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的适当范围”
25 年来的理论发展与应用

奥利弗·哈特　 翁笙和　①

编者按: 25 年前,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 哈佛大学

教授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提出了 “政府

的适当范围” 理论。 2020 年 2 月 10 日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 “亚洲卫生政策”
项目的系列学术会议 “卫生、 医学和长寿: 探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角

色”① 邀请了奥利弗·哈特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哈特在演讲中重新审视了他

们在 25 年前的理论框架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以及他最近关于规范、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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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Hart, 现任哈佛大学 Lewis P. and Linda L. Geyser 校级讲席教授, 自 1993 年一直在哈佛

大学任教。 他于 201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也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研

究院院士、 英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金融学会会员、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经济学会杰出

成员, 并拥有多个荣誉学位。 哈特主要研究合同理论、 企业理论、 公司金融以及法和经济

学。 他的研究着重于所有权结构和合同安排在公司治理和企业边界中的作用。 他出版了专著

《企业、 合同与财务结构》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中文版由格致出版社于 2016 年出

版), 并在许多期刊发表了文章。 他将自己在企业和合同方面的理论成果应用于数起法律案

件之中。 他曾担任美国法和经济学学会的主席和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 Karen Eggleston, 斯

坦福亚太中心副主任、 亚洲卫生政策项目主任, 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Free-
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高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 政府和市场在卫

生领域中的作用, 亚洲卫生政策, 尤其关注中国、 日本和韩国; 卫生生产率以及长期人口转

型的经济学。
本次会议详情还可参见网络研讨会: https: / / www. youtube. com/ watch? v = sDp7ytudbsE&feature =
emb_ logo。



原则和合同作为参照点方面的研究带来的启发。 在与翁笙和的对话中, 哈特还

回答了参会经济学家们基于 25 年前的论文提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 这些经济

学家也对如何运用哈特等人的理论来理解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医疗保健、 教

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提供了各自的见解。 在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翁笙和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我们将此次主旨演讲和对话的文字实录翻译成中文, 并

保留了原文字实录的格式。

翁笙和: 感谢大家对奥利弗·哈特在 2021 年斯坦福亚洲卫生政策项目系

列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角色的主旨演讲的关注。 作为一名经

济学家和奥利弗·哈特的学生, 我很高兴在他的主旨演讲之前, 先简要介绍一

下我们的网络研讨会 “ ‘政府的适当范围’: 25 年来的理论发展与应用”。
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将许多公共服务, 从卫生和教育到垃圾收集或监狱管理

等外包给私人组织, 是有争议的。 从应对疫情到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 (如可

持续性) 的创新, 关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这些领域的作用, 人们也有持

续的讨论。 现在, 我们一起讨论严谨的概念性思考如何影响一个有时会引起分

歧的思想观念问题, 可谓恰逢其时。
奥利弗·哈特、 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 25 年前的一篇开创

性论文中提出了 “政府的适当范围” 理论, 这篇论文的前身是 1996 年美国国

民经济研究局 (NBER) 的工作论文, 次年发表在 《经济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 上。① 为了表明该理论框架的后续影响, 我邀请了

哈佛大学刘易斯和琳达·盖瑟校级讲席教授、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奥利弗·哈特做主旨演讲, 并请他谈一谈他的一些看法。 在此次网络研讨会

上, 奥利弗·哈特回答了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学者预先录制的视频问题, 以及

他们对我为庆祝哈特、 施莱弗和维什尼提出该理论 25 年制作的视频发表的看

法。 这一视频文件可以在斯坦福亚洲卫生政策项目网站和亚太研究中心的

YouTube 频道上观看。② 在本次主旨演讲和对话实录的最后, 我们提供了向哈

特、 施莱弗和维什尼在 25 年前提出该理论致敬的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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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Hart,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12, Issue 4, November 1997,
Pages 1127 - 1161, https: / / doi. org / 10. 1162 / 003355300555448.
https: / / www. youtube. com / watch? v = g9JRhGpXC2Y&feature = youtu. be.



奥利弗·哈特: 非常感谢你把这些整合在一起, 并制作了那份视频。 有些

人可能看过, 有些人可能还没看过。 当然, 我是看过的。 那份视频真是太令人

惊喜了。 你召集了一群优秀的人来思考这项研究。 事实上, 这整件事真是让我

受宠若惊, 因为我以前并没有认识到有多少人受这篇论文的影响, 以及他们是

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应用它。 我知道有一些应用, 但还有一些我并不知道, 所

以这一切真是令人惊喜。 实际上,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是要参加自己的 “葬
礼”, 当你参加葬礼时, 每个人都会说关于这个人的美好事情, 你有时会想

“好吧, 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没人提到那些。 我有点这样的感觉。 人们

对我们的这项研究太宽容了, 而且很少有人提出批评, 但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

批评的。 事实上, 我自己对此也有一些批评, 今天我会提到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我应该做的是, 首先思考一下, 如果我现在写这篇论文, 该如何以不

同的方式呈现。

为什么我们将理论应用于监狱管理?

有一件事我不会改变, 那就是选择聚焦于监狱管理。 在预先录制的问题和

视频中, 包括大卫·马蒂莫特 (David Martimort) 在内的一些人对我们选择将

理论应用于监狱管理表示惊讶, 问我们为何要这么做。 事实上, 我认为这有非

常好的理由。 在很多例子中, 在政府直接参与活动或与私人供应商签订 (外
包) 合同之间有一个选择, 有些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真的需要政府参与。 例

如, 学校。 当然,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学校, 但一些保守人士可能认为,
应该只有私立学校, 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代金券或类似的东西。 同样的争论也适

用于医疗保健领域, 可能甚至适用于垃圾收集。 你可以想象, 每个家庭处理他

们自己的垃圾, 或者直接交给私人承包商打理, 但没有一个由市镇政府管理的

垃圾处理系统。 我认为, 监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因为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清

楚地知道没有人会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市场”。 显然, 监狱必须由政

府支付费用。 这样, 我们三个人考虑的问题就出现了。 政府有两种方式做这件

事: 一是让政府职员管理监狱; 二是与私人公司签订合同, 由其管理监狱。 我

想, 这就是为什么监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而且我会坚持用这个案例。 但

是, 也有一些事情我是不会坚持的。

以不同方式对两个方面建模

我们对 “政府的适当范围” 构建的模型沿用了我之前所做的一些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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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即格罗斯曼 - 哈特 - 穆尔模型 (Grossman-Hart-Moore model, GHM),
通常被称为企业的产权理论。 在该模型中, 即使信息是完全的, 合同也是不完

备的。 模型中也没有财富约束, 或者至少它们看起来不是很重要。 因此, 你可

能期望一个科斯或纳什式的结果, 也就是说, 人们会在事后讨价还价以得到一

个有效率的结果; 换言之, 合同重新谈判总是会产生事后有效率的配置。 所有

的行动都是以事前有不可签约的投资为基础的。 这是我们 1997 年那篇论文的

一个特点。
我不得不说, 当时, 在经验上我并不相信这一点, 只是模型给了我们一个

这样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认识到事后潜在的低效率是第一重要

的。 当然, 科斯或威廉姆森等人之前也强调过这一点, 但这并不是我们最初建

模的一部分。

为事后低效率建模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关注的是狱警缺乏训练的问题, 即监狱的狱

警可能不太合格。 私人保安公司可能想通过雇用不称职的狱警以削减成本, 而

且对他们的训练也不够。 这可能会带来问题, 特别是在处理暴力情况时。 我不

得不说, 我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如果你想想最近发生的关于警察应

对暴力事件的方式, 显然, 这些都是很难签约的。 实际上, 我认为这一点很值

得我们关注。
这是我们的模型的一个特点, 即选择低技能狱警实际上是事后有效率的。

你们中还记得这个模型细节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总是假设削减成本导致质量下

降, 但是如果成本下降的价值超过了质量下降的价值, 那么削减成本的做法实

际上就是事后有效率的。 低效率源自私人供应商为了发现削减成本的可能性而

配置了太多的资源。
但我真的不相信这是事实; 我认为, 在实践中, 你会遇到事后的问题, 而

不是事后的有效率。 你要么用更好更贵的狱警取代低技能狱警, 要么改变训练

计划。 因此, 问题可能是, 重新谈判存在困难, 比如可能会有很多争论, 要花

费很多时间等; 或者, 重新谈判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可能最终会遇到有问题的

狱警, 而且不得不忍受事后的低效率, 也就是说, 导致更多的暴力。 我肯定想

考虑这一点。
问题在于, 将这一点纳入模型并不容易。 如果你试图建立事后低效率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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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你会怎么做呢? 一种可能是引入不对称信息; 巴贾里和塔德利斯 (Bajari
and Tadelis, 2001) 在 《兰德经济学杂志》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发

表的一篇优秀论文中就是这样做的。 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从机制设计理论

看, 总有一些巧妙的方法可以通过某种机制绕过不对称信息。 另一种可能性是

使用我已经研究了 10 年的方法, 即以合同为参照点 (reference point)。 2008 年,
我和约翰·摩尔 (John Moore) 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 “遮遮掩掩” (shading)①,
也就是说, 对于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会有效率地重新谈判, 但这将是一个

混乱的过程,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一方会觉得重新谈判没有按照他们认为

应该的方式进行。 所以, 彼此的关系会给人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 进而导致未

来缺乏合作。 这是另一种刻画事后低效率的方法。 但不管怎样, 我认为这在模

型中是很重要的。

对激励与控制权分离建模

我认为, 我们的模型还有另一个我并不特别喜欢的特点, 那就是激励和控

制权是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把激励计划与控制权配置分开考虑。 例如, 我

们总是假设如果政府将监狱外包给一个私人承包商, 私人承包商将承担成本,
因此他有动机想方设法削减成本, 有时还会过度削减。 我们没有考虑这种可能

性, 也许你可以弱化削减成本的动机, 例如, 通过某种成本加成合同 ( cost-
plus contract)。 政府会说: “你不用承担成本, 我们同意承担。” 当然, 这可以

弱化私人承包商削减成本的动机。 现在, 如果我重新建模, 也许会考虑一种可

能性, 即设法分离激励和控制权配置。 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在私人部门提供

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低能激励 ( lower-powered incentives) 以减轻激励效应

(incentive effects)。 同样, 在公共部门提供的情况下, 理论上你可以对监狱长

进行高能激励 (high-powered incentives)。 你可以让他们承担一部分成本, 作

为其激励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可能的, 而且我认为探索其可能的影响也是

很有意义的。
这也与非营利组织的可能性有关。 在事先录制的视频中, 乔·纽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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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2008. “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 ” Quarterly Journal of E-
conomics CXXIII (1): 1 - 48。 在这篇文章的第 3 页, 作者提到, 我们假设, 如果一方觉得他

得到了应得的东西, 他很乐意尽情展示, 但如果他被欺骗了, 他就会有所保留, 我们称之为

“遮遮掩掩”。 ———译者注



(Joe Newhouse) 和其他一些人说, “那么, 有没有某种中间安排, 也就是说,
你有一个私人供应商, 但这个私人供应商是非营利的”。 这是另一种可以减轻

激励效应的情形。 在低能激励下, 他们不再有很大的动机削减成本或降低质

量, 所以, 即使你把控制权交给他们,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 这只是部分解决方案, 原因有二。 首先, 即使非营利组织不通过分

配利润致富, 它们也有很多办法致富。 有时你会读到一些报道, 非营利组织中

的高级管理人员拿着很高的薪水。 在削减成本和获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下, 他们

可能会找到一些奖励自己的方法。
其次, 最理想的做法是让政府和管理公共设施 (比如管理监狱) 的人有

一致的偏好。 在理想情况下, 你想把监狱的社会利益转移给监狱管理的提供

者, 比如监狱长, 如果是私人公司的话, 就是监狱的所有者。 我们在模型中用

B (. ) 表示, 它反映了囚犯受到适当对待带来的好处。 监狱显然不是豪华酒

店, 但你还是希望囚犯身体健康、 能回归正常生活、 吃得也好, 而且能够锻炼

身体、 不越狱、 不打架。 这些都是 B 的方方面面。 但管理监狱是有成本的。 在

一个理想的世界里, 你把社会收益转移给监狱的所有者或者管理监狱的人, 接

着让他们也承担成本。 然后, 他们会考虑 B - C (收益 - 成本)。 事实上, 做

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 B (. ) 是相当模糊的。 它不是一种能通过合同

转移的可核实的回报。 这意味着, 即使你可以做模型没有考虑到的很多事情

(比如, 创建一个非营利组织), 也永远无法使偏好完全一致。 我认为, 在偏

好不一致的世界里, 谁拥有剩余控制权 (即谁有权决定合同之外的事情) 仍

然是重要的。 如果你拥有剩余控制权, 你会最大化你的偏好; 如果我拥有剩余

控制权, 我就会最大化我的偏好, 但结果将会不同。

引入指导原则, 解决合同的不完备

我想, 我需要指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 尽管这几天我尝试在模型中加入其

他东西来丰富它, 但这并不容易。 原因之一是, 我们没有一种广为接受的对不

完备合同建模的方法。 令人难过的是, 经过这么多年, 它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 无论你构建什么样的不完备合同模型, 总会有你是否可以做得更好这样一

个问题: 你能不能尝试一些机制, 或者你同意遵循的一些谈判协议; 又或者当

涉及控制权的时候 (有些评论提到了这一点), 也许你不必把所有的控制权分

配给我或你。 实际上,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划分控制权。 我们可以说,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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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些事情, 私人经营者决定另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协商的事

情。 我们很难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界限是什么。
我只是想谈谈最近的研究, 而不是关于我们 25 年前的那篇论文, 也不是

关于监狱、 医疗保健或者任何类似的事情, 而是关于两家私人公司如何能够更

好地彼此签订合同, 因为它们签订的任何合同都是不完备的。 我和业界人士大

卫·弗莱德林格 (David Frydlinger)、 凯特·维塔塞克 (Kate Vitasek) 一起,
探索了使用指导原则 (guiding principles) 的想法 (参见 Frydlinger、 Hart and
Vitasek, 2019)。 合同双方认识到一些他们没有写进合同的事情将会发生, 并

就此达成一致。 我认为, 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克·达根 (Mark Dug-
gan) 提到了疫情对监狱的影响, 实际上疫情显然影响了每一个人。 双方可以

事先达成共识: “当发生了我们没有考虑或没有写入合同的事情时, 我们会用

指导原则找出正确的做法。” 这里有六条指导原则: 忠诚 ( loyalty)、 公平

(equity)、 诚实 (honesty)、 正直 (integrity)、 自治 (autonomy) 和互惠 (reci-
procity)。 实际上, 业界人士已经使用了这些指导原则, 并建议他们的客户也

使用。 我与他们合作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参照点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指导

原则能发挥作用。 我们一起撰写了一些论文,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

的网页上找到。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当政府与私人供应商签订合同时, 比如提供监狱服务

的合同, 你可以使用这些指导原则。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前进的方向。 政府实际

上并没有保留控制权, 而是可能采用了外包的解决方案, 然后通过采用这些指

导原则来改进不完备合同。

翁笙和: 好的, 非常感谢您。 在座的各位, 请在问答环节随意提问。 非常

感谢我在视频中采访过的人。 还有一些人今天来到了现场。 我想我应该从其中

的一些问题开始。 您不仅提到了最初的框架 (财产所有权和 25 年前的论文),
而且还提到了您最近在指导原则和合同作为参照点方面取得的成果 (例如,
Hart and Moore, 2008)。 这两个框架 (分别关注事前和事后的摩擦) 提出了一

个问题: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或补充对特定情境、 问题或实证应用的

建模?

奥利弗·哈特: 实践中, 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都很重要。 事后问题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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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但我认为激励也很重要。 例如, 创新。 我们在 25 年前的那篇论文中指出

的一点是, 在私人部门提供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新。 我确实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我把这看成是一种事前效率, 所以我完全不想去

掉它。
问题是, 对于任何模型, 从本质上来说, 你都希望它们是简单的。 你并不

想把它们弄得太繁复。 我们确实难以考虑太多的方面, 也很难在一个模型中刻

画所有的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 正确的模型可能取决于情境, 所以我认为, 相

比于垃圾收集、 医疗保健或学校, 对监狱使用一个不同的模型会更好。

翁笙和: 谢谢您。 伊莉莎贝塔·约萨 (Elisabetta Iossa), 可能您在视频中

见过她, 她想请您分享您对理论的某个特定应用的看法。 我知道您是一位理论

研究者, 因此不需要马上回应。 她的另一个问题是: 您对医院所有权可能影响

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有何看法?

奥利弗·哈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打赌, 她在这方面知道的比我

多。 我的直觉是, 在危机时期, 比如在当前的疫情下, 集中化的权力可能相当

有用。 我想, 我说的是很多人对美国的感受。 美国拥有一个分权化的体制, 每

个州都有自己的政策, 在疫情时期, 这个体制运行得并不是很好。
一些企业理论认为, 一体化的好处不仅包括解决事后重新谈判的问题, 而

且包括更好的协调。 如果你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 ( central authority), 就像在

一个单一企业里那样, 这个机构基本上可以说: “好的, 这个部门做这件事,
那个部门做那件事。” 这可能比你拥有不得不与之谈判的独立单位要好。

例如, 尽管英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 某些方面处理得很糟糕, 比如有很多

人死亡, 但在疫苗接种方面, 因为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在该体系下, 英国基本每个人都有一位全科医生), 英国的疫苗接种

要比美国快得多。 在美国, 情况比较混乱。 高层拥有很大权威的体制有时候确

实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这并不是对医院所有权问题的直接回应, 而是更一般

的回应。 但在其他情况下, 可能并非如此。 集权和分权之间存在权衡取舍。 在

危机时期, 集权的好处更明显。 例如, 如果处于战争状态, 你不能让美国的各

个州来决定如何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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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笙和: 有一个问题提到, 这个论点通常与联邦制有关。 您是这样看

的吗?

奥利弗·哈特: 是的。 我并不是说集中控制总是更好。 我想说清楚的是,
并不能仅仅因为集中控制在处理危机时非常有效, 就推断它总体上会更好。 这

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果把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美国医疗体系相比较, 我认

为双方都会有各自的一套说法。

詹姆斯·马尔科姆森 ( James Malcomson): 哈特、 施莱弗和维什尼在

1997 年发表的文章涵盖了极端情况, 即一种设施要么由政府拥有, 要么由私

人公司拥有, 所有者拥有完全的剩余控制权。 但以英国的私有化监狱为例, 政

府仍然拥有建筑物等。 我的直觉是, 这种私有化将剩余控制权的一部分 (但
不是全部) 转移给了私人经营者, 这便产生了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某种情况。
对这种情况建模, 我想我们需要两种类型的质量创新: 一种是对你们讨论的私

人模式的创新, 另一种是对公共模式的创新。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中间模式

在何种情况下能优于两种极端模式。

奥利弗·哈特: 暂且不论你提的这个问题。 首先, 我要说的是, 我确实提

到过分拆控制权是可能的。 实际上, 这是一个例子, 因为你可以说, “好吧,
你拥有监狱, 但我有权知道未来三年监狱里会发生什么”, 或者对医院而言,
也可以有类似的安排。 我想, 对于什么好什么不好, 我并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

答案。 我会假设, 如果控制权是分离的, 在合同期限结束时, 政府就可以更容

易地更换私人提供商。 如果政府拥有一座监狱, 而管理这家监狱的公司做得不

是很好, 那么政府可以把它收回来, 也可以找其他承包商。 然而, 如果承包商

拥有监狱, 你就不得不从他们那里买回来, 这既昂贵又棘手。 所以, 这一定会

产生影响。 一方面, 它可能鼓励更好的行为, 因为你必须说服政府续约。 政府

可以很容易地摆脱你, 从而让你保持警觉。 另一方面, 它可能会阻碍有助于提

高效益的长期投资, 因为私人承包商总是面临被解除合同的风险, 无法从其长

期投资中获益。 控制权分离肯定会产生影响, 但究竟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

影响, 这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詹姆斯·马尔科姆森也问了第二个问题; 我不

知道你是否想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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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笙和: 是的, 他在问答环节也问了第二个问题: “在你们的论文中, 当

经理采取行动后, 双方重新谈判以分享收益。 所有权很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重

新谈判中的违约收益 (default payoffs)。 但是, 至少对英国的公共服务部门来

说, 我不知道在合同结束前与现有管理者 /提供商进行了多少实际的重新谈判,
据我所知, 双方通常会在合同到期后, 就合同的续约期限进行重新谈判。 我很

想知道, 奥利弗是否认为, 即使没有明确的重新谈判, 也有可能出现你们在论

文中得出的结果; 或者, 是否可以将你们的模型视为动态过程的单期模型?”

奥利弗·哈特: 他 (指詹姆斯·马尔科姆森) 曾提到, 根据他的了解,
在合同期内的重新谈判并不多。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合同期内的重新谈判。
一旦你开始提出这些事后问题和极端情况, 分歧会很大, 以至于重新谈判可能

根本不会发生。 例如, 如果你在合同中做了一些我认为不合适的事情, 也就是

说并不符合合同的精神, 我可能就不太愿意付钱让你做正确的事情。 我在这里

谈论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不知道政府是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必须考虑特定的

情况。 我付钱给你让你不要做坏人, 对敲诈的这种让步是不对的。 我会拒绝这

样做, 并承担后果。 但另一方面, 重新谈判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疫情似乎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马克·达根提到了疫情期间监狱发生的情况。① 突然之间, 你

必须改变对待囚犯的方式。 你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 而且费用会相当

高昂。 至于费用由谁承担, 这将是一个问题。 合同里肯定没有关于疫情的条

款。 也许, 没有任何条款真正涵盖类似的情况。 某种形式的重新谈判似乎是不

可避免的。 在某些情况下, 它也一定会发生。

翁笙和: 谢谢您。 以此为基础, 正如您看到的, 视频中的许多受访者, 以

及今天的听众, 都对卫生政策感兴趣。 卫生政策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目标。 一位

听众问, 您对这个多重目标的问题有何看法, 比如: 提供医疗保健、 覆盖最大

人数、 降低成本、 促进创新 (您提到过)、 提高响应能力, 等等。 从您的框架

来看, 您会如何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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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哈特: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讨论的收益函数 B (. ) 实际上可以

涵盖很多事情, 在论文中, 就是以适当方式看管囚犯的收益。 我已经提到了其

中的一些, 我们可以谈论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回归正常生活、 不越狱等。 经

济学家可以把这些统统归为一类, 因为他们从货币的角度看待问题, 其中每一

项都可以用某种货币利益来衡量, 你只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就行了。 问题可能涉

及一致性偏好或激励方案。 如果某一件事情是可以度量的, 比如囚犯越狱或者

囚犯很少, 那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激励方案中。 但是, 根据霍姆斯特朗和米尔

格罗姆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 的研究, 我们知道这并不总是一个好

主意。 因为如果你关心的是另一些事情, 你就不想让你能度量的那件事情过于

重要。 最好是有更均衡的激励机制, 也就是说, 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你能度量

的那件事情上。 我认为, 这也使得控制权变得很重要。 我能做的是, 如果不能

激励你, 至少有能力阻止你做不合适的事情, 这就与控制权相关。 至少在理论

上, 多重目标是可能的, 但在实践中, 这将是一个挑战。

翁笙和: 谢谢您! 与此相关的是, 安妮塔·穆克吉 (Anita Mukherjee)
(您可能在视频中见过她) 以及像马克·达根这样的其他学者提到, 如今, 有

很多新技术、 大数据和新颖的度量方法; 因此, 可签约性 (contractibility) 在

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 这有助于解决问题, 还是会加剧多任务问题? 也许这取

决于环境。 关于这些, 您有什么想法吗?

奥利弗·哈特: 是的, 安妮塔·穆克吉在视频里说了很多有趣的事情,①

我希望将来能见到她。
首先, 这是一个 “我们能否做得更好?” 的问题。 是的, 合同是不完备

的, 但我们能不能想出另一个我们可以度量的东西, 并把它放在合同中? 她的

意思是, 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获得, 但有关多任务的观点也表明, 在合同中写

入一些东西是不利的。
我认为,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可能重要但并不容易建模的一点是: 如果你把

更多的东西加入合同, 但接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合同中约定, 你把太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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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合同的事实可能会使你更难以对那些没有写入的事情进行谈判。 关于这方

面, 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如果你在合同里写了很多东西, 但发生了一些没有包

括在内的事情, 我可能会说, “好吧, 凯伦 (指翁笙和, 下同), 关于那个问

题, 我不会对你很好, 因为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好像什么都考虑过了, 但你

没把这点写在合同里。 那是你的问题。” 而如果合同比较宽松, 我可能会这样

想: “好吧, 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被遗漏了。 现在我们需要体面、 公平地填补

漏洞。” 我认为, 在合同中加入太多东西是有代价的。
最好是有一些指导原则, 也就是说, 有一些更普遍的处事原则, 而不仅仅

是设法将合同写得事无巨细。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其他措施可用时, 它们就没

有任何作用。 我认为, 认识到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稳定, 这也是很

重要的。 同时, 随着我们有更多的东西要度量, 不确定性也会更多。 很多人都

在谈论这一点, 而且这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我不确定, 哪一种情况会

胜出。

翁笙和: 谢谢您! 这也与马克·达根的观点和问题有关。 他认为, 人们可

能希望使用所有技术和各种新方法来监控质量, 例如伊莉莎贝塔·约萨提到的

监控公交车站和等车时间,① 技术的改进可能会影响外包的能力。 但我们还没

有看到这可能也意味着监狱或 K-12 (基础教育) 学校外包的趋势。 您认为,
技术的改进助于解释承包或外包的模式吗?

奥利弗·哈特: 嗯, 我不知道。 我想很多出现在视频中的人或者提问题的

人都比我知道的更多, 尤其是关于政府案例。 就像我说的, 我和业界人士写过

的那些文章, 都是关于私人部门案例的。 它们涉及那些已经决定外包的公司。
问题是, 如何做得更好。 实际上, 我们在 《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个例子, 从 2019 年起, 戴尔将维修业务外

包给了联邦快递 (Fedex)。 它们从一份长达 100 页的合同开始, 里面有大量关

于联邦快递需要做什么的规定。 只是这样做的效果不太好, 而且双方都不开

心。 最终, 它们转向了使用指导原则的合同, 其效果似乎更好。 我并不了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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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正在尝试的各种外包方式, 而且也不知道哪些成功了, 哪些失败了。 有时,
你可能有一项很好的措施, 比如 “公共汽车晚点造成了这么多 (X 美元) 的

损失, 所以你要付 (X 美元的) 罚款”。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措施总是行不通;
我们知道, 对于简单的事务, 标准合同非常有效, 但不适合其他类型的事务。
例如, 考虑对员工的监督, 作为一名员工, 你是否希望一直都有绩效衡量标

准? 原则上, 我们可以转向一个全天候监督员工的系统, 员工所做的一切都受

到监督, 比如他的休息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但这是很多人讨厌的事情。 它会扼

杀工作的主动性或任何优秀的工作表现。 想象一下, 作为一名学者, 如果身处

这样的工作环境, 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更多的监督实际上

可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翁笙和: 这也与马克·达根、 阿努普·马拉尼 (Anup Malani) 和其他人

就你们那篇文章的理论框架提出的规范性问题有关, 正如标题 “政府的适当

范围” 表明的那样。 但是, 该框架也可以是实证意义上的, 即解释实践中观

察到的合同外包趋势。 您对各类文献或实践如何在规范或实证意义上应用这一

框架有什么想法吗?

奥利弗·哈特: 阿纳普·马拉尼, 你好! 不知道他是否在会议现场。 我从

他正在做的那些研究中学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而且这些研究听起来非常

有趣。 我想视频里的人, 或者至少其中一些人, 实际上正在运用这个框架为政

府提供建议, 毫无疑问, 还有其他人也在这样做。 我肯定他们知道的比我多。
至于它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 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认为,

这些模型为确定我们应该做什么提供了一个框架。 监狱应该由私人公司管理还

是应该由政府管理? 当然,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记得, 奥巴马在他的总统任

期即将结束时, 宣布联邦监狱将全部归政府所有, 然后是特朗普, 他大概什么

都没做。 现在, 我想拜登和奥巴马说过同样的话。 他大概只能控制联邦监狱,
但还有州监狱。 如果这个决定是在经过慎重考虑, 也许还是在运用了我们的理

论框架之后做出的, 那就更好了。 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认为, 我们这个理论

框架的意义并不是给出答案。 看看论文中的模型吧, 那里既有收益也有成本。
因此, 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 我们确实建议, 当涉及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时,
权衡的结果朝向政府控制, 即政府所有权。 但作为经济学家, 我们能做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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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或者至少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一种思考方法。 做出决定的是那些真

正了解当前环境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认为它既是规范的 (这是你应该

思考它的方式), 而且它也可能影响人们最终做出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它

又是实证的。

翁笙和: 在论文发表的时候, 您的一些同事, 实际上也是共同作者, 已经

在私有化方面做了一些研究。 我想知道, 这个框架以及您当时对它的关注, 是

否与柏林墙倒塌、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在这一进程中的私有化有关?

奥利弗·哈特: 这是个好问题。 我想, 答案是这并没有影响我, 但事实

上, 我的确记得这篇论文的起源是安德烈·施莱弗来我的办公室说, 他认为政

府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将是我在企业理论研究方面的有趣应用。 这是他的主

意。 罗伯特·维什尼在芝加哥, 也许他们讨论过, 但无论如何, 我不是这一特

定应用的发起人。 当然, 安德烈也参与了俄罗斯的私有化和类似的事情, 所以

这可能是他的兴趣来源, 但不是我的兴趣来源。 我之所以感兴趣, 是因为作为

一名理论研究者, 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应用。

翁笙和: 在您的几份出版物中, 您提到您曾处理过几个法律案件, 这些案

件也许不仅仅引用了这篇论文, 而且引用了您更广泛的研究成果。 您能否谈谈

从中得到的一些经验?

奥利弗·哈特: 当然。 我曾经处理过一些案件, 它们与我在企业边界方面

的理论研究非常接近, 不是 25 年前的这篇论文, 而是之前的那些论文 (尽管

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 我处理过两个案件: 一个是布莱克和戴克公司诉美国

政府案 (Black and Decker vs USA), 另一个是美国富国银行诉美国政府案

(Wells Fargo US vs USA)。 在这些案件中, 公司剥离了一些原本在其内部开展

的业务, 建立一个新的实体。 例如, 布莱克和戴克公司内部有一个单位负责处

理员工和退休人员的健康福利。 然后, 它们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做这件

事, 也就是说, 它们剥离了那些业务。
富国银行在房地产领域做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把富国银行看成一家银行。

但事实上, 富国银行拥有很多房地产, 剥离房地产业务的原因是它与其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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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 不再需要所有的房地产。 于是, 它把这些房地产用于出租, 在公司内

部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租赁业务, 然后, 它把这一业务放入一个独立实体, 也就

是说, 创建了一个新的实体。
事实证明, 在这两个案件中, 剥离其内部业务都使公司获得了很大的税收

优惠。 我们不需要深入相当复杂的税收细节, 我想, 这个税收漏洞后来也被堵

住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 剥离公司内部业务可以获得巨大的

税收优惠。 然而, 为了享受税收优惠, 它们必须证明交易有商业目的。 除了税

收, 还必须有某种经济效率的提高。 基本上, 布莱克和戴克公司与富国银行都

认为, 创建一个新实体将大大增强激励: 当负责某些业务的人变成老板时, 这

些业务的运营效率会高得多。
这两笔交易的有趣之处在于, 母公司仍然完全控制着业务的运营。 尽管布

莱克和戴克公司创建了一个新实体, 富国银行也创建了一个新实体, 它们实际

上都拥有 100% 的控制权。 我认为, 如果公司的边界是关于剩余控制权的分

配, 那么在这两个案件中, 剩余控制权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就实际控制权而

言, 这种安排与布莱克和戴克公司或富国银行内部的一个单位一样。 如果说激

励机制有所改善, 那是因为它们给员工提供了更高能的激励方案, 而它们在公

司内部也可以这样做。 问题是, 如果它们在公司内部那样做就得不到税收优

惠。 这就是我的观点。
在这两起案件中, 我都代表美国政府表示这是一种骗局, 因此, 它们不应

该享有税收优惠。 第一个案件以和解告终, 第二个案件美国政府胜诉。 实际

上,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法院出庭, 向法官解释了企业理论。 我不知道他

有多感兴趣, 但他确实在判决中赞许地引用了我的证词, 所以我想, 这两个案

件最终都得到了圆满解决。
然后是第三个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我可能走得太远了。 但我还参与了另一

个目前还在审理的案件。 事实上, 这个案件与前面两个案件刚好相反: A 方

100%控制了一个实体 B, 但出于税务原因, A 方想要声称它与 B 方是合伙关

系。 但实际上, B 方并无有效的控制权。 这就像硬币的另一面。 如果你和我是

合伙关系, 但你负责运营管理, 那真的是合伙关系吗? 我认为不是。 这类似于

一个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 我可能拥有一小部分股权, 但这些股权就像一个激

励方案, 我并没有决策权。 这些都是我参与过的案件。 实际上, 它们都很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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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笙和: 太好了, 谢谢您的分享! 在您的指导原则研究中, 我相信也有一

个与卫生政策有关的案件, 涉及医院医生 (Hospitalists) 和合同的变更。 也

许, 您能花几分钟谈谈那个案件吗?

奥利弗·哈特: 当然, 这是我目前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案件。 我提到过这篇

在 《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的论文, 这是我与大

卫·弗莱德林格和凯特·维塔塞克合作完成的, 他们都是业界人士, 真正将指

导原则付诸实践。 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解析指导原

则, 他们认为这在实践中似乎也行得通。 与此同时, 我和大卫·弗莱德林格还

写了另一篇姊妹文, 我们想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 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读

《哈佛商业评论》。 我们的文章有一个模型, 但也有几个案件, 而且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正在这里讨论的案件。 我之所以会想到它, 是因为我们想在一份好的

期刊上发表这篇论文, 但是非常不成功, 我们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推销它。 我

想, 在我们的修订版中, 我们会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你所说的医院医生身

上。 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让我简单地描述一下。
这一案件涉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 的温哥华岛卫

生局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Authority), 该卫生局与一群医院医生签订了合

同。 我相信你们知道, 医院医生是在医院工作并看护住院病人的医生, 经常处

理相当复杂的病例。 这是作为政府实体的温哥华岛卫生局和一群医院医生达成

的一项外包安排。 在签订合同几年后, 加拿大颁布了一部新法律, 规定家庭医

生不再陪同病人到医院就诊, 显然这种陪同的做法以前很常见, 但现在停止

了。 这种变化意味着, 医院医生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因为没有任何人帮助他

们。 他们的工作量不断增加, 压力也越来越大。 我们对这种情况的解读是, 卫

生局不太顾及医院医生的感受, 不允许医院雇用更多的医院医生来从事这项工

作, 所以压力和工作量都在上升。 医院医生的回应是, 拒绝让病人从急诊室进

入医院的主楼 (这是接收病人的主要渠道)。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有太多的

病人, 对已有的病人也已经很难照护好, 他们可能觉得拒绝接收新病人在道德

上没有那么糟糕。 这导致了一种瓶颈, 而且卫生局和医院医生都有很多不好的

感觉。 基本上, 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好感都每况愈下。 当合同到期要续签时, 他

们试图重新谈判, 但没有成功, 因为对这件事有太多不好的感觉。 问题是, 医

院医生们认为, 温哥华岛卫生局对他们的情况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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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谈判或续签合同失败后, 他们最终决定尝试一些不同的做法。 他们

采用了指导原则的方法或既定的方法 (vested approach)。 他们找到了我的合著

者 (我还没见过他们, 但正如我所言, 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 他们听说了这

种方法, 得到了建议, 然后签署所谓的既定合同 (vested contract) 或正式的关

系型合同 (formal relational contract)。 这是一份正式的合同, 当然, 它有很多

标准类的东西, 即标准条款, 但随后又添加了指导原则 (正如前面提到的①)。
这些原则被写入正式的合同, 并加以解释, 即当事人说明他们所谓的公平、 忠

诚或自治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 当事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达成合同的过程; 《哈佛商业评论》 上

的那篇文章描述了这一过程, 对细节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Frydlinger,
Hart and Vitasek, 2019)。 当事人不仅见面, 把指导原则写入了合同。 实际上,
当事人还必须分享和讨论他们各自的愿景, 并努力达成一个共识, 即他们的愿

景是一致的。 在真正完成交易之前, 他们有很多沟通。 一旦达成协议, 在合作

期间, 双方也要进行沟通。 他们同意以各种方式进行沟通; 他们建立了治理安

排, 如果出现问题, 他们有互相商谈的团队, 等等。 沟通渠道和治理都是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发现, 以前非常难处理的事情现在可以处理了。 我们在文章中给出了

几个例子。 其中一个是关于临终建议的。 在加拿大, 有一种做法是给那些临终

病人提供建议, 告诉他们有哪些可能性。 合法化的临终医疗救助是一种新服

务。 人们希望医院医生承担这一额外任务。 我们访谈了这项业务的一些参与

者; 他们说, 在过去的常规合同中, 关于这项业务是否在合同范围之内有很多

争论。 最初的合同是否已经规定, 凯伦, 你作为一名医院医生, 根据加拿大新

的法律规定, 有义务提供这种帮助吗? 你可能会认为, 这不在最初的工作范之

内; 这是新服务, 因此你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 总之, 这种新的医疗服务

引发了很多争论。 但是现在, 我们被告知, 至少在指导原则和所有其他的既定

方法下, 他们实际上找到了一些合理的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疫情中。 疫情意味着医院里的病人少了很多, 但是病

人比以前病得更重。 现在的问题是, 相比病人的数量, 医院医生的数量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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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 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更危险了, 该如何处理这一事实。 卫生局和医

院医生达成了妥协: 医院医生之间分担工作, 并接受更低的薪酬, 但不会像双

方行为不合理时那么低; 他们同意把一些不工作的时间 “储存起来”, 也就是

说, 当这一切结束后, 他们愿意多工作一些额外的时间。 总的来说, 双方达成

了合理的妥协, 参与者说, 这在过去是比较困难的。

翁笙和: 在法律体系的效率、 稳妥性 ( robustness) 或可靠性可能存在问

题的情况下, 您认为指导原则甚至更重要吗?

奥利弗·哈特: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想,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你有一

个相当不错的法律体系, 就可以用标准合同来处理大量的问题, 其余的可以用

指导原则来处理。 如果你没有任何法律体系, 就必须用行为规范来解决每一个

问题, 所以我想强有力的行为规范是更重要的。 不过, 我想强调一点, 即使在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中, 指导原则也可以作为标准合同的有力补充。
我还想强调一点, 对很多人来说, 我所说的一些东西和你们在文献中可以

找到的其他东西很相似, 比如至少可以追溯到麦考利和麦克尼尔关于关系型合

同的观点。① 当然, 还有关于重复博弈的所有博弈论文献。 我的思考与这些研

究是一脉相承的, 但也有区别。 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医院医生不得不工作更多而

且工作压力更大的情况, 我认为以牙还牙的策略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

认为, 很多重复博弈模型都是与此相关的, “我今天会对你好, 因为如果我不

这样, 明天你也不会对我好”。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今天的问题与明年或后年

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然而, 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情况了。 新

冠疫情显然就是这样的例子, 可能每一百年才有一次。 当谈到麦考利和麦克尼

尔的老观点时, 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但我也认为他们从来没有

建议你把这些指导原则真正写入合同。 我的同事发现,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这些

行为规范, 而且要认识到两点。 首先, 指导原则是行为规范, 是我们都熟悉的

东西, 如公平、 忠诚、 互惠、 诚实和正直。 某种意义上, 当你讨论它们时, 你

正在使这些人们已经熟悉的东西发挥作用。 但是, 人们熟悉它们并不意味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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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事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和讨论, 就会自动使用它们。 其次, 把它们都写进正

式合同会让它们变得更强大。

翁笙和: 我们今天的最后两个问题: 首先, 乔纳森·莱文 ( Jonathan
Levin) 和史蒂夫·塔德利斯 ( Steve Tadelis) 提问, 如果您今天开始学经济

学, 您会选择关注什么?

奥利弗·哈特: 坦率地说, 我不知道。 我想如果我现在开始学经济学的

话, 就会更加困难。 诚然, 我是一个理论研究者, 但我并没有做现在理论研究

者做的事, 而且我认为我并不是很擅长他们做的事。 他们与我从事的那种工作

相去甚远。 尽管我当年从事过较多的学术性工作, 但我认为这不是我的相对优

势。 我知道年轻的理论研究者正在做什么, 但这不是我非常擅长的东西。 说实

话, 也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也许,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 我可能永远也不

会成为一名实证 (empirical) 经济学家……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了。

翁笙和: 谢谢您的分享。 我想用一些与此相关的内容来结束这次讨论: 我

想引用您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的结论, 并邀请您对此做最后的总结:

经济学家被那些简洁、 优美、 无争议的模型吸引。 不完备合同的领域

不是这样的; 它是混乱的。 但是, 现实中合同是不完备的, 而且合同不完

备是许多重要现象的基础, 其中一些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希望经济学

家, 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仍能不顾混乱, 继续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

课题。

我认为, 您把由公共出资提供的服务中的合同不完备作为 “具有重大政

策含义的现象” 之一。 您可以最后给我们说点什么吗?

奥利弗·哈特: 你说得很对! 当然,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而且没有什么变

化。 重点在于经济学专业的工作方式, 为了发表论文和找到工作, 当然也包括

讨论理论, 你必须做一些聪明的事情。 当我们谈到就业市场上的求职者时, 我

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 如果你做了一些复杂、 聪明、 新奇的研究, 人们

就会对你印象深刻, 至于这些研究是否远离真正重要的问题则无关紧要,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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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会印象深刻。 相反, 如果你在研究一个本质上杂乱的重要问题, 而且你做

的工作也有点杂乱, 人们对你就没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这令人悲哀, 但生活就

是这样。 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同情年轻的经济学者。 我希望他们能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但如果一个学生来找我说: “我想研究不完备合同”, 我

觉得我必须给他善意的警告: “好吧, 但这对你的未来可能不好, 因为你可能

无法写一篇精妙的论文,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研究的课题很重要, 但找

一份工作可能很难。” 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但我不确定他们这样做是否能在

专业上做得很好。 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希望这样的变化, 凯伦。

翁笙和: 感谢您坦率地谈论自己作品的出版之旅; 这也给年轻人上了一

课, 即使诺贝尔奖得主在发表他们的最新研究时, 也需要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 我非常感谢您的坦率, 您的才华和您的谦逊, 这是一种罕见的

组合。 非常感谢您在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思考!

奥利弗·哈特: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当你第一次给我提建议的时候, 令我

受宠若惊, 但我不知道事情会变得这么有趣。 谢谢你!

翁笙和: 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迈阿密大学 (牛津) 薛凯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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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庆祝哈特、 施莱弗和维什尼的 《政府的适当范围》
(NBER 1996, QJE 1997, 以下简称 HSV 96 / 97) 的 25 年

翁笙和与受访者制作的致敬纪录片

哈特、 施莱弗和维什尼的 《政府的适当范围》 的后续影响

8: 40　 HSV96 / 97 在教学中的应用: 您强调哪些要点? 您的学生有什么

反应?
20: 50　 HSV96 / 97 在研究和政策中的应用

20: 58　 监狱的实证检验

23: 23　 地方政府服务和中央政府采购

30: 20　 中低收入国家的社会安全网

36: 08　 美国卫生政策

58: 38　 老年人长期护理、 居家服务

1:01:20　 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政策

1:07:41　 新冠疫情和政策应对

1:16:43　 非营利组织、 职业道德和内在动机

1:24:33　 奥利弗·哈特近期研究的意义: 合同作为参照点, 以及其他

https: / / www. youtube. com / watch? v = g9JRhGpXC2Y&feature = youtu. be
https: / / stanford. io / 31LzGjR

单独视频: 要点, 参见 1 月 20 日网络研讨会的前 15 分钟

https: / / www. youtube. com / watch? v = 5XuIceLWo0g&feature = youtu. be
对奥利弗·哈特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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