

直接税 ED EHN

间接税 DD MEE

强制性费用" 罚款" 处罚" 征税 EGY

小计 ;; EFN

通过政府运营盈利

投资收入 D DGF

由于商业林价值的改变而导致的未实现收入 &损失' MY

其他业务收入 FEN

商品与服务的销售收入 HYW

小计 E ;FD

!总收入 ;G GYD

!总收入占>?3的比重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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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出 &通过职能部门" 实体% 且所有部门和实体都负责合同中规定的绩效'

证券事务监督 FE;

教育 G MDF

社会保障与福利 D; NN;

医疗 H NND

核心政府服务 D GHE

法律与条例 D ;FG

国防 D NHG

运输与通信 WFY

经济与产业服务 YFN

传统" 文化与娱乐活动 EWM

住房与社区发展 EW

其他 DHM

财务费用 E YNF

净外汇汇兑损失L收益 D;

未来计划的拨款 *

或有支出 *

!总支出 ;F EDD

!总支出占>?3的比重 ;FBHO

盈余# 收入减支出 D ;MN

!!注# 表 YB;和表 YBF中的信息是以新西兰的财政绩效报告为基础的 &以新西兰元表示' ***代表不可用!

在表 YBF 中观察员们可以了解到政府的长期价值% 以及资产 &已被明显估

值' 与债务 &包括或有债务如养老金等' 的详细信息! 观察员可以准确地了解

到政府拥有哪些种类的资产% 并可以将政府的资产价值与其债务进行比较以调查

政府的长期净值 &根据总资产和总债务之间的差额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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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长期财政价值报告

资产

现金及银行结余 DWH

可出售的证券与存款 M GYD

预付款 E YMD

应收账款 G NWD

存货 EWG

国有企业 DY FY;

其他投资 EDF

有形资产 DF GNE

商业林 GNG

国家公路 Y EDN

无形资产 EN

总资产 GM WHY

负债

应付账款及供给 F FGM

货币发行 D MFD

借款 ;G WME

养老金债务 Y ;EY

总负债 GN FWY

资产净值# 总资产减总负债 M FMN

在表 YBG 列举的例子中% 如新西兰" 英国等国家中的部门创造了一种服务绩

效报告的形式% 它根据基准生产目标对生产的产出进行了简要描述 &C+44DWWF'!

因为报表为统一格式% 要求包括产出" 结果的相关信息 &根据数量" 质量" 及时

性" 成本进行描述'% 政府可以将它们进行加总计算% 以提供一个关于政府部门

一期结果的整体财政报告! 在这些国家中% 会将绩效数据与其他财政报表一起提

交和公布% 提供评定政府的社会作用时所需的资源% 同时也作为帮助政府战略性

配置资源时所使用的工具! 报表中的这一类信息可以使我们看到政府中的特殊部

分所产生的结果% 而且将它们相加之后% 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政府的绩效 &或增

值' 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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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增值和绩效报告'''服务绩效表

部门L机构L

或其他实体
产出与相关结果性目标 结果# 数量 &活动'" 质量" 及时性" 成本

证券委员会 产出# 通过刊物" 通讯等手段%

&如服务合同的细节中所描述'

以提高公众对证券法的理解!

结果# 为了加强公众以及机构

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数量# 委员会发布了四期公告 &在委员会业绩目

标中所设定的目标'! 委员会回答了 DHNM 个来自于

公众的不同类型的疑问 &年度目标# DENN'! 委员

会向新媒体发布了 EE 份声明 &年度目标# EG'!

委员会在网站上发表了 GD 份免责声明 &无年度目

标'!

质量# 委员会的工作以观察到的市场行为以及对

于证券法的合理解释为基础! 它的目标为简化法

律的内容及表述! 公告及网站中的材料都是即时

的" 有意义的" 且有价值的 &由国家律师协会审

核与国家证券协会成员的调查结果确定'!

及时性# 公告及其他出版物声明项目已按时完工!

将会在收到公众疑问的五个工作日之内处理全部

事务 &目标'!

成本# 委员会将分配其支出的 DDBMO至这一产出

&年度预算为 DDO'!

产出# 审核证券法% 并为改革

提出建议

结果# 证券市场强化

数量# 委员会通常会与经济发展部门一起合作%

负责一些项目并进行审核% 包括 DWWD 年证券条例"

证券法案" 管理与效率" 监督和检查权力" 内幕

交易法" 退休村计划!

质量# 委员会应按照证券法案和其他相关法律

条例的规定% 履行其义务! 它的工作以准确地

搜索现有法律与惯例% 并对其进行分析为基础!

提出的所有建议与使用的相关价值" 规律% 包

括使用最有价值的信息和分析方法" 委员会的

提议中所耗费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 委员会旨

在简化法律的内容和表述! 这一过程以与所有

受影响的利益群体共同进行广泛及开放的探讨

为基础% 包括代表公民群体的公众或组织! 委

员会独立运行!

及时性 # 委员会旨在执行所有通讯被定位的人的

时间表 &执行协议中所要求的'! 委员会在与其他

机构从事特定的项目时应执行商定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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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L机构L

或其他实体
产出与相关结果性目标 结果# 数量 &活动'" 质量" 及时性" 成本

教育部 产出# 在i地区修建新的学校!

结果# 使更多的公民可使用教

学设施!

成本# 委员会将分配其支出的 DGBEO至这一产出

&年度预算的 DFO'!

数量# 教育部应在e地区完成对 EN 所高校的修建

以供 DNN cENN 个孩子入学% 为目标的 YNO! 先前

所设计的 G 所学校的工程并没有完成% 但是都处于

建设的不同阶段! 其他五所小学的建设计划已制

定% 将在明年修建完成 &这一建设计划符合目标

绩效'!

质量# EN 所完工的学校是根据地区内最高行业标

准而修建的% 其中至少有 ENO的工时是由本地承

包商完成的! 方案符合最高行业标准 &由国家建

筑行业研究会来鉴定' 且其建设过程符合国家建

筑联盟的所有标准!

及时性# EN 所完工的学校几乎全部按照建设目标

中所指定的那样按时完工! i地区内的两所学校在

建设期之后的 D 个月完工!

成本# 部门分配了它所拥有的 ;NO的资源来在这

一地区修建学校! 这一年中部门花费配置资源的

EEO在地区内修建学校 &支出较低'!

结论! 政府资产净值的会计核算与报告

这一章主要审视财政评估与政府定义 &与报告' 其价值所使用的方法之间

的联系! 研究表明% 尽管政府价值中的三个标准都在文章中有所体现% 但是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只强调其财政管理与改革中的一个标准! 主流改革主张% 狭隘

的价值取向适用于短期改革% 且此价值取向一旦牢固树立便会扩展! 而这一章的

作者并不赞同此观点% 他认为与狭隘的价值取向相关的激励措施% 以及通过当前

专注于短期改革的固化% 都会阻碍以三个标准为基础的财政价值评估!

政府价值总体状况的信息是近来公共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

国家取得成功的中心要义! 这些改革强调形成一种政府文化以及强调建立含有三

个价值标准的政府价值评估! 这些重点提议与那些改革的成功结果紧密相关% 而

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 鼓励对政府短期内使用基金方面的公共问责" 向选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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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务% 以及为未来的发展制定计划进行激励! 而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关注短

期的观点将与这种综合价值评估方法形成强烈对比! 而这些国家也可能和那些成

功地推动其组织为特征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仅强调价值中的一个方面而排斥其

他方面对于政府获得真实的多维价值是有害而无利的! 获取这种价值的唯一方法

是通过拓展范围并进行改革% 在实际行动中引进对于现金流量" 结果% 以及投资

等的重点关注等思想***从单标准财政管理转变为三标准财政管理!

政府将鼓励采用许多措施以提供一个关于政府价值的" 更加完整的视图% 促

使更加有效地报告服务绩效以及长期财政状况***近期文献与政策中强调的政府

问责中的两个标准! 然而一些实践% 如权责发生制会计% 不会使其本身变得大不

相同% 因为每一个单独的新实践仅反映了政府价值中的一个方面! 这将会在表

YBH 中有所体现% 其中每一个实践都会与政府问责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相互联系!

表 '"+& 整合会计实践来弥补价值评估过程中的缺陷

价值方面 集中点 会计行为

短期财政状况 短期流动性
收付实现制" 权责发生制" 市场化或

有债务" 作业成本法

长期财政状况 短期" 中期" 长期财政状况
权责发生制" 市场化或有债务" 代际

间会计行" 资本成本核算

服务绩效 相关服务的有效提供 作业成本法" 绩效报告

当将所有的新实践结合在一起 &每个实践之间相互结合% 且与老的现金管

理方法相结合'% 通过提供赤字数据并使用其他信息对其进行补充% 它们将提

供一份更加完整的" 关于政府价值的视图! 如果没有其他更重要的% 那么在目

前的报告卡公共账目环境中% 这一举措是最重要的! 新西兰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结合资本成本核算" 作业成本法等措施% 新西兰的政

府部门每个月都会提供一整套财政报表给行政部与财政部! 这一整套报表可以使

总体财政数据变得更为完整% 因为报表为统一格式% 所以可以将它们加总在一起

提供一个完整的财政报告! 因此在政府的账目中便可以显示政府的资产净值% 且

会同时使用服务绩效表对它们进行补充! 服务绩效表主要描述已生产和已商定的

产出% 并如私营公司一样提供一些关于采购绩效的相关信息! 这些结合在一起的

财政措施将提供政府短期财政问责与状况" 长期财政健康状况与资产价值% 以及

短期增值 &或绩效' 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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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根据南非储备银行的统计数据% DWWN 年南非全国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支出占预算的 ; 个

百分点左右% 而如今为 DB; 个百分点! 在全部 W 个省内% 省级资本支出低于预算的 HO! 夸祖

鲁*纳塔尔省的报告指出% DWWW 年的资本支出为零 &1+2&$)' 和 X+J:A)55% ENNN+ 8'9$&7:%

ENNE'!

"

可在8<&$V+A6" I)54=K)bb和 &̀=Vb$=5[&DWWW' 中找到国家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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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共部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面临着公众信任危机! 多数

国家均存在政府效率低下及资源浪费的问题! 如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仍使用早

已过时的真空管配置的绿光屏电脑! 这些电脑预计每年在飞机燃料" 延误" 连接

中断及人力成本方面的浪费达 ;N 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曾为价值 D 美元的螺丝刀

支付 YW 美元% 美国农业部直到最近才编制了一份 EMNN 字的法式炸薯条工艺文件

&参见 DWWG 年戈尔例举的美国政府的过时法规及垃圾文件'! 当然与一些发展中

国家 (到处流窜的政治和官僚强盗) &@)(='%J)4=5=A+4+'9 V<$&+<A$+5=AV+'9=5:% 引

用曼瑟尔.奥尔森的象征主义手法' 的侠盗行为相比% 这些都黯然失色! 在发达

国家% 民众期望政府能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 而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在

最基本的公共管理职能方面的缺失却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

还被认为是国家的掠夺者% 甚至罪犯! 在一些国家% 公民身份或公民责任意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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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荡然无存% 在此背景下% 国家的有效管理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向其关系网链中的

小部分人发放些许福利罢了! 而另一些国家% 用尼采的话说% 简直是 (最冷血的

怪兽)! 无论如何% 存在即是合理% 只要有政府就有掠夺% 政府机构的存在就是

为了攫取利益% 这也许不无道理吧!

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流窜强盗掠夺社会财富导致资本及劳动力的流

失% 结果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可供剥夺的社会资源愈来愈少% 这种情况下% 只能

借助外部援助! 但外部援助却进一步膨胀了这些目光短浅的匪徒们的欲望! 如果

这些强盗们视国为家% 也就是奥尔森笔下的 (固定强盗)% 那么外部援助或许奏

效! 这种情况下% 一旦统治时间增加% 其财富命运就紧紧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

就解释了为何在一些流窜强盗统治下的国家% 人们还能够容忍固定强盗通过军事

政变获取权力的做法! 短期内军事政变能够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 但长期来看人

民生活水平不会有太大提高!

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之路是天方夜谭#

一个简单解释为何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会失效和不能充分提供公共服务% 改

革却困难重重的原因包括# 公共部门的使命和价值观" 授权环境" 业务能力!

DB公共部门的使命和价值观# 宪法或年度财政预算声明中包含的社会使命

及价值观可作为其管理及内在价值的很好参考! 公众使用或认可的不成文的社会

规范也要给予充分考虑! 在一些发达国家% 公共部门的使命及价值观写进了中期

政策框架! 例如% 新西兰政府要求上述政策声明须在 ; 月 ;D 日之前呈递给议会

&在预算报告提交前 E c; 个月'! 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部门价值观则很少被提及!

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价值取向一直是命令和控制而不是服务大众! 对于一位

深受管理控制思想影响的官员% 客户导向的行为准则或许是无关紧要的!

EB授权环境# 这包括正式 &预算程序与制度' 和参与并负责的非正式制度!

这些制度程序能否如预想的那样能够为公共部门达成这些目标创造有利环境$ 各

级政府法令能否在履行职责时体现宪法的精神$ 对于违规行为又有什么检查和制

衡机制$ 在发达国家% 人们严格遵守制度规范% 对于违规行为有了相关的道德"

法律" 选举及市场制裁措施! 而在发展中国家% 上述违规行为既没有监督也没有

任何制裁措施!

;B业务能力及限制措施# 授权的不一定要做% 因为现有业务能力可能不能

满足手头任务的需要! 况且即使业务能力足够% 也可能受到官僚文化" 鼓励寻

租" 命令与控制" 腐败受贿等激励的阻碍! 在此条件下% 公民的服务偏好或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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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一旁% 对选举人的责任承诺早已抛之脑后! 一些关键问题的答案或许能为更

好地理解业务能力提供帮助%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承担各项任务责任的机构是否

能够胜任+ 是否有足够的技能及激励来做对的事情% 并将其做对+ 官僚文化是否

与社会目标相一致+ 政府官员是否签订绩效产出合同+ 公民社会的参与是否能减

少一些限制因素+ 政府重新组织及改革在克服制约因素方面能够做多大贡献! 在

发达国家% 上述问题的答案多半是肯定的% 而在发展中国家却非如此!

如图 WBD 所示% 使命" 授权环境及业务能力之间的冲突致使公共部门提供的

服务越来越糟糕! 同时% 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数量方面与公民偏好相去甚远! 因

此% 发展中国家在公共部门方面的改革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协调公共部门的使命

及价值观" 其授权环境及业务能力% 这三者之间有紧密的一致性 &见图 WBD'!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这些国家通常有崇高的理想%

但缺乏把理想转化为政策框架的授权环境! 此外% 官僚激励也使得实施该框架的

业务能力完全丧失!

图 WBD!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制度环境

表 WBD 展示了制度环境在传统社会" 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中的对比! 有趣

的是% 尽管传统社会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能力% 但由于社会目标" 其授权

环境及业务能力之间的和谐性% 公共部门的服务与公民偏好一致! 这种类型社会

的文化通常不重视公共部门对结果所需承担的责任! 奖惩制度具有可靠" 迅速的

特点% 许多商业关系都建立在非正式及互信的基础上! 因此% 尽管这种社会的人

均>?3很低% 但公众对集体行动的满意度却相当高% 且与发达国家相比% 其对

公共部门的满意度也可能不至于相差太远!

与典型的发达国家相比% 表 WBD 说明在这种社会类型下% 三者之间存在不一

致! 由于彼此的不协调% 改革基本没有完成% 公众期待也未能实现! 由于缺乏问

责制度% 评估文化专注于办大事上但对体制弊端却置若罔闻% 这意味着所有现有

自我修正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半正式化只能增加商业成本而不会给商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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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公共部门的制度环境'''既定事实

传统社会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目标 明确和现实 模糊和浮夸 明确和现实

授权环境 强 弱 强

业务能力 一致和有效 失效 一致和有效

评估能力 强 弱 强

公共部门导向 产出 投入控制% 命令控制 投入% 产出% 结果监督

公共部门决策 分权 集权 分权

私营部门环境 非正式L信任
半正式但缺乏信任% 无

视法治
正式L法治

评估文化 蛇型梯型 了解型 学习改进型

系带来任何利益% 因为法律不被重视! 合同可能无法兑现% 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可

言! 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作用完全功能失调% 因此% 这些国家很有必

要进行跨越式前进 &甚至后退' 以建立一种客户导向和对结果问责的公共部门

文化! 然而基于随后讨论的原因% 这在近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

在下一节中% 我们希望能总结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发达国家经验% 从而

协调其公共部门使命及价值观" 授权环境及业务能力!

发达国家经验的来源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管理中的公共参与和问责制在创建高效" 负责的公共部

门治理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包括设置结果导向型治理的管理范式! 同时% 民

主参与是唯一能够确保良好政府治理的方式% 因为只有采取民主治理的方式才能

确保产权及合同的执行! 但民主治理不能和上述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强制执行!

3<5'+2 &DWW;' 在其 /让民主发挥作用吧0 中称民主制度不能自上而下建立%

而应源自日常传统生活中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公民美德 &DME'! 为结果明确职责及

建立问责制有助于建立这种信任和美德!

多年来发达国家向世界展示了其在公共部门绩效方面的巨大变化! 有趣的

是% 其变化不是源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等级控制制度% 而是对公众更为负责的

制度! 被选举的代表作为佐治亚州雅典市的公民宣誓# (我们将努力尽快树立公

共责任意识+ 11我们带给这座城市的不仅不能少% 而且要把它建设得比它现在

带给我们的更大" 更好" 更美丽!) &雅典娜雕像坐落在佐治亚州雅典市雅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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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心的前面% 雅典的誓言就刻在雕像的底座上!'

行政机构要对立法机构负责% 这使得问责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之% 问责制

的重点在于其改变了公务员面临的官僚文化及相关激励! EN 世纪 WN 年代通过强

化公共部门的结果导向改变了这种文化! 把民众注意力从内部的繁文缛节及投入

控制 &硬性控制' 转向结果问责制 &软性控制'! 为了实现这种转变% 西方国家

纷纷采取了多元化政策! 促使这种变化的根本框架在结果导向型管理与评价

&@R-/' 制度方面近乎统一" 坚定! 在上述制度下% 结果导向型为衡量公共部

门的表现提供了框架! 表 WBE 就此提供了具体说明% 强制推行结果导向文化% 就

需要监督项目活动及投入 &用于产出的资源'% 包括中间投入及产出 &产品与服

务的数量与质量'% 结果 &达成项目目的进程'% 目的 &项目目的' 及影响 &在

此项目中获益或损失的人'! 重视管理对话有助于强化合伙制及委托人和代理人

在互信条件下实现共同目标的问责!

表 ,"!& 结果导向型管理与评价链在教育方面的应用

项目目标 投入 中间投入 产出 结果 影响 实现

提高教育

服务的质

量" 数量"

接受教育

机会

按年龄" 性别" 城

乡" 年 级" 教 师"

员工" 设施" 工具"

书籍及法规确定教

育经费

招 生" 师

生 比 例"

班级规模

学业成绩"

毕 业 率"

辍学率

识 字 率"

专业技术

人员供给

公民知情"

公民参与

及较强的

国 际 竞

争力

政 府 项 目

中 的 成 功

者与失败者

结果导向型管理与评价链

大多数@R-/方式都有以下共性#

DB合同或工作项目协议是建立在预设的产出" 绩效目标及预算分配基础

之上!

EB弹性管理但坚持绩效问责!

;B辅助性原则 &即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要贴近人民% 除非是在令人信服的

更高水平或级别的任务前提下'!

FB节约成本的激励!

在分权环境下% @R-/在学习与问责制基础上为战略计划和管理提供了内在

框架! @R-/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公众对数量少却极为重要的结果坚持透明

原则% 这些结果反过来也建立在机构的结果导向型的战略目标之上! 因此% 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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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开始由传统重视投入转向产出" 实现及结果***尤其是导致结果的产出! 此

外% 这些结果均以发展成果的形式记录! 项目" 活动" 程序及资源都与机构的战

略目标保持一致! 通过对投入进行严格监督向对绩效结果和衡量进行严格监督%

可以实现项目定义及实施的弹性! 预期结果的追踪过程由指标完成% 该指标由提

供者与金融机构协商而得! 共同目标的制定与报告有助于在建立项目伙伴关系及

所有制时确保客户的持续满意度!

机构内部的@R-/改革主要通过权利下放和委托实现! 这需要信息的双向流

动% 即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以绩效报告的形式强化问责制% 对结果加强监督和评

价及结果导向型的个人绩效协议! 因此% 在@R-/下% 建立在持续系统反馈学习

基础上的问责制是积极的" 具有前瞻性的% 即每个单位都向针对机构战略目标的

结果提供信息% 为跨组织的基准对比及学习提供可能! @R-/还将提供附带事实

依据的高级管理% 以便分配决定权! 权利下放" 公众参与及问责制都是该程序的

重要方面!

在@R-/下% 财政预算分配支持合同及工作项目协议建立在事先规定好的产

出及绩效目标上! 选择投入时要充分重视管理弹性% 包括人员的聘用及解聘和项

目的执行% 但同时经理要对最终结果负责! 在增强公共服务提供与地方偏好的一

致性时% 辅助性原则也强化了对结果的问责 &除非事情能够交由更高层级政府处

理% 否则将职能下放最基层政府'! 最后在@R-/框架下% 保留储蓄可以获得成

本效益的回报! 基于活动的成本 &即每次活动的总成本% 包括资本成本及资产使

用的费用' 需要进行成本核算! 因为此种方式重在学习% 未能兑现诺言可以获得

原谅% 但如不能遵守共同价值观将招致严惩!

@R-/在公务员体制改革中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相对其工作来说% 待遇极差% 但却享受了很多特殊待

遇% 很大一部分公务员贪污腐化敛财! 而且公务员实行终身任期制! 创新和冒险

是不被容忍的! 为了限制贪腐行为% 政府强制实行投入控制和自上而下的问责制

度! 此外% 高级公务员要定期地轮换岗位% 但这种方式进一步削弱了问责制! 相

比之下% @R-/框架为 ED 世纪的公共管理提供了新视野 &见表 WB;'! 它实行竞

争性工资" 工作专业化 &一种 (安身乐业) 的文化'% 没有正式任期! 公务员不

论成败有充分的自由空间! 相反% 只要公务员能够完成其合同中规定的任务% 就

可以无限期任职! 只有屡次失职才会启动解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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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制服强权! 面向 !# 世纪的公共管理范式

EN 世纪 ED 世纪

中央集权 全球化" 地区化

中央管理 中央主导

命令和控制 有回应和可问责的治理

官僚主义 参与式

内部独立 竞争性

政府是唯一提供者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有力提供者及购买者

投入控制 重视结果

重视规则和程序 管理弹性但对结果问责

自上而下的问责 自下而上的问责

工资低% 特殊待遇多 竞争性工资% 少有其他收入

终身制 合同制

职位轮换制
工作专业化&(安身乐业) 文化'

但持续失职会被解聘

封闭和迟钝 开放和灵活

不能容忍风险和创新 允许失败

公民只能被动接受 赋权公民可以对政府绩效进行问责

政府统治 公民中心的治理

对民众负责及问责制度共同组成了该方式的基础! @R-/框架通过上述有回

应和可问责的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公共部门治理创造了空间! 同时也证明该方

式也是预防官僚腐败及渎职行为的最有力武器 &见 Q6+6 和 QA6+A5&$% ENNF'! 最

近的有关腐败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政治和官僚文化及中央集权

是 ;N 多个国家腐败问题中最显著的因素! 进一步研究发现% 仅仅依靠提高公务

员工资而不进行根本制度变革% 根本不可能在反腐行动中取得明显效果!

@R-/的经验

许多国家都已对@R-/的各种模式做过实验! 但新西兰" 加拿大及马来西亚

的经验却发人深思% 讨论如下#

合同制国家! 新西兰模式

新西兰代表了进行最大胆的公共部门改革国家的经验% 即把私营部门的管理

和衡量措施引进政府核心部门! 为了完成从投入控制向产出问责转变% 新西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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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修改了公务员任职终身制% 并根据预设结果对所有公共部门职位实

施合同制! 即使是中央银行行长也要与国会签订合同! 合同条款规定% 央行行长

的任期直接与每年 ;O的通货膨胀率波动范围挂钩!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融资"

采购" 提供等职能相互独立! 这就使得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制定政策和融资% 在现

有条件下促成私有公共部门建立合作关系! 项目管理在提供上分权% 项目官员在

预算分配及项目实施方面有充分的弹性和自主权% 但不得超出政策框架与既定预

算范围! 引进资本成本核算及权责发生制会计 &作出承诺后便视同已支出'% 这

样便能更清晰地看出各个公共部门活动的费用支出情况! 非公职能也要商业化和

私有化! 为保持政府净资产为正值而强化的财政管理问责制度% 这也是合同中对

财政部长的要求!

新西兰引进的@R-/新合同制模式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即由政府干预

的高度保护和管制的经济向公共部门精干高效的开放和无管制的经济转变 &见

C):5)'% DWWG+ _+4K&$% DWWH+ I&554% ENNN'% 中央政府赤字消除% 债务减少% 公

共服务的质量改善及数量提高的同时% 政府净资产为正! 地方政府也取得了显著

的结果! 例如% 在 EN 世纪 WN 年代早期% 帕帕库拉市市长通过引进新的合同制%

在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及提高数量的同时% 还清了债务% 降低了捐税% 为小镇经

济发展带来了惊人的转变!

可以肯定的是% 该方法在社会政策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商业化下的成本

削减压力有时会减少少数群体社区的权利% 给其享受公共服务造成一定困难! 在

一些个案中% 新合同制的失败是因为官僚的无能而导致无法确保严格的安全标

准% 有 (因洞溪 &1+(&1$&&K' 新建的望台倒塌致使大量旅客死亡) 为证!

引导政府做正确的事! 加拿大模式

DWWF 年% 加拿大政府采用了其 @R-/的新模式% 以应对持续的公共部门赤

字及公民对公共部门的不满! 加拿大政府放弃了新的合同制% 相反采取了提供替

代服务的框架进行公共部门改革% 即新管理主义! 提供替代服务的框架代表了一

种对公共部门重组的动态咨询与参与程序% 通过与公民个人" 社区" 私有部门及

其他政府实体分享管理权提高服务公众的质量!

作为该框架下的项目评审程序的一部分% 政府部门及其代理机构应根据以下

六条指南评估自身活动及项目#

DB公众利益测试# 项目或活动是否仍为公众利益服务$

EB政府角色测试# 在上述项目或活动中政府角色是否合法和必要$

;B联邦主义测试# 目前联邦政府角色是否恰当% 或项目方案是否可作为与

其他省份重组的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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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伙伴关系测试# 哪些活动或项目应该或可以完全或部分转变成私营部门

或志愿者组织$

GB效率测试# 该项目或活动是否仍然有效或如何提高效率$

HB支付能力测试# 项目或活动的结果能否在财政约束条件内提供$ 如果不

能% 应放弃哪些项目或活动$

加拿大提供替代服务的经验已取得显著效果! DWW; 年联邦赤字从占 >?3的

MBGO缩减至 DWWY 年的预算平衡及之后的预算盈余! 联邦政府部门由 ;Y 个减至

;G 个% 公务员数量由 EE 万人减至 DMBY 万人! 社会服务" 司法及科技方面地方拨

款增加% 而其他公共部门分配的预算减少! 通过如下方式最终实现了以公民为中

心的服务模式% 即围绕公民需要实行集群服务% 实施管制改革鼓励竞争和创新%

补偿特殊服务的支出% 持续复评项目以支持提供替代服务机制! 这些方面的改革

总体改善了提供服务的质量及公众满意度!

从政府治理到公民中心的治理! 马来西亚模式

@R-/非一朝一日形成%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及其他国家在@R-/基

础之上进行的创新现在都有大量的文献! 有趣的是% 这些文献未能充分认可马来

西亚的贡献% 因为马来西亚的一些创新甚至在发达国家都从未尝试过! 马来西亚

的经验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联系% 因为该国的公共部门也经历了自 EN 世纪 YN 年

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些公共部门的功能失调! 自 WN 年代起% 马来西亚

逐渐成功实施了一些结果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并开创了有回应及可问责的公共部

门治理结构! 此次改革办法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如下#

DB使命及价值观# 所有公共机构都要将使命及价值观具体化% 在公共管理

中证明自身的角色并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EB加强客户导向及公民中心的治理! DWW; 年制定的 (客户章程) 要求规范

服务的标准% 以形成政府机构和部门问责的基础! 该章程要求所有机构和部门明

确客户并了解其需求! 政府机构还要告知客户可行服务的标准! 公共机构每年对

其服务改善及承诺未兑现情况进行报告公示 &出版发行或在网站公布'! 对于承

诺未兑现的要作出整改计划! 客户同样有权通过公共投诉局申诉!

;B强有力对结果问责下的管理弹性! 该方式通过实行基于产出上的预算系

统及作业成本会计体系实现% 进一步引用了资本成本核算及权责发生制会计! 产

出预算制度需要提供产出的项目协议% 但允许在实现既定结果的条件下实行弹性

管理! 政府机构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指标要继续实施并推广!

FB分权化决策! 马来西亚政府一度通过分散联邦政府职能" 加强地方政府

职能的方式寻求分权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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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强化马来西亚公共服务的完整性! 马来西亚有世界上最为严厉的反腐法

律% 并为该法律的实施投入许多资源!

HB提供服务的合伙制方式! 通过确保竞争性政策建议% 撤销管制及有效促

进公私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合作% 尝试服务提供的合伙方式!

MB确保财务健全! 主要通过内外审计确保财务健全! 审计人员通常向议会

提供一份财务状况健全的审计报告% 并广泛公布!

总之% 马来西亚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制度发展" 创新及绩效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 通过创新方式改善公共部门绩效! 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培训及纠正

措施应对执行中的问题% 以强化新的治理文化!

超越@R-/! 无底线下的绩效衡量

对政府部门进行整体绩效监督以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及公民对政治体制的问责%

该衡量方式在发达国家十分流行! 美国俄勒冈州曾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发展和

监督州内居民的社会福利措施 &福利措施从 DWWD 年的 DGY 项减至 DWWW 年的 EN

项'! 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初建立了 EHY 个指标来观察家庭" 社区" 安全" 学习" 医

疗" 经济" 环境及政府方面的进步+ 但最近放弃了该指标! 加拿大艾伯塔省确立了

EM项人民生活水平衡量指标! 新西兰对其政府净资产进行报告! 联合国也出版了

人类发展指标! *<56&$和 Q6+6 &DWWY' 通过对 YN 多个国家的抽样调查% 发展了政

府治理质量的综合指标% 具体包括公民参与" 政府引导" 社会发展及经济管理等!

经验表明% 政府绩效衡量的结果喜忧参半% 部分原因是由于媒体及立法机关

对此缺乏兴趣! 总之% 在没有重大危机的情况下% 预算决策的政治降低了绩效指

标的有效性! 总体绩效指标的主要困难来自于 (在路灯下找钥匙)%

! 意思是可

以衡量的及正在衡量的可能与政策或问责目标无关! 概念层面的结果衡量模糊了

问责! 相反% 在新西兰及马来西亚实施的以产出和实现为重心的方式为对结果的

问责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结论! @R-/&&&走向残骸和废墟或是美好明天的路线图#

@R-/在一些选定国家的成功实施在公共部门管理实践者中引起了热议和争

!

译者注# (路灯下找钥匙) 源自卡夫卡的生动的譬喻! 一个人晚上在路灯下找钥匙% 另一个人走

过来问他# 肯定丢在这里么$ 他摇摇头# 不肯定% 可是只有这里才有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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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原则 2以 QA6=AK &DWWY' 为主要代

表3% 并提出了许多理由证明该观点! 公共服务改革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效率而

是发展不足所致! 投入控制体制的建立尚不完善! 公共责任意识的缺乏使得在管

理随意的条件下% 增加了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由于政治干预% 强制推行

合同聘任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R-/的使用进一步削弱了自上而下的问责% 因

为重点已经从结果导向型转向投入" 规则和程序! 有人进一步提出对决策组织

&1$+b5R$%'=[+5=)'' &研究及发展' 及应对组织 &1)J='%R$%'=[+5=)'' &如救灾'

实施该方法% 因为结果导向型产出不鼓励创新" 冒险和及时回应! 在社会服务方

面% 注重运行效率的体制使得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得不到应有服务! 最后%

一些人称@R-/是潮流% 发展中国家应静心等候% 等待新潮流的出现!

尽管反对@R-/的观点不无道理% 但总而言之% 尽管存在上述强调的制度缺

陷% @R-/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官僚文化及投入控制争论的

发展不足说明当代跟踪投入的会计制度效果不明显! 因为经验显示实施该体制的

绩效改善收益很少+ 相反% 这些体制为那些打着 (服务大众) 的幌子滥用公共

资金提供了保护伞! 由于大部分公共服务的产出基本透明% 目的可以预测%

@R-/能使制度环境欠缺的政府在治理中更好地实施问责制!

基于投入的等级问责不能提供公共部门要求的服务! 的确% 工艺组织及应对

组织更关注结果导向型的链是如何评估的! 同样% 社会服务中激励计划的设计对

预防负面结果% 且通过竞争创新向所有公众提供服务十分关键! 例如% 转移支付

结构要无论公私% 公平对待所有服务的提供者% 要将资金的持续供应资格与服务

标准的成功满足和服务的取得相联系% 而不是与支出水平联系% 这样的结构方能

克服道德风险问题 &见专题 WBD'!

专题 ,"#&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教育拨款

DB对地方政府的分配标准! 根据学龄人口平均分配 #如! G cDM 岁%&

EB对教育机构的分配! 根据招收学生人数" 向公立和私立学校发放生均

相等的补助&

;B条件! 私立学校入学根据成绩" 学费依据学生家长支付能力确定, 拨

款标准随留校率$ 标准测试中的成绩和毕业率的提高而提高, 拨款不附加使

用条件&

FB处罚机制! 公共谴责和减少拨款&

GB激励机制! 与学校优先事项一致的结余" 学校可以保留和使用&

资料来源# Q6+6% DWWW% F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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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当然也不是一种潮流! 在现代官僚结构形成之前早已在传统社会成功

实施! 即便在个人和家庭决策方面% @R-/也是大多数个人采取的唯一方式 &例

如% 组建家庭和安家或寻求其他服务'! 在外部援助缺失的情况下% 许多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 不得不采用 @R-/克服这些危机% 稳定国内秩序!

总之%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是@R-/成功的关键% 而问责制需要分权的决策方式!

最后% 全球化" 本地化及@R-/方式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绩效提供了巨

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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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评估问责机构的框架

0/)A%92/91+)

为什么问责机构举足轻重#

若人人都是天使" 那就无需政府了, 若天使统治人" 那就无需对政府的

外部控制或内部控制了& 构建一个人治的政府" 最大的困难在于! 首先要使

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 而后控制自身& 没有人民就没有政府" 对人民的倚

赖无疑是首要的" 但经验也告诉了人类在此基础上采取一些辅助性防御措施

也是必要的 #"+2&:-+9=:)'L84&P+'9&$*+2=45)'" 联邦党人文集第 GD 号"

@)::=5&$" DWHD%&

在政府政治中% 权力居先% 其后是对权利的控制 &QA6&94&$% DWWW+'! 问责

概念% 连同阐明和实施这一概念的机构% 也许是制约手握政治和公共行政管理权

力者的最重要因素! 正如 X6)2+:&DWWY' 所言% (问责制是民主社会治理的核

心) &;FY'!

公民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权利# 他们赋予它筹集和花费公共资金的权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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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责任! 与此同时% 公民希望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这些

职权! 在更具可操作性的层面上% 他们还希望确保行政机关明智" 有效" 高效地

使用其权力% 并能回应公民需求+ 在行使其职能时% 能根据公民的需求来改变其

行事方式+ 公民同样期望行政机关对自身的行为负责!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摸索向民主过渡的道路或力图巩固民主秩序% 对这些国

家而言% 问责制度是当务之急! 虽然关于民主的一些正式制度已经建立% 国家可

能仍会发现自己 (被一些原本希望借助民主制度来驱除的恶魔所纠缠# 侵犯人

权" 腐败" 裙带主义" 世袭主义和滥用职权) & QA6&94&$" ?=+2)'9 和 34+55'&$%

DWWW% D'!

在许多民主国家% 统治者仍可为所欲为% 不受行政机构制衡约束! 这表明通

过投票箱给公民带来的直接问责还不足以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良性关

系! 正如本章开头的引文所示% 使国家约束自身还需要一个附加条件% 即要创设

和维持独立的公共机构% 它们有权监督政府行为" 要求获得解释" 需要时可对其

不当或违法行为作出强制处罚!

横向问责 Q̂纵向问责

公民加于政府的问责和政府通过创建被授权约束政府的公共机构施加于自身

的问责是有区别的 &见图 DNBD'! 一些理论家将这种区别分为纵向问责 &公民直

接问责' 和横向问责 2公共问责机构 &以下都简称为 ,8' 的问责3 &见 R-

?)''&44% DWWW+ Q5&(&':未注日期'!

图 DNBD!横向和纵向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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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问责% 可以是公民通过选举程序直接执行% 或通过公民组织&(公民社

会)'" 新闻媒体间接执行 &QA6&94&$" ?=+2)'9 和 34+55'&$% DWWW'! 横向问责因为

涉及一系列防止政府行政机关弊病的公共实体% 可以由不同机构和组织来执行#

DB立法机构+

EB司法机构+

;B选举委员会及审裁处+

FB审计机构+

GB反腐机构+

HB监察员+

MB人权委员会+

YB中央银行!

这些机构有的可能有宪法基础% 而有的可能是依据规章而建立+ 有些可能仅

仅是起监督作用% 而有些可能具有准司法或刑罚权力 &见 ?=+2)'9% DWWW+

QA6&94&$" ?=+2)'9 和 34+55'&$% DWWW+ Q5&(&':% 未注日期'! 横向问责机构% 具有

正式地位和合法性% 由国家自己创建并授权% 在制约行政权力中起着主导作用!

正如世界银行 &DWWM' 评论指出的% (可持续性发展普遍要求正式约束机制% 使

国家及其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为保证机制的持久和可靠% 这些机制必须被锚

定在核心国家机构之中) &WW'!

即便如此% 只有横向问责机构是不够的! 有人振振有词地辩称% 横向和纵向

问责机构从根本上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没有后者% 前者不可能有意义存在! 公共

机构负责横向问责% 相当于政府同意将制约加在自己身上% 这就引出了如下

问题#

谁急于公开回应棘手问题) 谁渴望不法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 政府通常

不愿意& 他们知道问责机构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这些机构很可能将他们

置于痛苦局面和尴尬境地& 如此一来" 他们怎么会有兴趣建立它们呢)

#QA6&94&$" DWWW 年 V" ;;F%

他们的回应是% 若非如此% 公民就会惩罚他们% 否则政府决不愿与问责机构

有任何瓜葛! 换句话说% 只有政府看到横向问责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它才可能

是有效和可持续的% 而正是纵向问责的运作% 尤其是选举过程% 让政府认识到了

其中的好处!

!

有充足的理由证明% 一个积极" 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是迫使政府受横向问责制

约的另外一个重要纵向因素% 特别是还有民主选举进程存在的时候% X&'94&$

&DWWM' 最近的著作对此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本章的重点是横向问责机构%

但又涉及了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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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问责机构的分析框架&&&工作模型

为理解和评估,8:对于控制公共部门腐败的影响力度% 本节提出了一种分析

框架或者说是一种模型!

发展中国家的问责问题繁多% 它们产生原因和最终影响也如此! 这里提出的

框架旨在帮助世界银行及其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识别庐山真面目! 希望它将加速

发展中国家有关,8:和腐败问题的分析与优先次序的确定! 该框架提供了一个稳

定的基础% 世界银行及其合作伙伴在此基础上确立和实施强化问责的策略% 将其

作为针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反制力量!

这里介绍的模型强调,8:与政府行政机关的相互作用% 以及这类作用如何受

到各类因素的影响 &如公民社会和新闻媒体之类的纵向问责机构% 极大地影响着

横向问责机构的行为! 因此% 尽管本章的重点主要是横向 ,8:% 它也将涉及一些

至关重要的纵向,8:'! 本章还初步探讨发展绩效衡量措施来评估,8:控制腐败的

有效性 &见附件 DNB8'!

本模型尤其要提供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分析工具% 促进世界银行及其合作伙伴

的反腐工作#

DB基于简明而稳健的,8:工作模型及它们与腐败的关系来推进工作+

EB找出在腐败问题上妨碍,8有效运作的关键障碍+

;B解开主要依赖地方领导和地方努力的症结% 通过外部发展援助有效地处

理,8问题+

FB找出与特殊,8问题最为相关的发展援助形式+

GB确定处理,8问题的优先次序和策略!

问责循环

在分析模型的核心是一个确立在情境因素里的问责循环 &见图 DNBE 至图

DNBF'!

问责循环 &见图 DNBE 和图 DNB;' 是 ,8和行政机关某单位之间关系的一种

理想化模型! 它以程式化的形式描述了 ,8与行政机关关系的内在逻辑! 这个循

环有三个阶段# 信息 &或投入'" 行动 &或产出'" 回应 &或结果'! 该模型表明

信息量过低是制约问责循环有效运作的首要约束!

情境信息分析对理解和解释问责循环的运作是必要的 &见图 DNBF'% 在某些

情况下% 循环自身的内部因素可以解释其运行的好坏程度! 可是往往循环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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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NBE!分析模型# 情境因素里的问责循环

图 DNB;!问责循环# ,8与行政机关关系的模型

社会" 政治和形成循环运行环境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 因此% 置情境信息于不顾

地去了解问责循环很可能会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进行不当的补救性干预!

问责循环如图 DNB; 所示% 该模型描述了,8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其最终目的

是要迫使行政机关作出解释% 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采取纠正

措施!

该模型的三个阶段***信息" 行动和回应"

&或投入" 产出和结果' 如下#

DB信息 &或投入'# 框架从信息是 ,8的关键投入的假设开始% ,8的有效运

作取决于它获得关于行政机关活动的中肯" 精确" 及时的信息的程度% 而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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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NBF!一些影响问责循环的情境因素

直接从行政机关获取还是间接从其他来源获取的信息! 问责循环在这个阶段的发

展取决于行政机关提供的信息数量% 以及,8收集任何有效信息的能力!

EB行动 &或产出'# 在信息投入的基础上% ,8应具备行动能力! 它要求

&显性或隐性的'

#行政机关对其履行职责的方式进行解释并证明其合理性! 问责

循环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取决于 ,8利用这些信息能力和意愿! 首先% 评估和分析

信息+ 其次% 以此信息为基础% 对行政机关提出中肯而重要的要求并使其对自己

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证明!

;B回应 &或结果'# ,8的产出意在得到行政机关的回应% 出于该框架的目

的% 结果就是% 针对,8提出的要求% 行政机关作出回应 &回应可采用不同形式%

如解释" 证明" 纠正措施等'% 行政机关回应的适当程度及时效性最终决定,8的

有效性! 问责循环在此最终阶段的发展取决于行政机关不得不回应 ,8的迫使

程度!

问责循环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评估任何,8绩效的模板! 特别是,8的分析重点

和绩效指标种类将取决于该 ,8的特征和所处的环境! 但是% 问责循环的逻辑表

明% 就一切情况而论% 评估将主要集中在三类问题上#

FB,8可以获得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能够何种程度地符合相关" 准确" 可靠"

及时和详尽标准$

GB,8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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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8能够让行政机关作出何种回应$

没有情境信息的理想化的问责循环% 为制作一项提高 ,8能力的行动方案提

供了优先次序! 信息*行动*回应的顺序% 建立在信息是 ,8有效运作最基本和

必要条件的假设基础上! 每个 ,8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获取相关行政机关活动信息

的最低水平! 我们认为,8缺少最低数量和质量信息的获取% 有意义的问责关系

是不可能存在的!

$

假设基本信息的障碍可以克服% 另一个影响,8有效运作的关键障碍与,8利

用信息生产产出的能力相关% 即与行政机关的行动相关! 为使自身具有效力% ,8

必须有能力理解和分析有关行政机关的信息" 将此分析转化为向政府机构索要答

案的相关需求并就此需求与行政机关沟通!

最后% 即便,8具有能对行政机关提出要求的最低能力% 它还必需拥有足够

的正式或非正式力量%来引出行政机关做有意义的回应!

因此% 在这三个方面% 如果,8评估提供一个以上表现不佳的证据% 显见经

验法则 &情境因素前加入到分析组合' 表明补救工作应集中在最低层次***即

在处理行动阶段问题前% 解决信息阶段的问题+ 在应对回应阶段问题前% 解决行

动阶段的问题!

这并不是要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严格依照此顺序% 孤立对待一个层面上的问

题% 一次只专注循环内的一个阶段! 现实是非常混乱和复杂的% 不可能采用如手

术流程般精确的顺序! 努力增强 ,8能力作为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很可能最终会

涉及所有的三个方面! 但由于资源匮乏以及资源需要被集中起来用于可以产生最

大效应的地方% 有一个分析基础来将精力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中的一个是很有用

的% 问责循环模型为做必要选择奠定了基础!

通过问责循环框架来看,8还有助于将重点放在优先层面里的适当干预措施!

例如% 如果发现限制某一,8有效运作的强力约束是来自于投入层面% 就需要分

析和解决与,8信息的数量" 质量" 时效性和相关性等综合因素有关的问题! 如

果发现这种制约是来自于产出层面% 那么问责循环会指明不同途径% 即着重分析

和理解,8接受与分析信息以及将此分析转化为向政府提出相关需求的能力!

如果发现这种约束是来自于结果层面% 那么重点将会被迫放在 ,8与行政机

关关系的本质上!

情境因素

问责循环分析得出的最终结果和结论需要由对在国家层面的相关情境因素的

理解来完善!

,8:不能在真空中运作% 问责循环的每个阶段% ,8与行政机关有效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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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受到社会" 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在 ,8控制范围之外 &见

图 DNB;'% 但在制定任何关于增强 ,8能力的策略时% 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情境因素构成了解释一个,8发挥或失去功能原因的主要部分% 它们也为制定有

效的补救策略提供了路标!

关键情境因素的例子包括#

DB政治领导人对腐败" 问责及透明度的态度+

EB公民社会的性质和公民的态度+

;B对国家合法性的看法+

FB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

GB政治和选举环境+

HB种族" 地区和阶级差别基础上的社会紧张局势+

MB经济结构+

YB与公共信息相关的规则和惯例+

WB公共服务的管理惯例!

关于,8:所处的情境因素的关键运作信息是双重的# 第一% ,8:只是反腐败

斗争的一部分 &虽然是重要的一部分'% 不能假设只要一个国家的 ,8 (正确)

了% 就等于找到了解决所有公共部门腐败问题的万灵药! 第二% 努力使,8正确%

必须更远地看到这个,8的内在运作% 在,8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外% 看

到调解,8:对行政机关影响的更广义的环境因素!

&

有一种适用模型可以帮助理解在更广泛情境因素层面里的问责与腐败的关

系%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罗伯特.克里特加尔德 &@)V&$5I4=5%++$9' 的启发式公式

&DWYY% MG'#

腐败S垄断T自由裁量权U问责制

该公式表明% 公共部门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两个正独立变量 &垄断和

自由裁量权' 及一个负独立变量 &问责' 来解释!

以一个给企业家核发营业执照的垄断政府机构为例% 假设约束这一行为的具

体规定不多% 并且很难得到任何可能存在的规定副本% 该政府机构不仅拥有垄断

权力% 还能自由行使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垄断和自由裁量权的结合使该机构在执

照申请人面前居强势地位% 申请者为换取执照不得不行贿% 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也不确定自己的权利 &已假定那些授权许可规定并不广为人知'!

I4=5%++$9的模型意味着三种可能的补救办法# &D' 通过授权另外一个或多个

公共机构发放同样的执照来解决垄断问题+ &E' 解决自由裁量权问题的方法%

比如可以广泛出版发行相关规定% 或者设立执照的自动核发% 只需要填写一个简

单的表格并缴费即可+ &;' 通过加强对该机构活动的监督给其施加问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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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5%++$9公式阐明了,8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是如何取决于三种相互关联却又

相异的情况 &图 DNBG'#

DB,8本身***其内部优势和弱势% 以及与行政机关的直接关系+

EB情境因素对问责缺失和腐败的贡献强度% 而,8制衡对其的反制作用+

;B情境因素可能变化到何种程度!

图 DNBG!影响,8对腐败作用的多种因素

问责循环提供了探究第一点的基础% 这一点也是我关注的核心! 第二和第三

点必须通过了解与,8有关的情境因素加以解决!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 关键情

境因素都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结构 &对提供服务的垄断' 和公共服务的管理 &一

些规则和惯例给予相对低级别的官员高度自由裁量权% 并不重视透明度' 相关!

这些因素的存在限制了,8可能做到的事情!

除了提供一份情境因素样品清单 &图 DNBF'% 本章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情境

因素分析模型% 问责循环在这个模型中是主要分析工具! 它指明了各种需要被考

虑的情境因素% 其余的取决于研究者的判断" 技巧以及常识!

讨论到这里% 突出两个关键情境因素是非常有益的% 这两个因素出自于文献

和过去大约 DG 年里从发展援助机构支持的政府治理相关项目中所学到的教训!

这两个因素是# 政府对问责" 腐败和透明度的态度% 以及公民社会在创造问责需

求时所起的作用!

政府对问责的态度

在问责循环情境中% 我认为信息是对,8:有效运作的主要制约! 在更广泛的

情境中% 缺乏官员和政治精英对问责与反腐的坚定支持和有力领导% 是对,8:的

有效运作的最主要制约!

横向问责% 就其性质而言% 除非政府允许否则它不会也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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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法律的必要性" 所有制度创新的道路都要通过最高国家元首的办公

室" 从这点来看" 推进问责制的改革只可能来自 '高层(& 不可无视或忽略

国家权力的中心& 除非他们同意将 '自我约束( 制度化" 否则横向问责必

定毫无出路 #QA6&94&$" DWWWV" ;;W%&

无数关于发展机构支持的有关政府治理的改革案例的研究和分析都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

'

出于本章目的% 以操作为重点的结论是% 缺乏对问责足够的政治与行政承诺

以及关于行政机构活动的有效信息获取不足% 是对 ,8:有效运作的主要制约因

素!

(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没有解决都无法产生高效的,8:% 对腐败也不会有

显著冲击!

公民社会

在,8:极度不健全的情况下% 指望政治或行政精英进行改革就过于天真了!

在这种情况下% 横向和纵向问责的关系变得十分关键! 正如以上指出的% 如果横

向问责关系不起作用% 无疑就是那些掌握权柄者想要它们如此而已! (总得有人

来打破平衡的现状) &QA6&94&$% DWWWV% ;FM'! 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采取行动%

而国际组织的影响又受到限制% 这个 (人) 很可能就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能

够明确提出问责和反腐倡廉的要求" 获得支持以及向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 对强

化,8:相对于行政机构的地位有重要影响!

)

绩效指标

前面的分析框架试图提供一套有条理的概念来帮助理解和评估,8:应对公共

部门腐败时的表现! 该框架应该为,8分析的发展提供基础% 分析中应包括对 ,8

优劣势和内外部障碍的概览以提高,8绩效! 这种分析将反过来成为增强,8能力

构建的优先行动方案的基础!

除了被要求发展这一框架% 世界银行要求我再深入一步% 拿出一套衡量 ,8:

反腐绩效的数量和质量指标! 可能的指标或可能发展指标的领域清单见附件!

出于以下原因% 我在确定指标清单时颇为犹豫! 我提出这些指标主要是作为

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而非试图拿出确切的清单! 这份清单大量借鉴了那些

致力于发展各种关于政府治理相关指标的研究者的成果!

*

分析框架和绩效指标应该互补! 分析框架为构建一整套 ,8:的体系提供概

念% 这些被明确定义的核心概念为不同,8:&和不同国家' 提供一种一致的分析

方法% 但仍然为当地环境和研究者的判断留出必要的空间!

然而% 绩效指标的重点是为一个必定模糊的分析方法提供一组精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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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 即在分析完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后% 如何确切知道何时能够大获成

功$ 如何知道 &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更容易回答' 条件何时具备% 从而获

得最终成功的$

绩效指标旨在帮助回答这类问题% 它们如同路标% 或表明已达目的地% 或

&不确定时' 表明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前进的速度令人满意! 与分析框架的组

件不同% 绩效指标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模糊的! 一个人要么达到" 要么错过目标

&如果错过了% 则希望知道错过了多少'! 此外% 如果绩效指标是有用的% 那它

们就必须是可用的! 这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隐含问题必须弄清楚% 所需支持

指标的数据收集不可在行政或财政方面过于困难!

为此% 发展,8反腐的绩效指标从一开始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任务 &有人会说

是莽撞的'! 一方面 &回顾问责循环模型'% 一个,8成功表现的画面很清楚% 就

是,8需要迫使行政机关某些部门作出适当回应% 对它们的活动进行解释和证明%

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纠正措施!

但另一方面% 当把这种画面分解成有意义" 可衡量及有用的绩效指标语言

时% 严重的问题就会出现! 首先% 被衡量的最终现象***行政机关对 ,8作出的

适当回应可能是有争议的判断性问题! 例如% 对于被调查出的腐败行为% 如果行

政机关利用出台更多掩盖此等行径的法律和规章作为回应% 这是否恰当呢$ 如果

法律" 规章不被正确执行怎么办$ 需要解雇公职人员吗$ 应该启动刑事诉讼吗$

这些重要的问题% 在以指标为基础的绩效框架背景下是很难处理的!

此外% 即便是在何谓适当回应的问题上能达成一致% 归因问题也会出现! 鉴

于,8只是众多影响行政机关行为的因素之一% 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把行政机关

的回应归因于,8的作用$ 或反言之% 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将行政机关未做回应

归咎于,8的某些失职$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作绩效衡量这方面的尝试! 不完全的信息" 模糊复杂的因

果关系% 以及必然的主观解释需要% 给几乎所有形式的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价造成

了困难 &QA6+A5&$% DWWW'! 衡量任务是可行的% 但必须承认% 尽管绩效指标可能

补充在反腐过程中对,8理解% 但只有在融入一个允许开放式描述" 分析和判断

的更大图画中% 它们才有意义! 理解 ,8绩效和它们与政府的交互作用% 在很大

程度上% 是一个涉及历史" 当地环境以及观察者经验和隐含知识的问题! 爱因斯

坦曾说过一句为人所称道的话# (不是所有有价值的都能被计算% 也不是所有能

计算的都有价值!) 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8:的绩效% 对其他任何现象亦是如此!

注!!释

!

QA6&94&$&DWWFV% ;;F' 认为% 特定条件必须应用于选举程序% 使纵向问责成为建立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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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问责的激励!

"

模型从对 ,8和政治行政机关关系的常识性理解而来% 也源自有关问责制的文献!

X6)2+:&DWWY' 评论指出% (定期报告信息" 监督和定期回应是一种问责关系存在的程序性体

现) &;G;'! QA6&94&$&DWWW+' 认为% 问责 (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相应的公布细节的义务!

但是它也意味着接受解释的权利和相应的证明行为正当的义务)!

#

隐性需求指的是% 例如,8提出一份报告% 暗示行政机关内有不可接受的行为% 但并没

有明确要求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 发表此类报告会产生要求回应的需求% 哪怕这种需求并非

直接来自提出这份报告的,8!

$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有了深刻的常识性认知% 在学术和实用性文献里也可以找到它!

例如?]&和 Q5+J&'6<$:5&DWWY' 的 (信息是问责的资本)+ 1+=9&' &DWW;' 的 (处理行政腐败

问题11信息自由 &是先决条件') 和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公众无法让任何人对他们负

责)! 另请参阅X&'94&$&DWWM' 和 Q5&(&':!

%

在先进的民主社会% 新闻媒体是,8对行政机关具有相当重要的非正式权利的榜样! 行

政机关对新闻媒体没有特别的正式责任% 但他们会感到不得不对有关公共部门不当行为的新

闻报道作出回应% 并可能因此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

?]&和 Q5+J&'6<$:5&DWWY' 有类似阐述# 进行反腐的努力为 Y 个 (正义支柱) 所支撑!

'

请参阅 QA6+A5&$&ENNN' 示例% 其中包括对其他研究的参考!

(

这两者无疑紧密联系在一起% 行政机关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 往往是因为他们对问

责作出的无力政治承诺!

)

X&'94&$&DWWM' 提供了一个近期有说服力的例子% 关于公民社会对政府问责处理的影

响! 她认为公民社会的干预% 是巴西最为腐败和最不负责任的国家行政机构快速变革的主要

因素! 另请参阅_)$49 C+'K &DWWY% EG 和 DDH'!

*

来源包括 Q5&(&':&DWWN'" -+K+'9+&DWWF'" _)$49 C+'K &DWWM'" ?]&和 Q5+J&'6<$:5

&DWWY'" R/1?&DWWY% DWWW' 和 0Q8,?&DW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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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NB!! 与问责制度相关的绩效指标

下面的指标清单只用作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 而不是一份最终列表! 它

为指标范围或衡量区域提供参考% 从中进行选择% 力图发展一份可靠" 务实" 适

度综合的绩效指标清单! 最终决定取决于问题的不同方面% 如有问题的 #!" 当

地环境" 可用资源" 时限等等! 除了本章的可用资源% 要确立一个更为精确的选

择清单%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支持这些指标所必需的数据和数据采集的种类差别很大% 建立和维护这些指

标的成本亦如此! 有些指标涉及只需要简单回答 (是) 或 (否) 的问题+ 有些

涉及简单" 直接的数量衡量+ 而还有些则需要扩大规模或指标数据% 有些指标是

有关质量的!

数据采集方法可以是问卷调查" 开放式访谈" 关键知情人访谈" 专家小组意

见" 专家评论" 案头调研或文件评论等! 大部分指标从其他研究中借鉴得来!

行政部门提供#!(的有效信息的相关指标!

DB认为能够获取足够公共信息的公民比率+

EB认为政府提供给他们足够信息的记者比率+

;B声称可以从关键政府机构获得所需信息的非政府组织 &G7C(' 比率+

FB声称当他们需要就能够得到信息的立法者和职员比率+

GB有关信息获取的法律和规章+

HB行政机构向公众提供有关他们所需服务的完整信息的比率+

MB立法机构" 媒体和公众及时获得政府预算信息+

YB立法机构" 媒体和公众及时获得财政支出报告!

公民社会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支持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法律+

EB提倡问责" 反对腐败的G7C(数量+

;B具有报告腐败问题的专门知识和能力的G7C(数量+

FB提高在问责" 增加透明度和反腐问题等方面倡导能力的G7C(数量+

GB因循G7C的倡议而改变的公共政策数量+

HB有关问责" 反腐和其他公众所关注的问题% G7C的看法和其他政府机构

开展对话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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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有公民知识的公民比率+

YB展现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比率+

WB出于公民团体的压力% 政府作出决策的例子!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信任有效新闻来源的人口比率+

EB反对媒体组织批评政府的合法行为数量+

;B以记者为目标的暴力事件数量+

FB新闻媒体有关问责和反腐问题报道质量的内容分析!

审计机构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对最高审计机关 &以下简称9!#' 的明确立法体现审计授权存在+

EB国家宪法中包含的9!#角色+

;B立法和强势传统对9!#独立性的保护+

FB无政治干预的9!#领导和立法机构的直接报告关系+

GB9!#具有决定审计什么以及如何审计的权力+

HB9!#自行决定如何报告审计结果+

MB9!#无限制获取审计工作所需信息的权利+

YB9!#有足够的经费 &如用于办公地点" 职员" 通信设备" 调研和监督活

动等'+

WB9!#有足够的行政能力 &如职员数量和水平" 设备和物资" 内部管理结

构和惯例'+

DNB财政年度内政府预算 &或政府项目预算' 被审计的比率+

DDB被彻底" 公平和透明调查的违法" 违规和违反程序的案例比率或数量+

DEB公众或新闻媒体易于获取9!#报告!

审计类机构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定期监督公共承包和采购行为的独立检察长办公室+

EB监督和执行正式公共部门道德规范的独立道德准则办公室+

;B发现与公共部门腐败相关的违法和违规行为的独立反腐机构+

FB审计类机构有足够的经费 &如用于办公地点" 职员" 通信设备" 调研和

监督活动等'+

GB审计类机构有足够的行政能力 &如职员数量和水平" 设备和物资" 内部

管理结构和惯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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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被彻底" 公平和透明调查的违法" 违规和违反程序的案例比率或数量!

司法机构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涉及政治" 经济和体制精英的刑事案件数量+

EB贯彻法院职能的大量书面条例" 法规和程序+

;B依据政绩标准任职和晋升法官的比率+

FB司法部门任期保障程度+

GB法院独立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程度+

HB司法裁决得到可靠执行的程度+

MB司法人员的薪水和私人部门类似专业人员所得的百分比+

YB司法部门的内部纪律办公室的存在!

立法机构作为一个#!的相关指标!

DB立法监督行政机关效力指数+

EB立法委员会监督行政机构活动的指数+

;B立法过程的质量指数+

FB存在活跃的公共账目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 &或类似组织' 重点监督公共

财政管理+

GB每一立法机构或委员会的职员数量+

HB立法审查预算的适当程序+

MB议员对立法机构有能力作为独立个体行使其职能的信心程度+

YB公民对立法机构对行政机关有调查作用的信心程度+

WB立法条例允许反对党的公平参与+

DNB给予反对党成员与执政党同等的资源 &办公室" 职员等'!

总体指标!

DB政客和官员道德行为规范是足够的" 众所周知的% 并得以彻底贯彻实施+

EB公众对政府提供某些服务的腐败的看法+

;B私营部门对公共部门腐败的看法+

FB信任政府的公民比率+

GB认为政府解决了他们的优先事项的公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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