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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竞争的
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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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国家不断强调民生建设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性，地方政府

对于民生建设的理念和行为也发生了积极转变。文章基于策略互动的视角，使用

2008-2018年中国 30个省份①的相关数据，以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前提，引入中央政

府约束机制，构建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检

验、绘制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和空间分布图等实证方法分析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

竞争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民生财政支出竞争，具体表现为

策略模仿行为；该竞争行为受到民生财政支出成本、支出收益、地区民生状况、外部效应

系数、上级政府的问责和考核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使得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竞争具备向

“逐顶竞争”转变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地方政府民生建设、财

政支出竞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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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一路高歌
猛进，平均增速 8.2%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对
发展辖区经济怀揣高度热情的地方政府在这一过

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特色财政联邦

主义”[1]和以 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理论[2，3]为
解释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辖区经济，促进我国经济

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然而，地方政府在致力于“为

增长而竞争”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激励扭曲问题，投

入大、见效慢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

等民生方面的建设往往不为地方主政者所重视。截

止到 2018 年，我国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76%盂，而教育、社保和就业、医疗卫生和环保等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支出仅占财政预算总支出

的 36.85%，较西方发达国家六成以上的民生支出水
平尚存在一定差距。2019年末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
步加剧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政治对峙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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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决胜小康之际，地方政府民生改善任务依然

存在沉重压力。

党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体

制建设。自 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财政体制
框架依靠经济体制改革驱动逐步得到建立和健全，

并开始致力于建设涵盖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

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和环境保护五大民生领域的中

国特有的民生财政运作模式[4]。2007年党的十七大
报告首次正式将民生提高到国家建设层面，提出

“不以 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观念，加速实现
了我国民生财政由“温饱-小康型”向“美好生活型”
转变。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强

调将民生建设作为官员晋升考核的重要标准，强化

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努力程度和建设力度。2015年党
的“十三五规划”继续将共享发展理念引入民生领

域，继续强化民生考核力度，构建以民生为价值指

引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民生
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并列，提出“要在发展中

保障民生”，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辩

证关系。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中表

示，2020年地方政府的相关支出要压减一半以上，
但务必将民生财政支出放在优先保障的重要位置。

在中央不断强调民生建设，对地方政府的民生

考核愈发严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民

生财政支出竞争？其竞争模式是何种类型？影响因

素有哪些？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是地方政府治理改

革的要求，更是在全面小康决胜之年实现人民幸福

和国家安全稳定的必要条件。

二、文献综述

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文献十分丰富，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通过一系列实证方法证明政府

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存在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伍文中

（2010）[5]利用变异系数标准对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
支出竞争进行了论证。王文剑（2010）[6]研究发现在
行政集权和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官员面临晋升压

力和经济发展压力，倾向于通过财政竞争，增加基

础设施财政支出规模，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增加

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曾康华（2020）[7]基于微观企业
视角研究指出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有利于提

升地区资本要素吸引力，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张

合金（2014）[8]从外资引入的角度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
的财政支出竞争有利于扩大地区外商投资规模，促进

地区经济增长。李一花等（2014）[9]基于"省直管县"改
革发现，地方财政支出竞争具有明显偏向性，地方政

府在竞争过程中倾向于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财政

支出，降低教育、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支出等民生财政

支出和公共服务水平。李承怡（2019）[10]从地方政府财
政预算软约束角度出发，发现地方政府在预算软约束

下纷纷表现出民生财政支出的“逐底竞争”。

一些学者认为财政支出竞争有利于地区民生

建设。贺达（2018）[11]利用 2004年-2014年 31个省
市的面板数据，通过 SAC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
我国各地方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财政支出竞争，对

满足居民日常文化需求存在积极意义。王华春

（2016）[12]根据政治晋升博弈理论证明社会性民生支
出在空间上也存在显著的竞争态势，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地区民生建设。唐沿源（2015）[13]进一步研究发
现地区同质性特征显著影响公共财政支出竞争，同

质性地区更容易扩大公共支出规模。此外，王丽娟

（2011）[14]通过对 1997年-2009年间全国 29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民生财政支出数据进行空间自回归分

析，发现经济发展程度和财力水平约束会对地方政

府民生财政支出和公共品供给产生异质性影响。

还有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竞争对民生建设影响的理论机制。张晏（2010）[15]

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存在自

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以完成上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和

绩效考核，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和临近地区同级

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显著影响本地政府的决策行

为，当前我国更加注重民生建设，这对于扭转地方

政府长期的“重经济、轻民生”的财政支出偏好具有

重要意义。谢芬等[16]（2013）以财政分权下的地方经
济发展为背景，研究致力于“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

政府如何进行社会经济建设，限于辖区资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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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吸引劳动、资本要素流入以

促进辖区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增强辖区民

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除此之外，基于民生财政支

出正向溢出效应，一方面，民生建设的效益溢出使

得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搭便车”行为，从而引发民

生财政支出的“逐底竞争”态势，最终“两败俱伤”。

另一方面，民生财政支出的福利外溢效应为探索协

调推进区域一体化民生建设，构建民生建设合作网

络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地方政府民

生建设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在新时期国家不

断强调民生重要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

在以及存在何种形式的民生财政支出竞争仍无统

一定论，此外现有文献多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
代理的角度考察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行为，从演化

博弈视角考察地方相邻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政策

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文章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引

入中央政府的民生考核和问责，建立博弈模型，分

析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期望收益和稳定策略，

进一步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数证明地方政府之间民

生财政支出存在空间依赖性，并厘清其影响因素，

进一步拓展对地方政府民生建设行为的理解。

三、理论假设、模型构建与博弈分析

（一）理论假设

1.地方政府进行民生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具有多
样性，财政专项资助、产业政策帮扶、特色经济驱

动、社会资本合作和政府民生兜底等均能明显改善

地方民生状况。相比其它方式，政府民生财政支出

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民生财政支出更能量化地方

政府的民生建设意愿和努力程度，人均民生财政支

出规模越高，则代表政府民生建设意愿越强，民生

努力程度越高。其次，民生财政支出是各地方政府

民生建设的功能延伸，区域异质性弱，这为跨区域

研究地方政府民生建设竞争博弈提供了条件。因此

文章拟仅考虑地方政府通过民生财政支出进行辖

区民生建设。此外，鉴于民生财政支出对于地方政

府进行民生建设的重要意义，假定地方政府增加民

生财政支出即为倾向于进行民生建设，从而会产生

相应的民生建设成本，减少民生支出倾向于不进行

地区民生建设，不会产生相应民生建设成本。

2.区域间要素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地方政府在进
行民生建设时，自身并不完全享有增加民生财政支

出带来的福利改善效应，也不用完全承受减少民生

财政支出而引致的福利损失效应，即民生建设的

“部分排他性”。同时，临近地区增加或减少民生财

政支出对本地区的民生福利也存在正向或负向效

应溢出，表现为民生建设的“同向外部性”。

3. 假设地方政府 A 和地方政府 B为有限理性
的博弈双方，其目的均为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并

且在不考虑博弈顺序的情况下同时进行策略选择。

当双方将增加民生财政支出作为治理策略时，地区

民生福利增加，民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当双方减

少民生财政支出时，民生改善效果不显著。因此，地

方政府 A 和地方政府 B的策略选择集合均为 SA (B)=
{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减少民生财政支出}。

4.假设地方政府 A 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时辖区内
民生福利增加量为 H1，减少民生财政支出时辖区内
民生福利损失量为 P1，此外地方政府 A 的民生建设
成本为 C1。地方政府 B的民生建设成本为 C2，当地
方政府 B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时辖区内民生福利增
加量为 H2，减少民生财政支出时辖区内民生福利损
失量为 P2，为了研究方便，文章中民生福利的增加
量和损失量均设定为正值。啄1和 啄2分别为地方政府
A（B）对地方政府 B（A）的民生建设的效应溢出系
数。地方政府 A 和 B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策略
占比分别为 x和 y，其数值越大，代表地方政府 A 和
B越倾向于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

5.将上级政府的民生问责和民生绩效考核纳入
博弈模型分析框架。地方政府 A 和 B任意一方在对
方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时减少民生支出，即博弈

双方发生不一致行为时，选择减少民生财政支出的

一方将受到上级政府的问责 F。此外，姿代表民生绩
效考核占地方政府整体绩效的权重，姿越大，说明上
级政府越重视地方的民生建设工作，地方政府面临

的民生绩效考核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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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政府 A和地方政府 B的收益矩阵

地方政府 A 地方政府 B
增加支出 y 减少支出 1-y

增加支出 x
-C1+姿［（1-啄1）H1+啄2H2］

-C2+姿［（1-啄2）H2+啄1H1］

-C1+姿［（1-啄1）H1-啄2P2］

姿［-（1-啄2）P2+啄1H1］-F

减少支出 1-x
姿［-（1-啄1）P1+啄2H2］-F
-C2+姿［（1-啄2）H2-啄1P1］

姿［-（1-啄1）P1-啄2P2］
姿［-（1-啄2）P2-啄1P1］

从收益矩阵可知，地方政府 A 进行“增加民生
财政支出”和“减少民生财政支出”两种策略选择

时，期望收益分别为：

UA1={-C1 +姿［（1-啄1）H1 +啄2H2］}y+{-C1 +姿［（1-啄1）
H1-啄2P2］}（1-y）

UA0={姿［-（1-啄1）P1+啄2H2］-F}y+姿［-（1-啄1）P1-啄2P2］
（1-y）

平均收益为 UA=xUA1+（1-x）UA0
进一步可以计算出地方政府 A 选择“增加民生

财政支出”策略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x）= dx
dt =x（UA1-UA）=x（1-x）［Fy-C1+姿（1-啄1）

H1+姿（1-啄1）P1］
地方政府B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和“减少民

生财政支出”两种策略时，得到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UB1={-C2+姿［（1-啄2）H2+啄1H1］}x+{-C2+姿［（1-啄2）
H2-啄1P1］}（1-x）

UB0={姿［-（1-啄2）P2+啄1H1］-F}x+姿［-（1-啄2）P2-
啄1P1］（1-x）

平均收益为 UB=yUB1+（1-y）UB0
进一步可以得到地方政府 B选择“增加民生财

政支出”策略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 dy
dt =y（UB1-UB）=y（1-y）［Fx-C2+姿（1-啄2）

H2+姿（1-啄2）P2］
上面两个复制动态方程描述地方政府 A 和 B

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策略的演化过程，令 F（x）=
0，F（y）=0，可得地方政府 A 和 B的全部稳定状态：

x1=0，x2=1，xD= C2-姿（1-啄2）（H2+P2）
F

y1=0，y2=1，yD= C1-姿（1-啄1）（H1+P1）
F

即在平面N={（x，y）；0臆x臆1，0臆y臆1}上，地方政府
的民生财政支出有 5 个均衡点 O（0，0），A（0，1），
B（1，0），C（1，1）以及鞍点 D（xD，yD），如图 1所示。
图 1展示了地方政府 A 和 B的演化博弈策略

渐进稳定性分析的结果，O（0，0），C（1，1），是 5个局
部均衡点中的演化稳定策略，分别表示地方政府 A
和 B同时减少或同时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折线 ADB

（二）模型构建

从上述假设出发，受博弈双方之间的“同向外

部性”和“部分排他性”影响，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

选择不同决策时，收益有所差异。当地方政府 A 和
B都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时，地方政府 A 的收
益函数-C1+姿［（1-啄1）H1+啄2H2］；地方政府 B的收益
函数为-C2+姿［（1-啄2）H2+啄1H1］。当地方政府 A 和 B
都选择“减少民生财政支出”时，地方政府 A 的收益
为 姿［-（1-啄1）P1-啄2P2］，地方政府 B的总体期望收益
为 姿［-（1-啄2）P2-啄1P1］。
当地方政府 A 和 B的民生财政支出出现差异

性策略选择时，博弈双方的期望收益函数存在较大

差异。当只有地方政府 A 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
时，其期望收益为-C1+姿［（1-啄1）H1-啄2P2］，地方政府
B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姿［-（1-啄2）P2+啄1H1］-F。当只有
地方政府 B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时，其收益函数
为-C2+姿［（1-啄2）H2-啄1P1］，地方政府 A 的总体期望收
益为 姿［（-1-啄1）P1+啄2H2］-F。由于地方政府 A 增加民
生财政支出的概率为 x，则相应减少民生财政支出
的概率就为 1-x，地方政府 B增加民生财政支出的
概率为 y，则减少民生财政支出的概率为 1-y。双方
博弈收益矩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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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数变化对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策略的影响

参数变化 鞍点变化 相位面积变化与演化方向

C1下降 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H1上升 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P1上升 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啄1下降 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C2下降 x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H2上升 x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P2上升 x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啄2下降 x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姿上升 xD下降，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F上升 xD下降，yD下降 SADBC上升（增加支出，增加支出）

图 1 地方政府间演化博弈相位图

将博弈相位图划分为两个不同状态的系统收敛域

ADBC和 ADBO。系统演化的最初状态和鞍点位置
决定着演化进程和均衡点选择。当初始状态在区域

ADBC中时，系统将收敛于 C（1，1），地方政府 A 和
B均选择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此时地区民生状况得
到最大程度改善。当初始状态在区域 A DBO中时，
系统将收敛于 O（0，0），此时博弈双方都将“减少民
生财政支出”作为策略选择，地区民生建设陷入“囚徒

困境”，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最小，民生福利损失最大。

演化博弈结论证明地方政府之间的民生财政

支出存在策略模仿行为。当一个地方政府选择增加

民生财支出时，相邻地方政府为了防止辖区劳动

力、资本等要素流出，也会增加本地区民生财政支

出，从而达到地区民生建设水平均衡提升，当一个

地方政府选择减少民生财政支出时，相邻政府为了

减少本辖区民生建设的福利溢出，提高本地区民生

资源利用效率，往往也会选择减少民生财政支出的

策略，达到区域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平衡。

（三）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民生建设策略进行演化博弈可知，推动

博弈双方采取增加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策略关键在

于增大图 1中 A DBC的面积 SADBC，

SADBC=1- 12（XD+Y D）=1- 12［C2-姿（1-啄2）（H2+P2）
F +

C1-姿（1-啄1）（H1+P1）
F

其中共有 10个参数会对 SADBC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演化博弈方向（见表 2）。总体而言：（1）成本和
收益是影响地方政府民生建设的重要因素，政府民

生财政支出成本 C1、C2下降以及支出收益 H1、H2增
加均能够促使地方政府采取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

的策略选择。（2）地方政府增加民生财政支出与辖
区民生福利损失呈正相关，当辖区民生福利损失量

P1、P2增加，民生建设任务艰巨时，地方政府基于民
生建设压力会更加重视民生建设，倾向于增加民生

性财政支出以改善辖区民生状况。（3）地方政府增
加民生财政支出进行民生建设与政府民生财政支

出的外部效应系数 啄1、啄2负相关，当民生财政支出的
外部效益溢出降低时，地方政府在民生建设过程中"
搭便车"的可行性将大幅降低，面临下去民生建设压
力，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民生财政支出以改善辖区

民生状况。（4）地方政府增加民生财政支出进行民
生建设的力度与上级政府的问责力度 F呈正相关
关系，上级问责力度越大，地方政府越有激励增加民

生财政支出以进行民生建设。（5）地方政府的民生财
政支出与上级政府的民生考核权重 姿显著相关，上
级政府的民生考核权重越大、力度越严，地方政府增

加民生财政支出进行民生建设的力度就越大。因此，

当地方政府民生建设成本降低、建设效果更加明显、

民生建设效益外溢降低、上级考核和问责力度加大

时，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改

善辖区民生状况，从而形成“趋好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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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2007年我国对财政收支进行了重新分类，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
于2015年 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环保问题，引自人民网，网址为 http：//
env.people.com.cn/n/2015/0305/c1010 -26642063.html；2013 年 4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网址为 cpc.
people.com.cn/n/2013/0411/c64094-2109668.html.

四、空间相关性检验

基于一系列前提假设下得出的演化博弈结论

可能与现实中地方政府间民生财政支出情况不相

符，因此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莫兰指数 、绘制局

部空间莫兰指数散点图来实证检验地方政府之间

民生财政支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策略模仿行

为，即同向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或减少民生财政

支出。

首先文章的核心变量是政府民生财政支出

（live）。目前学界尚未就民生财政支出的范畴达成
统一认识，郭平、林晓飞（2018）[17]将民生财政支出定
义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医疗卫生

支出之和除以各省人口数来表示；姜扬（2016）[18]将
民生财政支出定义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教育支

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之和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重；

曾玲芳（2017）[19]将政府在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社
会保障及政策性补贴①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定义为

民生财政支出。文章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当前社会民生现状，将民生财政支出定义

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及就业（s）、教育（e）、医疗
卫生及计划生育（m）和节能环保（c）4个项目的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并将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除

以各地区的人口总数（p），目的是消除地区人口因
素对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用公式

表示为：

liveit= sit+e it+mit+cit
p it

（1）
其中下角标 i为地区，t为年份，文章着重强调

将节能环保支出纳入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范

畴，这主要是由于现阶段环境和能源问题与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

强调新时代环保之于民生的重要性②，环境是生存

之本，发展之基，新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离不开保

护和改善环境。文章中民生财政支出相关数据均来

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为了与前文演化博弈中地方政府邻近假

设相匹配，在进行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空间相关

性检验时，我们将空间权数矩阵 W ij 设定为是否存

在共同边界的 0-1邻接矩阵。如果两个地方政府之
间存在共同行政区域边界设为 1，如果地方政府之
间不存在共同行政区域边界设为 0。
现实中地方政府很难具备民生建设的独立决

策环境，其决策行为都会一定程度上受到上级领

导、同级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影响。如果

某个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随着临近地区民生

财政支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表现出明显的支出

策略互动，则认为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具有空间

相关性。全局莫兰指数通过将特定政府与临近区域

整体民生财政支出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进行加总

来衡量临近地区对本区域民生财政支出的影响程

度，以及检验整个区域中临近地区政府民生财政支

出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公式如下：

I=
n

n

i=1
移 n

j =1
移wij（xi-x軃）

n

i=1
移 n

j =1
移wij（xi-x軃）2

=
n

i=1
移 n

j =1
移wij（xi-x軃）（xi-x軃）

S2
n

i=1
移 n

j =1
移wij

（2）

式（2）中 n为地方政府数量，W ij 是空间权重中

的地区 i和地区 j。xi和 xj分别为地区 i和地区 j 的
人均民生财政支出，x是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平
均值，S2为方差。

表 3为全国 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民
生财政支出规模空间相关性的全局莫兰指数检测

结果，依表可知，2008年-2018年政府民生财政支
出的空间相关指数呈显著为正，具体而言，所有指

数均介于 0和 1之间，且 P值均小于 0.01，强烈拒
绝无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说明相邻省份政府民生

财政支出存在空间依赖性，地区间的政府民生财政

支出存在显著的策略模仿行为，地方政府的民生财

政支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前文演化博

弈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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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年政府民生财政支出莫兰指数散点图

表 3 2008年-2018年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全局莫兰指数检测结果
Variables Ii E（Ii） sd（I） z P-Value*

2008 0.434 -0.034 0.096 4.886 0.000
2009 0.456 -0.034 0.097 5.048 0.000
2010 0.412 -0.034 0.096 4.668 0.000
2011 0.400 -0.034 0.097 4.501 0.000
2012 0.365 -0.034 0.096 4.161 0.000
2013 0.371 -0.034 0.097 4.197 0.000
2014 0.357 -0.034 0.097 4.057 0.000
2015 0.364 -0.034 0.095 4.175 0.000
2016 0.333 -0.034 0.096 3.841 0.000
2017 0.314 -0.034 0.095 3.688 0.000
2018 0.318 -0.034 0.095 3.727 0.000

淤计算公式为：Ii=（xi-x軃）
S2

i屹 j
移wij（xj-x軃），具体变量含义与全局莫兰指数相同。

于限于篇幅，文章只汇报了 2018年人均民生财政支出的情况，对其余年份感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此外，文章在验证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全局相关

的基础上通过测算局部莫兰指数①，绘制政府民生

财政支出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进一步分析微观区

域集聚情况（图 2）②。从散点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
省份处于第一象限（高值-高值型）或第三象限（低

值-低值型），表明政府间民生财政支出存在空间效
益溢出和策略模仿，地方政府民生建设具有正向空

间相关性。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

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空间

相关性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演化博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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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文章从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使用 2008年-
2018年中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民生
财政数据，假设地方政府为有限理性政府，追逐自

身最大化利益，引入中央政府问责约束机制，构建

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采

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绘制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等

实证方法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民生支出的空间性

特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民生财政支出竞

争行为，表现为民生财政支出的策略模仿，并且这

种行为受到民生财政支出成本及收益、地区民生状

况、外部效应系数、中央政府的民生问责力度以及

民生绩效考核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

作用使得地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竞争策略处于

动态调整之中。新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地区民生建

设，促使地方政府对辖区民生建设空前重视，民生

财政支出竞争具备向“逐顶竞争”转变的理论和现实

可能性，这对于改善我国民生现状、提升国民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策建议

基于文章演化博弈的相关结论，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第一，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保证政府民生

性财政支出只增不减。政府民生财政资金是地方进

行民生建设的重要保障，李克强总理在 2019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政府基本民生投入增

不减，当前疫情影响下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地方政

府民生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开拓

民生资金筹措渠道，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就十分必

要。就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来自中央

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积极争取相关地方财力基本保

障资金和民生政策托底专项资金，获得上级资金支

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运用好债券发行政策，配

套采用政府民生基金投资、贷款融资免息担保、PPP
模式等充分激发社会金融资本对地区民生建设的

积极性，促进地区民生改善。

第二，不断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效率，鼓励民生

建设成本收益创新。上级政府部门要切实细化民生

专项资金成本收益考核程序，不仅关注地方官员在

民生建设中“钱花了多少？”“花到哪了？”更要关注

地方民生建设“钱花的值不值？”“是否用较少的钱

办了更多的事？”等效率层面问题，为地方政府营造

开展民生财政支出效率竞争的制度环境。对于地方

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不断畅通辖区民意表达渠道,，
深入了解本地区人民的民生需求，不断优化财政资

金优化配置，重点突出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

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财政支持。另一

方面，鼓励民生建设领域技术和模式创新，落实民

生财政支出电子管理制度，完善与辖区商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授权支出关系，提供社保卡、惠农“一卡

通”、“一折通”等技术支持，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提

高民生财政支出收益，改善地区民生状况。

第三，尝试民生难题跨区域协同治理，促使民

生支出效益内生化。对于上级部门来说，要统筹好

区域民生治理这盘棋，规划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涵

盖周围若干临近地区的“大民生”区域协同发展布

局，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营造区域民生合作良好环

境。地方政府要积极开展民生性领域内合作治理，

搞好民生治理体制对接，建立区域一体化民生物品

供给平台、加强地区间民生交流合作。目前，京津冀

三地就教育、卫生疾病防控、突发事件应急等方面

签订合作协议，发挥各自区域优势，逐步形成以北

京为核心，河北和天津为两翼，逐步向外辐射的网

络化民生建设模式，为开展区域民生协同治理，促

进区域民生福利均质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四，严格地方政府民生考核问责，强化官员

民生支出激励。建立跨任期的官员终身民生考核问

责机制，严格遵守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清单管理

制度，落实对地方政府重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项目

的全周期绩效跟踪考核评价，逐步完善以民生改

善、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多维考核评价

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民生政绩观，对于

地方民生建设不达标者实行一票否决。

99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0年第 9期

活的影响[J].保险研究，2019，（5）：69-80.
〔11〕李琴，李怡.“新农保”对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估计———

基于 CHARLS数据的研究[J].农村经济，2018，（6）：99-
106.

〔12〕臧敦刚，刘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流动意愿与农村二孩
生育意愿[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6）：62-70.

〔13〕裴育，史梦昱.养老保障支出增长与财政可持续———以

江苏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9，（6）：4-13.
〔14〕张向达，张声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研

究[J].中国软科学，2019，（2）：143-155.
〔15〕米红，贾宁，周伟.未来 70年新农保收支预测与制度完

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1-10.

〔16〕陈水勇.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48-52.

〔17〕王立剑，叶小刚.需求导向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
方案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5）：86-92.
〔18〕张师伟.政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论析[J].广西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15.
〔19〕郑秉文.中国养老精算报告：2019-2050[M].北京：中国

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55-56.
〔20〕边恕，孙雅娜，黎蔺娴.“城乡保”基础养老金普惠型给付

的适度性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63-70.

〔21〕张国海，阳慧.制度缺憾、有限理性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缴费[J].经济问题，2019，（12）：52-59.

〔22〕刘俊杰，高莹.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影响—基
于两广的对比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3）：78-87.

〔23〕封铁英，罗天恒.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长寿风险评估与
应对策略[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3）：73-79.

【责任编辑 寇明风】

参考文献：

〔1〕 吴敏，周黎安，晋升激励与城市建设：公共品可视性的

视角[J].经济研究，2018，53（12）：第 97-111页.
〔2〕 理查德·粤·马斯格雷夫与王桂娟，关于詹姆斯·布坎南

教授《福利民主政体中的财政危机及其对公共投资的

影响》[J].财政研究，1997（12）：第 47-50页.
〔3〕 高远.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D].2009，复旦大

学.第 161页.
〔4〕 张怀雷.对民生财政的探讨[J].财会研究，2012（01）：第

13-15页.
〔5〕 伍文中.财政支出竞争存在性检验———基于变异系数的

分析[J].财经论丛，2010（05）：25-30.
〔6〕 王文剑.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其结构———

基于经验的假说与解释[J].世界经济文汇，2010（05）：
105-119.

〔7〕 曾康华，夏海利.省级财政竞争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
影响———基于空间策略互动分析[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0，32（02）：36-45.

〔8〕 张合金，武帅峰.城市群内部财政支出竞争与 FDI增长
绩效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35（05）：95-101.

〔9〕 李一花，沈海顺，孙爱华.“省直管县”视角下的县级财政
支出竞争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30（02）：116-
120.

〔10〕李承怡.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
间经济效应[J].经济地理，2019，39（09）：24-30.

〔11〕贺达，顾江.地方政府文化财政支出竞争与空间溢出效
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
2018（06）：12-23.

〔12〕王华春，刘清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经济增长效
应：基于策略互动视角[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1
（01）：89-97.

〔13〕唐沿源.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竞争———激励效应及

中国经验的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31（03）：
49-61.

〔14〕王丽娟.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异质性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09）：11-
18.

〔15〕张晏，夏纪军，张文瑾.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与中国省级
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差异[J].浙江社会科学，2010，000
（012）：20-26，74.

〔16〕谢芬，肖育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J].财政研究，2013，000（011）：2-6.

〔17〕郭平，林晓飞.地方官员特征与民生财政支出：来自中国
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J].地方财政研究，2018（3）：70-
77.

〔18〕姜扬.2018，民生性财政支出、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
距[J].社会科学战线，2018（5）：256-260

〔19〕曾玲芳.消费分类视角下民生和非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7（11）：47-50.

【责任编辑 陆成林】

（上接第 99页）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