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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支出如何回应公共需求
———以 1999年 -2006年A市人大议案为分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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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应当回应当地居民的公共需求，而如何有效度量公共

需求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前提。文章以某省会城市 A市市级人大代表提议案作为

衡量公共需求的工具，实证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本地居民公共需求的回应机制。研究发

现，“用手投票”的人大代表代议机制下，公共需求对公共支出的影响仍然有拓展空间，A

市地方政府存在选择性回应公共需求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从支出类型角度而言，代表议

案对社会福利性支出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希望通过代表议案抑制行政成本膨胀则不具

有可行性；从支出地域角度而言，中心城区和省市两级政府所在区的代表议案得到了更

多支出回应，财政收入较低地区的公共需求同样得到了更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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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2018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
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提出要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

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和保障机制。提高公共支出对公共需求的响应程度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研究过程分为对以下两

个问题的回答：在现有的公共财政和人大代表代议

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否会对以人大

议案衡量的公共需求做出回应；这种回应是否会因

公共需求类型或下辖各区之间自身条件的差异而

存在不同。具体按如下结构展开：第一部分回顾已

有相关研究；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设计与数据来

源；第三部分针对地方公共支出对公共需求的回应

展开实证分析；最后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文献回顾

地区公共支出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问题是学

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作为一种公共需

求表达方式对公共支出影响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实

践与理论意义。

现有研究证实了公共参与程度对公共支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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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变动具有影响，但一方面公共需求表达方式多

样，另一方面公共支出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也与

地区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相关，因此不同的公共参

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在使用人大相关数据衡量公共参与水平的文献

中，赵永亮，赵德余（2012）利用 1998年-2008年期
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

差指数，并将选区人大代表人数及比例变动作为民

主参与的工具变量，发现更高的民主参与程度缩小

了公共品供给与民众需求偏好之间的差距 [1]；谢

舜，王天维（2018）的研究使用了各地每年办理的人
大代表议案数和意见建议数之和除以常住人口数

衡量公众“用手投票”变量，揭示了公共需求偏好表

达方式与公共支出偏好的关系，即主要通过“用手

投票”的人大代议机制和“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

制表达的公共需求会降低维持性支出和民生性支

出比重，增加生产性支出比重 [2]；包国宪，关斌

（2019）使用地方人大民生福利类和经济发展类议
案占比反映公民的集体偏好，并衡量公民偏好对地

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发现倾向于“公民本位”和

“政府本位”的两种价值取向在公共支出与公民集

体偏好之间起调节作用，地方人大为地方公民集体

偏好和地方政治力量搭建了碰撞、协调、交融的平

台[3]。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关于

公共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财政分

权、经济发展或区域竞争的作用，即使是在探讨

公众参与对公共支出影响程度的文献中，也较少

采用人大相关数据衡量地区公共需求。例如，一

些学者采用人口结构指标（如使用老龄化指标衡

量医疗、社会保障需求、使用学龄人口指标衡量

教育需求）来衡量公共需求，并多采用省际面板

数据观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因素。在一些

采用人大相关数据衡量公共需求的文献中，常使

用代表人数、办理议案数等指标，或是将人大机

构作为一个整体因素衡量公众参与程度对地方财

政决策的影响。然而在人大内部，常委会、各个专

门委员会等机构和人大代表各自发挥的作用却没

有得到更为详尽、准确的评估。现有研究也大多

集中于省、市层级，受限于数据的精确性和可获得

性，较少有文献对城市内部的公共支出与公共需

求关系进行更为微观的分析。研究视角设定在县

（区）之间、聚焦县（区）差异的文献则更为稀缺。

而本文聚焦于城市内部层面，所使用人大代表意

见建议数据更加微观详尽，拓展了我们对如何使

公共支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这一问题的认

识，对现有文献也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说

为了观察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以人大代表议

案衡量的公共需求的回应性，本文使用了以城市

为基础的代表议案数量和分类的公共支出数据，

以检验代表议案内容与公共支出资金分配的匹配

性。作者认为，使用城市内部层面数据的主要优

点在于：一是有利于观测地方政府如何利用信息

优势，更好地回应公众通过多种途径表达的公共

需求，二是便于探讨上级政府更便利的观测下辖

区域政绩能否促使地方政府增强对当地公共需求

的回应性。

赵永亮、杨子晖（2012）指出，在人大和政协的
民主参与机制下，地方政府会更多地提供与民生紧

密相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4]。因此，地方政府通过人

大代表议案了解公共需求，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设计要求，又满足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需求，因

而人大议案或意见建议会日益为地方政府所重视，

并且非常有可能直接反映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之中。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1：公民通过人大代表议案表达的公共需
求偏好会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对于公民越关切的领

域，政府越予以重视，在分配公共支出资金时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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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支出科目给予适当的资金倾斜。

假说 2：公民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
社会福利问题，地方政府也更愿意对此直接作出回

应以提高民众满意度，因此代表议案对社会福利性

支出的影响更加显著。

假说 3：出于政绩考核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等
因素考虑，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满足上级政府所在

区和财政收入相对较低的区域的公共诉求。

（二）研究对象、变量选取

研究对象上，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了某省会

城市 A市市级人大十届二次至十一届四次会议期
间（1999年-2006年）代表议案与同时间段对应的
分类公共支出数据展开研究，涉及的时间长度为

8年。根据该市在全国城市中的相对定位和发展现
状，研究 A市过往年度公共支出对公共需求的回
应情况具有典型样本意义，有利于我们见微知著、

鉴往知来的理解如何优化公共支出，有效满足人民

需求。

1.公共支出变量
本文使用的公共支出变量主要为 A市市级人

大十届二次至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本级及下辖共

13个行政区的财政支出可得数据，由于财政支出科
目在 A市人大十一届一次前后发生了一定变更，为
统一研究数据口径，根据支出科目具体用途将其分

为如下三个大类：

表 1 A市财政支出科目分类表

支出类别
十届二次至十届五、六次会议期间支出科目分类

（1999年 -2002年）

十一届一次至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支出科目

分类（2003年 -2006年）

经济建设性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事业费
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和气

象支出

社会福利性支出 教育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教育支出、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

补助支出

社会维持性支出 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 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

2.公共需求变量
基于地方人大代表议案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

地居民公共需求的假设前提，与上节对应，我们将 A
市市级人大十届二次至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代表

议案根据议案事由分为经济建设性议案、社会福利

性议案和社会维持性议案，并根据议案涉及行政区

进行分类。

（三）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进行不区分行政区和支出分类的

全样本基础回归；其次，为了消除市本级数据因

数据量级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区分包含市本级

数据和仅包含区级数据的回归；最后，为了观测

行政区的区域发展状况对公共支出回应性的进一

步影响，将行政区按照区位分为中心城区和远城

区，按照是否为省市两级政府所在地划分为政府

区和非政府区，按照财政收入状况分组分别进行

回归。

本文建立的代表提议案数量对财政支出影响

的面板数据模型为：

LNY ijt =琢+茁LNX ijt +姿1LNZ1it +姿2LNZ2it +姿3LNZ3it +
姿4LNZ4it+姿5LNZ5it+姿6LNZ6it+姿7LNZ7it+姿8LNZ8it+着it

其中，LN 表示对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以消除变量数据量纲不同可能带来的影响。i 表
示行政区，j 表示支出类别，t 表示年份；Y 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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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X 为人大代表议案数量，Z1 为城镇化水平，
Z2为产业结构，Z3为人口密度，Z4为万人人均学
校数，Z5 为万人人均居委会数，Z6 为千人人均床
位数，Z7为财政分权，Z8为区域经济竞争；着为残
差项。琢为常数项，茁表示议案数量对财政支出的
影响系数，姿1至 姿8 分别为各控制变量对财政支出

的影响系数。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解释变量。作者共统计了 A 市市级人大十
届二次至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1999年-2006年）
代表建议和议案数据 4115条，数据内容包括建议

和议案事由、具体内容、承办单位、代表姓名以及

该事由所涉及的行政区。议案数据来源于 A市人
大常委会代表委员会编纂的各年度《议案和代表

建议汇编》，以及 A 市人大网站资料库-人大议
案、代表建议板块。为了便于开展分行政区响应

度的分析，除将市级财政资金统筹安排的议案分

类为市本级议案外，还根据事由对涉及行政区进

行分类；为观测支出类型响应度差异，根据议案

数据中常见关键词进行分类（见表 2）。剔除无法
对应任何一个支出科目的议案后，有效议案数约

占 50%。

2.被解释变量。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没有将国
有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不良债务等政府的“或有负

债”及政府承担的道义责任纳入指标，同时，私人部

门支出中受到公共部门决策影响的部分也难以统

计和区分，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财政支出数据测算公

共支出规模，使用 A市及各区在人大十届二次至十
一届四次会议期间相应年份按支出科目分类统计

的财政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地

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
包括：城镇化指标（非农业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

口的比重）、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与国内生产

总值之比）、人口密度（单位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

人口数量）、教育基础（每万人拥有的中小学、特

教学校数量）、基层自治（每万人人均居委会、村

委会数）、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每千人人均床位数

指标）、财政分权（区级财政收入占 A 市本级财政

总收入的比重）、区域经济竞争（各区吸引的 FDI
数占市级 FDI总数的比重）。其中，除公共卫生服
务基础所需的辖区平均人口和辖区床位数据主要

来源于该市的《卫生健康年鉴》外，其他控制变量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A 市
《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并参考了多个行政区历

年的区级地方志。

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

选取和处理误差客观存在，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

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对于内生性问题，回归模型主

要采取控制支出类别和行政区个体固定效应的方

式来缓解。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使用 stata软件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表 2 议案数据分类依据关键词表

支出类别 分类依据关键词

经济建设类议案 建设、扩建、拓宽、路况、铁路、通车、改造、供电、高架桥、小流域治理等

社会福利类议案 教师、小学、中学、退休、特困、公益、教育经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

社会维持类议案 执法、落实、侦破、司法、行政、严打、黑恶势力、社会治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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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变量名 （1）观测值 （2）均值 （3）标准差 （4）最小值 （5）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财政总支出 LNY 448 10.35 0.987 8.052 14.10

经济建设性支出 LNY1 448 8.624 1.023 6.733 12.18

社会福利性支出 LNY2 448 9.478 1.047 7.073 13.29

社会维持性支出 LNY3 448 9.349 1.008 7.022 13.20

解释变量

议案总数 LNX 448 2.278 1.160 0 4.905

经济建设类议案数 LNX1 448 2.064 1.035 0 4.078

社会福利类议案数 LNX2 448 0.315 0.784 0 3.850

社会维持类议案数 LNX3 448 0.923 1.041 0 4.043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LNZ1 448 3.901 0.679 2.799 4.605

产业结构 LNZ2 448 3.831 0.393 2.565 4.449

人口密度 LNZ3 448 7.557 1.457 5.768 9.539

教育基础 LNZ4 448 0.889 0.440 -0.904 1.809

基层自治 LNZ5 448 1.363 0.462 -0.437 1.980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 LNZ6 448 1.366 0.717 -0.244 2.446

财政分权 LNZ7 448 1.229 0.971 -0.734 4.136

区域经济竞争 LNZ8 444 -3.642 1.232 -5.809 0

4所示。回归（1）、（2）、（3）、（4）分别报告了不添加控
制变量、添加控制变量但不添加任何固定效应、控

制支出分类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添加支出分

类和各行政区相乘固定效应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其

中，由于地方政府支出和公共需求对于某些支出类

别可能存在一些共同偏好，故而公共支出的增加有

可能是出于此种共同偏好而非为了回应公共需求，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回归（3）中加入支出类别的
固定效应以消除这种潜在干扰。同理，城市内部各

行政区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固有差异，导致其在人

大内部的代表性及政府对其诉求的回应之间存在

系统联系，为此在回归（4）中加入支出分类和行政
区相乘的固定效应，以同时控制支出类别和行政区

层面的潜在遗漏因素，也是结果相对最为稳健的模

型设定。

总体来看，议案数对支出的影响效应是显著

的，且回归系数一直为正。回归（4）表明，在控制了
支出类别和行政区级差异的情况下，议案数每增加

1%，财政支出增加约 0.1%，这说明通过人大议案表
达出的公共需求得到了财政支出的回应，在支出资

金分配上获得了适当倾斜。由此验证了假说 1，即公
民通过人大代表议案表达的公共需求偏好会影响

公共支出结构。从控制变量看，回归（4）中，城镇化
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教育基础、公共卫生服

务基础、财政分权、区域经济竞争的估计系数显著

性检验的相应 P值都小于 0.05，说明这 7个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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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

变量
（1）

财政支出

（2）

财政支出

（3）

财政支出

（4）

财政支出

议案总数
0.543***

-17.55

0.174***

-4.37

0.076***

-4.16

0.091*

-1.8

城镇化水平
-0.228*

（-1.80）

-0.049

（-0.90）

0.830*

-1.99

产业结构
-0.188**

（-2.14）

0.207***

-5.21

-0.609***

（-8.47）

人口密度
0.280***

-5.32

0.066***

-2.75

1.221**

-2.35

教育基础
-0.198**

（-2.33）

0.229***

-5.9

-0.645***

（-3.32）

基层自治
0.140*

-1.75

-0.012

（-0.32）

0.185

-1.17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
-0.486***

（-6.93）

-0.326***

（-10.65）

0.640*

-1.73

财政分权
0.393***

-6.7

0.751***

-26

0.680***

-3.81

区域经济竞争
0.357***

-9.47

0.043**

-2.25

0.337***

-4.48

Constant
9.110***

-115.09

10.912***

-26.63

8.567***

-45.29

-0.186

（-0.04）

Observations 448 444 444 444

R-squared 0.408 0.754 0.955 0.467

r2_a 0.407 0.749 0.953 0.403

Type×Area FE NO NO NO YES

Year FE NO NO YES YES

Type FE NO NO YES NO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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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合估计系数正

负性可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公共卫生服务基

础、财政分权、区域经济竞争对财政支出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教育基础对财政支出的影

响显著为负。

（二）支出类型响应度分析

为更好地观测议案数对支出的显著影响主要

是由哪些政策偏好拉动，作者采用分支出类型数据

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从中可以观察人大代表
三大类议案数对三大类支出数额的影响程度。

由于样本量变化较大，分区分类样本的估计结

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有所差异，进一步分析各变量

的估计结果可知：回归（1）测度了人大代表提议案
总数对支出总额的影响程度，根据回归结果，核心

解释变量议案总数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不过显著

性明显下降。这说明，人大代表的提案诉求仍然能够

在公共支出上得到一定满足，不过影响效果有限。这

可能是由于，随着样本量大幅减少，提议案数量对财

政支出的影响效应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可能的原因

还在于地方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仍以官员和企事业

经营者为主[2，5-6]，因此公共需求偏好表达的实际效果

相对有限，回应自然也不会特别明显。

回归（2）测度了人大代表经济建设类议案数对
经济建设性支出额的影响程度，从中可见，议案数

对支出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经济

建设的规划安排更多由政府部门主导，与此相关的

公共支出与人大议案的诉求相关性较弱。当然公共

支出对于人大议案的反应可能存在滞后，不过一方

面，人大会议通常在年初召开，因此很大程度上还

是会对当年的政府支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

下文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种类的议案，公共支出反

应存在差异，因此上述不显著的结果或许就不能仅

仅归因于政府反应的滞后。另外，即使人大代表所

提出的议案具有增加经济建设支出的偏好和动机，

但由于人大这一机构在公共支出资金分配过程中

仍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仍难以通过议案来影响实

际的资金分配结果。

回归（3）测度了人大代表社会福利类议案数对
社会福利性支出额的影响程度，根据回归结果，代

表议案对福利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关议案数

量每增加 1%，对应财政支出增加约 1.1%。由此验证
了假设 2，即公民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
社会福利，地方政府也更愿意对此直接作出回应以

提高民众满意度，因此代表议案对社会福利性支出

的影响更加显著。回归结果还表明，从支出分类角

度而言，可能主要是对福利支出的回应显著提高了

财政支出的响应程度，这一结论与赵永亮，杨子晖

（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肯定了以人大为代表的社
会主义民主参与使得地方政府会更多地提供与民

生紧密相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回归（4）测度了人大代表社会维持类议案数对
社会维持性支出额的影响程度，根据回归结果，代

表议案对维持性支出也不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

为负，说明二者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代表议案对

于维持性支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明显。

（三）分行政区响应度分析

为探究政府在响应公共需求时是否会因各市

辖区之间条件存在差异而不同，将 13个行政区按
照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省市两级政府机关所在区和

其他区、高中低财政收入区进行分类，分别进行回

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6和表 7所示。表 6中回归
（1）、（2）、（3）、（4）分别报告了中心城区、远城区、省
市两级政府所在的两个区、剔除政府区以外的其他

区的估计结果。

观察回归（1）和回归（2）结果发现，无论是从回
归系数来看还是从显著性来看，7个中心城区财政
支出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明显强于远城区，观察这

两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推测：相对于中心

城区，远城区更可能出于提高城镇化水平而非出于

回应公共需求目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此带

动辖区公共支出规模增长；而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与

密度影响了与民生高度相关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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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支出类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财政总支出
（2）

经济建设性支出
（3）

社会福利性支出
（4）

社会维持性支出

议案总数
0.119
（1.23）

经济建设类议案数
0.037
（0.29）

社会福利类议案数
1.064***

（3.71）

社会维持类议案数
-0.010
（-0.09）

城镇化水平
0.802
（0.97）

0.866
（1.12）

0.110
（0.13）

0.867
（0.82）

产业结构
-0.633***

（-4.10）
-0.880***

（-5.58）
-0.610***

（-3.63）
-0.484**

（-2.89）

人口密度
1.204
（1.09）

1.318
（1.04）

0.552
（0.49）

1.396
（1.08）

教育基础
-0.646
（-1.59）

-0.884**

（-2.35）
-0.498
（-1.52）

-0.645
（-1.37）

基层自治
0.183
（0.55）

0.310
（0.91）

0.187
（0.63）

0.159
（0.47）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
0.666
（0.85）

1.122
（1.30）

0.359
（0.52）

0.559
（0.72）

财政分权
0.700*

（2.00）
0.747*

（1.80）
0.878*

（2.08）
0.687
（1.73）

区域经济竞争
0.320*

（1.95）
0.466**

（2.95）
0.463***

（4.91）
0.336**

（2.20）

Constant
-0.021
（-0.00）

-1.845
（-0.19）

7.262
（0.85）

-2.783
（-0.26）

Observations 111 111 111 111

R-squared 0.472 0.547 0.531 0.415

Number of N 14 14 14 14

Area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r2_a 0.425 0.507 0.489 0.36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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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分区异质性估计（1）

变量
（1）

财政总支出
（2）

财政总支出
（3）

财政总支出
（4）

财政总支出

议案总数
0.098***

（5.66）
0.028*

（1.86）
0.189***

（0.00）
0.095***

（5.66）

城镇化水平
-0.569*

（-1.83）
0.375***

（5.24）
-5.625***

（0.00）
-0.046
（-0.95）

产业结构
-0.031
（-1.27）

0.107*

（1.80）
0.952***

（0.00）
0.188***

（5.49）

人口密度
0.125***

（2.65）
0.107*

（1.88）
-3.642***

（0.00）
0.147***

（6.67）

教育基础
0.115***

（3.50）
0.097**

（2.12）
0.530***

（0.00）
0.262***

（8.05）

基层自治
-0.121*

（-1.75）
-0.009
（-0.34）

-1.566***

（0.00）
0.053
（1.59）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
0.161***

（5.49）
-0.699***

（-27.33）
-3.729***

（0.00）
-0.370***

（-13.73）

财政分权
0.517***

（8.85）
0.482***

（18.66）
1.377***

（0.00）
0.592***

（18.86）

区域经济竞争
0.281***

（11.19）
0.064***

（3.67）
0.045***

（2.61）

Constant
11.783***

（11.29）
8.051***

（13.36）
8.072***

（45.50）
8.072***

（45.50）

Observations 224 180 64 348

R-squared 0.968 0.987 1.000 0.938

Type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r2_a 0.965 0.985 1.000 0.934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t值。

投入，为了维持并提升辖区的教育、医疗质量，政府

可能自发地向这些领域做出资金安排上的倾斜。总

之，作者认为中心城区与远城区回应性差异可能与

区域发展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

观察回归（3）和回归（4）的结果发现，代表议案
数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同时上级政府所在的区

人大议案回归系数约为其他区的 2倍，这表明从分

区异质性角度而言，可能是上级政府所在区对公共

需求的积极响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A市公共支出
的整体公共需求响应水平。进而推测，由于这些地

区的回应行为更容易为上级政府所观察（事实上，

两个省、市级政府所在区同时也分别是省、市级党

委、人大常委会和发改委所在区），因此，政绩考核

压力下的上级政府所在区可能具有更强的回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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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在现行的人大选举制度下，这些区域的人大

代表也可能更为关注与民生息息相关领域的公共

需求，以期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同时，由于回归

（3）样本量较小，可能无法充分反映现实情况，对上
述结果的解释也需要谨慎。

表 7中回归（1）、（2）、（3）分别报告了财政收入
前 4名区、财政收入第 5至第 8名区、财政收入第 9
至第 13名区的估计结果。由于研究区间内各年份
财政收入分区排名均有变动，因此按照区间内财政

收入数平均排名进行分组。

表 7 分区异质性估计（2）

变量
（1）

财政总支出
（2）

财政总支出
（3）

财政总支出

议案总数
0.030
（1.08）

-0.023
（-0.78）

0.018***

（3.02）

城镇化水平
2.147**

（2.05）
0.962***

（2.84）
0.120***

（2.70）

产业结构
0.067
（0.64）

0.013
（0.32）

0.120***

（3.71）

人口密度
-0.017
（-0.05）

-1.317***

（-6.21）
-0.340***

（-2.83）

教育基础
-0.093
（-0.83）

0.064*

（1.86）
0.005
（0.25）

基层自治
-0.250
（-1.20）

0.047
（1.38）

0.036*

（1.94）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
0.165*

（1.72）
-0.200
（-1.25）

0.158***

（3.61）

财政分权
0.397***

（5.07）
0.070
（0.58）

0.184***

（8.75）

区域经济竞争
0.113***

（5.11）
0.012
（0.21）

0.011
（0.94）

Constant
0.260
（0.04）

16.457***

（10.15）
10.982***

（15.10）

Observations 128 128 156

R-squared 0.992 0.984 0.999

Type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r2_a 0.991 0.981 0.99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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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回归（1）、（2）、（3）的结果发现，财政收入
排名第 9至第 13名的五个区，财政支出的响应性
更为显著，而财政收入相对更高的 8个区则没有体
现出明显的响应偏好，而是更有可能出于完成城镇

化指标等目的增加财政支出。结合第二节支出类型

响应度的分析，作者认为公共支出的回应方向更针

对于扶弱济困，在涉及民生福利的领域和总体发展

情况相对落后的行政区表现出更高的回应性。由

此，假设 3得以验证。
四、结论与政策路径选择

（一）研究结论

如何实现公共品供需的有效匹配是日益受到

政府关注的普遍性问题。本文选取在全国城市中具

有代表性意义的省会城市 A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详细的市级财政支出和人大代表提案数据展开实

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来说，通过人大代表提议案表达的

公共需求对地方公共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于

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和区域经济竞争等对公共支出

具有更为显著影响的因素，“用手投票”机制仍具有

较大的制度潜力。整体来看，公共需求表达的话语

空间仍可继续拓展，不是每一种通过人大代表议案

进行表达的需求类型，都能够获得公共支出资金分

配的倾斜。

第二，A市地方政府存在根据支出类型选择性
回应公共需求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人大代表议案对

社会福利性支出具有显著影响，但对经济建设性支

出和社会维持性支出的影响都不显著。

第三，代表议案对区级财政资金分配的影响会

因行政区之间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中

心城区、省市两级政府所在区财政支出具有更强的

公共需求回应动机和能力。同时，公共支出也体现

出扶弱济困的特征，对涉及民生福利领域的议案和

涉及发展情况相对落后地区的议案表现出更高的

回应性。

（二）未来政策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发现，作者认为，需要从公共品的需

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发力，打通公共支出供需偏好匹

配的政策路径：

从需求侧，第一，提高公众参与意识，降低需

求表达成本。目前，公民常用的公共需求表达方

式主要有通过网络舆论自主表达、通过基层人大

代表和新闻媒体途径间接表达。网络环境特性可

能带来公共需求表达的无序性和低效性，而间接

表达方式则可能出现与人大代表接触困难、存在

利益冲突等问题，增加了公民表达公共需求的成

本，不利于增强公民的公众参与意识。近年来，电

视问政专栏、专题跟踪报道等方式调动了公民参

与公众议程的热情，强化了其主人翁意识，保障了

其对政府执政效能的监督权、对公共品供给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但公民的公众参与意识仍有待提

高。对此，我们建议：一是鼓励各级政府建立和完

善更为直接的公共需求收集制度，提高“市长热

线”“市长信箱”利用效率；二是加强新闻媒体对

公民公众参与的良性引导，推广多种渠道的公众

参与方式；三是强化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等

基层自治组织和街道办事处的纽带功能，改变村

委会、居委会唯上不唯下的现状，明确群众性自治

组织定位，降低公共需求表达成本。

第二，完善需求管理机制，提升政府行政效

率。作出基于真实有效需求的公共品供给决策在

评估服务型政府建设效果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

位，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部门利益偏好仍对地方政

府的公共需求偏好识别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以

自上而下的单向调查为主的公共需求信息搜集机

制不利于构建系统性、持续性的信息库，需求信息

的碎片化为后续的需求识别过滤造成很大的困

难，且可能出现基于决策部门利益考量的信息处

（下转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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