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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的边界及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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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是事关规则取舍和设定主体的改革。

展和相对成本的改变应时而生，现行法规禁止私家

就规则本身而言，在政府服务、监管、分配三个职能

车未经许可从事有偿运送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领域所承担的角色不尽相同。

了闲置车辆利用率和公众出行效率，但为保障公共

第一，服务职能。 政府服务职能是处理与一国

出行安全，政府应该在改进监管的前提下，适度调整

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事务，一般并不涉

规则，促使网络约租车服务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

及外部性与资源分配公平性，主要关乎于信息的真

类似地，金融发展和跨境电商等新领域也大量存在

实性，紧跟信息和大数据时代的步伐，让信息而非申

生硬而且机械的老规则，堵塞了金融创新道路，恰如

请对象跑路，大幅度减少和简化过时的规则和程序，

其分地进行规则整合，才能推动中国电子商务的健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该职能领域改革的有利方

康发展。

向。 目前逐步推进的异地办理护照和港澳台通行

第三，分配职能。 政府分配职能是政府在既定

证、异地换领驾驶证以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带来

的财政约束下利用既有规则获得有效信息，对有限

的便利也很好地印证了上述论点。 可以看出，技术

准入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此项职能强依赖于有效

水平的改进为政府服务领域带来“ 免费午餐” 。 因

信息，需要通过执行规则来有效辨别资源申请者类

此，大幅度减少和简化此类规则和程序，充分利用技

型，尽可能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同时按照规则对信

术水平提高带来的优势，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来降

息的可识别度来进行程序上的流程再造和深层次解

低信息成本并提高信息识别效率，简化行政事项办

构，舍弃对配置筛选过程中提供无效或过高成本信

事规则和程序，既可以精简行政事务流程，提高政务

息的规则。 实际上准入性资源分配中的多余规则颇

效率，又会大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多，执行此类规则对于辨别申请者类型毫无意义，应

第二，监管职能。 政府监管职能是针对市场活

尽快废除。 像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的分配，贫困

动中存在外部性问题的行政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

人口补贴的发放，新兴产业资金和税收支持名单的

在此职能领域，根据外部性的范围和强弱，采取针对

确定等政府分配物资和资源的情形，都需要修改原

性的监管措施，才能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有陈旧规则、制定更透明的规则和容易验证的门槛，

有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会引致负的外部性，而必要

将物资和资源分配给最符合要求的对象。 当涉及准

规则缺失和执行宽松会给社会带来损失。 诸如医

入性资源分配的规则能够利于辨别申请者类型，存

药、环境、食品安全等可能会造成严重外部负效应的

在满足申请者参与约束的最优规则量，现实中可以

领域，加强管制是有其必要性的（ 规范的需要、防范

综合考虑执行规则带来的成本收益以及对申请者造

的需要、平等的需要） ，增加针对性监管规则势在必

成的影响来决定规则的取舍。 据此，可将对判断申

行。 同时，监管事项的外部性问题有轻重之分，倘若

请者类型有利的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成本相对较

外部性问题影响较小，政府制定过多繁文缛节来进

低的，虽然执行规则会增加社会总成本，却将更多不

行监管，既浪费资源、影响效率，又束缚企业创新、影

符合条件者排除在外，保证分配的公平性，收益远大

响企业活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新外部性问
题会出现，政府应对此类新出现问题，不仅需要对现
有制度做出添加，而且还要将限制创新的规则适当
删减，以促使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专车、快车
和顺风车等网络约租车服务伴随着互联网创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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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本。 ２０１５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
待审药品申请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
作，并将仿制药标准由 ８０％ 提高到 １００％，既减少了
不合格药品注册申请量、提高了审批效率，又保证了
仿制药质量。 因此，此类规则不仅能够作为公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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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社会福利损失带来的社会成本，而且可以提

当不破坏市场整体性公平性，且地方获取信息的效

高办事效率，收益远大于成本，适度增加方为良策。

率更高、积极性更高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更好；当

另一类虽然能判断申请者类型，但是成本相对太高，

破坏了市场整体性公平性时，就要在因地制宜发挥

就要大力清理、取消和简化。 当规则多到弊大于利

地方优势带来的正面效应与破坏市场公平竞争造成

的情况，执行规则虽然对辨别申请者类型起一定作

的负面效应之间衡量，如果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用，但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

那么就应该将权力保留在中央。 此外，规则与官员

实施的大量“ 一事一议” 的审批项目，申请材料固然

腐败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一般意义而言，当职能

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但审批者验证把关和做出判断

部门的规则少时，留给执行规则的官员的自由裁量

的有效资源有限，政策与对策的循环又带来了大量

权和寻租空间变大，更容易滋生腐败；当职能部门的

官僚主义和应对官僚主义的成本，使得执行规则的

规则多时，执行规则的官员的腐败机会就相应减少。

成本远大于收益，事倍功半，效果不佳，修改、减少这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易于产生腐败的部门和领域，尽

类规则对于社会福利更加有利。 即便如个人“ 无犯

量增加显性规则，将规则细化。 但与此同时，规则的

罪记录” 证明、职工“ 无房” 证明等这类“ 小事” ，由政
府部门直接联网验证核实既节省成本，也能避免出

增加和细化也增加了行政成本，还有可能降低行政
效率。

现造假，这种要求虽然必要，但应免除当事人自身提

针对政府的服务、监管和分配职能，结合数理模

供义务。 是以，用提高显性门槛要求的办法放弃实

型的推导，本文给出以下如何促进简政放权改革的

质性审核和自由裁量空间很大的审批，对够门槛的

建议，冀望能够为简政放权改革做出边际贡献：一是

申请人只做形式性审查，并加大对抽查违规者的处

政府应继续加大服务领域内的简政放权力度。 综合

罚力度，这样通过大大减少烦琐重复的审核工作量，

来看，该领域利益羁绊少，受惠于技术进步，同时又

将有效资源集中于造假申请者的筛查处罚，反而事
半功倍。

是民众接 触 最 多、 最 能 感 受 到 政 府 “ 亲 和 力” 的 领
域，因此服务领域这种“ 投入小收效大” 改革势必先

第四，放权问题与讨论。 放权问题是中央政府

行。 这里的核心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申请对

和地方政府权力如何安排、权力主体如何确定的问

象着想，使政府工作真正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题。 对于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在不影响全国一盘棋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是考虑到政府监管的行

和市场竞争公平性的同时，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把

政事务所涉及的外部性问题，可以梳理现有监管事

需要因地制宜的规则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更有利于

务，依其或有风险大小做针对性的改进。 负外部性

社会总福利的改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央政府层面
核准企业投资项目减少 ９０％，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

减 ８０％，将 权 力 下 放 至 更 接 近 服 务 对 象 的 地 方 政

或有风险小时可以减少和简化监管以节约成本、提
高效率、鼓励创新，反之则须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

府，使其决策更贴近各地不同的状况，促进依成本定

性作用。 对外部性影响的科学合理界定，要借助外

价机制更合理地形成。 类似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

脑，聘请或委托利益中立的各方面专家或机构，给出

正是出于地方对信息更易得、积极性更高，又不破坏

意见建议，并充分听取监管对象的声音和合理意见，

市场整体性公平性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更优的考

防止主观片面性或宽严失度。 三是在涉及政府分配

虑。 概而论之，此类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一方面可

有限准入性资源时，应依照规则对信息的可识别度

以利用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及

来进行程序上的流程再造，舍弃对配置筛选过程中

时性优势，另一方面也能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产出

提供无效信息的规则，对关键信息进行深层次解构，

比，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更

设定相应的规则，力图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

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在规则制定权的下放方面，

这里的要点是要低成本筛选真实信息，既防范不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给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综合平

格申请人的鱼目混珠，又防止合格申请人的望而却

衡权力，及中央在控制耕地红线的同时，将城市土地

步，寻求优化平衡。 对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

和建筑大控规下的具体规划权、土地招商价格和配

权问题，在不破坏全国一盘棋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同

套条件的决定权下放给地方，诱发了各显神通的地

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否

方竞争，成为推动国家整体经济高速增长和繁荣兴

则就要权衡利弊得失，避免弯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

盛的重要原因，被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观察者认为

地广人多、地方差异悬殊的超大国家，有两个积极性

是独具竞争力的中国特色。 但是，在税收政策上面，

优于只有一个积极性，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和

给一些地区在税率和税收征管上开的口子，则造成
了企业大规模迁移注册寻租，扭曲了资源配置和破
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最后不得不食言废止。 因此，

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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