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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厘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探寻矿-粮复合区生态补偿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条件。研究方法：基于

多阶段信号传递博弈和逆向回归推导方法对矿企、地方政府、农户等三个主体在生态补偿中的利益倾向及关系进行

分析。研究结果：（1）在第一阶段事中博弈中因认知时滞因素三方利益可达到短期均衡。（2）农户由上访等方式
使上级政府作为中立机构介入，加大监察力度可使矿企的寻租可行性降低。研究结论：（1）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相关
制度，从法制角度加以约束矿企的污染行为以及补偿行为；（2）加强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纪检监察程度有利于
生态补偿渠道畅通；（3）对农户大力宣传生态污染知识、法律常识教育以提升农户监督能力，提高其在生态补偿活
动中的参与程度，降低生态污染事件发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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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ultistage games equilibrium condition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fi eld of mine-grain mixed zone. It analyzed interest bia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mining enterprise and farmers 
by the method of multi-stage signaling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approach of backwards ind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ontain two parts. On one hand, the stakeholders can reach the temporary game equilibrium in the fi rst stage of game 
because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ime lag. On the other hand, superior government enter the game process as intermediary agent 
because of farmers’ petition, the probability of mining enterprises’ rent-seeking may reduce with punishment. The conclusions 
are: Firstly, It is essential to set up a related law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restrain them with miner’s pollution 
behavior and compensation behavior. Secondly,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officers is benefit to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irdly, strengthening the farmers’ education can improve oversight capability in order to induce the 
probability of ecological pollution.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consists of ecological pollution knowledge and leg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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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争等

矿 -粮复合区同时承担国家粮食保障和矿产资源供给

的双重职责，是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具有复合功能的重要

区域，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

安全和社会安全 [1]。矿业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在资源条件约束下日益凸显 [2]。采矿活动占用破坏耕

地，其生态环境问题尤其突出，不仅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

展，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影响该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

这一区域引发出的农户与矿企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显

著，农户与矿企并非直接接触，而由土地所有权人——政

府和村委会进行代理沟通[3-4]。一些学者在关于生态补偿多

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问题作了探索：徐大伟等[5]基于演

化博弈探求补偿的合理性解决路径以求长期稳定均衡；王

俊能等[6]引入激励机制—监督惩罚成本以在进化博弈中加



·134· 《生态经济》第33卷第6期（2017年6月） Ecological Economy, Vol. 33, No. 6 (June 2017)

以约束，进而寻求博弈均衡状态下的流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路径；高文军等[7]基于得益矩阵建立了流域生态保护策略

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基于此为流域生态补偿与监督提出

了有益的政策建议；蒋丹璐和曹国华[8]则从污染治理中政

企合谋现象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政企间的Stackelberg博弈

和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探索二者合谋的根源。刘兴元[9]

由三主体博弈视角出发，探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牧民

在各自层面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为，寻找公共利益与

个人利益冲突时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解决路径。上

述学者主要是从利益相关者激励-监督、利益相关者利益

最大化、政企合谋角度讨论生态补偿的博弈均衡。目前尚

无对信息时滞引发的多主体动态重复博弈的相关研究。

不完全信息博弈由 Harsanyi创立于 1967年，目的在

于调节信息缺省情况下经济人行为规律的博弈问题。曾加

和慕春棣 [10]、石晓茹等 [11]将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转换

为完全但不完美的信息静态博弈。而在模型构造视角上，

付静等 [12]从实验经济学角度来构造经济活动中的不完全

信息博弈下存在的贝叶斯 - 纳什均衡，并通过仿真研究实

现博弈；龙永红 [13]对经典的一阶和二阶随机占优的细化

的随机序以及各随机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梳理和

评述，然后将之应用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之中。国外学者

Aumann等 [14]、Milgrom[15-16]、Kreps & Wilson[17]相继就不

完全信息环境下动态多阶段博弈展开探索，为该理论奠定

基础。而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中，信号传递的博弈

导致多方利益主体反复追溯直到博弈符合利益相对均衡状

态，由此产生了不完全信息多阶段博弈。薄澜和姚海鑫 [18]

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财务舞弊与外部审计问题

加以研究，其研究核心在于“寻租—监督—惩处”的博弈循

环；黄彬彬等 [19]、单汨源等 [20]基于不完全信息多阶段动

态贝叶斯博弈对补贴问题加以研究，评价补贴方式与补偿

力度的合理性，测算最优补贴激励系数；而多阶段多主体

动态博弈则是从利益主体利益均衡角度出发，以谋求博弈

均衡点，诸如郑又源等 [21]、袁洲等 [22]对此问题均有探索。

矿-粮复合区耕地污染生态补偿在现今环境下信息不透明，

补偿过程存在“黑箱”操作，而这种信息反应时滞造就了多

阶段动态博弈。三方博弈主体（政府、矿企、农户）的博弈

存在时滞性补充行为，这种行为以动态多阶段的形式不断

推进博弈朝均衡点发展，本文将从此出发，探寻博弈的均

衡结果。本文选取我国矿 - 粮复合区内生态补偿利益相关

者——矿企、政府、农户三方作为博弈主体，通过在不完

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与重复博弈来探索博弈均衡点，

寻求缓解矿 - 粮复合区生态补偿的有效路径，为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实现矿 - 粮复合区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可能的

途径。

1  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与基本理论假设

1.1  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

矿 - 粮复合区生态补偿活动中涉及博弈的主要利益相

关者包括地方政府、矿企和农户，说明如下。

（1）地方政府。在矿产资源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农村

的耕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现实条件下，政府部门享有对

土地资源收益分配、规划管理、违法惩处的权力，其作为

生态补偿的行政参与方，一方面有利于强化补偿提出方的

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是行政作为的体现。政府官员在生态

补偿活动执行参与中存在利益抉择，诸如获得职务升迁、

表彰奖励、隐性收入等，催生寻租活动产生，因而容易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

（2）矿企。矿企是污染耕地等生态资源的主体，是为

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公共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生态补

偿赔偿主体。当经济“私立”与环境“公义”对垒时，即便存

在外部监督机制，矿企也会在获利大于损失时铤而走险。

因此，将矿企作为约束对象是控制博弈过程中寻租问题的

关键点。

（3）农户。在耕地生态污染全过程中，农户作为耕地

保护的微观主体，是生态资源污染的受害者，是补偿金的

最终受益人，基于生存考虑而导致利己动机的出现使之成

为地方政府与矿企交易的外部监督者。

1.2  多主体博弈基本理论假设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理论，在地方政府、

矿企、农户在进行生态补偿三方博弈过程中，为简化博弈

模型而使问题梗概清晰，故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参与博弈的各方利益主体为有限理性经济人；

假设 2：参与博弈的政府（G）级别为乡镇一级，且当

前在任官员在两次博弈期间皆在任，以保障政府与官员行

为的延续性；

假设 3：参与博弈的矿企（E）的目标是在研究期内总

利润最大化，由于矿企的生产收益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制约，生产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利润为产量的严格凹函

数，因此企业需要探寻降低成本的新路径；

假设 4：为降低对模型的干扰，假设在研究期内，矿

企（E）的生产条件、产品的需求函数不变；

假设 5：排除矿企（E）以外的污染源对矿 - 粮复合区

的污染；

假设 6：地方政府（G）与矿企（E）的交易行为是处于保

密范畴，农户（P）获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假设 7：地方政府（G）是交付生态补偿金的代理人，

矿企（E）与农户（P）不直接交涉。

假设 8：农户（P）在第一阶段事中博弈和第二阶段事

后博弈的监督成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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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标函数
1.3.1  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

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涵盖对农户补偿的执法成本函数

以及政府的税收函数。地方政府的总收益是税收同罚金之

和与执法成本的差额。为提高净收益，政府会选择抬高税

率、压缩执法成本、加大违法监督与惩戒力度等，基于此

可构造 t时刻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即为：

π1(t)=tax(t)+jΔS(t)-mEC(t)=se(t)p(t)+jΔS(t)-

         m{ΔQ(t)price(t)+d[A(t)]2+lΔS(t)} （1）

式中：π1(t)为 t时刻地方政府的收益；tax(t)为 t时刻矿

企的纳税额；s为税率，e(t)为矿企自基期 t0到 t时刻生

产矿产品的总产量，p(t)为 t时刻单位矿产品的市值，e(t)

p(t)为此时矿企的总产值；j为单位污染罚金率，j＞ 0，

jΔS(t)为矿企从基期 t0到 t时期污染耕地面积的罚金额度。

EC(t)为 t时刻农户获取的补偿金额；ΔQ(t)为农业减产量，

price(t)为 t时刻当地粮食市场均价，ΔQ(t)pr ice(t)为农户

的减产损失；d[A(t)]2为农户使用 A(t)单位劳动所能获取

的机会成本，其中农户的机会劳动是农户在生产生活中可

能转向其力所能及的领域而进行或以活动的劳动行为（下

文 A(t)简称监督机会劳动）；l为单位污染面积的土地整理

复垦成本，l＞ 0；ΔS(t)为 t时刻的耕地污染面积；m为

执法费用系数。

在考察期 [t0, t]内，地方政府的控制变量是税率 s与

罚金率 j。地方政府通过优化行政策略以达到收益最大化。

故而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2）

式中：q(t) 则为 t 时刻区域耕地污染存量，q(t) [0, 

+∞ ]；H为矿 - 粮复合区的环境容量，其作为评估污染

状况的标准，倘若污染水平高于环境容量上限，则说明污

染超过了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政府监管部门介入惩戒矿企

的污染行为，反之奖励，奖惩值为 -k[q(t)-H]，k为矿 -粮

复合区生态补偿系数，其取值由地方政府、矿企、农户等

利益相关方协定，k＞ 0则惩罚，k＜ 0则奖励。

1.3.2  矿企的目标函数

矿企是矿 - 粮复合区生态环境污染的污染源，亦是一

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因此矿企的目标函数构造基

础在于探寻其收益函数与费用函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

以研究。

在矿 -粮复合区矿业生产污染耕地的视角下，矿企的

收益来源于矿业采掘经济，其亦受到来自政府税收、生态补

偿、寻租成本的约束，故而在 t时刻可构造矿企的收益函数为：

π2(t)=e(t)p(t)-c[e(t)p(t)]-ε(t)-tax(t)-EC(t)

      =e(t)p(t)-c[e(t)]2-ε(t)-se(t)price(t)- （3）

        ΔQ(t)price(t)-d[A(t)]2-lΔS(t)

式中：π2(t)为 t时刻矿企的收益；c为企业的成本系数，

且 c＞ 0；ε(t)为矿企的寻租损失。

矿企的收益函数服从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即存在边际

报酬 MP=0时，总收益达到峰值，此时主要受到调整的变

量为粗放生产矿产产量 e(t)和寻租成本 ε(t)。在考察期 [t0, t]

内基于矿企的收益函数，可构造矿企的期望收益，故其为：

             
（4）

1.3.3  农户的目标函数

农户在矿 - 粮复合区生态补偿博弈中处于利益损失方

的地位，因此在此博弈中呈现出不断维权的行动态势。农

户的收益函数由矿企对农户的补偿函数和政府转移支付函

数构成，政府转移支付函数可粗等于矿企因获取寻租收益

而缴纳的罚金函数，以谋求博弈资金总量平衡。以此可构

造 t时刻的农户收益函数为：

π3(t)=EC(t)+jΔS(t)=ΔQ(t)price(t)+d[A(t)]2+

         lΔS(t)+jΔS(t) （5）

式中：π3(t)为 t时刻农户的收益。此时，农户的可控变量是

农户的监督力度，其作用与政府的罚金率 j。在考察期 [t0, t]

内基于农户的收益函数，可构造农户的期望收益为：

 （6）

2  博弈均衡

2.1  农户监督策略下三方博弈
在农户监督策略下存在三对信号传递博弈。第一对博

弈存在两个博弈参与人，即参与人 1为矿企（发送方），参

与人 2为农户（接收方）；第二对博弈存在两个博弈参与人，

即参与人1为农户（发送方），参与人2为地方政府（接收方）；

第三对博弈存在两个博弈参与人，即参与人 1为地方政府

（发送方），参与人 2为矿企（接收方）。这一博弈策略是一

个闭合回路。而信号传递的多节点性造成信息传递时滞，

这一时滞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矿企的污染行为。对此文章

分别分析三对博弈，进而研究农户的决策如何达到最优。

在以上三对博弈中，参与人 1具有关于在集合 Θ1中

的类型 θ1的私人信息，并在 A1中选择行动 a1。其中集合

Θ1为矿企利润最大化策略的集合，类型 θ1为矿企的寻租

策略，A1是类型 θ1的一个策略维度，行动 a1则是具体的

寻租方案。假定参与人 2的类型是共同知识，观察到 a1并

选择 A2中的 a2。其中 A2是寻租活动的监督维度，a2则是

农户的具体监督及信息继续传递方案。博弈的混合行动空

间是 Ω1和 Ω2，其对应的元素是 a1和 a2。参与人 i的收益

函数表示为 ui(a1, a2, θ1)。

在博弈开始前，参与人 2关于参与人 1类型的先验

信念 ζ是共同知识。参与人 1的策略规定了对于每一种类

型 θ1的行动 a1上的一个概率分布 Δ1(·|θ1)（即矿企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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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利益输送以换取寻租收益的概率），参与人 2的策

略规定了对于每一个行动 a1的行动 a2上的一个概率分布

Δ2(·|a1)（即农户顺利监督矿企寻租的概率）。

当参与人 2 采取 Δ2(·|a1) 时，参与人 1 采取策略

Δ1(·|θ1)，其收益为：

 （7）

当参与人 1 采取 Δ1(·|θ1) 时，参与人 2 采取策略

Δ2(·|a1)，其收益为：

 （8）

式中：ρ(θ1)为矿企寻租策略发生概率。

参与人 2在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前观察到了参与人 1

的行动，应更新其对 θ1的信念，并根据 Θ1上的后验概率

μ1(·|a1)作出自己的选择 a2。

在贝叶斯均衡中，参与人 1的行动要取决于它的类

型，用 来代表这一策略。得到 并观察 a1后，参与

人 2就可用贝叶斯法则将 ρ(·)更新到 μ1(·|a1)之中。子

博弈完美均衡向信号传递博弈的自然扩展就是完美贝叶斯

均衡，其要求参与人 2都要在 a1的条件下最大化它的收益，

其中对于策略 Δ2(·|a1)的条件收益为：

 （9）

因此，可得信号传递博弈的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是一

个策略组合 Δ*和后验信念 μ(·|a1)，使得

(P1)      （10）

(P2)      （11）

(M)      （12）

式中，P1、P2是完美性条件。P1表明参与人 1把 a1对于

参与人 2的行动的影响考虑进来，P2表明参与人 2在给定

对于 θ1的后验信念时对于参与人 1的行动作出最优反应，

M对应于贝叶斯法则的运用。

由此可知，在信号传递博弈中，参与人 1的博弈策

略受制于其策略类型 θ1的行动 a1上的概率分布 Δ1(·|θ1)，

这一概率分布调整的了参与人 1的博弈收益，以致最终矿

企在这一轮博弈的获益为 u1(Δ1, Δ2, θ1)。而参与人 2的博

弈行为同时受制于参与人 1采取的 Δ1(·|θ1)、参与人 2对

于策略 Δ2(·|a1)以及后验信念 μ1(·|a1)，以至于其最终收

益函数为 。

故而综合上述三对博弈可以获得三方各自的最终收益

函数，即农户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13）

地方政府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14）

矿企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15）

因此，此时三方博弈达到了闭合式均衡。农户与矿

企间的博弈均衡点在于矿企应对农户监督策略的策略类

型 θ1的行动 a1上的概率分布 Δ1(·|θ1)，而农户相应采取

策略 Δ2(·|a1)以及后验信念 μ1(·|a1)加以规制；地方政

府与农户间的博弈均衡点在于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号传递

博弈策略类型 η1的行动 b1上的概率分布 Δ3(·|η1)存在约

束，而地方政府内部的矛盾又削弱了博弈效果而采用策略

Δ4(·|b1)以及后验信念 μ2(·|b1)，双方在约束下不断趋向

博弈均衡；矿企与政府的博弈均衡点在于政府内部矛盾削

弱了惩罚力度以至于降低策略类型 λ1的行动 c1上的概率

分布 Δ5(·|λ1)，而矿企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可以顺利谋取

合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又能够获取寻租下的超额利润，

以至于矿企运用应对策略 Δ6(·|c1)以及后验信念 μ3(·|c1)

探寻博弈均衡点。

2.2  农户重复监督策略下三方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信息的缺失造成第一轮博弈信

息的模糊性，以至于第一轮博弈是一轮不完全信息博弈。

农户因缺失必要的矿企、地方政府行动策略信息，而存在

认识时滞缺陷，其服从 J曲线。矿企与地方政府在这一时

滞中有效逃避农户的监督，获取不当超额利润。与此同时，

第一轮博弈中，由于信息的缺失，使农户认为地方政府完

全中立，以致于博弈活动中相应概率分布受到限制，矿企

与地方政府不当规避损失。因此，在第二轮博弈中引入上

级政府作为中立执法机关，进而使第二阶段博弈存在上级

官方组织、政府、矿企、农户等四个博弈主体，其中上级

官方组织扮演监督与惩戒角色，农户扮演监督与检举角色，

政府与矿企是被监督方，该博弈是对第一阶段博弈的补充，

是向利益均衡点的趋近。

在农户重复监督策略下存在三对信号传递博弈。第一

对博弈存在两个博弈参与人，即参与人 1为农户（发送方），

参与人 2为上级政府（接收方）；第二对博弈存在两个博弈

参与人，即参与人 1为上级政府（发送方），参与人 2为地

方政府（接收方）；第三对博弈存在两个博弈参与人，即参

与人 1为上级政府（发送方），参与人 2为矿企（接收方）。

2.2.1  农户-上级政府信号传递博弈

参与人 1（农户）具有关于在集合 Θ4中的类型 ι1的私

人信息，并在 D1中选择行动 d1。其中集合 Θ4为农户最大

化策略的集合，类型 ι1为农户的维权策略，D1是类型 ι1
的一个策略维度，行动 d1则是具体的寻租方案。假定参与

人 2（上级政府）处于中立状态且秉公执法，因此其收益函

数等同于参与 1的收益函数。

参与人 1和参与人 2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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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因此，可得地方政府 - 矿企信号传递博弈的一个完美

贝叶斯均衡是一个策略组合 Δ*和后验信念 μ3(·|d1)，使得：

(P7=P8)      （17）

式中，P7、P8是完美性条件。P7表明参与人 1把 d1对于

参与人 2的行动的影响考虑进来，P8表明参与人 2在中立

状态下接收参与人 1的行动信号并作出最优反应。

因此可知，农户 - 上级政府信号传递博弈中，农户的

博弈策略受制于其现有法律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一些制约，

因此在农户向上级政府传递信号上存在削弱信号力度，即

受制于策略类型 ι1的行动 d1上的概率分布 Δ7(·|ι1)，这一

概率分布限制了农户的博弈收益，以致最终地方政府在这

一轮博弈的获益为 x1。而上级政府保持中立状态，其利益

函数等同于农户的利益函数，因此其博弈收益 x2=x1。

2.2.2 上级政府-地方政府信号传递博弈

上级政府 - 地方政府信号传递博弈中，参与人 1（上

级政府）具有等同于第二轮第一对博弈中农户关于在集合

Θ4中的类型 ι1的私人信息，并在 D1中选择行动 d1。假定

参与人 2（地方政府）的类型是共同知识，观察到 d1并选

择 E1中的 e1。其中 E1是地方政府治理内部人员寻租的改

进维度，e1则是地方政府的具体改进及利润最大化调整方

案。博弈的混合行动空间是 Ω7和 Ω10，其对应的元素是

d1和 e1。参与人 i的收益函数表示为 yi(d1, e1, κ1)。当参与

人 2采取 Δ10(·|d1)时，类型 ι1对于策略 Δ7(·|ι1)，参与人

1的收益为 y1(Δ7, Δ10, ι1, κ1)；当参与人 1采取 Δ7(·|ι1)时，

参与人 2对于策略 Δ10(·|d1)的收益为 y2(Δ7, Δ10, ι1, κ1)。

参与人 2在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前观察到了参与人 1

的行动，应更新其对 ι1的信念，并根据 Θ5上的后验概率

μ4(·|e1)作出自己的选择 e1。策略 Δ10(·|d1)的条件收益为

。因此，可得上级政府 -地方

政府信号传递博弈的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是一个策略组合

Δ*和后验信念 μ4(·|e1)，使得：

(P9)      （18）

(P10)    （19）

(J)       （20）

式中，P9、P10是完美性条件。P9表明参与人 1把 d1对于

参与人 2的行动的影响考虑进来，P10表明参与人 2在给

定对于 ι1的后验信念时对于参与人 1的行动作出最优反应，

J对应于贝叶斯法则的运用。

因此可知，上级政府 - 地方政府信号传递博弈中，

上级政府的博弈策略等同于农户的博弈策略，以致最

终上级政府在这一轮博弈的获益为 y1(Δ7, Δ10, ι1, κ1)。而

地方政府在此博弈中处于受规制方参与寻租的人员予

以整治，可知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同时受制于参与人 1

采取的策略 Δ7(·|ι1)、参与人 2 对于策略 Δ10(·|d1) 以

及后验信念 μ4(·|e1)，以至于其最终收益函数削弱为

。

2.2.3  上级政府-矿企信号传递博弈

上级政府 - 矿企信号传递博弈中，参与人 1（上级政

府）具有等同于第二轮第一对博弈中农户关于在集合 Θ4中

的类型 ι1的私人信息，并在 D1中选择行动 d1。假定参与

人 2（矿企）的类型是共同知识，观察到 d1并选择 F1中的

f1。其中 F1是矿企替代寻租的改进维度，f1则是矿企的具

体改进及利润最大化调整方案。博弈的混合行动空间是 Ω7

和 Ω12，其对应的元素是 d1和 f1。参与人 i的收益函数表

示为 zi(d1, f1, τ1)。当参与人 2采取 Δ12(·|f1)时，类型 ι1对

于策略 Δ7(·|ι1)，参与人 1的收益为 z1(Δ7, Δ12, ι1, τ1)；当参

与人 1采取 Δ7(·|ι1)时，参与人 2对于策略 Δ12(·|f1)的收

益为 z2(Δ7, Δ12, ι1, τ1)。

参与人 2在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前观察到了参与人 1

的行动，应更新其对 ι1的信念，并根据 Θ6上的后验概率

μ5(·|f1)作出自己的选择 e1。策略 Δ12(·|f1)的条件收益为

。因此，可得上级政府 - 矿企信

号传递博弈的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是一个策略组合 Δ*和

后验信念 μ5(·|f1)，使得

(P11)      （21）

(P12)        （22）

(K)        （23）

式中，P11、P12是完美性条件。P11表明参与人 1把 d1对

于参与人 2的行动的影响考虑进来，P12表明参与人 2在

给定对于 ι1的后验信念时对于参与人 1的行动作出最优反

应，K对应于贝叶斯法则的运用。

因此可知，上级政府 - 矿企信号传递博弈中，上级政

府的博弈策略等同于农户的博弈策略，以致最终上级政府

在这一轮博弈的获益为 z1(Δ7, Δ12, ι1, τ1)。而矿企在此博弈

中处于受规制方参与寻租的人员予以整治，可知矿企的博

弈行为同时受制于参与人 1采取的策略 Δ7(·|ι1)、参与人

2对于策略 Δ12(·|f1)以及后验信念 μ5(·|f1)，以至于其最

终收益函数削弱为 。

故而综合上述三对博弈可以获得三方各自的最终收益

函数，即农户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24）

地方政府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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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企的最终收益函数为：

 （27）

因此，此时三方博弈主体的收益受到了重新调整，农

户利益得到了最大化保障。农户与中立性上级政府的信号

传递明确将农户诉求与强化执法力度相结合而造就后两对

博弈的规制力度的加强；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均衡

点在于地方政府的合规性调整策略 E1的行动 e1上的概率

分布以应对上级政府执法策略 D1中选择行动 d1，双方在

不断摩擦下趋向均衡；而上级政府与矿企的博弈均衡点在

于矿企不断转换策略以适应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需求，

就此矿企采用策略 F1中的 f1，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且合规，

矿企运用应对策略 Δ12(·|f1)以及后验信念 μ5(·|f1)来探寻

均衡点。

2.3  均衡结果分析
在第一阶段博弈中，存在各主体博弈总收益此消彼长

的态势。由于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寻租概率分布与监督概率

分布的博弈致使各主体总收益函数呈现递增态势，这种递增

态势下政府与矿企的寻租收益被削弱，而农户的合规收益得

到补偿，故而呈现出图 1中所示的收益变化趋势。A、B、C

分别为农户、政府、矿企在第一阶段博弈的利益均衡点，通

过三个均衡点构造均衡函数 TRI，可见第一阶段的总体博弈

函数是一个增函数且为凹函数，表明第一阶段三方利益达到

一个暂时平衡，而这一暂时平衡的代价在于政府与矿企牺牲

一部分寻租收益，而在执法监察力度上有所松懈，并未触及

寻租方的根本利益，农户利益无法实现最大化。因此，这一

阶段的博弈仅仅因认知时滞而实现阶段性均衡。

TRⅠ  TRP

TRG

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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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TR

0 δ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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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一阶段博弈均衡状态

而当农户觉察到第一阶段博弈中存在的非系统性问题

时，农户经由上访等方式使上级政府作为中立机构介入进

来，加大监察力度的同时杜绝了地方政府执法寻租的可能

性，使地方政府与矿企的寻租可行性降低，进而使之总收

益下降。如图 1所示，矿企的总收益高于地方政府在于其

能够实时转换利益最大化思路，这也是促使企业走合规性

道路的必要方式。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迫在眉睫，故而矿 -

粮复合区土地政策监察对土地利用冲突缓解以及农户获益

具有典型意义。

如图 2所示，由于在第二阶段博弈中监督概率分布占

据优势地位，致使 TRE、TRG呈现低靡状态，而在此消彼

长的博弈背景下农户的收益相应提升。根据均衡点 J、K、
L可得第二阶段博弈的均衡函数 TRII，TRII呈现凸函数状态，

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可能性，此一方面表明第二阶段监

察执法情况有效，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户、矿企、地方政府

三方博弈是一个动态多阶段的博弈活动，三方为各自利益

最大化而不断选择适宜的博弈策略和合理的博弈行动概率

分布，籍以此谋求己方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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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第二阶段博弈均衡状态

3  结论及讨论

综合上述博弈分析可洞悉我国典型矿 - 粮复合区生态

补偿博弈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使博弈不断重

复，籍此趋向利益均衡点。

首先，污染监管制度的不健全为寻租活动提供了空隙，

以致矿企通过粗放生产牟取短期暴利。

其次，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以及内部人员参与寻租纵

容了生态补偿的违规操作，致使矿 - 粮复合区生态污染持

续恶化。矿企作为地方利税大户而使地方政府对其产生依

赖，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往往以 GDP为核心，

致使地方政府为提升地区 GDP水平而大量引进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对环境问题、农户利益置之不顾。地方政府

通过一些优惠政策纵容矿企的污染行为，且对其生态补偿

行为监察趋于懈怠，以致矿 - 粮复合区生态环境污染陷入

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内部的某些行政人员参与

寻租活动，为矿企的寻租活动开“绿色通道”，纵容其污染

及不付费行为，致使矿-粮复合区生态污染持续恶化。因此，

应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相关制度，从法制角度约束矿企的污

染行为以及补偿行为。

最后，农户受教育水平、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等方面

的限制而对政企寻租等方面的问题缺乏监督，致使自身利

益受损而投诉无门。以江西省铅山县永平铜矿污染区调研

数据为例，文盲率高达 20.96%，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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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8.65%，在这种人口教育素质的前提下农民的法律意

识和权利意识受限，致使农户即使参与监督其成功监督概

率仍旧极低。加之政企寻租，农户受限于政治素质而投诉

无门，以此恶性循环。因此应加大对农户维权、普法知识

的宣传，提升农户的维权意识以促进生态补偿的有效落实。

与此同时，还可组织农村内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长辈成立

监督小组促进矿 -粮复合区生态补偿合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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