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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经济学的若干看法 

郭小聪 
 

（郭小聪：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广州 51027） 

 

摘    要：政府经济学是经由西方的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但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还是有

一定的差别的，表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差别、运用的理论与分析工具的差别、学科性质定位的差别。

政府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由研究的基本问题决定的。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经济领域和经济行为需要政府

介入和承担？政府要通过什么样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和经济政策来履行经济职能？这些机构、方式和政

策是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效果的？政府如何通过财政管理（收入与支出）来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进

社会福利和稳定经济的目标？政府如何管好自身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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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经济学的由来 

政府经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ment），是经由公共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

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or Public Sector Economics）发展而来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

学者对财政问题的注意和研究。 
财政的产生同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作为执行一般社会需要的代

表，履行集中分配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的职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是从国

家或君主的收支活动来探讨经济问题的，如德国的官房学派和历史学派。在他们眼里，经济

学只不过是君主政府的“官房学”，是政府的理财学。就此而言，经济学来源于财政学。财

政学、经济学从纯属于国家走向公共社会，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就像

恩格斯所说的，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

而创立了财政学。在这以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

的一个普通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1] （第 675 页）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 1776 年出版时，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 130 余年，距

英国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的 1688 年的“光荣革命也近 90 年了，但其时英国的产业革命尚

未完成，英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摆脱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束缚，需

要自由发展，而不需要国家的保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富论》把财政学从纯属于国

家的理财活动推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实践；与此同时，亚当·斯密主张把政府的

经济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国防、司法、行政、公共秩序的维护等等，认为资源配置

的任务应在“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完成。《国富论》的出版，

标志着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继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萨伊、

马歇尔、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市场经济及自由放任的理论。 
自此以后，西方的经济学摆脱了早期的政府理财学步入了公共经济学的轨道，把财政学

看成是公共财政学也成为主流观点。但在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类似政府应该扮演什么

角色、履行什么职能，国家、政府该不该干预经济，如何干预经济等问题，经济学家则一直

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个持与亚当·斯密不同看法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Friedrish List, 

1789—1846）。他在其 1841 年出版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各民族、各国

家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由此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理论依

据。他认为，在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自由贸易只会对先进国家有利。

落后国家只有在强大的国家力量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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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20 世纪初以英国剑桥学派重要人物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为

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庇古于 1920 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从社会经济福利 大化的角

度研究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合理性，并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国家

干预的问题。 
对传统自由放任的学说提出了有史以来 严厉的挑战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他于 1936 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开始了一场旨在用国家干

预思潮改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第一次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资源的

充分利用问题，否定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设，即

“萨伊定律”，认为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填补总需求与总

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而“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

由社会来总揽”，“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制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新的国家干预的主张：“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

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2]（第

321-322 页）
由于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在 30 年代的大危机中，对挽救资

本主义制度曾起过“起死回生”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关于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的理论争论持续不断，但争论中

也有形成共识的地方，即：在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不同的供给和消费规律，私人

产品的消费存在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而公共产品的消费存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半

竞争性和半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共同消费性质，很容易产生“免费搭车”（Free Rider）
和“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问题，使提供者遭受严重的成本利益失衡损失。“免费

搭车”指的是公共产品供应上的坐享其成心理的和行为。“囚犯困境、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

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危害的现象和行为。“免费搭车、和“囚犯困境”心理将使得无人愿意

提供公共产品，尽管人们明知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完全没有公共产品提供，或者公共产品

的提供严重不足。“公共经济学”就是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古典经济学

的重点是研究私人产品的供给与消费问题，公共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

问题。根据张馨教授的看法，“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一词 早见于英语财政学专著的，

是 1936 年在美国翻译出版的意大利学者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一书。[3]（第 1 章）

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公共产品概念及其理论才在美英学界

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公共经济学也是这时才真正获得发展的。列夫·约翰森的《公共经济学》

于 1965 年出版，反映这门学科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也于 1966 年创刊。 

在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对如何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问题，如“免

费搭车”（Free Rider）、“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外在性(Externalities)等，仍然存

在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实质上是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的争论的继续。以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公共性、外在性、垄断性等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干

预市场以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提供了空间，因为“政府的显著特征——拥有全体的社会成员和

强制力——使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4]（第 4 页）
。而以科斯（Ronald Coase）

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靠“自愿联合”或“协商解决”等市场原则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主

张通过明晰私有产权使外部问题内在化、市场化。所以，西方经济学界有人把斯蒂格利茨的

经济学称为“干预经济学”（Economics of intervention），把科斯的经济学称为“产权经济学”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不过，现代西方学者中有关政府干预的主张，比凯恩斯等

人的政府干预的主张要显得温和得多，更多地表现为主张在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因而更接近

于“混合经济学”。在“混合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决定价格和产量，而政府却

通过税收、支出方案和规章制度来调节市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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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5]（第 86-87）可以说，政府经济学正是在

主张温和的政府干预、主张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学者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与公共经

济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一门边缘学科。我比较赞同这样的看法：“公共经济学是政府

经济学的前身，政府经济学建立在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公共经济学扩展了财政学，

与政治学开始交叉，为政府经济学的形成做了准备。如果说政府经济学发源于财政学的话，

则可以认为公共经济学是财政学到政府经济学之间的桥梁。”[6]（第 42 页） 

在我国，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几乎是同时从美国引进的。1988 年，春秋出版社

出版了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的《政府经济学》的中文版；1992 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保罗· A.萨缪尔森，威廉· D. 诺德豪斯合作的《经济学》中文版；1994 年，上海三联书店和

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和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 B. 阿特金森合

著的《公共经济学》中文版。此后，我国学者撰写和编著的或以《公共经济学》冠名或以《政

府经济学》冠名的教材逐年多起来。马国贤于 1995 年出版的《政府经济学》（中国财经出版

社），尽管其副标题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政府理财理论与政策”，但从实际内容看，

已经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财政学，也不同于公共经济学。笔者于 1997 年出版《政府经济职能

与宏观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尽管当时考虑学科体系的不完备性不敢贸然冠名为政府经

济学，但也是涉足政府经济学的初步尝试。至今为止，据我的不完全掌握，直接取名为《政

府经济学》的教材已经有十多种。除上述马国贤的《政府经济学》外，还有张荐华的《政府

经济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周绍朋等的《中国政府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8），黄少军等的《政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李小宁的《政府经济

学》（团结出版社，2000），黄新华的《政府经济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孙苹、许洁

的《政府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乔林碧、王耀才的《政府经济学》（中国国际

广播出版社，2002），鲁照旺的《政府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曾国安的《政府

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等。政府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二、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别 
这是学生经常问的、老师又非常难于解释清楚的问题。我国的多数老师采取 简单的回

答：公共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就是政府经济学。从上述可见，三者本来就是

同一条根源，要讲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确实不容易。国外学者也只管交替使用公共财政学

（Public Finance）、《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或 Public Sector Economics）、《政府经

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ment 或 Governmental Economics 或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的思考，只是感觉到存在差别而已。 

相比之下，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区别的感觉更为明显一点。如，迈克

尔·霍华德在他的《公共部门经济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英文版，西印度大学出版社，

2001）简述了这种感觉：“公共部门经济学常被公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所交替使用。我从

未合理地区分过两者的区别。一般地说，公共财政学是一个老术语，它强调预算的收入一面，

当然也讨论财政支出的决定和影响。而公共部门经济学更加注重政府税收与支出对经济活动

的影响。税收的来源以及影响公共支出的因素，仍然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7]（p.1）又如，彼得·M. 杰克逊在他主编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中也认为，“‘公共

部门经济学’这个概念取代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的‘财政学’只是近年的事，传统的财政学主

要侧重财政方程式中的税收方面，忽略了公共支出的公共选择。”“与财政学相比，公共部门

经济学近来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学家们现在更加注重公用品（公共政策）的需求和供给。”
[8]（第 2、3 页）

还有一位学者，马克·波尔曼，他在一篇评论斯蒂格里兹的文章的注释中说，许

多美国人习惯于用“公共财政”这个词，“对‘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这个词感

到不习惯，但这是一个合适的词语。”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合适的词语”呢？因为“过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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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专家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和公正地进行税收和使用税收。”如今研究的重点已经有了巨

大的转变，“公共财政学”已经包含不了新的研究内容，而“‘公共经济学’很好地包含了这

些内容：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谁拥有，谁控制，谁管理和谁制定政策；以及谁关注政府的经

济政策。”他还说， 初他把斯蒂格里兹列为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专家，而现在应该

把他看作是一个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美国人。[4]（第 152-153 页） 
这三位学者讲的是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别，至于公共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的差

别，似乎没有学者论述过。 
从已有的文献看，不论是用政府经济学取名的著作，还是用公共经济学取名的著作，两

者在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以及运用的理论等方面，确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地方还是有

的。我认为，作者使用不同书名的情况不一，有的可能真的出于不同理由的考虑，有的可能

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只是出于偏好而已；所以，书名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内容到底有

没有差别。 

1988 年春秋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约瑟夫· E. 斯蒂格里兹的著作时，斯蒂格里兹的著作

的原名直译是《公共部门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Sectors），但中文版出版时书名是《政

府经济学》。翻译者当年为什么把 Public Sector Economics 翻译成政府经济学？我没有机会

去请教，但细想起来，觉得这样的翻译正是翻译者的水平所在。因为这样的翻译，能够起到

直接翻译所无法做到的作用。一是容易被中国读者理解，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由于长期实

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原故，中国人习惯于把经济管理看成是政府的份内事，政府是当然的经济

管理主体。虽然经过改革，80 年代未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步地把企业的管理权还给企业，

理论上也开始认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但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主体地位已经深入

人心。而且，公共部门、公共组织等概念，虽然在 80 年代末已经被部分学者所运用，但相

对来说，人们更为熟悉和更容易理解的是政府、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政府部门等概念。所

以，政府经济学就像宏观经济学一样，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二是更贴切地反映斯蒂

格里兹的著作的内容，更直接地反映他的主张“政府干预”的观点。该书以美国的政府、政

治及经济过程为对象，主要分析政府的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的支出行为和税收行为，分析

的单位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书贯彻了他的关于政府不同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优越性以及在

混合经济体制下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观点。三是使中国学者更为冷静地思考我国在体制转轨

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扮演

什么经济角色？政府职能转变是否意味着政府要放弃经济职能？等等。80 年代末，“ 好的

政府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管事越少的政府越好”的观点，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在这种背

景下，书名为《政府经济学》的出版，由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也发挥了一定的矫正作用。

《政府经济学》的书名很快被众多中国学者所认同和赞赏，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政府经济职

能、政府与市场、政府经济管理等专题，以至直接使用《政府经济学》的书名来编著教材。 
至于国外有没有学者直接用类似《政府经济学》的书名的，就我掌握的资料看，虽然不

多，也有一些。如，大卫·N.海曼（David N. Hyman）的书，其英文书名为：The economics 
of governmental activity（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3），可以翻译为《政

府行为经济学》或《政府经济学》。还有：《国家与地方政府经济学》（Werner Zvi Hirsch: The 
economics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和 Henry John 
Raimondo: Economics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New York: Praeger, 1992）、《地方政府经

济学：理论和实践》（David N King: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地方政府经济学：原理与实践》（Stephen James Bailey: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9）、《社会、政

府与国家经济学》（Frank Chodorov: The economics of society, government, and state. N.Y., 
Analysis associates, 1946）、《财政分层：不同层级政府经济学》(David N King: Fiscal ti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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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of multi-level government，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on Federal Financial 
Relation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等等。i 

那么，政府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想，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差别： 
第一，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差别。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经济主体是公共部门或公共组

织，而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经济主体是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在西方学者眼里，两种经济

主体基本就是一回事。但在实际的使用中，两者还是有差别。公共部门、公共组织是相对与

私人部门、私人组织而言的，凡是涉及到社会的部门和组织，都可以归入公共部门、公共组

织。目前正成为研究热点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社会服务组织”（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志愿组

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s）等，被理解为既不是私人部门又不是公共部门而归入“第三部

门”（the Third sectors）或“第三域”（相对于公域和私域）。严格说来，这些组织和部门都

属于社会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应该包括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这些非政府性的公共部门和组织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发挥着政府组织和部门无法替代的

作用。[9]（第 270-286）所以，我认为，公共经济学应该研究包括这些非政府性公共组织在内的所

有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和规律，而政府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以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

规律。两种经济主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那就是，政府组织及其部门是有不同的层级的，不

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权限和职能，而一般的公共组织和部门很难区分其层级、权限

和职能的。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鲍威尔（Robin W.Boadway）和威迪逊（David E. Wildasin）
在他们合著的《公共部门经济学》中，不能不在第 14 章的第 2 节讲述“公共部门职能与适

当级别政府的对应”。[10]（第 353-362 页）
由于经济主体的差别，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于政府

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学者主张从经济主体来划分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市场经济中，如果

不考虑同外国的经济关系，政府同企业、居民一起成为市场经济的三大主体，对三大主体的

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三个经济学分支学科：政府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10]（第

6-9 页）
我认为这种划分法未尝不可。 
第二，运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有差别。关于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鲍威尔

和威迪逊在《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言中作了概括：“作为一门同时涉及到规范与实证经济

学分析的学科，……一方面，财政学（作者把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等同看待——本文作者注）

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在影响资源配置方面究竟应当起什么

样的作用。确定公共部门决策规则的一系列规范分析因而需要运用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工

具，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将财政学归于应用福利经济学的范畴。另一方面，财政学也涉及

实证分析问题，即研究政府活动（如税收、支出、转移）如何影响经济中的资源配置、相对

价格和福利状况。”[10]（第 6 页）
也就是说，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其分析工具

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我认为，这也是政府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不同的地方是，

政府经济学还必须借助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家理论（含政府理论），在进行经济分析的同

时引入政治分析。“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有着一定的区别。经济分析的关键在于经济资源的

稀缺性，即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较的经济效益问题；而政治分析的核心在于在经济资源约

束条件下的利益冲突，即成本摊派的收益分享”。[12]（第 4 页）
公共经济学注重对投入产出的经

济效益分析，而政府经济学注重对产生经济效益的制约条件的分析，包括分析政府管理体制、

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等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管理效能的影响。在公共经济学中，国家的意志

及其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即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行为方式等，往往被作为外生变量来处

理，而对于政府经济学来说，这些都是影响经济效益的内生变量。 
第三，学科性质的定位有差别。如果前两点差别合符逻辑的话，这一点差别也就不言而

喻的了。政府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虽然有许多原理、知识、结构、内容是相同的、交叉的，

但公共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在经济学是非常鲜明的，而政府经济学更像是一门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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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科，其学科性质的定位应该属于公共行政，或者我国所理解的公共管理学。在美国

高校，经济学系和公共行政系都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这两个系的公共经济学课程在多数学

校都用英文 Public Economics 或 Public Sector Economics 等来表示，也有个别学校的公共行

政系或政府研究所将这门课取名为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或 Governmental Economics 或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等。我国高校的政治学专业、行政管理学专业以及公共

管理的专业硕士研究生（MPA），也都开始这门课，课程名称也是两种都有。于我之见，从

专业的特点和课程的学科性质来看，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宜统

一为《政府经济学》，便于区别经济学专业的同类课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但在发展综合

学科、边缘学科的同时，保持各学科之间的特色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两者

之间的差别的真正目的。 
 

三、政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框架 
任何学科的基本框架都是由研究的基本问题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思考政府经济学

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对此， 好看看英文版著作中直接取名为政府经济学的作者是如何

看的。上述提到的大卫·N.海曼在他的《政府行为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都会给政府行

为提出一系列问题，包括：1、全体国家公民是如何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做出选择的？2、有多

少和有哪些行为应该由政府来承担？3、政府政策选择对实现社会目标具有什么作用？4、政

府行为的财政运作对实现社会目标具有什么效果？”[13]（p.3）根据这些问题，海曼分四个部分

来构思他的著作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建立一个分析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理论框架。”“第

二部分提出有助于优化政府支出的基本原理。……包括政府确定优选项目的过程。”“第三部

分主要是讲述政府支出项目的财政运作方法，包括美国政府的税收计划和税收政策等。目的

是保证财政运作有利于实现社会目标。”“第四部分分析在联邦主义体制框架下城市政府所面

临的问题，主要是美国的地方财政及其支出问题，包括分税制和城市问题的讨论。”[13]（Pp.3-7） 
斯蒂格里兹把政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和如何决

策”，就像郑秉文博士所说：“在斯蒂格里兹那里，政府经济作用一直被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

个方面，即生产方面的作用是要回答‘怎样生产产品’的问题，消费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生

产什么’‘为谁生产’等问题。”[4]（第 6 页）
围绕这两大问题，斯蒂格里兹主张政府经济学的研

究重点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1）搞清政府参与哪些活动和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2）
尽可能地理解与预测政府这些活动的全部结果，（3）评价各家政策。[4]（第 14-15） 

我们再看看国内的著作是如何理解政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的。比较有中国特

色的大概是周绍朋等主编的《中国政府经济学导论》。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经济学以政府管

理经济、领导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中

国政府管理经济中的主要问题”。[14]（第 1 页）
书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政府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对微观经济进

行规制和引导国有企业改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长期可持续发展等。

基本框架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基本相同，应用性、对策性非常明显。 
综合国内外同类著作的看法，我认为政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四方面：一是在市

场经济中政府具有什么经济职能？有哪些经济领域和经济行为需要政府介入和承担？二是

政府要通过什么样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和经济政策来履行经济职能？这些机构、方式和政

策是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效果的？三是政府如何通过财政管理（收入与支出）来实现提高公

共服务质量、增进社会福利和稳定经济的目标？四是政府如何管好自身的财产（主要是国有

资产）？如何才能在保证自身财产在增值的同时有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 

根据这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可以从五个部分来构造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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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从规范的层面讨论政府经济行为的必要性、可能性

和有效性。这是政府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阐明市场的构成要素、市场的功能，分析市场失灵

的原因、表现，从市场失灵的机理说明政府有限经济行为的必要性和范围，并从理论的层面

阐述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研究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即政府失灵的表现、原因和矫正措施，

探讨既不损害市场机制又能改善政府经济行为效能的途径。 

第二部分，从宏观的角度搭建政府经济行为运作的制度框架，包括政府行使宏观经济管

理职能的制度、机构、方式和手段，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方

式，政府规范市场、规制微观经济行为的法规和行政制度，政府调节市场经济活动的各项政

策，包括税收政策、金融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 

第三部分，以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讲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原理

和供给机制，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及效果，对政府公共决策的规则和局限性进行政治分

析，介绍政府采购的制度和方式，并对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经济分析，提

出控制公共支出不合理增长的措施。 
第四部分，以政府税收理论为核心，分别对税制、税种、税率、免税与补贴等项政府税

收形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各种收入形式的经济效应。 

第五部分，以国有资产理论为核心，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及国有资产存在的必

要性及其作用，探讨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管理内容、管理手段等问题。 

作为我国的《政府经济学》教材，一定要反映我国政府经济行为以及相关的实际情况，

包括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经济管理制度、经济管理政策、公共产品供给、国有资产管

理等实际情况。美国有关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的书，几乎都直接从美国政

府的实际情况入手来讲述理论知识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照搬别人的理论而不联系自己的

实际，否则，对培养我国的人才、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太多的价值。 
由我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府经济学》，正是沿着上述的思路来谋篇

布局和写作的，但做得还很不够。一是政治分析方面还比较薄弱，二是没有涉及不同层级政

府（multi-level government）之间的关系，三是缺乏政府政策的具体绩效评估。这是我们课

程组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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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列的政府经济学英文版著作，除我两次分别到美国两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阅读的书目外，还有正

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何艳玲老师帮我检索的书目，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