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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规制影响评估的政治逻辑

张庆才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摇 要: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规制影响评估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有研究通常

将规制影响评估仅仅视为一种科学决策工具,忽视其内在的政治工具性。 一项规制政策提案不得

不在其政治可取性与技术合理性两方面达成某种平衡,而规制影响评估为政治家与官僚之间达成

此平衡提供了平台,平台背后的政治逻辑就是政治家控制官僚,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家之间控制

权竞争。 与此同时,知识也被嵌入到官僚的政治控制之中。 理解和重视美国规制影响评估的政治

逻辑,对于推进跨学科评估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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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 12291 总统令(Executive Order,EO),要求联邦所有执行机构

(executive agencies)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评估其拟出台的规制政策,并将规制方案及其分析报告

提交管理与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审查,只有通过了审查的规制方案方可

成为正式规制,并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淤这标志着美国规制影响评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
Analysis,RIA)正式制度化。 在随后的三十余年里,RIA 扩散至经合组织国家、欧盟国家以及欧盟,
被认为是改革与优化规制的关键工具。 近来,在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促进下,转型与

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尝试类似改革。
伴随着 RIA 的兴起与扩散,围绕它所产生的疑问与争议也从未间断。 1975 年,Weiss 研究发

现,包括评估工具在内的政策相关知识对于政策选择的影响力很小,亦称小影响( little effect)现

象。[1]直至当今的研究显示,在所有 OECD 国家,RIA 的效果依然非常有限。[2] 一项综合研究发现,
RIA 对成本收益估计的准确性低,且总是低于官方评估指南的标准,总体而言,经济分析在规制决

策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系统性偏见所致。[3]

针对上述疑问与争议,一些研究者提出改进 RIA 的若干建议,例如开发更高级的 RIA 工具、增
加财政和人力资源、改进指导和培训、改进政治领导、建立和加强 RIA 质量监控体系等。 不可否

认,这些研究及其建议可能有助于提高 RIA 的质量和有效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政策都会

呈现政治可取性和经济合理性两个维度,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规制影响评估仅仅视为一种科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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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高规制质量的技术性工具,鲜有探讨 RIA 的政治工具性。淤 在当今知识社会背景下,知识运

用甚至生产领域存在着政治不足为奇。 尽管有学者已经注意到 RIA 的内在政治性,但鲜有深入的理

论探讨。 文章以美国RIA 为例来探讨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弥补现有RIA 研究在政治分析上的不足。
从分析政治的视角来看,美国 RIA 的政治逻辑是指,RIA 制度的建立与实践在本质上主要体现为

国会与总统为最大化各自的权力存在而竞争官僚控制权。于 美国 RIA 的政治逻辑,需要处理以下四

种控制问题:官僚偏差(bureaucratic drift)、多重委托偏差(multiple principals drift)、联盟偏差(enacting
coalition drift)以及知识偏差(epistemic drift)。 首先,政治家授权官僚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官僚有可

能利用信息优势地位产生行为偏差,此为官僚偏差,包括消极作为以及明显违背政治家意图的行为;
其次,在美国分权政治中,政治家对官僚的控制构成了另一些政治家施加官僚控制的激励,因此政治

控制变成了控制权竞争游戏;第三,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对官僚的控制有可能因为官僚不合作、控制

权竞争导致控制者联盟的转换;第四,如果专家认知被充分尊重的话,那么专家的偏好将有可能取代

政治家的偏好。 为控制这种知识偏差,政治家将会选择性运用专家,从而导致知识政治化。

一、作为政治控制的行政程序:结构政治的观点

如果政治家能够制定完备的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的话,那么官僚(机构)便不复存在。 为何

做不到这一点呢? 源于政治家的能力、精力、时间等要素的有限性。 政治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理想目

标,会选择授出一部分权力并以稳定的工作、收入、惩罚等要素激励官僚,以交换后者的能力、精力、
时间等要素。盂 事实上,官僚(机构)的存在至少在形式上表现为是政治家创建公法的结果。

政治家授权官僚构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 作为一种委托代

理关系,授权是一把双刃剑,代理人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置委托人于不利。 对于理性经济人的政治

家来说,在确定授权与否以及授权程度时,必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控制,既不能太严,不仅徒增控制

成本,而且有可能阻碍官僚的作用发挥而形成无效授权,但也不能太松,以至于落到被官僚控制的

境地。 因此,授权研究的中心主题就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 就官僚的政治控制研究而言,国会主导

论(congressional dominance)是主流,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多流派竞争局面为止。榆

国会主导论者认为,国会控制官僚有两大类武器,一类是事后工具,例如巡警式监督(police
patrol oversight)、预算、人事、新立法等,另一类是事前工具,即官僚的结构控制,包括官僚的组织和

行为程序设计。 尽管事后工具为官僚行为提供了事前激励与约束环境,但与在位政治家连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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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探讨规制影响评估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介绍国外规制影响评估的制度、评估方法、标准、步骤等。
参见:席涛:《政府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国际比较与中国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第 4 期;张会恒:《规制影
响评估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0 第 1 期;马英娟:《美国监管影响分析制度述评》,《法商研究》2008 第 1 期;
刘东洲:《比较西方监管影响评估分析标准:以美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参照》,《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报)2008 第 4 期。

分析政治与规范政治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研究视角,前者探究现实政治(可能会)是怎样,而后者讨论理想政
治应该怎样。

政治家的行为动机不仅受直接的自利目标(自我效用最大化)驱使,也会受其意识形态(比如创造美好社
会)激励。 这两股内在驱动力构成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比如自利的伟人)。 为实现理想目标,政治家首先必须维持
权力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家行为的首要动机是连任,不排除同时存在其他动机。 而对于非正式立法者的总统
来说,虽然也属于民选政治家,但其行为动机不适宜假设为连任,尤其在其第二任期里,甚至在第一任期里。 因此,
这里的政治家指的是能够连选连任的国会会员,即正式立法者。

诚然,国会是一个社会选择的场所,决策依据投票做出。 当然规则与规范(norms)也会限制决策结果。 因
此,无论是投票研究还是制度分析,国会都是社会选择理论应用的极佳地点(locus)。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即便后来官僚遵从了未来政治家的偏好,但是在民主政治条件

下,彼时的政治家不一定是当初控制官僚的政治家。 因此,理性的政治家当然不愿冒此风险,必须

运用更为有效的结构控制。
(一)传统政治控制工具及其有效性

早期国会主导论者认为,国会在授权之后主要依靠四类控制工具来控制官僚。 不过,另一些学

者认为,这些控制工具耗时费力、政治回报率低,且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国会一旦授权就意味着放

弃权力,因此必须回到以非授权(nondelegation)原则来重新审视国会授权。[4]

1. 监督。 监督分为巡警式和火警式两种。 巡警式监督(police patrol oversight)是指国会像巡警

一样主动直接监督官僚行为。 例如:调阅官方文件、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现场观察、官员听证会等。
巡警式监督不仅成本高,而且对政治家连任的回报低,难以激励政治家去从事这种监督行为。 不

过,将国会很少从事直接监督等同于国会忽略乃至放弃监督责任是不适当的。 国会的监督角色主

要通过较为隐性的火警式监督(fire alarm oversight)工具实现(后文论及)。
2. 人事。 任免官僚机构的领导和委员会的委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控制工具。 然而,由于这些

官僚不同于常任文官,任免要求较为复杂。 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很有效处理任免中的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问题。 首先,政治家通常愿意任命那些与自己偏好较为接近且能力尚佳的人(又红又专),
但是候选者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诱使政治家做出不当任命。 其次,在美国代议制民主中,政治

家一旦做出任命,要想免除政治任命官(political appointee)事实上往往更难,除非其被证实无能或

不正当。 这意味着政治家即便不同意官僚的政策选择也不能免除其职务。 而且,如果政治家坚持

免除政治任命官的职务,就等于坐实了自己当初的不当任命,这等于向公众传递了一种不利于自己

的信号。 最后,当任免决定权不是掌控在单一委托人手中,而是由多个且有着不同偏好的委托人共

同行使时,任免决定会更加复杂。 此时,任免往往被当作控制其他委托人的工具,而不能仅仅根据

候选人与自己偏好的远近来做出,还要依据该候选人与其他委托人偏好的远近程度。 以任命为例,
委托人需要任命那些与自己偏好距离较远,但与其他委托人偏好距离更远的候选人,借此达到控制

其他委托人的效果。
3. 预算。 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 该模型假设预算仅涉

及国会(原文中是国会拨款委员会)和官僚(机构)两个行为人,两者之间是双边垄断关系。 官僚相

对于政治家的信息优势,以及政治家在预算提案监督上的弱激励(政治回报率低),致使官僚占得

预算设定权,官僚可以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尽可能最大化预算,由此形成大而低效的政府。
尼斯坎南模型的影响力很大,受到的批判也很多。淤 其实,模型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1)该模

型是单边的。 其实,官僚对预算议程的控制权除了与其信息优势有关外,还取决于政治家的否决程

度(reversion level),这在模型中被假设为零。 现实中,当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因预算陷入僵局时,国
会经常维持预算现状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官僚的预算提案。 (2)模型只假设官僚是策略行为人,而
国会是被动的,任由国库被洗劫。 适当的假设应该是国会也是策略行为人,任由官僚主导可能对国

会整体意义上的连任不利。 因此,国会有激励去控制预算。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国会在预算中占得控制权,但这并不能确定官僚如何将获得的预算转化为

委托人想要的结果。 尽管国会可以通过在预算方案中附加“限制条款冶 ( limitation riders),以此要

求官僚机构不得将预算用于某些特定任务,但是,这只是表明国会要求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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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早期对尼斯坎南模型的批判集中在官僚最大化预算假设,即官僚的行为动机并非抑或并不仅仅是最大化
预算。 其实,这类批判并没有针对模型的关键问题,模型只是以预算为例,回答政治家与官僚之间谁控制谁的问
题。 如果按照尼斯坎南模型,即便官僚最大化别的什么,同样也可以得出政治家被官僚所控的结论。



说明国会如何能控制官僚机构的作为。[5]换句话说,国会控制了预算结果(budgetary outcome)不等

于国会控制官僚的行为和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二者之间依然存在诸多变数。 或许,预算并

不能适宜作为衡量国会控制官僚的变量。
4. 新立法。 制定或威胁制定新的法律也是一种控制官僚的工具。 如果对官僚的政策选择或政

策(项目)执行不满意,政治家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来改变当初法律所做出的授权,例如改变官僚机

构的目标、降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机构重组乃至取消。 当官僚预期到这种惩罚时,他们便会选择

遵从国会的偏好。 不过,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威胁使用)新立法的有效性、可靠性并不能得到保

证。 (1)通过一部新法律并非易事,致使(威胁使用)新立法的可靠性打折。 在美国,通过一部新法

律至少需要五个方面的合作:参众两院小组委员会、参众两院大会以及总统。 即便新立法程序启

动,由于多个否决点(veto point)的存在及其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制约了立法进程,因此,即便法案

最终能变成法律通常至少也需要若干年,而最终的法律内容往往也是折衷的。 (2)退一步说,即便

新立法成功,但是它并没有解决诱致官僚不遵从行为的内在成因:信息不对称和偏好冲突问题。 也

就是说,官僚不遵从旧法,照样可以不遵从新法。 (3)更为甚者,防止官僚偏差的新立法(威胁)有
可能导致现势联盟偏差(enacting coalition drift)。 官僚不遵从行为有可能改变了当初现势联盟的

结构,从而形成联盟偏差,致使该联盟在新立法过程中未必能成为现势联盟。淤

(二)新的政治控制工具:结构控制

以上分析并非说这些控制工具无效,只是说一些内在因素制约了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因此,
政治家必须通过事前控制工具设计以促进官僚遵从,这些事前控制工具主要是指官僚机构的组织

和行政程序设计,也被称为结构控制。 这里的行政程序被认为是理性自利的政治家控制官僚的工

具,但不完全排除规范视角下行政程序所具有的公平、公正等规范价值。
1. 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结构设计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官僚机构的内部结构,二是因政策任务配

置而形成的官僚机构的组织间关系。 就前者而言,政治家在选择授权时,有两种组织内部结构设计

选择:首长制的执行机构(executive agency)和委员制的独立委员会。 就后者而言,政治家将政策权

威或任务授予单个机构还是两个以上的机构。于 本文在这里仅分析前者。
独立委员会因其多委员构成、比总统任期长、委员间的政党平衡等因素,使得这类机构比执行

机构更加独立于总统。 通常,国会更愿意选择独立委员会。 一些经验证据也证实了这种逻辑。 在

统一政府的情况下,国会倾向选择执行机构,而在分立政府情况下则更青睐独立委员会。盂[6]其实,
独立委员会设计是将外部政治控制内化为组织内部相互制衡。

2. 程序控制。 国会的事后控制(巡警式监督、人事、预算与新立法)是有问题的,不是成本高,
就是可靠性不足。 尽管公开的官方文件都强调,规制程序变革是为了改进政策质量,而不愿坦承其

同时具有实现政治家扩权的目的。[7]然而实际上,“任何有关程序争议的背后其实都是事关实质内

容的,如果程序选择得当,政治家能更好地控制官僚冶。[8]1946 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就体现了这个

逻辑。 由于空间限制,这里简单描述行政程序法通过背后的政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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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现势联盟是指由一些个体立法成员及其主要主持者组成的小团体,其实力大到足以决定法案能否成为法
律。 官僚的不遵从行为有可能意味着其与当初现势联盟的局部合作,也可能与其对手合作。 也就是说,官僚在做
出不遵从行为选择的同时,已经做好降低、规避甚至反制惩罚的选择。

美国司法部和贸易委员会同时具有反垄断职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一些公共行政研究认为,两个或更
多机构执行类似权威或任务不仅造成机构臃肿,且职责不清,不利于行政统一和行政效率发挥。 不过,从本文这里
的分析逻辑来看,两个或以上机构间的竞争有利于政治家实施控制。

统一性政府是指国会(参众两院)和总统被同一政党掌控,这种情况在美国政治史上相对较少,分立性政
府是政治常态。



1933—1946 年间,政治家就官僚机构在规制制定和裁决行政事件时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发生激

烈争议。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占据国会和总统,共和党只控制了法院。 1946 年

国会选举前,选举行情显示共和党有可能占据国会,并有可能在 1948 年夺得总统,此时的民主党由

开始反对转向支持以程序限制官僚机构,以此来保护和延续新政计划。 而对于共和党来说,由于并

不能完全确定未来能同时占据国会与总统,因此此时的理想策略是维持程序现状,但增加司法审

查。 此外,共和党一直极为讨厌像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一类积极

支持新政计划的官僚机构。淤 因此,最终通过的行政程序法满足了两党的各自需求,既有适用于所

有官僚机构的一般性程序要求,以满足民主党在失势后新政计划得以延续的愿望,也有仅适用于某

些官僚机构的特别程序要求,以满足共和党严格限制个别机构的主张。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分权

体制是行政程序法得以出现的政治基础,政治不确定性是政治控制者在程序设计上妥协的内在逻辑。
当然,这个逻辑不应被解读为完全排除行政程序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合法性等规范价值的意思。

二、规制影响评估的政治控制功能

通常,RIA 是由一整套用于评估规制动议的步骤和标准组成的程序规则。 比较典型的有评估

步骤、评估标准或方法等。 评估步骤一般包括问题界定、方案识别(包括不改变现状的零方案)、公
共咨询、评估审查等,评估标准和方法包括成本有效性(cost-effectiveness)、最小化行政负担( ad鄄
ministrative burden)、成本收益比(cost-benefit ratio)等。 在官方规则及其一些公开出版物中,RIA
被描述为开放、透明、有效的优化规制工具。 显然,这只是关于 RIA 的规范视角,并没有也不可能

提供 RIA 背后的真正动机。 如果从分析政治的视角来讨论,RIA 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其目的在于最

大化政治权力的存在。
(一)RIA 的监督功能

巡警式监督耗时费力,且针对性不强。 政治家往往通过火警式监督来解决其与官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 火警式监督是指政治家开辟一些例如信息公开、公共咨询与评论、利益相关者参

与、检举揭发等制度通道,使利益集团或公民个人能够获取官僚的信息,并在官僚违背政治意图时

向政治家提供信息寻求纠正。 RIA 就是一种火警式监督。 RIA 所要求的通知-评论程序、公开年度

规制计划、信息及记录公开、公众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要素是布置在官僚行为时空范围内的火警报

警器,为政治家实施控制提供了监督功能。 具体说来,作为火警式监督的 RIA 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政治回报率高。 政治家可以通过有选择性回应提供信息第三方,对其连任有明确的效

用。[9]当第三方获得政治家有利回应时,该第三方就会形成有利于该政治家的投票偏好。
第二,具有时间优势。 RIA 既不太早(行为之前的预算惩罚),也不太迟(行为之后的司法审

查),正好处在政策过程之中。 这为政治家控制官僚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大大降低了官僚将政策变

成既成事实的可能性。
第三,监督成本低。 RIA 利用最大化政治家与利益集团或支持者之间的激励兼容,让利益集团

或支持者承担监督成本,从而达到最小化政治家的监督成本,为政治家从事更高回报率的政治活动

腾出资源和时间。[10]因此,政治家的监督角色主要是通过创造各种分权化的监督制度,让自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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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共和党在 1946 年(行政程序法通过之后)拿下国会,但没能在 1948 年夺得总统,民主党哈里·杜鲁门接任
富兰克林·罗斯福,后者积极推行新政,并连任四届总统(1933—1945),第四届任期未满,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去
世。 1947 年,共和党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又称劳工关系法),旨在严格限制劳工关系委员
会的行为。



名义上的或间接的监督者,第三方成为事实上的或直接监督者。
(二)RIA 的做局功能:以同行审查为例

这里的同行审查(peer review)是指由政府外部独立专家对官僚的规制动议及其评估进行技术

性分析。 2005 年,美国 OMB 发布公告,正式确定同行审查为 RIA 的必经程序。 同行审查有助于政

治家更好地处理一部分官僚偏差问题,但是也可能引起难以对付的知识偏差问题,即如果同行审查

结论被尊重的话,那么外部专家的偏好将取代政治家的偏好。 因此,选择合适的同行审查者,并设

计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条件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这就是同行审查的“做局冶 ( stack the deck)功
能。 最终,当科学(知识)在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作用越大,科学(知识)政治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导致三种行为类型的官僚偏差问题:懈怠、腐败和寡

头。淤 同行审查可以较好地解决官僚懈怠、腐败问题,但有可能恶化寡头问题。 通过外部独立专家

对拟议规制的技术分析打破了官僚对 RIA 的垄断。 如果外部审查者发现官僚的分析合理性存疑,
那么官僚有可能需要重新提交或补充评估报告。 如果发现官僚的分析是选择性运用证据,从而产

生明显有利于特定对象的话,那么该分析被认为是有偏见的,没有技术合理性,官僚将可能受到政

治惩罚。 不过,当政治家的政策偏好与科学共识背离时(不时会这样),同行审查也可能赋予官僚

以知识力量来拒绝政治家通过民主方式表达出来的偏好。 照此逻辑,如果政治家遵从同行审查结

论,那么他的偏好将被技术专家的偏好所取代。 因此,谁来选择同行审查者以及设计同行审查发挥

作用的条件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这就是同行审查的“做局冶功能所在。
第一,有关同行审查的利益冲突条款明显有利于产业者。 这些条款规定,从官僚机构获得资助

的学术型研究者不得作为审查者,但是并没有将公司型研究者排除在外,而这些公司与官僚行为的

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11]

第二,同行审查专家库的建立有助于规避官僚借用同行审查给政治家做局。 不同于一般的公

共评论,同行审查者就政策及其评估表达技术性意见,而公共评论通常是利益性表达,因而表面上

更具中立性。 不过,政治家会根据理念、偏好的接近程度来选择同行专家组成专家库,无论官僚咨

询专家库的那些专家,政治家都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第三,当防止第二点不能奏效,政治家可能以“把科学搞对冶(get the science right)或促进知识

范式竞争为幌子,赋予特殊专家在政策过程的关键时刻发表意见,通过这些不同意见控制专家库以

达到控制官僚的目的。 在这里,政治家运用知识群体内部制衡实现自己的控制目标。 人类事务的

因果关系受制于不可通约的不确定性(irreducible uncertainty),所谓科学共识只是表明上某一范式

的可信度较高,且经常是排他的结果。于

RIA 的“做局冶功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任何政策本质上都会涉及规范价值冲突问题,例如

政策议程安排,哪种问题更应该优先安排解决。 限于政治途径成本高昂,抑或是没有政治途径可

循,政治家往往会寻求技术性解决方案。 而当公司(或官僚)预期到知识、证据在政策及其评估中

的重要作用以及同行审查做局功能可信的话,公司(或官僚)将会预先投入资源生产有利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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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懈怠是指官僚不积极导致任务完成表现不佳,腐败是指官僚的政策被一个与政治家偏好不兼容的外部集
团控制,即施蒂格勒所说的规制捕获(regulatory capture),而寡头是指官僚借知识力量将其偏好凌驾于政治家偏好。

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决定了其运用不可能去情景化。 由于采用研究方法的不同(假设研究者是善意的),
研究者对一项政策方案可能产生的收益和风险的估计会出现很大差异,这在自然科学界是常态,更不用说在持有
某种价值观的社会科学界。 因此,面对评估方法论丛林问题(methodological thicket of appraisal),研究者唯有透过沟
通和让步才能形成彼此共同理解且认同的基本假设,即所谓的协商性知识(negotiated knowledge),否则就会出现库
恩所说的“不可通约冶(incommensurability)问题。 此外,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也是形
成协商性知识的重要因素。



知识、证据,通过各种平台争取话语权,以抵制政治家做局。
控制者做局(与被控制者反做局)促进了科学(知识)的政治化。[12] 尽管为政治(利益)而生产

和运用知识有可能带来知识进步,但也会阻碍知识进步。 这也部分解释了评估、知识对于政策的

“小影响冶现象。 在美国分权体制中,这种情况更为可能。 美国政策子系统的制度背景属于对抗型

的(adversarial)或竞争型的,不同倡导联盟之间相去甚远,试图维持政治中立的研究者会被那些对

抗性的倡导联盟所忽略,因而在任何联盟中都不大可能有市场(获得研究资金支持)。 反过来,在
缺乏资源支持的情况下,中立性研究者将难以生产出高信度的知识和证据,如此便形成不利于研究

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生产环境。淤[13]

此外,RIA 的政治控制功能还体现在责任规避(blame avoidance)。 相对于分配政策中的目标

与结果而言,规制政策更复杂,不确定性更高。 当政治家不能确信 RIA 能真正实现其目标时,政治

家必须考虑政策失败时如何撇清干系,通常的方法是政治家在实施控制的同时维持和强调政治家

与官僚、政治与科学二分法。 这样一旦政策失败,政治家能规避责任,官僚有时是外部评估者往往

会成为替罪羊。

三、谁的规制影响评估:控制权竞争与总统主导

如果说政治的本质是“谁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得到什么冶,那么这里要回答的是在美国谁(更想)
通过 RIA 控制官僚,它是“谁控制官僚冶(who controls bureaucracy)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美国,
“谁控制官僚冶问题一共有五种研究途径,分别是国会控制、官僚自我控制、利益集团控制、司法控

制和总统控制。[14]具体到 RIA,究竟谁是更积极的主导控制者呢? 文章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

题,一是探讨多重委托人下的官僚控制权竞争,二是分析 RIA 兴起与演进故事背后的总统力量。
(一)多重委托人与官僚控制权之争

在官僚的政治控制研究中,国会主导论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多流派

分析尤其是总统主导论(presidential dominance)出现为止。于

在国会主导论中,总统是被涵盖在现势联盟概念之中的,至多是国会控制官僚需要考虑的一个

约束变量而已,根本没有将总统视为有结构性力量的且不同于国会的委托人。 诚然,与国会会员不

同,美国总统不是正式的立法者,不能参与国会的投票。 宪法授予总统执行权(executive power),承
担“确保法律被公正执行冶之职责。盂 此外,国会基本上将剩余决策权授予官僚机构,而不是总统。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的作用是显著而特别的,是现代美国政府政治的结构性特征。 他们有权否决国

会立法,这使得他们能够给国会施压,并促其在官僚结构与程序设计上做出让步榆;总统尽管不能

制定实质性政策(安全与外交政策除外),但是总统拥有单边行动权,可以对官僚行为做出有利于

自己的行政安排(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例如发布总统令(Executive Order)。 此外,总统需要

·151·

摇 摇 第 6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张庆才:美国规制影响评估的政治逻辑

淤

于

盂

榆

在单一型政策子系统中,位居高信度的信念(关于知识的思维方式)通常是强行排他的结果,因此对于研
究者来说,维持政治中立将会更难。 关于知识生产是否应该保持政治中立或者说把政治搞对(get the politics right)
历来有争议,本文不做此规范性政治辩论。

立法者寻求连任的行为动机假设并不适用于总统,尤其在总统的第二任期里。 这些流派之间的争论有的
是围绕谁更应该控制官僚,或者说谁控制官僚更具宪政合理性(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的规范问题展开,本文只讨
论实际中谁更可能是借 RIA 控制官僚的主导者,因此对于规范政治视角的研究不作讨论与评论。

具体请参见 U. S. Constitution, Article II, section 3.
总统的立法否决权是宪法明确授予的正式权力,而宪法授予总统执行权及其确保法律被公正执行之职责

则是相对模糊的。



回应更广泛的选民,对官僚机构的控制是集中的。
如果总统被认为是另一个委托人的话,那么官僚的政治控制问题就是开放性的,而不仅仅是国

会主导论。 官僚机构是多重委托人(multiple principals)竞争控制权的产物。[15]正如Moe 所言,多重

竞争性委托人竞相争取官僚控制权,而官僚在收到委托人的意图后,艰难地处理着那些不协调甚至

冲突的要求和激励。[16]实践中,控制权竞争更像是一场动态的拉锯战( tug-of-war)。 一旦国会行

动,总统就会采取行动予以回应,而作为对总统的回应,国会就会向官僚机构提出新要求和新激励,
以限制或抵消总统的官僚控制权。 因此,官僚对任何一个委托人需求的回应将会激励另一委托人

对自己施加更多的控制。
(二)规制影响评估中的总统主导

通常,学界习惯认为美国 RIA 起始于里根的 12291 号总统令。 从制度正式建立的角度来说,这
固然没错。 不过追根溯源,1946 年的行政程序法及其随后的相关法律,以及里根之前的尼克松等

几任总统的评估试验,为 RIA 的正式建立奠定了法律渊源和实践基础。 RIA 在从早期试验到正式

建立,再到之后改革等整个过程中无不显现总统力量,总统令在总统主导规制影响评估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且都没有被国会否决和法院推翻。 而且,自里根之后,任何一届总统都会在上任之初就在

规制审查上做文章。 不过,不能简单认为总统主导了规制影响评估就意味着主导了官僚控制,因为

官僚的政治控制发生在广泛的时空里,不只是在 RIA 上。
1. RIA 前史

首先,RIA 的法律渊源。 RIA 主要起源于 1946 年的行政程序法及其之后的相关法律。 行政程

序法规定,官僚机构必须就其政策动议说明理由,并提供利益相关者评论,这就是所谓的通知评论

程序。 行政程序法适用于联邦所有官僚机构。 行政程序法之后的四部相关法律分别是信息自由法

(1966 年通过)、隐私法(1974 年通过)、阳光政府法(1976 年通过)和减轻文书工作法(1980 年通

过)。 信息自由法规定所有人有权获得官僚机构的决策记录和信息;隐私法(1974 年通过)要求官

僚机构收集和储存个人信息必须基于合法和必要,并确保个人信息不被不当使用;阳光政府法

(1976 年通过)要求官僚机构向公众开放信息获取。 减轻文书工作法规定,官僚机构要求公众提供

信息必须说明理由,并告知公众将要花费的时间。 依据减轻文书工作法,OIRA 得以建立。 尽管行

政程序法向所有联邦官僚机构提出了程序要求,相关的四部法律为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信息关系管

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始终没有为总统及其同僚审查规制提供明确的法律支撑,这也部分解释了

为什么在 OIRA 的机构名称中,信息一词在规制前面。
其次,RIA 的实践基础。 尽管宪法与法律没有为总统审查规制提供明确依据,但是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总统们一直在寻找规制事务上的控制权。 1937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组建了一

个专门委员会———布朗洛委员会,来研究改革规制程序以增强总统控制规制事务的可能性。 起初,
布朗洛委员会报告遭到国会否决。 但是在罗斯福的不懈努力下,国会最终在 1939 年通过《机构改

组法案》,允许总统在白宫雇佣几名行政助理,并授权总统改组联邦政府机构。 罗斯福根据这一授

权发布 8248 号总统令,迅速成立“总统行政办公室冶(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设在预算局

(Bureau of the Budget)内部以控制和协调规制事务。
尽管有了机构,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工具施展控制规制。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起,总统们才开

始想到用评估来审查规制。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环境保护日趋严格,公众尤其是产业界开始抱

怨环境规制成本日益增长,为此总统尼克松运用了两种改革工具:一是将规制与预算事务合并到一

个机构来审查,将预算局扩充为管理与预算局,且将管理放在预算前面。 二是组建生活质量委员会

(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具体负责审查规制。 作为 OMB 的一部分,该委员会负责将一个机构的

规制提案提交给其他机构评论,在收集整理评论尤其是批评意见后,再发给规制提案机构。 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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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委员会的工作更像是官僚机构工作的补充而非审查。[17] 尽管如此,此举为后来的总统开启了规

制评估与审查先例。 在尼克松的基础上,总统福特和卡特拓展了规制审查过程,尤其鼓励官僚机构

考虑规制成本。 福特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益上升的通胀,因此他发布 11821 号总统令,要求执

行机构在拟定主要规制时考虑其对通胀的影响,并将“通胀影响声明冶提交给工资与价格稳定理事

会(Council on Wage-Price Stability)———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内部机构。 由于所有官僚机构把该理

事会的作用看成是纯咨询性的,因此倾向于认为这个过程更像是文书工作而不是实质性控制。 卡

特发布 12044 号总统令,进一步拓宽了官僚机构的分析要求,要求执行机构描述备选方案并比较评

估不同方案的经济后果,并将这些分析提交给规制分析审查工作小组( the Regulatory Analysis Re鄄
view Group),该小组是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和官僚机构代表共同组成的新机构。 与前面一样,官僚

机构认为最终的政策权威在规制提案机构,事实上,工作小组只是审查了极少数的规制。 在卡特任

期快结束的 1980 年,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机构和项目被认为在

总统直接问责之外,是削弱总统管理权威和影响其行政的重要原因。[18]

2. RIA 的正式建立与演进

RIA 的正式建立归功于里根。 与以往的总统不同,里根公开明确地对官僚机构施加影响。 里

根的用人标准是个人忠诚与政见承诺,即政治任命官必须赞成他的政策议程,即使在面临外部压力

时。 在就任总统的第三个星期,里根发布 12291 号总统令,要求联邦所有执行机构(独立委员会除

外)在重要规制正式公布前必须将其拟定的规制方案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报告提交给 OIRA,以备其

审查,分析与审查标准是规制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且考虑最低的社会净成本。 12291 号总统令不

应用于独立委员会。 对此,里根的解释是,他不想挑衅民主党国会,而不是法律要求他只能这样

做。[19]与前几任总统组建非正式机构开展规制审查不同,OIRA 是依法组建的,成立当初被赋予的

职责是管理规制方案拟定过程中所涉及的政府与个人信息收集与整理,并没有审查规制的权威与

功能, 12291 号总统令赋予其审查规制的权威。 1985 年,里根发布 12498 号总统令,要求执行机构

向 OIRA 提交规制年度计划以备审查,这使得总统能更早地控制和影响规制。
里根的 12291 号总统令遭到诸多反对,一是指总统违背宪法。 宪法授予国会立法权,而国会将

部分立法权以规制权的形式授予了官僚机构而不是总统,因此总统及其同僚不能介入审查规制。
二是指总统的反规制意识形态。 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暗含着反规制的倾向。 由于量化社会效益的困

难,因而阻止了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规制出台。[20] 三是指规制审查的隐秘性。 这种隐秘性有可能

为利益集团开辟了后台参与渠道,增强了规制审查的反规制倾向。
尽管遭受如此多的批评,但是继任的同为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依然保留里根的总统令,只是增

加了对 OIRA 的监督,这个监督机构是竞争力理事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由副总统奎尔任

主席。 与 OIRA 一样,竞争力理事会也倾向于反规制,因此遭到同样甚至更猛烈的批评。
一些观察家预计,民主党总统上位将会大幅削减规制审查。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民主党总统克

林顿继承了里根的审查规制衣钵,用 12866 号总统令整合并取代里根的 12291 号和 12498 号总统

令,取消了竞争力理事会。 除了延续 OIRA 继续审查规制外,克林顿明确了成本收益分析作为评估

规制的基本标准。 12866 号总统令缓和了审查机构与官僚机构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拓宽和强

化了总统在审查规制上的权力。淤第一,尽管 12866 号总统令没有要求独立委员会进行 RIA,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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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交年度规制计划,由 OIRA 管理,并由副总统监督。 第二,要求每个机构设立一个规制计划官

(Regulatory Planning Officer),负责监督规制计划。 第三, 12866 号总统令规定,不同官僚机构以及

OIRA 与官僚机构之间的争议由总统或由其邀请副总统介入处理,此时的总统更像是一个仲裁人。
小布什总统分别在 2002 年和 2007 年发布 13258 和 13422 号总统令,修订了克林顿的 12866

号总统令。 13258 号总统令取消了副总统在规制审查上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 OMB 主任和总统僚

幕长。 13422 号总统令规定,规制计划官不再由机构领导任命,改由总统任命,并被赋予批准机构

规制计划的权力。 小布什通过制造机构的“分立行政冶 (divided administration),实权赋予影子官

员,而影子官员仅向总统负责,以此来提高他对规制的控制力。
2009 年,奥巴马总统颁布 13497 号总统令,废除了小布什的 13258 号和 13422 号总统令,并在

2011 年颁布 13563 号和 13579 号总统令。 13563 号总统令重申并补充了 12866 号总统令关于规制

审查的原则和要求,要求机构改进公共参与,确保科学与技术信息以及程序的客观性,增加了机构

评估现有规制的要求,以备修改或取消。 13579 号总统令声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独立委员会

也应该遵从 13563 号总统令的目标和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相关法律尤其是行政程序法奠定了 RIA 的法律渊源,但是真正促

其成为正式制度缘于诸位总统的积极努力与实践。 总统们通过总统令向官僚机构施加影响,使得

官僚机构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行动。 一些批评者认为,从宪法和法律教义的角度看,宪法或法律

并没有授予总统实质性政策权威,因此运用总统令进而达到控制实质决策有违宪之嫌。[21] 然而事

实上,总统令向来很少被国会否决。 有研究显示,被国会否决的总统令少于 4% 。[22] 有关 RIA 的总

统令从没有被国会否决和法院推翻,它的改革或取消只是发生在总统之间。 此外,尽管国会在

1996 制定了国会审查法(Congressional Review Act),要求官僚机构在其规制有效日之前 60 天将规

制方案及其评估材料提交国会,并规定了国会否决的程序。淤 然而实际上,自 1996 年该法实施以

来,仅有一项规制方案被国会否决。于 因此,可以说总统在 RIA 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盂 不过,并不能

据此表明总统在控制官僚上占主导地位。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会可以通过听证会、预算等其他手

段削弱总统主导评估的实际作用;二是审查机构的能力影响着总统控制意愿能否成功;三是官僚机

构内部组织结构制约着总统的官僚控制力,因为官僚机构内部还存在着很长的控制链条,从政治任

命官到一线公务员,每一节链条上均有可能发生控制效用扭曲。 此外,总统的实际控制力还受到法

院、选举周期等因素的制约。

四、结语

在美国官僚的政治控制研究上,分析政治视角得出的结论由重视事后控制转向事前控制,尤其

是强调程序作为一种政治控制工具。 沿着此一逻辑,文章探讨了 RIA 作为一种行政程序如何展现

了政治监督、做局等政治控制功能。 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委托人视角与 RIA 演进史分析得出总统

在 RIA 上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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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该法的通过部分是因为原来的国会立法否决权失效,部分是为应对总统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1983 年 6
月,在“移民与归化局诉查德哈冶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美国国会行使了 50 年之久的立法否决权为违宪。
自此,国会的立法否决权运行从国会内部行为转向受正式立法程序节制,并提交总统签署意见。

2001 年,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否决职业安全与健康局提交的人类工程学规章(Ergonomics Rule)。 参见:
Copeland C W. “Congressional Review Act: Many Recent Final Rules Were Not Submitted to GAO and Congress冶, White
Paper, 2014, p. 12.

总统主导 RIA 的理论分析需另文论述。



RIA 内生于美国分权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国会与总统竞相获取官僚控制权的

结果,而总统在 RIA 上占有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RIA 的生产与运用本身也是政治的。 RIA 开放了

政策过程,各种力量为了得到各自想要的,纷纷通过知识和证据的方式介入政策过程,而这些知识

和证据也逐渐开始政治化。
美国规制影响评估的政治逻辑是否适用于不同制度背景,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例如,在半直接

民主的瑞士,政策制定通常通过直接民主参与与共识政府进行。 尽管 RIA 也存在,但更为强调改

进政策的治理结构,例如改进民主参与,而非寻找政策的证据。[23]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制的英国,权
力集中在多数联盟,政策过程中没有否决点。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政治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更大。 简

单说,通过法律容易,同样地,当反对联盟上台,废除法律也很容易。 因此,正式结构对于承诺问题

的战略价值不高,这使得政治家促进 RIA 正式制度化的激励不足,留给官僚的裁量相比对应的美

国多得多。[24]就 RIA 而言,更多的是寻求横向的官僚的政治控制,即政治家通过一个核心官僚机构

对其他官僚机构施加控制,尤其在联合政府时期。[25]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 RIA。 从积极意义上说,它体现了知识和证据在政策过程中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然而从消极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公信力正在下降,需要寻找

证据来弥补合法性不足。 因此,充分认识到 RIA 既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其本身也是政治的,
对于 RIA 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受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

注释:
[1]Weiss, CH. “Evaluation Research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冶, In EL Struening & M. Guttentag(eds. ) . Handbook of E鄄

valuation Research (Vol. 1), Beverly Hills, Sage, 1975:13-25.
[2]Carroll, P. “Does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Lead to Better Policy?冶, Policy and Society 2010,29(2): 113-122.
[3]Hahn RW, Tetlock PC. “Has Economic Analysis Improved Regulatory Decisions?冶,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 22(1): 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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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in US

ZHANG Qing鄄cai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US, the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policy process. How鄄
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often considers only RIA as a tool of scientific decision, while political nature inside RIA is neglec鄄
ted or under鄄explored. There must be a balance for any regulatory proposal between its political desirability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RIA provides such platform where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find that balance,while behind the platform is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 and resulting competition for control between multiple politicians. Meanwhile, knowl鄄
edge is also embedded in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 So,it will be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interdisci鄄
plinary RIA theory research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logic of RIA in US.

Key Words: US,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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