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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界定
国外学术界， 早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基本上是

夹杂在正义、公平理论中，进入 20 世纪中后期，才逐渐分离出
来。 Adam Smith（1776）是最早研究公共服务均等供给问题的
学者，他认为公平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义务与职责；期间有
很多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问
题，但较为明确提出的则是 Buchanan（1965），他认为社区的
最优规模不是建立在以牺牲原有居民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为代价的基础上。国内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要实现均等化的
基本公共服务不是泛指所有的公共服务， 而是与人民生活休
戚相关的、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唐钧教授（2006）认为在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应尽可能地使全国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 或者
说政府应尽可能地满足全国人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基本物质
需求。常修泽教授（2007）认为，现阶段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应
包括基本民生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基础性服务和公
共安全性服务等四方面。 安体富教授等（2008）认为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
果相等、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政府在均等化过程中起
主导作用。

（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义
国外学术界，Tobin（1970）认为要提高全社会福利，一些

稀缺性的公共服务如健康医疗、 教育等就应当与支付它们的
能力一道实现均衡分配，公共产品理论则提出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服务必须是大致平等的， 即要实现均等化
供给。 国内学术界，李一花教授（2008）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凸显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诉求，是建设“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将成为新
一轮公共政策架构的基点， 将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理念的价值
取向；肖文涛教授等（2008）则认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实现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 是实现社会基本
平等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现实需要，是体现“以人为本”和弥补
市场公共品“供给失灵”的现实选择；而盖大欣（2008）则从区
域协调的角度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积极意义。

（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及成因研究
最早促使人们关注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现状的是

Tiebout（1956），他把竞争机制引入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其
后，很多西方学者从单项基本公共服务出发，探究了一些地区
的非均等化现状及成因，并借助一定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
究。 国内学术界对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及成因研究
相对较早， 大多学者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明显的地
区差异、服务能力差异和服务水平差异，呈现区域非均等化的
现状，并从制度的缺失、政府的作用、转移支付的力度和区域
协调等角度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肖建华等（2005）认为是公
共产品的效率半径、 外溢性与行政区划间的矛盾以及公共物
品的非排斥性、非竞争性特征的可变性导致的；江明融（2006）
则认为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向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造成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供给成本分担不合理、公共产品收益分享
不公平、供给决策机制不规范等而导致的；而程岚教授（2008）
则认为是由政府的投入比重过低、公共服务的事权下移、财力
上划、基层财政供给能力不足、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调节能
力有限和公共财政的“二元”供给机制等造成的。

（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模式和策略研究
对此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大多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角度出发，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机制、模式；而国
内学者则立足于当前阶段公共服务城乡、区域、阶层非均等的
现状，提出了一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和策略。国
外学术界，Graham（1963）主张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来实现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而 Drucker（1969）主张通过公共物品
“民营化”的主导供给模式来实现，Coase（1974）则从产权的角
度， 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解决公共服务的投资和经营方面的
思路。 进入 80 年代后，第三部门开始进入研究视野，Weisbrod
（1986）认为第三部门将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
最优结合；Savas（1992）总结出政府促成私营部门进入公共物
品领域的三种途径，即委托、撤资及替代。进入新世纪后，学者
们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Denhardt 夫妇（2000）指出政府应积
极促使公民参入公共物品的决策和分配 ，Entwistle Tom 等
（2005）认为对地方政府充分的信任和政府间良好的合作治理
关系有助于改变公共服务分配的局面 ， 而 Simon Griff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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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则认为公共服务的合理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转
型的基本要求。国内学术界，学者们对此研究主要集中在实现
机制和推进策略上。在实现机制上，迟福林教授（2006）等提出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
府，金人庆（2006）提出应通过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
体制来推进，王达梅（2009）认为应构建地区间横向援助机制
来推动均等化。在推进策略上，方栓喜等（2007）认为要尽快实
现中央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为导向”转变，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李一花教授（2008）等指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逐步实
现城乡居民需求的效用最大化，陈朝宗教授（2009）认为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一个先普及后调整、 先阶层均等化后社
会均等化的逐步推进的过程。

（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及评价
现阶段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研究较少， 鲜有涉

及到评价指标的研究， 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
面：Denhardt 夫妇（2000）认为应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和方式来评价均等化水平；Nagel（2006）认为，美国、加拿大在
教育、失业、看病、养老和住房等方面已经实现均等化。在指标
体系的构建方面，安体富教授等（2008）建立了社会保障指数、
公共安全指数、基础教育指数、基础设施指数、环境保护指数、
科学技术指数，刘德吉（2010）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类建立了
评价指标，赵怡虹等（2009）基于财政能力差异视角，分析了中
国基本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 并建立指标进行实证
分析。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概念的界定上存在分歧。
目前学术界，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和内容界定，由
于缺乏相对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 往往都是依托公共物品理
论、公共财政理论和社会公平理论等，因而在内涵和内容界定
上，说法不一。

（二）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偏少。 目前， 学术界对均等化水平衡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偏
少， 当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是借助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的
一些标准，如人均 GDP、人均财政能力等进行衡量，多以单指
标简单加权处理为主，缺乏多指标联动的衡量体系，更鲜有借
助一定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研究。

（三）相关基础理论系统性研究不足。 立足于交叉学科背
景下研究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的文章较多，而立足于政治学、社
会学和经济学等本源学科的理论研究明显偏少， 为数不多的
几篇文献也以论述相关原则和标准居多， 而鲜有立足于本源
学科研究其理论支撑、逻辑和制度保障等。

（四）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大多偏向横向均等或
纵向均等某一方面，忽视了横向均等和纵向均等有机结合。目
前， 学术界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多以某一区域的均等
作实证研究， 较少从区域内横向均等和区域间纵向均等来综

合考虑。
三、研究展望

（一）合理确定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 由于各
国（或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不同，适合各国（或地区）
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有差别的。因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的
现状， 合理确定有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是理论界
后续研究的重点。

（二）对非均等化形成的制度成因、合理有效均等化供给
机制、模式的研究将是后续研究另一个重点。当前非均等化现
状的存在是与相关衡量和考评制度缺失、 城乡结构制度不合
理、 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低效相关
的。 因此，对相关制度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三）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将成为
后续研究的难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到福利经
济学、公共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学科，对相关理论的深度梳理，建立起一套科学、综合的多指
标联动的衡量体系将成为后续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政府职能
的转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有机
统一的辩证关系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深入
研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

（五）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部分子项，尤其是综合型的均等
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实证分析还需进
一步深入；立足于相关指标数据，借助一定综合评价方法对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是当前学术界刻不
容缓的重要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 常修泽.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天津市委党校学
报,2007,(2)：66-71.

[2] 肖建华 ,刘学之 .有限政府与财政服务均等化 [J].中央财经大学学
报,2005,(6):6-10.

[3] 江明融.公共服务均等化论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3):
43-47.

[4] 程岚.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央财经大
学学报,2008,(10):7-11.

[5] Entwistle Tom，Martin Steve．From Competition to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A New Agenda for Research [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5-03,83(1):233-242.

[6] Simon Griffiths.The public service under Gordon Brown———similar
refoms, less money[J].policv studies,2009-02,30(1)：54-56.

[7] 于香情,李国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然性分析与对策研究[J].东
岳论丛,2009,(2):179-182.

[8] 安体富,任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

地区差别视角的量化分析[J].财贸经济,2008,(6):79-82.
[9] 刘德吉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体系构建[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

2010,(1):12-16.

4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