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双月刊)

2017 年第 4 期( 总第 206 期)

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与方法发展趋势分析
1
2
刘志红 ，王利辉

（1．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私营、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一，其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
中的工作论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相关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前沿发展方向。鉴于此，采用 NBEＲ 工作论文数据
库中 1990—2015 年的统计数据，从定量与定性角度进行归纳总结。研究发现: 公共经济学论文数量呈逐年
上升趋势，研究范围从税收和政府支出拓展到教育( 投入的效率和产出) 、监管( 环境、房地产和金融等) 、老
龄化问题以及医疗保障等领域; 虽然对个人税收问题日益关注，但研究重点逐渐从税收转向政府支出; 行为
财政学、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事件的影响已构成近期研究的三大主题; 微观计量方法、结构化模型的广泛应
用以及实验经济学实验和实地实验的兴起，使其研究方法不断趋于完善，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NBEＲ; 公共经济学; 工作论文; 研究主题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 F062. 6

一、引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 2017） 04-0087-10

言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Ｒ） 成立于 1920 年，属于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遵循科学原理、强
调数量化的实证研究是 NBEＲ 的主要特色。成立伊始，其主要负责美国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工作 ，后
来一些非常著名、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在 NBEＲ 诞生，其中包括库兹涅茨对于国民收入的研究、米切
尔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以及弗里德曼对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 。 时至今日，全球所有排名靠前的经济
学家几乎都是 NBEＲ 的研究人员，而他们的学术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 ，也一定会先作为 NBEＲ 的工作
论文（ NBEＲ's Working Papers） 上网公开，供学术界同行交流学习。NBEＲ 工作论文的影响力甚至超过
了许多期刊杂志，众多学者在标明所属单位的时候，都要加上“＆ NBEＲ”，以示自己与 NBEＲ 的关联，
其学术声望可见一斑。2014 年 6 月，Google Scholar 发布的 2014 版学术期刊排名中，NBEＲ 工作论文
在包含 Nature 和 Science 等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排名第 18 位，而其他著名经济学、金
融学期刊如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 仅排名第 56 位，Ｒ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排名第 72 位，反映
了 NBEＲ 工作论文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
鉴于此，本文选取 NBEＲ 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中的工作论文为研究对象 ，因为这些文献能够比较
客观地反映当前以及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与方法的发展方向 。 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NBEＲ 工
作论文，但这些论文后续都正式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Ｒ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以及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等期刊上。同时，采用 NBEＲ 工作论文数据库中 1990—201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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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对有关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发展趋势进行归纳总结 ，并对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期望能对国内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
二、NBEＲ 工作论文描述性统计
（1） 研究领域发生变化。NBEＲ
的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发端于企业税
收和财务研究项目，随着学者对该领
域税收问题研究兴趣 的 不 断 增 加，
1980 年该项目被重新命名为税收学研
究项目。而后，该领域学者们认识到

表1

NBEＲ 公共经济学项目的工作论文： 总量与分类

年份

NBEＲ 工作论
文总量 / 篇

公共 经 济 学 项 目 工
作论文总量 / 篇

公共 经 济 学 项 目 工
作论文占比 / %

1990
2000
2010
2015

398
665
1 025
1 242

55
153
183
219

13. 8
23. 0
17. 9
17. 6

数据来源: 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 http: / / www． nber． org / 相关
政府支出具有与税收同等重要的研究
数据整理所得。
1991 年该项目被正式命名
意义，
因此，

为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的变迁反映了公共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偏重
企业税收问题，
到税收学，
到政府支出与税收并重，
表明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发展。为总结其主要变
2010 年和 2015 年）
化趋势，
本文统计了 NBEＲ 税收学研究项目（1990 年） 和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2000 年、
中所有的工作论文，
并按不同方式进行分类。如表 1 所示，
公共经济学的工作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
1990 年的 55 篇增加至 2015 年的 219 篇，
且公共经济学论文在 NBEＲ 工作论文中占比整体也呈上升趋势，
2000 年达到 23. 0% 的峰值后稍有回落，
2010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17. 9% 和 17. 6% 。
（2） 研究对象发生变化。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历来与税收和政府支出密切相关，但近期公共财政

表2

领域越来越多的其他问题也成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 年份 税收
对象（ 表 2）。与政府支出和税收不直接相关的论文从
1990

63. 6

1990 年的 30. 9% 增至 2010 年的 62. 8% ，其研究主题 2000 28. 1
涉及教育（ 投入的效率和产出）、
监管（ 环境、房地产和 2010 15. 3

公共经济学项目工作论文
各研究主题所占比重

%

政府
支出

税收与政
府支出

其他
（ 教育、监管等）

5. 5
13. 7
20. 8
19. 6

0. 0
7. 8
1. 1
1. 0

30. 9
50. 3
62. 8
64. 7

2015 14. 7
老龄化问题以及医疗保障等多个领域。
金融等）、
数据来源: 由美国国家经济研 究 局 网 站 http: / /
（3） 研究重点发生明显转移，逐渐从税收转向 www． nber． org /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政府支出。1990 年有关税收或者政府支出的工作论
2010 年和 2015 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 20. 8% 和 19. 6% ；
文中，仅有 5. 5% 的论文专门研究政府支出，
专门研究税收的工作论文比例由 1990 年的 63. 6% 减少至 2015 年的 14. 7% 。
（4） 税收领域的研究重心也发生偏移，研究者对个
人税收问题日益关注 （ 表 3） 。 与税收相关的论文中，专
门研究个人税收的论文比例从 1990 年的 47. 1% 上升至
2015 年的 90. 3% ，相对应的，专门研究企业税收的论文
比例从 1990 年的 41. 2% 下降至 2015 年的 6. 9% ，专门研
究个人与企业税收 （ 两者兼有 ） 的论文比例从 1990 年的
11. 8% 减少至 2015 年的 2. 8% 。 形 成 这 一 趋 势 的 原 因
是：研究者更容易获得用于分析个人税收和支出计划的

表3

公共经济学项目中关于税收的
%
工作论文不同主体所占比重

年份

个人

企业

两者兼有

1990

47. 1

41. 2

11. 8

2000

79. 2

13. 2

7. 5

2010

88. 9

7. 4

3. 7

2015

90. 3

6. 9

2. 8

数据来源: 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 http: / / www． nber． org /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微观数据，同时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识别策略； 另一方面，企业税收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已经较为成熟，因此新的研究论文反而相对较少 。
（5） 研究方法发生显著变化（ 表 4） 。1990 年仅有 29. 1% 的工作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而到
2015 年该比例上升至 60. 9% 。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微观数据，应用这些数据
进行实证研究可以解决很多单纯依靠理论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 。 可以预期，未来随着数据可获得性
的提高该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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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描述性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公
共经济学的发展变化趋势，但许多研究主题和方

表 4 公共经济学项目工作论文不同研究方法所占比重
%

法的进展，还必须结合文献才能准确把握。 接下
来，我们准备结合 NBEＲ 公共经济学研究项目工

年份

作论文，系统梳理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和方法的
演变历程。
三、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及其综述
自公共经济学诞生以来，其研究范围涵盖了
多个领域，研究重点也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归纳总
结 NBEＲ 公共经济学的工作论文发现，其研究主

1990
2000
2010
2015

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 两者兼有
29. 1
46. 4
52. 5
60. 9

38. 2
37. 3
30. 1
28. 3

29. 1
11. 8
5. 5
4. 9

其他方法
（ 文献综述、
调研方法等）
3. 6
4. 6
12. 1
5. 9

数据 来 源: 由 美 国 国 家 经 济 研 究 局 网 站 http: / /
www． nber． org /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表 5） ，分别是：行为财政学、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事件的影响，而各研究主题又
涉及不同的研究内容，为了更为详细地了解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 ，结合 NBEＲ 的相关文献
对各研究主题进行系统梳理。
表5
研究主题
行为财政学

社会保障

宏观经济事件
的影响

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

研究内容

来源

个人效用未到达最优时如何进行福利分析

Beshears et al． （ 2008 ） 、Congdon et al． （ 2009 ） 、
Chetty et al． （2009） 、Bernheim et al． （2009）

行为因素的重要作用

Beshears et al． （2008，
2011） 、Chetty et al． （2009） 、
Chetty et al． （2013）

预测未来公共决策变化

Golosov et al． （2006，
2013）

将社会保障计划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行形式
化和量化

Shimer and Ivan（2008） 、Chetty（ 2008 ） 、Finkelstein
et al． （2012）

评估社会保障项目的实证策略

Card et al． （2009） 、Fofie（2016）

社会保障包含的潜在经济原理

Hanming et al． （2008） 、Oster et al． （2010）

经济周期中失业保险的不同经济效应

Ｒothstein（2011）

财政乘数的性质、机制和大小以及财政刺激
效应

Mankiw et al． （2011） 、Mutuku（2016） 、Mian et al．
（2012）

( 一) 行为财政学
自公共经济学兴起至今，其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不断从行为经济学中吸取经验 ，而行为经济学
侧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并借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分析方法探讨经济学问题。 传统财政学源于潜
在的市场失灵，如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市场及外部性，行为模型为政府进行干预提供了潜在动机
和依据，即使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个人效用未达到最优也可以成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合理借口 ，例如，要
求低估风险的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或强迫缺乏远见的个人储蓄退休金等 。
早期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 ，当个人效用未到达最优时如何进行福利分析。 为分析政策效
应，公共经济学家往往依赖显示性偏好工具 ，即根据选择行为推测出个人偏好，进而做出决策以使其
福利最大化，但当个人效用未达到最优时，选择将不能揭示其真实偏好。 近期研究在解决该类问题时
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如探讨了代理人受到规范性偏好及其他因素影响时的福利标准界定问题。
Beshears et al． ［1］认为，虽然某些情况下假设“显示性偏好与规范性偏好相同”是合乎情理的，但有许多
情况是与该假设相背离的，存在被动性选择、复杂性、个人经历的局限性、第三方市场和跨期选择五大
［2］
因素，会加大显示性偏好和规范性偏好之间的差距 。Congdon et al． 认为，关于个人行为的标准经济
假设是不准确的，即人们的行为非理性、也并非完全自私自利，且存在非一致性偏好。 基于以上推断，
行为经济学会影响公共政策（ 包括税收政策） 的制定，进而改变税收福利的结果。 另一些文献研究了
［3］
非一致选择条件下如何进行福利分析 。如 Chetty et al． 通过构建有限理性代理人模型，解释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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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在该模型中，即使税收对社会福利与政府收入有巨大影响 ，但如果忽略，
［4］
代理人遭受的效用损失也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Bernheim et al． 为行为福利经济学构建了选择
理论框架，利用明确的选择关系替代标准的显示性偏好，以探究选择的一致性，其适用于非一致性选
择和其他非标准行为模式。
由于行为模型的福利分析比较复杂 ，故许多行为财政学文献都涉及实证研究 ，并论证行为因素所
［1，
5］
起到的重要作用。Beshears et al．
概述了美国各种退休收入来源的显著性特征 ，提出了在储蓄生命
周期的各阶段，违约如何影响退休储蓄结果的实证依据，探讨了违约对储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原
［3］
因。Chetty et al． 检验了“个人最优与税收政策产生的激励完全相关 ”的假设，经实证分析发现，税
［6］
收的显著性会影响行为反应。Chetty et al． 通过对 43 000 个 EITC 接收者进行随机试验，探讨了提
供所得税抵免信息是否会影响接收者的收益决策 ，发现在全部样本中信息提供对次年盈利并无显著
影响。
为了多角度、全方位地解决公共经济问题，公共经济学在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分析方法
90 年代，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模型大多都是静态
的同时，还引入了动态宏观经济模型。20 世纪 80、
的，而宏观经济学依据代理人具有前瞻性的假设 ，构建了动态模型，使其能够预测未来政府决策的变
化。相对于静态模型，动态模型更复杂，在技术处理上更具挑战性，但研究人员依然取得了巨大进展。
［7］
如 Golosov et al． 在伤残不可观测的假设前提下，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发现，只有当代理人拥有的资产
［8］
低于设定的最大值时，才能获得伤残保险的转移支付。Golosov et al． 在允许商品税是收入与消费的

非线性函数条件下，推导出有关最优商品税支配力的分析表达式，以证明能力与偏好之间的关系，并
进一步评估未来消费（ 储蓄） 的征税额，结果发现： 替代的跨期弹性对最优资本税具有重要影响，且在
所有情况下，利用资本税获取的福利很小。
虽然行为因素在公共经济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在个人效用未达到最优的条件下，经
济学家尚未形成统一的政策分析框架。 因此，纵观该领域，未来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将行为模
型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或者采用新动态宏观经济模型 ，不断地促进行为财政学的发展。
( 二)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
上升趋势，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已成为政府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 。 当前伴随人口出生率的
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 ，公众开始担心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否能够持续，所以公共经济学也逐渐将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其研究焦点 。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更倾向于关注社会保障计划的非扭曲性结
果，尤其是对劳动力供给，此外还研究了对其他行为的影响，如储蓄和医疗保健支出。 随着该领域研
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公共经济学家日益关注将社会保障计划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行形式化和量化。
［9］
［10］
如 Shimer et al． 、Chetty et al．
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失业保险为失业者提供流动资金带来的潜
在收益，研究发现，失业期间提供流动资金可能是失业保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在医疗保险领域，虽
然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对医疗支出的影响仍是关注的焦点 ，但研究者也评估了这些项目为健康结果
［11］
和分散风险带来的潜在收益，医疗保险可能会降低由医疗支出或医疗债务引发的风险 。
该领域的另一个研究热点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并用于考察对全国性保险项目的影响。 以

往，社会保障的许多实证研究虽然关注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和伤残保险等国家级保险项目，但许多实
证研究仅局限于将时间序列进行对比 。 随着公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及改进，用于评估社会
［12］
保障项目的实证策略也逐渐增加 。Card et al．
利用医疗保险资格在 65 岁具有的不连续性，采用断
［13］
点回归方法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医疗卫生使用率和健康结果的影响 。Fofie 利用横截面数据和抽样

方法，使用 Probit 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可能影响社会保障参与率的因素 ，结果表明，除了宗教之外，其
余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因素均与社会保障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14］
此外，有些文献探讨了社会保障包含的潜在经济原理 。Hanming et al．
通过分析医疗保险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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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调查（ MCBS） 数据发现，存在较低医疗支出风险的个人更可能购买补充性医疗保险，为补充性
［15］
则利用个人亨廷顿病 （ HD） 和退化性神
医疗保险市场的有利选择提供了强有力证据 。Oster et al．
经系统疾病的风险数据，对长期医疗保险的逆向选择进行评估，发现在携带 HD 基因突变的人群中，
购买个人支付保险的人数增加了 5 倍，这相当于拥有长期医疗保险的总人数，证明了逆向选择存
在性。
( 三) 宏观经济事件的影响
公共经济学能够对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迅速做出响应 ，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 金融危机
作为重大经济事件，对国民经济及人们的生活会产生极大冲击，因而，公共经济学将其作为研究热点
之一，并形成两大主题。
［16］
第一，
经济周期中失业保险的不同经济效应。Ｒothstein 利用当前人口调查数据探讨了扩大失业
保险对就业及再就业的影响，
发现失业保险扩张对长期失业者退出失业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第二，财
［17］
政乘数的性质、
机制和大小以及财政刺激效应。Mankiw et al．
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分析货币政
［18］
策与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冲击的最优响应。Mutuku 基于 VAＲ 与 VECM 模型，以 1970—2013 年数据为
样本，
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可持续路径，
发现选举周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长期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而周
［19］
期性的财政政策则意味着在执行该政策时并不需要考虑稳定目标。Mian et al．
通过分析“旧车换现
金”计划，
发现由于受到该项计划的诱导，
几乎所有增加的汽车销售额都呈现上升趋势。

纵观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行为财政学、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事件的影响构成近期公共经济学
研究主题的三大板块，并在不断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使其研究
主题更加广泛、深入。
四、公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会借助大量方法 ，这些方法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会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统计
方法的不断发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与完善。 结合 1990—2015 年 NBEＲ 的工作论
文，归纳总结了 25 年间公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 ，主要包括微观计量方法、结构化模型的广泛
应用、实验经济学实验以及实地实验（ 表 6） 。
表6
研究方法

微观计量
方法

方法优势

在相对较弱的假设下，令人信
服地识 别 公 共 政 策 所 产 生 的
效应

公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来源

所得税 对 劳 动 力 供 给 及 应
税所得申报额的影响

Gruber et al． （ 2002 ） 、Saez et al．
（2012） 、Kiss et al． （2015） 、Takeshi et
al． （2016）

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的
效应

Almond et al． （ 2011 ） 、Hoynes et al．
（2011） 、Coile et al． （ 2007 ） 、Scholz et
al． （2006） 、Gustman et al． （2012） 、Kamakura et al． （2015）

公共政 策 对 家 庭 福 利 水 平 的
影响
结构化模
型的广泛
应用

实验经济
学实验与
实地实验

较为充 分 地 利 用 可 获 得 的 经
济数据，且较少地依赖对特定
模型的设定

公共政 策 对 社 会 福 利 水 平 的
影响

Gustman et al． （ 2005 ） 、Fang et al．
（2009） 、Wolfgang et al． （2016）
Shimer et al． （2007） 、Chetty（2008） 、
Einav et al． （ 2010 ） 、Saez （ 2001，
2002） 、Piketty et al． （2014） 、Shimer
et al． （ 2007 ） 、Chetty （ 2008 ） 、Einav
et al． （2010）

以“非理性行为人”取代传统
的“理性人”假说，用数理统计
方法取代单纯数学推导，使其
研究结果更贴近现实

公共品、禀赋效应以及配合
奖助金对慈善捐款的影
响等

Ｒondeau et al． （ 2008 ） 、Choi et al．
（2014）

解决实 验 室 实 验 的 主 观 性 与
外部有效性问题

选民投票、STAＲ 计划、医疗
保险等

Gerber et al． （ 2013 ） 、Hyman et al．
（2013） 、Kling et al． （2012） 、Steffe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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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微观计量方法
理论模型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公共财政研究的核心，到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因税
收政策因果影响或政府支出等财政问题的研究所需 ，采用微观计量方法的文献剧增①。 这是因为，采
用微观数据和准实验方法等对公共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估 ，可以在相对较弱的假设下，令人信服地识别
出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应。从研究内容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方面：
（1） 研究所得税对劳动力供给及应税所得申报额的影响 。Gruber et al． ［20］ 应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联邦和各州个人所得税资料估计了应纳税所得的弹性 ，发现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高收
入纳税者，其应纳税所得的弹性为 0. 57，而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下的纳税者，其应纳税所得的弹性不
［21］
研究发现，高收入者的应纳税所得的弹性更高，他们有更多的避税
到前者的三分之一。Saez et al．
机会，例如，通过增加可扣除费用达到避税的目的。 由于选取的研究角度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
［22］
导致应纳税所得弹性的估计存在较大差异 ，Kiss et al．
基于 2005—2008 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应纳
［23］

利用 1986—1989 年纳税人的面板样本数据，考
所得额的弹性，其估计值约为 0. 24。Takeshi et al．
察了日本的应纳税所得弹性，发现在该时期，日本的应纳税所得弹性为 0. 074 ～ 0. 055，显著低于美国
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但基本与丹麦持平。
（2） 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所产生的效应 。Almond et al． ［24］研究了 20 世纪 60、
70 年代食品券
计划（ Food Stamp Program，FSP） 的影响，发现在婴儿出生 3 个月以前获得食品券的孕妇，其婴儿出生
后的体重显著增加，对体重较轻的新生儿影响尤为显著，并且对非洲裔美国母亲会产生更大影响。
Hoynes et al． ［25］则评估了“妇女、婴儿和儿童”（ WIC） 计划对婴儿健康的影响，发现 WIC 计划的实施提
高了婴儿的平均出生体重，降低了体重偏低婴儿的比例，参加该计划的婴儿体重增加了约 10% 。 另外
［26］
一些研究也表明，社会保障会对退休决策产生显著影响。Coile et al．
应用健康和退休调查 （ Health
and Ｒetirement Survey，HＲS） 数据研究了社保激励对男性退休决策的影响，发现具有前瞻性激励措施
的社保制度安排是影响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 ，既会增加老年人的工作激励，又会显著降低老年员工的
离职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要应用这些实证结果评估社保计划的效率或其他经济效应存在一定困
［27］
［28］
，在特定假设和参数下研究了不同社保计划
难。不少理论文献，如 Scholz et al．
和 Gustman et al．
的经济效应，但能否将实证研究中所得到的参数估计应用于这些理论模型仍不明确 。Kamakura et

al． ［29］探讨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的影响效应 ，发现该项计划对最贫穷的社会成员具有短期和长期
效应，短期内，该计划提供的额外收入能够满足参与者的基本需求 ；而从长远来看，该计划能够使参与
者从事与健康、教育相关的活动，这将直接让其子女受益。
( 二) 结构化模型的广泛应用
公共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趋势是结构化模型的广泛应用。 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等经济学
“理性人”标准提出假设前提并构建模型，应用实际经济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 ，比较模型模拟结果
与实际经济数据的一致性，然后将这些模型应用于政策分析。 这样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可获得的经
济数据，较少地依赖对特定模型的设定，其研究内容可概括为对家庭福利水平和对社会福利水平两个
方面：
（1） 评价公共政策对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 。Gustman et al． ［30］通过构建结构化的生命周期模型，
解释为何退休的高峰期在 62 岁和 65 岁，因为到 62 岁以后，工作带来的回报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
［31］
应用该模型可以分析社保计划对退休决策及社保自身融资的影响 。Fang et al．
以具有时间不一致
效用的单亲母亲为研究对象，构建动态结构化模型研究其劳动供给和福利计划参与行为 ，并应用 NL-

SY 1979 调研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然后将所得到的参数对理论模型进行校准和政策分析 。Wolfgang et
①微观计量方法是从经济学和统计学等领域发展出来的、研究微观数据的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微观数据可以是某一时间点的横
向数据，也可以是相同观测对象的系列事件序列数据，典型的微观数据包括个体数据（ 如 CHNS） 、企业数据（ 如工业企业调查） 等，其
目的在于着重解决样本选择、截取、断尾、内生性、面板回归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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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32］提出了一个无套利的影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用于分析 1999—2015 年当债券收益率在各时期
均为负时，欧元区的收益率曲线。在该模型中，“影子利率 ”能够达到任何正的或负的水平，但实际的
月利率不能低于市场参与者的最低界限 。研究发现，自 2012 年中期以来，未来短期利率会在 18 ～ 62
个月回到 25 个基点的中位数水平。
（2） 研究不同累进程度的所得税计划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使个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失业保
障水平以及使净盈余最大化的资本收益税 、健康保险和年金市场中逆向选择的福利成本等。 其中，
Saez［33］应用传统的最优线性所得税弹性方法推导出高收入者的最优税率公式 ，发现最优税率是行为
［34］
弹性、收入分布形状和政府再分配偏好的函数 。Shimer et al．
指出，风险厌恶者的税后保留工资包
含了关于其福利水平的所有信息 ，基于税后保留工资对失业保障的反应 ，他们发展了一个关于最优失
［35］
业保险的新检验。Einav et al．
应用标准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对存在选择的保险市场进行福利分
析。这些方法有助于评估对政策分析极为重要的参数 ，并使相关研究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 但在该
领域的许多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例如社会保险分析、伤残保险计划及教育政策分
析等。
( 三) 实验经济学实验与实地实验
虽然微观计量方法和结构化模型的应用为实证研究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集 ，但随着经济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一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经济学实验室。 公共经济学家们开始模拟所研究的经
济对象进行各种实验，其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通过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
象，以“非理性行为人”取代传统的“理性人”假说，用数理统计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
证研究结论高度简化、抽象与现实不一致的问题。 其研究内容涉猎广泛，不仅包括公共品、禀赋效应
［36］
设计了一个
等经典主题，同时探究新的领域，如配合奖助金对慈善捐款的影响等。Ｒondeau et al．
自然实验，将其与可控制的实验室实验相结合，用于考察挑战性认捐与配合奖助金对慈善捐款的影
响，研究发现，挑战性认捐对慈善事业具有积极影响，而配合奖助金却没有。 其他近期研究检验了经
［37］
［38］
利用实验室实
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试图解释何种类型的代理人行为最具理性 。Steffen et al．
，
，
验研究了影响医生和病人关系的关键因素 医疗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 病人通常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得
到合适的治疗，竞争机制的引进则能够减少过度治疗 。

然而由于实验室实验的参与者所作决策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市场行为 ，故相同的实验如果由
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由不同的参与者执行 ，因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与主观猜测 ，得出的结论会存在
差异。一旦将实验室实验所得结论用于真实的经济环境 ，则往往缺乏说服力，而实地实验可解决实验
［39］
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问题，从而使得出的结论能够广泛应用于实践 。Gerber et al．
将是否为选民提
供投票保密作为一项实地实验，发现无投票记录的选民的投票率有所增加 ，但已投票市民的行为并未
［40］
受到影响，因而投票保密可有效影响选民的投票率 。Hyman et al．
则通过 STAＲ 计划的随机分配实
验，考察了早期幼儿投资对大学入学及完成程度的影响 ，发现实验中的测试成绩是高等教育完成情况
［41］
的“预测器”。Kling et al．
假设消费者能获取可用信息，并据此做出有效选择，故比较摩擦无关紧
要；基于以上前提，作者利用随机实地实验，评估了美国医疗保险 D 部分处方药计划比较摩擦 （ comparison friction） 的程度，发现即使获取信息的成本很小，比较摩擦也可能很大，这可能与一系列涉及消
费者选择的公共政策相关。
从微观计量方法到结构化模型的广泛应用 ，再到实验经济学实验和实地实验的兴起 ，公共经济学
研究方法不断趋于完善，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研究方法的改进，可以更好地将公共经济学的基
础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真正达到“经国济世”的目的。
五、结 语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Ｒ） 是全球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私营、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一，其公共
经济学研究项目（ PE） 中的工作论文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发展方向。
鉴于此，通过采用 NBEＲ 数据库中 1990—2010 年的统计数据，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对有关公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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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总结，并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进行述评 ，研究发现：
第一，NBEＲ 工作论文中公共经济学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已从 1990 年的 13. 8% 上升至
2015 年的 17. 6% ；研究对象从与税收和政府支出密切相关，到涉及教育 （ 投入的效率和产出 ） 、监管
（ 环境、房地产和金融等） 、老龄化问题以及医疗保障等多个领域 ；研究重点发生明显转移，逐渐从税收
转向政府支出；在税收领域，研究者开始对个人税收问题日益关注； 研究方法从单纯的理论分析转向
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
第二，行为财政学、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事件的影响构成近 25 年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三大主题，并
在不断借鉴行为经济学和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使其研究主题更加广泛、深入。
第三，微观计量方法、结构化模型的广泛应用以及实验经济学实验和实地实验的兴起，使公共经
济学研究方法不断趋于完善，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微观计量方法的优势是在相对较弱的
假设下，令人信服地识别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应； 结构化模型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可获得的经济数
据，且较少地依赖对特定模型的设定 ； 实验经济学实验方法以“非理性行为人 ”取代传统的“理性人 ”
假说，用数理统计方法取代单纯数学推导，使其研究结果更贴近现实，而实地实验可以解决实验室实
验产生的主观性与外部有效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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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ublic economics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taking NBEＲ working paper as an example
LIU Zhihong1 ，WANG Lihui2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Ｒesearc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ivate and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whose working papers of public economics research programs can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lead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is，the paper uses NBEＲ working paper database statistics from
1990 to 2015，to summarize the data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oints of view． The study finds：the number of public
economics paper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the research scope is from tax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education（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and output） ，supervision（ environment，real estate and finance，etc． ） ，the problem of aging and
health care and other fields． Although growing concern has been shown about personal tax issues，research focus gradually shifts
from tax to government spending． 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social security and the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events constitute
three major themes of recent studies．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wide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model，the ris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xperiment and field experiment have perfec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continuously and develope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NBEＲ； public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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