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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定 乐趣生
刘尚希

人物小传

刘尚希，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党委书记、院长，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他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本土性，从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对收入分配、公共风

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诸多创新性研究成果，代表作有《收入

分配循环论》《财政风险及其防范的研究》《宏观金融风险与政府财政责任》《公共风险视角下的

公共财政》《大国财政》《以共治理念推进 PPP立法》 等，并发表了 《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

《论公共风险》《在不确定性世界寻找确定性》《以人为本的财政观：民生财政》等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求索求索““ 大国财政大国财政””之道之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最近几十年，人类面临

的不确定性迅速增加，公共

风险也成为现代财政的逻

辑基础，这是我观察经济社

会的基本视角和方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
定位。

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越来越关系经
济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中国财政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尚希也受到媒体和公众关注。

多年来，他一直研究财政理论和政
策，长期任职财政部研究机构，经历了财
税体制改革的复杂过程。财政体制、预算
管理、地方债务管理、税制改革⋯⋯他的
研究和观点在诸多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
多次在座谈会上向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
也时常在媒体或论坛上阐发观点。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刘尚
希。在桌上和地上摞满资料、摆放一张小
沙发外几无多余空间的狭小办公室里，他
畅谈起探索、研究“大国财政”的历程。

“财政”一以贯之

“我的经历比较‘单一’，从本科、硕士
到博士，读的都是财政学专业，毕业后参
加工作一直从事财政研究。”刘尚希说。

刘尚希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一个农
家，1980年考上了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
大学）财政学专业。对于财政学专业，他
坦言，作为农家子弟，选择专业是“蒙
的”。没想到，从此走上了“财政”的人
生路。

“大学课程设置也具有那个年代财政
的特点，当时的财政学专业课程中占主导
的实际上是会计学，包括会计原理、工业
会计、商业会计、预算会计等，所以我的会
计学基础比较好。”刘尚希说。在他工作
后，还出版过会计方面的著作。

从大学开始，刘尚希就对哲学产生了
强烈兴趣，对什么是“规律”很着迷。当
时，他阅读了很多书籍，还研究了当时流
行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读大三时，他在一家造纸厂实习后撰写的
报告就运用了信息论分析方法，从资金流
动反映的信息来观察工厂的整体情况。

注重哲学思维、思辨、思考，这形成了
他此后从事研究工作的风格，尤其体现在
他对不确定性、公共风险等领域的研究
上。大学毕业后，刘尚希考上了湖北财经
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专
业研究生，开启了财政理论研究之路，读
研期间就撰写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并在
毕业后留校任教。

“我感受到财政学涉及经济、社会、政
治、法律等方方面面，越来越觉得需要扩
充知识。”深感财政理论复杂性的刘尚希
在1987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
业博士，导师是著名财政学家陈共教授。

刘尚希的博士论文《收入分配循环

论》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仅仅
着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规，从流量与存量循
环的角度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后于
1995年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
选中获得一等奖。1990 年，在博士毕业
后，刘尚希进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
作，从此就一直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

坚持调查研究

“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这是
我治学的首要原则和方法。”刘尚希说。
调查研究的习惯在他读大学时就开始形
成，到了研究生时期，他更是先后三次专
题调研，其中两次是独立调研。

“有一次是到广西调研糖业，跑了大
半个广西，乡干部骑自行车驮着我到田间
地头。从甘蔗的种植到榨糖、销售全过程
收益分配作全过程的详细调查，探讨全过
程的收益分配是否合理。”刘尚希说，调研
后最终形成1万多字的报告，得到广西的
高度重视，将其作为调整甘蔗价格的重要
依据。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预期分
配”的看法，成为他后来硕士论文的选题。

这些经历不但形成了刘尚希的研究
方法和风格，同时也使分配问题成为他长
期关注的重点领域。

“我研究问题时从不迷信、崇拜所谓
权威理论或观点，不墨守成规、人云亦云，
而是从现实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
持独立思考，注重调研和创新。”刘尚
希说。

这种方法，正是他一系列研究取得重
要影响力的“秘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例子，就是他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
系的研究。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如何
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备受关
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的观点是中
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然而，2005年，刘尚希到陕西几个贫
困县调研发现，这些地方的“财权”并无办
法转化为现实的财力。当地的干部告诉
他，即使把所有税收都划归地方，也没办
法形成充足的财力。

“我这时就思考，财权主要与税种划
分相关，财力则是一级政府可支配财力，
包括自有财力和上级的转移支付。对落
后地区而言，‘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只是画
饼充饥而已，而‘财力’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

刘尚希由此得出结论，要从根本上理
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必须减少事权、财权、
财力组合的不确定性，不能教条式地强调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调研后刘尚希写出报告，得到当时财

政部领导的肯定。2007 年，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第一次将 1994 年分税制时期所
提出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表述正式
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这是对政府间
财政关系的重大变革，对我国财政体制改
革产生重要影响。

探究“大国财政”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建设
‘大国财政’，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中国走向复兴、担负全球责
任的战略选项。”刘尚希说。

刘尚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共领域
的探索者”。“最近几十年，人类面临的不
确定性迅速增加，公共风险也成为现代财
政的逻辑基础，这是我观察经济社会的基
本视角和方法。”刘尚希说。在财政学越
来越侧重于技术性讨论的今天，他试图构

建学科的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
上世纪末，财政风险这一概念在我国

还未被提起。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财政是
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实行的社会产品分
配，不会发生什么风险。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
风险问题受到关注，刘尚希受此启发对财
政风险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写出正式报
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研究财政风险的过程中，他发现公
共风险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于
是通过研究公共风险，对政府、制度、组织
以及财政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作出全新
的理论解释，并运用于公共财政问题的现
实分析。

“以整体观推进结构性改革”，是近年
来他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我国
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
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
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
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当
前应该通过以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为主
线的社会化改革，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全
面深化。”

刘尚希也对财税体制改革具体问题
展开深入研究。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PPP）是近年来他的一个重点研
究领域。“推广PPP模式是不亚于市场化
改革的一项重大改革。”他提出，PPP是政
府、市场、社会分工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
新模式，其核心是共治，应该以共治理念
推进PPP立法。

除此之外，刘尚希经常就公共话题发
声，比如呼吁要防止改革“空转打滑”、辨
析“死亡税率”等，被很多人认为敢说真
话、直言不讳。“我敢说真话的底气来自于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理
论、不哗众取宠。”他说。

建设一流智库

2014 年 8 月，刘尚希就任财政部财
科所所长。面对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
化建设中财政地位的重要性，他感受到财
政科研工作的新使命。“我们觉得应该立
足国内、放眼全球，打造出一流高端的财
政智库。”

经财政部同意、中央编办批准，有着
60年历史的财科所在2016年1月份正式
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刘尚希任院
长。更名的背后是建设一流智库的“雄
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
谈会也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有所
为。这些都为智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
度和政策环境，对财科院来说是一个难得
的机遇。”刘尚希说。

财科院成立后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
革与创新。“我们适应形势需要推进机构
改革，将 9 个研究室改为 12 个研究中
心，成立学术委员会，严格课题成果评
审，改革绩效考评体系。”刘尚希介绍。
此外，财科院还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
交流活动。

刘尚希沿袭自己多年注重调查研究
的习惯，分别就地方财政经济运行、降成
本等问题组织了三次大型调研，特点是注
重团队调研，几乎是举全院之力。“智库建
设应该打破以往‘学术个体户’的研究模
式，加强团队建设，以团队的力量打造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国家建言献
策、为百姓释疑解惑。”他认为，建设好智
库，要说真话、敢说真话，还要有能力说真
话，这就需要有厚重的人才储备和有强烈
的创新意识。

“大国伐谋。大国治理需要大国财政
思维，大国财政需为有效实现大国治理发
挥基础性作用，并上升到为全球治理发挥
世界性作用，成为撬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
力杠杆。这是时势赋予我们的责任。”刘
尚希说。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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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的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琢磨，
漫无边际地神游。还记得，当年在农村
田间集体劳动时，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比
赛想象力，看谁想象的东西更大、更厉
害。当时，我说我有一辆很大很大的汽
车，大到什么程度呢？在这辆车的方向
盘上可以起降飞机。

在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农村，吃一
顿饱饭都是奢侈，更不要说看动画片、小
人书和其他娱乐。在田间劳动的这种吹
牛，也就成为了我儿童时代的最大乐
趣。有一天晚上思绪乱飞，想着想着，想
到地球爆炸之后人类灰飞烟灭的情境，
竟然泪流满面，连枕头也打湿了。这种
杞人忧天式的想法，也使我逐渐养成了
喜欢追根溯源的习惯。

由于农村条件有限，少儿时代可读
的书很少，但好奇心弥补了这一不足，读
自然之书、社会之书。我兴趣广泛，但也
有一个毛病，容易与人争论，也就是俗话
说的“抬杠”。大学期间熄灯之后的寝室

夜话也是记忆犹新：无主题、无开头、无
结尾，直到争论累了渐渐睡去。这大概
也锻炼了后来研究所需要的想象力和逻
辑思维。

从喜欢琢磨到进入研究，到后来成
为我的职业，成为一个研究人员，是我没
有预料到的，这也许与我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信念有关。进入大学，开了眼界，知
道知识是分科的。上的是财政专业，但
我读的财政专业书籍却不多，由于中小
学底子没打好（劳动课多），进入大学不
得不恶补一番，什么都读。学到一些专
业知识，有了一些知识背景，开始搞调
查、写论文，尝试搞研究了。上研究生之
后，撰写论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探寻
人类生活中不曾触及的“底片”，也就成
为我的志向。志向定，而乐趣生。

研究财政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
幸运。要想了解人类社会演进，如制度
变迁、政治嬗变、经济发展、民主法治等
等，财政是一个最佳的观察位置。人类

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财
政史。站在财政这个台阶上来观察人类
社会，有比其他位置更多的优势，看得更
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我想起少儿时期看电影的经历，个
子虽小，但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之中，只要
找到一个板凳往上一站，电影画面就尽
收眼底。我觉得，财政就是观察人类社
会变迁的那条板凳，财政的一收一支，都
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牵扯，也是人类价
值观的映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一想到这些，研究财政，就不再是一堆枯
燥的数字，而是令人激动地等待揭开的
社会奥秘，好比看一部武侠小说，总是迫
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社会的奥秘像是一个顽皮的小
孩，总是躲着你。正如量子力学所揭示
的测不准原理，在由人类活动组成的社
会中照样发挥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无
止境地寻求，就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
棋。研究的乐趣，也就在其中。

张文瑞是江西永丰县皮肤病医院麻风村护理员，他
与麻风病人朝夕相处20载，始终做到不嫌弃、不抛弃、不
放弃。今年65岁的老张虽说不是科班出身，但多年来潜
心钻研医术，成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2015 年他被
评为第三届“感动吉安”人物，2016 年被评为江西省岗位
学雷锋标兵。“只要有病人，我就不会离开！”张文瑞说。

如今，71 岁的杨新根是麻风村的最后一位病人。老
杨的麻风病已痊愈，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行走艰难，
一直依靠张文瑞护理。 刘浩军摄影报道

张文瑞（右）和杨新根一起用餐。

张文瑞（右）给杨新根喂药。

张文瑞骑着摩托车送杨新根到街上去理发。

“我是崇州首个凭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获得银行
贷款的人！”回忆起初入行时的情景，作为我国首批农业职
业经理人，48岁的王志全依然难掩骄傲。王志全是四川
崇州隆兴镇顺江村农民，也是当地3个合作社的农业职业
经理人，管理着600多户农民的近3000亩土地，年收入几
十万元。

王志全自家种了3亩地，但种庄稼的收入不多。成为
农业职业经理人之前，他曾和周围很多人一样进城打工。
2010年，王志全返乡务农兼做小生意，同时被选为生产小
组长。变化发生在2011年10月份，村里动员社员拿土地
入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很快，有20户农民愿意入股
合作社，共 82.8 亩土地。在之后举行的合作社股东大会
上，他被聘为农业职业经理人。

合作社正式运转时，已到了小麦播种季，田地成了他
的全部事业。他每天跑到地里看麦苗长势，跟踪病虫害，
联系农机和植保队。麦苗要防虫，农户治虫成本15元一
亩，而合作社只需8元。收割季到了，农户请的收割机70
元一亩，而合作社是50元。年底算账，规模经营果然有效
益，合作社小麦平均亩产比普通农户多260斤。土地经营
收入除去成本后，与农户二八开，王志全每亩地获得180
元佣金。

很多农民看到合作社的土地交给王志全后收益明显
提高，加入的积极性高起来，老乡们时髦地称呼他是农业
CEO。2012年，政府主导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体系正
式建立，并颁发相应的证书。掌舵三个土地合作社后，王
志全管理着2987亩土地，还请了18名管理人员，多是60
岁以上老农，每年的薪酬是2万多元。随着合作社实力的
壮大，他在崇州开了两间门市，经营大米、面粉、菜籽油。
这些都由合作社生产加工，包装统一打合作社品牌。

进入2017年，王志全有了更远的打算：不仅要把三个
合作社的土地扩大到5000亩，还要把从成都师范学院毕
业的女儿带出来接自己的班。如今，像他一样的农业职业
经理人在崇州批量出现，已发展到1000多人。

农业职业经理人王志全：

从“泥腿子”到农业CEO
本报记者 乔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