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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又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具有利益双重性的特点。基于政

府在制度供给时会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会受到政府利益为正的约束这一假定，来讨论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
结合中国改革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经济涵义与政策启示：只有打破旧制度带给政府的利益，才会进行更有效率的新
制度的供给和安排；不同领域内的体制间是相互依存互为约束和前提的，要尽可能早地同时开始所有领域的变革，
使不同领域的体制协调性发展；推进中国当前的改革，必须打破政府的自身利益；打破政府的自身利益必须推进行
批注 [d5]: 小 5 号宋体

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利益；约束条件；公共利益；体制协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11）

引言

批注 [d6]: 二级标题，4 号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就是不断地调整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的过程。一项改革的实施，对于利
益的获得者来说，会极力赞成、支持甚至积极推进改革；而对于受损的利益集团来说，就会阻碍改

体，居中排；
“引言”前不加
序号
批注 [d7]: 正文，5 号宋体

革的进行，体现出改革的阻力。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既有个人和社会团体获益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
[1]

诱致性改革，也有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 。……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下，建
立一个政府利益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模型来分析改革的作用机制与路径，从中得到经济涵义与政策启

批注 [d8]: 只出现一次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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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相对应

示。

一、 文献综述

批注 [d9]: 二级标题，4 号黑

关于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主要讨论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方式等内容。
对于制度变迁主体的研究，诺斯认为：“制度安排可能安排单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人，或
政府（单个人或与一个人或更多人的合作）”，“一个制度的改变可能涉及一个单独的个人，也可能
涉及由自愿的协议组成的团体，或涉及被结合在一起或其影响决策的权力被置于政府管理的这类团
体

[2]270

。需要指出的是，三种主体 （即个人、团体和政府）在制度变迁供给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

实际上，在这三种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中，政府或者说国家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是
[3]

“制
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林毅夫教授指出：
“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 。

1

体，居中排

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

[2]198

。从不同学者的论述来看，虽然

制度变迁的主体会有个人、团体和政府三种可能，但大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和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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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供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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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有四种主流理论，分别为：经济增长动力理
论、成本收益动力理论、利益集团动力理论和诺斯动力理论。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是经济增长引起了制度变迁，它是制度变迁发生的动力源泉，他认为：“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

中出现的某一观点、说法、
引用做进一步补充说明。每
页重新编号。

[3]

度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需求的反映。” 。

二、 政府利益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模型与均衡点分析
基于前面所述的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及制度变迁动力理论文献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府利益
文献的基础，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政府利益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与路
径。
批注 [d12]: 三级标题，5 号黑

（一）基本假设

体

1.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
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且制度的设计及安排是一系列某一具体领域的子制度{x1，x2，x3，…，

批注 [d13]: 量的符号用斜体

xn}的集合，或者说是一系列制度的系统组合。制度设计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
批注 [d14]: “max”用正体

即Umax(x1，x2，x3，…，xn)。
……
（二）资助项目类型比较
1.合理分配资助项目的地区分布
（1）……；
（2）……；（3）……。

批注 [d15]: ××世纪××年

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法国企业社会学家菲利普·迪里巴尔纳……

CG (u, v;α ) = exp {−[(− ln u )1/ α + (− ln v)1/ α ]α }

（1）

代一定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批注 [d16]: 每个符号含义介

其中，CG为……；u为……；α为……。

绍之间用分号“；”隔开
批注 [d17]: 具有特殊定义的
函数符号如“sin”
“exp”
“ln”,
微分符号如“d”，常数符号
如“e”等使用正体
批注 [d18]: （1）图序、图题，
用小 5 号宋体；（2）图中字
号用小 5 号宋体；（3）图中
纵、横坐标的标目与单位不
能缺，如“资助额”为标目，
“万元”为单位；（4）标值
①

随文注是对文章中出现的某一观点、说法、引用做进一步补充说明。每页重新编码。

线向象限内侧画
2

批注 [d19]: 表序、表题，小 5

表 1 产品绩效模型各构面的相关系数估计

号黑体
相关系数
潜在变量

批注 [d20]: 表格中用小 5 号
产品研发

产品获利

产品研发

1.000

产品获利

0.390

1.000

客户满意度

0.352

0.413

客户满意度

宋体；表格使用三线表

批注 [d21]: 表格中同一行或

1.000

同一列数值小数点后有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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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for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Research:
The Necessity to Return to Original Experience
×××

批注 [d33]: 英文单位名称要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与中文单位相一致，
（二级单
Abstract: China’s remark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However, both the questionnaire-based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adopted by Oriental

位，一级单位，省市名称，
邮编）

management school, fail to reveal how Chinese enterprises function in a specific and local knowledge perspective. It
requires an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ive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 based on detailed observation,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 units, to find out the common traits behind their original
批注 [d34]: 英文摘要与中文

experience.

摘要内容要一致
Key words: management practice; original experience; researc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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