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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城乡公共服务中合理划 分中央与地 方的事权 财权, 建 立配置科 学、
监 督有效

的权力运行机制, 是当今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主要内容 , 也是 我国政治 经济体制改 革中的重 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就此, 本文以城乡公共服务为视 角, 通 过疏理 城乡公 共服务 中存在 的问题, 分析 了目 前中央 与地
方之间事权财权划分的现状, 探讨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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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本公共服务, 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还

向型城乡非均衡供给策略。在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供

不够发达, 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国家为保证国

给制度格局下, 城乡差距进一 步扩大, 社会矛盾凸

民的基本生存、生活和发展需要, 缓解社会矛盾, 向

显。党的十六大以来, 农村居民从国家的惠民政策

全体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 / 包括法律法规体系, 公

中得到了更多实惠,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问题得

民权利保护, 保证分配公正和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

到了改善, 但是城乡居民在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

税收和金融政策, 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 国防、

务供给方面差距还很大, 城乡公共服务在供给主体、

外交、
国家安全、环保、
航天科技, 公费中小学教育、

筹资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二元化特征。

[ 1] ( P 4~ 6)

公费医疗系统等0

。严格意义上的基本公共

( 一) 供给主体的二元性

服务供给均等化, 是指向城乡居民提供在使用价值

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中, 政府将有限公共资源

形态上大体相同水平的有关城乡居民生存权和发展

的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 城市公共服务几乎均是由

权的公共服务。当前我国整个社会正由初步小康向

政府提供, 政府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但政

全面小康过渡, 在这个背景下, 要在进一步完善社会

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有失其主渠道作用, 在大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

数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只是名义主体, 农民所需的

公共服务为目标, 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

公共服务大都由农民负担, 农民自己成为大部分公

尽快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 以逐步实现党

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目标。

改革开放前,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依赖于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 并

一、中央、地方事权财权配置与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 现状与问题
在公共服务供给上,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市偏

形成了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供给制度。在形式上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但由
于公共服务成本通过公积金、
公益金和管理费的形
式在农民分配之前扣除, 而实际上农民成为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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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主体。与农村相比, 国家包揽了城市居民在公

设施投资占将近 1/ 4, 而农村建设主要依靠集体经

共服务上的支出, 实际的供给主体是政府。

[ 4]
济和农户自我积累。
近几年, 虽然政府加大了对农

改革开放后, 1978 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 集体经济组织分配主体的地位不复存在, 农民成

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力度, 加强了在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中的主渠道作用, 但是, 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中供

为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和收入分配的主体, 农民享

给主体的二元性依然存在。

受的集体供给保障也由此丧失, 乡镇政府肩负着本

( 二) 筹资机制的二元性

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职责。1994 年税 费改革
前, 我国村级组织在村范围内提供农田水利基本建

在城乡公共服务的筹资机制上, 城市实行制度
内的筹资制度, 即政府财政渠道筹资。而农村实行

设、
/ 五保户0供养等公共服务可对农民收取三项/ 提

制度内、
制度外并举的筹资制度, 即农村公共服务的

留0, 农村乡镇一级的办学、
优抚、
基础设施等公共服
务所需费用全部在农民所交的乡统筹( 范围包括乡

筹资渠道有两个, 一个是财政渠道, 另一个是制度外
渠道。农民以自筹资金( 多数通过集资、收费等) 的

村两级办学、
计划生育、
优抚、民兵训练、
修建乡村道

制度外筹资方式解决绝大部分公共服务的供给。

路等) 中解决。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各种收费, 虽然在

改革开放前, 人民公社时期整个公社范围内公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是降低了乡镇政府
的财力, 使其无力供给有效的公共服务, 农民公共需

共服务的资金由公社财政、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及农
民个人共同筹集,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集体统一组

求的满足大打折扣。由于农村大部分公共服务供给

织和安排, 公共服务成本在集体分配之前直接从各

没有能够进入国家公共财政的视野, 实际上农民自

个基本核算单位扣除。在工分制条件下, 将公共服

己继续承担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责任。对
城市而言, 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务的成本隐性地转移给了农民。与农村相比政府对
城市居民在医疗、社会福利、
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实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全部纳

行/ 全面负责制0, 1951 年国务院5中华人民共和国

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政府充当着城市公共服务的
供给主体。从义务教育投资看, 城市一般纳入总体

劳动保险条例6的颁布, 标志着政府承担着对城市职
工/ 从摇篮到坟墓0的保障责任。

财政预算, 由政府部门统一筹资, 农村则由县乡财政

改革开放后,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支出、
农村教育集资等, 实际上农民成为农村义务教

乡镇财政建立后, 尤其是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 由

育投资的最主要承担者。虽然从 2005 年起, 国家开
始实施免除杂费、
书本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 两

于乡镇财力所限, 制度内财政收入很难满足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乡镇政府为了提供公共服务,

免一补0 政策, 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 了农民负担。但

不得不在制度外寻找资金, 因此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是, 政府对城乡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的差距仍然很大。
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颁发的5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则通过制度外财政为主的资金筹集制度。国家没有
赋予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权, 而赋予了其向农民收取

统计公告6 相关数据显示, 1997 ) 2006 年全国普通

各种费用的权利, 县乡政府通过向农民收取费用来

小学和初中学生所获得的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

提供公共服务。乡统筹的公共服务被排除在公共财

费远远高于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的生均预算内事业
费。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所获得的生均预算内事业

政范畴之外, 使农民由隐性的公共服务承担者变成
了显性的成本承担者。税费改革后, 在很大程度上

费与全国普通小学和初中学生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

限制了地方政府以公共服务供给名义向农民收取费

事业费的差距分别由 1997 年的 58. 76 元和 123. 32
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128. 00 元和 179. 34 元[ 2] , 差距

用的权力, 但是大多数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由
于财权的上收而衰减, 县乡财政运转困难。县乡政

在逐年增加。从社会保障看, 城镇居民享受着政府

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财权小、事权大的不

提供的相对较为完善、
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 而

匹配地位, 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服务的财力。一

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而缺乏社会保障, 有些
保障项目还未建立起来, 甚至农民自己还要为所享

方面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 另一方面农民享
受到的公共服务成本大部分由自己负担。与农村相

受的社会保 障付费; 在 卫生经费投 入方面, 2002 )

比, 城市公共服务所需资 金主要来源于财 政预算。

2006 年城市人口年人均享受到的国家公共 卫生和
医疗投入是农村人口的近 4 倍[ 3 ] 。新中国成立 50

以养老保险为例, 城镇企业单位实行企业和职工共
同缴费的办法, 企业一般按工资总额的 20% 、个人

多年来, 我国城市建设投资近万亿元, 其中城市基础

按本人工资的 8% 缴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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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按照/ 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予以

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 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

政策扶持0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 城镇养老保险资

方政府的事权, 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

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政府, 农村则主要来源于农民

础教育、
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 应当由
中央政府提供, 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

[ 5]

个人。 在医疗方面,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办法
是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 8% 左右、
个 人按本

村委会承担。

人工资的 2% 缴费, 不足部分由政府补齐。农村新

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配置不统一、
不规范,

型合作医疗的筹资办法是 政府、集体、个人多 方筹

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省级政府集中了较多的
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 但对农村公共服务

资。目前虽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由试
点转向全面推进, 人口覆盖增长率也明显快于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但筹资水平和补偿水平农村与

供给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 如基础教育、
公共卫生

城市相比还相差甚远, 政府承担的经济责任还远远

过多由县乡政府承担, 主要的社会保障由市县两级
[ 8] ( P 25)
政府支出。
国道建设与维修、
基础科学研究也

不够。

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

二、中央、地方事权财权配置与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失衡: 缘由
各级政府之间公共服务供给责权划分不合理,
财力与事权严重失衡, 势必会造成政府承担的社会
发展责任与其所拥有的财政资源不对称的局面, 从
而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产生制约。
( 一)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 ) ) ) 中

( 二)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平等 ) ) )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力的上移
财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中最重要的中枢,
是/ 指一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 包括自筹的和上
级转移的0

[ 9]

。财力的界定应以事权为依据, 并赋予

不同层级政府一定的财权, 即获得收入的权力。政
府获得收入的来源包括税收收入、
财产收益、
规费收
入以及接受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其中, 税收是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
一般而言, 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 政府

政府的主要收入 来源, 也 是提供公共服务 的基础。
我国现行的财权配置是在 1994 年分税制以后形成

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 政

的, 并在形式上对各级政府的财权进行了明确的划

[ 6]

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 公共服务的多层

分界限。但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 即使拥

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 不同
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

有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由于税源单薄, 政府也无法
组织到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 使县乡财力薄弱, 难以

划分, 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

有效保障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我国现阶

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 其前提和

段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安排有以下特点:
一是财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上级政府尤其是中

基础是责任的分工, 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
[ 7] ( P 113)

和工具。
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 政府体
系, 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 决定了政府

央财政。如果仅仅由于事权配置不合理, 会导致公

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

成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然而, 我国各级政
府之间的财力却是层层向上集中, 各省级财力向中

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 并没有通过立法
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 事权配置缺乏制
度规范。除少数事权, 如外交、
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

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 有相应的财力保障, 还不会造

央政府集中, 各市、
县级财力向省政府集中, 而各乡

外, 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

镇财力向市、县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
入的比重从 1999 年到 2007 年均在 50% 以上, 而县

区别, 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 中

乡财政却十分困难。农村税费改革措施推行之后,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
相互错位。

使得乡镇的部分财权上移, 导致基层政府的财权进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

一步削弱, 县乡政府能自主筹集到的财力更加有限,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造成了基层政

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 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

府财力不足。

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 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
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

二是农业税费改 革使基层财政的部分财权上
移, 导致基层政府自主调节预算内收入的能力减弱。

等方面, 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

现行财政体制下, 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金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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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现行分税制下, 共

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 1994 ) 2002 年期间中央财

享收入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过高, 且中央的共享比

权平均为 52% 、地方财权平均为 48% , 中央事权平

例比较大, 基层财政的共享比例极低, 与彻底的分税
[ 10]
制相比表现出很大的差距。
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制

均为 30% 、
地方事权平均为 70% 。

[ 8] ( P39)

可见, 中央

度内供给的财力主要依靠县乡财税, 但县乡税源非

和地方财权与 事权划分中存在着严重 的系统性缺
陷, 地方政府财权过小, 导致县乡政府财力匮乏, 从

常有限, 税收种类少且数额低, 并且部分税种征收成

而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减弱。

本过高, 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税费改革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县乡政府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
增长机制, 而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又难以弥补县乡财

二是各级政府在 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责权不对
称, 对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产生制约。在多级政
府体制下, 需要根据不同公共 服务具体特性, 将决

政缺口, 使得县以下政府财力入不敷出, 在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方面有心无力。

策、
执行、
管理、
监督及融资的责任与权力按照不同

( 三)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中财力与事权配置失衡

在由两级以上政权机构合作承担一种公共服务供给
责权的情况下, 要处理好责权分解与责权对称关系,

事权的确定是财力配置的基础, 事权的实现需

层级政权机构的比较优势进行因/ 级0制宜地配置。

要财力保证, 财力配置服务于事权配置, 财力的大小
又影响着政府执行事权的效率, 合理有效的事权配

防止发 生 / 上级 请 客, 下 级 买 单0 的 权 责 分 离 现

置必须有相应的、
合理可行的财力予以支持, 财力与

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界定不清晰, 本来
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

事权必须相匹配。由于财力与 事权安排中存 在失

[ 7] ( P130~ 131)
象。
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中央与地方政

衡, 各级政府的责权不对称, 因此, 制约着城乡公共
服务的均衡供给。

担的农村公共服务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 本来应

一是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配置不对称, 难以保

责任而由下级政府提供, 最终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

证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分税制在增强中央财政
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使 财权过于集中 在中

担。上级政府拥有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权, 但却不
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责任或义务。农村公共服

央, 事权过于下放到县乡政府, 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

务中的农村教育、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
公共环境、
乡

财力。实行分税制以来,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

村公路等, 提供的责任主要由 县、乡等 基层政府承

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 1993 年的 781 0%
下降到 2007 年的 451 9% ,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

担, 而基层政府却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力,
上级政府拥有相当多的财力权, 完全具备为这些公

整个财政 收 入 的比 重 却 明 显 上升, 从 1993 年 的

共服务提供或筹集资金的权力, 却承担很少的提供

221 0% 上升到 2007 年的 541 1% 。 而地方政府的
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 重却没有相应 的变

责任。

[ 11]

化, 一直徘徊在 70% 左右, 2007 年高达 761 9% 。

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

[ 8] ( P 29)

只有各级政府的责权对称, 才能保证农

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 12]

县乡财政一方面存在大量亏空, 另一方面承担了过
多的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职能。/ 据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的调查,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 中
央政府负担的部分占 2% , 省和地区负担 11% , 县和
县级市负担 91 8% , 乡镇负担了全部的 781 2% , 县乡
级财政负担合计为 87% 。
0[ 1 3] ( P385) / 许多地方教育支
出占到乡镇财政的 60% 左右。
0

[ 14] ( P 35)

三、中央、地方事权财权配置与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 思路与对策
( 一) 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
事权的划分要依据中国的国情, 包括政治、经济
发展、地理、
人口、
文化、
环境等各种因素, 其思路是
减少财力不足的政府层级的公共服务支出范围, 扩

在地方财政收

大具备相应财力的政府层级的公共服务支出范围,

入向中央财政转移的同时, 中央财政没有随着事权

达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就目前看, 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方面急需解决的事权划分问题, 存在于基础

的下放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力支持, 使得承担过
多公共服务供给事权责任的县乡政府由于没有正常

教育、
公共卫生、
社会保障等有关民生的基本公共服

的融资渠道财力不断萎缩,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

务领域, 因此, 应尽快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进

金缺口变得更大。在公共财政框架下, 政府是提供
公共服务的主体, 财政困难的县乡政府在公共服务

行调整, 解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问题, 保障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

供给中只好在少作为或不作为中进行选择。据国务

1. 义务教育方面。从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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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来看, 中央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负责对义务教

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农村的物价水平、
当地农村居民

育的财政投资, 不应当由农民来承担。农村税费改

生活消费水平、农民基本需求等因素确定。为了保

革后, 县级财政原有的经费来源渠道发生了变化, 在
/ 分税制0中所占份额很小, 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无法

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 还应建立一个合
理的资金分摊机制和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最

承担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从我国义务教育投

低生活保障资金应以政府财政为主体, 实行财政专

入体制的变革来看, 义务教育经费的名义负担主体

项转移支付, 形成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省、
市、
县、
乡

由乡镇政府到县级政府, 实际负担主体却大都是农
民, 而城市义务教育经费的负担主体始终都是政府。

各级财政共同负担的机制。
( 二) 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进一步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

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管理体制

重一 般不 低于 4% , 高的 达到 8% 左 右。据 统计,
2006 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为210 871亿元, 国 家财

1. 完善现行税收体制。当前我国税收体制存在
的税权高度集中问题引发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31 01% [ 15] , 显

资金的短缺, 因此, 要完善现行的地方财税体系, 赋

然,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还存在明显差距。当前改

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 使地方政府具有相

革的方向是考虑不同地区政府的财力状况, 对义务
教育的提供责任作出更明确的划分, 提高中央和省

对独立的财权, 允许地方政府开辟地方税源, 增加县
乡政府的聚财能力, 使乡镇财政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级对义务教育, 尤其是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理财主体和预算主体, 为乡镇基层政府供给农村

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目前/ 县乡征收的税种除

2. 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各级政府应设立农村医
疗卫生基金以增加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 确保农

了营业税所占的比重超过 20% 外, 其他税种所占比
重都低于 10% 0 [ 17] , 且多为难以征收的小税种, 零星

村居民真正享受到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公共医疗卫生

分散, 聚财能力非常有限。我国 1994 年实行分税制

供给政策。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 建立和完善农
村卫生经费保障机制, 合理确定政府的农村医疗卫

以来, 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省、
市两
级也层层向上集中资金, 但基本事权却层层下移, 特

生经费出资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提高政府预算

别是县乡两级政府, 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严

中农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以及农村卫生

重不对称。在有限财力约束和事权未相应减轻的情

总费用占 GDP 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各级政府应逐
年增加农村医疗卫生投入, 建立新型农村医疗保障

况下, 地方政府缺乏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和主体税种,
但却承担着大量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极大地制约

筹资的稳定增长机制, 政府的农村医疗卫生经费出

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从而造成农村公

资额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
增加, 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

共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因此, 在划分税权上, 应注重
事权、
财力、税权的统一, 科学确定分税范围和分享

幅度。对关系到全民健康和整体人口素质的公共卫

比例, 以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自给率。

生服务, 如传染病预防、计划生育、
一般医疗保健领

2. 树立财政均富思想,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域由中央政府负责; 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一般性的
地方性的疾病和传染病, 地方政府负责根据法律直

财政均富思想是指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力, 科学配置
公共财政资源, 实现全社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使城

接控制疫源, 并同时依法紧急公告和通报疫情, 上级

乡居民共同富裕。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政府在此要负责协调跨越地方辖域的防疫和控制传
染病、
向本级辖区民众及时提供信息等事务。[ 16]

之一, 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要树立财政均富思想, 实行
/ 一视同仁0的财政政策, 为全社会各种经济成分、
各

3. 社会保障方面。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看, 为

类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创造公平竞争环

了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保障, 应将具有当地常住

境, 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按照财政均富思想, 财力

农业户口、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农
民均列入保障范围。从救助标准看, 现行的救助政

的分配格局 应体 现起点 公平、过程 公平 和结 果公
[ 18]
平。
财政分配的起点公平, 应致力于地区间的财

策规定救助标准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 由于地方财

力差异, 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 各级政府在财力与事

政普遍困难, 因此, 即使农民享 受了最低生活 保障
金, 救助标准也普遍偏低, 月发放标准只有几十元,

权的安排上相匹配, 这是财政分配过程公平和结果
公平的根本和前提。财政分配的过程公平, 是财政

难以达到预期的保障效果。因此, 保障标准应根据

分配应具有公正、公开、
透明的操作程序和财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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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财政分配的结果公平,

制度的目标、
原则、
模式、
监管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利

是财政分配能够使人人享受社会进步的结果, 体现

用法律手段, 消除人为因素, 保证转移 支付的顺畅

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如罗尔斯所言: / 所有社会
价值 ,,都应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任何价值或所有

运转。
( 四)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要逐步规范化和法

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0 [ 19] ( P68) 在

制化

[ 18]

公平的社会里, 公共财政的目标是使境况最坏的那

1. 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职责, 做到财力

部分人福利最大化, 社会通过再分配使所有社会成
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所以, 最大程度、
最优地满

与事权相匹配。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意味着各级政府
的责任与其所掌握的资源相一致。政府间事权的配

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是公共 财政的出发点 和归

置在国际上主 要是通过立法而非行政 干预来确立

宿。因此, 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建立城乡一
致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 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

的, 相应的财力也是通过立法来保障, 政府间责权关
系都是建立在宪法或相关法律基础之上。我国中央

配格局, 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纳入到国家财政预算,

和地方的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

建立有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公共财政分配

妥协的结果, 上级政府能够随时调整财力和事权的

制度。
( 三) 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

分配, 从而财力层层上收, 将事权层层下移, 缺乏有
约束力的、
可操作的条例和细则, 缺乏法律保障。党

财政的均等化水平

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

匹配的体制。
0按照这一要求, 各级政府应按/ 一级政

系和政府进行城乡间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十七大
报告提出: /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

府, 一级事权, 一级财政0的体制, 根据公共服务的类
别、
层次, 进一步明确从 上到下各级政 府的供给职

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

责, 明确界定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与县乡政府的事权

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
投入。
0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 要完善政府转移支

范围,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 凡是纳入国
家财政预算的政府支出项目必须得到执行, 使预算

付制度, 加快建立财政均衡机制。一是重新整合现

真正成为法律。如规定某些公共服务在政府财政支

有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 逐步缩小直至取消激励

出中所占的比重, 或某些公共服务支出占 GDP 的比

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总量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
将现行的税收返还、
原体制补助等多种转移支付形

重, 以保证公共服务建设资金有稳定的来源。
0 通
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及全体

式, 通过结构转换归并为以均等化为中心任务的一

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如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跨

般性转移支付, 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相配合, 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 并加强中央

区域的基础设施等, 应明确界定由中央财政统筹解
决; 对区域范围内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应视区域经济

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另外, 为保证各级政

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别, 如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等, 应明

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大体一致, 在中央财力逐

确主要由地方政府来负担或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

步扩大的情况下, 适当扩大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根据
其不同性质进行合理分类, 重新界定中央对地方的

负担。
2. 以法律形式确定公共服务决策者和实施者的

专项补助范围, 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 保证专项转

法律责任。通过完善相关法规, 对政府在公共服务

移支付的法定化, 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科学性、
公正
性和效益性。二是尽快在转移支付中引入因素法,

供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追究, 硬化供给保障约
束机制。因此, 要完善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法规体系

改变我国现行的按照财政基数来确定转移支付数额

建设, 各级政府事权分配框架和事权配置关系的调

的做法。在因素选择上, 既要考虑城乡经济发展水

整必须以宪法、
预算法等法律形式予以固定, 具体事

平, 又要考虑城乡公共服务的特点和支出成本的差
异, 应将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
公共医疗卫生、社会

权需要由相应本级的立法机构立法授权, 并接受法
律监督。以5农业法6为基础, 按照5农业法6关于财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作为基本因素引入转移支

政支农资金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

付, 以确保城乡居民获得大致相当的公共服务。三
是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快转移支付制度

度的要求, 专门制定5农业财政投入法6, 从法律上明
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财政安排以及

地方性法规建设, 以立法形式对省级以下转移支付

财力与事权, 制定更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对农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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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的项目、
内容、
方式、进程、
目标及其资金保

务教育中的责任和负担比例。尽快制定和完善城乡

障等予以明确的规定, 使各级政府按照责权的划分

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包括5社会保障法6、
5社

对农业进行投入, 硬化农业投入约束机制。我国目
前的5义务教育法6只是大体上规定了义务教育资金

会救济法6和5社会保险法6等, 将 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
社会救济、
医疗保险等纳入到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的来源而没有定量规定每年教育资金的投入比例,

中, 以立法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 使农村社会保

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缺乏可执行的标准以及相关

障各项措施 都有 法可依, 提 高制度 的稳 定性 和持

的法律依据。所以, 应根据5义务教育法6制定5义务
教育投入法6,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城乡义

续性。

参考文献:
[ 1]

李军鹏. 公共服务型政府[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1997 ) 2006) [ Z] .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07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Z] .

[ 4]

郭建军. 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 现状、问题 和政策建 议[ J ] . 经济

[ 12]

商报, 2008- 03- 04.
[ 13]

[ 14]

薛兴 利, 厉昌习, 陈磊, 申 海羡, 于建 华. 城乡社 会保障制 度的
[ 15]

统计公告 [ E B/ O L ] . ht t p: / / w ww . moe. edu. cn/ , 2008 - 01

宋卫刚.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概念辨析及理论分析[ J ] . 经济研究

- 06.
[ 16]

齐守印. 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 M ] . 北京:
[ 17]

宋立, 刘树杰. 各级政府公共服 务事权财 权配置[ M ] . 北京: 中

[ 10]

[ 18]

刘尚希. 财力应下移, 财权应上收[ J] . 财经, 2006, ( 7) .

王泽 彩. 论新 时期 的/ 财 政均 富0 理 念 [ J ] . 当 代 经济 研 究,
2006, ( 11) .

李玲.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 品供给的 制度障碍 [ J] . 商业时

[ 19]

代, 2007, ( 32) .
[ 11]

刘丽波. 农村 公共产 品供 给的现 状与创 新[ J ] . 改革 与战 略,
2006, ( 2) .

国计划出版社, 2005.
[ 9]

王元. 公共服务 供给中 各级政 府间财 权划分 的现状、问题 与
改革思路[ J] . 经济研究参考, 2005, ( 26) .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 2006 年全国 教育经费执行情 况

2006, ( 3) .
参考, 2003, ( 27) .
[ 7]

肖春华, 秦富, 关冲. 统筹城 乡发展的 制约机制 分析[ J] . 党 政
干部学刊, 2006, ( 4) .

差异分析与统筹对 策[ J] . 山 东农 业大学 学报 ( 社会 科学 版) ,
[ 6]

连 玉 明. 中 国 数 字 报 告 [ M ] . 北 京: 中 国 时 代 经 济 出 版
社, 2004.

研究参考, 2007, ( 1) .
[ 5]

赵艳红. 发改委: 我国 07 年财政支出 77% 用于地方[ N ] . 北京

[ 美] 约翰 # 罗尔斯著, 谢延光译. 正义论[ M ] . 上海: 上海译 文
出版社, 1991.

胡静 林. 打 开 国家 的账 簿[ N ] . 中 国财 经报, 2008 - 03- 15

[ 20]

( 1) .

孙雪梅. 我国 农村公 共物 品的供 给模式 [ J] . 江苏农 村经 济,
2006, ( 2) .

On the proportional allocaion of the federal and local power and finance
1

2

REN Guang- hao , XIE Jian- li

( 1. Sch ool of Law and Pol iti cs,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hijiazhu ang, H ebei 050091,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Hebei U n iversi ty of Econ om ics an d T rade, Shijiazhu ang, H 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T he w rit ers arg ue f or a pr opo rt io nal allo cat io n of the managing pow er and f inancial budget,
in the m ar ket eco nom y, in the t ow nship public services. Scient if ic budg et ing, ef fect ive m onit oring mechanism s are t o be enf orced. T his is no t o nly the financial or m anaging allocation, but also an event ful pract ice
of t he Chinese ref orms on t he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y. Det ailed analysis of financing st atus quo is perf orm ed and st rat eg ies proposed.
Key words: cent ral g overnment ; local; pow er; f inance; allo cat ion; t ow nship public ser vice; equalit y
[ 责任编辑

许婉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