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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激励制与晋升锦标赛:
增长动力的制度之辩∗

∗

吕冰洋　 陈怡心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其制度来源的解

释,一直存在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和经济上的财政激励制两种学说。 根据我们总结的中

国地方治理的七条规律,包括分等而非统一标准治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纵向而非

横向比较、集体而非个人作用、综合而非单一考核、政治约束而非激励为主,以及信息相

对清晰而非不对称等,很难找到晋升锦标赛的存在空间;而政府间财政关系所蕴含的财

政激励制一直是中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重要制度安排,分税制是一个税收“弹性分成”合

约系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努力和风险分担等信息,能因时因地调动各

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实证分析亦发现,财政激励制能够解释地方经济增长的

17. 98% 和投资增长的 31. 63% ,而晋升锦标赛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研究有助于澄清关于

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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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而,理解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有动力推动经

济发展? 背后的激励来自哪里? 这是文献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激励地方政府本质上是激励各级地方干部,要调动各级干部积极性,无非是政治激励与经济

激励,由此产生两派观点。 政治激励以晋升锦标赛为代表,认为中国存在一个以经济发展绩效排

名为标准的官员选拔机制,是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周黎安,2007;Li 和 Zho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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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等,2005)。 经济激励以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为代表,认为财政分权改革下,地方享有财政收

入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激励,中国的 M 型组织结构又加强了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的激励

(Montinola 等,1995;Qian 和 Weingast,1996,1997),该理论主要聚焦于 1994 年前的分灶吃饭体制,
对分税制后财政体制的作用基本没有触及。

虽然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都是调动地方官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但哪种激励手段真正发挥了

作用? 实证上,无论“官员晋升锦标赛”还是“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自理论提出后就不断面临质

疑。 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解释? 分税制作为运行了 20 多年的基本财税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发

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分税制之后,从政府行为动机的角度,比较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地方政

府积极性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制度分析论述了晋升锦标赛和财政联邦主义

理论的局限性,并运用组织经济学理论,对财政体制蕴含的激励逻辑进行了系统阐释,尤其从新角

度分析了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激励来源;第二,以往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实际绩效,而
忽视了政府的行为动机,本文以 GDP 和投资增长目标刻画政府行为动机,从动机角度来理解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发挥;第三,基于市级数据,设计出合理度量晋升锦标赛和财政激励制的指标,通过

丰富的实证检验来判断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效果。
本文研究发现,基于政府间财政关系所蕴含的财政激励制,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动机有非

常强的激励作用,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显著激励地

方政府提高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目标,且对投资增长目标的激励作用更大。 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作为政府间税收利益分配的代表性税种,是激励地方发挥积极性的核心枢纽。 而无论制度分

析还是实证结果,均发现晋升锦标赛带来的政治激励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没有明显影响。

二、 关于晋升锦标赛和财政激励论的评述

(一)政治激励: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代表

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动机,一种观点是从政治激励的角度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晋升锦标赛理论。 基于业绩排序的锦标赛( rank-order tournament)最先由 Lazear 和 Rosen(1981)
提出,用于研究科层组织中晋升机制和岗位薪酬等问题,其特点是关注参赛代理人的相对排名而

非绝对成绩,它能够有效激励代理人围绕委托人所设定的目标展开竞争。 Li 和 Zhou(2005)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模式,认为中国存在一个“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激励制

度,也就是说官员的晋升概率由其任职期间的经济增长业绩决定,并认为中国这种特殊的干部晋

升机制成为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
晋升锦标赛的提出,成为从政治激励角度研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动机的一个代表性学说,影响力

甚至超出学术界,成为各种媒体常引用的术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从制度和实证上①对“晋升锦标赛”的存在性提出质疑。 陶然

等(2010)、陶然和苏福兵(2021)认为从正式制度和实证检验上均不支持“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其
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根据“德、能、勤、绩、廉”考核官员,而考核标准并不能量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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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清楚地知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自然也不会仅凭纸面数字提拔官员;第三,官员对经

济的直接控制和影响较弱,经济增长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非单单官员个人能力及作为;第四,
没有考虑其他政治因素,尤其是地方官僚体系整体执政能力的影响;第五,晋升概率和经济增长率的

相关关系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它只是以经济增长率为考核核心的制度运行结果,是“标尺赛”而非“锦
标赛”。 杨其静和郑楠(2013)认为不存在晋升标尺赛或锦标赛,即使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

竞争,更可能是“资格赛”而非“锦标赛”。 也就是说,好的政绩只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同时,许多研究从官员个人的视角出发,认为“个人能力”(姚洋、张牧扬,2013)和“政治关系”(Opper
和 Brehm,2007;Shih 等,2012)———而不是地区间经济竞争胜出———才是官员晋升的关键。

此外,许多学者对晋升锦标赛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存疑,认为晋升锦标赛至多可能只在某些层

级、部分地区或某段时期存在。 晋升锦标赛在不同的层级影响不同,对于高层级的官员,其他因素

的影响更大(Landry 等,2018)。 也有研究发现晋升锦标赛并不是全国普遍现象,只在部分地区存

在(Mei,2009;Lü 和 Landry,2014)。 政府考核的目标一直是多元化且随时间而变化,GDP 不是唯

一的核心考核指标(唐睿、刘红芹,2012;Zheng 等,2014)。
上述研究虽然角度不同,但都从不同方面挑战了以官员晋升激励解释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动机

的逻辑合理性。
(二)财政激励:以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为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放权措施,并把重心放在财政分权上,因而有大

量学者研究财政分权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其中以 Weingast 和钱颖一提出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为

代表(Weingast,1995;Qian 和 Weingast,1997),它也被称为“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 (Marketing-
preserving Federalism,MPF),并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正好符合该理论的特征,因此将中国财政分权称

为“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甚至上升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China Style)。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掌握辖区居民偏好的信息优势,居民可以“用脚投票”

选择辖区,财政分权能够使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品 ( Tiebout,1956;Musgrave,1959;Oates,
1972)。 “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在财政分权框架中引入公共选择视角和企业代理理论,更加关

注地方政府及官员发展经济的内在动机。 该理论认为中国分权化改革从制度上推动地方政府维护市

场效率和经济发展:以财政包干制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下,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地方政府

有内在激励发展经济,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留成。 同时,要素自由流动和预算约束硬化的条件下,中国

的 M 型政府组织结构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为取得财政收入展开竞争和积极维护市场,并采取推进国有

企业民营化改革和兴办乡镇企业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Montinola 等,1995;Qian 和 Weingast,1996,1997)。
但是,该理论也面临诸多争议。 研究者认为,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缺乏对政治过程和制

度环境等微观基础的分析,未能清晰解释地方官员保护市场的行为动机 ( Rodden 和 Rose-
Ackerman,1997);财政联邦主义过度强调分权,分权不会影响国家统一和稳定这一暗含假设并不

恰当(Treisman,1999),不应过高估计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忽视中央权威

的作用,中国经验表明强大的中央政府才是分权有效的前提,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会破坏统一市

场建设(Sachs 等,2003);中国中央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经常单方面修改财政分配契约,不符合财

政联邦主义理论所要求的“有效承诺”(Cai 和 Treisman,2006);该理论的缺陷根源于简单地套用新

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理论和代理理论,忽视了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杨其静、聂辉华,2008)。
在实证上,现有的经验研究也未就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达成统一的结论,且分权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权制度运行的环境(Weingast,2009)。 部分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改革

72



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林毅夫、刘志强,2000),但也有相反的观

点,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阻碍了省级经济增长(Zhang 和 Zou,1998)。
此外,中国财政分权研究还存在两点不足: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分权度量指标不合理。
第一,理论上,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分权的演变逻辑以及对地方

政府的激励机制。 “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主要针对分税制改革前“分灶吃饭”时期的财政激

励,却无法解释分税制之后的财政激励。 “分灶吃饭”的典型特征是按企业隶属关系实行财政收入

包干制,而分税制的典型特征是按税种划分各级政府收入。 两个历史阶段的理论逻辑是不同的,
“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对此没有进一步研究。

第二,实证上,财政分权度量指标不够合理限制了学说的解释力。 研究财政分权效果的关键

是度量财政分权的程度,传统研究采用某地区人均财政收支与上级政府人均财政收支之比的办

法,但由于分母统一性问题,其本质是反映地区财政收支状况,而非真实的财政分权。 实证结果往

往取决于选取的财政分权指标,分权指标不统一也是实证文献结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陈硕、高
琳,2012;徐永胜、乔宝云,2012)。 近年来,学界注意到传统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不合理性,并观察

到在中国财政体制变迁中,政府间税收分配一直是财政分权的核心问题,并运用税收分成来研究

它对企业税率、地方债务和投资增长等的影响(吕冰洋等,2016;毛捷等,2019;刘勇政等,2021),但
仍未有实证文献以此作为财政激励解释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动机。

三、 地方经济增长动力的制度分析

无论晋升锦标赛还是财政激励制,都是试图从制度入手,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政治经济

学解释。 这需要深入把握中国制度运行特点,对中国制度运行机制进行提炼和升华,从制度变迁

中寻找理论依据。
(一)晋升锦标赛:政绩考核制度的片面解读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官员晋升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政绩表现,理论的背后是

中国现实的官员晋升制度,然而,如果考察中国官员晋升制度,我们很难发现晋升锦标赛成立。 本

文认为,中国地方治理存在七条规律,每一条都会动摇晋升锦标赛的根基。
第一,分等而非统一标准治理。 从历史上看,地方分等治理、综合考察官员政绩是影响官员升

黜的主线索,这种制度大大压缩晋升锦标赛的存在空间。 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政区分等,每个朝

代为了便于行政管理,以等第为据选派、配备地方官员,并对其政绩进行考课,以决定奖惩升迁,会
依据不同的因素和标准将政区划分为不同的等第,如幅员大小、人口多寡、赋税数量、行政事务繁

简难易以及地理位置等(周振鹤,2005)。 如秦汉以县的大小和“平剧”进行分类,隋代“以所管闲

剧及冲要之处以为等级”,唐宋主要依据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将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
明代开始出现以繁简之例为府州县分等,到了清代,划分标准逐渐完善,以“冲(地理位置)、繁(政
务繁简)、疲(民情好坏)、难(治理难易)”四字考语划分等级。 就当前而言,我国县级行政区分为

县、县级市、市辖区三类,三者的设立标准和禀赋完全不同,实际上也是进行分等治理。 除了便于

因地施策之外,政区分等的更重要作用是可作为官员考核升黜的依据,“冲繁疲难”四字考语也日

渐成为挑选才具适当官员的标准,“直省府州县等缺,地方之要简不同,人才之优绌各异,必人地相

宜,方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这样才有利于考核和选拔合适的官员,政绩的好坏必须在同等背景

下才能评定,难治之地做出政绩要比易治之地困难得多,不同类型政区的官员的任免升迁也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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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别考量。① 同时,历史数据证明越是难治要紧之地,越有利于仕途晋升。② 这反映官员政绩考

察一是看所管理地区的治理情况,二是看综合治理而非单一指标治理情况,这两点可以说是一条

历史规律。 从现实来看,我国管理实践中有两个很明显的制度安排体现分等治理的逻辑,一是不

少地区政绩考核制度对下级政府按照地区特点分类考核,③二是在各地实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功能区划和定位。④ 而锦标赛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地区间可横向比较及简

单指标考核,根据以上分析,它与历史规律和现实实践不符。
第二,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央不断修订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但针对

官员公开的核心考核标准一直都是“德、能、勤、绩、廉”五个维度,且一贯原则为“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 五个维度中,只有“绩”与晋升锦标赛所指的“围绕客观可衡量的指标竞争”相关,而 GDP 也

只是政绩考核中的一部分,其他政绩考核目标还包括财政收入、投资、物价水平、失业率、环境保护

甚至计划生育等,GDP 单个指标无法成为官员晋升的决定条件。 1998 年最早出台的《党政领导干

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以及 2002 年正式颁布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简称 《条

例》),都只规定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和程序,并没有明确提出与晋升相关的指标体系,《条例》在

2014 年和 2019 年的修订中,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业绩的要求,而是越发强调将“政治标准放在首

位”,“讲政治”是评价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 可以看出,上级政府出于人事控制的考虑,为保证自

由裁量权,必然会使用综合且相对模糊的晋升标准,指标客观单一的晋升选拔标准与中国的政治

体系无法兼容。 因此,中国并不存在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直接挂钩的晋升制度。 这与“晋升锦

标赛”成立所要求的“存在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都可衡量、客观的竞赛指标”的假设前提不符。
第三,纵向而非横向比较。 现实中,上级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执政情况,主要是考核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绩效完成情况,关注各项指标与之前相比的提升情况,而较少采取横向比较。 各地区会

结合当年的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办法,对领导干部进行打分式的

考核,考核成绩影响官员的奖惩。⑤ 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执行情况又是领导干部评价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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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明穆宗曾下诏书曰:“各处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不同,或逸而得誉,或劳而速谤,既乖黜陟之宜,遂启趋避之巧,
士风日坏,吏治不修。 吏部通将天下府州县逐一品第,定为上中下三等,遇该推升选补,量才授任各官,考语奖荐同在优列者,先尽

上等府州县升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 不惟视等以为岁月之迟速,仍视第以为官资之高下,内有以才优才短更调者,各就中

酌处之。” (周振鹤,2005)
《缙绅录》大数据证实了繁缺州县官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胡恒(2019)通过对《缙绅录》量化统计发现,清代官员选任

晋升受到政区分等的影响,最要缺、要缺知县的晋升概率显然高过中缺和简缺:知县晋升的几率平均为 10% ,最要缺的县担任知县

被提拔到更高一级职位的几率为 18% ,而要缺知县为 15. 8% ,中缺和简缺则在 9% 上下。
例如《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县域分类考核的通知》 (皖政〔2008〕90 号)明确规定:划分县域考核类别。 以聚类分析

方法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区位、资源等发展条件,将全省 61 个县(市)划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县 21 个,二类县 28 个,三类县 12 个。
县域考核分类每三年调整一次。 《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暂行办法》 (晋政发〔2013〕10 号)将省内 96 个辖县区分为 A、B、
C 类,对其实施分类考核。

2007 年开始规划,2011 年正式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充分体现了分等治理的思想。 在确定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

基础上,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绩效考评体系。 其中明确指出:优化开发区域要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的

评价,弱化经济增长的评价;重点开发区域要对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等实行综合评

价;限制开发区域要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评价;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 例如明确提到“对于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 ,2013 年后中组部文件也再次明确“对限

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实行农业优先的绩效评价” 。
例如东营市 2018 年出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相关办法》明确指出,“坚持奖惩并重,正向激励累加与负向惩戒累加相

结合,与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紧密衔接,推动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



重要部分。① 各地对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办法中,会根据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数,评定“优秀” “良

好”“一般”等级,并明确提拔时被优先考虑的条件,如连续几年拿到优秀等级。 可见,从现实的评

价考核和提拔标准来看,通过考核打分评定领导干部工作完成情况是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和提拔的

主要参照,即考察其与过去相比的提升情况,而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排名。 锦标赛的相对

排名是参与竞赛的代理人之间相比,“与前任过去相比”这一“相对绩效”概念不符合“锦标赛”的原始

含义。 因此,结合现实中干部考核办法分析,“晋升锦标赛”的制度基础即使有,那也是非常薄弱的。
第四,集体而非个人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强调集体作用的政党,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前提条件

是主政官员能够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绩效,过于夸大个人作用,且中国现实制度运行很难支持这

一条件。 考察中国官员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虽然 2006 年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明确了一届政府官员任期为 5 年,但实际上中国官员的职位调动十分频繁,任期很短,平均只有 3
年左右,②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 晋升锦标赛仅仅强调对地方主政领导的激励作用,没有

考虑到地方官僚体系整体执政能力的因素,没有考虑到激励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相比于党政一

把手,职能部门领导等“稳定的政治精英”③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关键( Zhu,2021)。 在中国

“条条”“块块”的干部管理体制下,政府部门和行政格局比较复杂,领导的意志如何具体落实到各

个部门和各级干部的行动中,晋升锦标赛并未做出解释。
第五,综合而非单一考核。 官员考核标准是多元化的,并不是晋升锦标赛所描述的“唯 GDP”。

观察中组部印发的《关于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

法》可以看出,官员考核体系是非常综合丰富的,经济增长业绩仅是考核体系中的一项,体系中还包含

大量诸如社会和谐、党风政风、工作作风和公众形象等难以量化的指标,每个方面又细分了多项指标。
随着中央精神的变动,考核体系的重点也会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政绩激励体系侧重“以经济发展为

中心”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始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稳定成为考核重点,评价体系中综治维

稳、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指标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廉政工作受到更加重视。
党的十九大后,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成为各级政府突出任务。 2020 年疫情冲击下,保就业、保民生等

“六保”又成为工作重心。 考核重心的变化,说明官员考核标准具有历史性、丰富性、动态性特征。
第六,政治约束而非激励为主。 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考核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

障,而激励和约束是确保制度有效运行的两种手段,且在实际中,政治资源(即更高层级的职位)是
有限的,激励的作用对象范围有限,而政治约束发挥着更广泛的作用。 上级政府将确定的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目标分解为一个个硬性指标层层下达,任务分解到地方首长再到各个部

门,直到具体个人。 配合着考核制度,用各类考核办法进行层级考核,并将考核成绩作为官员考评

奖惩或财政奖励依据。 “目标加考核”给官员以极强的政治约束,无论对于追求晋升还是晋升无望

的官员,都形成推动其完成各项任务的压力。
第七,信息相对清晰而非不对称。 随着体制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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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9 年的《宁夏党政机关、地级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实施办法》中提出,“地级市党政主要

负责人年度考核结果中,自治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结果占 40% ,民主测评得分占 20%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评价占 10% ,
组织部门评价占 30% ”,“领导干部年度分类考核定位优秀等次的,在提拔、调整重要岗位时优先考虑” 。

大量相关文献的统计数据表明市级官员的任期较短,在 3 年左右。 如杨其静和郑楠(2013)发现市委书记平均任职时间

(合并市长任职时间)为 3. 66 年,不含市长任职时间仅为 2. 38 年,32% 的市委书记职位变动发生在任职时间不足 3 年的期间;姚
洋和张牧扬(2013)显示市级官员平均任期为 3. 8 年,中位数为 3 年。

指地方四套班子里除党政一把手之外的其他领导干部,以及和经济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部门领导人,如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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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弱。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中呈现出监察加强和垂直管理加强的特点。 就行政区划而言,
原本上级政府的管辖区域数量就不多,每个省管辖的市(包括地级市、地级区域和自治州)平均 12
个左右,每个市平均下辖不足 10 个县(包括区),两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较弱,再加上省

直管县、强权扩县、撤县设区等一系列改革,也加强了上级政府的信息控制。 就职能部门而言,部
门垂直管理改革不断推进,从海关到税务、银行,再到统计、生态环境,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域不断增

加,从而使上级政府对于地方发展情况的信息较为清晰,对于地方官员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有较完

善的信息对地方发展绩效进行综合考察,不可能仅靠单一的 GDP 指标排名来决定官员晋升。
在陶然等(2010)、陶然和苏福兵(2021)的论文中,已对第二条和第五条规律分析有所呈现,本

文进行更全面的归纳和分析。 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晋升锦标赛模式至少在省和县这两级政府

是不成立的。 就省级政府而言,一是省级主政官员俗称为“封疆大吏”,中央政府更看重他们对政

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二是省的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极为庞大,主政官员的努力对全省经

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刘伟,2016)。 就县级政府而言,每个地级市平均下辖区县数量较少,且分为

县、(县级)市、区三种行政区划类型,在国务院相关文件中,已明确说明它们的功能定位不同。 况

且,市县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比较弱,市级政府完全可以不依赖 GDP 这一个指标来判断官员的能力。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晋升锦标赛作为理论假说应该有更强的理论严谨性,并不是说以上七个方面

的制度分析都成立才动摇其根基,而是只要有一处存疑,它就很难自圆其说。
为何部分研究会认同晋升锦标赛呢? 它可能是将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下的激励手段

进行了片面解读。 压力型体制是我国科层组织的特征,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是压力型体制的具体制

度运行方式(赖诗攀,2015)。 目标责任制是中国自上而下行政治理的一种手段,它以指标体系为

核心,以责任体系为基础,以考核体系为动力(王汉生、王一鸽,2009),上级政府把政策目标分解为

一个个硬性指标层层下达,将任务分派给下级的组织和个人落实,并根据考核情况奖优罚劣。 晋

升与考核两种手段是“胡萝卜加大棒”:对于所有干部,必须要达到考核要求,否则会受到处罚;对
于有强烈晋升意愿的官员,则需要做得更好。 晋升激励与考核压力的共同作用确保了上级政策目

标的落实,但它并不需要通过展开“锦标赛”形式来推动。
总结以上分析,“晋升锦标赛”是在政绩考核体系中抽取一条不完整的激励路径进行过度解读。

完整的政绩评价制度包含党管干部、层级考核和绩效晋升三项制度组合(陈家喜,2018)。 政绩评价体

系包括十分丰富的指标,既有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可量化指标,也有综治维稳、安全

生产和环境保护等“一票否决”的指标。 仅凭 GDP 这一个指标尚不能保证官员考核达标,更无法决定

官员的晋升。 并且,由于政绩评价体系的指标多样化,在晋升激励下,官员想要政绩出彩完全可以“另
辟蹊径”,寻找不同的政绩突破口,而非都去争 GDP 政绩第一。 与其说政绩考核制度发挥政治激励的

作用,毋宁说它更强调发挥政治压力或政治约束的作用。 在现实制度运行中,政府主要通过压力的传

导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 中央政府通过整体打包、区别性激励的方式将任务发包给地方,并通过量化

指标和物化考核把任务压力层层传递,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的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杨雪

冬,2012;赖诗攀,2015)。 同时,干部管理体制对地方官员产生很强的政治约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动

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现实中对于官员的约束手段很多,如上级的降职处分、审计、纪检,下级的上

访、诉诸法律、下级的评判等,普遍性和适用性远高于制度激励(津贴与晋升机会),各种约束的存在意

义一是避免地方官员走向腐败,二是推动官员致力于经济增长(Edin,1998,2003)。
那么,政治激励是否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呢? 本文认为,政治因素对地方官员积极

性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客观分析现实的制度运行,目前研究政治激励的学术条件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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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原因有三:第一,政治激励很难度量,精神奖赏、物质奖赏、权力奖赏、晋升均可算是政治激励,
很难用一个单一指标刻画。 第二,不能将晋升锦标赛与政治激励画等号,获得晋升的官员毕竟是

少数,周雪光等(2018)通过数据分析表明,中国每级官员向上晋升的概率仅为 5% ,一个好的制度一

定是能够激励大多数人的制度,即政府反复强调的“积极为干部干事创业创造良好氛围”,在现实生

活中,政治激励手段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授予称号等精神奖励,也包括升级、提薪、提拔和奖金等物

质奖励,晋升激励只是众多奖励手段的一种,且晋升未必需要锦标赛。 第三,政治因素包括激励与约

束两方面,如果说“干得好就得到提拔”接近于政治激励,那么“干得不好就处罚”则接近于政治约束,
从中国现实看,政治约束的作用可能比政治激励的作用更大,这从政府部门广泛存在的绩效考核可见

一斑。 原因也比较简单,如果通过政治约束完成目标的话,那么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政治激励,
毕竟政治激励需要付出相当的资源(如设置提拔岗位),而政治约束只需要付出有限的资源。

总结以上制度分析,本文对政治因素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如下判断:一是政治激励的

内涵很丰富,“晋升”只是其中一种,且“锦标赛”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二是中国政府具有高强的组

织动力,政治约束的作用会大大超过政治激励。 我们并不否认政治激励的作用,只是认为“晋升锦

标赛理论”无法较好地描述政治激励的作用机理。 由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广为流传,本文是从晋升

锦标赛的原始定义出发,对它进行细致的实证检验。
(二)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激励的制度设计

中国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体制的性质及转变是解剖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所在。
“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财政分权制度设计的目的,贯穿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始

终,而有效激励是财政机制的核心。 1956 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发挥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的重要论述,成为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调整财力分配

便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核心手段。 要理解中国财政体制的内在逻辑,需要借助组织经济学中的激

励理论进行阐明。 该理论的核心是关注委托人和代理人间的激励与风险问题,根据激励理论,委
托人和代理人建立的分配形式主要有四种,包括定额规则、分成规则、分权规则和“工资”规则,四
种规则形式在风险努力的分担、激励强度、监督机制上各有优缺点(见表 1)。①

　 　 表 1 委托人与代理人不同分配规则的比较

特点 激励 监督 缺点

定额规则 风险和努力由代理人承担 强 无须监督 动态无效

分成规则 风险和努力共担 激励与分成比例有关 需要监督 —

分权规则 风险和努力各自承担 强 无须监督 需要将产权彻底分开

“工资”规则 代理人不承担风险和努力成本 无 需要监督 代理人有偷懒动机

从规则形式的视角考察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性质(见表 2),可以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

间的税权配置可归纳为四种规则形式(吕冰洋,2009)。 以改革开放和 1994 年为界,可将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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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组织经济学中激励理论以“ contract”为核心,与之相近的有“合约经济学” ,理论上“ contract”有不同的译法,包括“合同、
契约、合约”等,实践中常以“办法” “方案” “决定” “通知”等词出现,在本文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题下,使用“合同”
易被误解为狭义的商业合同,“合约” “契约”可能会引起含义扩大化的误解,例如,让人误以为中国央地关系是契约关系。 在中国

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中,“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处理央地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该原则得到有效实施,
考虑到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特点,统一用“规则”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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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和“分税制”三个阶段,历次重要财政体制变革的逻辑与出现的问题

大部分可以用激励理论解释。

　 　 表 2 我国历次财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间财政利益分配性质

改革分期 时间 分成规则 定额规则 分权规则 “工资”规则

统收统支阶段

(1953—1979 年)
1953—1979 年

例如:总额分成,一

年一变(1966—1970

年)

例如:定收定支,收

支包干(1971—1973

年)

例如:地方国营企业

收入(“一五”时期)

普 遍 做 法: 上

下 一 本 账, 全

国一盘棋

分灶吃饭时期

(或称财政包干制时

期,1980—1993 年)

1980—1984 年

1985—1988 年

1988—1993 年

固定比例包干

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产品税、增值税、营

业税等

总额分成

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

收入递增包干

划分收支、定额上交

划分收支、定额补助

定额上解

定额补助

定额上解

上解额递增包干

定额补助

关税、地方所属企事

业的收入、盐税、农

业税、工商所得税、

地方税

所得 税、 调 节 税 等

税种

中央所属企事

业的收入

分税制

(1994 年以来)

1994—2001 年
增值税(75 ∶ 25)

证券交易税(50 ∶ 50)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营业税、消费

税等税种

2002—2015 年

增值税(75 ∶ 25)

证券交易税(97 ∶ 3)

企业所得税(60 ∶ 40)

个人所得税(60 ∶ 40)

营业 税、 消 费 税 等

税种

2016 年以来

增值税(50 ∶ 50)

证券交易税(97 ∶ 3)

企业所得税(60 ∶ 40)

个人所得税(60 ∶ 40)

消 费 税 及 其 他 小

税种

改革开放前的“统收统支”制度能最大程度地支持中央政府积极性的发挥,但未能较好地发挥

地方政府积极性,它的核心规则是高度集中的“工资”规则。 其特点是,集中财政管理权限,统一制

定财政收支程序和开支标准,地方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支出按计划由中央统一核拨。 地方政府无

法享有发展经济带来的财政收益,支出却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决定了它对地方积极性调动程

度很低,且体制具有高度不稳定性。 当时,我国财政面临的典型问题是:每年要核定收支,一年一变,
年初吵指标,年中吵追加,年底吵遗留,矛盾很多。 并且,“工资”规则的性质决定了委托人要付出很大

的监督成本,实际上,当时中央派驻了大量的财政驻厂员及税务专员,但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
改革开放后的财政体制以 1994 年为界,可分为“分灶吃饭”和“分税制”两个时期,其制度设计均

体现了激发地方积极性的原则,但是激励机制有较大差异。 分灶吃饭制度的核心是按企业隶属关系

划分税收收入,激励地方政府“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分税制是按生产地原则划分税收收入,激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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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到我这里投资的企业”。 具体而言:第一,“分灶吃饭”以财政包干制为核心调动地方积极性,
它的核心规则是基于隶属企业税利分配的定额规则。 从 1980 年开始,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实行

“分灶吃饭”改革,它的核心是“财政包干制”,分为地方向中央包干和企业向政府包干两部分,也就是

确定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上缴财政收入的基数或比例,以及确定国有企业向政府缴纳利润的基数或

比例。① 当时市场化改革尚未开始,企业按照隶属关系归口各级政府管理。 因此,剖析“分灶吃饭”制
度,可以认为它是基于隶属企业税利分配的定额规则。 在当时的经济体制背景下,各级政府拥有极大

的资源配置能力,控制大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企业的积极性是联动的,调动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地

方政府财政自主权大幅度增加,有利于地方政府对所属企业加强管理和推动企业产出扩大。 但同时,
这种财政分配方式将本地政府所属企业发展同政府财政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激发了严重的地方保

护主义。 地方政府从经济利益出发,保护本地产品销售,限制原材料流出,进行各种原料争夺战,造成

了严重的市场分割。 当经济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区域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凸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

要统一大市场的环境,这种以“隶属税”形式体现的财政包干制的负面作用就会凸显。
第二,分税制以分税(包括税收共享)为核心调动地方积极性,它的核心规则是基于生产性原则

分配的分成规则。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为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 地方政府的主体税均来自当地企业产出,因此可以说分税制是基于生产性原则分配的弹性分成

激励系统(吕冰洋、聂辉华,2014)。 这种规则安排使得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主要依赖工业发展,激励

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分别来自企业的利润和增加值,税收

集中在工业部门;营业税主要来自服务业和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部门相配套,消费性服务业

得益于工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聚集,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则与工业发展和人口聚集后的住宅和厂房建设

需求增长相关。 同时,从税种性质上看,这些税种属于所得税和流转税,税基流动性强,进一步激励了

地方政府争夺税基的经济竞争。 地方政府运用各种行政和财政工具改善市场条件和吸引投资,由此

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分税制对地方政府积极性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见图 1。

图 1　 分税制与地方政府积极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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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模式上看,主要经历了 1980—1984 年的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5—1988 年的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

干”体制、1988—1993 年的“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包干

体制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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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要在各级政府间分配,分配方式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形式,对市县

级政府积极性的调动起到关键作用。 通过考察各省份的财政体制文件及测算结果,可以看到市县

级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留存比例因时因地而异(吕冰洋等,2021),形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分成规

则激励系统。 这种具有弹性的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分配形式能够适应各地区条件,使上下级政府能

根据努力分担、风险分担情况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收益,因时因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

或风险承担的积极性,这充分体现了激励理论的原理。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之所以偏重财政收入一端,且对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起到重要作

用,主要原因在于三点:第一,财政收入本身是各级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不得不重视;
第二,地方各项事业发展需要财政收入支撑,不论招商引资,还是城市建设、生态维护,甚至维护稳

定,大多需要一定的财政支出,没有财政收入不少工作就难以开展;第三,财政收入是调动各级干

部工作积极性的基本保障,在大多数情况下,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才能有效调动干部

积极性,而贯彻该原则没有一定的财力基础肯定不行。 实际上,“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名称本

身就体现了财税体制调整重在财政收入一端。
或许有人会怀疑,通过财政收入体制来调动地方积极性,往往会促使地方政府间展开恶性税

收竞争(如税收返还),从而破坏统一市场并降低全局经济效率。 对此,吕冰洋和贺颖(2022)从中

央积极性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体制变革,在更大范围推动统一大市场建

设,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很好地解决了建立统一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调动

地方积极性的矛盾,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才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完整逻辑,
这才是“中国特色财政激励体制”的完整故事。

(三)地方政府动机:政府文件中的公开承诺

理论假说是否能解释现实制度运行的逻辑呢? 不论晋升锦标赛还是财政激励制,如果它们真

能起到激发地方推动经济增长积极性的作用,那么在政府文件中应该有明显的踪迹可寻。
一是制度变革时,是否在相关政策文件直接公开改革动机。 中国政府的行为动机往往是公开

的,历次改革和政策出台时的政府文件大都会说明政策意图和目标。 就财税制度改革而言,例如:
1988 年《国务院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肯定了财政包干制“调动了地方增产节约、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指明进一步改革是“为了稳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

系,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1993 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的“正确

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体现出分税制的指导思想;2016 年国务院出台的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明确指出,“适当提高地方按

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比例,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和培植财源的积极性,缓解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在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方案》中,提出“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为的是“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

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 可以看

出,分税制的激励作用在政府文件中有丰富的体现,而晋升锦标赛很难在文件中发现踪迹。
二是通过政府目标来观察制度激励的作用。 政府目标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效的

激励手段离不开目标设置,研究激励最根本的就是要重视目标设置并尽可能设置合适的目标

(Locke,1968)。 因此,目标管理是多数国家在治理中的普遍共识。 目标也是中国经济社会管理的

重要手段,对凝聚共识、调动资源、动员各方面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目标治理体现为多目标

治理体系,关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民生改善和资源环境等多类指标,不同时期对不同目标有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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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经济增长目标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地方政府的目标治理对我们

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每年年初,各级政府会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政府

工作报告》,充分体现政府当年的工作目标和部署。 如果制度有激励作用,那么它首先会传导到政府

目标中,其次才会传导到经济运行结果中。 目前主流文献是研究制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但是

经济增长率容易受多种因素干扰,且难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而政府目标直接反映政府行为动机,是政

府自上而下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比实际经济增长率更能说明制度的作用。
“地方积极性”本身是一个主观性强、不易被发现的制度作用描述,正如 Akerlof(2020)所指出

的那样,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是怎么想的”,改革文件和政府目标透露着“政府

是怎么想的”之丰富信息,本文认为,它们是研究地方积极性的重要入口。

四、 研究设计

(一)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度量

如前所述,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应当从动机而非结果来观察,如何刻画政府的行为

动机是实证检验的关键。
本文采用市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数据度量地方政府的行为

动机,主要采用 GDP 增长目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 各级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每

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内容虽有所差异,但基本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

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物价和失业率等目标。 其中,GDP 和投资目标出现频率高且数据规

范,较好地刻画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 在政绩考核制度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贯穿着目

标控制和目标管理,理性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会充分地借助增长目标管理来实现本地经济增长,即
综合权衡地方前期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和资源要素禀赋等因素后制定目标,再调动各方积极性努

力完成目标,体现地方发展经济的动机和积极性。
(二)地方政治激励的度量

本文不否认政治激励对地方官员积极性的影响,但地方官员面对的政治激励很难度量,晋升

锦标赛只是其中带有猜想性质的一种。 考虑到它是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假说,在以下实证分析

中,“政治激励”仅限于“以 GDP 排名为官员晋升依据”的晋升锦标赛,而非广义的政治激励或晋升

激励,后文将通过实证来判断“以 GDP 排名为官员晋升依据”的晋升锦标赛是否存在。
本文设计观察晋升锦标赛的思路是,检验某地区发展经济的动机是否会受到其他地区实际经

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按照晋升锦标赛的逻辑,晋升锦标赛以相对排名为考核标准,即地方官员关

注自身的表现是否优于其他竞争者。 为此,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增长计划时会考虑两点:一是当

地经济状况,二是省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业绩。 如果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业绩很好,那么地方官

员为了在锦标赛中取得优胜,会提高增长计划的目标值。 也就是说,当地的发展目标会受到省内

其他地区上一期实际增长率的影响。
本文认为同级政府间的增长目标相互影响的程度很小。 首先,从理论推断来看,官员为了晋

升展开竞争,将各自根据上级政府的增长目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出策略反应,制定当地的增长

目标,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优于他人的政绩。 其次,从制度的实际运行来看,同一省内各地级市

的两会召开时间非常集中,即同一省内各市几乎同时发布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同级政府间关

于目标的同步协调不易实现。 同一省内各城市同时做出决策,公布当年目标,没有时间做出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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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目标的策略反应。 所以,各城市在进行目标决策时只能是基于已知的本地和其他地区的

历史信息做出,各地区的当期目标之间不存在策略互动。 最后,晋升锦标赛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

是参赛人之间不容易形成合谋,如果地方政府间就增长目标进行协调串通,本身便也违背了晋升

锦标赛的成立条件。
因而,本文采用其他地区实际增长率的加权均值来衡量政治激励的影响,该指标可以衡量其

他地区前一期的实际增长业绩对当地当期的目标制定的影响程度,体现地方官员在制定目标时受

到的政治激励。 同时,各地区在展开晋升锦标赛竞争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区间受到

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间相互影响更大,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的

地区间相互影响更小。 为了刻画出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性,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中权重矩阵的思

想,用地区间的经济距离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加权。
假设地方主要根据 GDP 和投资展开锦标赛,相应的政治激励指标分别为 Polgdp 和 Polinv,该

指标会对地方发展经济计划产生影响。 构建模型如下:

Polgdp it = ∑
i≠ j

wm
ijtGDPgr jt (1)

Polinv it = ∑
i≠ j

wm
ijt Invgr jt (2)

其中,GDPgr jt为 j 地区 t 时期的实际 GDP 增长率,Invgr jt为实际投资增长率。 wm
ijt为 t 时期 j 地区

对 i 地区影响的权重,地区 i 和 j 同属于省份 m。 由于晋升锦标赛主要在同省的城市间展开,在生

成加权变量时,只考虑同一省份的城市间的相互影响。 经济距离 d ijt以 i 地区与 j 地区间人均 GDP

差值的倒数(d ijt = 1 / GDPpcmi - GDPpcmj )来衡量,并通过归一化处理构建权重 wm
ijt。

wm
ijt =

d ijt

∑
i≠ j

d ijt

=
1 / GDPpcmi - GDPpcmj

∑
i≠ j

(1 / GDPpcmi - GDPpcmj )
(3)

该权重作为本文研究锦标赛影响的基本设计。 为了获得更加全面稳健的分析结果,本文还设

计其他几种反映锦标赛影响的权重(见表 3)。 以 GDP 和投资增长率构造的政治激励指标 Polgdp
和 Polinv 均使用表 3 中的权重设计,再分别按照(1)式和(2)式进行构建。 地区权重设计 I 最接近

锦标赛竞争的本义,为本文实证分析主回归所用,其他Ⅱ ~ Ⅵ设计为稳健性分析所用。

　 　 表 3 锦标赛形式

序号 权重设计 含义 锦标赛含义

Ⅰ wm
ijt =

d ijt

∑
i≠ j

d ijt
=

1 / GDPpcmi - GDPpcmj
∑
i≠ j

(1 / GDPpcmi - GDPpcmj )

当地经济目标受人均经

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

影响

人均 经 济 水 平 越

接 近, 锦 标 赛 越

激烈

Ⅱ wm
ijt =

1 / GDPm
i - GDPm

j

∑
i≠ j

(1 / GDPm
i - GDPm

j )
当地经济目标受其他地

区经济总量影响

经济总量越接近,

锦标赛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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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号 权重设计 含义 锦标赛含义

Ⅲ wm
ijt = 1 / n(n 为省内除 i 城市之外的城市个数)

当地经济发展目标受城

市个数影响

锦标 赛 受 城 市 个

数影响

Ⅳ wm
ijt =

(GDPpc j / GDPpc i)(1 / GDPpcmi - GDPpcmj )
∑
i≠ j

[(GDPpc j / GDPpc i)(1 / GDPpcmi - GDPpcmj )]

地区间相互影响程度取

决 于 人 均 GDP 相 对

水平

锦标 赛 在 发 达 地

区和 欠 发 达 地 区

有非对称性

Ⅴ
在Ⅰ式基础上,如果 GDPpcmi < GDPpcmj ,

则 d ijt = 2(1 / GDPpcmi - GDPpcmj )

假设发达地区对欠发达

地区的影响是欠发达地

区对 发 达 地 区 影 响 的

两倍

锦标 赛 在 发 达 地

区和 欠 发 达 地 区

有非对称性

Ⅵ 在Ⅰ式基础上,当 GDPpcmi > GDPpcmj ,则 d ijt = 0
当地发展经济目标不受

经济发展水平比自己落

后地区的影响

锦标 赛 只 会 瞄 准

成 绩 比 自 己 优

异者

(三)地方财政激励的度量

在分税制下,除了中央与各省份进行分税外,省与市(地级市)、市与县均采取分税办法,不同

地区、不同税种的分税办法不同。 按组织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分析,分税制是一个有弹性的分成规

则激励系统,弹性税收分成是上级政府激励下级政府的重要工具,能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的积极性。 各地级市享受的税收分成比例不同,反映其面临的财政激励不同。 因此,本文用市县

加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比例来衡量各地级市受到的财政激励,吕冰洋等(2021)已详细测算

各个口径的政府间税收分成数据,本文直接引用其结果。 本文设定某省份的市县政府的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分成率 RevShare 为:

RevShare it = 该省份市县政府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该省份实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分别考察增值税分成比例和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

某省份的市县政府的增值税税收收入分成率 VaShareit =
该省份市县政府实际收到的增值税收入
该省份税务部门组织的增值税收入总额

某省份的市县政府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分成率 EitShareit =
该省份市县政府实际收到的企业所得税收入
该省份税务部门组织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

(四)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为实证检验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影响,本文以地方政

府的经济目标为被解释变量,将政治激励指标和财政激励指标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GDPtarget it = α + β1Polgdp it -1 + β2RevShare it -1 + β3 pGDPtar it + γZ it -1 + λ t + μ i + ε it (4)

Invtarget it = α + β1Polinv it -1 + β2RevShare it -1 + β3 pInvtar it + γZ it -1 + λ t + μ i + ε it (5)

83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Vol. 43, No. 6,2022



���������

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为 GDPtarget it和 Invtarget it,分别代表 i 市 t 年的 GDP
增长目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 核心解释变量为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政治激励分别以前一

期省内其他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加权均值 Polgdp it - 1 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加权均值

Polinv it - 1来度量,财政激励为前期市县加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比率 RevShare it - 1。
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引入省级目标这一关键变量。 原因是在目标责任制压力下,各地级市会

以省级目标为基准设定当地的增长目标,省级目标对各地增长目标的制定有较大影响,本文后面

会展示它对晋升锦标赛实证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模型(4)和模型(5)中分别加入当期省

级 GDP 增长目标 pGDPtar it和省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 pInvtar it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省级目标

对市级目标设定的影响。 Z it - 1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实际增长率,模型

(4)和模型(5)中分别为实际 GDP 增长率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的实

际绩效;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产值

占 GDP 的比重;投资占比,以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度量;对外开放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根据各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折算;政府规模,即政府预算内支

出占 GDP 比重。 由于各市的增长目标均在年初制定,在目标制定过程中,会受到当年省级目标

的影响,并参考当地前一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因而模型中除省级目标为当期值之外,核心解

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 Z it - 1均为前期值。 λ t 和 μ i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ε it为

误差项。
(五)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0—2018 年城市层面(包括地级市、地级区域和自治州)的面板数据,囿于数据可

得性,收入分成数据为 2000—2016 年,其他变量的数据为 2000—2018 年。 经济增长目标和固定资

产投资目标数据整理自各省份和各市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收入分成数据来自《中国税务年

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 CEIC 数据库。 此外,在中国行政体制下,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行政级别多为副部级,这些城市与其他普通地级市之间不存在直

接的晋升竞争关系,因而基准回归剔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样本。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 所示。

　 　 表 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GDPtarget 市级 GDP 增长目标 4245 0. 1137 0. 0319 0. 0100 0. 3500

Invtarget 市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 3851 0. 2088 0. 1187 - 0. 1966 3. 4500

核心解释变量:政治激励

Polgdp 实际 GDP 增长率加权均值 4237 0. 1131 0. 0370 0. 0010 0. 3051

Polinv 实际投资增长率加权均值 3851 0. 2174 0. 2180 - 0. 6488 2. 2915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激励

RevShare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比例 3950 0. 4417 0. 0818 0. 1868 0. 7843

VatShare 增值税分成比例 3946 0. 2220 0. 0676 0. 0498 0. 4755

EitShare 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 3946 0. 2562 0. 0727 0. 0567 0. 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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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指标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控制变量

pGDPtar 省级 GDP 增长目标 4233 0. 0947 0. 0164 0. 0550 0. 1500

pInvtar 省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 3732 0. 1644 0. 0607 - 0. 0260 0. 5000

gdpgrowth 实际 GDP 增长率 4237 0. 1175 0. 0383 - 0. 0050 0. 2190

invgrowth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3934 0. 2075 0. 1914 - 0. 3871 1. 2485

lngdppc 实际人均 GDP 4237 9. 8534 0. 7138 7. 7960 11. 8871

industr 第二产业占比 4237 0. 4783 0. 1067 0. 1801 0. 7876

invgdp 投资占比(固定资产投资 / GDP) 4237 0. 6597 0. 2830 0. 1176 1. 6912

open 对外开放度(FDI / 固定资产投资) 4237 0. 0370 0. 0517 0. 0001 0. 4357

govscale 政府规模(财政支出 / GDP) 4237 0. 1693 0. 1150 0. 0559 1. 1062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GDP 增长目标: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的比较

首先比较政治激励①和财政激励对 GDP 增长目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第(1)列结

果表明,在同时考虑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时,财政激励对 GDP 增长目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激

励对地方 GDP 增长目标无显著影响。 表 5 第(2)和(3)列为单独考虑政治激励或财政激励的回归

结果,可知晋升锦标赛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无显著的激励作用,财政激励在 1% 的水平下显

著。 标准化处理后,财政激励的影响为 5. 95% ;从均值意义上,财政激励可以解释 9. 69% 的经济增

长目标变动。 上述结果说明,财政激励在提高地方积极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若不考虑地方政府

所受到的财政激励,可能会错误地高估政治激励的作用。
地区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分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5 第(4)和(5)列所示,可以看出,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②政治激励对 GDP 增长

目标均无显著影响,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均显著提高了 GDP 增长目标,与欠发达地区相比,财
政激励对于发达地区 GDP 增长目标的影响更大。 进一步证明,财政激励是解释地方经济增长目标

变化的重要因素。 表 5 第(6)列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对实际 GDP 增长率的回归结果,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成对实际 GDP 增长率的影响十分显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
平均而言 GDP 实际增长率会增加 0. 48 个百分点。 对估计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可知,分税对地方

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9. 40% 。 从均值意义上考虑,财政激励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 17. 98% 。 这说明

财政收入分成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不仅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也会落实到

GDP 的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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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前文制度分析所述,政治激励的内涵很丰富,很难准确度量,“晋升激励”只是其中一种,“完全以 GDP 排名决定晋升”
的“晋升锦标赛”只是一种代表性理论,实证部分检验的“政治激励” ,只限定于“晋升锦标赛”的原始定义,而非检验广义的政治激

励。 即我们并不否认政治体制中“激励”手段的存在。
按照各城市样本期间内的人均 GDP 均值进行划分,将省内排名前 50% 的城市划分为发达地区,将省内排名后 50% 的城

市划分为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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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 GDP 增长目标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GDPtarget(GDP 增长目标) GDPgrowth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全样本

RevShare

(财政激励)
0. 0239∗∗∗

(0. 0088)

0. 0245∗∗∗

(0. 0090)

0. 0222∗∗

(0. 0110)

0. 0362∗∗

(0. 0172)

0. 0476∗∗∗

(0. 0171)
Polgdp

(政治激励)

0. 0280

(0. 0230)

0. 0387

(0. 0238)

0. 0336

(0. 0323)

0. 0434

(0. 04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504 3739 3512 1970 1534 4190
R2 0. 6515 0. 6831 0. 6515 0. 5902 0. 7660 0. 5923

　 　 注:∗、∗∗和∗∗∗分别代表在 10% 、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标准误均聚类( cluster)在地级市层面。 下同。

(二)投资增长目标: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的比较

接下来比较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对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影响。 表 6 第(1)列的结果表明,政
治激励对地方投资增长目标无显著影响,而财政激励显著提高了地方投资增长目标。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分成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目标平均增加 0. 15 个百分点。 与 GDP 增长目标相比,财
政激励对投资增长目标的影响更大。 表 6 第(2)和(3)列为单独纳入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的回归

结果,政治激励依旧不显著,而财政激励对投资增长有显著影响,系数标准化后,财政激励的影响

为 8. 49% ,可以解释投资增长目标的 31. 76% 。 第(4)和(5)列为分样本回归结果,对于发达地区

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增长目标,政治激励均无显著影响,财政激励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与表 5 对

比可知,就 GDP 增长目标而言,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对发达地区的激励作用更大;就投资增

长目标而言,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对欠发达地区的激励作用更大。 这说明,欠发达地区的

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提高投资水平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表 6 第(6)列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

对实际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平均提高

0. 146 个百分点。 标准化处理后,分成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为 5. 2% 。 从均值意义上讲,财政激励可

以解释实际投资增长率的 31. 63% 。

　 　 表 6 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投资增长目标的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Invtarget(投资增长目标) invgrowth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全样本

RevShare

(财政激励)
0. 1536∗∗∗

(0. 0333)

0. 1483∗∗∗

(0. 0328)

0. 1744∗∗∗

(0. 0411)

0. 1358∗∗

(0. 0668)

0. 1462∗∗

(0. 0666)
Polinv

(政治激励)

0. 0315

(0. 0226)

0. 0268

(0. 0221)

0. 0448

(0. 0347)

0. 0068

(0. 02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96 3316 3104 1743 1353 3934

R2 0. 3461 0. 3692 0. 3443 0. 3324 0. 3805 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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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财政激励的枢纽: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

前文的回归结果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率为核心解释变量,该指标为综合指标。 在分税

制的制度安排下,不同的税种分成比例有所不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中国主体税种,也是地方

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权调整也主要是针对增值税分

成和企业所得税分成。 本文着重考察增值税分成和企业所得税分成对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

目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7。
无论 GDP 增长目标抑或投资增长目标,增值税分成和企业所得税分成均对其提高有显著激励

作用,而政治激励无显著影响。① 这表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对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行为动机产生重要影响,是财政激励的核心枢纽。

　 　 表 7 激励与目标:代表性税种分成角度

变量
(1) (2) (3) (4) (5) (6) (7) (8)

GDPtarget(GDP 增长目标) Invtarget(投资增长目标)

VatShare(财政激励:

增值税分成)
0. 0734∗∗∗

(0. 0209)

0. 0730∗∗∗

(0. 0210)

0. 2556∗∗∗

(0. 0954)

0. 2556∗∗∗

(0. 0946)

EitShare(财政激励:

企业所得税分成)
0. 0333∗∗

(0. 0168)

0. 0329∗∗

(0. 0164)

0. 1850∗∗∗

(0. 0685)

0. 1970∗∗∗

(0. 0682)

Polgdp

(政治激励:GDP)

- 0. 0057

(0. 0282)

- 0. 0099

(0. 0273)

Polinv

(政治激励:投资)

0. 0326

(0. 0259)

0. 0588

(0. 03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463 2471 2220 2227 2217 2225 2006 2013

R2 0. 3143 0. 3145 0. 2898 0. 2897 0. 2600 0. 2580 0. 2482 0. 2449

(四)“晋升锦标赛”:上级目标控制的假象

为何部分研究会观察到“晋升锦标赛”呢? 因为其研究中忽视了上级政府的影响,混淆了上级

政府的压力和周边地区竞争的作用,误将上级政府考核带来的压力当作锦标赛竞争带来的动力。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如果回归模型中不加入省级 GDP 增长目标和省级投资增长目标(见表 8),
可观察到政治激励对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目标均有显著影响。 上级政府的目标和责任层层

分解下达,加之严格的考核体系,对地方官员产生极大压力。 地方官员会依据上级政府的要求制

定本地的目标,以完成上级的考核要求。 这种目标控制带来的压力成为地方政府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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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增值税分成和企业所得税分成的数据受相关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停止更新(最新到 2013 年)的影响,只能

计算到 2013 年。 对于企业所得税分成,由于 2002 年起国务院决定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经过两年的调整,从 2004 年开始,企
业所得税分成方案才基本稳定下来,回归使用 2005—2013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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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的影响:剔除省级增长目标

变量
(1) (2) (3) (4) (5) (6)

GDPtarget(GDP 增长目标) Invtarget(投资增长目标)

RevShare

(财政激励)
0. 0280∗∗∗

(0. 0094)

0. 0324∗∗∗

(0. 0103)

0. 1377∗∗∗

(0. 0442)

0. 1299∗∗∗

(0. 0447)

Polgdp

(政治激励)
0. 1342∗∗∗

(0. 0285)

0. 1478∗∗∗

(0. 0301)

0. 0519∗∗

(0. 0242)

0. 0491∗∗

(0. 0238)

pGDPtar / pInvtar

(省 GDP / 投资增长目标)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514 3766 3522 3202 3423 3210

R2 0. 6221 0. 6561 0. 6155 0. 2431 0. 2676 0. 2391

六、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尝试使用工具变量、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构造其他锦标赛形式、增加官员控制变量和变

换回归样本等方式,从多个维度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一)工具变量

为进一步排除潜在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 这里设计两个工具变

量:(1)前期省外其他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的均值,不同省份在制定政策(如省以下政府税

收分成政策)时可能存在空间策略互动;(2)前期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省内各城市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衡量。 省内各下辖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越高,省政府会相对集中更多的税

收收入用于调节市县政府之间的发展差距,市县级财政收入分成比例越低。 估计结果发现:一阶

段回归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F 值大于 10;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激励的估计系数

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二)变换解释变量

为了获得更加全面稳健的分析结果,本文检验了不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使用表 3 中Ⅱ -
Ⅵ不同权重设计进行回归,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 此外,考虑到晋升锦标赛可能只发生在部分城

市之间,本文选取人均 GDP 排名省内前三和人均 GDP 排名省内前十的城市为样本,构建政治激励

解释变量,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三)其他锦标赛形式

考虑到其他可能的锦标赛形式,分别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构造不同回归方程,进行

稳健性检验,以刻画其他地区政府行为是否会对当地的增长目标和实际增长率产生影响,具体的

变量设置及含义如表 9 所示。 其中,权重分别使用表 3 中所列的不同加权方式,回归结果依然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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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省略备索。



　 　 表 9 其他锦标赛形式的回归方程刻画及含义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显著性 含义

GDPtarget t Polgdp it - 1 = ∑
i≠ j

wm
ijt - 1GDPtarget jt - 1

Invtarget t Polinv it - 1 = ∑
i≠ j

wm
ijt - 1 Invtarget jt - 1

否

其他地区前一期的加权增长目标

对本地当期增长目标无显著影响,

即本地当期增长目标不会参照其

他地区目标的历史信息

gdpgrowth t
Polgdp it - 1 = ∑

i≠ j
wm

ijt - 1 gdpgr jt - 1

invgrowth t
Polinv it - 1 = ∑

i≠ j
wm

ijt - 1 invgr jt - 1

否

其他地区前一期的加权增长率对

实际增长率无显著影响,即政治激

励不 能 显 著 促 进 实 际 增 长 绩 效

提升

gdpgrowth t
Polgdp it = ∑

i≠ j
wm

ijtGDPtarget jt

invgrowth t
Polinv it = ∑

i≠ j
wm

ijt Invtarget jt

否

其他地区当期的加权增长目标对

本地当期实际增长率无显著影响,

本地实际绩效与其他地区目标值

无关

(四)考虑官员特征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官员对当地政府的决策有较大影响,其个人特征因素可能会对增

长目标制定产生影响。 我们进一步控制反映市委书记和市长特征的变量,包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

年龄、是否新任和任期。 加入官员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成、
增值税分成和企业所得税分成对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目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激励对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目标的影响不显著。
(五)变换回归样本

考虑到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与一般地级市在行政级别和税收分成体制上可能有所不同,基
准回归的样本数据剔除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包含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全样本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七、 结 　 论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地方政府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切入,通过深入的制度分析和实证分析,得
出的结论是,以税收弹性分成为代表的财政激励制而非晋升锦标赛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

力来源,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所谓的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与现实制度运行逻辑存在诸

多不相容之处,很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性理论。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成立取决于三点论

证:从制度分析看,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存在“锦标赛”的明显机制;从动机看,官员发展经济的动

机存在基于经济业绩的“锦标赛” ;从结果看,GDP 增长率确实影响官员晋升。 第三点已有相关

研究证明其不成立,本文集中在对第一点和第二点论证上。 通过深入的制度分析,总结中国地方

治理七条规律,每条规律都动摇晋升锦标赛根基:分等而非统一标准治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

合、纵向而非横向比较、集体而非个人作用、综合而非单一考核、政治约束而非激励为主、信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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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晰而非不对称。 实证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和投资目标时并不显著存在锦标

赛机制。
第二,财政激励制可以解释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但它在 1994 年前后的制度作用迥异。 “中国

式财政联邦主义”曾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代表性学说,但它主要解释的是 1994 年前分灶吃

饭制度下的财政激励,没有触及分税制之后,因此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分

权的演变逻辑和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以 1994 年为分界点,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分为分灶吃饭和

分税制两大时期,它们对地方积极性的调动作用在理论和效果上有根本性差异,表现为:“分灶吃饭”
以财政包干制为核心调动地方积极性,它的核心规则是基于政府隶属企业税利分配的定额规则,它激

励地方政府“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分税制以分税(包括税收共享)为核心调动地方积极性,它的核心

规则是基于生产性原则分配的税收弹性分成规则,它激励地方政府“办到我这里投资的企业”。
第三,本文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分税制下财政激励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基于 2000—2018

年的市级数据,本文从行为动机的角度,研究了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对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影

响,实证结果发现:对于 GDP 增长目标和投资增长目标而言,财政激励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晋升

锦标赛的影响并不显著;作为政府间税收利益分配的核心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分成对激

发地方积极性发挥了关键作用;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影响会落实到经济目标和

效果上,财政激励制可解释 2000 年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 9. 69% 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 17. 98% ,
解释地方投资目标的 31. 76% 和实际投资增长率的 31. 63% 。

本研究有助于澄清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作用的制度来源,对今后的改革方向具有一定的

启示和现实意义。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应不断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省本级和

市县级政府的财政关系,进一步完善政府间收入划分方案,合理调整税收分成方案,从而形成有效

的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

础和支柱作用。 尤其是在全面“营改增”之后,政府间主体税种的分成方案调整是事关地方发展积

极性的重要问题,如何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如何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进而为地方经济增长

提供源源不断的制度活力与发展动力,这是需要学术界继续研究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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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Incentives or Promotion Tournaments:
A Debate on the Institutional Engine Driv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V Bingyang, CHEN Yix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As to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wo theories: promotion tournaments in political matters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economic matters. We summarized seven law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differentiated rather than unified standards,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vertical
rather than horizontal comparison, the role of collectives rather than individuals, comprehensive rather than
single-item assessment, political constraints rather than incentives as main means, and relativ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ather than information asymmetry. Under these laws we found little room for the promotion
tournaments. The fiscal incentive system indicated by the inter-government fiscal relationship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motivat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The tax-sharing system is a
flexible revenue-sharing contract system. It contains rich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distribution, effort and risk
sharing among governments, and can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develop economy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nd in that place concerned.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fiscal incentives
explain 17. 98%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31. 63% of local investment growth, while the impact of
promotion tournament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clarifying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engine behind Chinas local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Fiscal Incentives, Political Incentive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Economic Growth
JEL: H77, P16, E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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