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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 29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

为主管理的体制。”但该法没有明确国务院、省、县各级

政府具体的教育职责，以至于在具体的操作中很多

职责无法落实，特别是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财政分

担比例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问题。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央、省及县级

政府应承担的教育财政职责。王善迈教授等认为，

县级政府筹措资金的能力较弱，但承担的责任却

相对较大。在县级政府筹措经费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投入方面应该承担更

大的责任。[1]高如峰教授则通过分析东部、中部、西
部的财政能力，提出了各级政府教育经费相应的

承担比例。[2]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担在美、日等发达

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通过学习它们的先

进经验，可以更好地界定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担

比例。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从教育财政的充足性

和公平性两个维度介绍了美、日两国近几十年各级

政府的教育财政分担比例和分担内容。由于两国

政治体制和财政制度迥然不同，因此各级政府相

应的教育财政职责也差别较大。但美、日两国在教

育经费的筹集、分配和管理方面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值得我国借鉴。

一、日本政府教育职责

1.充足性

日本的财政制度属于地方与中央合作制，中

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大。日本通过立法

明确了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

的教育责任。在日本，地方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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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各级政府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划分

中央政府 都、道、府、县 市、町、村

人员经费
小学及初中教职员 人 员 工 资，中

央配套 1/2；学生 奖 励 与 补 助，配
套 1/2

法 律 上 规 定 由 该 级 政 府 负

责义务教育（含市、町、村公
立 学 校 ）教 职 员 经 费 ，但 同
时接受中央专项补助；总体
上 承 担 实 际 义 务 教 育 经 费

的 1/3。

对义务教育学生的奖励与补助，承担教

职员以外的图书管理员、伙食调理员等
人员工资

公用经费 教材费 1/2 承担学校的教材、图书支出

基本建设费
小学及初中新建校舍和其他建筑

支出的 1/2
承担校舍、室内运动场和食堂设施支出

经费
政府

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道、府、县相当于我

国的省级政府，而市、町、村则是省级以下的地方政

府，即相当于我国的市、县、乡。依法律规定，义务教

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只负责确立全国

标准，为地方教育财政均衡提供补助。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的补助主要通过国库金支出和地方交付

税进行。
国库金支出主要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

和国库补助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补助主要通

过国库负担金的分配来进行。据统计，1992 年国库

负担金对教育的专项补助占国库负担金总支出的

25%，占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 17%（Motohisa
KANEKO，2001）。[3]《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法》和

其他相关法律对地方政府的教育责任和中央政府

的补助进行了规定。
《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法》（2007 修正）第二

条规定，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完全中学

前期课程）所需经费，根据实际支出情况，由都、道、
府、县承担三分之一。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颁布

法令规定都、道、府、县承担的最高经费限额。市、
町、村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也主要由都、道、
府、县政府承担。根据《市町村学校教职工待遇负担

法》第一条规定：市（包括特别区在内）、町、村公立

小学、初中教职工的工资及各种津贴，由都、道、府、
县承担。
《义务教育学校设施经费国库负担法》对中央

政府在义务教育学校设施经费的责任作出明确规

定。所谓的设施，是指校舍、室内运动场馆和寄宿宿

舍。该法第三条规定：公立小学及初中学校新建室

内运动场馆、公立小学及初中学校(不包括高中学校

和完全中学学校在内)为解决教室不足而新建的校

舍、特别资助学校的小学和初中部新增建筑、为了

统筹各公立小学及初中学校的设施规模条件而新

建设施，这些基建费用均由中央承担二分之一。表

1 详细列举了日本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

划分。
通过表 1 我们发现，日本各级政府的教育财

政职责呈现“倒梯形”结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按财政层级所承担的

责任依次递减。在全国财政收入上，中央政府所占

比重超过地方政府。因而在实行地方自治和分权的

过程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担了重要的转移支付职

责。在主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构成上，中央占二分

之一，省级政府（都、道、府、县）占三分之一，省级以

下政府（市、町、村）只承担了最小的比例。其中，人员

经费中除了一些辅助性职员的工资由市、町、村负

责外，地方政府公立义务教育学校的一般教职员的

工资全部由都、道、府、县政府承担，同时接受中央

政府的配套补助。这样，教师工资得到较高层级的

财政保障。
战后，日本政府以地方自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

制设计，在教育领域也强调地方的自治、分权和自

主管理。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在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上的责任分担，我们统计

了日本自 1949 年至 2006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义务

教育财政分担比例的数据。①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对

义务教育的投入呈现下降趋势，而地方政府对义务

教育投入呈上升趋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差距

呈不断扩大趋势。中央政府承担的比例处于 40%至

50%之间，而地方政府处于 50%至 60%之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之前，中央和地方投入比例大体

相当，之后（1983 年之后），地方和中央投入差距不

断扩大，最大时 1994 年达到 19 个百分点。1983 年

①数据来自日本文部省网站发布的《学校基本调查》统计报告，http://www.mex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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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8 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到目前影响力最大的关于教育投入的联邦宪法。
②所谓“磁石学校”就是通过提供各种特色课程（被称为“磁石”）来吸引学生的一种选择性学校，以学生的自愿入学为原则。

到 2006 年期间，地方政府承担了 55%~60%左右的

义务教育经费，中央相应地承担了 40%~45%左右

的义务教育经费。
2.均衡化

为了让地方政府执行其职责，保障地方政府拥

有足够的资源提供均衡化的服务，保证地方自治和地方

政府的独立性，日本政府于 1950 年颁发了《地方返

还税法》，并于 2007年 6月最新修正。地方返还税是日

本中央政府向次级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财政基础。
中央政府每年拿出 32%的预期所得税及酒税

收入、34%的预期法人税收入、24%的预期消费税收

入和 25%的烟草税收入，加上上一年度应付未付的

税额，减去上一年度以前多付的税额，就是中央每

一年实际应该拿出的地方返还税总额。地方返还税

分普通返还税和特殊返还税两种类型，通常分别占

总额的 96%和 4%。[4]

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根据地方政府的实

际需要和可能的原则来确定的。地方政府向中央政

府提交文件，计算出标准财政需求和标准财政收入

之间的差额———财政缺口，中央政府将依据这个地

方政府的缺口数据对有资金缺口的政府进行税收

返还。但是，当各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总额超过普

通交付税总供给额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将按

照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对某地方政府的返还税额 = 该政府的财政缺

口－该政府的标准财政需求额×（各政府财政缺

口总额－普通返还税总额）／有缺口需求的政府

的标准财政需求总额

下面以教育经费为例来说明标准财政需求的

测算方法。地方政府标准教育财政经费是依据单位

人员经费来确定。与国库负担金对义务教育的专项

转移支付不同，地方返还税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可视为地方的自有财力，由地方

政府根据需要和偏好自由使用。据测算，1992 年地方

返还税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

政总支出的 15%（MotohisaKANEKO，2001）。[5]

二、美国政府的教育职责

美国地方分权的政治制度致使其教育制度可

能是世界上最具多样性、分权性以及动力性的制

度。这种制度很少依赖国家政府来为教育制定政

策或提供财政支持。美国政府的教育权力主要在

50 个州内进行分配，这些州又将教育管理职责分

配给数千个地方学区。
1.充足性

美国通过联邦宪法①、州宪法和各类教育法规

定了联邦、州和地方教育财政投入职责。尽管联邦

宪法规定教育是州而非联邦政府的责任，但在由政

府支持的具体教育计划方面，联邦政府还是发挥了

资助作用。1970 年以来，联邦政府作为学校收入来

源的作用变动很小，联邦政府给地方学校预算的比

率通常不到 10%。[5]联邦对学区的援助方式通常是

一揽子拨款、项目援助或一般性援助，这些资金通

常拨付给州教育办公室，由它再将资金分发到地方

教育机构。联邦资助的项目包括：日常教育、特殊教

育、食品服务、补偿教育、学生支持（护理和咨询）、
交通、双语教育、废止种族歧视、日常保健和心理服

务、课外运动、“问题”青年的教育、选择性教育、安
全和暴力防范等。大的城市学区实施联邦资助项目

可能性较大，如双语计划、磁石学校②、移民计划、头
脑启迪以及“从学校到工作计划”。因此，它们的预

算中来自联邦资助的比例会高于那些没有实行这

些计划的学区。[6]

在各州，义务教育主要由《学校法典》来规定，

但也有一些州是由州宪法规定，提供免费的义务教

育是州政府的职责。州法律可确定地方学校收税的

资格并规定其收税的最高限制。地方政府有税收立

法权，自主决定学区内的财产税税率以保障教育经

费、债券支持的教育项目、学校建筑、教师工资和福

利，等等。
美国各州都设有州的教育行政机构，全面负责

州的教育事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由负有决策职能

的州教育董事会和负有执行职能的州教育厅组成。
州教育董事会是负责本州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行政

管理机构。州教育董事会的职权是根据州议会之立

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决定州的基本教育政

策。主要包括：（1）任用州教育厅之相关人员；（2）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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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级学校的建校标准；（3）制定资源分配（如联邦

补助与州之教育经费）的公式与原则；（4）初步审核

教育厅所提之预算，再转交州议会定夺。州教育厅

是州教育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各州教育厅的职权也

不尽相同，主要包括下述各项：（1）执行州教育董事

会的决定和教育法令；（2）向州教育董事会、州议

会、州长和州的其他部门提供教育方面的咨询和

建议；（3）编制州的教育预算草案并执行州的教育

预算；（4） 管理和分配联邦对州的教育补助款，落

实州政府对地方教育的各项补助金。根据上面的

介绍，我们简要概括出美国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的

财政责任（参见表 2）。

从经费来源渠道的比例来看，20 世纪初期到

70 年代，州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虽然在连年增长，学区

承担的责任在逐年下降，但大于 50%的教育经费依

然来源于学区。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至今，联

邦政府承担经费的比重从 4%左右提高到 9%左右。
70 年代开始，学区承担的教育经费的比重进一步下

降，从高于 50%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占总经费的 50%
以下，并渐趋 40%;与此同时，州政府承担的经费比

重逐渐超过学区承担的经费比重，在 46%到 49%左

右徘徊。[7]

2.均衡化

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拨款在整个义务教育经费

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其主要功能是调节各州之间的

贫富差异以及指导改革方向。各州由于人口和经济

状况不同，所得联邦款项及占本州教育经费的比例

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州生均得到联

邦教育经费较少（如新泽西州生均 382 美元），经济

不发达的州生均所得联邦教育经费多（如密西西比

州生均 672 美元）。义务教育经费占各州财政收入的

比例也大不相同，相对较穷的州如北达科他州，义

务教育经费占州财政的17%~19%，人口较多的加利

福尼亚州义务教育经费占州财政的 30%~35%。[8]

美国各州的拨款主要考虑的是公平性标准，承

担最大比例的教育经费，以提供学区充足的教育经

费，减轻学区的税负，缩小各学区之间的生均教育

经费差异，保障基础教育的发展。美国各州对于地

方转移经费支出以普通经费为主，学区可自由支配

这一经费。各州有不同的拨款方式，最重要的是基

础计划和保证税基方案。基础计划是指州根据平均

日常学生成员向学区拨付，为每个入学学生提供最

低资助。人均补助标准由基础性的学生人均补助水

平、教育成本指数、财产税率和该学区学生的人均

财产税基决定。有别于基本补助计划中设定一个基

础的学生生均最低支出水平，保证税基方案为每一

个学区提供一个相同的、基础性的学生生均税基。
当该学区的人均财产税基大于保证学生日常行为

的最低生均税基，该学区可以得到正的补助，且补

助与该学区选择的税率成正比。此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除了大约 28 个州采用基本补助方案和 13
个州采用保证税基方案外，也有 8 个州采用两者综

合的补助方案。学区当局一般以学生人数为基础，

平等地给各校提供设施、材料、媒介、教材等。而且，

学区当局通常为相同数量的合格教师配备以相同

数量的学生。[9]

三、美、日两国政府教育财政职责对我

国的借鉴

由于美、日两国的行政体制和文化传统不同，各

级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差异很大。但是通过比较美、
日两国比较成熟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对于界定我

国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职责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美、日两国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事

权责任和财权责任均有明确合理的划分，有统一的

测算标准和拨款公式，形成了规范化的义务教育财

政投入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的拨款过程有着规范的

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实行法制化管理。如日本通过

《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法》、《义务教育学校设施

经费国库负担法》、《市、町、村学校职员工资法》等

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内容及占当地财政

收入的比例。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学校法典》
及一些州的宪法规定了经费的投入原则和用于支

持教育经费的特定税种。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和《教

联邦 州 学区

资助内容

帮扶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及 一
些 特 殊 项 目
的经费

维 持 学 校 正 常

运 作 的 经 费 （包
括 人 员 经 费 ，公
用 经 费 和 基 本
建设费 ）

改 善 学 校 的 条

件， 提高教育质
量的经费 （如修
缮房屋，聘请优质
教师）

表 2.美国各级政府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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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育部财务司的初步估算。

育法》只是提到省级政府应该“统筹规划实施”、“优

先发展教育”，但没有明确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收入

的比例或某一部分经费（如人员经费）的支出比例

等。这样具体操作的弹性较大，在目前一切以经济

建设为核心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很难在教育上有充

足的投入。
第二，美、日两国省级州政府教育投入的目标

均是公平原则或均衡化发展，城乡的办学标准和生

均经费有统一的标准。我国中央政府在支持农村地

区义务教育发展方面有专项转移支付、“两免一补”
政策等。2006 年后中央财政的投入已达到义务教

育预算内经费的 30%左右，①仅仅略低于日本中央

政府的投入。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努力缩小省际

间和城乡间的差距。目前我国省内不平等大于省际

不平等，城乡差距逐渐扩大，许多省份城市和农村

的办学标准不一致，省级政府没有做到像美国的州

政府或日本的都、道、府、县把财政目标定位于满足

基本的教育需要，而是集中力量抓重点的几所学

校。此外，也没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无

法保障教育经费的充足。我国目前县级政府没有征

税权，却承担较大教育财政压力。
第三，教育机构相对独立。在日本，地方教育行

政机关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不受地方

一般行政的干预。在美国，各州具有负责决策职能

的州教育董事会和负有执行职能的州教育厅两个

相对独立的机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相对独立，在

人员编制、经费管理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更有利

于教育的管理。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隶属当地政

府管理，在经费的分配和管理、教师和校长的任免

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约束，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

管理能力较弱。国内学者和政府机构对此有两种改

革方案：一是教育的人、财、物的管理统一由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二是在分工前提下，扩大教育部门的

职责。教育经费在教育预算经财政部门、政府和人

大核准后，由教育部门分配和管理。中小学校长、教
师的招聘、录用和任免在人事部门核定编制后由教

育部门负责。固定资产和基建在财政、发改委等机

构核准后，由教育部门实施和管理。目前，我国比较

僵硬的人事制度，特别是编制问题，使许多薄弱学

校的专任教师严重不足，地方公立学校教师的质量

无法保障。如果把人事权下放到教育行政部门，甚

至学校，对于提高学校质量、加强素质教育会起到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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