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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竞标制、治理绩效和官员激励
———基于国家卫生城市评比的研究

刘松瑞，王 赫，席天扬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面临着兼顾经济发展等主体治理目标和环境、公共卫生等

非主体治理目标的挑战。本文以“国家卫生城市”的评选为例提出行政竞标制模式，分析了该模式对于非

主体目标的治理绩效和官员激励的影响。利用当代中国官员数据库（COD）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本文发

现：（1）成功“创卫”的城市显著提升了环境质量；（2）经济增速处于省内中游的城市“创卫”概率最高；（3）

成功“创卫”的主政官员的长期晋升概率比其同僚高出 8.8个百分点。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和制度沿革提出：

行政竞标制的特征是中央政府设置议程，地方自主参与，围绕特定政策展开绩效评比和竞赛，由中央对优

胜者予以表彰。该模式为改善非主体治理目标提供了正面激励，有助于推动多维度国家治理能力的平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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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当承认，在不同时期，一些突发事件和社会舆情的变化会影响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注意力分配，使得一些非主体政策目标在短期内
朝向类似于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的主体目标转换，例如 200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升格为正部级后对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煤矿安
全的监督，2013年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各地升级的“环保风暴”等。但不同于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这些治理目标的实
现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在压力下的被动响应，缺乏持续性和普遍性，在内外部环境变化产生新的焦点后这些政策目标往往又回归非主体
的地位。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在地方政府政策目标中的主体性，是由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和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中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决定的。
②参见：《形式主义创卫究竟为了谁》（http://scsn.wenming.cn/ycpl/201309/t20130927_840055.html）。

1 引言

地方政府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载体，同时承担着

经济增长等主体治理目标和环境、卫生、文化等领

域的非主体治理目标[1-5]。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对

于增长目标的重视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

倾向[3]———导致地方政府重视短期经济效益，忽视

环境和卫生等领域的长期治理①。而针对非主体目

标采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则可能导致忽视本

地信息的“一刀切”，引发“庸政”和“懒政”。如何推

动地方政府在多个不同领域的治理能力平衡发展，

为非主体治理目标的改进提供正面激励，是国家治

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行

政竞标制，并以“国家卫生城市”评比活动（以下简

称为“创卫”）为例研究了行政竞标制的规律。“创

卫”是当代城市治理中令人瞩目的现象，很多地方

更是以“创卫”为抓手改进城市卫生体系，推动城市

面貌更新。然而，针对“创卫”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

制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创卫”所伴随的社会动员和

资源投入，也造成了对其真实效果的争议②。本研究

试图在治理模式和治理绩效的实证层面上回答：

“创卫”对于提升城市环境和卫生治理水平有无作

用？为何有些城市积极推动“创卫”，而有些城市未

推动“创卫”？城市的具体条件和“创卫”动机之间有

何关联？成功“创卫”的主政官员能否获得上级部门

对其施政取向和治理能力的首肯，在仕途中更上一

层楼？进一步来说，能否从“创卫”的模式中提炼总

结出行政竞标模式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在学理上界定什

么是行政竞标制。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

已有文献提供了财政联邦制[6-8]、项目制[9-12]、晋升锦

标赛理论[1]、行政发包制[13]、压力型体制[14]、运动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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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5]等诸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大多假设中央政府对

于地方政府采用相同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标准，没有

考虑到各地方“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能基于自身情

况灵活地选择政策赛道。与已有理论相比，行政竞

标制的特点在于：中央政府对于非主体治理目标不

实行“一刀切”，鼓励地方按照自身条件，响应中央

政府的倡议发起评比竞争。不同于以惩罚落后为主

要手段的一票否决或“压力型体制”，行政竞标制强

调正面激励[16]。行政竞标制针对的政策目标往往是

国家治理中的短板或痛点，目标是在较短时间内在

局部取得某领域治理绩效的突破，并对于达标城市

进行表彰，形成示范效应。

我们认为，“创卫”符合行政竞标制的典型特

征。首先，国家卫生城市评选由国务院下属的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制定标准并主导，具有权威性。自

1990年至 2018年，已经有 342个地级市、市辖区

和县级市获评“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其次，参评国

家卫生城市主要是地方自主决策。而地方政府一旦

决定参与“创卫”并获上级政府支持，往往在短时

间内进行全社会动员，把行政资源投入到提高环境

质量、改进卫生体系的活动之中[17,18]。最后，在环境

和卫生质量的提升之外，“创卫”也有助于展示主政

官员的治理能力，拓展其未来晋升空间。因此，国家

卫生城市评比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改进环境和卫

生质量提供了正向的政治激励。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卫生城

市名单等数据①，结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提供的当代中国官员数据库[19]，分析了行政竞标制

下的政策选择、官员激励和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

系。首先，研究表明行政竞标制为城市环境和卫生

等非主体政策目标的推进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安排。

基于城市经济与环境的数据分析发现，“创卫”并未

带来当地的工业投资和 GDP加速，却持续地降低

了污染排放，增加了公共绿化覆盖率，提升了城市

环境卫生的质量。其次，行政竞标制为展示官员的

治理能力和评估治理绩效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与

此逻辑相应，本文发现经济增速处在全省内中游的

城市更有可能“创卫”。最后，行政竞标模式的推行
依赖于主政官员的政治激励，其有效性取决于在环
境和卫生等领域的绩效能否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
本文发现在任期内“创卫”成功的地级市主官（市委

书记或市长）在长期职业生涯中的晋升概率比其同

侪高出 8．8个百分点，揭示政治激励是地方官员积
极推动“创卫”的原因之一。上述发现揭示了，“国家
卫生城市”荣誉称号的评选活动为经济发展处在不
同阶段的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提供了
制度安排，是“不简单以 GDP增长论英雄”原则在

国家治理中的体现。
行政竞标制是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文献

的拓展与补充。
就理论所适用的政策领域而言，行政竞标制主

要覆盖了环境、卫生和文化等非主体治理目标，对
这些领域的机制探索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特色国
家治理体系，补充“财政联邦主义”和“锦标赛体制”
等理论范式在经济和财政领域之外的研究空白。
从对官员激励的影响来说，行政竞标制允许地

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参评。这种模式
不同于中央政府制定统一目标的“行政发包制”和
“压力型体制”，而是鼓励差异化治理模式，允许在
某些维度具有优势的地区脱颖而出，其逻辑契合

组织理论中的“信号和筛选模型”（Signalling and
Screening Models）。
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在行政竞标制下地方

政府的努力成功与否，决定权仍在中央。参评城市
需要根据考察组的意见对于城市环境和卫生体系

不断做出调整，成功创卫的城市面临复审的考核，
不合格者有可能被撤销“国家卫生城市”称号。这些
举措的目的在于治理能力的提升而非在短期内迅
速获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竞标制虽然由地

方负责具体执行，其议程仍由中央政府掌握，有利
于实现中央的政策目标。

2 行政竞标制的理论逻辑
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奖掖功绩和旌

表先进的悠久传统。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写

到，“为了尊重和奖励美德，建立一些虚的、无实际
价值的标志（如桂冠……公共集会中的贵宾席等），
这确是一桩了不起的发明，并为世界上大多数政府

所接受。”[20] 在现代官僚科层体制中，对于荣誉性表

彰是否能够为治理绩效的改进提供充分的激励尚

无定论。一方面，职业官僚的激励往往来自于晋升

潜力，而晋升则取决于上级组织部门的评估与考核
[21]。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

主政官员在招商引资和基建投资等领域具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这些权力带来了潜在的经济利益，

造成对于非主体治理目标的忽略。因此，行政竞标
①该名单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参见：http://
www.nhc.gov.cn/jkj/new_index.shtml，经作者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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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于治理体系的改进作用依赖于评比所带来的

声誉价值———只有当这些价值能够为城市长期治

理能力和主政官员晋升潜力带来充分的正面影响，

行政竞标制才能为官员提供足够的激励。在实践

中，行政竞标制往往被用来推进激励不足的非主体

政策目标，由中央政府制定标准和评价规则，鼓励

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主

竞争提升相关领域的治理绩效。这一治理模式在中

国的现实条件下具有多重合理性。

首先，行政竞标制有助于改善非主体治理目标

的治理绩效，纠正地方政府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而忽

略长期治理能力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着多任

务模式，在行政和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对于主体目

标的强化往往导致对非主体目标的投入不足。对于

财政目标的片面追求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安全生

产事故增多、公共卫生体系脆弱等问题。从地方主

政官员的激励入手改善治理能力，就需要改变以经

济增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行政竞标制为地方主政

官员提供了多元化的绩效施展渠道，有助于激励地

方政府增加对环境、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投

入，避免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促进增长[3,22-25]。

其次，行政竞标制有利于地方发挥自主性，选

择和本地情况相适宜的治理模式。中国广大地区的

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大，在环境、卫生、教育、

文化等领域投入的回报也不同。由于中央和地方之

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过于严格的“一刀切”和“一票

否决”反而可能引发造假和隐瞒，损害治理绩效。行

政竞标制允许地方针对自身条件选择在某个领域

扩大投入，形成诸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生态园林

城市、文明城市、宜居城市等不同定位的城市品牌
[26]，在治理模式上给予地方充分的选择权。

最后，行政竞标制有可能为干部选任提供一种

多元化的甄别机制。“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官员绩效

以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为考察依据，而非主体政策

涉及到环境、卫生、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治理能力，与

民众的获得感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对于官员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粗放的治

理模式难以消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在非主体

治理目标上的评比竞争，也是在治理能力上练“内

功”[18]；在这一过程中，GDP增速未必在同侪中名列

前茅，但城市面貌和软实力却可因此得到改善，而

成功主导竞标活动的主政官员则获得充分施展才

能、表达施政理念的平台。

3 行政竞标制的制度场景
——国家卫生城市评比
当代中国在公共治理中存在由政府组织评比

和表彰的丰富实践[27]。根据 2007年的统计，国务院
下辖的 65 个部门和组织开展了 2115 项评比，加
上省级和地市级政府，全国共有多达七万项竞赛评
比[28]。为了改善评比质量，中央从 2007年开始了一
次评比表彰的整顿，提出“要切实减少经济事务性
项目，适当保留社会、公益性项目”，将评比表彰活
动更多地引导向非主体政策，例如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领导的全国文明城市评比以及全国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国家卫生城市评比。然
而，对于在当代公共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评比表彰模
式，以往文献却没有予以充分的研究。
“创卫”活动的前身是爱国卫生运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央政府就建立了全国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全国爱卫会）来领导全国公共卫生及
疾病预防工作。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0年至文革前，以“清除四害”
等为代表的爱国卫生运动开辟了当代中国公共卫
生治理的先河。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主要领域包
括对城乡居民饮水、厕所、厨房、畜圈等生活卫生和
环境治理，并大力发展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29]。改革
开放后，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随着经济
发展不断加速，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严重不足，
脏乱差问题日渐凸显，给人们带来的新的环境危
害[30]。1988年春季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导致数十
万人患病，主要原因是水产品受到污染和居民的卫
生健康知识不足，饮食卫生习惯不佳。

1989年 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
的决定》提出“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
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爱国卫生工作方针。
这一规定明确了中央组织协调、地方负责的原则，
通过多方协作促进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同年，国
务院启动了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的“国
家卫生城市”评比活动。
从评比活动的影响力来看，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设立的时间早，影响广泛。自 1990年山东省威海市
第一个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以来，截至 1999
年，全国共有 34个城市跨入“国家卫生城市”行列。
截至 2015年，全国共有 29个省市区的 104个地级
市通过评审获此称号。我们对历年来获评“国家卫
生城市”称号的地级市分布进行了探究，发现国家
卫生城市的授予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稠密的胡焕庸
线以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城市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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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没有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①。因此，“创卫”活

动对于解释地方政府在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治理模

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从国家卫生城市的考核内容来看，“创卫”不啻

为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治理能力的全方位“大考”。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布的考核标准（表 1）囊括了

市容绿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众多领

域，既包括城市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等

客观指标，也有群众满意率等主观指标。需要强调

的是，“创卫”的考核严格，其议程和评选始终由副

国级机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导②。在正

式申请后，城市需要经过一年的“暗访-技术评估-
考核鉴定-公示”流程，之后从动员准备到向全国

爱卫会提出考核申请还需若干年的努力。即使“创

卫”成功，仍需要面对三年一度的复审和评选专家

组的随机暗访，复审不合格者可能被撤销。徐岩等

如此描述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的情景[18]：

“对国家创卫检查组的暗访，没有可能作假蒙

混过关。国家创卫暗访组来到之后，他会给的士司

机钱，包一个星期，带到 A市最脏、最乱的地方，如

果发现的问题多还加奖金给司机。类似这种方法你

是根本无法躲的……。”

近年来，国家卫生城市的评选标准日趋严格。

从 1999年评选标准的“五个基本条件”到 2005年

变为“十个基本条件”，评选的指标数量和量化程度

也不断增强。中央在 2007年开展的对表彰评比运

动的集中清理整治后，全国爱卫会也发文要求城市

“实事求是，不搞形象工程；着力解决与群众密切相

关的问题”。在评比表彰逐渐收紧的大趋势下，保

证评选的高标准和权威性是爱卫会的理性选择。

4 行政竞标制的实证命题

“创卫”是一个中央议程设置、地方政策选择和

最终治理绩效三者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地方政府特别是主政者的政治激励是关键

因素。我们认为，行政竞标制可以为地方政府参与

“创卫”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理

论文献的恰当解释。

首先，就治理模式而言，以往文献重点强调各

地区在去中心化体制下的经济竞争。钱颖一等学者

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6-8]认为中央政

府通过经济权力下放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证。与

之相关的标尺竞赛和晋升锦标赛模型均强调地方

的增长竞争[1,2,6,31]。“行政发包制”提出以任务下达和

指标分解为特征的层层发包模式，其特征为各级政

府在财政上的预算包干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13,31-

34]。无论是增长竞争还是“行政发包制”，其潜在指

向的政策目标均由中央或上级政府锚定，地方政府

无法自主选择是否参与竞争。与之相比，行政竞标

制的特色在于地方保持自主性，自行决定是否趋近

2 健康教育 中小学全部开设健康教育课；社区、单位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新闻媒体设有健康教育栏目等。量化指
标如：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80%

3 市容环境卫生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发展计划；市容整洁、城市绿化、河湖环境；街道保洁管理、生活垃圾处
理、公共厕所管理、农副市场管理、建筑工地管理等。量化指标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6%

4 环境保护 空气质量、饮用水源质量、烟尘污染防控、生活污水处理、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控制等。量化指标如：全
年 API指数<100的天数占全年比例≥70%

5 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 经营单位有卫生许可；剧院等大型公共场所、网吧旅馆等小型公共场所卫生达标；自来水厂和供水
设施卫生

6 食品卫生 农副产品药物残留控制、禽畜定点屠宰；食品餐饮行业符合卫生要求。量化指标如：实施食品卫生量
化分级管理≥95%

7 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的防治、儿童计划免疫、无偿献血工作等。量化指标如：居住期限 3个月以上流动人口儿童建
证卡率≥95%

8 病媒生物防治 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防治规范科学效果达标
9 社区和单位卫生 组织居民和职工搞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市场餐饮摊点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符合规范
10 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 村容整洁；卫生宣传工作；环卫设施、垃圾收集运输、公厕管理等

序号

1

项目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具体内容

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各部门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卫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等。
量化指标如：群众对全市卫生状况满意率≥90%

表１ 国家卫生城市评选标准简介

注：根据 2005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整理所得。

①我们使用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绘制了不同时期“国家卫生城市”的分布地图，限于篇幅原因未在正文中列出，原图可与作者联系索取。

②全国爱卫会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之一，主任一职一般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

行
政
竞
标
制、

治
理
绩
效
和
官
员
激
励

刘
松
瑞
等

JournalofPublic
M
anagem

ent

13



第
十
七
卷

第
四
期

二○

二○

年
十
月

V
ol.17

N
o.4

O
ct,

2020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于中央政府倡议的目标。因此，“创卫”可以视为针

对特定治理模式增加投入的信号，主动发起“创卫”

的城市将比其他同侪更重视提升卫生和环境质量。

“项目制”理论提出项目执行中的跨部门、层级

的协作模式，在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

间存在“发包-打包-抓包”三种机制[11,12]。在项目制

中地方政府的目标往往在于短期内迅速获取资源

（例如专项转移支付或用地指标），而非治理绩效的

改进，追求资源的竞争过程往往带来资源错配、损

耗甚至寻租等问题[12]。相比之下，“创卫”的过程虽

然具有项目制特征，但卫生或环境部门并非能够直

接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部门。因此，“创卫”的目的

并不在于短期的经济收益，而是城市在卫生环境治

理能力上的改善。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关于“创卫”

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假说一。

假说一：在行政竞标制下，成功“创卫”的城市

在公共卫生和环境等维度的治理绩效得到显著的

提升。

其次，就政策选择而言，行政竞标制理论能够

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的自主选择。包

括“压力型体制”理论 [14,35-37]，“目标责任制”[38,39]和

“运动式治理”[15,17,40-44]在内的已有文献均强调科层

制下执政目标和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其中，压力

型体制描述了基层政府官员面对指标任务如何打

破常规部门界限，集中力量完成治理目标。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在“创卫”过程中是否参评的主动权在

地方政府。这种主动而为的治理模式并非针对业已

确立的目标努力提高业绩，而是通过评比对已经取

得的带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治理绩效的一种信号

表达，而中央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则提供了一种绩

效合法性背书。

从逻辑上来说，行政竞标制和压力型体制对于

官员激励的作用并不矛盾。本文第 3节的分析显

示，“创卫”活动的历时长、难度高、标准严，难以短

期内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官员仍有

动机积极地寻求“创卫”作为凸显其治理绩效的“赛

道”和突破口？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地方主政官员主

动寻求竞标的激励亦有可能来自于晋升难度所导

致的压力。在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维度的锦标赛模式

下，经济增速处于前列地区所在官员具有较大晋升

空间，所处压力较小。而经济增速排名靠后地区的

官员由于落后较多，亦无明确的竞争动机。相对比

之下，经济增速处在中游地带的主政官员尚有晋升

机会，但亟需新的政绩证明自身能力，因而也更有

可能发起“创卫”竞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竞标

是主动寻求的压力。我们由此得到反映主政官员

“创卫”动机的假说二。

假说二：在行政竞标制下，经济增速处在中游

地区的主政官员面临更大竞争压力，更有可能发起

“创卫”活动。

最后，从干部选任的激励角度而言，以“晋升锦

标赛”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文献强调经济指标在官员

考核与晋升中的主导地位[1,4,45,46]，在计划生育等领域

的“一票否决”机制也会影响官员的升迁[47]。然而，

对于非主体政策领域是否存在类似晋升锦标赛的

竞争激励模式尚无定论，且有研究发现污染减排的

成效对于官员晋升概率并无影响[48]。要使得地方政

府主政官员在非主体政策领域有所作为，上级政府

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任实践中需要有一定倾向性，

使努力提供公共品和注重环境、卫生领域的干部得

到更多的晋升机会。行政竞标制则为甄别、提拔此

类干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因此，我们判断在

行政竞标制下，成功主导城市获得荣誉称号的主政

官员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

假说三：在行政竞标制下，主导城市“创卫”成

功的官员在长期政治生涯中具有更高的晋升概率。

5 检验假说一：“创卫”对地方治理绩效的
影响

假说一认为，创卫有助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和环

境领域治理能力的相应提升。本节的分析将表明，

“创卫”使得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状况得到较大改

善。在开展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创建的第一个十年期

间（1989—1999），全国 32 个大中城市共投入 377
多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和改建城市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103个、生活污水处理厂 50个、

水冲式公厕 6025座、道路 8060条，新增绿化面积

16875公顷①。

为了系统检验假说一，我们利用 2001—2015
年，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的城市数据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多元

线性回归计量模型估计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对环

①参见:《国家卫生城市评出 34 个》（人民日报，1999 -11-04）。

②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最早可追溯
的数据至《200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内含 2001年城市数
据）。此外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工业
废水排放量仅自 2003年后才开始公布，因此表 2中第二列与第三
列的结果仅包含 2003—2015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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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经济的影响①。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以“成功创卫二年之前”为基准期，城市创卫前后年

份系数反映了创建卫生城市前后数年与基准期的

差异，我们可以由此通过这一计量模型，研究“创

卫”在不同时间对城市的影响。

Yit=
2

γ=-2
Σατχγ,it+βXit+δi+ηt+εit

其中，Yit为城市环境和经济指标，包括城区绿

地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等三项

环境指标以及 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利

用外资等三项经济指标；χγ,it=1是代表城市创建卫

生城市的关键变量，分别标志着城市 i是卫生城市

且 t年是该城市“创卫”后的第 γ年，γ=2代表着创

卫的 2年及以后的长期时段；Xit代表城市层面的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GDP总量的对数和人口的对

数。控制 GDP 总量和人口有助于控制经济发展水

平和城市规模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模式

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环境和增长模式还受到一系

列难以直接观测的因素影响，比如某些资源型城市

污染型工业的占比可能更高，同时经济增速可能会

受到经济周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缓解此类因

素对于估计的影响，我们在计量中使用了固定效应

模型，分别控制了 δi和 ηt，代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

年份的固定效应。为了验证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

性，我们实施了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以确认

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当豪斯曼
检验以较高的统计显著性拒绝零假设，即说明随机

效应模型的估计并不一致，应当选用固定效应模

型[49]。以对绿地面积的影响为例，豪斯曼检验的卡

方统计量（chi2）为 127．38，p值为 0．000，拒绝了随

机效应模型，因此这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
的②。

表 2中授予对应“创卫”前后各年的哑变量系

数，其含义为该城市与其他非“创卫”城市在授予国

家卫生城市前后相对于基准期（Benchmark）的差

异③。我们发现，“创卫”对改善城市环境产生了积极
作用。表 2中的三项城市环境指标，城区绿地面积、

工业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在正式获得国家卫生

城市称号前两年期间逐年改善。这段时间正是城市

开展“创卫”运动的高峰期，这三项环境指标都是

“创卫”的基本考核项目。相比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
平，城区绿地在“创卫”期间增长了 16．1％，工业二

氧化硫排放量和废水排放量逐年下降，累积到授予

卫生城市当年分别下降了 13．6％和 12．4％。尽管城

市在“创卫”成功后，环境改善的增速相对于其他城

市有所减缓，但相对于其他城市仍然保持了显著的
环境质量优势。

图 1展示了根据 2001—2015年间 333个城市

样本分析所得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以“创卫”前第

三年以及之前时段为基准组）以及 95％的置信区

①2001年的城市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此类
推。

②其他列的检验与绿地面积一致，均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限于篇幅
原因未一一列出。

③我们将成功创建卫生城市三年及之前设为基准期（Benchmark）。

④GDP增长率采用了百分数形式，因此回归系数的解读为百分点
的变动。

因变量
（1）

ln（城区绿地面积）
（2）

ln（SO2排放量）
（3）

ln（工业废水排放量）
（4）

GDP增长率
（5）

ln（固定资产投资）
（6）

ln（实际利用外资）

授予前两年 0.102（0．0636） -0.0344（0．0470） -0.0815（0．0656） 0.0421（0．290） 0.00328（0．0343） -0.0653（0．0929）
授予前一年 0.161**（0．0688） -0.0948（0．0600） -0.127**（0．0633） -0.0853（0．331） -0.00674（0．0374） -0.103（0．110）
授予当年 0.0735（0．0626） -0.136**（0．0670） -0.124*（0．0688） -0.476（0．398） -0.0551（0．0501） -0.148（0．137）
授予后一年 0.0366（0．0640） -0.130（0．0907） -0.0840（0．0753） -0.754*（0．425） -0.0622（0．0532） -0.115（0．140）
授予两年以后 0.0994（0．0747） -0.133（0．0871） -0.0660（0．0818） -0.906**（0．457） -0.108**（0．0530） -0.337**（0．153）
观测值 4126 3356 3367 4241 4186 3998

R2 0.513 0.066 0.037 0.409 0.951 0.55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２ 创卫前后环境与经济指标变化 (2001—2015)

注：（1）同时，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禀赋可能不同，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不同。为了减少此类因素的影响，使得卫生城市与非卫
生城市更具有可比性，我们也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采用最近邻匹配法，为每一个卫生城市匹配了一个在经济规模（GDP总
量）与人口规模上最为接近的城市，得到的结果与未经匹配的结果相近，限于篇幅原因并未在文中汇报。（2）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
面。聚类稳健标准误是为了处理组内存在自相关问题时使用的标准误。关于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定义，详见：https://www.statisticshowto.
com/clustered-standard-errors/。（3）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真实 GDP总量的对数和人口对数。***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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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成功“创卫”前后城市环境和经济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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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系数来自表 2。其中，横轴是距离创建卫生城市成功的年数，纵轴是各项指标的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参照点是距离获得卫生
城市称号三年及之前，故-3处值为 0。如系数为负且置信区间上界不与 y=0相交，即说明系数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小于 0；如系
数为正且置信区间下界不与 y=0相交，即说明系数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 0。

间。这反映了“创卫”城市在获得卫生城市称号的前

后两年中的三项城市环境指标和三项经济发展指

标的变化。其中，横轴是距离创建卫生城市成功的

年数，纵轴是各项指标的系数及其置信区间，参照

点是距离获得卫生城市称号三年及之前。

从图 1还可以看出，“创卫”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了地方的投资增速。成功“创卫”前，城市的 GDP和

投资增速没有明显变化，而“创卫”后则呈一定的下

降趋势。GDP年增长率在创卫两年后平均放缓 0．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和利用外资降低了 10．8％和

33．7％（GDP增长率采用了百分数形式，因此回归

系数的解读为百分点的变动。）。这种动态趋势表

明，“创卫”期间并没有牺牲经济发展（因为“创卫”

的投入就是在成功“创卫”之前的两年），但却赋予

了城市调整增速型发展模式的机会，更加注重环境

质量，减少对于投资的依赖。上述发现表明，行政竞

标制有助于推动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差异化的

治理模式。

6 检验假说二：“创卫”的政策选择
与竞争压力
根据假说二，我们预期在行政竞标制下，经济

增速处在中游的地区主政官员面临更大竞争压力，

更有可能发起“创卫”。由于评选卫生城市标准高、

周期长、难度大，并非所有城市均会把“创卫”作为

首选的治理突破口。主政官员决定“创卫”后，往往
又会全力以赴，使得创建卫生城市运动成为“行政
竞标制”的典型案例。

为了研究城市发展状况和实施“创卫”的政策
选择之间的规律，我们使用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CCER官员数据库”[19]，对 1994—2015年间

333个地级市（地区、盟、自治州）展开了分析。我们
将 GDP增长率省内排序等分为 10份，展示每一组
成功创卫的城市数量，并用高斯核函数（Gaussian

Kernel）对该分布曲线进行拟合。图 2表明创建卫
生城市数量最多的一组不是 GDP增长率最高的百
分之十，而是处于省内排名前 40％~30％的中上游
城市———该组有卫生城市有 23个之多。从分布拟
合曲线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卫生城市分布呈单峰

形，其最高点也出现前百分之 40左右。这说明增长
率排名处在全省中游附近的城市的“创卫”可能性

最高。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说二相吻合：官员在经济

增长的竞争并非绝对领先但仍为完全丧失竞争优

势时，可能会选择其他非主体政策目标作为凸显治

理绩效的渠道。

为了更加严谨地检验假说二，表 3使用计量模

型估计了城市的 GDP增长率省内排名与地方政府

成功“创卫”哑变量之间的倒 U型关系。我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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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了每个城市的 GDP 增长率在省内的排名

（Rank），并对省内排名按如下方式进行了标准化：

标准化排名＝1－（省内排名/省内地级市数量）。

GDP增速越大，标准化 GDP增速的省内排名

越高，这一标准化的度量在 0．5附近即可认定为经

济增速中游。由于因变量是二值变量，我们同时使

用了 Logit模型（1~2列）与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3~4列）。Hausman检验的结果 chi2为 95．6，p值

为 0．000，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拒绝随机效应模型。

计量估计的结果表明，无论是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1、3列），还是控制城市固定效应（2、4列），GDP
增速的省内排名与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间均

呈现倒 U型关系，且倒 U型关系的拐点的值在 0．5
附近，说明经济增速在省内中游的城市更可能“创

卫”。

上述发现表明，行政竞标模式为地方官员提供

了一种多元化的施政取向和治理能力的信号表达

渠道。在以经济增长为主体的激励模式下，官员努

力引领当地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增长排名。然而经

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禀赋、区位或政策惠利等原因，

地区先天条件不足的主政官员的激励就可能会受

到影响①。在行政竞标制下，官员则可以通过“创卫”

展示自己的治理能力。

7 检验假说三：“创卫”与官员晋升
根据假说三，我们可以预期，在行政竞标制下，

引领“创卫”成功的官员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具有

更高的晋升概率。为了检验该假说，我们以 1994—

2015年期间任职的 333个地级市的市长和市委书

记的任期为观测单位。估计“创卫”对于主政官员

（市长和市委书记）在任期结束后的晋升概率的影

响。实证分析同时包含了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观测

值，是因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一项综合任务，往

往需要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领导进行，并且卫生城

市称号对书记和市长都是任内的重要成绩。由于被

解释变量为 0/1变量，因此实证研究采用了 Logit
模型，Probit模型与线性概率模型（OLS）等多种模

型进行估计，均得到了一致结果。晋升定义为官员

在任期结束后调任其他行政级别高于地级市的职

位，或者从市长改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在此定义下，

任期结束后的平均晋升概率为 41．5％。回归的核心

解释变量是官员是否在任期内“创卫”，同时也控制

了官员任期内城市平均的 GDP增速②。为了解决数

据左右截断的问题，在回归中剔除了 2015年仍未

结束任期和 1994年前开始任期的观测值。

表 4展示了回归结果。第 1列使用 Logit模型

估计，发现成功创建卫生城市与主官的任期晋升概

率显著相关。为了方便解释系数的经济意义，我们

列出了核心变量“是否成功创建卫生城市”的边际

效应。结果表明，成功创建卫生城市的官员，其长期

晋升概率相对于未“创卫”的市主官有 8．8个百分

点的提升。考虑样本中市级主官在 1994—2015年

间的平均晋升几率是 41．5％，创卫成功对提升晋升

概率有较大帮助。与锦标赛模型的逻辑相一致，

GDP增长率也与晋升概率显著相关。表 4的第 2列

采用了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第 3列采用了线性概

率模型（OLS）进行估计，结论仍然稳健，且系数变

化很小。根据估计结果，在省内 GDP增速排名从最

后一名提升到第一名所对应的晋升概率的增加为

9个百分点。从回归系数来看，经济增长与“创卫”

对于官员晋升的贡献率大致相当。

在表 4的第 4列，我们补充控制了官员晋升至

正厅级时的年龄、工作履历等若干变量，包括是否

曾在省机关/中央机关/本市工作，以及是否担任过

市长与晋升正厅级时的年龄。在控制这些履历变量

后，创卫与晋升关系依然稳健显著。在第 5列中，考

虑到由于国家卫生城市的评选在 2009年之前都是

前一年申报，卫生城市称号可能来自前任官员努力

①经典的“锦标赛”模式约定仅有排名在前 N名的参与者可以获得
奖励，而其他人则毫无收获。

②数据来源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公示文件。将卫生城市名
单与每个官员的任期匹配后得到核心解释变量：“成功创建卫生城
市”，即如果在任期内所治理的城市成功获得卫生城市称号则该变
量记为 1，否则为 0。

图２ 卫生城市数量在GDP增长率省内排名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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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的结果，我们将“创卫”变量细分为上任第一

年和上任两年及之后才被授予称号这两种情形。估

计结果显示，“创卫”对于上任第一年的官员晋升没

有影响，但对于任期满两年后创卫成功的官员的晋

升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发现显示，上级

政府的确把成功创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绩表达渠

道和干部选任的重要考量因素①。

8 结论

本文提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行政竞标模式，并

以地方政府“创卫”为具体案例，研究了该模式下的

治理绩效、政策选择和官员激励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通过对于“创卫”制度背景的考察和基于城市治

理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创卫”显著改善了城市环

境卫生的质量，但并未提升投资和 GDP增速；经济

增速处在全省内中游的主政官员更有可能领导城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成功获评国家卫生城市的主

政官员在职业生涯中的长期晋升概率比其同侪提

（1） （2） （3） （4）

变量 是否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化 GDP增长率省内排名（平方） -3.196***（1．032） -2.157*（1．215） -0.0915***（0．0317） -0.0638**（0．0323）
截距项 -8.974***（1．401） -11.15*（5．802） -0.121***（0．0383） -0.233（0．188）

边际效应：标准化 GDP增长率省内排名 0.144***（0．043） 0.329**（0．150） 0.103***（0．0341） 0.0771**（0．0348）
边际效应：标准化 GDP增长率省内排名（平方） -0.114***（0．133） -0.235*（0．133） -0.0915***（0．0317） -0.0638**（0．0323）

观测值 6614 6614 6614 6614
R 平方 0.070 0.02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标准化 GDP增长率省内排名
Logit

4.027***（1．178） 3.015**（1．372）
OLS

0.103***（0．0341） 0.0771**（0．0348）

表３ 经济增速排名和“创卫”的倒U型关系（1994—2015）

注：（1）将样本限制至 2001—2015年结果仍然稳健，限于篇幅原因未在正文中列出。（2）1~4列拐点的值分别为 0.63，0.7，0.56，0.60。
（3）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真实 GDP总量对数和人口对数。*** p<0.01, ** p<0.05, * p<0.1。

①上述发现的直觉解释是：在上任第一年的主政官员有可能是在
领导组织“创卫”的前任官员调任后幸运地成功“创卫”，而上任若
干年后的主政官员则比较明确地对于“创卫”做出了实际贡献。

因变量

（1）
Logit
晋升

（2）
Probit
晋升

（3）
OLS
晋升

（4）
Logit
晋升

（5）
Logit
晋升

成功创建卫生城市 0.366**（0．176） 0.225**（0．105） 0.0707**（0．0336） 0.373**（0．179）
上任两年及之后创建卫生城市 0.472**（0．202）
上任第一年创建卫生城市 0.155（0．297）
GDP增长率省内百分位 0.398**（0．180） 0.239**（0．108） 0.0790**（0．0369） 0.424**（0．182） 0.424**（0．182）
政治联系 0.697**（0．298） 0.415**（0．173） 0.135**（0．0523） 0.705**（0．301） 0.710**（0．302）
曾在省机关工作 0.235**（0．0928） 0.234**（0．0928）
曾在中央机关工作 0.0653（0．179） 0.0665（0．179）
曾在本市工作 -0.278***（0．0836） -0.280***（0．0837）
曾担任过市长 0.294**（0．117） 0.295**（0．118）
晋升正厅级时年龄 0.00313（0．0161） 0.00305（0．0161）
边际效应（成功创建卫生城市） 0.088**（0．041） 0.087**（0．040） 0.0707**（0．0336） 0.090**（0．042）
边际效应（上任两年及之后创建卫生城市） 0.113**（0．046）
边际效应（上任第一年创建卫生城市） 0.038（0．072）
观测值 3023 3023 3024 3012 3012
省份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４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与地方主官晋升的关系（1994—2015）

注：（1）同表 3。（2）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官员年龄，年龄平方项，教育水平，上任初城市 GDP，人口对数，以及是
否为省会或副省级城市，限于篇幅原因未在表中展示。（3）***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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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8．8个百分点，显示出主政官员的政治激励是

导致“创卫”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对于增长考核等针对主体目标的治理机制，

行政竞标制的特点在于中央政府对其所倡议的治
理目标并不实施“一刀切”，而是设定议程，制定标
准，对于绩优者进行表彰，以褒奖代替命令，推进改

善公共治理绩效的总体目标。这一模式对于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在于鼓励地方从实际情况出
发选择治理模式，同时也为干部选拔提供了一种多
元化的政绩和能力表达渠道。就组织理论的逻辑而

言，行政竞标制的核心是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
（Multitasking Principal－agent）场景下，允许代理人
灵活政策渠道或目标，实现对于代理人能力的信号
发送（Signalling）或筛选（Screening）功能[50]。在此基
础上，本文的创新则在于界定行政竞标制的政策范

围并将其应用于国家卫生城市评比的具体场景，得
到可以验证的命题，并使用城市治理数据系统检验
了这些命题。

行政竞标制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解释“创

卫”在当代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为研究其他
非主体目标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思路。本文所提出的
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由中央政府部
门支持的其他评选活动，例如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领导的“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国家林业局

及全国绿化委员会组织的“国家森林城市”评比、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国家园林城市”评比、全国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总政治部评比命名的
“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以及“世界遗产”申请等活

动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意义。

在实践中推动行政竞标制并非易事。上级政府
需要严格考核任务的完成情况，否则治理成效容易
流于表面。此外，行政竞标制面临的重要挑战来自
于治理模式的转变与官员激励是否相容。在经济增
长仍为主要矛盾的地区，行政竞标提供的表彰激励

可能不足。因此，不断优化地方主政官员的评价体
系，从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注重环境和卫生
等维度的平衡发展，并在选拔机制中加以体现，是

完善新时代国家治理机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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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cal governments often have to grapple with multiple policy tasks, ranging from primary objective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and revenue collection to secondary objectives such as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secondary objectives by local

leaders are critically shaped by political incentives.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dministrative bid－

ding, which allows local governments to voluntarily respond to the initiativ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ub－

scribe themselves to a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around secondary policy agenda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un－

derplayed following local governments' routin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Using the evalu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City by the state council from the 1990s as a case in point, our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play among

local leaders'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thei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n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campaign for National Health C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city-year level data comes down to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cities being rewarded the title of National Health City register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n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 Second, cities are most likely to obtain the ti－

tle of National Health City when their rankings of growth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are located in the

intermediate range within the province. Third, local leaders presiding over the cities through the campaign for

winning National Health City are 8.8 percentage points more likely to be promoted in the long run. Altogether,

these results attest to a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bidding, which helps align the incentives of the central and lo－

cal governments on secondary policy objectives through a non-conventional, optional,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The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bidding is conducive to a balanced approach for development and enhances

the efficacy of political selection.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Bidding, Secondary Task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Political Incentive,

National Health City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