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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政府规 模成本与 政府职能( 权力) 、公共支出

规模正相关。政府运行成本也有广 义和狭 义之别, 狭义 的政府 运行成 本与公 用支出、职务 消费密
切相关; 政府 决策成本中的当前成本、
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落成本、风险成 本和摩擦成 本等各个
要素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析政府成本的内涵特点和 构成要素, 确定外 延边界、描述相互 关系,
是政府成本绩效控制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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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对政府成本做不同的类型划分, 通常, 政府规模成本、
运行成本和决策成本
可以看成是最基本的政府成本类型。近年来, 对政府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和公共行政
领域。在研究主题方面, 在承认政府成本研究价值的基础上, 开始探寻控制和降低政府成本的有效
方法与途径, 并将其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概念; 在研究视域方面, 政府成本应是一个由多层次和多
维度的成本内涵组成的系统概念, 日益在学界达成共识; 在研究方法方面, 经济学、
管理学、
财政学、
会计学等大量新的学科研究理念与方法不断渗透到政府成本的研究中来, 并形成了目前政府成本
研究中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思维。但是, 直接以政府成本的基本元素为题,
分析它们的内涵特点和构成要素, 确定外延边界, 描述相互关系, 这还是一个新的探索。

一、政府规模成本的构成分析
1. 广义政府规模成本与狭义政府规模成本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多年来, 学界多从广义的政府规模成本的角度进行论述。一
般认为, 所谓政府规模,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由相应的政府职能( 权力) 、
政府机构( 人员) 、政府行为
[1]
成本共同决定的政府活动范围。
依据政府规模的构成, 政府规模成本在内涵上应该包括政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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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能( 权力) 、维持一定的机构( 人员) 以及其正常运行所耗费的经济成本。它是政府机构得以生
存的基础, 也是政府成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些经典性的西方理论, 诸如瓦格纳的/ 政府活动扩张
法则0、
皮考克和怀斯曼的 / 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0、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鲍
莫尔的/ 财政支出非均衡增长模型0, 均是以广义的政府规模增长为题的。国内学界的许多相关论
述, 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命题进行的。比如, 有学者认为, 在数理维度上, 政府规模成本与政府规模呈
现为正相关的关系; 政府规模越大, 所须支付的规模成本也就越大。根据统计资料获得的难易程
度, 可以把我国政府规模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部分。显性成本包括政府机构日常行政
管理费用( 包括工资额、
办公经费等) 和资本支出( 如购置汽车、修建办公楼等) ; 隐性成本则指由于
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而导致的经济投入的增加, 以及市场、社会利益因此而受到的减损。
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只是广义的政府规模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的范围
限定于财政供养人员的薪酬福利, 包括财政预算中政府为其公务员所支付的工资、
离退休费用; 行
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离退休费用和利用预算外资金向公务员及工作人员支付的各种补贴、
津贴、
福利等。按照不同的标志, 公共支出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大致相当于
按照具体用途进行分类的公共支出中的人员经费。但是, 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成本的概念又
不完全相同。人力成本包括配置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和保障成本, 是政府用于财政供养的公
职人员的招聘、录用、
使用、
培训、
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开支。一般来说, 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
只涵盖人力成本中的使用成本和保障成本两项内容。当然, 使用成本和保障成本是政府人力成本
的构成主体, 据统计, 两者之和占人力总成本的 95% 以上。有学者把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称之为
部门政府规模成本, 并对广义的政府规模成本和部门政府规模成本进行了区别: 政府规模并不等同
于政府部门规模。前者以政府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程度为标志, 反映了政府在一国社会经济中的地
位, 通常以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来表示; 而政府部门规模是衡量政府作为一个社
会部门的规模大小, 它以对此部门的投入为标志, 反映了为维持这个部门而产生的社会资源的消
耗, 通常以政府机构和人员数量及其人员工资来表示。这两个指标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一国的政府
[ 2]
规模, 应给予同等重视。

从结构上说, 广义的政府规模成本实际上就是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与狭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之
和。本文以下论述的政府规模成本, 均以狭义为题。本文之所以要将政府规模成本分开论述, 是因
为考虑到两个不同的控制因素: 其一, 是政府规模成本是一个刚性的结构, 相对来讲, 政府运行成本
是一个柔性的结构; 其二, 是政府规模成本主要是从宏观分析的角度, 而政府运行成本可以从微观
的角度进行探究。人员数量的变动更多地涉及到体制的因素, 工资水平的变更通常要在整体范围
内进行, 政府运行成本具有相当大的弹性, 各个部门、层级往往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降低运行成本,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两者虽然共同隶属于广义的政府规模成本, 但结
构不同, 控制的方式也不同, 分别论述, 有利于寻求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控制举措。当然, 规模成
本与运行成本又是彼此影响、
互相联系的, 部门规模的扩大带来人员的增加, 人员的增加必然导致
运行成本上升; 政府运行过程中重复交叉管理、
工作环节过多又会使政府部门规模扩张。政府规模
成本与运行成本有着重复交叉的因果联系, 两者在某些方面甚至难以明确区分。
2. 政府规模成本与公共支出规模
公共支出规模, 也称政府财政规模, 是最常用的政府规模衡量指标, 甚至常常作为政府规模的
代名词出现。公共财政支出, 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满足社会共同需
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就其本质而言, 公共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职能所花费的社会资源, 是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与费用。在实际操作中, 公共支出规模常常指一定财政年度内政府安
排的公共支出的总额, 它反映的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支配使用的社会资源量, 是考察政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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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满足公共需要能力的重要指标。公共支出规模与政府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公共支出越多,
政府规模就越大, 反之, 政府规模就越小。常用的衡量公共支出规模的指标有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
指标。绝对量指标是指公共支出总额, 相对量指标通常用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总量的比重来表示。
其中, 公共支出绝对数额可以货币量直接表示出来, 能够较为直观、具体地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财
政的活动规模, 但其提高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共支出规模的实际情况, 因为其他相关项目, 如个人收
入、
商品价格、
人口和总产量等可能也会有所增加。而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总量的比重, 即公共支
出规模的相对量指标则可以全面衡量政府活动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因此, 在公共支
出规模的衡量问题上, 通常使用相对量指标。/ 对官僚机构相对规模描述得更加准确的一个指数,
[ 3]

是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扩大到对官僚机构受雇人员的支付。
0

二、政府运行成本的构成分析
本文所指的政府运行成本是从狭义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政府运行成本大体等于公用支出部分,
但在理论分析方面又有一定的分歧。政府运行成本与职务消费有所交叉, 职务消费应该成为政府
运行成本控制的重点工程。
1. 广义政府运行成本与狭义政府运行成本
目前学术界对于运行成本比较通行的看法是把它基本等同于规模成本( 行政管理费用) , 具体
又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三要素说, 即政府的运行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
公务成本和设施成本三个要
素。例如, 学者王华新在其主编的5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控制与核算研究6一书中将地方政府运
行成本定义为, 地方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 并按支出用途将它划分为人力成本、
公
务成本和设施成本。其中人力成本是指政府直接为公务员招聘、录用、使用、
培训、
工资福利、
社会
保障等所必须支付的开支, 公务成本是指公务人员在开展各项公务活动中的费用支出, 具体由服务
性支出与低值易耗品的耗费支出两部分构成, 设施成本是为公务活动提供仪器、
设备、
场所等设施
的建设及维护费用。[4] 其二是两要素说, 即政府的运行成本分为人工成本和公务成本两个部分。如
湖北省财政厅5降低地方政府运行成本6课题组认为, 政府运行成本主要是指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按
支出性质可以分为人力成本和公务成本, 其中公务成本包括公务费、业务费、
设备购置费、
修缮费和
[5]
其他费用。
本文认为, 上述的学术观点可以归纳为广义的政府的运行成本, 本文论述的狭义政府运行成本
主要指的是广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中的公务成本和设施成本部分, 或者直接表述为公务成本部分, 而
把人力成本部分作为狭义的规模成本, 理由在前已述。换一个角度说, 广义的运行成本按支出的对
象可分为公共和个人费用两部分, 其中个人支出的部分, 即部门规模成本其开支数额的大小与人员
的数量存在正相关, 而公务成本( 公用支出) 则往往以部门、单位作为支出对象, 随人员数量增长而
相应增加的现象较少, 其增长更多是取决于其他的外来因素。
此外, 还可以从运行成本的特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 具有经常性。运行成本是为了维持机构的
正常运行每日所需的花销, 如水电费、
购置专用材料费等。/ 其实, 化解政府支出困难, 制造更佳政
绩的可行途径恰恰在于合理控制政府短期成本。
0 [6] 第二, 具有可控性。/ 为便于对财政支出进行调
整, 可将财政支出分为可控性支出与不可控性支出。
0 [7] 运行成本主要就是可变成本, 是/ 随着产量
[8]

水平的变动而变动的那些成本0。 运行成本的每个部分几乎都具有可以控制、
调整的空间。即使
是用于设备维护的部分, 人为的损毁以及不当的使用方法都有可能减少设备的使用寿命, 因此小型
设备的使用年限、
更换周期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人的行为。第三, 具有主观性。运行成本就支出对
象而言虽然是以部门、
单位为主, 但实际上它与个人的联系最为密切, 目前在运行成本中存在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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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高报费用现象, 除了与制度的缺失存在一定联系外, 与公务员自身的主观意识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此, 运行成本的降低与其说是现实问题不如说是意识问题。世界经济论坛( WEF ) 2003- 2004 年
度5全球竞争力报告6揭示,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继续下滑, 比上一年度又下降了 4 位。导致下滑
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在当年的竞争力排名中, 实行了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首次用/ 政
[9]
府浪费0子指标替代了/ 政府支出0子指标。
这表明, 因政府浪费现象而提升的政府运行成本, 已经

成为影响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 政府运行成本与公用支出
按照有无直接对资源和要素形成需求, 财政支出一般可以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
中, 根据支出用途购买性支出可分为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根据 2004
年5政府预算收支科目6, 行政单位一般预算支出的/ 目0级科目中公用支出的分项包括了办公费、
印
刷费、
水电费、
邮电费、
取暖费、
交通费、差旅费、
会议费、培训费、
招待费、福利费、
劳务费、就业补助
费、
租赁费、
物业管理费、维修费、
专用材料费、
办公设备购置费、专用设备购置费、
交通工具购置费、
[ 10]

图书资料购置费和其他未包括的日常公用开支, 共 22 个/ 目0。
在一般的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政府运行成本大体等于公用支出, 但又不尽然。从理论上分析,
政府运行成本应该体现出与部门、单位相对比较紧密的关系, 而政府部门规模成本应该和个人有比
较直接的关系。按照这样一种思路, 现行公用支出中的培训费、取暖费、
福利费、
就业补助费等费用
基本是按人头数提取的, 这部分费用属于较难调整的部分, 如对残疾人、退伍军人的就业补助费不
可能机动减少, 必定与其人数相对应, 且没有变动空间。因此, 理论上说, 这部分支出应该归入政府
部门规模成本较为合适。或者说, 政府运行成本只包括办公费、邮电费、
差旅费、
会议费、交通费、
水
电费等公务费, 购置专用材料、
办公设备、
专用设备、
交通工具及图书等不够基本建设投资额度而按
固定资产管理的设备购置费, 用于恢复固定资产使用价值所支付如公用房屋、
建筑物及附属设备修
理维护费用和不够基本建设投资额度的零星土建工程等修缮费, 用于进行专业业务活动所必须支
付的印刷费、
专业性会议费等业务费, 以及招待费等其他费用。
3. 政府运行成本与职务消费
关于职务消费的含义、
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总体而言它主要是指国家公务人员( 主要
[ 11]
是党政领导干部) 履行某一特定的职务活动而产生的一种财力和物力消费。
可见, 职务消费所耗
费的成本主要包括公用支出中/ 人0性化最强、
与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 而且是公务人员, 尤其
是领导干部为履行职责而必须的消费, 不包括公用成本中用于维持日常运行的部分。
从内涵来看, 政府运行成本与职务消费有所交叉, 按照消费主体和使用范围, 职务消费可以分
为个人职务消费和公共职务消费。对于个人职务消费, 包括招待费、交通费、
通讯费、差旅费、
学习
考察费等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与个人费用挂钩, 对于会务费、
办公费、机关公用电话费、
公共关
系费等公共职务消费, 只能通过较为间接的方式与个人费用挂钩。
长期以来, 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使用目的模糊、
消费不计成本、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和指标控
制, 导致管理失控, 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运行成本。财政部科研所5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问题研究6
课题组的研究表明, 由职务消费引起的财政超编和政府浪费, 几乎占了整个政府运行成本的一半以
[ 12]
上。
如果说, 该研究成果中所指的政府运行成本是指广义而言的, 那么, 职务消费在狭义政府运
行成本中的比例就更大了。

三、政府决策成本构成及相互关系
政府决策成本不仅仅是决策本身的成本, 还包括其他相关要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始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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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50 年代的/ 公共选择0理论,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在他们合著的5同
意的计算6中指出, 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 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 而且涉及到/ 外部成本0,
[13]
也就是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局外人强加的成本。
在国内, 早期的研究者更多关注的

是决策和实现决策目标需要的人财物等成本。例如, 较早研究决策成本问题的王庆仁认为: / 行政
决策作为 行政 管理的 中心环 节, 自身无 疑需要 耗费一 定的人 力、物力、财力, 称为 行政 决策成
本。
0[ 14] 另一位研究者张世和提出了决策成本公式, 即: 决策成本= ( 目前存在问题可能造成的损失
[15]
+ 论证过程中的耗费+ 决策实施中所耗人财物) * 决策过程所用时间。
由于文化和体制的差异,

中外学者关注的视角不完全一样, 但是, 政府决策成本是一个要素结构这一点却是共识的。
政府决策成本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目前学界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 一般说来, 政府决策成本在
内容上可以包括六个构成部分, 即当前成本、机会成本、
边际成本、
沉落成本、
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
这六个方面在空间和时间上共同构成了政府决策的成本总量。
1. 政府决策的当前成本
政府决策的当前成本, 是指政府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各种公共资源。它在内容上
包括: 确定决策目标和论证决策方案过程所需费用, 如聘请专家、
举办有关会议以及办公费、
旅差费
等与此有关的其他费用; 决策目标和方案实现的费用。相对于决策论证过程, 这是一笔很大的费
用, 是决策成本中有形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 包括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支出。由于这笔费用庞
大, 支出中的漏洞常不易察觉, 因此, 必须加强对这一过程的核算与监控, 才能保证决策成本控制在
[16]
合理范围内。
与经济领域中市场主体( 企业) 决策的当前成本不同的是, 政府决策成本中还存在

着大量无法以货币等有形标准表现和衡量的资源耗损, 主要是决策的社会成本, 即政府决策行为给
社会公众带来的额外支出或负担。
当前成本的耗损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需要讨论的是成本付出的有效性问
题。从经济学上来说, 判断政府决策支出( 决策成本) 是否有效, 关键在于其产生的收益。如果政府
决策在导致公共支出的同时, 能够产生至少大于支出的公共收益, 即决策成本 [ 决策收益, 那么, 该
成本支出就是有效的; 反之, 如果决策成本> 决策收益, 那么, 当前成本就转化为一种无效的成本,
即决策失误成本。
2. 政府决策的机会成本
政府决策总是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与博弈, 决策过程必然存在着机会成本的问题。机会
成本的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 机会成本是一种相对成本, 而不是会计成本, 它的产生源于资
源的稀缺性。做任何一种政府决策, 机会成本总是存在的。/ 一项决策的机会成本是做出某一决策
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时所放弃的东西。
0 [17] 政府决策需要谋求的是机会成本最小化, 或者说是资源
利用的最优化。在政府占有和使用的资源总量限定的情况下, 在若干决策机会中选择最优的理性
博弈, 以实现对有限资源的最优利用以及效益最大化, 这一点对政府决策优化和成本控制具有十分
关键的意义。因此, 在决策活动中, 政府只有同时关注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 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
最优配置, 偏离机会成本最小化原则, 必然导致多余和无效的政府成本的产生。
在我国, 由于种种客观或主观原因, 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相当程度地存在不考虑机会成本的现
象。从成本 ) 收益角度而言, 资源使用的低效表示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需要花费更多的
政府成本, 或投入一定数量的政府成本却只产出了相对较少的公共物品。
3. 政府决策的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反映的是每多增加一单位的产量而增加的成本。美国学者曼昆认为, 边际成本是指
[18]

/ 额外一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0。 在经济学中, 我们常常用边际成本 ) 边际收益的方
法来分析判断一项决策产生的成本合理性。我们可以把政府是否使用额外资源和政府行为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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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部性作为两个考量因素, 来分析政府决策的边际成本。
当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 没有使用额外资源, 也不产生外部负效应时, 政府直
接的边际成本为零或基本为零; 如果具有外部正效应, 这种正效应可看作是边际收益的一部分, 总
体上看, 此时的边际收益要大于边际成本, 这种状态对政府、
社会和民众而言都是比较理想的。当
政府没有使用额外资源, 却产生了外部负效应时, 从政府自身的角度而言,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
务似乎没有产生任何成本, 但是, 外部负效应给社会和民众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这种成本应当算
在政府成本之中, 即产生了政府边际成本, 一般而言这时的边际成本是大于边际收益的。当政府在
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使用了额外资源, 但不产生外部负效应时, 增加了成本, 也就意味着边
际成本的增加。如果这个过程具有外部正效应, 也应当将这种正效应看作是边际收益的一部分, 而
后再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进行比较, 进而分析判断政府成本的高低以及合理性。当政府在提供
公共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不仅使用了额外资源, 而且还产生了外部负效应时, 不仅直接增加了边际成
本, 同时, 产生的外部负效应也应当计算在边际成本之中。因此, 这一状态将使政府边际成本大大
增加。
4. 政府决策的沉落成本
决策的沉落成本, 又称/ 旁置成本0, 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
不可能通过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
加以改变的成本, 或过去发生的在 ) 定情况下无法补偿的成本。与其他决策成本一样, 政府在决策
过程中也应预期最小化的沉落成本, 分析政府决策的沉落成本可以提供经验性的借鉴和预警作用,
可以帮助在未来的政府决策中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过多的和无效的沉落成本。
沉落成本不仅与事发当时的政府决策有关, 而且还可以从事后延续的政府决策中体现出来。
当政府的某一项既有成本投入已经被定性为沉落成本之后, 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这一部分无效成
本的增加。从理论上说, 沉落成本与新的决策无关, 但它却往往会干扰决策者的思维, 使其做出非
理性的决策。造成沉落成本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 政府部门内部的评估机制
和行政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政府部门在判断决策质量和制定奖惩标准时, 仅以决策的结果
好坏以及经济效益的核算为标准, 而不考虑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投入的成本总量, 以及对决策对象
信息的掌握程度, 就容易产生沉落成本。此外, 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决策责任的问题, 如果政府部门
缺乏对于大胆决策和修正错误的鼓励引导机制, 甚至当一项决策产生不利后果时, 往往给决策者过
于严厉的处罚, 这种导向会使得决策者畏惧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 容易被失败的决策所束缚和拖
累, 沉落成本也就累积得越来越高。
5. 政府决策的风险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 F#H#奈特认为, 风险是/ 可测定的不确定性0, 是指可以测定的事物发生损失的
[19]
可能性。
企业管理存在风险, 企业决策要防范市场风险、
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同样, 政府决策

也存在风险, 公共政策不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 而且涉及对未来的考量。一些决策必须在不确定
的状态下做出, 因而决策必然与风险相联系。一些前瞻性的决策, 涉及发展问题更是难以避免风
险。政府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事件, 需要进行危机决策, 这也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从决
策者本身来说, 政府决策主体也是由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人组成, 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也会产
生风险。政府管理在改革的过程中, 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先例可以借鉴, 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试验, 各
种改革措施总是或多或少的与风险相伴随。美国学者萨托利从冲突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决策
风险问题, 他认为, 对于政治冲突问题,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析: 一, 一切机构性或集体政治决策都
有内部成本, 即政治决策者本身付出的成本, 成本除了必要的物质投入之外, 还有由于政治分歧、
政
治争论及冲突所造成的时间和心理成本等, 这一般称为政治决策成本; 二, 一切影响到集体的政治
决策都涉及外部政治风险, 即冲突扩散化所带来的失控政治风险, 或由于外部接受政治决策的人的
# 19 #

[20]

反对所遭遇的政治风险。
由风险引发的政府损失就是政府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是决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风险
成本客观存在, 控制政府风险成本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 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
综合性的要素结构, 但化解风险能力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考量机制。
6. 政府决策的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也是决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成本。政府决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决策
过程往往是各种利益博弈的过程, 利益冲突和利益摩擦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 为此付出的成本就
是摩擦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利益结构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增强, 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决策, 因此, 政府在决策时必须协调各方利益。政府公职人员一方
面按照/ 人民公仆0的政治角色进行定位, 另一方面又具有经济人的属性, 在当前缺乏有效制度约束
的情况下, 难以保证公职人员在协调中以中间人的姿态进行, 而与他人利益产生冲突。种种利益碰
撞使决策处于不断的重新谈判, 讨价还价之中, 这无形中产生了摩擦成本。
7. 政府决策成本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
政府决策成本构成要素是相互影响的, 并在一定条件下成比例关系。当前的决策成本投入越
多, 在制定方案时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 咨询专家学者等, 让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和符合实际, 就可能
降低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等其他成本构成要素; 如果显性成本太少, 方案难以周全, 就可能加大机会
成本、
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的几率。因此, 政府决策时要周详考虑, 找到其中的均衡点, 在实现决策
目标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各项成本。这就要正确区分哪些是必要成本, 有效成本, 哪些是超量成本,
无效成本。
政府决策成本中的各项构成要素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例如, 沉落成本和机会成本是一对可
比性的要素。沉落成本事关政府决策的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如果说, 机会成本控制是在横向范
围上进行的一种空间选择, 以实现最小化目标, 那么, 沉落成本控制则是在纵向序列上体现出时间
预期, 以实现最小化目标。又如, 控制政府风险成本和控制政府沉落成本同样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
预期, 两者相比, 前者不确定性的属性特征更加重大, 同时, 前者比较明显的表现出突发性、
多变性、
损失和贡献对称性等特征。在政府决策过程中, 风险成本不能太大, 但也不能过多地/ 逃避风险0,
高风险有时候孕育着高收益。因此, 控制政府风险成本要加强监测, 以预防为主, 还不是一个简单
的最小化问题。
政府决策成本中的构成要素与其他类型的政府成本也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例如, 政府
决策的当前成本与政府运行成本有交叉重叠的地方, 但两者的论述角度不同。政府决策的当前成
本主要是从必要成本的角度论述的。政府决策需要人财物这些最基本的支出。在人力方面, 无论
是个人或是集团, 决策者在政府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决策者就没有决策。咨询系统人
员为决策者提供方案, 做出预测, 使决策者具备更长远的战略观点, 信息系统人员为决策者准确全
面的信息, 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决策成本。不管是决策者还是辅助者, 工作过程中本身需要耗费成
本。在财力物力方面, 包括聘请专家的费用, 有关会议的费用和其他如办公费、
差旅费等。人财物
是决策的基础, 只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这些成本就是必要成本。此外, 政府决策的摩擦成本和
政府交易成本中的协调成本也是有所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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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and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Costs
ZHUO Yue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 act: Government costs can be defined broadly and narrowly. In a narrow sense, the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gov2
ernment functions ( power) and public expenditure. Similarly, government operation costs can also be defined broadly and narrow2
ly. In a narrow sense,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ublic expenditure and routine consumptio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Factors con2
cerning government decision2making costs, including current costs, opportunity costs, marginal costs, sunk costs, risk costs and
frictional costs, are differentiated and interconnected. Essential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for performance control of government costs
can be made by studying the definitions and components of government costs, determining their extension, and describing their in2
terconnections.
Key wor ds: government costs, performance control, scale costs, operation costs, decision2making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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