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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财政能力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

府绩效改进的关键因素，对于地方政府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1]。财政能力是决定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变

量，而财政自给能力是衡量财政能力的主要标准[2]。

财政自给率是衡量财政自给能力的核心指标，反映

了政府财政一般预算的自收自支水平。县是中国迄

今延续时间最长的行政建制之一，也是政府管理承

上启下的重要枢纽，对于整个中国的治理与繁荣至

关重要。有资料显示[3]，1990—2009年中国各级政府

财政自给率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 1994年分税

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一跃而起，达到

1．66，近几年则在 2．4的高位徘徊。然而，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一落千丈，从分

税制改革前的 1．0左右跌落为近些年的 0．6左右。其

中财政自给率最低的是县级政府，近几年一直维持

在 0．4~0．5。由此可以看出，在五级政府序列中，县级

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最差，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迫

切境地。

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低下使得地方政府公共

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许多地方政府沦为“吃饭财

政”，财政收入仅能满足政府机关办公支出，对于

区域发展和公共物品供给等有心无力，严重影响

了地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县乡财政困难已成为

经济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不仅影响城乡和区

域协调发展，而且影响基层政权稳定[4]。如何为县

级政府财政解困，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许多学者指出分税制是导致县级财政自给

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县级财政困境。

而如何实现县级财政解困就成为提升政府财政

能力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5]。尽管县级政府财

政困难的成因是多样的，但财政体制创新一般被

认为是县乡财政解困的重要手段[6]。在所有财政

体制创新的选择中，省直管县的政策目标之一即

是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因此，省直管

县改革被认为是县级财政解困的重要手段[7]。

省直管县改革最初始于地方政府的自发性

创新。1992年浙江省出台《关于扩大十三个县市

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浙政发［1992］169
号），由此拉开我国省直管县改革的序幕。其后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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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又进行了四次改革试点，省直管县改革使浙江

省一跃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8]。浙江省

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促使财政部从 2002年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工

作①，旨在通过对省、市、县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扩

大县级财政的自主权并增强县级财政的可支配收

入，切实推进县级财政解困。2003年以来，江西、吉

林、山东、安徽等省份陆续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

全国各地的试点工作也渐次展开。

2005年初，财政部印发《关于切实缓解县乡财

政困难的意见》（财预［2005］5号）的通知，明确提

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推行省对县财政

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同年 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县乡财政

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

的改革试点”。200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次指

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

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2006年 9月，温

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

议上再次强调，要“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

制改革试点，努力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状况”。短短两

年间，中央高层就省直管县改革发表如此密集的讲

话，表明中央政府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决心。在此

期间，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省直管县改革。截至

2009年 5月底，全国 22个省份（不包括台湾省）中

除贵州外的 21个省均已开展省直管县改革[9]。

2008年 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其中明确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

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有条件的

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这是

中央第一次在全国层面倡导省管县改革[9]。2009年

6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

改革的意见》（财预［2009］78 号），明确要求“2012
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

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由此看来，省直管县改革俨然

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然而，我国实施多年的省直管县改革是否真正促进

了县域经济发展并缓解了县级财政困难？这项改革

对县级财政解困的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哪些

因素制约了改革的财政解困效果？这些问题是实施

和进一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需要回答的核心

问题。

对于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有效解决县级财政困

难，学者们的看法并没有达成一致。支持者认为省

直管县改革缩短地方财政链条，减少地方财政管理

层级，将“五级政府”变为“三级政府”，提高了县级

财政地位，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

度，充分调动县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

了县域经济发展[6，7，10－12]。持审慎观点的学者认为，县

级财政困难并不能归咎于“市管县”的财政体制，其

根本原因是分税制改革造成县级政府事权和财权

不对等，而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一

分配格局，因此并不能解决县级财政困难[13－14]。还有

学者从政府层级设置和管理幅度的角度提出质疑，

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后省级政府管理幅度太大，会超

出其管理能力并带来巨大的成本和潜在的风险，因

此应在划小省区的前提下进行省直管县改革[15－17]。

现有关于省直管县改革效果的研究主要来自

于案例研究和调查报告[18－21]，较少实证研究，尤其缺

乏基于大样本的系统实证分析。在研究内容上，学

者们较多关注于省直管县改革对于财政支出的影

响[22－23]，而较少关注其对县级财政困难的影响。目前

仅有贾俊雪等运用 2000—2005年县级政府面板数

据，从财政自给能力的角度分析了省直管县体制改

革对于县级财政困难程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省直管

县体制创新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并不

能有效地缓解县级政府的财政困难[24]。然而该研究

只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县级财政困难的整体

效应，并没有深入探讨改革效应在时间上的变化趋

势。而且省直管县改革在 2005年前后只是局部试

点，试点县的数量有限且改革才刚刚开始，改革效

果的发挥可能因为时间的滞后性而并不显著。

本研究利用省直管县改革分地区、分时段逐步

推进的特点，采用倍差法模型估计，选取中国 6个

省 458个县和县级市 2004—2009年的相关社会经

济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

县级财政困难的整体效应及其在时间上的变化趋

势。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的财政政策效应明显，

显著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但其政策效应呈

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研究还发现省直管县改

革对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最

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

①资料来源：财政改革大事记（2001—2007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添砖加瓦，参见：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zgg
0000_1/gglc/200811/t20081107_88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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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以下章节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省直

管县改革的基本情况及其预期影响进行总结，并据

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对本文的样本、数

据、变量测量和分析方法等进行介绍，并报告我们

的数据分析结果。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发现进行讨

论，并得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2 理论阐述与假设提出

2.1 省直管县改革与财政自给率

许多学者从财政分权的理论视角考察地方政

府之间的竞争问题，发现财政分权不可避免地增加

了上下级政府之间在资源和资金分配方面的争

夺 [25－26]。财政分权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

位，使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各

级政府都想方设法扩大自身的财力资源，而其结果

是导致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资源争夺战[28]。张晏

建立基于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增长模型，验证了

分税制后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税收竞争[27]。

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赋予上级政府管辖下

级政府的强大权力，上级政府通常面临严重的“逆

向软预算约束”，即可以通过向下级政府层层索取

而不断扩大预算外收入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29]。在

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显然倾向于通过侵蚀下级政

府的财政收入来扩大自身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与此

同时，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同构”使得上级政

府倾向于将过多的事责摊派给下级政府，由此引发

收入上的层层收权和支出上的层层下放，导致地方

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急剧下降[30]。

县与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地级市

对县的管辖也因为这种竞争关系而难以调和，并使

县级政府财力与事责严重不对等，由此产生县级政

府财政困境。孙学玉等对江苏省的调研发现，分税

制后中心城市经常利用行政优势，向上截留省级财

政资源并向下侵蚀县级财政资源，使县级政府的财

政状况不断恶化[31]。省直管县改革能够赋予县级政

府极大的自治权，使其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谋划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级市对县级政府经济活

动的过分干预，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主动性并促进

县级财政能力的提高，进而缓解县级财政困境[22]。

对河北省束鹿县的研究发现，1980 年代以来

建立并日趋成熟的“市管县”体制严重制约了县域

经济的发展，而省级政府管辖对县域发展具有巨大

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实

行[32]。才国伟等采用县级政府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

研究也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提高了地方政

府的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速度，而强权扩县改革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

革[23]。来自江苏省[18]、安徽省[19]、甘肃省[20]以及浙江

省、湖北省等地[21]的案例研究也表明，省直管县改

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并提

高县级政府筹措资金以满足本地发展需要的能力。

上述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有利

于县级政府提高财政自给能力并缓解其财政困难。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正相关。

2.2 县域状况的调节效应

我国地域辽阔，县级政府所处的地域环境和资

源禀赋等条件都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财政能

力亦呈现地区非均衡发展状态，在改革时应适当兼

顾因地制宜的原则[33]。吴金群的研究发现，省直管

县改革依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广泛的改革共

识、适当的管理幅度、必要的经济基础、较好的技术

保障、充分的试点经验等[34]。因此，像其他改革一

样，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也可能会受到地域环

境等权变因素的影响。

县域经济是县级政府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基础，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就

越强，社会承受改革震荡的空间也越大。省直管县

改革的根本意图是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经

济基础薄弱、财政困难程度严重的县可能缺乏经济

起飞所必需的资金和资源[13]。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省直管县改革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性较强，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可能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效

果更好。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省直管县改革

对县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较大。

一个地区人口规模的大小体现了该地区的整

体实力和政治地位，越是人口规模大的县越能引起

上级政府的重视，也更能体现改革的价值和示范作

用[23]。因此，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得到省级政府

更多的关注和财政资金支持。而且人口规模增长会

给县级财政支出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22]，可以使省

直管县改革的平均分担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此外，

省直管县改革后，人口规模增长也能带来税源增

加，从而有助于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24]。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人口规模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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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显著影响，即省直管县改革在人口大县会更

有利于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基于此，我

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省直管县改革对县

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较大。

省直管县改革是指由省政府直接管辖县级政

府，其中包括县和县级市。县级市与县在环境资源、

政府职能和职权关系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与县相

比，县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

进程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等都较高[35]。假设二提出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省直管县改革的效果较

好；由此可以推论，县级市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效

果会优于县。才伟国等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越高，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能力越

高，就越适合权力下放，发挥地方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因此越易于实施省直管县改革[23]。县级市已经

具备了省直管县改革的基础条件，从改革前过渡到

改革后的状态较为自然顺畅，有利于改革效应的发

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与县相比，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市政府财

政自给能力的影响较大。

3 数据与方法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们采用县级数据进行假设检验，为了扩大样

本量进行模型估计，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各省份

有关省直管县改革的文件资料和统计数据。基于数

据的可获得性并体现样本的代表性，我们最终采集

了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甘肃、四川等 6个省的全

部县和县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属于东部地

区，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属于中部地区，甘肃省

和四川省属于西部地区。省直管县改革的相关数据

来自各省试点和推行该项政策的政府文件，通过手

工编码输入。其他变量均来自各省各年份统计年

鉴。

在样本省份中，安徽省和湖北省从 2004年开

始最早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皖政［2004］

8号；鄂政发［2004］20号），因此我们选取 2004年

作为样本时间段的起点。2009年是我们可以获得

数据的最晚年份，也是多数省份完成省直管县改革

推行的年份，因此我们将 2009年选为样本时间段

的末点。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行政区划调整，个别县

的行政区划在样本期内发生变化。为此，我们剔除

了在观测期内县改区或撤并的县。本研究的最终样

本集合为 458个县（市）（包括 378个县和 80个县

级市）2004—2009年间共计 6年的面板数据，观测

点共 2748个。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县（市）财政自给率指该县（市）财政收入占该

县（市）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结

构较为复杂，我们可以获得的数据为县级政府的预

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因此，因变量财政自给率指当

年各县财政预算收入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采用

如下公式计算：

Selfit＝ Rit

Eit
×100％ （1）

式（1）中，Selfit指 i县在 t年的财政自给率，

Rit指 i县在 t 年的财政预算收入，Eit指 i县在 t年

的财政预算支出。鉴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也是政府财

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我们对财政自给率的估计可能

偏低。

3.2.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虚拟变

量。为此，我们构造如下用于反映省管县改革进程

的虚拟变量。首先是反映特定省份推行省管县改革

的虚拟变量即“改革所有年”（PMCR），于该县进行

改革的当年及其以后的所有年份都取值 1，在此以

前的其他年份都取值为 0。

其次是衡量特定县市参与省管县改革当年的

虚拟变量“改革当年”（PMCR1），即特定县市参与省

管县改革的当年取值为 1，其他年份取值为 0。因为

改革一般是在年初宣布，而相关统计数据发生于年

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改革的效果在当年就应该能

够反映出来，改革第一年指的就是改革当年。

最后，为了估计省直管县改革推行以后的持续

效应及其变化趋势，我们还设置了另外 5个虚拟变

量，即“改革第 i年”（PMCR i），分别当该县处于改

革第 i年时等于 1，其他年份为 0。由于样本期为 6
年，因此设置了 5个虚拟变量，从第 2年（PMCR2）

到第 6年（PMCR6），依此类推。

3.2.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研究，我们控制了如下可能对财政自

给率产生影响的变量。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可能影响政府汲财能力，并对政府公共支出产生影

响，因此我们控制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采用当年县 GDP 总量

除以其人口规模。

36



其次，人口规模会对政府各方面运作产生影

响，而财政自给能力显然不在例外，为此我们控制

了各县的总人口。鉴于上述变量的值较大，我们对

其均取对数。

再次，县和县级市都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但

实践中县级市已经得到了省的协管，不同行政单位

划分的影响需要在检验省直管县改革的效应中予

以控制。为分析县级市相当于县的改革效应，我们

特别控制了县级市的影响。即县级市为 1，县为 0。

最后，我们还设置了用于估计固定效应的省份虚拟

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以江苏省为参

照组，设置其他 5个省份的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

量以 2004年为参照组，设置其他 5年的虚拟变量。

我们采用通胀率进行各年度经济和财务数据的抹

平，以消除通胀因素的干扰。

3.3 统计检验方法

政策评估研究一般采用倍差法模型估计或双

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36]，通过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获得政策变量对政策结果

的实际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许多政策已经

得到了该方法的验证，表明了倍差法模型估计的可

用性，如对税费改革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37]、农信

社改革的支农效果分析[38]、以及义务教育“两免一

补”政策实施效果[39]等。

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本文 458
个样本县中是分层次推进的，其中有 109个县在样

本期内始终处于已经改革的状态，有 117个县在

样本期内始终未进行改革。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政

策分地区逐步推进的特征，将其视为一场“自然实

验”[37]，借鉴双重差分模型的方法对其效果进行检

验。本文的估计模型如下：

Selfit＝β0+β1Reformit+β2Xit+εit （2）

式（2）中，β0为截距，Reformit指 i县在 t年推行

省直管县改革，β1是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Xit

为其他控制变量，β2是其对财政自给率的影响，εit

为误差项。

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而言，倍差法模型估计需

要注意自然实验的两个基本条件[40]。一个是自我选

择（Self－Selection）问题，即政策实施的对象具有一

定的特点，使其本身难以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由于

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均选取典型县市进行，因此对

县的选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即自我选择问题并不

严重。其次是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即将政策

的预期结果作为选择政策实施对象的条件。对省直

管县改革而言，由于改革试点的选取兼顾到各种类

型的县市，并没有刻意选取财政自给能力较差的县

市，而且像江苏省在 2007年对所有县市进行省直

管县改革，因此这方面的威胁也可以忽略。

4 结果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报告了 6个省份 2004—2009年间直管县

改革的政策文件分析结果。表中前六行报告了 6个

省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县的数量及其占所在省

所有县总数的比重，最后一行报告了 6省份改革县

占所有样本县的比重。从表 1中可以看出，2004－

2009年间省直管县改革经历了三次高潮，分别是

2004、2007和 2009年，可以推断这可能与前文所

述 2003 年、2006 年和 2008 年中央颁布的相关重

要政策文件密切相关。2007年以来，随着省直管县

改革的不断深入，6省份全部都开展了省直管县改

革的试点工作，且采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县的数

量和比例也大幅度增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省直管县改革在 6个省

份呈逐步扩散状态，表现出中部先行并逐步向东西

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省

份采用了略微不同的方式进行省直管县改革。安

徽、江苏和湖北的省直管县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

表 1 2004—2009年间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进展情况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安徽省 57（93.44%）

江苏省 52（100%）

甘肃省 16（23.19%） 25（36.23%）

四川省 27（14.92） 32（17.68%）

江西省 21（26.25%） 38（47.5%） 21（26.25%）

湖北省 52（86.67%）

每年占总样本的比重 109（23.80%） 21（4.6%） 133（29.04%） 78（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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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次性将全省的大多数县纳入了改革范畴。其

余三个省份则是采用循序渐进、逐步渗透、分阶段

改革的方式。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分析显示，样本期前三年每年都有约 10％的县试

点省直管县改革，进入第 4、5、6年的改革县的比例

为 5％左右。由表 1和表 2还可以看出，大多数进

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县已经进入到改革的第三年，少

部分县的改革进程已经进入到第五、六年。由此可

以判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中长期实施效果

已经浮现。

由表 2还可以发现，样本期内县级政府的财政

自给率为 0．286，这说明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

较低，自身财政收入仅能维持不到 30％的支出责

任。这也表明在我国县级政府普遍面临财力和事权

不对等的状况，财政困难的问题十分突出。需要说

明的是，样本期内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0．4－0．5），究其原因，可能与样本内中西

部省份偏多有关。此外，由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

可以看出，样本期内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最低的县

仅为 0．7％，最高的县则达到 120％，财政自给率的

标准差为 20．8％，说明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存在

显著差异。

相关分析显示（如表 3所示），人均 GDP对数、

人口对数和县级市虚拟变量等均与财政自给率高

度相关，表明我们对上述变量进行控制的必要性。

各项省直管县改革虚拟变量与财政自给率也存在

一定的相关性，其中改革所有年虚拟变量的相关度

达到 0．13，初步说明省直管县改革对财政自给率的

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前三年的相关系数

均为正，改革 4~6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且均逐年

递减，可能暗示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具有短期

性，并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说明有必要深

入探讨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财政困难的影响在时

间上的变化趋势。除此之外，人均 GDP对数与县级

市虚拟变量高度相关（0．42），为此需要在回归分析

时避免出现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全样本假设检验

在上述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对全样本

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倍差法模型估计对本文的研究

假设进行检验（如表 4所示）。我们首先采用静态模

型分析省直管县改革对财政自给率的整体影响，以

及省直管县改革当年对财政自给率的影响。随后采

用动态模型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的长期影响及变化

趋势。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财政自给率 2748 0.286 0.208 0.007 1.205

改革所有年 2748 0.447 0.497 0 1

改革当年 2748 0.123 0.329 0 1

改革第 2年 2748 0.095 0.293 0 1

改革第 3年 2748 0.095 0.293 0 1

改革第 4年 2748 0.047 0.212 0 1

改革第 5年 2748 0.047 0.212 0 1

改革第 6年 2748 0.039 0.194 0 1

人均 GDP对数 2748 8.909 0.721 6.964 12.429

人口对数 2748 3.678 0.922 -0.236 5.381

县级市 2748 0.175 0.380 0 1

变量 财政
自给率

改革
所有年 改革当年 改革

第 2年
改革
第 3年

改革
第 4年

改革
第 5年

改革
第 6年

人均 GDP
对数 人口对数

财政自给率 1.000

改革所有年 0.127 1.000

改革当年 0.094 0.418 1.000

改革第 2年 0.090 0.361 -0.122 1.000

改革第 3年 0.078 0.361 -0.122 -0.105 1.000

改革第 4年 -0.015 0.247 -0.083 -0.072 -0.072 1.000

改革第 5年 -0.031 0.247 -0.083 -0.072 -0.072 -0.049 1.000

改革第 6年 -0.037 0.225 -0.076 -0.066 -0.066 -0.045 -0.045 1.000

人均 GDP对数 0.656 0.171 0.009 0.047 0.116 -0.004 0.070 0.105 1.000

人口对数 0.347 0.348 0.118 0.126 0.127 0.096 0.097 0.100 0.019 1.000

县级市 0.486 0.092 0.029 0.050 0.050 0.007 0.007 0.020 0.418 0.256

表 3 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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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面板数据来说，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

计会导致偏误，因此首先需要通过 Hausman检验

来判断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

计。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的估计结果是系统一致的，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原

假设，那么就应该采用随机效应估计；反之，原假设

被拒绝，则需要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36]。我们对

估计模型进行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前两个模

型的检验值均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因此拒绝

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著

不一致，说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进行模型估计。第

三个模型的检验值无法满足 5％的水平上的统计

显著性检验，因此接受原假设，即随机效应与固定

效应的估计结果显著一致，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估计。

表 4的模型 1报告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财

政自给能力的整体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省直管县改革所有年虚拟变量

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产生了高度显著的正向影

响（ β＝0．013，p＜0．01），假设 1得到支持。研究还发

现，省直管县改革对于财政自给率的贡献约为

1．3％，即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因省直管县改革

的实施每年约提高 1．3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总体上

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有效地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

给能力，从而缓解县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局面。这可

能是因为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后，减少了市级政府对

于县级政府财力上的层层“盘剥”，以及对县级财政

的“盘剥”。

模型 2报告了省直管县改革实施当年对于县

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

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省直管县改革实施当年即

对财政自给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15，p＜

0．001）。这也说明实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当年

就能平均提高县级政府 1．5％的财政自给率。这与

我们前述改革一般在年初推行而年末即可能看到

影响的判断一致，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县级财政

的影响可能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因此，省直管县改

革在各省之间传播得如此之快，除了中央政策的导

向之外，可能还因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效果非

常显著，能在短期内有效地缓解县级政府的财政困

难。

上述两个模型从静态层面分析了省直管县改

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表明它对缓解

县级财政困难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然而，省直管

县改革的积极效应能否持续发挥？为了考察省直管

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在时间上

的变化趋势，模型 3从动态层面对省直管县改革后

的若干年份进行跨期分析，分别考察省直管县当年

表 4 全样本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固定效应 模型 1随机效应 模型 2固定效应 模型 2随机效应 模型 3固定效应 模型 3随机效应

改革所有年 0.013**（3.25） 0.008*（2.01）

改革当年 0.015***（4.32） 0.014***（4.10） 0.007（1.45） 0.002（0.37）

改革第 2年 0.000（0.07） -0.005（-0.89）

改革第 3年 -0.004（-0.68） -0.012*（-1.97）

改革第 4年 -0.024**（-2.75） -0.033***（-4.01）

改革第 5年 -0.023*（-2.55） -0.034***（-3.92）

改革第 6年 -0.032**（-3.11） -0.046***（-4.63）

人均 GDP对数 0.192***（17.56） 0.204***（35.51） 0.192***（17.63） 0.204***（35.83） 0.192***（17.67） 0.204***（35.90）

人口对数 0.192***（5.76） 0.049***（10.76） 0.185***（5.57） 0.049***（10.90） 0.166***（4.97） 0.049***（11.02）

N 2748 2748 2748 2748 2748 2748

R2 0.5331 0.8090 0.5463 0.8098 0.5827 0.8127

F

Wald chi2
86.83***

-

-

3385.21***

88.14***

-

-

3466.22***

56.52***

-

-

3509.29***

Hausman

test

50.50

0.0000

17.05

0.0296

20.74

0.0782

注：（1）括号内为 t统计量；（2）*、**和 ***分别表示在 0.05、0.01和 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3）上述模型中，固定效应模型均控
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随机效应模型均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4）县级市虚拟变量导致多重共线性
问题，我们剔除了对它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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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革后的每一年对财政自给率的影响。

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省直管县

改革的正向影响逐年递减，仅改革当年的回归系数

是正向的且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改革后的其他

所有年份均与财政自给率负相关。上述结果说明，

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主要表现在改革当年，且

改革整体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更

为重要的是，改革第 3~6年的虚拟变量均与财政

自给率显著负相关，且其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年递

增，这说明省直管县改革的正面影响效果可能仅能

维持两年。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第 3年的哑变量与财

政自给率的回归系数为－0．012且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说明省直管县改革实施三年后不仅不能有效

地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反而会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其财政自给能力，从而加剧县级政府财政

困难程度。而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第 6年后，县级

政府财政自给率降低 4．6％，其负面影响远远高于

改革当年的正面效果。

上述发现与才国伟等对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

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相

似性，即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在短期具有积极的

影响作用，但是长期而言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

影响[23]。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省直管县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减少财政管理的层

级，避免地市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盘剥，从而提高

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效缓解县级政府的财政困

难局面。然而，我国县级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分

税制改革造成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等的分配格局，省

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所以它解决财政

困难的作用可能非常有限，从而导致其效果仅能维

持两年时间。

此外，实施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在省级政府管

理幅度不变的情况下，省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都

被削弱，而县级政府的权力却得到增强。在没有其

他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县级财政权限增强可能加剧

其恶性横向竞争[41]，县级政府可能为了追逐政绩和

争夺上级财力支持而盲目扩大投资、增加财政支

出，从而导致县级财政更加困难，使得省直管县改

革的长期效果出现逆转。因此，我们需要辨证地看

待省直管县改革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如“乡

财县管”制度改革一样，不仅需要看到某项制度改

革的正面效应，还需要认识到其可能诱致的负面影

响[42]。

4.3 子样本假设检验

由前面的假设可以得知，省直管县改革的实施

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改革实施之前该地区的

初始条件。因此我们采用分组回归分析法，对省直

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之间关系的依存

条件进行假设检验，并进一步分析各县改革之前的

初始条件是如何影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

级财政解困的影响。对于人均 GDP和人口规模等

连续变量，本研究以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观测点大

致相同的子样本；对于县级市分类变量，我们以分

类点将全样本予以划分①。本研究采用 Chow检验

对分组回归模型进行比较，考察两组模型的改革所

有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是否相等，

并将其作为假设是否得以支持的依据。分组回归分

析显示（见表 5），各县（市）改革之前的初始条件对

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具有显著影响。

从模型 1和 2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人均 GDP对数大于中位数的组别中，

省直管县改革使县级财政自给率提升了 1．8个百

分点（p＜0．01）。而在人均 GDP对数小于中位数的

组别中，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p＝0．954）。而且通过

Chow检验发现，两组模型的改革所有年虚拟变量

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相等，因此假设 2得以

支持，即人均 GDP对数大于中位数的组别的解释

力强于人均 GDP对数小于中位数的组别。

上述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实

施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其实施更有

利于改善县级政府的财政困难。究其原因，可能是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本身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

和发展环境，因此在省直管县改革后能够凭借自身

优势，为省直管县改革提供有力的经济基础保障。

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因为具有发展经济所

需要的资本和条件，其通过改革扩大县域经济和提

高财政能力的意愿可能较高，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

和财政自给能力提高。反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的县即使具有改革意愿，但为改革提供配套措施

和基础设施的能力较弱，改革效应不如预期效果理

想。

模型 3和模型 4分析了人口规模对于省直管

县改革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人口对数大

于中位数的组别中，省直管县改革使县级财政自给

①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根据 Hausman检验结果报告了最适合的
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竞争模型的结果可以向作者索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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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 3．1个百分点（p＜0．001）。而在人口对数小

于中位数的组别中，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财政自给

率的影响并不显著（p＝0．052）。Chow检验发现两组

模型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相等，因此假设 3

得以支持，即人口对数大于中位数的组别对财政自

给率的解释力强于人口对数小于中位数的组别。

上述结果表明，人口大县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更

有利于改善县级财政困难。这可能是因为县级政府

的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规模越

大，县级政府越能有效降低省直管县改革的成本。

同时，人口大县与省级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较高，

因此可能会导致省级政府较多的财政关注和政策

支持。此外，人口大县从省直管县改革中获益并产

生放大效应的可能性也较大，从而促使财政自给能

力提高并有效缓解县级财政困境。

模型 5和模型 6分析了县级市对于省直管县

改革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县级市组别中，

省直管县改革使县级财政自给率提升了 5．4个百

分点（p＜0．001）。而在县级组别中，省直管县改革仅

使县级财政自给率提升 0．3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

不显著（p＝0．406）。同时 Chow检验也支持该结果，

因此假设 4得以支持，即县级市组的改革效应显著

大于一般县组。

上述结果表明在县级市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

效果要明显优于县，在县级市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更

有利于提高县级财政自给率并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与县相比，县级市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

行政自由裁量权都较高，在省直管县改革以前就已

经得到了省级政府的协管，其独立于地级市的程度

也较高。因此，县级市已经具备了省直管县改革的

基础条件，从改革前过渡到改革后的状态较为自然

顺畅，更有利于改革效应的发挥。

上述分析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在人口规模较大

的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以及县级市的政策效

应较大。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说明省直管

县改革的效果依赖于改革实施之前该地区的初始

条件，即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县域规模

等条件的要求较高。庞明礼等发现，省直管县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使“好的更好”，即对于财政困难

程度本身不高的县来说，可以起到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缓解财政困难的作用；但对于自身比较困难的

县来说，作用并不显著[13]。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

述发现，表明人均 GDP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县级

市往往是财政困难程度不太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因

为改革之初就具有较好的初始条件和绝对优势，使

其在进行省直管县改革后能够迅速营造良好的经

济发展环境，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财政自给能

力显著提高，从而有效缓解县级财政困境。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国各地普遍试点并推广的省直管县改革

被认为是实现县域经济盘活和县级政府财政解困

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该方面的实证证据却较为欠

缺。本研究基于 6省 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

用基于自然实验的倍差法模型估计，分别从静态和

动态两个方面考察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缓解

县级政府财政困境的作用。静态模型发现，省直管

县改革的整体财政政策效应明显，显著提高了县级

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省直管县改革将更多的财政

收支权力下放给县级政府，减少了市级政府对县级

政府的财力挤占，有利于增强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

能力，从而改善县级财政困难局面。

动态模型发现，省直管县改革的正向影响逐年

表 5 子样本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人均 GDP对数
大于中位数

模型 2
人均 GDP对数
小于中位数

模型 3
人口对数
大于中位数

模型 4
人口对数
小于中位数

模型 5
县级市

模型 6
县

改革所有年 0.018**（2.68） -0.000（-0.06） 0.031***（5.68） -0.011（-1.95） 0.054***（4.70） 0.003（0.83）

人均 GDP对数 0.257***（15.05） 0.101***（5.61） 0.224***（12.24） 0.163***（23.97） 0.362***（11.12） 0.156***（14.11）

人口对数 0.154*（2.48） 0.170***（4.25） 0.258***（4.44） 0.064***（10.54） 0.155（0.80） 0.167***（5.24）

N 1374 1374 1374 1374 480 2268

F 41.81*** 52.26*** 56.71*** - 32.06*** 63.41***

Wald chi2 - - - 1498.37*** - -

R2 0.7091 0.3280 0.6179 0.7608 0.7991 0.3753

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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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仅改革当年的回归系数是正向的且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改革后的其他所有年份均与财政自

给率负相关。这说明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主要

表现在改革当年，且改革整体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边

际效益递减趋势。上述分析说明，省直管县改革在

进入纵深期以后出现政策效应逆转，并可能产生一

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省直管县后市县关系不顺

畅，县级政府面临“两个婆婆”管理的局面，从而弱

化了改革的效果，导致负面效果浮现；另一方面，省

直管县改革可能加剧县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县

级政府为了争夺财力资源展开恶性竞争，盲目扩大

投资并增加财政支出，从而恶化县级财政状况。因

此，省直管县改革的长期持续效应并不乐观，还有

待于进一步观测。

县级政府所处的地域环境和资源禀赋等条件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也会

受到上述权变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

革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行政单位性质

的县中产生了不尽相同的政策效应。在经济发达的

县、人口规模较大的县以及县级市，省直管县改革

的政策效应最为明显，能够更好地缓解县级财政困

难。这也进一步说明省直管县改革的基础条件恰恰

是人们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规模大等“利好

因素”[34]，因此选取经济条件好、人口规模相对较大

的县和县级市进行试点，可能更有利于改革效应的

提升。

上述研究发现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和有效缓解县级财政困难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并为我国未来大面积推广省直管县改革

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省直管县

改革的确会对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提高起到不容

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在县乡财政解困迫在眉睫

的背景下，为提高县级财政自给能力，有必要进一

步扩大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范围。但不容忽视的

是，配套改革的滞后使省直管县改革从长期来看反

而不利于县级财政状况的改善，县级财政困难甚至

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反弹，改革的长期持续效应并

不乐观。因此，建议各地在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

的同时出台配套措施（如同时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

革、加大对县级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力度等），避免

“单打一”造成的改革效应式微。

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较小的县

因为自身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可能难以承担发展经

济所必需的资金和资源，因此改革效果非常有限。

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省直管县改革会耗费省

级政府的大量人力和财力，可能难取以得预期效

果。因此，建议审慎论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省直管

县改革的可行性和成本收益，结合县域经济和财力

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采取合适的策略，避免“一

刀切”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财政困难的县，建议通

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来改善财政状况；对于人口规

模较小的县，建议先合并再改革。

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首先，不

同改革策略的影响不尽相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

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策略进行分类，细致考察不同改

革策略的影响以及不同改革策略之间的配套关系

对县级财政自给率的影响。其次，未来研究可以分

析省直管县改革影响财政自给能力的作用机制，以

明确省直管县改革发挥政策效应的主要通道，为该

方向研究的理论进展提供新的视角。最后，基于本

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使之涵盖更为广泛

的地区和时期，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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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democracy－conduction and technical－perfection． This paper firstly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hy－

pothesis concerning result－oriented overal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and then establishes an inte－

gral technique route；furthermore，with the orientation of independent third－party position and public satisfac－

tion，the paper analyses and reviews the data for overal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survey for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uangdong＇s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in 2008，for the purpose of demonstrating and

testing the hypothesi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veral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hina local

governments reflects citizens＇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that its appraisal course in－

dicate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and that its results actually form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Key Words：Overal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Hypothesis；Demonstration；Public Satisfaction；

Guangdong＇s Practice

（3）Citizen Participation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Making：A Case of
the Open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in Hangzhou City

WANG Yanhong·24·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030，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1）03－0024－EA

Abstract：With advancing progr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arousal of citizenship，more scholars，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Therefore，this pa－

per especially chooses and analyzes the open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in Hangzhou city which won an

award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2010．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and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system，this paper proposes that，in order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citizen participa－

tion，four questions need to be solved：Who participates？ What can citizens participate in？ How can citizens

participate？ What effect can participating behavior have？

Key Words：Public Policy Making；Citizen Participation；Hangzhou City；Open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4）Province－Managing－County Reforms and Mitigation of Fiscal Deficiencies of County
Governments in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nel Data from Six Provinces

LIU Jia1，2，MA Liang1，2，WU Jiannan2·33·

（1．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2．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1）03－0033－EA

Abstract：The Province－Managing－County Reforms（PMCRs）experimented and diffused nationally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important means to stimula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tigate fiscal deficiencies of

county governments in China． However，there are no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arguments so far．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six provinces in China and utiliz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ion of a natural experiment，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PMCRs on fiscal self－supporting capacity of county governments． It is

found that PMCRs do increase fiscal self－supporting rate of county governments，but their policy effects de－

crease year after year． Also it is found that PMCRs have relatively larger effects for county－level－cities，richer

and larger counties． We discuss the findings above and conclude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future re－

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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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Province－Managing－County Reform；Fiscal Self－Supporting；Mitigation of Fiscal Deficiencies；

Panel Data；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ion

（5）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Provincial Panel Data

JIANG Kezhong·44·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1）03－0044－EA

Abstract：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has the dual attributes：on the one hand，too much spend－

ing is harmful to economic growth，mak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competition and

doing harm to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s，and goes against the macro－policy objectives of China Central Gov－

ernment at the same time；but it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refore，

local governments face a dilemma on the issue of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from

China＇s 30 provinces（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from 1998－2006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s：In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with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

ment fiscal expenditure discretion，the overall effect is the increase of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ere is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ex－

penses．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resource endowments，and social structur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finance reform，the other items of

public expenditure （except for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have significant ＂crowding out＂ effect on adminis－

trative expenses．

Key Words：Fiscal Decentralization；Administrative Expenses；Government Competition

（6）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Openness o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Structure

LI Jianjun1，XIAO Yucai2·53·

（1．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1）03－0053－EA

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openness o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rela－

tive structure changes，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07．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increased trade openness increases local individual income tax，behavior tax，property tax and

non－tax revenue significantly，induces the increase of local total fiscal revenue，raises the proportion of IIT，

PT and non－tax，but reduces the proportion of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tax；the increased investment

openness increases local business tax，IIT，BT，non－tax and extra－budget revenue significantly，reduces local

revenue of domestic value－added tax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raises the proportion of business tax，IIT，BT，

PT，non－tax and extra－budget revenue，and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local total fiscal revenue on the whole．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trades on economy and tax base，the existing tax distribu－

tion system，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fiscal revenue，local governments＇ game behaviors for multi－objectives

are the reasons that economy openness has complex and non －coherent effects o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structure． Finally，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Economy Openness；Local Fiscal Revenue；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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