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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各方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颜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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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动物强制免疫是重要的动物防疫政策，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是当前动物防疫部门的重要任务。

本文通过回顾以往对地方政府职责、中央地方关系的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行业管理体系中，中央政
府及其部门与地方、基层政府及其部门，以及与最终委托人之间的基本模型，分析其中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
称导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分析动物强制免疫补助实施方式，提出对策建议，并将讨论引向类似行业管理体
系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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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mong Related Parties Involved i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Yan Qibin
（Bureau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Health，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 ：Compulsory vaccination is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The“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is an important task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s. B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and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a basic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or its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grass-roots governments or their departments as well as end clients was constructed under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system，and the tension caused by inconsistent objectives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On this basis，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animal compulsory vaccination subsidy policy was analyz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and the common proble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similar ﬁelds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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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病兽防、关口
[1]

导，国务院农业农村部门主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 。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动物防疫工作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指出，目前流行的人

[4]

传染病中有 60% 是人兽共患病，人的突发传染病

处理好各级政府以及部门的关系十分重要。正如毛

至少 75% 有动物来源，具有生物恐怖潜力的病原

泽东所言：“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

[2]

80% 来源于动物 。动物防疫关系国家食物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

，属于属地负责、政府领导、上级业务指导关系。

个积极性好得多”[5]。
免疫是有效预防疫病的重要措施 [6]。我国要

职责 [3]。动物防疫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

求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群体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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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 90% 以上，免疫抗体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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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常年保持在 70% 以上 [7]。强制免疫的组织落实

基于财政关系分析

及强制免疫补助方式改进是动物防疫部门的重点工

上下级部门之间具有府间关系不同的特点。

作之一。以之为例，可以较好认识动物防疫工作中

一方面，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激励约束机制有限。

各级政府以及部门的关系。从而为更好地构建和谐

以往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在财、物、机构等方面的

关系，提升绩效提供依据，也可以为认识和改善类

指导越来越受到限制 [28-29]。经典的财政集权分权模

似的属地管理事物央地关系提供参考。

式逐渐成为上下级部门关系的次要方面，基于这一

1

模式难以准确、全面分析。对上下级部门关系，可

上下级部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上下级政府关系主要基于公共产品和财政关

1.1

系，当前呈现共治和均权特点

以基于序贯博弈模型分析 [30]，但对非经济利益的
计量存在困难。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处于农村地区，

央地关系主要是公共产品和财政关系。随着

具有农村干群关系的共性特点。基于农村干群关系

对公共部门和公共产品提供方式认识的发展，首先

的利益实质 [31] 和治理体系不完善的主因 [32]，按照

是对地方政府角色的认识不断变化。从传统财政联

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体系内外平衡的框架 [33]，颜起

邦主义到新公共管理，再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

斌 [34] 提出了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部门、政府与市场、

经济学、治理理论，地方政府角色经历了由高层政

政府与社会在动物防疫方面关系的建议。但该研究

府的补充

[8]

到创造公共价值的推动者
[10]

和追逐自身利益的组织
体

[9]

的演变，

没有分析部门之间不同于政府间的特殊性。另一方

、信息不全次优契约主

面，动物防疫的外部性增强了其部门关系不同于政

[11]

、网络式地方治理推动者

[12]

的不同认识。其次，

府间一般关系的特殊性。动物防疫的外部性，不仅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对上下级政

体现在从业主体个体不完全承担动物疫病成本，不

府间关系认识集中在财政关系集权分权的演变。

完全享有其收益，而且体现在部门和政府之间、上

从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
范围重合的财政均等原则
论

[15]

[13]

[14]

、政治管辖与收益

下级政府及其部门之间也存在成本负担和收益的不

、“ 以 足 投 票” 理

完全，如疫病跨区域传播及防控 [35]。

、收益和成本内化的最低层级原则

收划分原则

[17]

、TOM 模型

[18]

[16]

、税

1.3

政府及其部门与管理相对人适用委托代理关

，到第二代财政分

系模型，这一模型的开放性可以嵌入多种情境分析

权理论，认为政府应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任何

上下级部门及政府间以及与管理服务对象间

一级政府都不能实行绝对垄断政策，下级自主权对

关系，总体上可以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分析。首

上级政府有制约作用

[19]

。再次，公共产品和财政

先，委托代理理论核心内容是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

视角下，我国央地关系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因视

称情况下的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委托代理理论是

角不同阶段划分不尽一致，如央主地从、地方主义、

代理理论两大分支之一 [36]，是分析科层制机构最

央地共治 [20]，以改革开放、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

为流行的理论 [37]，它和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公共管

市场经济体制为分界点 [21]，单极化阶段、二元化

理理论的契约框架 [38]，相较于后者，它更侧重交

阶段、多元化阶段 [22]。对中央对地方分权的研究，

易达成和组织内部行为 [37]。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

主要有经济分权模式 [23-24]、博弈模式 [25]、适度分

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逆向选

等。当前，国家

择、道德风险等问题 [39]，需要在激励相容约束和

央地府间关系呈现出共治、多元化、分权和双向均

参与约束条件下，使代理人的努力水平符合委托人

权的特点。

的利益 [40]。委托代理理论的共同代理模型认为，

权模式

1.2

63

[26]

、双向依赖均权模式

[27]

上下级部门间财政关系逐渐弱化，难以完全

委托人之间的共谋在任何时候都将是最优、有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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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均衡存在 [41]；多任务代理理论认为，减少替代

法制化、管理能力不足问题。

性任务的激励或激励互补性任务其中的一项可以
达到较好效果。其次，委托代理理论的开放性使得
嵌入情境增强适应性成为可能。针对该理论为“美
国制造”[42]，对其他国家情况解释力不足 [43-44] 的问
题，学界丰富了嵌入在委托代理行为中的多层次情
境

[45]

架

[46]

。 主 要 是 根 据“ 制 度 四 层 次 视 角” 分 析 框

，宏观层次考虑国家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情境，

微观层次考虑管理者之间差异和经济社会需要，横
向组织间层次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
论

[47]

。再次，委托代理理论也适宜作为分析我国

行业管理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公共资源的初始委
托人是全体人民，上下级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委
托代理关系 [48]。委托代理关系的假设前提是效用
目标的冲突：政府、机构、公众以及上游、下游、

图1

基本分析框架

（线条代表委托代理关系。实线表示委托方对代理方人财物等全
部控制，虚线表示委托方对代理方间接激励和控制 ；黑色线条表
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主要人财物控制，下级政府具有自主性 ；
褐色线条表示政府对所属部门人财物的全部控制。线条长短表示
委托代理关系远近）

自身“三重利益”和经济社会多重目标 [49]。信息
不对称和上下级的目标冲突与共容，可能引发地方

2.2

在自身效用最大化驱使下的信息操纵、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应声虫行为、短期投机行为等

[50]

基本框架可能面临的问题
属地管理和业务指导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

。对

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问题：（1）从业主体与

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中的委托关系模型证明，政

代理人之间。从业主体有信息优势，有机会主义动

府补贴应该采用动态补贴方式

[51]

。由于激励约束

机，如虚报信息获取补助等。从业主体以生产经营

的存在，地方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向能够带来本地经

赢利为目的，而代理人有保供给、安全、就业和稳

济增长的直接投资中去
2

[52]

。

2.1

上下级部门委托代理分析基本模型的构建
基本分析框架
考虑到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包括省级、地市级、

定等多重目标，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存在张力。
（2）
政府与部门之间。部门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实际
需求，有信息优势，按照韦伯和休斯的论证 [53]，
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如扩大部门职权、争取

县级政府，在动物防疫主要职责上的相似性，在本

超额财政支持等。政府对管辖权范围政治经济社会

研究中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即地方政府。可以

总体全面负责，与部门负责的专业领域目标存在张

将中央政府、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地方主管

力。（3）上下级部门之间。随着层级远离最终委

部门，基层政府（乡镇政府）、基层部门，从业主

托方（从业主体），上级部门很大程度依赖下级部

体作为委托代理各主体，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图 1）。

门提供信息，存在信息递减、信息过滤、下级部门

从模型可以看出，各级地方政府、各级部门都具有

共谋等问题。

多重委托关系。行业监管工作具有共同代理特点，

2.3

委托人之间尽量合谋，可以优化结果。同时，要充

外部性加深了目标的不一致性
对于存在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如动物防疫），

分考虑委托人之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目标

从业主体不完全承担生产成本（如传染病发生和扩

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注意非正式制度和

散的损失），不完全拥有准公共产品收益（如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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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扩散）。存在外部性时，竞争性市场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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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标采购模式分析

3.2

效的，从业主体的收益在个体供需均衡点上，达不

这一模式下，经费根据统计数据和招标价格

到社会总体效用最大化，进一步增强了从业主体作

测算，补助经费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内运行，通过省

为整体委托人形成的政府及其部门目标，与具体从

级招标采购变换成疫苗实物，通过地市、县级动物

业主体个体目标之间的张力，需要通过庇古税或补

防疫部门发放到养殖场户。可以看出，国家统计、

[54]

贴纠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跨区域外溢，如传染

财政管理制度是现行补助模式大部分环节效率和有

病跨地区扩散的风险和防疫效果收益的外溢，造成

效性的保障。在财政补助经费转化为疫苗产品时（疫

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与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目标张力。

苗招标采购），由于主管部门和经办人员的信息优

3

势，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需要完善和强

动物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的委托代理关系模

化招投标、纪检监察制度。除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发

型分析
统一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的委托代理关系

3.1
模型

放疫苗外，养殖场户与疫苗生产（经营）企业通过
市场交易时，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双方目标不

强制免疫补助，由中央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

一致且企业具有信息优势，可能引发企业虚假宣传，

公布的畜禽饲养量、单体畜禽补助标准和补助系数

如“高价苗”优于“政采苗”。这并不是由强制免

等因素测算补助经费，切块下达各省级财政包干使

疫补助模式而引发，其实质是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

用；各省份根据疫苗实际招标价格、需求数量、政

不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诱导需求的问题。

府购买服务数量及动物防疫工作等需求，结合中央

3.3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财政补助经费，据实安排省级财政补助经费；强制

2017 年以来，中央财政允许对符合条件的养

免疫疫苗集中招标采购由省级动物防疫部门会同财

殖 场 户 实 行 强 制 免 疫“ 先 打 后 补” 的 补 助 方

政部门组织

[55]

。省级部门招标的疫苗通过地市、

式

[55]

。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做法大致是，由养殖

县级动物防疫部门分发，由乡镇政府组织、基层动

场提出申请，地方防疫部门审核备案，养殖场自行

物防疫部门具体实施发放给养殖场户。这一模式的

购买合法疫苗免疫，养殖场提供相关凭证申请补助，

委托代理关系基本框架如图 2。

地方防疫部门结合免疫效果监测等，对补助申请进
行审核，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动物防疫部门审核结果
发放补助经费。这一模式的委托代理关系框架如
图 3。农业农村部提出，2022 年在全国所有省份的
规模养殖场户实现“先打后补”，2025 年逐步全
面取消政府招标采购强免疫苗 [56]。
3.4

“先打后补”模式分析
这一模式规避了财政补助向疫苗转化环节，

即招标采购环节，可能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外部职责（招投标和纪检）内化
（动物防疫部门）。为保障补助资金准确发放，增
图2

现行强制免疫补助模式下委托代理关系框架

（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经费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形式上由中
央政策下达地方政府，但主要由动物防疫部门审核批准拨付，因
此图中将中央财政下达补助经费放在动物防疫部门之间）

65

加了养殖场户申请、基层汇总和省级审核、逐级发
放等环节。但如果增加环节、掌握资金的层级和部
门过多，在不同层级部门以及部门与养殖场户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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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消费券”类似措施
不仅可以保障政策目标且将选择权留给了最终委托
人，但大范围实施成本高，现阶段操作难度大。不
论具体形式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市场，使生产
（经营）企业和养殖场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前者因信息优势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能够
在监管制度和措施的有效控制之下。除强制免疫补
助外，应考虑如何健全动物防疫服务市场，在有关
政策纠正外部性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让从业主体有更多选择权。
4.2
图 3 “先打后补”模式下委托代理关系框架

将外溢性收益内化
直接发放财政补助将养殖场户外溢性收益部

对委托代理关系均存在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的

分内化。在上下级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由于收益的

情况下，也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且涉及

外溢性（防止疫情跨地区传播、健康安全畜禽产品

面广。由于相对于农业种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针

供给等），造成目标存在差异，也可以通过将收益

对固定资产补贴而言，疫苗补贴依据畜禽饲养量、

内化而部分改善。如，中央财政疫苗补助资金拨付

实际免疫数量和效果测算和发放，信息获取具有难

比例向畜禽养殖集中地区，尤其是畜禽产品调出地

度，仍需要保留一定审核方式。但仍应尽可能减少

区倾斜，将动物防疫收益内化。

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汇集、审核、发放的环节。

4.3

4

减少信息不对称是关键
行业管理过程中，除准公共产品收益外溢导

几点启示
作为比较典型的共同代理关系，增强相关政

致目标不一致外，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种信

策透明度，加强上级部门与从业主体的直接联系，

息不对称随着政府层级增加而增加。同时还可能造

利用“政策窗口”及时将部门主张转变为政府政策，

成“距离悖论”[59]。根据共同代理理论，上级政府

提升部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

及其部门作为基层政府及其部门的委托人，应加强

理能力和水平，发挥社会多方参与力量（如激励

与最终委托人的沟通。此外，应充分尊重和调动下

动物诊疗等机构更好履行疫情报告，参与防控等

级部门的自主性、主动性，将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尽

义务

[57]

），对于优化管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基

于本文构建的模型，从强制免疫补助实施方式分析
出发，对动物防疫工作关系有几点启示。
4.1

将选择权留给委托人

量放在能够涵盖成本收益的最低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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