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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残缺与利益公共补偿

———基于市场与政府职能边界的理论探讨

张　峰

(上海海事大学 文理学院 ,上海 200135)

摘要 :产权由权能和利益构成 ,产权的残缺会导致利益受损。当发生利益受损时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存在

着自动的均衡机制 ,而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来说 ,则需要外力的作用 ,促进对利益受损者的补

偿。因此 ,一方面要完善市场体制 ,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以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

对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 ,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进行以政府为中介的公共补偿 ,这样可以减少

补偿的成本 ,促进补偿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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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人们围绕财产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当存在产权残缺时 ,产权主体的一部分利益被他人

获取 ,产权主体利益受损 ,利益受损的根源在于产权残缺。本文把“产权残缺”作为贯穿全文的基本线

索 ,探讨在利益保护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

　　一、产权与产权残缺

产权是一束权力 ,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可以带来利益。“任何一项产权 ,都包括主体的权

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职能或作用。所谓利益 ,则是指财产对主

体的具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1 ] ( P2) 产权残缺是由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等原因导致

产权所有者不能完全行使一种或几种权力 ,进而导致产权主体不能享有权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的现

象。国内外对产权残缺进行了一些研究 ,现有的有关产权残缺的研究意识到了产权残缺与利益损益

的关系 ,但是对产权权利束中各项权利的残缺与利益受损的关系、产权残缺的影响因素、产权残缺与

产权清晰的关系等问题没有深入研究。

(一)国外有关产权残缺的理论研究

国外有关产权残缺的研究主要是从产权残缺的内涵及政府对产权残缺的影响这两个角度进行研

究的。阿尔钦与卡塞尔较早地研究了“权利的残缺与行为之间可能遵循的相互关系”。德姆塞茨在其

《关于产权的理论》和《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等文章中 ,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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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 ,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收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

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 ,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2 ] ( P97) 德姆塞茨认识到 ,

国家有一种特殊的权利 ,它可以对私人所有权的权利束施加限制。他说 :“权利之所以常常变得残缺 ,

是因为一些代理者 (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

已被安排给了国家 ,或已由国家来承担。”[2 ] ( P188) 当国家对私有产权加以限制时 ,就会引起私有产权的

残缺。平乔维奇认为政府的行政干预会造成产权残缺 ,“假设政府为某一商品的价格设了上限 ,或者

发行票证的人给予获得票证的人以获得一定数量该商品的权利 ,或者决定处于一定年龄以外的人不

能购买这种商品 , ⋯⋯,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 (即产权的排他性)或者对其以

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 (即产权的可转让性)进行干涉而削弱了产权。”[ 3 ] ( P46)

产权界定需要付出搜集信息、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 ,界定产权的成本会使所有者放弃部分权

力 ,把它置于公共领域 ,从而会导致产权残缺。正如巴泽尔所说 :“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 ———在交易

成本为正的情况下 ,这是永远做不到的 ———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于公共领域中。”[4 ] ( P17)

(二)国内有关产权残缺的研究

国内有关产权残缺的理论研究较少 ,学者主要是介绍西方的产权残缺理论 ,并利用产权残缺理论

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李风圣等较早地介绍了产权残缺理论 ,他认为造成产权残缺的原因有 :一是产

权不可分 ;二是产权受限制 ;三是产权不能交换 ;四是产权模糊 ;五是产权配置不当 ;并用产权残缺理

论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现实问题[5 ] 。周作翰认为产权残缺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

本问题 ,主要体现为产权主体的模糊性、虚置性 ,以及多级性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又都不具备法律上的

人格[ 6 ] 。从积极产权和消极产权来看 ,农民土地产权残缺的众多方面及其所引发的利益争夺和社会

冲突 ,已成为当前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刘宝明认为“产权残缺”是指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

益权相分离或其中一项或两项权利束不健全的情况[ 7 ] 。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资

产的收益权和控制权在企业内外没有合理地配置 ,国有企业的经理、工人甚至政府监督人员都滥用这

一残缺的产权体系 ,有收益权而无控制权的人就不会考虑资源损耗的代价而拼命追求收益 ;有控制权

而无收益权的人就不会认真去改进控制方法而提高收益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三)产权残缺与产权清晰

产权完整是与产权残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产权残缺度越大 ,产权完整度越小。产权完整取决于

产权清晰、产权主体的保护、外界掠夺的企图以及相关法律的保护等因素。产权清晰是与产权模糊相

对应的概念 ,产权边界界定越精确则产权越清晰。但是产权完整和产权清晰不是同一个概念 ,在一些

情况下产权是清晰的 ,但产权可能是不完整的。如生态建设外部性现象 ,产权的归属是清晰的 ,其产

权属于生态建设者 ,但是由于生态产品的空间流动性 ,生态建设者得不到全部的生态收益 ,因此生态

建设者的产权是残缺的 ,利益也因而受损。现有的国内文献多把产权清晰作为研究的对象 ,强调建立

公开公平的竞争市场 ,界定清晰的产权 ,然而市场也不是万能的 ,市场也会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

下即使产权是清晰的 ,也会有产权残缺 ,也会导致利益受损 ,从而导致分配扭曲。另外 ,政府行为也会

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利益分配的改变 ,会导致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

(四)产权完整的决定因素

产权完整度是衡量产权完整程度的指标 ,即产权实际带来的利益与应该带来的利益之比 ,它衡量

产权残缺导致的利益受损情况。设 P 表示产权完整度 ,V t 表示实际带来的利益 ,Vo 表示受损的利

益 ,则 P = V t / (V t + Vo ) ,P 越大产权越完整。产权的完整度取决于各项权能能否得到执行 ,其中主要

是支配权的行使。本文认为产权的完整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产权的清晰度。产权清晰有利

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各项权能。“如果交易成本大于 0 ,产权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这些资产的属

性 ,未来的所有者不完全知道 ,现在的所有者常常也不知道。资产转让必须承担的成本 ,来自交易双

方确定这些资产有价值的属性是什么和获取这些属性的尝试 ,这些属性的界定是不完善的 ,因为完全

界定的成本是高昂的。”[4 ] ( P3) 二是个人努力保护的程度。产权的完整度也取决于个人努力保护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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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个人在保护自己的权能时 ,因为要付出成本 ,因此个人会做出收益与成本的衡量 ,个人的努力程度

越高 ,产权的完整度就会越高。有些产权虽然清晰 ,但由于保护能力不足 ,或者保护成本太大 ,而使产

权主体放弃部分权能 ,从而放弃部分利益 ,导致利益受损。三是外部掠夺的企图。因为产权会带来利

益 ,所以存在着外部掠夺的可能 ,这种掠夺既可能来自于个体也可能来自于政府 ,尤其是在产权保护

的法律不健全的时候 ,容易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产权掠夺。即使在产权保护的法律健全的时候 ,也可能

会发生政府对个人产权的侵占 ,即政府运用政府的力量对产权进行干预 ,把一部分权能和利益无偿划

拨给政府或他人。四是保护产权的法律。保护产权的法律有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预期 ,减少个人保

护的成本。政府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组织成本 ,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国家的司法机关

付出一定的实施成本 ,而法律的执行还需要检察机关等部门付出监督成本。国家制定法律实际上是

由国家来支付原来由个人付出的保护成本。政府在保护产权时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强制效应 ,保证了

司法过程的执行效率。

总之 ,产权残缺是造成利益边界不清 ,从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原因。产权完整度取决于产权的清晰

程度、个人努力保护的程度、外部掠夺的努力程度以及政府的法律保护程度等因素。

　　二、产权残缺与利益受损

利益受损的本质在于产权界定的困难或者外力的强制而导致产权权利束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

用权、支配权等一项或多项权利不能完全行使 ,权能的不完整导致了收益权的不完整 ,所有者不能得

到全部的收益 ,因而所有者的利益受损。产权残缺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发生各种费用 ,如交易进

行前的信息调查费用、交易进行中的薄记费用以及交易进行后的监督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导

致在利益补偿过程中存在着补偿成本。对于受损者来说如果补偿成本大于补偿收益 ,受损者就会放

弃补偿的要求。产权残缺是造成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 ,因此防范产权残缺是防止利益受损的根本途

径。产权残缺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扭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 ,政府用行

政命令规定农产品的价格 ,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 ,农民没有对农产品的支配权 ,政府对农产品支

配权的强制剥夺 ,造成农民对农产品的产权不完整 ,因而导致农民不能得到农产品的全部收益 ,这样

就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

因此 ,防范利益受损 ,最重要的是建立防止产权残缺的机制 ,即建立起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 ,减少

个人保护产权的成本 ,包括完善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

度 ,以及减少利益受损者进行利益诉求时的补偿成本 ,促进补偿的顺利进行。另外 ,保护个体的利益 ,

还须不断完善市场机制 ,促进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形成。

　　三、政府与市场在利益保护中的职能边界

利益受损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 ,存在着利益的自动均衡机制 ,而

对于由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造成的利益受损 ,由于存在着补偿成本需要以政府为中介的利益公共

补偿。因此在利益保护方面 ,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 ,促进利益自动均衡机制的发挥 ;另一方面 ,对于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 ,则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进行以政府为中介的利益公共补偿。

(一)完全竞争市场的利益自动均衡机制

利益受损是经济活动中的常见现象 ,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会存在着利益受损。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中 ,市场交易双方拥有独立的产权 ,商品按照价值规律的原则以商品价值的大小为基础进行

等价交换 ,但是受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商品的价格时而低于其价值 ,时而高于其价值。当商品的

价格低于其价值时 ,对于卖者来说存在着利益受损 ;而当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时 ,对于买者来说存

在着利益受损。但从长期来看 ,商品的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是相等的。这种利益交换的非均衡到均

衡的过程是一个自发调节的过程 ,即在竞争性市场中由市场供求导致的利益非均衡存在着一个自动

纠偏机制 ,因此这种非均衡不需要外部调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它能自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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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利益关系 ,使利益关系达到均衡状态。

(二)非完全竞争性的产权残缺导致的利益受损

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现实中存在两类非完全竞争性的产权残缺 :一是市场失灵导致的

产权残缺。由市场失灵造成的利益受损 ,不存在一个自动调节的机制 ,因而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市

场失灵造成的利益受损需要主动调节才能实现利益均衡协调。二是政府干预导致的产权残缺 ,进而

导致利益受损。政府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干预经济会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政府干预的理想

结果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增进 ,即帕累托改进 ,而现实中的结果往往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另一

部分人的利益得到增进 ,即非帕累托改进。行政干预改变了原有的产权结构 ,使一些个体得到一些权

力而另一些个体失去一些权力 ,即行政干预使一些个体的产权残缺 ,从而利益受损。

由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不存在自动的调节机制 ,需要外力的作用才能使利益恢

复均衡状态。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导致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产权残缺。纠正产权残缺的

方法是明确产权关系 ,从而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收益边界 ,促进产权的完整。当发生利益受

损时 ,受损者可以与受益者通过谈判或者法律仲裁的方法达成补偿协议。然而现实中进行补偿需要

支付一定的成本 ,本文把补偿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成本定义为补偿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界定产权的费

用、确定受益者的费用、利益诉求的费用等。利益受损者在利益诉求时 ,会衡量补偿成本与补偿收益

之间的关系 ,只有当补偿收益大于补偿成本时 ,利益受损者才会要求补偿 ;当补偿成本大于补偿收益

时 ,受损者可能会放弃本来应该拥有的产权所带来的收益。

(三)补偿成本与补偿的实施困难

补偿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界定产权的费用。界定产权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

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换关系越来越复杂化 ,使界定产权的费用进一步增大。如对一项生

态建设来说 ,如何估量其生态价值就需要支付巨额费用。二是界定受益者的费用。准确界定受益者

也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 ,这也是由交换关系的复杂化所导致的。因为产权是由一束权利构成的 ,各项

权利之间可以分离 ,这样 ,产权可能由多人共享 ,因而界定受益者存在着困难。例如修建一条公路需

要拆迁一家人的房子 ,该住房所有者是拆迁的受损者 ,但是公路建成后 ,每个经过此路的司机都是拆

迁的受益者。这样受损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直接补偿就存在着受益者界定困难的问题。三是利益诉求

的费用。受损者对受益者利益诉求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搜集资料、信息 ,当需要法律进行仲裁时 ,

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诉讼费用。

因为存在着补偿成本 ,因此受损者会衡量补偿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些补偿来说 ,如

果补偿的成本大于收益 ,则个人可能会放弃补偿的要求。在受损者为群体的时候 ,受损者还存在着

“搭便车”的动机 ,即希望其他受损者支付补偿的成本 ,而自己免费享受补偿的收益。因此 ,这就提出

了公共补偿的要求 ,即通过政府对受益者征税的办法来补偿受损者 ,从而解决利益补偿过程中的补偿

成本过高问题。对于群体性的利益受损者来说 ,还有一个组织成本问题 ,对于群体而言 ,利益诉求是

一个公共物品 ,这样每个人都会掩饰自己诉求的动力 ,而希望别的个体提出利益诉求的请求 ,即存在

着利益补偿的“搭便车行为”。

(四)利益补偿的发展过程

利益补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时 ,交换关系简单 ,产品的使用价

值属性单一 ,产权关系清晰 ,产权相对完整 ,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不等价交换 ,可以通过谈判或者仲

裁的形式达成利益补偿的协议。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活动越来越多样化 ,人

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产权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的缺

陷逐渐显露出来 ,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造成的利益受损现象也越

来越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补偿由于受损利益的计算越来越复杂 ,受益对象越来越难以明确界

定 ,因而使利益补偿的信息成本高、管理成本高 ,从而使一些个体在进行成本收益衡量后 ,放弃了自身

利益的诉求。而且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的利益受损也越来越普遍。对于这种由于市场失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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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而造成的产权残缺 ,进而造成的利益受损 ,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由政府代表利益受损

者对受益者提出补偿要求 ,进行适当的利益补偿 ,以维护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因而 ,经济活动的复杂

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提出了利益公共补偿的要求。

利益公共补偿就是由政府代表受损者 ,向受益者提出补偿要求 ,受益者把补偿交给政府 ,再由政

府补偿给受损者的过程。科斯认为 ,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超大型企业 ,其优势在于它有权强制性地规

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 ,从而以较低的费用办成一些私人机构难以办到的事情。这样以政

府为中介的补偿降低了补偿成本 ,使原来由于补偿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的补偿利益 ,变成了现实。

以政府为中介进行利益补偿时 ,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 :一是经济因素 ,即收益与成本的衡量 ;二是

政治因素 ,即考虑政治的支持 ;三是社会因素 ,即利益补偿对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的影响。对于政府

来说 ,实施利益补偿还要考虑补偿的效率标准 ,即通过政府的补偿 ,是否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五)利益公共补偿的优势

政府公共补偿的优势来源于政府在产权保护上的优势以及政府的强制力带来的效率优势 ,通过

政府对产权利益边界进行界定 ,划定各方的利益 ,计算受损的大小 ,从而确定征收税费的标准。以政

府为中介进行补偿的核心在于政府在产权保护上的规模优势、效率优势以及成本优势。

一是规模经济效应。由个人实施利益诉求 ,由于受损多少的计量、受益者群体的界定、补偿资金

的管理等原因 ,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从而使补偿诉求的成本过高 ,利益补偿成本可能大于收益 ,进而

使补偿变得不可行。然而政府在补偿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政府拥有庞大的机构 ,掌握着巨额的财政

收入 ,政府可以购买需要耗费巨额资金的设备以测量受损的大小 ,可以利用庞大的智囊团收集受损的

信息 ,可以利用庞大的政府机构部门管理补偿资金的使用。这样政府在受损大小的信息收集、受益者

受损者范围的界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二是整体理性优势。政府拥有庞大的智囊机构

和决策部门 ,它能就其决策进行深入调研 ,收集大量的资料 ,形成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 ,从而政府的决

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富有可行性。三是政府的强制优势。利益损益程度与受损者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

有关 ,如在垄断导致的利益受损中 ,就是因为垄断者拥有垄断性力量 ,而利益受损者之间则处于竞争

地位。垄断与竞争是相对的 ,当垄断者与垄断者相对应时 ,二者进行的是等价的交换 ,而当垄断者与

竞争者相交换时 ,则可能是一种非等价的交换。因此 ,自我保护能力差是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政府

可以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 ,保护受损者的利益。四是政府可以解决利益诉求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

当受损者为群体时 ,单个受损者都不愿意显示自己的受损信息 ,存在着补偿的“搭便车”现象 ,这样会

使一些本来应该进行的补偿得不到实施。由政府进行公共补偿 ,统一支付补偿成本 ,每个受损者平均

支付成本 ,解决了“搭便车”问题 ,有利于补偿的顺利实施。五是政府协调补偿的整体性与长远性。由

政府协调补偿可以正确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它着眼

于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长远发展。

总之 ,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过程中具有规模优势、强制优势以及整体理性优势 ,可以解决一些

市场解决不了的利益受损问题。因此 ,对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行为造成的利益受损 ,要发挥政府的作

用 ,对受损者进行利益的公共补偿 ,促进双方的利益协调与均衡。我国已经开始了利益公共补偿的一

些实践 ,如工业反哺农业就是对农民利益受损的补偿 ,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就是对倾斜性的发展战略的

补偿 ,生态建设的补偿就是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政府公共补偿有效地维护了受损

者的利益 ,促进了利益的协调与均衡。

　　四、结论

本文梳理了产权残缺的相关理论与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决定产权完整度的四个因素 :一是

产权的清晰度 ;二是个人努力保护的程度 ;三是外界掠夺的企图 ;四是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同时 ,本

文区分了产权完整与产权清晰 ,认为产权清晰并不一定代表产权完整 ,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也可能存

在产权残缺 ;并运用产权残缺理论进行分析 ,认为各种利益受损的本质是产权的残缺进而导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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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其后 ,本文分析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着利益的自动均衡机制 ,而在非完全竞争的环境

下 ,如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导致的产权残缺 ,则不存在着自动的均衡机制 ,需要外力的强制

干预 ,才能使利益均衡。政府可以降低补偿诉求的成本 ,提高利益补偿的效率 ,政府公共补偿有利于

促进非竞争条件下的利益协调。因此 ,一方面 ,要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 ,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

干预 ,促进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 ,这样有利于市场的利益自动均衡 ;另一方面 ,当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

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后 ,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进行利益公共补偿 ,这样可以降低利益补偿的成本 ,维

护受损者的利益 ,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稳定。

简而言之 ,产权残缺是利益受损的根源 ,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存在着利益的自动均衡机制 ,因

而保障充分竞争有利于促进利益自动均衡 ,提高市场效率。而对于非充分竞争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政

府干预而导致的利益受损来说 ,则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利益公共补偿 ,以促进各方面的利益

平衡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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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取得了较好政策协作效果。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

债 ,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降低利息 ,减轻财政融资的成本 ;通过调节汇率 ,避免

财政刺激效果的过度溢出。美联储的做法 ,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对提高财政政策效果所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 ,财政政策通过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注资方式拯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 ,有效地防范

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为美联储收购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提供财政担保等措施 ,减轻美联储未来出售不良资产可能产生的损失 ,降低其实施退出政策的财务负

担 ,有助于增强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通过扩大国债发行并将所获资金转存美联储 ,以提高美联储实

施退出政策回收市场流动性的效果。美国财政部的做法 ,将有助于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然 ,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如货币政策财政化、中央银行的独

立性、金融机构难以破产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等 ,需要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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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Privat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GON G Xin1 　L IU Wenxin2 　ZHAN G Yuanpeng2 ·26 ·

(1 . S chool of Education , Columbia Universi t y , N ew York 1002726902 ,US A ;

2 . School of Economics , Peking Universit y , Bei j i 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 he experimental data , t his paper gives a positive analysis on t he possibility of
p ublic goods being provided by private voluntary cont ribution. Through t 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 he
experimental data ,it elaborates t he several t raditional typical fact s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voluntary
cont ribution of p ublic goods ,t he decline t rend of cont ribution in repeated games ,t he positive effect
of MPCR ( marginal per capita ret urn of p ublic invest ment ) and communication ,etc. Besides , new
findings are displayed ,e. g. lower initial cont ribution t han t raditional result s , bet ter effect of oral
agreement s and huge heterogeneity in group behavior and so forth.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goal of
public goods being provided by voluntary contribution can be achieved by system design and arrangement .
Key words :Privat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 Experimental Economics ; Marginal Capita Retur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isk Theory on the Assets Evaluation Supervision
YU Bingwen ·33 ·

( School of B usiness A dminist ration , Zhongnan Universit y of Economics and L aw , W uhan 430073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 s to define t he risk of asset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which is due to t he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no2effective market ,so lead to t hat appraiser’
s behavior occurs deviation of value understanding and t he stakeholde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f
inconsistency. Compared wit h t he classical risk t heory ,a new theory of behavior risk is emp hasis on
charge reference point for t he dat um ,and combination of asset value and risk p robability. According
to this ,the appraisers choose their own judgment of activities. Therefore , supervision of assets evaluation
should be different f rom the past , t hat is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ist ribution of supervision ,
now which have to focus on evaluation of t he charging standard and appraiser’s behavior tendencies.
Key words :Risk Theory ; Asset s Evaluation ; Supervision

Trun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 Common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ZHAN G Feng ·38 ·
( School of A rt and Science , S hanghai M aritime Universit y , S hanghai 201306 , China)

Abstract :Property right s are composed of right s and interest , t he t runcation of right s leads to t he
lost of interest . In a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When the interest lost happened ,there exits a automatic
mechanism that can leads to t he balance of interest ,but as to the case of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it is of importance of power of out side to compensate t hose people whose interest is lo st .
Therefore ,on one hand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bet ter the competition of market ,and realize a just
condition in the market . On t he ot her hand ,where t he market can’t work , t here need t he govern2
ment as a media of compensation , because it can reduce the cost of compensate ,and p romote t he im2
plementation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Key words :Truncation of Property Right s ; Complet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 Common Compensation

Property Rights Optimization , Accounting Function and Surplus Corporate Governance
CAO Yue1 　WU Zhongxin1 ,2 ·44 ·

(1 . S chool of A ccounting , H unan Universit y , Changsha 410079 , China; 2 . Department of A ccounting ,

H unan Universit y Finance and Economics , Changsha 410205 ,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t ransaction cost in our real world leads to incomplete cont ract s and needs p roperty
right s p rotection. The core of p rotecting property right s is to define p roperty right s correctly.
Accounting has t he f unction of deciding and defending property right s in microcosmic level. However ,
definition property rights in macrocosmic level should base on accounting. The essence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s preserving“Property Rights District Order”. Therefore ,the way of how to preserve“Property
Rights District Order”is property rights optimization ,whose object is symmetrical allocation of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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