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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经济责任制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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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但在经济责任制施行

过程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构造出的博弈模型分析，认为高校校长真正承担起责任．才能

使得各部门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多渠道的民主监督可以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成本；建立明

晰可行的责任制度，使责、权、利三者紧密结合，推行政务公开以约束权利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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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富

2000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

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意

见》之后，各高校相继建立了以校长和各级部门责

任人为主体的经济责任制。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的内容得到不断丰

富。这些经济责任制看起来比较全面，但大多数只

是把相关职能部门的岗位责任加以明确或汇总，在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然不断，较普遍地存在经

济责任制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情况。

经济责任制是一种明确单位和个人的经济责

任，赋予责任人相应的权限．通过考核、评价贵任履

行情况。给予责任人经济利益等方面奖惩的具有内

在联系的一系列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管理制度。

同时。它也是管理者或其他工作人员在经济T作中

应予遵行的制度。又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主要内

容。贯彻执行经济责任制的主体包括负责或参与经

济管理、制定经济管理办法、从事经济业务等与经

济事项有真接关系的人员。一般包括校长、总会计

师、财务机构负责人、二级核算单位负责人、二级核

算单位财务主管、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等。

根据《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

管理的几点意见》，高等学校的校长是法定代表人，

对学校的财务工作负有法律责任。学校的财经工作

必须实行校长白责制，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

理”的原则，按校内管理层次分别建立校长、总会计

9币、财务机构负责人、二级核算单位负责人、二级核

算单位财务主管、财会工作入员的经济责任制，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对

一级负责，逐级实行经济责任制，各司其责，互相制

约。Ilj

当前，高校实施经济责任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集中在：

1．对经济责任制的币要性认识不足。建立和完

善经济责任制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复

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有效地贯彻落实经济责任制关

系到高校财经活动的规范、有序、效率、效益和效

果。进而影响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大局。但长期以来，

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对经济责任制认识模糊．对高校

实行经济责任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识不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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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已成为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因

此，对经济责任制工作不关心、不蘑视。有的甚至把

实行经济责任制当成额外的负担。从而经济行为存

在随意性，造成不少工作经济效益低下，产生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2．工作岗位的经济责任不够明确。主要表现在

组织领导方面。一些学校没有把经济责任制当作是

贯穿于整个管理工作的蕈要内容，认为这只是财务

部门的事情。把这项工作完全交给财务部门。没有

真正形成“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一级管好～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和科学合理的经济责

任体系。在责任分配方面．没有明确责任人的权力

和责任。高等学校中层领导干部涉及的岗位较多，

学校对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权力和职责不明确，存在

责任交叉和责任空挡，常常出现“多头管理、无序管

理”的状况。有的只明确权力，不明确责任，遇到问

题或不了了之，或相互推诿，出现没有人承担责任

的现象。

3．落实经济责任制的措施不够到位。目前各高

校虽然建立了以校长为主的各级经济责任制。但落

实经济责任制的措施不具体，大多数只是把相关职

能部门的岗位责任SUeD以明确或汇总，往往只是为

了应付上级检查．形式上完成上级文件的要求，没

有把落实经济责任制看成是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

革、促进高校财务管理目标实现、提高办学效益和

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有些高校的领导对落实经济

责任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满足于开会作布置，

发文提要求。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帮助指导

和督促检查，没有真正在组织上形成一套抓经济责

任制落实的体系，常常是上级有了要求才抓一下，

上级不作要求，就没有人去理睬，落实这项工作只

是一种形式上的实旌，没有做到实处。

4．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是

高校经济责任制得以有效施行的重要保证。高校内

部的监督机构，如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对校级层

面责任入的经济责任缺乏应有的牵制和约束。制度

执行应达到的监督作用往往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经济责任审计大多还是采用先离后审的形式，审归

审，用归用，审用分离，从“保护干部”的角度出发，

发现问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只是走过

场而已。对落实经济责任制这项工作难以发挥作

用。

5．奖惩与追究机制难以落实。目前各高校落实

经济责任制工作的好坏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在经

济责任制考核和责任追究方面，没有形成科学合理

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程序，也没有指定考核

机构或专门的考核人员对经济责任制工作进行考

核。甚至有些高校根本没有建立经济责任制考核和

责任追究制度，采取既不考核也不追究的态度，经

济责任制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制度。

6．管理者的素质不够高。多年来，由于高等学校

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办学自主权日益扩大。高校

经济管理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但高校的各级领导

大多是教师出身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任职前

对经济工作不甚了解，任职后又没有经过经济管理、

财经法规等理论方面的系统培训，加上传统思维习

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就出现了经济决策不够民

主、经济管理不够规范、经济效益不够理想、损失浪

费比较严莺等问题。违纪违规现象也时有发生。给

高等学校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名誉损失。

笔者认为，以上f．--1题的存在，尽管有种种原因，

但主要是因为，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权

一力和责任不对称；问责制或叫责任追究制度没有建

立。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因此，任何权力都应

该是有界限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二、经济责任人与监督人的博弈分析

高等学校的监督部门一般包括纪检、监察、审计

部门，这些部门对校内各级经济活动过程(包括事

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检查。现在将各级经济责

任人作为博弈的甲方——经济责任人，将纪检、监

祭、审计部门作为博弈的乙方——监督入进行分析。

首先对经济责任人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做几

点逻辑假设。

1．经济人假设。对经济责任入而言，在他们从事

公务活动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利益，对其所有行为，

不希望监督人对其进行监督。监督人不认真负责，

对经济责任入行为不进行认真监督，经济责任入就

有可能取得非正常收益。

2．监督人也是经济人。对监督人而言，在工作中

认真负责。肯定会和末履行责任的经济责任入关系

紧张甚至发生冲突，为此而付出人际关系受损的代

价，因此，监督人可能会权衡得失，采取敷衍的工作

态度，即不认真负责。

3．假定监督人工作认真负责就能查出经济责任

人的违规行为。不认真负责就查不出经济责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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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

4．经济责任人履行职责和监督人工作认真负责

在短期内不能赢得太多的效用，但长期如此会赢得

一定的效用，长期效用会增加。效用是指活动目标

实现后对满足个人需要的意义．即给个人带来的好

处(如物质奖励、良好名誉等)。

5．对于监督人。若其工作不认真负责被发现，就

会产生负效用，即名誉、物质利益损失(如被处分、

处罚等)。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假定，对于经济

责任人，他有“履行职责”和“不履行职责”两种行动

策略可选择；对于监督人，他也有“认真负责”和“不

认真负责”两种行动策略可选择。

下面对经济责任人和监督人进行效用假设。

1．经济责任人的效用假设

①履行职责有“的名誉正效用。

②不履行职责：如果未被查出，从而取得利益

B。；若被查出而且被处理，经济责任入有负的效

用一cl。设不履行职责被查出，而且被处理的概率为

Pl(查不出肯定不处理；查出来也可能不处理或很难

处理)。

2．监督人的效用假设

①工作认真负责有％的名誉正效用。

②工作不认真负责不需花费时间和精力产生

的效用B2，如果经济责任人不履行职责，监督人将

获得人际关系职的正效用；当然其不认真负责也

可能被发现而被处理产生负效用一G，设监督人不负

责任的行为被发现而且处理的概率为P2。他们的博

弈可以用下表1来表述：

表1 经济责任人与监督人之间的博弈

＼乙方甲方＼ 认真负责 不认真负责

履行职责 “，以 U，岛

不履行职责 届一cl Pl，以 BI，W+伤一G最

其次，经济责任人与监督人行为的博奔分析。

显然Bl>Ui，B>巩 (1)

为了产生效率．要使得下面两个不等式成立：

UI>Bl—CI Pl (2)

Us>W+岛一C；B (3)

解(1)、(2)、(3)得Pl>掣； (4)
乙l

黔里要-且 (5)

如果(4)、(5)等式成立，就能使得，当经济责任

人不履行职责时。监督人的工作认真对监督人是有

利的；当监督人的工作认真时，履行职责对经济责

任人也是有利的。此时才没有纯纳什均衡解。在现

实中也是一种较优的状态。

进一步分析．

1．实际上。我们要求经济责任人不履行职责被

查出，而且被处理的概率为Pl的值要大到一定程度

(P1>旦寻址)；监督入不负责任的行为被发现而且被
乙l

处理的概率为马的值要大到一定程度(P2>

里±坠地、
c，

，o

2．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掣、下W+B2-U2
L1 L2

这两个值尽量小就可以了。从经济责任人这个角度

看，减小其获得利益马的值，加大履行职责的名誉

效用U，加大处理产生的负效用G的值；从监督人

这个角度看，减小其工作不认真负责不需花费时间

和精力产生效用马的值和获得人际关系效用W2

的值，加大其名誉效用醍的值和不认真负责被处理

产生的负效用G的值。其实，名誉U(U或Us)可以

理解为比较高的精神需求，处罚C(C。或C2)可以理

解为工作待遇等物质利益的减少，增加这两个方面

的绝对值都有利于经济责任制的贯彻实施。

3．由于该模型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解，根据纳

什定理，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它告诉我们，

经济责任人和监督人的品质很重要。选人用人的时

候，一定要注重责任心，敢于负责任。

4．P(P1或B)的值是查处力度的标志。在高校中

查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经常是不一致的，由于信息

严重不对称，很多情形都是查而不处，然后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如果p(0≤P≤I)的值很大，可以降低

处罚的值。实际上降低了行政成本。【2】

三、结论及建议

1．经济责任制的核心是校长责任制。高校校长

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评价以及日常监督是问

题的关键所在。只有校长真正承担起责任。才能更

好的保证监督查处的力度，增大P(PI或B)的值，使

得各部门更好的履行职责。

2．建立高等学校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实行政务

公开，是切实加强对各级经济责任疆行情况实行民

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实行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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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使教职工了解学校和各部门经济活动的情

况，参与经济决策，有利于实施有效的民主监督，规

范各级权力的运行；可以促使各级责任入真正地维

护学校利益，严肃认真地处理违法违纪人员，做到

查处一致；可以进一步监督各部门经济责任人和监

察、审计部门负责入的履行职责情况；可以减少因

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成本。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对各级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实行民主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校长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

告等，对校长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质询，对

包括经济责任在内的工作职责履行情况进行民主

测评，可以强化责任意识，促进经济责任有效履行。

因此。要不断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其监

督职能，发挥其制衡、保障作用。

此外．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公办高校，政府主

管部门(作为投资代理人)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

高校的发展战略以及重大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约

束、指导。这与高校目前自主办学的原则并不背离。

高等学校或许应逐步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建立

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风险控制机制。

3．加强责任制度建设，建立一整套明晰可行的

责任制度，使责、权、利三者紧密结合，是推行政务

公开以问责约束权力的重要基础。～个学校的事业

是否兴旺发达。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决策正确与

否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促使领导干部慎蓖用权、正

确决策。避免失误、减少损失，亟待建立领导干部决

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根据领导者决策失误造成损

失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把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明晰化、制度化，以此促使领导干部在履行决策权

力时增强责任心。抓住这一核心问题，能够增强决

策者尤其是“一把手”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增强约

束功能，克服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使民主集中

制得到更好地贯彻执行。其次，可以起到“惩一傲

百”的群体效应，使其他管理者，从中吸取教j：|ll、弓l

以为戒。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具体操作可由

学校领导与经济责任入签订经济责任书。明确经济

责任入的权利、责任以及奖惩措施。学校党委、教职

工代表大会等机构可作为考核、评价、问责的职能

机构。131

4．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树立良好校风．建立和谐

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突出惩治和预防腐败两个

关键环节，坚持“严”字当头。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方针贯穿于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惩治的各个

方面。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实话、摸实情、办实事、求

实效，站在群众的角度去听取群众的诉求，把涉及

9币生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抓紧抓实。同时要健全校

内经济监督体系，把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与校内各种

监督相结合。发挥财务监督、审计监督、教代会监督

等各种监督的作用。对认真履行了经济责任，职业

道德和业务素质双优的经济责任人给予物质和精

神奖励；对未能认真履行经济责任，敷衍了事，玩忽

职守甚至违法乱纪的，应予以戒勉、追究行政责任

以至法律惩处。从而促使健康、和谐，依法、有序的

校风形成，建立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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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n Validity of Economy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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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y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higher education at a certain stage

of development，but some problems Call not be ignored in carrying out this system．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e model of game theory famed in terms of economic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ways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principal should real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make every

department to carry out their duty better；multi—channel democratic supervision should be formed to reduce

the acting COSt caused by the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clear and feasible responsibility system be

established to make responsibility，authority and benefits combined closely；government affairs be made

public to restrain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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