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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宏观经济学中政府角色的思考

薛涧坡　 许志伟　 刘　 岩　 李　 戎∗

　 　 摘要: 主流宏观经济学中ꎬ政府被视为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或者直接退

化为一组政策规则方程ꎮ 这种简化忽视了政府作为经济决策主体的行为特征ꎬ以及

政府策略性互动对于宏观经济均衡结果的影响ꎮ 本文提出了一个嵌套动态一般均衡

模型的多政府决策行为理论框架ꎬ归纳了四类政府间关系结构ꎬ讨论了四类结构下政

府决策行为机制与策略互动行为的可能性ꎬ分析了一般均衡结果的基本特征ꎬ从而为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多政府决策行为的内生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ꎮ
关键词: 政府ꎻ动态一般均衡ꎻ央地关系ꎻ地方政府竞争ꎻ宏观政策协调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ꎬ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纷纷出台不同

的抗疫措施ꎮ 根据“牛津 Ｃｏｖｉｄ－１９ 政府反应追踪器”(ＯｘＣＧＲＴ)的研究ꎬ各国(地区)政府已

经实施了三类措施:控制和关闭(例如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取消公众集会、限制聚会规模、
关闭公共交通、居家要求、限制国内迁徙、限制国际旅行等)、公共卫生(例如公共信息披露、
提供检测、追踪密切接触者、紧急医疗投资、研发疫苗等)及经济救助(例如收入补贴、家庭债

务减免、财政救助、信贷扩张、国际支援等)ꎮ 不同国家(地区)政府或同一国家不同层级、不
同部门政府主体选择了不同的政策组合ꎬ不同的时间节点ꎬ不同的执行力度ꎬ也带来了疫情

防控结果、经济复苏效果的显著差异ꎮ
新冠疫情是一面镜子ꎬ反映出各国、各级、各部门政府主体的偏好差异ꎬ也反映出社会、

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约束差异ꎬ这些差异影响了各政府主体的政策选择及其之间的政

策互动ꎮ 特别是当疫情导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ꎬ各政府主体选择直接通过“看得

见的手”干预经济运行时ꎬ其政策选择和协调结果会直接决定经济整体的运行绩效ꎮ 作为一

类至关重要的经济决策主体ꎬ各类政府主体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与交叉影响ꎬ又如何影响经

济运行? 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ꎬ各个政府主体又应当遵从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以

上问题ꎬ当前主流经济理论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ꎮ

７３

∗薛涧坡ꎬ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ꎬ邮政编码:３６１００５ꎬ电子信箱:ｊｐｘｕｅ＠ ｘｍｕ.ｅｄｕ.ｃｎꎻ许志伟ꎬ上海交

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ꎬ邮政编码:２００２４０ꎬ电子信箱:ｘｕｚｈｉｗｅｉ＠ 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ꎻ刘岩(通讯作者)ꎬ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ꎬ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２ꎬ电子信箱:ｙａｎｌｉｕ.ｅｍｓ＠
ｗｈｕ.ｅｄｕ.ｃｎꎻ李戎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２ꎬ电子信箱:ｌｉｒｏｎｇ. ｓｆ＠ ｒｕｃ.ｅｄｕ.ｃｎꎮ
作者排名不分先后ꎬ以姓氏拼音字母倒序排列ꎮ

本文主要观点基于作者的工作论文:薛涧坡、许志伟、刘岩、李戎ꎬ２０２０:“兼爱非攻则天下治———后疫情

时代宏观经济学中政府角色的思考”ꎮ 作者感谢在“ＣＥＤＲ 云论坛暨«经济评论»云开放编辑部(第 １ 期)”
上各位专家的批评建议ꎬ感谢叶初升教授、文建东教授的指导意见ꎮ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王勇副教授对论文框架、内容和未来研究方向的评论和建设性意见ꎮ 当然ꎬ文责自负ꎮ



薛涧坡　 许志伟　 刘　 岩　 李　 戎:后疫情时代宏观经济学中政府角色的思考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常用框架中ꎬ政府通常不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身偏好、面临各类约束

限制的行为主体ꎬ而是被视为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ꎬ甚至退化为一组简单的政策规则方

程ꎮ 这种简化继承了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ꎬ弱化甚至消解了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对宏观经

济运行的作用ꎬ忽视了多主体环境下政府自身偏好以及政府间策略互动对于宏观经济均衡

结果的关键性影响ꎮ 我们需要反思在宏观经济学中政府的角色ꎬ更合理地内生化政府的行

为特征ꎬ将政府偏好和约束集、各级政府结构、政策互动等特征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ꎮ
我们提出了一个嵌套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政府行为决策理论框架ꎮ 在政府主体偏好假

设方面ꎬ我们强调两个新的理论元素:第一是偏离性ꎬ即政府主体具有自己偏好ꎬ且这一偏好

可能偏离所管辖范围内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特征ꎻ第二是溢出性ꎬ即经济体中存在多个异质

性政府主体ꎬ各自的政策选择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其他政府主体的效用ꎮ 在政府主体的约束

条件方面ꎬ我们强调三重约束:第一是政策可行约束ꎬ例如经济一般均衡所伴随的资源约束

条件ꎻ第二是各政府的参与约束ꎬ例如保证一国政府主体愿意加入经济联盟的最低条件ꎻ第
三是激励约束ꎬ保证各政府主体行为的内在一致性ꎮ 与此同时ꎬ各政府的政策选择都可能影

响其他政府主体所面临的可行约束、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ꎮ 在考虑各政府政策溢出效果和

约束集的交叉作用下ꎬ经济主体通过市场活动达到一般均衡结果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主流文献中的新政治宏观经济学(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财

政联邦主义(ｆｉｓ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已经尝试将政府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ꎬ但其立论视角与本文有

重要差别ꎮ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通常考虑单个政府主体ꎬ且其行为决策由选民投票及党派(意
识形态)竞争决定ꎬ无法刻画现实情形中多政府主体政策决策及协调配合问题ꎮ 财政联邦主

义聚焦于中央－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及相应财政政策选择上ꎬ通常不考虑其他重要的宏观政

策(如货币政策)问题ꎬ且以静态分析为主ꎬ因而忽视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本质ꎮ 与这两支

文献不同ꎬ本文力图说明多政府主体环境下政府行为特征和约束对其自身政策选择及相互

间政策协调的重要影响ꎬ侧重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在给定政府策略行为的环境下发生作用的

传导机制ꎬ进而讨论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ꎮ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ꎬ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ꎮ 我们将现实中的政府关系提炼为四

类基础“构件”ꎬ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构件、地方同级政府构件、中央同级政府部门构件、区域联

盟内国家构件ꎮ 现实中各种复杂的政府关系都可被视为这四类构件的某种具体组合形式ꎮ
构件 １:中央－地方政府ꎮ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各自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方面存在纵向差

异ꎬ这导致两级政府在政策选择时存在策略性行为ꎬ从而影响宏观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ꎮ 在

世界各国的一般制度安排下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临不同的可行约束、参与约束与激励约

束ꎬ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受到上(下)级政府政策选择结果的影响ꎮ 地方政府更了解经济

个体的偏好ꎬ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ꎬ但由于激励约束的存在ꎬ地方政府没有动

力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ꎬ例如公共教育、传染病防治等ꎬ他们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向具

有本地独占性的地方性公共品ꎬ或者能够带来本地经济增长的政府直接投资中去ꎮ 在一定

条件下ꎬ中央政府可能提供正外部性的公共品ꎬ实现各级政府间政策协调ꎬ并使政府主体偏

好与微观主体偏好保持一致ꎮ 例如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ꎬ中国中央政府领导整体防控工

作ꎬ通过中央财政支出承担大量治疗和检疫费用ꎬ地方政府愿意实施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成

功抑制疫情蔓延ꎬ最终实现疫情防控的胜利ꎮ 但在一定条件下ꎬ中央政府也有可能无法提供

正外部性公共品ꎬ政策协调失败后政府和市场同时失灵ꎬ导致宏观经济出现内生波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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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 ２:地方同级政府ꎮ 地方政府区域性公共政策(如基础设施投资、税收)对当地经济

的影响是通过微观主体(家庭、厂商)的最优行为以及市场均衡来实现的ꎮ 例如ꎬ地方政府促

进疫后复工的政策工具包含了各类解禁措施和财政刺激政策(如企业补贴)ꎮ 在更为一般的

情形中ꎬ地方政府政策与当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则由一组微观最优决策以及市场出清条

件确定ꎮ 各地区经济之间的外溢性ꎬ主要来源于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区流动等因素ꎮ 例如ꎬ一
个地区的疫后就业率不仅与当地解禁和刺激政策密切相关ꎬ同时也受到其他地区人口流动

政策的影响ꎮ 给定各地区均衡关系ꎬ地方政府选择最优决策来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优化ꎮ 综

合各地方政府的最优行为ꎬ我们可以得到各地方政府策略互动的纳什均衡ꎮ 由于地方政府

各自为政以及经济行为间的外溢性ꎬ该均衡通常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ꎮ 例如ꎬ在疫情后的

经济复苏期ꎬ地方政府仅针对当地经济制定短期刺激政策ꎬ最终可能导致项目重复建设、产
能过剩的低效率结果ꎮ 地方官员竞争性的考核机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ꎮ
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地区间合作(如区域一体化)并弱化地方政府单一考核目标ꎮ 前

者使得地方政府目标从以本地区利益为主转向以区域整体为主的模式ꎬ从而削弱了区域行

为的外溢性ꎮ 后者能够缓解地方政府过分注重单一考核指标而导致的区域间竞争问题ꎬ从
而可以有效避免过度投资等低效率均衡ꎮ

构件 ３:中央同级政府ꎮ 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由于政策目标不一致ꎬ导致不同部门的

政策选择需要协调或者产生策略互动ꎬ进而影响社会福利ꎮ 财政和货币部门的互动和协调

是其中的典型ꎮ 一般来说ꎬ货币部门关注通胀水平、总产出和金融稳定ꎬ财政部门关注政府

债务的可持续性、总产出和收入分配ꎮ 二者的政策目标既有共同之处(总产出)ꎬ又有各自关

注的重点ꎮ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仅会影响自身的目标变量ꎬ也会通过宏观经济各个部门

的传导影响另一个部门的政策目标变量ꎬ产生溢出效应ꎮ 近来引发讨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ꎮ 溢出效应的存在ꎬ使得在中央银行独立的体制下ꎬ两个部门不可

避免地产生策略互动ꎻ而在具有更上层机构统一管理的体制下ꎬ两个部门更可能进行政策协

调ꎮ 在文献中ꎬ大部分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ꎬ局限于不同政策规则之间的搭配ꎬ很
少有研究涉及对政策规则背后的政府行为的微观基础进行建模ꎮ 依据本文的框架ꎬ我们可

以通过实证识别不同政府部门的目标函数ꎬ建立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模型ꎬ在政策博弈或政

策协调的框架下ꎬ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选择ꎬ从而改进现有文献中将政府决策描述为外

生政策规则的做法ꎬ使得政府部门决策理论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ꎬ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刻画

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策略互动ꎮ
构件 ４:区域联盟内国家政府ꎮ 此次新冠疫情凸显出主权国家间政策协调对于抗击疫情

的关键作用ꎮ 无论是流行病追踪、病例信息共享还是抗疫物资分配和疫苗研发ꎬ都体现出国

家间协同应对所能带来的可观价值ꎮ 与此同时ꎬ各国对于人员、物资流动的政策限制ꎬ也同

样显示出对国际宏观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ꎮ 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ꎬ很容易通过贸易、产业

链、国际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ꎮ 以欧盟为例ꎬ疫情初期其内部政

策协调失效ꎮ 尽管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北部地区“封城”措施ꎬ但受限于欧盟申根签证区整体

的人员流动政策约束ꎬ意大利并不能有效地管制人员跨国界流动ꎮ 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是

意大利感染患者通过法国、瑞士、奥地利陆路边境和航空运输ꎬ迅速向全欧洲扩散ꎮ 此后欧

盟又任由各成员国关闭各自边境ꎬ造成关键抗疫物资运输、防疫人员流动的严重障碍ꎮ 其后

果之一是多个欧盟成员国“脱欧”呼声四起ꎬ认为留在欧盟内部并不能提高自己国家的福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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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拖累ꎮ 这一情况生动地说明一国政策的成效受到其他成员国政策

的限制与影响ꎬ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ꎬ需要重视多个国家政府间政策的溢出与协调ꎬ
特别是一国政策对另一国参与约束的影响ꎬ以确保基本的政策合作空间不被消耗殆尽ꎮ

上述每一类构件均体现了政府主体之间的一种横向或者纵向关系ꎬ刻画了政府主体选

择政策工具的内在机制ꎬ为厘清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的传导渠道建立了更合适的微观基础ꎬ有
助于理解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阶段中多层次政府主体的内生经济政策选择ꎬ以及评价相

关政策的经济绩效ꎮ
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ꎬ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一般性结论:第一ꎬ各政府主体的偏好一旦

偏离了其所管辖范围内微观主体的偏好(偏离性成立)ꎬ无论是否存在政策溢出ꎬ经济一般均

衡的最优结果就会出现扭曲ꎻ第二ꎬ多政府主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一旦失败(溢出性成立)ꎬ无论

政府偏好和微观主体偏好是否一致ꎬ经济一般均衡最优结果也会出现扭曲ꎮ 因此ꎬ要想达到宏

观经济的良好治理目标ꎬ必须同时减少偏离性和溢出性发生的可能性ꎮ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名

言———“若使天下兼相爱ꎬ国与国不相攻ꎬ则天下治ꎮ”(«墨子兼爱上»)———深刻地总结了这

一观点ꎮ
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ꎬ可以在多方面进行扩展ꎮ 例如ꎬ引入信息集、

不确定性、预期等宏观经济学概念ꎻ从静态纳什均衡扩展到序贯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等更丰富的合作或非合作博弈均衡概念ꎻ引入市场不出清或者市场不完全的可能

性ꎬ讨论非瓦尔拉斯过程ꎻ考虑社会利益集团的问题ꎻ加入政策 /制度改进与福利改进的问

题ꎻ细化对于经济基本面、产业结构等假设ꎬ考虑产业溢出的问题等ꎮ 这一系列的问题ꎬ均值

得在未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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