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卷第 1 期
2009 年 6 月

中国城市研究（电子期刊）
E-JOURNAL OF CHINA URBAN STUDIES

Vol.4 No.1
June., 2009

“省直管县”改革与“浙江条件”的解读
何涛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 “省直管县”改革首先以浙江为试点，目前正在全国 22 个地区推行。本文从对“市直管县”的批
评和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支持两个方面，探讨了“省直管县”改革的动力。同时，运用汪宇明教授提出
的 PEST 分析法对“浙江条件”进行分析，认为“浙江条件”是浙江省“省直管县”改革能成功的必要条
件，但对于其他各省只是参照条件，需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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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深化财政改革的重中之重。
“十一五”规划
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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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 年，浙江省就开始将设区市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下放给 20 个县(市、区)，成为全国
起步最早、力度最大的尝试点。浙江省的成功经验和中央的肯定促使其他省区纷纷效仿。截
至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直管县”的省区已经达到 18 个，再加上 4 个直辖市，全国
一共 22 个地区实行了这项改革的试点。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省直管县”改革在全国
范围内呼之欲出。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呈现出两个大的趋势：一是进行改革试点的省份在
增加；二是改革的内容不断扩展，由财政体制的改革到经济管理权的改革、甚至到行政管理
体制的总体改革[2]。
因此，首先要了解的是改革的动力，也就是从对“市直管县”的批评和对“省直管县”改
革的支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要对浙江省的改革经验即“浙江条件”进行总结和分
析，以期从中得到借鉴。
2

“市直管县”体制的弊病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这场“运动”能得到基层政府的大力推崇，并且得到社会各界人
士的大力支持，主要源于众多学者对“市直管县”的诟病与批评。
周一星（1991）最早对市管县体制影响辖县经济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在被调
查的辖县中，只有 19%的县认为市管县对辖县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
，而 25%的县认为“弊
大于利”
，另外 56%的县则“利弊参半”
，由此可以看出市管县体制并未受到辖县的普遍欢
迎[3]。周克瑜（2000）根据周一星的调查结果，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实行市管县体
制后，市县之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利益冲突，在欠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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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突出[4]。周振鹤（1996）认为弊端主要表现在会出现“小马拉大车”和“市刮县”等现
象，同时限制了县级市的经济活力[5]。汪宇明（2000）认为，
“市管县”体制的法律依据和
地级市行政管辖幅度上有问题，发展趋势困难，唯有“市管县”体制的创新才有出路[6]。作
者认为，在市管县体制下，地级市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所辖县用于发展其县域经济的资金，
制约了其灵活性、能动力和主动性。
3

“省直管县”改革的支持理由

因此大部分学者普遍支持“省直管县”改革。支持的理由作者从宏、中、微三个层面进行
总结：
从宏观层面看，
“省直管县”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层级，减少了政策执行的“漏斗效应”
。
从中央到地方，我国一共有五个政府层级。熊文钊认为，每一级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
但这种行政“自主权”虽然能保证部分地方灵活性，但却不能避免政策在传达和执行上的偏
差。另外，多层级削弱了转移支付的准确度和力度，致使这个解决县级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
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来看，
“省直管县”的体制是一种扁平化模式，即
将五个政府层级调整为四个政府层级，形成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能够减少行政成
本，提高行政效率。同时，
《宪法》第三十条规定我国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县(市)—乡(镇)三级，这说明“省直管县”体制也是宪法确认的基本结构体系。
从中观层面上看，
“省直管县”的体制有利于省、市和县(市)之间的关系协调。
“市直管
县”能否起到效果，关键是在于中心城市能否发挥带动作用。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浙
江省为例，
“市直管县”体制推行期间，集聚和辐射功能明显偏弱，甚至出现了一种“反带
动”的趋势，其经济带动作用已失去了意义，即“小马拉不动大车”
。而且，部分省份出现
明显的“市刮县”现象，造成市和县(市)之间的关系紧张。从这个层面上看，“省直管县”
体制可以使市和县(市)双方各司其职，减少利益上的分配问题。但在改革的初期，仍需谨慎，
因为惯性和路径依赖会带来权力分配上的博弈和冲突。
从微观层面上看，
“省管县”体制加强了县级政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些县域经济无
法得到很好发展的原因在于决策权的缺失。没有“扩权”就没有积极性，即缺少激励机制。
再加上县级领导的更换较为频繁，任期较短，留给他们的权力空间也较小。一方面权利空间
较小，另一方面却存在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
“省
管县”的体制能够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赋予县域经济更大的自主权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村经
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快实现“城乡合治”的步伐，改变城乡“二元”
的格局。
4

“浙江条件”的解读

4.1 基本情况
省管县财政体制最初出自浙江，并取得巨大成功，被誉为“浙江经验”
。 浙江实行省直
接对县的财政体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3 年。回顾历史，从 1953 年开始至今，除“文化大
革命”后期的一段时期以外，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所谓省管县财政体制，即市
(地)本级财政和县(市)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在体制上挂钩，市(地)一级不与所辖县(市)在财政
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省管县财政体制不是浙江的独创，不过像浙江这样从 1953 年以来一
直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自治区，在全国几乎没有。
1982 年，中央决定全面推行“市领导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浙江省也开展了“撤地建市”
工作。面对市级层面要求具有管辖县级财政强烈呼声，以及其它省份纷纷实行市管县财政体
制的情况，浙江一些县对这一体制最大的担心，是“市带县”会变成“市刮县”，省里决定仍然
坚持实施“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并在随后多次进行优化。1992 年至今，浙江已连续四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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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策，扩大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市(县)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 年出台了扩大萧山、余杭、
鄞县等 13 个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外
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等 4 项。1997 年，省政府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地级市一部分经济管
理权限，主要有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管理权限等 11 项。2002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进
一步扩大和完善 20 个经济强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将 313 项原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
权限下放给这些县市。这些权限几乎涵盖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2006
年，省委、省政府再一次出台文件，开展扩大义务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决定
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
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7]。
总的来说，浙江是“强县扩权”改革的先试者，也是受益者。资源优势匮乏的浙江省，
在连续 4 轮的强县扩权后，县域经济实力大增。在扩大县级地方权限的同时，乡镇管理体制
改革也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浙江省正从“强县扩权”到“强镇扩权”
。而 2008 年底，浙
江启动第五轮扩权改革，明确提出加强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全省（除宁
波外）全面推行扩权强县。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
，词序的变动，意味着浙江几乎
所有的县都将会得到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4.2 PEST 分析
“浙江条件”是一部分学者提出来总结浙江省“省直管县”改革成功的原因的，即有浙江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作为背景。从总体来说，“省直管县”的改革是需要符
合一定条件的。汪宇明(2004)认为，这个条件需要参考政治( Politics)、经济(Economy)、社
会(Society)和技术(Technology)这四个要素，即 PEST 分析法，并对于符合条件的省实施省
直管县市体制，以减少行政层级，整合行政资源，优化行政结构，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责权，有效地建构起“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8]。
以下，作者运用汪宇明教授提出的 PEST 分析法对“浙江条件”进行分析：
4.21 政治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逐步调整，我国省市两级政府的职能已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事务性工作明显减少，上级政府不再向下级政府分配物资和下达计划指标。特别是
近些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加入 WTO 后，中央和地方对行政审批项目都
做了大幅度的削减，削减幅度在 50%左右。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政府审批的事项将会越
来越少。政府职能的这种变化，使得县以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微观逐渐转向宏观，省级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管理幅度可以增大，省完全有能力直接领导几十个县[9]。
4.2.2 经济条件
从经济条件上看，浙江省最大的特点就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也是其优势之一。特别是
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浙江涌现出一大批经济强县，积聚了强大的推进城市化的动力，对
周边地区形成了较强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在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浙
江占 27 个，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浙江的一大优势所在。浙江的强县优势有时甚至在一个地
级市的范围内更为明显:如慈溪和余姚、乐清和瑞安、温岭和玉环，GDP 总值分别占宁波、
温州、台州的 30%以上;义乌、东阳 GDP 总值占金华 8 个县市区的一半;绍兴、诸暨、上虞
的 GDP 总值占绍兴市 6 个县市区的 64% ，海宁、桐乡、平湖、嘉善的 GDP 总值占嘉兴
全市的 70%[10]。
4.2.3 社会条件
浙江作为沿海开放省份之一，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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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均 GRP 由 1978 年 331 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37411 元，列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
市之后，居全国第 4 位，年均增长 12.1%。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通常被
认为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譬如 “温州模式” 和“台州现象”
。在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各县
市，政府对其干预往往较少。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浙江省在减少行政审批、下放行政权力、
规范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走在全国各省区的前列，是浙江省得以率先进行省管县改革的重要社
会条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项改革进程的顺利与否除经济、政治和文化成熟程度对其有
约束外，社会反应和支持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11]。通过笔者的抽样调查发现，各县市
的人民也都较为认同“省直管县”的模式，普遍对“县”、
“市”的归属感强于地级市，这也
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社会条件。
4.2.4 技术条件
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快速发展使得省与县之间的实际空间成倍地缩小，省与县的联络已相
当便捷。而且，浙江省面积较小，所辖县区较少。浙江省有 10.18 万平方公里，80％的县
位于以杭州为中心 200 余公里的半径内，实施省管县不会超出省政府的管理幅度。浙江省
有 58 个县，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 4 小时交通圈，即使是最偏远的县城到省城也只需 5~6
个小时，技术条件已经许可。省直接领导县的技术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打破。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省的改革极具可行性，
“浙江条件”也是浙江“省直管县”
改革能成功的必要条件。
5 “浙江条件”的借鉴与小结
刘君德（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行政区划这一看
不见的墙仍然对城市、区域经济产生刚性约束。这种约束更多地表现在行政层级的设置以及
制度安排上的转变对各层级的影响[12]。
随着“省管县”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的推进也进入了广泛的试点阶段。而浙江的成功
案例成为其他省、直辖市学习的榜样之一。但需指出的是，
“浙江条件”并不是各省进行改
革的唯一标准，而只是参照条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浙江具有实行省管县的先天优势，但
是浙江省的改革是十分冷静和理性的，浙江省是对全省大多数县实行省管，但在市域经济发
达的杭州和宁波地区并没有“一刀切”的改革，依然实行“市管县”、
“市带县”体制。这说
明，先天优势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
如果以管理幅度这个实际情况为例问题，一般认为，省直接管理的县(市)数量以 50 个
左右为宜，从这个意义上看，浙江省一共有 22 个县级市、35 个县，基本符合条件。同时，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浙江省形成的 4 小时交通圈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从全国的范围来看，
[13]
不少省级区划里县级单位有 80、90 个甚至 100 多个 ，直接套用“省直管县”的一般模式，
在管理上可能会有问题。例如，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四川、河北等省
份县区较多，省政府的管理能力不一定能覆盖了全部的县市。熊文钊等认为，当省政府不能
很好地管制县区的时候，会出现县区权力的膨胀，损害的只能是基层老百姓的利益。作者认
为，虽然该条件并不是绝对的限制性条件，但仍需作为可行性分析的一个方面。
总之，尽管“省管县”改革似乎是大势所趋，但在各地分别进行推行时，仍需要坚持稳
妥和渐进的原则。譬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关系，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
而就改革的可行性来说，汪宇明教授的 PEST 分析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在浙江省也
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尚未进行试点的省份可以进行尝试性的改革，积
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和试验结果良好时将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下来。同时从硬件和
软件两方面为“省管县”的全面铺开创造条件：一方面是省内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和电子
政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的加强，以制度变迁带来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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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e Direct Government of Counties by Provinc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ejiang Conditions”

He Tao-zhou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Direct Government of Counties by Provinces” reform, first a trial proj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now being widely promoted in 22 districts in our n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form, presenting both the criticism toward “the Direct Government of Counties by Cities” and the
support for “the Direct Government of Counties by Provinces” reform. Meanwhile, the author analyzed
“Zhejiang Conditions”, using PEST Analysis by professor Wang Mingyu,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Zhejiang Conditions” acted as a necessity to “the Direct Government of Counties by Provinces” reform in
Zhejiang province, but only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provinces, the latter had to make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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