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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质检改革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梅克保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党中央

要求和质检工作实际,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完成质检改革各项任务,需要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认真处

理好改革实践中的几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的关系;四是要处理

好“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关系.
关键词:质检改革;改革实践;改革路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我们在研究和思

考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必须科学认识改革的本质要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更加富有成效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今年是质检“改革年”,国家质检总局根据

中央要求和质检实际,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完成质检改革各项任务,需要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认真处理好改革实践中的几

个关系.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顶层设计,注重的是全局,发挥的是制度力量;基层探索,讲究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弄清改革路径.

实践证明,质检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既从基层探索改革的方法

路径,又从顶层建立改革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应强化总局对全系统改革的总体设

计,把更多精力转移到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上来,加强对事关质检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

政策的研究,提出质检各项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形势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密切

关注质检改革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调整工作预案,积极做好政策储备,努力做到关键时候拿得

出、用得上.坚持用高质量的制度设计为基层探索指明方向,指导基层少走弯路,确保全系统认识一致、

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另一方面,改革也可以自下而上.我国改革的历程表明,很多改革都是来自基层,

我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土地改革便是如此.应鼓励基层大胆改革创新,在推进

和完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各种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参照上海自贸区建设模式,创立具有质检特色

的改革创新载体,允许基层单位敢闯敢冒、先行先试,鼓励基层单位勇当改革的“排头兵”,争做创新的

“试验田”.充分发挥质检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尽快探索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用基层探

索的经验教训促进顶层设计修正完善,为全面深化质检改革积累经验、作出贡献.

二、“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整体推进是重点突破的最终目的,重点突破是整体推进的必然路径.整体推进,才能统筹协调,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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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改革大局;重点突破,才能以点带面,激发改革动力.质检工作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要求改革的多

重任务、各种政策和工作措施之间相互平衡、协调、联动,这就使得改革的系统性、政策的协调性、工作的

艰巨性交织叠加、错综复杂.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完成这些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必须树立“一盘

棋”的思想,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全局和整体上进行谋划与推进,避免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零敲碎打、单兵突进,力争最大综合效益.然而,全面改革不是一哄而上,整体推进也不是齐头并

进.质检改革任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必须分清主次、突出重点,紧紧扭住质检部门的核心职责、基础

工作、重点任务,集中力量进行突破,特别是要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的思路,着力改革创新质检监

管方式,实现监管重心由重视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由重视准入环节的监管向加强准入、

竞争、退出等全过程的监管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这些重点

工作牵引和带动质检改革全面深化,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

衔接.

三、“激活内力”与“借助外力”

激活内力和借助外力,就好像鸟的两只翅膀,只有比翼齐飞、两力并用,才能形成合力.质检改革首

先靠我们自己,应引导全系统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改革意识,切实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强化政治观念,努
力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质检改革大局上来,不为任何困难

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强化宗旨观念,始终坚持为了群众的质量安全利益而改革,紧紧依靠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来改革,以改革的良好成效取信于民;强化使命观念,切实增强做好质检改革的历史使命感,大
家都来为改革出主意、想办法,力争全员参与、全力推动.同时,应善于“借梯上楼”、借助外力,积极主动

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全力争取编办、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支持,解决改革中的机构编制、干部管理、

资金资产等问题,保障改革顺利进行;注重依靠社会力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质检理论、政策研

究,使之为我所用,起到外脑作用;高度重视新闻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着力讲好质检故

事,传播好质检声音,增强质检在国内外的话语权,为质检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主动听取企业和消

费者对质检改革的意见与建议,引导全社会都来理解支持质检改革,都来重视关心质检工作,最大限度

凝聚质检改革的正能量.

四、“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

胆子要大,意味着敢闯敢试,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改革创新;步子要稳,强调要稳扎稳打,坚持底线思

维,保持战略定力.行稳才能致远,改革才能图强.全面深化质检改革,应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克
服畏难情绪、浮躁心态,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一方面,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早改早

主动,不改没出路.这次改革对质检系统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抓住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否则就有可

能陷于被动.应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
于涉险滩,敢于触动比灵魂还难触及的利益.只要有利于质检事业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人民质量安全

利益,就要大胆地试、主动地改,坚定不移地深化质检各领域改革.另一方面,应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

系,以尊重质量发展规律为前提,以完善中国特色质检工作体系、走质量强国之路为目标,坚持正确推进

改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协调推进改革.在改革中,既要考虑自身需要,更要考虑社会需求,

力求做到“三个一致”,即质检改革与各级党委政府改革的方向要求相一致;与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相一

致;与人民群众的质量安全需求相一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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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RelationsNeededtobeHandledProperlyinDeepeningthe
ReformofQualitySupervision,InspectionandQuarantine

MeiKebao
(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QualitySupervision,Inspection

andQuarantin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Abstract:TheThirdPlenumofthe１８thCentralCommitteeoftheCPChasmadeamajordecision
todeepenreformscomprehensively．In accordance withtheactualsituation ofthe work and
requirementsoftheCPC CentralCommittee,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QualitySupervision,

InspectionandQuarantinehasarrangedaseriesofmajortasksofdeepeningreformcomprehensively．
Tostudyandimplementthespiritof XiJinping’sspeech,completereform tasksofquality
supervision,inspectionandquarantine,weneedtounderstandscientificallyandgrasptheessential
requirementsandinherentlawofreforms,andhandleseveralrelationsinreformpracticeproperly:

Firstly,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 “TopＧlevelDesign”with “GrassrootsExploration”;

Secondly,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 “OverallProgress”and“Breakthroughs”;Thirdly,

handletherelationshipbetween＂toActivateInternalForces＂and“DrawSupportOutside”;Fourthly,

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ragetobelarge”and“stepstobestable”．
KeyWords:ReformofQualitySupervision,InspectionandQuarantine;ReformPractice;Pathof

Reform;Relation
■ 责任编辑　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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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评估中的公众满意度调查∗

———以５３个较大城市为例

马怀德　王　翔

摘　要:公众满意度调查是法治政府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

在我国５３个较大城市的政务中心、信息公开场所及商贩聚集地等向市民发放«法治政府建设

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并对回收的５３００份有效问卷(每个城市选取１００份问卷)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５３个被测评的较大城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平均得分率仅为５９３４％,有２９个较大城

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未及格.总体而言,公众对政府在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行政

决策以及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并不满意.因此,政府在加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的同时,应该

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并着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效果,提高公众对法治政府建

设的满意度.
关键词:法治政府;公众满意度;行政执法;信息公开;以人为本

关于法治指标的设置,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法治指标方法的选择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在更大程

度上是与对法治内涵的理解与认知相关的,用何种方法设置法治指标不单单取决于方法本身的优劣,更
取决于评估的目的、评估层次、评估对象等多方面内容.”我们认为,法治政府应该是透明廉洁的政府、有
限有为的政府、诚信为民的政府、高效便民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为了服务老百姓、为了让老

百姓满意.因此,法治政府建设是否有成效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故公众满意度调查成为本次中国法

治政府评估体系的７个一级指标之一.

一、公众满意度调查指标的设置

公众满意度调查指标体系的设置以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文件为指引,同时,考虑到建设

法治政府需要有法治思维,应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应建立决策的问责和纠错机制,要求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由此,公众满意度调查设置８个调查题目(详见下表１)作为二级指标,由公众从行

政执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以及便民服务等方面对当地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进行评价.由于本

次评估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为普通公众,为了使公众能够准确理解问卷中的问题,课题组避免使用普通公

众难以理解的行政法、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术语,尽可能使用普通公众易于理解的常用词语.为确保公

众能够准确理解题目内容,课题组的调查员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可以就公众答卷时提出的题义方面的问

题进行解答.
本次调查中,发放问卷的调查员主要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辽宁大学、

深圳大学等高校生源地为该市的在校研究生及少量本科生;每个被测评城市的问卷发放地点及数量为

该市的政务中心或者行政服务中心(约３０份)、信息公开场所(约２０份)、商贩聚集地(约２０份)、律师事

务所(约２０份)以及在该市随机抽取的其他地方(约１０份);发放问卷的对象为被测评城市１８周岁以上

６０周岁以下本市居民(男女各半),主要是对政府行政执法、信息公开、行政程序等较为了解或者有切身

４

∗马怀德、王翔,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电子邮箱:mahuaide＠vip．tom．com.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课题
“２０１３年法治政府评估报告”中有关公众满意度调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文责自负.



表１　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题目

序号 题目 选项

１ 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故意刁难的情形?
A．基本不存在(３．７５分)
B．偶尔存在(１．８７５分)
C．普遍存在(０分)

２ 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超出法定期限办事的情形?
A．基本不存在(３．７５分)
B．偶尔存在(１．８７５分)
C．普遍存在(０分)

３ 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A．基本不存在(３．７５分)
B．偶尔存在(１．８７５分)
C．普遍存在(０分)

４ 您认为本市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如何?
A．比较高(３．７５分)
B．一般(１．８７５分)
C．比较差(０分)

５
您认为本市采取的政务便民措施(如网上交表、网上申报、电话查询、电

话咨询等)的实际效果如何?

A．比较好(３．７５分)
B．一般(１．８７５分)
C．比较差(０分)

６ 您认为在本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是否方便?
A．比较方便(３．７５分)
B．一般(１．８７５分)
C．不方便(０分)

７ 您认为政府是否经常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
A．经常听取(３．７５分)
B．偶尔听取(１．８７５分)
C．不听取(０分)

８ 您对本市政府机关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看法是:
A．比较好(３．７５分)
B．一般(１．８７５分)
C．比较差(０分)

感受的普通市民、律师、商贩等;问卷数量及分数设置方面,每个被测评城市从回收的问卷中选取１００份

问卷,合计５３００份问卷.在得分的设置上,每个题目均设置有３个选项,分数梯度为“０分—１８７５分—

３７５分”三个梯度;８个题目合计总分数为３０分.
当然,政府行政工作涉及面很广也十分复杂,这８个题目并不能完全反映政府工作的整体情况.但

是本次选取的８个题目与公众生活工作极为密切并且也便于公众作出满意度评价.从总体调查评估过

程和结果来看,问卷题目的设置较为合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的

基本情况.另外,当前每个被测评城市的抽取问卷数量为１００份,虽然通过合理规划发放问卷的对象和

设置相关度高的题目来提高问卷的分析度,但本次调研的样本量相对较少是本次调研的一个缺憾.今

后,我们将根据本次测评工作的经验,对该问卷进行完善并适度增加问卷的样本量.

二、公众满意度评估结果

公众满意度评价总分３０分,５３个被测评城市最后得分的平均分为１７８０分,有２６个城市高于平

均分,另有２７个城市低于平均分.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是北京(２５６８分)、苏州(２２８６分)、青岛(２１０４
分)、拉萨(２０７６分)、大连(２０６４分);排名后五位的城市分别是南京(１１６７分)、沈阳(１４１２分)、汕头

(１４４８分)、齐齐哈尔(１４６６分)、乌鲁木齐(１５１５分).该指标下各城市的得分情况详见下图１.
二级指标共８个项目,表现为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相应的８个题目.总的来看,这８个二级指标

的平均得分率较低,其具体平均得分率,详见下图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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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城市公众满意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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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公众满意度调查的二级指标平均得分率

　　本指标下各二级指标的评估结果如下:
(一)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故意刁难的情形

本项指标中,对每个测评对象进行的该项调查显示,公众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吃拿卡

要、以权谋私、故意刁难”情形的评价的总体评价偏低,平均分２０３分,仅次于公众满意度评价指标中最

低的第７题(您认为政府是否经常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１９６分.参评的５３个城市中有２８个城市在

该项的得分低于平均分.其中,排名前５名的分别是:北京(２９６分)、广州(２７２分)、杭州(２６１分)、
苏州(２５９分)、青岛(２５５分);排名倒数的５个城市分别是:沈阳(１４１分)、南京(１４１分)、齐齐哈尔

(１４３分)、济南(１６７分)、呼和浩特(１７３分).
(二)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超出法定期限办事的情形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１９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为中档的指标.
其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２６个.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北京(３５２分)、苏州(３０４分)、
杭州(２８１分)、青岛(２６１分)、拉萨(２５７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城市分别为南京(１６０分)、齐齐哈尔

(１６１分)、汕头(１７２分)、太原(１７３分)、成都(１７３分).
该指标的测评中,答卷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分.结合一级指标中的“行政执法”情况可以得知,

在执法流程细化、执法权力清单、案卷评查、违法行为投诉体验等二级指标测评项目所做工作较好的城

市,其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高,也便于群众监督,容易取得公众的认可和好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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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４５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为中档的指标.
其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２６个.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北京(３５１分)、苏州(３１１分)、
唐山(２９８分)、大连(２９４分)、杭州(２９３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城市分别为南京(１５８分)、福州

(１５９分)、齐齐哈尔(１７３分)、乌鲁木齐(１７４分)、沈阳(１７８分).
该指标的测评中,答卷者根据自己的体会对行政机关在近１年中是否存在暴力执法现象给分.答

卷者大多数认为其所在的市不同程度地存在暴力执法现象,并建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该文明

执法.
(四)您认为本市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如何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１４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为低档的指标.
其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２８个.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北京(３０１分)、苏州(２７６分)、
大连(２６６分)、哈尔滨(２６６分)、包头(２６６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城市分别为沈阳(１３７分)、南京

(１３７分)、乌鲁木齐(１５４分)、齐齐哈尔(１５６分)、福州(１６１分).
该指标的测评中,答卷者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作出评价.我们注意到,题目４与题目３之间

有关联性,即执法人员业务素质排名较低的城市往往是暴力执法现象得分同样低的城市,尤其是这两个

指标排名最后５个城市是一致的;相反,执法人员素质较高的城市中暴力执法现象较少.
(五)您认为本市采取的政务便民措施(如网上交表、网上申报、电话查询、电话咨询等)的实际效果

如何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５２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较高的指标.总

的来看,各城市在这一指标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前面的４个指标.其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３１个,
占被测评城市的５８４９４％,但各城市得分较为匀称,得分并列情形较多.其中,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

分别是大连(３０２分)、苏州(２９６分)、拉萨(２９６分)、北京(２９５分)、包头(２９３分);得分较低的后５
个城市分别为南京(１６２分)、呼和浩特(１６７分)、汕头(１９０分)、本溪(１９５分)、武汉(１９５分).

该指标的测评中,答卷者根据自己在近年接触政府采取的政务便民措施或者通道办理相关事宜的

体会给分,分差主要源于答卷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我们注意到,成都在该项指标中的得分为

２０８分,位次较靠后.近年来,成都市围绕界定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提升行政效能、方便群众办

事,大力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该市公众对其“政务便民措施的实际

效果”的评价却没有我们预期的高.
(六)您认为在本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是否方便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６２分,为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最高的指标.其

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２３个,得分并列情形较多.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苏州(３３９
分)、北京(３３８分)、包头(３０８分)、大连(３０６分)、拉萨(３０２分)、杭州(３０２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

城市分别为南京(１４６分)、汕头(１７６分)、南宁(１８２分)、太原(１９７分)、本溪(１９９分).
由该指标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出,虽然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从行政许可权实施的角度看其效果颇有

争议,但是此类服务场所设立后相对集中办公确实方便了公众办理相关业务,公众对其评价普遍较好.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市没有设立政务中心,只是其个别部门设立了办事大厅,有的市虽然设立了政务

中心,但是为民服务的思想还是较单薄,公众在办理事项时还未体会到高效便民.
(七)您认为政府是否经常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１９６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最低的指标.其

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２６个.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北京(２９４分)、苏州(２５１分)、广
州(２３３分)、青岛(２２９分)、拉萨(２１９分)、无锡(２１９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城市分别为南京(１４１
分)、郑州(１４１分)、长春(１４４分)、齐齐哈尔(１４６分)、沈阳(１４８分).

法治政府的建设需要建立相关机制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应该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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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在作出行政行为特别是重大的行政决策时未能保障公众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不利于落实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也难以取得公众的信赖和好评.
(八)您对本市政府机关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看法

本项指标中被测评城市的平均得分为２２４分,是公众满意度调查８个题目中得分较低的指标.其

中,得分低于平均分的城市有３３个,占测评城市的６２２６％.得分较高的前５个城市分别是北京(３４１
分)、洛阳(２６４分)、大连(２５３分)、拉萨(２５１分)、苏州(２４９分)、青岛(２４９分);得分较低的后５个

城市分别为乌鲁木齐(１１８分)、南京(１２２分)、沈阳(１５８分)、呼和浩特(１５９分)、西安(１７１分).
该指标考察的是市民对本市政府机关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看法.答卷者根据自己近年对政府在信

息公开工作方面的整体感受打分,分差主要源于答卷者的个人亲身经历和体会.总的来看,公众对政府

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工作是不满意的.
课题组为了较为细致了解公众除了个人主观评价差异外,是否有其他影响其作出判断的重要因素,

因而对一级指标４(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各测评城市的二、三级指标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一
般地,公众满意度调查中本项二级指标评价得分较低的城市,其在政府信息公开这一一级指标中的得分

也较低.如乌鲁木齐,在公众满意度调查中本项二级指标评价３７５分中得分为１１８分;在一级指标４
(政府信息公开)中,其“社保局、环保局、教育局、公安局、工商局２０１２年度财政决算报告和２０１３年度财

政预算报告是否公开(５分)”中的得分为０５分,在“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是否实际提供信息查阅服

务(５分)”中得分为０分,在“依申请公开的渠道是否便民(５分)”及“政府提供所申请信息的情况(８
分)”的得分均仅为２分.可见,公众对其所在市信息公开工作满意度评价除了受到公众主观感受影响

外,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场所建设以及是否便民等对公众作出满意度评价具有重要影响.

四、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总体上看,课题组测评的５３个城市中,得分在１８分及以上(总分３０分,得分占６０％的为及格)的
城市２４个,低于１８分的城市２９个;测评的５３个城市平均得分为１７８０分,得分率为５９３４％.因此,
这５３个城市的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平均情况考核为不及格.可见,公众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满意

度评价较低,政府依法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测评中发现的问题

１．行政执法工作问题突出,仍需予以高度重视

行政执法中仍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故意刁难”等现象,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还存在

超出法定期限办事等情形.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一线执法工作者的综合素质需要提升,同时执法者素

质对行政执法手段选择和执法效果具有影响.一般地,“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与“暴力执法现象”具有很

大的关联性.而暴力执法、违法执法等直接影响执法效果和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产生这些问题

的重要原因是诸如执法理念滞后、执法体制机制不顺、执法不规范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如

何推进依法行政,更涉及到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２．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贯彻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生活、工作、科研等密切相关,但是由于部分政府的信息公开场所、网络平台的

搭建和维护、政府信息的更新等工作未很好落实,导致政府信息公开场所有名无实,无法真正为公众提

供信息公开服务,为信息公开所配备的设备被闲置,造成资源浪费.申请政府公开信息方面问题更为严

重,政府机关往往用“信息不存在”“申请人无申请资格”等各种理由拒绝公开信息,使«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无法得到很好落实.这些因素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很低.

３．便民服务措施实效欠佳

在服务政府理念指引下,各地纷纷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开展便民服务工作,办公场所、设备有所改进.
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尚有差距、相关的制度衔接工作不到位等原因,致使不少地方便民服务尚

未很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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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公众参与和维权意识有待提高

本次公众满意度调查中,问卷原有题目１０个,其中有２个题目分别是为考察公众对违法行为举报

及参与听证会而设计的.然而,我们分析问卷时发现,各城市中市民对违法行为进行过举报的在１００份

问卷中仅约占１０％,参加过听证会的仅约６％,同一城市收回的问卷中,既举报过违法行为又参加过听

证会的为４份左右,所占比例很低,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统计分析的意义.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出,一方面测评各城市市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特别是公益维权意识)低,另一方面政府在行政决

策中对公众参与重视程度不足,没有给公民提供相应的参与行政决策机会.
(二)意见与建议

１．重视规范行政执法工作和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

依法行政的重心在于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坚持文明执法,不粗暴对待当事人,不侵

害执法对象的人格尊严.通过行政程序,规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故意刁难”以及

超出法定期限办事等情形.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

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通过聘任素质较高的执法人员、加强培训在岗工作人员

等措施,使执法人员切实依法执法,将法律、法规等落到实处.

２．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生活、工作、科研等密切相关,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行政理念的良好切入点.
政府应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拓宽办事公开领域.所有面向

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

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然而,“在中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能寄希望于精英人士制定一部条例,而
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博弈”,故而我们也需要公众出于自身权益的需求自觉行使知情权,凝成一股推动行

政公开的压力,加速透明政府的建设进程.

３．落实便民服务措施

规范和发展各级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对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要尽可能纳入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本着以人为本的

理念,开展便民服务工作,努力使便民服务真正便民,而不是“耍花架子”.

４．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公民具有相应的法律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政府在行政工作

中应注重公众参与,以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增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赖,减少执法阻力,从而避免

出现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和纠纷.

　　参考文献:
[１]　姬亚平、张萍,２０１３:«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证研究»,«行政法学研究»第３期.
[２]　蒋安杰,２０１０:«法治政府是否有成效 公众说了算»,«法制日报»９月８日.
[３]　钱弘道等,２０１２:«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第４期.
[４]　石佑启、张水海,２０１２:«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看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行政

法学研究»第１期.
[５]　王青斌,２０１２:«论执法保障与行政执法能力的提高»,«行政法学研究»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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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ublicSatisfactionSurveyinthe
AssessmentofGovernmentbylaw:

theexampleof５３LargeCity

MaHuaideandWangXiang
(InstituteofGovernmen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Abstract:Publicsatisfaction surveyisanimportantindicatoroftheevalu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bylaw．TheresearchgroupledbyProfessorMaHuaidein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
Scienceandlawhaveissued＂questionnaireofpublicsatisfactionaboutgovernmentbylaw＂tothe
publicatthegovernmentcenter,informationpublicplacesandvendorhubof５３largercities,and
analyzed５３００recycledandvalidquestionnaires(１００questionnairesselectedineachcity)．Theresults
showthataveragescoreofpublicsatisfactionsurveyin５３largecitieswasonly５９．３４percentand２９
largecitiesdidnotpass．Overall,thePublicarenotsatisfiedwiththegovernmentinadministrative
lawenforcement,informationdisclosure,publicparticipationindecisionＧmakingandConvenience
servicesaretheservice．Therefore,theGovernmentstrengthentheinstitutionbuildingofgovernment
bylaw ,meanwhileshouldpaymoreattentionandtheeffortstoenhancethepracticaleffectofthe
buildingofgovernmentbylawinpeopleＧorientedconcept,andimprovepublicsatisfaction with
constructionofgovernmentb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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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网络跨境代购行政规制博弈分析及规制建议∗

祝　捷　谢源澔

摘　要:我国“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消费者将购买奶粉的目标转向洋奶粉,一时间跨境

网络奶粉代购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而如何规制该行为也成了一个难题.针对跨境网络奶粉代

购,政府出台各类规章、标准及政策性文件对网络代购商家进行规制,可却出现了规制失灵.
文章分析奶粉代购现状,结合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解读,得出政府无法对大量的代购者进行规

制的结论,通过构建电商平台与政府的监管博弈模型,认为规制关键为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并
据此给出以下规制建议:统一规范乳制品代购准入及监督机制;实施严厉的电商平台处罚措施

以及采取更加人性化的规制措施.
关键词:奶粉代购;行政规制;监管博弈

一、引言

网络跨境代购,就是指境内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从代购服务商处购买境外商品的行

为.其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国内大型社区论坛发帖询问;第二种是通过国内综合电子商品网站的

代购平台,如淘宝网;第三种就是直接通过专业的代购网站如５１邦得代购网等(林凯,２０１２).就奶粉跨

境网络代购(下文简称奶粉代购)而言,根据关于国家工商总局«加强网络代购“洋奶粉”经营行为监管工

作的通知(办字〔２０１１〕１３４号)»对奶粉代购的形式的规定:“网络代购洋奶粉的主要形式是消费者与境

内网站(网店)经营者联系,后者以委托境外合作者等方式从境外购买奶粉,并转交消费者.这种方式购

买的奶粉多以个人邮递物品的形式入境,一般未经过质检部门检验,产品质量缺乏保障,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发生消费纠纷后消费者维权困难.”因此,本文所论述和研究的奶粉网络跨境代购是指通过国内综

合电子商品网站的代购平台进行代购的方式,因为该种形式有着较高的成交量、成熟的平台及商业模

式、庞大的消费群体、众多的从业人员及不成熟的质量控制及监管方式而成为迫切需要规范的对象.
虽说就目前而言,奶粉代购对于中国广大乳品消费者或许是在国内乳制品信任危机期间获取品质

更好、更安全的奶粉的一个新途径,但是这个行业由于背后隐藏着“逃税”“食品安全无法监管”“假冒伪

劣产品”“维权难”等问题而被认为是一个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业.奶粉是婴幼儿的口粮,对于洋

奶粉,广大消费者对其有着高涨的消费热情,而这一热情甚至对全球的乳制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度引起局部地区奶粉供应紧张,价格出现波动,甚至引发香港、澳门、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国

家和地区出台限购令.为此,行政机关一方面在出台各类法律法规来解决国内乳制品安全问题,一方面

也在规制各种洋奶粉代购行为.虽然相关规范性文件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却无法控制消费者对奶粉跨

境代购的热情.为了解决“奶粉代购”这个难题,已有不少学者和机构展开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

主要以下几个观点.有学者认为乳品企业内部应当注重提升营销能力,注重质量和诚信,靠产品赶走洋

奶粉(崔嵛,２０１３).有学者提出奶粉生产应参照药品生产企业 GMP认证模式,全面实施粉状幼儿配方

食品良好生产规范来解决消费者信任问题(王沛,２０１３).有观点认为,解决奶粉代购的困境应当从多个

方面解决,郑风田教授(２０１３)的观点是从长期看应当建立有效的生产监管机制,恢复消费信心;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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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四个措施来解决奶粉代购,一是增加奶粉进口,降低关税,二是打破单一奶源来源,三是提前告

知旅游地旅游高峰,四是提倡母乳喂养.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学界主要从提高乳制品质量、加强乳制品生产过程监管、提升标准的角度来提

出解决机制,这个角度其实仍是从如何解决中国乳制品的危机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可是,上述研究却没

有系统地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亦没有对上述法律法规出现规制失灵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本文

以博弈论为基础,通过对规范、个案及调研数据对政府规制手段及商家的代购行为进行博弈分析,揭示

规制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二、政府规制制度概述

分析针对代购者所实施的政府规制,须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由此得出政府的规制措施.就

目前对乳制品进口的监管,国家在近年有多部涉及此领域规范性文件出台,作者按照实施的时间先后顺

序对此进行梳理,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０年后我国规制奶粉网络代购的规范性文件

序号 规范名称 出台部门 实施时间

１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

２ 关于加强网络代购“洋奶粉”经营行为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家工商总局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

３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

４ 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

５ 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九部委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６日

６ 质检总局关于加强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管理的公告 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７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

　　(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及«关于加强网络代购“洋奶粉”经营行为监管

工作的通知»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是由工商总局出台的部门规

章,是首次对网络商品交易行为进行系统性规范的规范性文件.调整的主体包括网络商品的经营者和

网络服务经营者.其中,网络商品经营者涵盖的范围包括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网络服务经营

者包括通过网络提供有关经营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以及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

网站经营者.调整的内容涉及网络服务经营者、网络商品经营者的义务,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义务,
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暂行办法»调整的范围涵盖了除物流外所有的网

络商品交易流程,从准入制度到行为规范,再到相关监管规定及法律责任,尤其是专章对网络交易平台

进行了规范,可以说«暂行办法»的实施弥补了我国网络商品交易行为法律规范的空白.
«关于加强网络代购“洋奶粉”经营行为监管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以下几点:一、设立从业门槛,

要求从事奶粉网络代购商家进行工商登记,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才能进行营业,并要求

对产品进行监管,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二、调查各地奶粉代购情况;三,查处销售假冒伪劣洋奶

粉的网站(网店)经营者并对消费者发布警示通知.
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如果能较好地执行,就会较好地规范奶粉代购市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

如此.首先,«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提及“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发现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

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应当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必要时可以停止

对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而«关于加强网络代购“洋奶粉”经营行为监管工作的通知»亦要求从事奶

粉网络代购商家进行工商登记,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才能进行营业,可到目前的情况

是,在我国最大的电商平台淘宝网上,从事奶粉代购的商家进行工商注册的都凤毛麟角(下文有详细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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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更别说拥有“食品流通许可证”了.
(二)«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及«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要求对进口食品进出口商信息及进口食品来源和流向进行登记

备案,保障进口食品可追溯性,有效处理进口食品安全事件,保障进口食品安全.此文件是国家质检总

局颁布的部门规章,适用于向中国大陆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以
及境内进口食品的收货人的备案管理.该文件在大宗货物的进出口上可能会有较好的规制作用,但是

在奶粉代购上却并没能发挥作用,因为奶粉代购的进境形式主要通过邮包及个人携带入境,在国内的收

货人(奶粉代购商或奶粉消费者)众多且分散.再者,奶粉代购业由于处于灰色地带,相关业者(以淘宝

网为例)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代购者为了逃避后续的法律责任及政府监管,自然

不会主动进行备案.
«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与«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是由国家质检总局一同

发布的,要求进口和销售应检食品时做好记录登记,以便日后质量追溯及产品召回.就条文本身来看,
规制欲发挥作用,需进出口商和收货人进行有效备案,这种假设在目前的奶粉代购业几乎无法实现.

(三)«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及«质检总局关于加强进口婴幼儿配方乳

粉管理的公告»
«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是由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九部

委联合下发的一个规范性文件,意见中明确规定要“参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婴幼儿配方乳粉”及“进
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中文标签须在入境前直接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在境内加贴,对无中文标签

标识的产品,一律作退货或销毁处理”.不少海外代购卖家认为,这项规定基本断了进口奶粉代购的通

关之路,被称为史上最严格措施(魏娜,２０１３).随后在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质检总局就发布了«质检总局

关于加强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管理的公告»,对«意见»加以进一步的落实.落实了两个时间:即自２０１４
年５月１日起,未经注册的境外生产企业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允许进口;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起,进口婴幼

儿配方乳粉的中文标签必须在入境前已直接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在境内加贴.产品包装上无中

文标签或者中文标签不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一律按不合格产品做退货或销毁处理.
就目前来说,虽说目前进口乳品代购的检查变得更严了,例如澳洲奶粉代购周期,从原来的一周时间,

延长到了一个月以上(魏娜,２０１３),但是从海关和检验检疫方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仅通关的时间延长了,
但是对客带乳制品几乎很少查验,对邮包进口的奶粉查验也是小概率事件,且对已灌装好的奶粉几乎不会

开罐查验.而淘宝网交易数据亦能很好印证目前的监管事实.笔者在淘宝网的官方统计网站“淘宝指数”
上以关键词“奶粉代购”进行搜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的成交指数①如表２所示:

表２　淘宝指数显示的奶粉代购成交指数

时间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４．２．１ ２０１４．３．１ ２０１４．３．１５
成交指数 ５ ４ ０ ４ ２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去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因春节期间物流放假无成交记录外,奶粉代购量仍然处于

一个正常状态.作者随机对奶粉卖家进行调查的结果亦是如此,在咨询店家奶粉代购是否被限制时,得
到的答复十分统一,都表示没有影响.有部分卖家表示自己在国外有专门的团队进行邮包寄送,目前没

有遇到任何问题,顾客也对收货时间及包装物完整情况没有太大的意见,而有部分大型卖家则是依托通

关公司进行批量通关,由此可以看出乳制品代购再次出现规制失灵.而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食品安全

管理办法»和«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这两个行政法规.«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是由

国家质检总局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颁布的部门规章,涉及进出口检验、商家备案、销售记录及产品召回,可
以说是一部规定详尽、层层把关的部门规章,如能较好地贯彻和实施,能够切实保障进口食品的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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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淘宝指数网,http://shu．taobao．com/trendindex? query＝％E５％A５％B６％E７％B２％８９％E４％BB％A３％E８％B４％
AD&type＝trade&from＝４&to＝０,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６日访问.



全;«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则是根据«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框架,针对乳制品做了

更为具体细致的规定.可是上述法规却与奶粉代购擦肩而过,在«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的第五十五条①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六十条②都把网络代购奶粉排除在规范范围外,而上

述规章提到的“国家有关规定”其实就是服从国家海关部门的监管规定:“进境旅客仍可免税携带进境价

值人民币５０００元的自用物品,奶粉每公斤按２００元定价,税率１０％,征税２０元,征收税款总额在５０元

以下免征,也就是２．５公斤以下免征.”(王春楠,２０１３)
(四)«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６０号

公布的,它的出台替代了国家工商总局２０１０年５月颁布的首个对电商交易平台及网络交易经营的

规章«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对«暂行办法»中的多项内容进行了补

充,并根据最新的网络交易热点问题进行了立法,例如七天无理由退货、电商实名制、消费者个人信

息保护及交易记录保存等.这部部门规章的出台对网络交易,尤其是电商的监管来说是一个立法的

进步,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而对于奶粉代购的消费者来说更是一针强心剂,
但是,这里面却也存在着较多的立法漏洞.首先实施电商实名制,«办法»第七条规定“从事网络商品

交易的自然人,应当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并向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交其姓名、地址、有
效身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等真实身份信息.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那么如何

才能具备登记注册的条件呢? 根据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颁行的新«公司法»,公司注册将注册资本实缴

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企业在注册时,工商部门仅仅登记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的总额,无须登记实收

资本及收取验资证明文件,从一般意义上取消公司设立的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就实际情况来看,各地

工商部门也纷纷推出相关的执行细则方便企业登记,也就是说,目前近乎没有登记的门槛,只要有企业

登记的意向就可登记.笔者对国内B２C、C２C市场份额最大的淘宝网进行调查,从事婴幼儿牛奶粉跨

境代购的店铺为１３４４２家③,销量前十名的卖家中,没有一个卖家进行了工商登记,仅仅以个人名义进

行登记.以销量第一名的卖家“饭饭邦环球精品母婴店”为例,其半年的主营业务量６９６２３单,其成交量

及成交额远远比线下从事实体商务的小规模有限公司高.值得注意的是,«办法»第七条其实是２０１０年

颁行的«暂行办法»第十条的原文重现,从此也可以看出,虽然有规范性文件的存在,但是财大气粗的电

商平台是否服从监管至少从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五)小结

综上所述,政府对乳制品代购的主要规制措施及其效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规制措施及其评价

序号 规制措施 评价

１ 奶粉代购准入限制 就目前情况来看,规制失灵.

２ 查处销售假冒伪劣的奶粉 因无法对代购商家进行登记,导致无法对代购奶粉的质量进行监督,规制失灵.

３ 进出口备案登记
在奶粉代购上因收货人众多,且逃避监管,而规避监管的成本仅仅是不予备案或

者取消原备案资料.规制失灵.

４
销售记录及追溯及质量问

题产品召回
因进出口备案登记出现规制失灵,导致规制效果大受影响.

５
禁止未有中文包装的乳制

品进境销售

规制严厉,对奶粉代购几乎实行一刀切,但就目前实施情况而言,规制效果并不

理想.

　　从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制措施来看,规制的措施多种多样,但目前的规制手段都出现了规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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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饲料用乳品、其他非食用乳品以及以快件、邮寄或者旅客携带方式进出口的
乳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六十条:“以快件、邮寄和旅客携带方式进出口食品的,应当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
数据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资料来源:淘宝网,http://s．taobao．com/search? q＝％C４％CC％B７％DB％B４％FA％B９％

BA&commend＝all&ssid＝s５－e&search_type＝shop&atype＝&filterFineness＝&app＝shopsearch&q＝％C４％CC％B７％DB％B４％
FA％B９％BA&commend＝all&ssid＝s５－e&search_type＝shop&atype＝&filterFineness＝,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访问.



三、博弈分析

正是基于政府本身的职能和维护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和形象,政府需要对乳制品安全进行管制,尤其

是在国家经历了多次乳制品危机后,恢复民众对乳制品安全的信心显得极为迫切;而就目前的奶粉网络跨境

代购现状来说,却由于监管失灵,存在着较多监管空洞而对国家的婴幼儿乳制品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从

另一方面来看,奶粉网络跨境代购的相关业者(下文简称代购者)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不会轻易接受

政府的监管.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政府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奶粉代购进行监管,而代购者则要尽量不接

受政府监管,这样在监管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府和代购者之间的监管博弈.可是就目前而言,对奶粉代购的

监管主要视线集中在代购者上,但是面对千千万万个代购者及无数的代购行为,政府就现有的人力、物力、财
力上都没有办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果为规制奶粉代购而大大增加政府支出,显然是不符合行政规制的原则

的.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制,其权利来源于人们的授予,其执法资源来源于财政支出,来源于纳税人,其
执法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运转,行政规制在注重规制效果的同时也应当注重行政效益.在这

里,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规制中心从代购者转移到电商平台,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选定博弈模型

博弈的划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第一个角度是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从这个角度,博弈可以

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①.划分博弈的第二个角度是参与人对有关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战略

空间及支付函数的知识.从这个角度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②(张维迎,２００４).
首先就第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于电商平台来说,是接受政府的监管,还是为了自己平台的利益而抱

着侥幸心理逃避政府的监管,或者放任平台内代购者的代购行为,决定权完全在自己手上,他会视政府

现有的监管手段和执法严厉程度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政府则会根据电商平台的行为来采取监管措

施.因此,两者形成一种动态博弈.
从第二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首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具有公开性,政府的执法亦据此来执

行;政府的执法亦存在公开性,电商平台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执法的相关情况进行掌握.其次,从
政府的角度上来说,政府对国家事务的管控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管控的,相关法律及社会现实是政府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依据,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了解代购者会采取的策略选择、行为信息及收益结果.因

此,就监管博弈而言,此博弈设定为完全信息博弈.综上,奶粉代购中电商平台与政府博弈模型应当为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适用于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二)博弈分析

博弈的标准式表述即战略式表述有三个要素:“参与人集合”“每个参与人可选择的战略”“支付函

数”.模型的参与人为政府和电商平台,二者的行为模式均有两种,电商平台有服从政府监管和不服从

政府监管两种行为模式,政府有查处和不查处两种行为模式.行动的顺序是代购者根据现实情况分析,
并以理性人的角度制定行动计划并实施行为,而政府根据代购者的实施行为采取相对的对策.

关于收益方面,假设电商平台服从政府管制的收益为DY,不服从政府管制的收益为DN ,而在电商

平台服从管制时,政府收益为ZY,电商平台不服从政府管制时,政府的收益为ZN .这里的政府收益指

的是政府的履职完成度、政府的公信力及美誉度、人大对政府的满意度等.
添加成本变量,为电商平台违反政府的监管所需的成本CD,即电商平台因违反相关规范性文件所

受到的处罚,这里的处罚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当查处电商平台不服从监管的行为时,政府所花销的成

本为CZY,当政府选择不查处时,政府的潜在损失为CZN ,该损失是政府声誉及公信力的损失,及其他电

商平台效仿前者所给政府带来的损失.此外,添加第二个变量P,为政府选择查处代购者不服从管制时

查处成功的概率.根据上述假设构建博弈树.博弈树为多段完美博弈,根据博弈树做出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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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静态博弈指的是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动态博弈指的是参与人
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

完全信息指的是每一个参与人对所有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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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奶粉网络代购的博弈树

表４　图１的战略式表述

政府

查处 不查处

服从 DY,ZY DY,ZY

电商平台 不服从 DN －CD ∗P,ZN －CZY DN ,ZN －CZN

　　对博弈进行逆向求解,得出下列结论.
当电商平台选择不服从政府监管时,政府在第二段博弈时将存在图１所示的两种选择,即“查处”和

“不查处”.由于博弈论的参与人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政府选择的依据是比较“查处”和“不查

处”对自己的利益何者更高,也就是比较ZN －CZY与ZN －CZN 的大小.更进一步说是比较CZY与CZN 值

的大小.
在理论上来说,CZY是小于CZN 的,因为政府要面对的规制对象有限,政府可采取众多手段来对电商

平台进行规制,形成一个政府严格管理电商平台,促使平台严格管理相关代购者的监督链条在事实上是

可行的,在成本上是可控制的,而政府在食品安全上的失职所带来的声誉、公信力的损失相比较是巨大

的,所以可以得出CZY＜CZN ,也就是政府查处的成本小于政府不查处时政府的潜在损失.在这种情况

下,ZN －CZY＞ZN －CZN ,政府是希望选择对代购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为什么是“希望”呢,由于

电商规模都很大,这个大不仅仅集中体现在其注册资本和交易额上,更体现在其带来的社会效应,例如

解决大量人群就业问题、促进商品经济、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等,那么其在和政府博弈的时候就有较大的

讨价还价资本,甚至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代购平台基于其筹码而忽视

政府管制时,政府仍将出现有法可依却不有法必依的情况.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先假设政府的查处行为不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

而是一种承诺行动,在这一情形下,政府必然对电商平台违反规范文件的行为进行规制.电商平台就需

要在服从和不服从两种情况中进行最优选择,即对DY和DN －CD∗P 进行比较.
情景１:倘若DY＜DN －CD∗P,那么双方博弈的均衡出现在查处、不服从的情况.在该种情况下,

电商平台明明知道政府希望来查处,且有一定的成功查处几率,但是仍然会选择不服从,因为其获利大

于服从政府管制;在该种情况下,双方会继续进行博弈,政府监管失灵,也意味着制度设计失败.
情景２:倘若DY＞DN －CD∗P,双方的博弈均衡出现在查处、服从的情况.在该种情况下,电商平

台知道政府会查处,虽然逃避监管有较大的利益,但是要远远小于其付出的成本,于是代购者会选择接

受监管;在该种情况下,政府实现了监管的目的,电商把服从政府监管作为第一选择,此时出现纳什均

衡.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张维

迎,２００４).
综上可以看出,政府有限监管和监管失灵的临界点为DY＝DN －CD ∗P,而要想达到最优的管制

目的,让制度发挥其最大效用,需要达成DY＞DN －CD ∗P,且不等式的左边与右边相比差额越大,被
监管者越倾向于服从政府的监管.故从中得出制度设计的启示应当是从DY、DN 、CD 及P 三个变量入

手,也就是在其不接受监管所获利益、违法成本及政府成功查处概率这三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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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制设计建议

(一)成立专门监管机构,统一规范乳制品代购准入及监督机制

工商机构成立一个专门协调部门,对电商平台进行监管,并且协调各地工商部门对网络乳制品商品

交易违规现象进行查处,在奶粉代购上构建电商监管商家、工商等国家机关监管电商的监管模式.平台

对商家实施特殊门槛准入,即从事奶粉代购卖家需进行工商税务及卫生注册,并建立产品强制性披露制

度和售后产品追踪制度,对奶粉上架按批次审批,审核奶粉清关单据及检验报告;电商平台每月通过后

台自动收集销售信息,提供其当月的销售数据、消费者评价等指标,合格者对其颁发下个月的认证标志,
不合格者暂停整改,整改后仍未能通过验收者取消销售资格,随后将信息及文件及时回馈给监管部门,
同时,监管部门亦会对电商平台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抽查.通过重新规划监管构架,能取得一举多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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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C２C代购监管流程图

１．从直接管理代购者到间接管理代购者,从单纯禁止到有序管理

这也是本规范建议的目标之一.首先,提高服从管制的平台利益.虽说服从监管在人力物力上有

所增加,但是却给了消费者一个积极的信号,其平台下的商家销售的产品在质量上有所保障,解决消费

者对代购途径奶粉质量的担忧,让消费者转而选择该商店的商品.其次,减少不服从管制代购者所获利

益.当统一规范乳制品代购准入后,代购者不服从管制所带来的利益流失是巨大的,因为其主要依托的

平台就是电商,在电子商务网站上失去平台后,代购者不可能有能力由自身建立起一个同等的电商

平台.

２．促使国内洋奶粉价格回归合理价位,利用市场调控奶粉价格

目前正常渠道销售的洋奶粉价格普遍偏高,２０１３年７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对

美赞臣、雅培、惠氏、多美滋、美素佳儿和合生元六家奶粉企业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八家乳品企业被迫

降价８％－１５％(宇天,２０１３),但就其从２００８年后高达５０％的涨价风及进口奶粉高达５０％以上的利润

率来说,还有较多的利润空间.在规范洋奶粉代购后,代购渠道的奶粉和代理商渠道的奶粉形成了价格

竞争,尤其是大型B２C电商加入代购业后,会和传统渠道形成巨大竞争,这样能通过市场的手段将国内

奶粉价格降低.

３．在奶粉信任危机的背景下,保障民众需求

新奶粉国家标准于２０１０年公布,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正式施行,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包含了６６项

乳和乳制品标准,其中婴幼儿食品标准包括:«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谷基

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四个(赵同刚,２０１０).对于这个标准,有部分人认为新国标与国际标

准几乎一致,标准较高(崔嵛,２０１３),这也是标准制定者的声音.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广州市奶业

协会会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黄碧梅,２０１１).其实

就算我们国家的婴儿配方奶粉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标准基本一致,但对华婴幼儿奶粉

出口量最大的新西兰、欧盟、美国都有自己的婴儿配方奶粉标准,与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并不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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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外厂商在出口牛奶时,首先看对方国家的标准,然后再确定配方,再确定生产技术流程及产品质

量监控要求(刘军,２０１３).对于这个标准,笔者想说国际标准是一个以国际平均奶粉生产水平来定的标

准,必然与欧美传统奶粉生产国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而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奶粉,必定是按照我国

的标准来进行生产的,这样的奶粉并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奶粉安全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奶粉代购

商家都在拼命宣传自己的奶粉是原产地销售的“本土奶粉”的原因所在.

４．为提高查处成功概率及加大电商平台及代购者不服从规制处罚打下基础

对于电商平台,由于新的机构实施的是领导负责制,在全国范围内专门负责对电商平台的监管工

作,落实到人、落实到具体的部门,这能给电商平台一个很强的暗示,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一个承诺行

动,部门负责人由于工作职责及行政绩效的压力会让监管部门使得自己的威胁战略变成可置信的行动.
对于代购者,目前正是由于对奶粉代购者没有施行登记注册,故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管制,也就没有办法

对其进行处罚.首先,淘宝卖家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个体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外加一张银行卡就可以在

淘宝进行经营了,这属于个人经营行为,目前个人的经营行为是否属于工商部门执法范围在业内仍然存

在争议.其次,工商监管还涉及到一个行政管辖问题,网络店铺确认其确切的经营地点仍存在较大

难度.
(二)实施严厉的电商平台处罚措施

目前规范电商平台的规范性文件是«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其中在«办法»第四章规定了法律责任,从
条文中可以看出,处罚最重的仅仅为三万元的罚款,这对财大气粗的电商平台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因此,需要加强对电商平台的违反规定的处罚力度,这样可以让其不服从管制的成本极高,当其所付出

的成本较其所得存在较大负差的时候,电商平台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服从政府的管制.如果没有设立专

门机构对平台进行监管,没有办法解决不作为执法的问题,那么平台很有可能会认为政府的规制是一种

不可置信的威胁,从而以自身所拥有的筹码和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但是有了监管机构后,这一切发生改

变,代购平台不得不趋向服从政府的管制,走向政府管制所希望达到的特定均衡条件.
(三)规制人性化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从经济学视角看,政府管制是对市场调节的限制,
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对于行政管制活动的法律调整,不仅需要考虑定性意义上的平等对

待、形式公正等价值,还需考虑定量意义上的管制影响分析(王锡锌,２００８).对于乳制品代购适当的监

管,其实民众是欢迎的.食品安全重于天,尤其在我国４∶２∶１的家庭架构下,关系下一代的健康的乳品

安全是民众极为看重的.笔者在收集淘宝的资料时,发现众多消费者对网购的产品安全、质量保障是怀

有很大疑虑的,但是由于对国产奶粉及国内乳品标准不信任,民众才不得已冒着众多风险选择代购奶

粉,毕竟这是自己下一代每日的食物.试想一下,要是国内的乳制品能保证安全,没有人会费心、冒险去

选择代购.«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规定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中文标签须

在入境前直接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在境内加贴,对无中文标签标识的产品,一律作退货或销毁

处理.如果按照«意见»严格执行,会有两个结果:一是进入我国的奶粉仍旧是按照我国乳品标准生产的

奶粉;二是原装进口国本土奶粉将很难购买进境,这将不能满足我国消费者对这些奶粉的强烈需求,这
将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和恐慌.关于奶粉的消息,消费者已然成为惊弓之鸟,２０１２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进行调整,有谣言说奶粉位列其中,引发

了居民的恐慌,而不久前«意见»的出台同样引起了大规模恐慌.综上可以得出消费者对规范奶粉代购

的法律法规是支持的,对奶粉代购一刀切的行为则是反对的,规制与民众心理在这里出现了分离.由此

看来,规制一定要体现人性化,尤其是在老百姓关切的问题上,否则容易出现规制失灵.

五、结论和启示

奶粉安全是民生大事,而目前的奶粉代购却因为存在巨大的质量风险而面临着政府越来越严厉的

规制.政府的规制行为其实就是与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而这个博弈所追求的结果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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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一个纳什均衡的结果———既能对市场、对食品安全进行很好的监管和控制,又能在

最小代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的利益和促进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制度设计不好就

容易出现监管失灵,而存在监管失灵就意味着博弈均衡存在问题,需要通过重构规制来达到新的平衡,
在构建新的平衡时仍需注重效率问题.同时,还要学会反思,分析规制存在的问题,新的规制措施出台,
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专家意见,集思广益,防止专断草率,尽量考虑周全,避免再次规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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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进步与遗憾

何　华

摘　要: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联系密切,人权属性和产品质量是两者的理论和现实联接

点.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能够相互促进.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
只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了间接规定,新«消法»除保留了旧«消法»的相关规定外,又修改或者增加

了几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规范,主要表现在对旧«消法»第１６条和第１９条的修改以及增

加了第４４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规定等方面.但新«消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

存在着某些遗憾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商品或者服务信息范围的界定仍显不

足,与«商标法»修改的配合不够紧密,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规定过于严格等方面.
关键词: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技术创新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已经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正式实施,此次修改内

容涉及面广,对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购物、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

作了明确规定,涉及到每个消费者的切实利益.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经济迈进,知识

产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由于知识产权最终需要通过产品的市场化得以实现,知
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涉及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也涉及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日益紧密.笔者结合我国«消法»的修订情况,对«消
法»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希冀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

系的完备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关系

(一)人权属性: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利的理论联接点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等.依据世界

贸易组织下属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序言的规定,“知识产权为私权”,由此一举奠定了知识产

权的私权属性,这一点目前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们和立法者们所广泛接受.但是,知识产权不仅是

一项重要的私权,同时也具有较强的人权属性.这已经被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所承认.１９４８年

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７条和１９６６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５条提出了知识

产权意义上的三项人权,即“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对自己

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知识产权条款最终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主要考虑其有助于实现

其他人权,而创造者权利的保护是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以及获得科学进步利益的基本前提(奥德丽

R查普曼,２００１).换言之,创造者的权利与社会公众的权利相互依存,并非相互排斥;尊重创造者的

权利,将保证社会公众获得更为丰富的智力成果(吴汉东,２０１３).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认为,消费者权利的基本性质是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基本人权,是包含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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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身权等多种民事经济权利在内的综合权利.２０世纪以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在各国的陆

续建立,就体现出国家对这种基本人权的确认和伸张(管斌,２００８).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并没有直接规

定消费者保护问题,其目标却与消费者保护基本权利赖以存在的基础同义.基本消费者权利深深根植

于国际社会承认的人权之中.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则暗含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

１９８５年通过的«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中列举了７项目标和消费者的６项主要需求.通过对«联合国

保护消费者准则»的细致分析表明,它是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

补充.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１条均规定了“适当生活水

准”,这一要求可以通过充分的消费者保护体系及其他措施得到实现.再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第１２条详细规定的健康权也与消费者权利密切相关.一项基本的消费者权利是保护消费者免

于健康及安全之危害(西奈多伊奇,２００５).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利均具有人权属性,这一属性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理论联接点.基于

各项人权之间的紧密相关性,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能够相互促进.消费者是社会公众的一种

分类,每个社会成员同时都是一位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由于知识产权最终需要通过产

品的市场化得以实现,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也必将有利于消费者各项权利的实现.在«联合国保护消费者

准则»所列举的消费者６项主要需求中,知识产权保护至少与前３项需求即保护消费者免于健康及安全

之危害、促进及维护消费者之经济利益、使消费者获得足够之资讯紧密相关.例如,专利权保护所带来

的技术创新,将使得消费者获得更多技术更先进和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而

商标权保护则将使消费者减少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机会,从而对消费者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都能够予

以有力保障.同时也能够使消费者获得购买商品的真实信息.反而言之,正如«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

则»中将自己的目标之一定位为“协助各国为本国消费者争取或保持适当的保护”,对消费者权利的保

护,必将要求企业采取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手段来确实提升产品的内在质量,也要求政府创造一个

良好的外部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基于知识产权在激励技术创新和整顿市场秩序上的基础作用,这一方

面会刺激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必将促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产品质量: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的现实联接点

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不仅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同时还滋生了大量的假冒伪劣

产品,从而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维护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确保正

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的现实联接点.以我国为例,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始,在国

务院的集中部署下,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取得了积

极的成就.该项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０),由此也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

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而言,产品质量、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

方面:

１．商标是产品质量的外部表现,也是消费者挑选产品的重要依据

消费者以为个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服务为其身份定义标准.商标是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标记,消费者往往根据商标来区分商品或者服务并决定购买谁的产品.我国«商标法»第１条就指出,
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

者的利益”,第７条指出,“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由此可见,商标具有基本的

产品质量保障功能.它标示着一定经营对象一贯稳定的质量水平.质量好的商品会使其商标的知名度

不断扩大,知名度高、信誉好的商标又会使该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对生产经营者而言,就必须不断

提高和改进其产品质量,以维护其商标的信誉,吸引消费者购买自己的商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８
条指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９条指出,“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

选”.而商标附着于特定的商品之上,不仅是商品真实情况的宣示途径之一,也是消费者挑选商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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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各种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不仅会侵犯商标权人的利益,而且会侵犯广大消费者

的权益尤其是安全权、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要想维护广大消费者的

安全权、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就必然要求强化商标权保护,严厉打击各类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２．技术创新是产品质量的内部支撑,也是消费者享受先进产品的重要基础

消费者对于先进产品的追求永无止境,这也对企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求的

不断变化而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同时淘汰老产品),才能保持生命和活力.而产品创新的关键又在于技

术创新,在于最新技术信息的获取.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周期性和较大的资金投

入,而且需要冒较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因而对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专利

制度和商业秘密制度的存在,使得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知识资源的难度和成本都比较

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竞争者之间技术差距缩小的难度相对而言要大得多.正是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下

的技术创新使得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差异化的竞争,不仅能够在竞争中取胜,还能够获得足够的利

润,保证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而且,由于专利权的取得需要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

求,采用了专利技术的新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以往产品所不具备的新特质,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都

有所提高.因此,世界知名企业都依靠技术创新来提升产品质量,依靠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和促进技术

创新,以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依靠技术创新来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消费者也能够获得更多高质量

的产品,促进其健康与安全,从而使消费者享受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二、新«消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

(一)旧«消法»知识产权保护的回顾

对于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国立法实践中也多有体现.但总的来说,我国

知识产权法律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较为重视,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则相对忽视.

２００８年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就明确指出“切实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商标法»直接将保障消费者利益纳入自己的立法目的,该法第１条就指出,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促
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而我国«专
利法»第１条指出,“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

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其中的“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毫无疑

问也与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密切.
但旧«消法»中则未见有明确指向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规范,只是在若干条文中可以间接寻觅到知

识产权的影子.
该法第３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

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该条既对经营者的法律义务进行了规定,也对«消法»和其他

法律的法律适用关系进行了规定.依据此条规定,尽管旧«消法»并未对知识产权做出直接规定,但由于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尤其是商标法对于经营者的某些不法经营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禁止性规定,因此经营

者同时也应当遵守知识产权法律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而且,在出现«消法»未规定而知识产权法有规定

的情况时,可以适用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此外,该法第１９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产权状况

如商标和专利的权利归属状况也应当属于其真实信息范畴,而且经营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商品或服务进

行宣传时,大都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尤其是商标为主要载体,因此此条规定也为经营者附加了间接的

知识产权保护义务.
(二)新«消法»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

在新«消法»的修订过程中,我国于２００８年通过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纳入国家

战略层面,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不断提升.立

法者也敏锐地意识到知识产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在新«消法»中,除保留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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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法»的相关规定外,又修改或者增加了几处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处:

１．对旧«消法»第１６条的修改

旧«消法»第１６条是第３条的具体化,该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而新«消法»则将该条修改为,“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旧«消法»的规

定凸显了产品质量法的地位,容易给人形成一种片面忽略其他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的印象,而新消法的

修改则将各部法律之间的地位予以平等化,从而为知识产权法律的适用塑造了良好的话语环境.

２．对旧«消法»第１９条的修改

旧«消法»第１９条第１款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新«消法»则将该条改为第２０条,第１款修改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这

一修改主要是强调了法律条文的语言和文字的精确性和规范性,一方面将旧«消法»中的“信息”进一步

明确为“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规定经营者提供的上述信息在具备真实性的同

时还应当具有全面性.此外,立法者将旧法中的“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规范为“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将经营者不当宣传的范围予以了扩张,不仅包括虚假宣传,还包括那些用语模糊,游
走在真实与虚假边缘而可能引起消费者误解的宣传.

３．第４４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规定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式逐渐兴起.由于互联网具有开

放性、非对面性、虚拟性、远程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网络使用者可以在任何网络地点建立虚拟的交

易平台,利用电子信息流发布各类商务信息,使得互联网消费中的风险大大增加.而在网络购物欺诈活

动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尤其是假冒注册商标从而销售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为维护网络交易安全,除对侵权商品的直接销售者进行处罚外,法律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也进

行了强化.新«消法»增加了第４４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

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

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

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该条主要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进行

了规定,要求网络平台提供者加强审查和监管,不仅将为消费者网络购物维权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也有

利于强化对商标权利人的法律保护.

三、新«消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遗憾

如前所述,新«消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必将强化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但瑕不掩瑜,我们也应当看到,新«消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存在着某些遗憾之处,
尚待进一步完善.这些遗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商品或者服务信息范围的界定仍显不足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新«消法»第２０条将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进一步明确为“质量、性能、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从而为经营者附加了间接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但笔者以为,这一修改后的界定仍

显不足.该条同时规定,经营者披露信息时不仅要具备真实性,同时还应当具有全面性,知识产权状况

的信息披露毫无疑问也应当属于全面性的题中应有之义.鉴于知识产权与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

之间的密切联系,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产权状况同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用途等密切相关,它们对于实现

和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也应当属于其信息的范畴之一.
随着知识经济进程的日益加快,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现实生活中,各种侵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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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行为例如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和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不仅损害了知识产权

权利人的利益,对消费者的权益也造成了损害.因此,可以考虑在以后的修法中,明确规定将商品或者

服务的知识产权状况如商标和专利的权利归属状况纳入其信息范畴,从而让经营者在信息披露时承担

直接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也有利于消费者更好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二)与«商标法»修改的配合不够紧密

几乎在新«消法»修订的同时,与该法密切相关的«商标法»也处于第三次修订之中.«商标法»修正

案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立法通过,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商标法»的修改中,
涉及两个重要的消费者保护条款.旧«商标法»第４５条规定,“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

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同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

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第４８条规定,“使用未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三)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

消费者的.”但在新«商标法»中,这两条规定被删除.
«商标法»的这一变动实际上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商标调控商品或服务质量功能的不同意见的集

中体现.有一种意见认为,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是指保障商品品质的同一性,并非保障商品的高质量

(郑其斌,２００９).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服务项目的提供者首要的任务,是必须保证使用一个商标的

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具有同一的质量标准,使消费者可以根据商标所表明的商品质量去选购商品,挑选服

务,并多吸引回头客.如果商标权人不能保持、提高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品质或者粗制滥造、以次充

好,必然影响社会公众的评价和消费选择,其商标也终将在市场竞争中被自然淘汰.商标法的这两条规

定是对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的曲解,不仅不符合商标权的私权本质,而且混淆了«商标法»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职能,故应予废止(王迁,２００９).很明显,立法者在此次«商标法»的修法中采纳

了这一种意见.但必须看到,新«商标法»删除了这两条规定,但其他法律尤其是新«消法»却并没有增加

相应的条款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在市场竞争中被自然淘汰的进程很可能非常缓慢,这必将导致

对“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行为的行政监管缺位,既不利于保持对经营者的威慑,也不利

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可以考虑在以后的«消法»修法中,在法律责任部分作出相应的规定,即
规定“使用注册或未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

以制止,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三)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规定过于严格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的界定问题,不仅新«消法»进行了规定,«侵权责任法»和«商标法»也
有相关规定.«商标法»第５７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六)故意为

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而«商标法实施条例»
第７５条进一步规定,“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仓储、运输、邮寄、印制、隐匿、经营场所、网络商品交

易平台等,属于商标法第５７条第６项规定的提供便利条件”.由此可见,依照«商标法»的规定,网络交

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为“故意”.«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

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

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

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新消法中的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应当属于«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范畴.«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

第１款规定了网络服务者的一般过错责任,第２、３款以通知消除规则和明知放任规则规定了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连带责任.而第２、３款的相关规定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被视为是对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的免

除条款,也即只要其满足了该条所规定的“采取必要措施”,实际上是可以不用承担连带责任的.
与«商标法»第５７条和«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的规定相比较,新«消法»第４４条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的责任规定实际上过于严格.它在规定了明知放任规则的同时,还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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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此时,不论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其“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就应当向消费者先行进行赔偿,然后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这无疑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附加了一

个极高标准的网络准入审查和监管义务.该规定实际上仿效了旧«消法»第３８条的规定,“消费者在展

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

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但必须注意到,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交易平

台与现实环境中的交易平台差别巨大.首先,在现实环境中,实际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数量有限,其身

份的确认也较为容易,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寻找到实际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并向其追偿的可能

性也很大.而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交易平台上入住的商家往往以万为单位计算,其汇总的是海量信

息,而且这些信息还在不断更新,其审核和监管难度可想而知.其次,商家既有可能会伪造各种信息从

而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的审核,也有可能在提供真实信息通过审核入住网络交易平台之后,再在后台直接

对自己的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更改,而不用取得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同意.在此情况下,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想即时掌握所有入驻商家的全部真实信息,在技术上来看难度非常大.再者,由
于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特征,即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先行向消费者赔付,其寻找到销售者或

者服务者的难度也非常之大,这必将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过于严格的责任界

定将逼迫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将过多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到防止侵权和避免承担责任当中,极有可能会

不利于网络交易的发展,最终也将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实现.
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中通知消除规则的规定,将该规则纳入新«消法»对

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规定之中,亦即,将新«消法»第４４条修改为“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利用网络交易服务平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通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

网络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

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四、结语

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关系密切,在当今迈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尤为

如此.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做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从而进一步完善对创新者与消费者的保护,这对

立法者都提出了挑战.立法者不仅要着眼于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各自领域之内的法律完善,还要从

法律体系的宏观入手,注重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尽量减少各法律部门之间的规范缺位、
重叠和冲突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完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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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与技术扩散∗

庄子银　肖　欢

摘　要:文章在 Melitz(２００３)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异质性企业技术扩散模型,研
究表明,生产率水平较低且没有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会被挤出市场,而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的企

业先采用新技术,其市场份额会扩大,从而逐步实现技术扩散.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企业的

生产率异质性和采用成本的逐渐下降一起导致了技术扩散过程,且技术扩散过程与资源再配

置过程同步进行.研究认为资源再配置障碍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国际

贸易带来的竞争效应会改善资源配置,从而加快技术扩散.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技术扩散;国际贸易;Pareto分布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新技术的扩散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是技术扩散而不是发明和创新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生

产率的变化.Javanovic& Lach(１９９７)研究了２１项创新的扩散过程,发现一个新技术从１０％的扩散采

用到９０％的扩散采用,平均需要１５年的时间.真正采用新技术的是微观企业,因而从微观企业角度探

析这个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生产率水平存在广泛且持久的差异(Bartelsman & Doms,２０００;

König、Lorenz& Zilibotti,２０１２,等),这会引起它们的利润差异,而采用技术通常需要付出额外成本.
另外,这些异质性企业的进入退出也非常频繁.① 这就要求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框架来分析技术扩散

过程,且其中伴随企业进入退出.

Melitz(２００３)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他研究了异质性企业条件下,贸易开放

引起资源在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之间再配置.贸易自由化后,市场竞争程度增强,生产率水平较低的

企业市场份额下降,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市场份额提高,资源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但

Melitz模型的缺陷是,当企业付出固定成本进入行业后,生产率水平即固定,而实际上企业进入后会考

虑创新或者采用新技术改进自身的生产率水平(Bustos,２０１１;Stoyanov,２０１１).
本文将技术采用纳入到 Melitz(２００３)的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中,分析技术扩散过程中伴随的资源

配置,以及贸易开放对技术扩散的影响.采用新技术需要付出额外的采用成本,只有那些生产率水平较

高的企业才愿意采用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溢出或者外生的技术进步引起技术采用成本逐渐

下降,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会逐渐增加,整个市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提高,市场竞争程度逐渐增强,那些生

产率较低的企业会因为市场份额缩小而逐渐被挤出市场.因而,企业生存门槛会因为技术扩散而逐渐

提高.与此同时,采用新技术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也随之降低,即采用高技术的门槛逐渐降低.最

终,企业生存门槛和技术采用门槛逐渐靠近,采用高技术企业的比例也逐渐升高,这就是整个技术扩散

过程.本文与其他技术扩散模型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在技术扩散过程中,企业进入退出引起资源配置

改进,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中去.② 技术扩散不仅仅来源于采用成本下降,异质性企业

７２

∗

①

②

庄子银,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yzhuang＠whu．edu．cn.肖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
箱:huanxiao７＠yahoo．cn.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２７３２０１)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３&ZD０２０)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文责自负.

Bartelsman、Scarpetta和Schivardi(２００５)的研究显示每年进入和退出的企业大约占到２０％,且２０％－４０％的进入企业在进入的
两年后退出.

和 Melitz(２００３)一样,模型中劳动力是同质的,没有考虑劳动力转移摩擦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另外,本文重点关注生产率异质性
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从而抽象掉人力资本对技术扩散的影响(Eaton& Kortum,１９９６,Caselli& Coleman,２００１,等).



之间的资源再配置也同样重要.企业若同质,采用成本下降不足以引发技术扩散.

Yeaple(２００５)最早研究了异质性企业条件下贸易与技术采用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采用高技术需要

雇佣高能力工人,贸易运输成本的下降将会引起一些企业采用高技术.Bustos(２０１１)将技术选择引入

到 Melitz(２００３)的模型中,发现贸易成本下降引起出口企业市场份额增加,导致一些企业投入固定成

本,对自身技术升级.Barthel&Buaer(２０１０)也研究了异质性企业的技术采用,但他们的模型中,企业

异质是因为生产技术密集度的差异,且他们主要关注高技术和低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差异对企业技术

采用决策的影响.Stoyanov(２０１１)认为贸易自由化引起出口企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与本文最为

接近的是Ederington& McCalman(２００８)的研究,他们认为技术扩散导致企业异质,而企业在采用新

技术之前同质.但本文认为企业生产率异质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采用决策,造成技术扩散过程缓慢,且技

术采用过程伴随资源重新配置.
本文的研究还和一些假设企业同质的技术扩散文献相关.Parente& Prescott(１９９４)认为不同国

家技术采用障碍的差异导致新技术扩散的进度不一致,进而造成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Parente&
Prescott(１９９９)则认为垄断是技术扩散的重要障碍,垄断特权限制了潜在技术采用者采用新技术.

Caselli&Coleman(２００６)与Chanda&Farkas(２００８)都认为劳动者技能和技术之间的匹配会影响技术

采用.Comin& Hobijn(２０１０)构建了一个部门加总水平的技术扩散模型,将宏观层面的技术扩散与微

观企业的技术采用联系起来,这正好能够解释技术扩散的缓慢历程.这些研究都相对而言更侧重于宏

观角度的技术扩散,微观角度的技术扩散模型一般有三类:(１)传染病模型(Kashenas& Stoneman,

１９９２;Jeuland,１９８１;Geroski,２０００,等),个体的技术采用取决于他们和那些已经采用新技术的个体之

间的交流,创新的扩散就像传染病扩散;(２)社会影响模型(Schelling,１９７１,１９７８;Macy,１９９１;Valente,

２００５;LopezＧPintado& Watts,２００８,等),该理论强调社会压力对个体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个体的阀

值决定了个体何时采用新技术;(３)社会学习模型(Chatterjee& Xu,２００４;Manski,２００４;Golub &
Jackson,２００８),个体观察到足够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来源于先前的采用者)后,再决定是否采用新技

术,个体采用技术的差异源于信念、收集的信息和采用成本的差异.这三类模型都能得到S形的技术扩

散曲线,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前两种模型的理性决策基础不充分,即不是从经济学基本假设推导而

来.相对而言,社会学习模型具有企业决策的微观基础(Young,２０１０).本文在推导技术扩散曲线时,
模型的微观经济基础非常明确,企业根据利润与成本来做出技术采用决策,技术扩散曲线的形状主要依

赖于技术采用成本的变化和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另外,Reinganum(１９８１)、Fudenberg和 Tirole(１９８５)
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了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之前的研究,无论是宏观角度还

是微观角度,在探讨企业技术采用时,往往假设企业同质,而本文侧重于考虑企业生产率水平异质时,技
术扩散与资源再配置相关联,阻碍资源再配置将会阻碍技术扩散.

后文的分析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扩展 Melitz(２００３)的基本模型,考虑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扩

散过程;第三部分考虑贸易开放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主要分两种情形研究.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

策建议.

二、基本模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技术采用

本文的这一部分构建了一个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将企业的技术采用引入到 Melitz
(２００３)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中,研究异质性企业条件下的技术扩散过程.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超过一

个临界水平时,就会采用高技术.
(一)需求和效用函数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为连续型CES效用形式,即:

U＝∫ω∈Ω
q(ω)

ρ
dω( )

１/ρ
(１)

替代弹性σ＝１/(１－ρ),Ω为产品种类集.对应的价格为指数为P＝∫ω∈Ω
p(ω)

１－σ

dω( )
１/(１－σ)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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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收入r(ω)＝R p(ω)
P

æ

è
ç

ö

ø
÷

１－σ

,最优产量为q(ω)＝Q p(ω)
P

æ

è
ç

ö

ø
÷

－σ

.

(二)生产

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ω ,生产只需要投入一种要素———劳动,劳动力供给无弹性,总劳动水平为

N ,也可以代表整个经济的规模水平.
企业决策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企业进入一个行业必须付出一个进入沉没成本fe ,用劳动力来

衡量.然后,企业获得一个初始生产率水平φ ,服从累积分布函数G(φ),密度函数为g(φ).第二阶

段,当企业了解自己的生产率水平后,有两种生产技术可供选择:高生产技术 H (或新技术)和低生产技

术L ,对应的生产固定成本 {fL,fH },且fH ＞fL .如果企业进入该行业后付出生产固定成本fL ,
就使用低生产技术L ;如果采用高水平技术 H ,则企业需要付出额外的固定投资Id .企业根据自己

的生产率水平确定性地决定是否投资Id ,由于企业每期都面临一个外生的退出率,一期总投资Id 与每

一期投资δId 没有差异,①因此采用高生产技术的固定成本为fH ＝fL ＋δId .
假设企业在进入行业后获得初始的生产率水平,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或降低

边际成本.给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φ ,生产q产量需要付出劳动成本li＝fi＋q/(biφ),i＝H,L .不

失一般性,令bL ＝１,bH ＝b＞１.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定价pi(φ)＝w/(ρbiφ),将工资水平单位化为１.

企业均衡的利润水平为πi＝ri(φ)/σ－fi ,代入价格得πi(φ)＝
R
σ

(Pρbiφ)σ－１－fi .另外,不同企业之

间的收入水平关系为
ri(φ１)
ri(φ２)＝ φ１

φ２

æ

è
ç

ö

ø
÷

σ－１

,rH (φ１)
rL(φ２)＝

bHφ１

bLφ２

æ

è
ç

ö

ø
÷

σ－１

.

(三)技术选择

企业决定选择何种生产技术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πL(０)＝－fL ＞πH (０)＝－fH ,低技术企

业更倾向于进入后使用低技术,而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会发现选择使用高水平技术获利性更强.

dπH (φ)/dφ
dπL(φ)/dφ

＝
bH

bL

æ

è
ç

ö

ø
÷

σ－１

＞１ (２)

零利润条件决定了使用低技术的企业生存的最低生产率水平:

πL(φL)＝０ (３)
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φL 时,企业能够在该行业存活下来.而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足够高,它

们就会采用高技术.企业采用高技术的临界生产率φH ,满足条件:

πH (φH )＝πL(φH ) (４)
结合(２)、(４)式,我们可以确定,当φ ＞φH 时,πH (φ)＞πL(φ),即只有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

会采用高技术,因为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利润水平更高,足以弥补技术采用的固定成本.这与 Bustos
(２０１１)的研究一致,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会升级它们的技术.

企业每一期都面临一个外生的死亡概率δ,它们的预期价值为:

v(φ)＝max{０,∑
¥

t＝０

(１－δ)tπL(φ),∑
¥

t＝０

(１－δ)tπH (φ)}＝max{０,１
δπL(φ),１

δπH (φ)} (５)

(四)自由进入退出条件

在进入市场之前,企业可以预期进入后使用低技术的概率为G(φH )－G(φL),采用高技术的概率

为１－G(φH ).由此可得出存活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分布μ(φ):当φ ∈ [φL,φH ]时,μL(φ)＝
g(φ)

G(φH )－G(φL),否则μL(φ)＝０;当φ ∈ [φH ,＋ ¥]时,μH (φ)＝
g(φ)

１－G(φH ),否则μH (φ)＝０.

π－L 和π－H 分别表示企业进入后采用低技术和高技术的平均利润,π－L ＝πL(φ~L),π－H ＝πH (φ~H ),φ~L

和φ~H 分别表示使用低技术和采用高技术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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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企业此时确定性地知道自己的生产率,投资Id 也是确定性的,本文不考虑技术采用的不确定.



φ~L ＝
１

G(φH )－G(φL)∫
φH

φL
φσ－１g(φ)dφ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１)

(６)

φ~H ＝
１

１－G(φH )∫
¥

φH
φσ－１g(φ)dφ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１)

(７)

企业自由进入退出,最终进入前的预期价值等于进入固定沉没成本,即:

ve ＝
G(φH )－G(φL)

δ π－L ＋
１－G(φH )

δ π－H ＝fe (８)

企业进入前的预期价值由两部分组成:进入后使用低技术的预期价值和进入后采用高技术的预期

价值.
(五)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

在稳定性均衡条件下,进入且从事生产的企业数量正好等于退出企业数量.每一期有比例为δ的

企业退出,结合企业的生存条件(３)和技术采用条件(４),我们可以得到稳态均衡条件:
[１－G(φH )]Me ＝δM２ (９)
[G(φH )－G(φL)]Me ＝δM１ (１０)

M ＝M１＋M２,M１ 和M２ 分别为进入后使用低技术和高技术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N ＝
Lp ＋Le .整个经济中的劳动力用于生产产品和进入沉没成本.总收入全部支付给劳动力,即N ＝R .
用于进入的劳动力Le ＝Mefe ,用于生产的劳动力Lp ＝R－Π,且Π＝M１π－L ＋M２π－H .结合(８)式可

知,与 Melitz(２００３)一样,企业进入的预期利润正好等于企业的进入沉没成本Mefe ＝M１π－L ＋M２π－H .
(六)均衡的确定

均衡完全由零利润条件(３)、技术采用条件(４)、自由进入条件(８)、稳态均衡分布条件(９)、(１０)和劳

动力市场出清条件确定.

φH

φL
＝

(fH/fL)－１
bH/bL( )σ－１－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１)

＝
δId/fL

bσ－１－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１)

≡λ (１１)

φH/φL ＞１时,即fH/fL ＞ bH/bL( )σ－１ ,经济中使用两种技术的企业都存在.由(１１)式可以看出

φH/φL 随着bH/bL 的增加而减小,随着fH/fL 的增大而增大.bH 相对bL 更高,采用高技术的利润也会

越高,因而会有更高比例的企业采用新技术.结合自由进入退出条件(８)可得:

ve ＝
fL

δ∫
φH

φL

φ
φL

æ

è
ç

ö

ø
÷

σ－１

－１é

ë
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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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úúg(φ)dφ＋

fL

δ∫
¥

φH

bH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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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１ φ
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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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１

－
fH

fL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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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û
úúg(φ)dφ＝fe (１２)

定理１　存在唯一的稳态均衡 {φL,φH ,P},①满足零利润条件(３)、技术采用条件(４)、自由进入退

出条件(８)、稳态分布条件(９)(１０)和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证明见附录.
(七)技术扩散

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服从Pareto分布,g(φ)＝akaφ－(a＋１) ,k＞０,a＞０,φ⩾k.累积分布函

数为G(φ)＝１－(k/φ)a ,a ＞σ－１.采用高技术的企业所占的比例为:

q＝
１－G(φH )
１－G(φL)＝ φL

φH

æ

è
ç

ö

ø
÷

a

＝
(bH/bL)σ－１－１
(fH/fL)－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a/(σ－１)

(１３)

技术进步使得Id 随着时间下降②,即采用新技术的额外固定成本逐渐降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高生产率企业对低生产率企业的溢出效应逐渐减弱.因为当大部分企业采用新技术以后,设法降低采

用成本的激励逐渐降低.假设Id′(t)＜０,Id″(t)＞０,且Id(０)→＋¥,Id(＋¥)→ (bσ－１－１)fL/σ,最
终所有企业采用该技术.这与Edrington& McCalman(２００８)的假设类似,早期采用技术的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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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稳态均衡会随时间变化,后文中,技术采用额外成本会随时间下降,但是每一个Id(t)都对应一个稳态均衡{φL(t),φH (t),
P(t)},后文开放条件下类似.

来源于企业 R&D产生的溢出效应,这使得后来采用技术的成本逐渐降低.Griliches(１９９８)对在企业的 R&D支出、R&D溢出和
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这个领域经验文献做了很好的总结.最近的,Xu(２００８)在动态产业均衡的框架下研究了异质性企业的 R&D投入对
生产率提高的溢出效应.



但采用成本会逐渐下降,高技术逐渐扩散,最终所有企业都可以使用新技术.将fH ＝fL ＋δId 代入

(１３)式可得:

q(t)＝
bσ－１－１
δId(t)fL

é

ë
êê

ù

û
úú

a/(σ－１)

(１４)

(１４)式即为技术扩散曲线,随着采用新技术的额外固定成本逐渐降低,行业内采用新技术企业的比

例逐渐上升,且新技术对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幅度b越大,采用高技术的企业会更多.从上面的分析,我
们也可以知道,技术扩散源于两个因素:(１)采用成本下降,(２)企业生产率异质.若企业同质,仅有采用

成本下降不足以引起技术扩散.下面考虑Id(t)的变化对技术扩散曲线形状的影响.很容易得到:

q′(t)＝－
a

σ－１
I′d(t)
Id(t)q(t)＞０ (１５)

q″(t)＝
a

σ－１
a＋σ－１
σ－１

I′d(t)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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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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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úúq(t) (１６)

假定I″d(t)变化不大,即采用成本下降速度的变化率稳定,且不是很大.在技术扩散早期,由于商

业利益驱动和技术外溢,企业或研究机构有很强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开发,这使得采用成本下降较快,因

而
I′d(t)
Id(t)较大,即有a＋σ－１

σ－１
I′d(t)
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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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I″d(t)＞０时,q″(t)＞０;而在技术扩散晚期,该技术已经

成熟,采用成本已经很难继续下降,因而
I′d(t)
Id(t)→０－,即有a＋σ－１

σ－１
I′d(t)
Id(t)

æ

è
ç

ö

ø
÷

２

－I″d(t)＜０时,

q″(t)＜０.因而,我们可以发现,技术采用过程中有一条S形的技术扩散曲线,早期技术扩散较为缓

慢,而后速度逐渐提高,最终又趋缓.①

图１　采用高水平技术的企业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

　　下面确定均衡的企业生存门槛φL 和技术采用的临界生产率水平φH .结合(３)、(４)、(１１)、(１２)式
可得:

φa
L ＝ka fL

δfe

δId(t)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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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７)式可知随着Id(t)下降,φL 上升,企业的生存门槛提高.因为Id(t)下降后,采用高技术的

企业逐渐增多,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提高,这会将那些初始生产率水平最低的企业逐渐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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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由(１８)式可知随着Id(t)下降,φH 下降,即采用高技术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下降,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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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扩散过程不一定是标准的S形曲线(参考Comin& Hobijn(２０１０)的研究中的技术扩散图例),q″(t)＞０和q″(t)＜０的时间
段区分可能并不明显.即便如此,仍可知技术扩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采用成本下降缓慢,且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有差异.



Id(t)下降后,生产率水平稍低企业的利润也逐渐能够弥补采用成本,这些企业也将开始采用新技术.
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指数P 随时间逐渐下降.由(９)可以确定P(t),Pσ－１(t)＝

σfL

R
(ρbLφL(t))１－σ ,由于φL 逐渐上升,P(t)会逐渐下降.因而低技术的企业市场份额sL(φ)＝

１
σ

(ρφbL)σ－１P (t)σ－１ 会逐渐缩小.最终,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不足以弥补进入成本而陆续退出市场.随着

行业内采用高技术的企业逐渐增加,根据P(t)＝M１/(１－σ) １
ρφ~(t)可知,平均生产率水平φ~(t)逐渐上升

(参见附录(２)).综合上文的分析,可得到定理２.
定理２　技术扩散的早期,只有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会采用技术进步.随着采用技术的固定

成本Id(t)逐渐下降,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逐渐提高,而技术采用的临界生产率水平逐渐下降,
采用高技术的企业所占份额会逐渐增加,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逐渐提高.

由定理２可知,技术采用成本Id(t)的变化速率会影响技术扩散速率.若政府使用相应的政策降

低Id(t),如补贴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则技术扩散更快,这将会加快整个行业平均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很多研究也证实了 TFP差异是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① 一部分学者将 TFP差异归功于

代表性企业的技术差异,如 Howitt(２０００)、Klenow &RodriguezＧClare(２００５)发现缓慢的技术扩散会引

起较大的国际间 TFP差异.另外一些学者,Restuccia& Rogerson(２００８)、Hsieh& Klenow(２００９)等
认为在异质性企业条件下,不同企业之间资源错配会引起TFP的较大差异,如 Hsieh& Klenow(２００９)
研究了异质性企业条件下,资源错配是如何降低一个国家的 TFP,如果改进这种资源错配状况,中国的

TFP水平将会提高３０％－５０％,印度的TFP水平将会提高４０％－６０％.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认为是

结合了两类研究思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补贴技术采用,缩小行业的 TFP水平与世界前沿的差距,
一方面加快了企业的技术采用,从企业内部角度提高了行业的 TFP水平;另一方面也会改善资源配置,
迫使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更快地退出市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份额逐渐提高,从企业之间资源配

置的角度提高了行业的TFP水平.本部分理论可得出与Parente&Prescott(１９９４,１９９８)类似的结论,
技术采用的障碍,即较高采用成本会阻碍技术扩散.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理论还认为企业生产率差异

也是造成技术扩散缓慢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企业生产率较低,但由于制度原因,其不易退

出市场,这些企业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阻碍资源再配置,因为会延缓P(t)下降,降低整个行业的竞争

程度,这会让一部分在市场竞争体系下的低效率企业继续存活,从而延缓了技术扩散.

三、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扩散

出口企业的R&D投资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较多,R&D投资可以改变企业未来的生产率水平.出口

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高,也更容易成为出口商(Clerides、Lack & Tybout,１９９８;Bernard &Jensen,

１９９９;Aw、Chung & Roberts,２０００;Bernard、Jensen & Schott,２００６;Das、Robert& Tybout,２００７,
等),因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更高.另外,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R&D投资回报率更高,因而出

口企业必然会先于非出口采用高技术.Aw、Roberts& Xu(２００８)从经验上证实了企业的出口活动会

增加企业投资R&D的概率,以及R&D和出口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Bustos(２０１１)也发现与非出

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花费在技术上的投资更多,出口企业更愿意升级所用技术.
我们考虑贸易开放条件下对称性国家的情形.② 假设有两个国家,它们的工资水平相同,③都为１.

对称性的假设保证了两个国家都有相同的加总变量.④ 主要有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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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Caselli(２００５)、Hall&Jones(１９９９)以及 Klenow & RodriguezＧClare(１９９７)的研究.
非对称的情形计算较为繁琐,且没有显式解,但基本逻辑类似,故本文仅分析对称情形.
本文不考虑两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一样的情形,可以认为分析的是国家间雇佣劳动工资水平差异不大的产业.对于不同国家之间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本文的分析不适用,即本文不考虑比较优势对技术扩散的影响.
本文不讨论国际贸易的溢出效应对技术采用的影响,Baldwin& RobertＧNicoud(２００８)、Unel(２０１０)、Gustafsson & Segerstrom

(２０１０)的文献对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研究,若考虑国际贸易的溢出效应,可以认为国际贸易不仅会带来市场范围扩大效应,还会加速采
用成本下降,因为会加速技术扩散.本文仅分析国际贸易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技术扩散的影响.



情形(１):采用高技术的临界生产率水平超过出口临界生产率水平φX ,即只有出口企业才会采用

高技术.
情形(２):采用高技术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低于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水平φX ,一部分非出口企业也采

用了高技术.

图２　情形(１) 图３　情形(２)

(一)开放经济条件———情形(１)
与封闭经济情形类似,我们有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零利润条件,它决定开放条件下使用低技术的企业

所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φL .

πLD(φL)＝
rLD(φL)

σ －fL ＝０ (１９)

πLD(φL)和πLX(φX)分别表示企业使用低技术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销售所得利润,企业使用高

技术时下标L变为 H,企业销售收入的下标类似.与 Melitz(２００３)类似,企业需要达到一定的生产率

水平才会出口,需满足τσ－１fX ＞f ,这使得φX ＞φL ,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有差异.此

时,出口的临界生产率水平φX 满足:

πLX(φX)＝
rLX(φX)

σ －fX ＝０ (２０)

由于只有出口企业才会采用高技术,因而技术采用会同时影响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利润

水平.此时,技术采用条件为:

rLD(φH )
σ －fL ＋

rLX(φH )
σ －fX ＝

rHD(φH )
σ －fH ＋

rHX(φH )
σ －fX (２１)

令π̂L(φ)＝
rLD(φ)

σ －fL ＋
rLX(φ)

σ －fX ,π̂H (φ)＝
rHD(φ)

σ －fH ＋
rHX(φ)

σ －fX ,很容易得到:

dπ̂H/dφ
dπ̂L/dφ

＝(bH/bL)σ－１ ＞１ (２２)

因而,与封闭经济情形类似,当φ＞φH 时,π̂H (φ)＞π̂L(φ),即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用

较高的生产技术.结合(２１)、(２２)式可得:

φH

φL
＝

fH

fL
－１

æ

è
ç

ö

ø
÷

１
１＋τ１－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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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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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bσ－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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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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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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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１)

(２３)

因此,开放条件下的技术采用比例为:

qX(t)＝
bσ－１－１
δId(t)fL[１＋(１

τ
)
σ－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a/(σ－１)

(２４)

图４　开放条件下,技术扩散曲线高于
封闭条件下的技术扩散曲线

　　比较(１８)式和(２３)式,可得qX(t)＝[１＋(１
τ

)
σ－１

]
a/(σ－１)

q(t).开放条件下技术扩散不仅取决于技术采用成本

Id(t)、高技术和低技术的差距b,还取决于贸易成本

τ.当贸易成本τ越低,本国技术扩散越迅速,因为本国

采用高技术的企业将获取更多贸易利润,它们采用新技

术的激励增强.另外,开放条件下技术扩散曲线形状不

变,此时技术扩散曲线比原来的技术扩散曲线要高,即
技术扩散会更快,如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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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１)下自由进入退出条件如下:

ve＝
１
δ∫

φH

φL
πLD(φ)g(φ)dφ＋

１
δ∫

φH

φX
πLX(φ)g(φ)dφ＋

１
δ∫

¥

φH
[πHX(φ)＋πHX(φ)]g(φ)dφ＝fe (２５)

结合(１９)、(２０)、(２２),上面的式子可以简化为

ve ＝
fL

δ∫
φH

φL
(φ
φ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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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é

ë
êê

ù

û
úúg(φ)dφ＋

fL

δ∫
φH

φX
(φ
φL

)
σ－１

(１
τ

)
σ－１

－
fX

fL

é

ë
êê

ù

û
úúg(φ)dφ＋

fL

δ∫
¥

φH
bσ－１ (φ

φL
)
σ－１

(１
τ

)
σ－１

－
fX

fL
＋bσ－１ (φ

φL
)
σ－１

－
fH

fL

é

ë
êê

ù

û
úúg(φ)dφ＝fe (２６)

再结合(１９)、(２０)、(２２)、(２６)式,我们可以得到

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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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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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２６)式和(１７)式,我们可以发现开放条件下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较高.开放经济条件

下,一方面,国内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了行业平均生产率水平,这导致生产率水平较

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国外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进入

国内市场,这也会提高国内企业平均生产率水平,导致国内竞争更加激烈,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

被迫退出市场.因此,与封闭经济相比,开放经济下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φL 提高.另外,与封闭

经济类似有Pσ－１(t)＝
σfL

R
(ρbLφL(t))１－σ ,可知价格指数随时间递减.由于开放经济条件下,φL 较大,

相应的价格指数P(t)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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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２７)式和(１８)式,可发现与封闭经济相比,我们无法判断开放条件下企业技术采用的临界生产

率水平提高还是降低.这是因为:一方面,贸易开放扩大了市场,企业的盈利空间更大,利润更高,因而

会更有动机采用高技术;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国内市场上,企业采用技术的

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其支付技术采用固定成本的能力会有所下降,技术采用的生产率门槛提高,这会从

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采用新技术.
总体上来说,qX(t)＞q(t),贸易开放会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市场范围扩大给企业技术采用带

来的激励效应更强.同时,贸易开放让国外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进入,这将国内生产率水平较低

且未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挤出市场.因而,贸易开放加快了技术扩散速度,这种技术扩散过程来源于

企业生产率差异引起的技术采用差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源再配置.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到如

下定理:
定理３　开放条件下的情形(１),贸易开放引起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

生产率水平提高,技术扩散速度加快.
因而,开放条件下补贴企业采用高技术,这会提高技术扩散速度,使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更强,国内市场的 TFP水平更高.
随着技术采用固定成本下降,采用高技术的临界生产率水平逐渐下降.当由φH ＞φX 变为φH ＜

φX 后,则由第一种情形向第二种情形转化,如下图５.

图５　第一种情形向第二种情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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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成本下降到Id(t)＝
fX

δ
(１＋τ１－σ)(bσ－１－１)后,如果继续下降,就会从第一种情形转化为第

二种情形.
(二)开放经济条件———情形(２)
情形(２)下技术采用与封闭条件下类似,不同的是贸易开放后,国内竞争更为激烈.但是技术采用

条件不会发生变化.由(１８)式可知,采用高技术的企业所占比例不变,而使用低技术的企业生存门

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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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HD(φ)＋πHX(φ))g(φ)dφ＝fe (２９)

将情形(２)的企业利润表达式代入(２７)式,可求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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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２６)式和(３０)式,开放条件下的第二种情形下中,企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仍比封闭经济条

件高.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开放后,国外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出口到国内市场,国内竞争更加激烈,企
业生存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提高,未采用新技术的低生产率企业被挤出了市场.与第一种情形相比,此时

技术采用没有市场规模扩大效应.
结合(１７)、(２８)式可以求得φ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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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２７)式和(３１)式,很容易判断贸易开放后,企业技术采用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提高了.贸易开放

使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采用技术的盈利能力下降,这降低了它们支付技术采用成本的能力,进
而引起技术采用门槛提高.

通过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两种情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与封闭条件类似,在整个技术扩散过程中,
开放条件下也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

定理４　贸易开放后,存在唯一的稳态均衡 {φL,φH ,φX ,P},满足相应的零利润条件技术采用条

件、自由进入退出条件、稳态分布条件和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证明:见附录.

四、结论

企业进入一个行业之后,它们所使用的技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企业的技术采用

决策,但那些理论都建立在代表性企业假设之上,认为企业同质.但事实上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有差异,
这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采用决策.本文将技术扩散引入到 Melitz(２００３)分析框架中,研究异质性企业的

技术扩散过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改进.
采用新技术需要付出额外的技术采用成本,只有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愿意采用高技术.采用

高技术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提高,市场份额扩大,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会提高.而那些没有

采用新技术,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逐渐被挤出市场.技术扩散过程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当

采用成本逐渐下降,新技术会在该行业逐渐扩散开来,形成一条S形的技术扩散曲线.贸易开放后,技
术扩散会因为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同时,国外高技术企业的进入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对本

国技术扩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总体上来说,市场范围扩大效应更强,因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扩散会

更快.
以往的研究主张降低技术采用成本来加快技术扩散,但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快技术扩散,

仅仅降低技术采用固定成本是不够的,政府政策应加速低生产率水平企业退出,而不能扶持它们,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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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不及时退出,会阻碍技术扩散.
本文也有一些不足.由于和 Melitz(２００３)一样,假设劳动力同质,且生产中没有人力资本,本文没

有考虑要素禀赋差异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另外,本文假设技术采用带来生产成本的非连续降低,也没有

考虑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但这些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是在模型中引入生产

要素禀赋差异,并内生化技术采用提高生产率的幅度.
附录:
(一)定理１的证明

证明:首先,可以证明dve/dφL ＜０.

δ
fL

dve

dφ
＝[λσ－１－１]λg(λφL)＋∫

λφL

φL
(１－σ)φσ－１φL

σ－１g(φ)dφ

－[(bσ－１λσ－１－
fH

fL
)λg(λφL)]＋∫

¥

λφL
bσ－１φσ－１(１－σ)φL

σ－１g(φ)dφ

利用(１７)式可知上式右边第一项与第三项之和为零,第二项与第四项明显为负.因此,dve/dφL

＜０.结合(１８)式可以唯一地确定φL .

再结合(１７)式φH 唯一地被确定.由(１４)、(１５)式可得
M１

M２
＝
G(φH )－G(φL)

１－G(φH ) ＝ 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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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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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则M１＝(１－q)M ,M２＝qM ,q为采用高水平技术企业所占的比例,q＝
１－G(φH )
１－G(φL),因而q也唯一

确定.
根据(２)式,并结合(１１)、(１２)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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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P也被唯一地确定.

(二)推导P＝M１/(１－σ) １
ρφ~

P＝M１/(１－σ) １
ρ

(１－q)∫
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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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理４的证明

证明:无论是第一种情形还是第二种情形都能够求解出唯一的φL 和φH ,再结合(２８)与(２９)式可

以唯一确定φX 定理.由Pσ－１(t)＝
σfL

R
(ρbLφL(t))１－σ 很容易确定市场均衡的价格.结合定理１的证

明,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均衡的 {φL,φH ,φX ,P}一定满足相应的零利润条件技术采用条件、自由进入

退出条件、稳态分布条件和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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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城镇化:在集聚中兼顾平衡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道路∗

李　华

摘　要:城镇化是由产业空间集聚带动人口空间集聚,进而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一系列

要素在空间上集中的过程.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面临集聚与平衡的矛盾.结合中国产业发展

在空间上表现出的集聚和转移的现状及趋势,存在着基于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兼顾集聚经济发

展的“效率”和城乡空间平衡发展的“公平”的高质量“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即一方面强调集

聚,以东部沿海大城市及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表现为大都市圈特征的

城市化;另一方面兼顾平衡,在都市圈以外的相对边缘和落后地区,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推
进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在推进高质量“二元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破除各种不利于要素

和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也要畅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流和互补渠道.
关键词:城镇化;发展质量;集聚;平衡

一、二元城镇化的历史必然:破解集聚与平衡的矛盾

(一)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与平衡的矛盾

城镇化起步于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其基点是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由产业空间集聚带动人口空间集

聚,进而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在空间上集中的过程.由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城镇化:
一是“经济效应”的角度,城镇化的过程是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过程.消费和生产领域的多样化偏好形

成了收益递增,促成了生产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进而带动其他相关经济主体及要素的集聚,推动了城

镇化的起步.而且,城镇化进程中的内生集聚将通过外部性产生城镇集聚经济效应,促使企业和经济主

体的进一步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从而构成城镇化进程中集聚形成与自我强化的增长机制.二

是“福利效应”的角度,城镇化的过程也是福利效果相对调整的过程.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带来的资源

在中心地区的集中同时必然意味着非中心地区的资源流出,中心地区的财富日益积累几乎一定要以非

中心地区的逐渐没落甚至边缘化、落后化为代价.但对城镇化进程中空间失衡带来的福利损失不能一

概而论,一方面,经济由分散向集中的过程带来集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涓滴效应,使得即使是处

在非中心地区,其福利水平也会高于没有发生集聚而处于分散状况的情形,即实现了总体上的福利增

进;另一方面,伴随城镇化的集聚带来了中心地区与非中心地区差距扩大的事实,即空间集聚过程中的

空间失衡差距造成了相对福利损失.简言之,如果将“集聚”看成是伴随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效应,那么

“失衡”,则是城镇化进程中集聚带来的客观福利效果,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必然面临集聚与平衡的矛盾.
在处理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效应与空间失衡的问题上,我们的基本认识是,推进城镇化,必须是优

先引导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促使集聚效应最大可能地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将“蛋糕做大”,才能首

先在总的整体层面上推进集聚地区和非集聚地区的全方位的福利增进.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相关政策的

引导实现空间福利结构上的优化,争取缩小空间差距,实现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减少相对福利损失

的程度.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与失衡的实际

具体到中国城镇化的实际,从“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摆在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战略选择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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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条:一是“着眼于空间平衡”的发展路径.即将城镇化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内地农村地

区,通过进一步限制先发地区的资源占用和落后地区的要素流出来实现所谓“平衡发展”的道路.二是

“着眼于空间效率”的发展路径.即将城镇化的重点依旧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业已形成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环渤海湾地区,通过继续推进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集聚效应的最大

化发挥实现所谓的“追求效率”的道路.显然,“着眼于空间平衡”的特点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平均,
“着眼于空间效率”的特点则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发展,从单一上看两者实质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封闭

式发展路径,是不科学不合理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探讨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关键问题是明

确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集聚和空间失衡的深层次问题.首先,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经济发展不

是已经发展充分了,而恰恰相反,是发展不够.其次,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城乡差距扩大问题,
一方面是空间集聚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空间失衡的体现,可以归结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相对福利损

失,另一方面,就中国的实际来看,问题更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集聚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应该

归结为集聚不足导致的总体福利增进障碍.由于以劳动力缺乏自由流动的机制体制为代表的要素流动

的不自由,限制了集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集聚效应发挥不充分,无法实现空间福利共同改进.因此,如
果不认识到这两点,就认识不到伴随空间集聚的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

可逾越的阶段这个事实.如果试图在集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进分散化的

政策以期达到区域空间的平衡发展,将会损害全局的经济发展,最终也不可能实现空间平衡发展的目

标,其结果反而将使中国的发展失去持久的动力来源.事实上,在技术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要防

止集聚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对称平衡的空间布局模式不

可能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
(三)二元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所以,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一定要在大力推进集聚的进程中兼顾空间平衡,“二元城镇化道路”是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与平衡双赢

的最佳政策思路.“二元城镇化理论”(辜胜阻,１９９１)根据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实际,主张以“城镇化”,而非“城市化”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该理论认为:绝对的“大城市论”
“中等城市论”“小城市论”者所主张的发展某一类城市的观点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要实现依托大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依托县域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并重;发展大都市圈为特征的“网络

发展式”城镇化与以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的“据点发展式”城镇化同步;主张城镇化要走适当集中之

路,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小城镇过度发展的“农村病”和大城市人口盲目膨胀的“大城市病”这样的

双重“城市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要在产业梯次转移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动,中
西部要做好承接东部产业和劳动力回流的“双转移”工作,实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处理好城镇化中的市

民与农民工双重主体的关系,对不同城市的转移人口和户籍改革分类指导.
下文将从两个角度来具体阐述中国二元城镇化发展道路.一是从二元城镇化现实背景的角度,即

从当前中国产业扩散(转移)与集聚的空间趋势的现状来阐述二元城镇化的合理性.二是从二元城镇化

政策含义的层面,提出兼顾空间效率和公平的“二元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导向.

二、二元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产业转移与集聚的趋势

城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讨论二元城镇化现实背景的核心在于以产业集聚、
产业转移(扩散)为主要特点的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

产业空间布局是十分复杂的空间现象,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转移(扩
散)以及产业在区域空间内的集聚现象.这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变化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方面随着新信息革命的影响以及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升级,全球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和扁平化,以资

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为代表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更加方便.这使得全球范围内基于资源重新

配置的产业经济活动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进行.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产业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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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扩散,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另一方面

则是在产业转移(扩散)的同时,产业的集聚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加显著更加蓬勃的趋势发展开来.
放眼全世界,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被产业集聚主导的世界经济版图(魏后凯等,２０１０).事实上,产业集

聚和产业转移(扩散)是全球产业在空间层面上整合重组的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刘
俊杰,２００５).对于产业转移及集聚两种产业空间的基本布局形式来讲,落脚点都在产业集聚.产业转

移(扩散)的目的是产业集聚,产业由分散状态到集中布局的途径正是产业转移.也就是说,研究产业集

聚实际上就包含了产业扩散的初始状态以及产业转移的过程.
现阶段中国也同时面临着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扩散)的情况.这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７年间劳动密集

型产业(图１)、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图２)、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图３)分别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以

图１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之间的布局情况变化

图２　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在区域之间的布局情况变化

　　注:１．图中按照要素密集度将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划分为了劳动密集型(包括行业１３－２４和４２,计１３个行业)、原材

料密集型(包括行业２５－３４,计１０个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包括行业３５－４１,计６个行业)等三类.２．东部地区包

括京、津、沪、苏、浙、粤、闽;中西部地区包括晋、豫、皖、赣、鄂、湘、桂、川、渝、贵、云、藏、内蒙古、陕、甘、宁、青、新;东北地

区包括辽、吉、黑.

资料来源:魏后凯等著:«中国区域经济的微观透视———企业迁移的视角»,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０.

图３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区域之间的布局情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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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北地区布局占比的情况中可以很好地体现.一方面,从静态的时间点上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空间集

聚的局面.图１－３显示,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原材料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

上都表现出在东部地区集中布局的格局.其中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表现得最为显著,表现出了改革

开放以来产业集聚的空间态势.另一方面,从动态的时间序列上也可以看到地区市场份额的变化反映

出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图１－３显示,大致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开始出现下降的趋

势,而差不多两年左右,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则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可以认为,这种东部地区的

市场份额下降同时伴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份额明显上升的情况,恰恰印证了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扩散)的趋势.
当前,应该正确地认识中国产业转移的格局和趋势,不能简单的推出中国开始产业扩散的结论.对

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应该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发生的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一方

面,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是“腾笼换鸟”,是为了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做准备.类似于弗农的产品生

命周期理论解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现象一样,东部地区通过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和原材

料密集型的产业向外转移实现主导产业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过程是大势所趋.
而且,从要素价格变动的承受力来看,研究表明,像劳动密集型产业、下游产业及具有较弱产业联系的产

业会因为要素价格的提高而率先发生转移(D．Puga& A．Venables,１９９６),所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不仅是应对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举措,同时也是利用中西部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和

广阔的市场空间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探寻生机的结果.另一方面,多样化的产业空间集聚能够更好地促

进集聚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建议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多样化产业集聚的

发展.另有研究表明,专业化经济在成熟产业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而多样化经济在新兴的高技术产业

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V．Hendersonetal．,１９９５).进而我们可以推知集聚经济形态与产品生命周期之

间的密切联系,即新兴产业往往出现在多样化发展较好的大都市圈地区,而成熟产业则分散到小型的专

业化城市.所以中国以大都市圈发展为主的东部地区出现发展比较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

是正常的发展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看作是市场规律作用下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的话,那么由此出现的产业转移以及产业转移的区位指向更多地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调控.
综合上面的分析,鉴于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强化集聚又要兼顾平衡的要求以及当前中国面

临的产业转移的现状.本文认为,强化集聚的过程,就是要利用好东部地区新的产业集聚形成的趋势,
创造良好的都市圈载体条件,更好地在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新型高技术产业的集聚.
兼顾平衡的过程,就是利用好产业转移的趋势,在都市圈以外的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地区选择有条件的城

镇,特别是直接联系农村的县城,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建成新的产业集聚,形成直接辐射落后边缘地区、
推动平衡发展的机制.可见,这两个发展过程实际上都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且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要求与“二元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是吻合的.

三、二元城镇化的政策含义:实现双轮驱动城乡共荣

具体来说,兼顾空间效率和公平的“二元城镇化道路”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导向.
(一)以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展为依托大力发展以大都市圈(群)为

代表的城市化,充分发挥集聚的外部效应,构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增长极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发展并不充分.依托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有条件的大

城市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都市圈(群),是形成协调的空间结构关系,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的重要途径.大都市圈(群)的发展就是要在重点培育圈核、圈集和圈网等三大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引导

三者的联动和融合(程必定,２０１１),形成有机联系、统一协调的发展体系.
所谓圈核,指的是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影响着都市圈其他

城镇的发展,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及城镇体系的互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想而知,如果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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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心城市得不到充分地发展,其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就很难得到有效地发挥,当然也就很难支撑整个

都市圈的持续发展.当然,作为一个圈层体系,圈核的发展不能仅限于一两个核心城市本身,对于与圈

核紧密联系并构成都市圈城镇体系(周一星,１９９５;O．D．Duncan,１９６０)的其他城镇也不能忽视.要基于

圈核建设等级规模序位合理的、城镇功能分担、空间联系协调的城镇体系,形成具有较强承载力和集聚

力的空间优化的城镇布局.
圈核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产业支撑,这就自然过渡到圈集的发展.圈集主要反映的是城市产业集

聚的培育和发展情况.就其集聚的特点来说,中国都市圈的产业集聚应该更多地发展“多样化”的、“适
应型”的产业集聚.就其产业特点来看,要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都市圈的功能转型,特别是要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为契机,将核心城市建设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

展的栖息地,提升都市圈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当前中国东部主要的都市圈基本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巨

大压力,例如上海就面对着传统制造业加快转移、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缓慢的现实,有产业替代断裂的

危险(陈维,２００９).就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联系和产业链来讲,圈集的发展要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中

心,在改变中国都市圈发展普遍存在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雷同以及产业关联度较低现状的前提下,基于

产业链互补等原则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大都市的综合服务功能,通过其辐射能力,直接把周

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都市圈内,形成都市圈地区企业之间的产业共生圈.
圈核及都市圈其他城镇与圈集之间的联系和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圈网.圈网就是以交通网络、信

息网络及市场网络为重点的都市圈网络建设.对于交通网络,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是集聚形成发展

的重要条件.所以要特别重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综合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发挥交通的

基础性作用.对于信息网络,在都市圈建设的作用是前瞻性的.在信息社会,信息化建设是无形的

而又不可或缺,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是都市圈圈核和圈集的传导系统和依存经脉.对

于市场网络,是都市圈发展的微观基础.都市圈发展演进的基本动力来源于经济要素的活跃有序.
简单的行政外力推进的产业空间集聚会使都市圈缺乏可持续运转的基础.所以未来都市圈的发展

要重视市场网络的建设,形成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的良性机制,发挥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总之,如果将圈网比作一个人的话,交通网络好似骨架,信息网络好似头脑和灵魂,市场网络则好似

血肉.
(二)在都市圈以外的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地区推进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的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

将其建设成推进城乡空间平衡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推进空间意义上的效率和公平的兼顾

如果说以都市圈为中心的城市化战略是充分发挥现有城市经济效益的城市化战略构想,那么以县

城为中心的农村城镇化战略则是充分考虑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以及城乡空间差距问题的现实

选择,更多地兼顾到了城镇化的社会效益(辜胜阻等,２０１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着眼于空间平衡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容易走入分散化的误区.回顾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城镇化的战略方针变化情况,我们看到先后经历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
极发展小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大战略”以及“坚持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阶段.方针中多次专门提到“小城镇”,而并没有对小城镇做明确详细的界

定和划分.实际上,小城镇涵盖的范围相当大,因此,盲目的贯彻小城镇的发展方针,以至于走“遍地开

花”式的无序发展小城镇的路子,不仅不能改变空间失衡发展的状况,甚至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所

以本文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应该重点落脚在有条件、有潜力的重点城镇,而县城是最符合这个特征的区

位选择(表１).县城是县域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载体,是农村城镇化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是形成城

乡空间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事实上,从表２中也能看出,县域内依托县城的农村城镇化

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依托县城发展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有重点地建设

好以县城为代表的有条件的城镇;二是建设好农村,推进农业的现代化.为此,就是要做到“放权、善谋、
留人、顺应、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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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各个级别的城镇平均规模及城镇基础设施比较(２００９)

指标(单位)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集镇

人口平均规模(万人) ５７．４９ ９．６５ ０．９７ ０．２５
建成区平均规模(平方公里) ５８．２６ ７．６１ １．８６ ０．５５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１２．７９ １１．９５ １０．９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１１．１３ ３．０６ — —
用水普及率(％) ９６．１２ ８３．７２ ７８．３ ６３．５
燃气普及率(％) ９１．４１ ６１．６６ ４３．４ １８．３
污水处理率(％) ７５．２５ ４１．６４ — —
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 １０．６６ ６．８９ １．９２ ０．８４
每万人拥有公厕(座) ３．１５ ２．９６ — —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１０;程必定:«从区域视角重思城市化»,经济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表２　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各类城市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分布预测

城市类型
２０１５年累计吸纳农村迁移人口数 ２０２０年累计吸纳农村迁移人口数 ２０５０年累计吸纳农村迁移人口数

数量(万人) 占比(％) 数量(万人) 占比(％) 数量(万人) 占比(％)
城市群 ５２１７ ６４．８ １０６７１ ６４．８ ３４８４６ ６４．８

中心城市 １５４４ １９．２ ３１５９ １９．２ １０３１５ １９．２
县域城市 １２９１ １６．０ ２６４０ １６．０ ８６２１ １６．０

合计 ８０５２ １６４７０ ５３７８２

　　注:表格反映了都市圈以及非都市圈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县域城市将是今后吸纳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但国家人口计生委对上述地
区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数量的预测只是假设人口分布比率不变情况下的外推,事实上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地区的分布比率将会随着不同
政策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小城市比重将会大大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２０１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１０;辜胜阻、李华、
易善策:«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人口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所谓放权,就是要改革县域的管理体制,以“扩权强县”的扁平式改革为契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松
绑”.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在省级以下的行政单位推动“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及“乡财县管”
的财政管理方式创新,进一步完善由上至下的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激发县域经济的活力.

所谓善谋,就是要做好规划,改变当前县城建设规划缺乏统筹、水平不高、深度不够的现状(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０７).要在充分考虑到县城自身的发展潜力以及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趋

势的基础上,综合部署对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用以及各种建设活动,同时要兼顾区域的生态环境容量,
力求可持续发展.

所谓留人,就是要充分发挥好两类人群在县城及依托县城发展的有重点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作

用.一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经历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洗礼,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很大一部分已经

基本完成了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家乡有着天然的认同感,所以在外学有

所成或者积累一定资金后基本都愿意返乡归根,具有回乡创业的意愿.积极引导这一类人群返乡创业,
必将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力量.为此,政府在创业扶持方面要重点建设创业融资体系、创业服务体

系、创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创业政策扶持体系以及创业基地和园区等.二是具有创业精神的外来企业和

企业家群体.这一类人群不仅能够为当地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激发社

会上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形成尊重创业、鼓励创业和保护创业的社会氛围,演化为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辜胜阻等,２０１０).
所谓顺应,就是在顺应地区资源特色及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引导产业的集中布局.具体来说,就是要

在全面系统认识县域实际,在市场的导向作用下,依托当地资源,选择承接符合地方资源禀赋条件和主

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发展模式,并积极引导产业合理规划,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改变限于产业分布“小而

全”而导致的“全而不专、多而不精、竞争力弱”的现象.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前产业转移的浪

潮,需要处理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和互补.具体来说,对于东部地区,要实行“有所转有所升”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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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升级战略.即一方面引导产业关联弱、资源消耗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转出谋求新的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也要重视通过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及功能升级等形式推进产业升级从而实现有潜力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实现就地转型,获得新发展.另外,要重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趋势,通过结构升级避免因为产业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对于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也

需要“有所接有所不接”.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窗口努力成为

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重点区域;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承接与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有选择、有重点地承接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区域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实现更有效的

资源整合.
所谓固基,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依托县城的农村城镇化直接联系农村的特点,巩固农业发展的基本.

对于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认识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农
业占国民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将逐步下降,亦即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呈相对下降的趋

势.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尽管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却并不意味着农业基础性地位削弱的事实.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发展,都离不开稳固的农业基础,离不开农

业的动态调整和适应性发展(张培刚,２００２).要通过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社会化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

延伸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分散的农民与市场紧密结合,解决分散经营的小农与大市场的矛盾,
从而实现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甚至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三)扫清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集聚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城乡空间差距的

改善创造条件

劳动力不能实现区域空间上的自由流动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集聚及空间差距的重要因素,
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主要在于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扫清阻碍劳

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劳动力从农村走得出去.要在赋予农民土地产权的前提下,通过探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制度等创新推进

农地产权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激活土地的财产功能(辜胜阻等,２０１１),建立农民工获得资产收益、带资进

城的机制.
二要通过户籍制度创新以及安居工程的建设保证劳动力在城镇安得下来.一方面要通过户籍制度

创新解决进城劳动力的身份问题.这不仅是要求探索在不同级别的城镇实行不同的户籍开放政策,更
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革,努力实现进城劳动力在劳动报酬、子女入学、社会保障及

公共卫生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相同的权利,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市民化,享受市民化待遇.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安居等工程保证进程劳动力的安居乐业.就是要完善多层次城镇住房市场体系,加
大对以公共廉租房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保障性

住房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促进城乡住房资源的合

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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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

方迎风　童光荣

摘　要:从效率与福利两个角度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并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

行比较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提升,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

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的程

度不断上升.在比较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地区平均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投资对收入与经

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政府消费比例、对外开放程度对收入与经济增长都具有负向效应,但对

外贸易、城镇化水平对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很显著.另外,通货膨胀、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

占比以及道路里程数与经济增长是正向关系,与收入是负向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福利

一、前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２０１０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
一方面,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快速增长多久?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也不

断呈现出来: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越来越容易爆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下降、持
久性贫困的存在根深蒂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这些目前都是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关心的

问题.要能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呢? 本文认

为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即效率与福利.那么,要探

讨经济增长的质量,则需要探讨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到底由什么要素推动呢? 经济增

长带来的利益为谁获得? 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居民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提高? 中国会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吗? 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
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与衡量标准.现有的大

部分文献都是直接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李周为、钟文余,１９９９;钞小静、惠康,

２００９;钞小静、任保平,２０１１等),以此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分析.这些研究选择的指标范围

较宽,涵盖了经济增长、居民生活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特征指标,如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环境、收入分

配等.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涉及指标的选取、指标的权重以及加总方法,现有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研

究的差异也基本上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上,即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考虑指标选择的完备性与合理

性、权重的意义和满足特定公理的加总方法(方迎风,２０１２).赵英才等(２００６)利用这些指标构建了一个

评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并对转轨以来的中国经济质量进行评估,他们得出,自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以

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

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利用构建单一指数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会存在片面性和静态两个缺陷.它适合

于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或一个地区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分析,但难以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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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更无法给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政策建议.其次,由于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并不一定同

步,构建一个指数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很难体现两者的差异,也就很难对经济增长质量给出一个直观的

认识.即使构建指标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现有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也并没

有从因素分解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与变动到底是来自哪里.Barro(２００２)就利用跨国数

据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Barro也从福利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以及收

入差距的相关关系.
如果要从经济增长投入要素的角度选取指标构建质量指数来评价或分析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则

本文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出发:一是时间层次上,现在与未

来,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果现状和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视角是,投入和产出,即这个

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结果去向哪里.本文认为不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特征对于推动经济

增长与改善居民福利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的首要任务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进行讨论,以中

国为例进行比较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当然,下一步的工作是进行经济质量的因素分解

分析,探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因素,分析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来源.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标准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到底怎么确定呢? 本文认为有两个视角的标准:效率与福利.
效率标准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本身,主要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和持续性.福利标准是关

注经济增长的结果,主要分析经济增长带给居民的福利,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程度以及经济

增长益贫的程度.效率与福利分析是贯穿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纵观世界不同类别的国家

(传统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有着不同的组合.如果利用这两类标

准进行指标构建和比较分析会不会出现相冲突的问题呢? 视情况而定.首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率

与福利标准并不一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特定的机制设计框架下,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和

政府的税收－转移支付体系,我们可以对两个标准进行权衡协调.其次,效率与福利标准存在一定冲突

的地方则是福利的分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利益都被谁获取了.在初始禀赋存在差异的情

况下,不同的人获取的福利是不一样的,一般能力较强、各类资源丰富的人更易获取经济增长的福利,如
此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贫困持续性存在.因此,要完备经济增长的福利标准需要进一步兼顾经济增

长益贫性,进而探讨收入分配.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应该关注效率.经济增长较快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持

续性,则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如果更进一步确定,则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暂
时性的经济增长快慢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暂时性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

多,有可能是短期的投资、政府消费和外贸(王小鲁、樊纲,２００５)、通货膨胀以及暂时性外在社会经济正

向冲击.基于此,经济增长的持续与稳定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衡量的标准.因此,从效率这个角度

来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又可进一步推进到研究经济增长来源于哪些因素.根据经济增长的暂时性与

可持续性,我将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短期不可持续性因素和长期可持续性因素:政府消费、资本投资以

及暂时性的外在正向冲击属于短期不可持续性因素;教育与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研究与技术的投入

可认为是属于长期可持续性因素.Barro(１９９１)利用跨国数据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他研究得

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政府消费、政治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蔡昉(２０１３)指出,靠大

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亟需通过政策调整,从技术

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刘海英等(２００４)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教育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
如果从福利标准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结果与去向更重要.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程度以及其

益贫性应当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而居民却享

受不到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持续存在,那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该

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贫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收入分配恶化会对

８４

方迎风、童光荣: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



经济增长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经济增长的负能量,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

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与减贫效果,从而加大收入不平等.罗楚亮

(２０１２)就分析指出,中国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具有穷人受益性,甚至是穷人受损的,不利于极

端贫困人口的福利改善.另外,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等,它们分

别通过影响居民的健康、教育以及购买力等从而成为影响居民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它们也应当也放入

福利标准中去.总之,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我们应当从经济增长的结果与去向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
如果从效率与福利两个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一般应当各自关注哪些指标呢? 从本文

的定义出发进行归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GDP的增长

率、能耗、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量以及各类资本投资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潜

力,能耗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人力资本水平量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各类资本投资

结构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福利指标则有居民收入、空气污染、通货膨胀、失
业率、贫困以及收入分配等,其中,居民收入与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有多少惠及民

众以及具有多大的益贫性,通货膨胀会降低居民的购买力,空气污染会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从指标这

两种分类中可以看出,两类指标大部分是属于不同类型的范畴,效率指标具有动态的性质,而福利指标

具有静态的性质.但是,两类指标又是相互联系的,如能耗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会影响人力资本、人力

资本又会影响经济增长等.
现有的文献对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不同的分类,但还是主要将效率与福利两大类不同因素混合在一

起去构建指标,其实是将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忽略了,从而也就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标准的重点,另
外也就忽略了效率与福利两类标准测度下可能出现的两难问题.本文将以中国为例,从效率与福利两个

角度进行比较实证分析,探讨两类经济增长衡量标准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三、经济增长的福利分析①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 GDP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８５８元上涨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５１９８元.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人均收入也由３７１１８３５元上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５８１
元②.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匹配.由图１可以看出,自从２０００以后,人均 GDP和人均收

入都快速增长,但两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人均 GDP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扩大更为明显,由

２０００年的５６０４６元上升到了２０１１年的２８２２０７１元.这说明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福利并未完全被居民

获得,并且形势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的亲民性不够,并且相对城市来说,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

的好处更小.另一方面,图１的人均GDP和人均纯收入的数据是未经过价格调整的,如果考虑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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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均GDP、人均收入与CPI的变动趋势

９４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①
②

本节所有的统计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人均收入由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用人口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胀因素,则对比图１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幅度可知居民的福利会差得更多.
其二,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由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中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一种上升的态

势,由１９８２最低１８２上升到２００９年３３３,最后在３附近保持平稳.对于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

差距,由统计年鉴可获得的数据可看出:城镇内收入最高的１０％群体与收入最低的１０％群体的收入差

距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２０１２年还是处在７５以上的高位;农村内收入最高的２０％群体与收入最低

２０％群体的差距则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两群体收入比由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６倍上升到了２０１２的８２１倍.这

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不足,富人或有能力者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其三,每单位 GDP的污染排放量在下降,但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在持续上升.图４至图７是关于工

业废水、废气排放趋势图以及SO２ 排放量和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趋势图,其中,废水、废气、SO２ 和废水

化学需氧量的总量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快速上升,这意味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让人

欣喜的是每单位 GDP的能耗在下降,由１９９０年的５３２２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３４９,不过在２０００以后能

耗下降速度变慢,并有局部震荡.由图４至图７中也可知,除了每单位GDP的废气排放量在增长,每单

位 GDP的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和SO２ 排放量都是在下降.因此,综合考虑,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

的快速平稳增长的过程中还需要非常关注其污染给居民福利带来的损失.

四、数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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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４年３１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各变量统计描述分析的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利用城市和农村人口的

比例作为权重,由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收入,并将收入调整到

２００８年的价格,人均 GDP也利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到２００８年的价格水平.
考虑到经济增长中主要的参与群体是就业人员,本文中选用的教育年数是就业人员的教育年数,根

据各教育等级的人口占比权重将其转换成平均的教育年数,其中对不同等级的教育年数本文选取了一

种简单的赋值方法,即未上过学的为０年,小学为５年,初中为８年,高中为１１年,大专为１４年,本科为

１５年,硕士及以上为１７年.投资率是由每年的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得到,政府消费率是将政府消

费除以 GDP得到,对外开放程度则是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之比来进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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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析

变量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对数 lincome １２４ ９．２７９４ ０．３９８３ ８．５７１７ １０．３５９３
人均 GDP对数 lppgdp １２４ １０．２１３３ ０．４８４７ ９．１９５７ １１．２８０５
教育年数对数 laeduc １２４ ２．０６６２ ０．１６８９ １．２６２２ ２．４８９８
投资率(％) investment １２４ ６０．０３６６ １３．６４０３ ３６．３ １１１．４
政府消费率(％) rgovconsum １２４ １６．２５１４ ６．６４４９ ９．０９１６ ４７．８７１１
对外开放程度 ttrade １２４ ３２．３０８１ ３６．９５３２ ２．９４５１ １７８．８４７６
第二产业占比 sind １２４ ４８．３５３２ ８．２１９７ ２３．１ ６１．５
第三产业占比 tind １２４ ４０．３ ８．７４３１６４ ２８．６ ７６．１
城镇化率 urbanization １２４ ５０．０２７５ １４．５３２８ ２２．６１ ８９．３
通货膨胀率 cpi２ １２４ ３．７０９６ ２．７１６８ －２．３４６２ １０．０８６５
公路里程对数 lroad １２４ １１．５００２ ０．８４７１ ９．３４９８ １２．５５４２
铁路里程对数 lrailway １２４ ７．７３３９ ０．７１７９ ５．７５６１ ９．１２２８
劳动人口对数 llabor １２４ ７．７８９０ ０．８６２５ ５．３３４３ ８．９９３１

五、经济增长质量标准的比较实证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增长并不是对立的两难选择.一般情况下,快速的经济增

长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可能

会增加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还经常伴随着通货膨胀与收入的不平等,而通货膨胀又影响居民的福

利,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也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分析不同地区经济的结构对

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是否有相同或不同的影响.基本的模型如下:

lnYit＝αi＋βXit＋γZit＋uit

假设uit ~N(０,σ２).其中,Yit 表示收入或人均 GDP.由于所选用的数据是一个４年３１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地理上的个体效应αi 以及省略变量的问题肯定会导致随机扰动项uit 与个体效应αi 和解

释变量Xit 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由前文分析的逻辑思路我们也知道分析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内生性

问题.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做一阶差分消除固定效应来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分析中还会加

入一些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相关的控制变量Zit ,如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以及劳动人口数等.由于考

虑到在规模层次上,很多变量会通过经过增长这条路径影响收入,因此在分析这些地区经济特征的变量

如何影响居民收入时,本文还加入人均 GDP对数进行控制.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２与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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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人均收入对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名
(１)

lincome

(２)

lincome

(３)

lincome

(４)

lincome
lppgdp ０．６６７∗∗∗ (０．０４６３) ０．６９３∗∗∗ (０．０４９３) ０．６６３∗∗∗ (０．０４２４) ０．６９７∗∗∗ (０．０４４４)
laeduc ０．０８３４∗∗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３１４)
investment ５．５３e－０５(０．０００４５９) －６．０７e－０６(０．０００４６４) ０．００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４２１) ０．０００１１８(０．０００４１８)
rgovconsum －０．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４９(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９８９(０．００１５３)
ttrade －０．０００４８１(０．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５０１(０．０００３３２) －０．０００１３６(０．０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０１３３(０．０００３０９)
sind －０．００８５３∗∗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７９４∗∗ (０．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６２２∗∗ (０．００３０５)
tind －０．００２８２(０．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３４４) －０．００２３４(０．００２９３) －０．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３１０)
urbanization ０．００７１１∗∗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７０７∗∗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７５０∗∗∗ (０．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２４７)
cpi２ －０．０００１７２(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１７９(０．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１５)
lroad －０．０８２８(０．０７４６) －０．０９５６(０．０６７２)
lrailway －０．０１２８(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１４)
llabor ０．２１４∗∗∗ (０．０５１０) ０．２２８∗∗∗ (０．０５０５)
Constant ２．５３０∗∗∗ (０．３０７) ３．２２２∗∗∗ (０．７２９) ０．７５５(０．５０７) １．４２７∗ (０．７６７)
Observations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R２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４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p＜０．０１,∗∗ p＜０．０５,∗ p＜０．１.

表３　人均GDP对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名
(１)

lppgdp

(２)

lppgdp

(３)

lppgdp

(４)

lppgdp
laeduc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４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６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５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６７)
investment ０．００１３８(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１５８(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１５７(０．００１０３)
rgovconsum －０．００７７３∗∗ (０．００３４７) －０．００８５５∗∗ (０．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８７５∗∗ (０．００３６８)
ttrade －０．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０７２１)
sind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０６２７)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６５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０６３７)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０６６２)
tind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６７０)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７２７)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６７４)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７３２)
urbanization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４００)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０４２１)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０４２５)
cpi２ ０．００８９０∗∗∗ (０．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８２０∗∗∗ (０．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８６７∗∗∗ (０．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８３９∗∗∗ (０．００２７０)
lroad ０．２９３∗ (０．１６３) ０．２９４∗ (０．１６４)
lrailway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２７２)
llabor ０．０２８９(０．１３１) －０．０２４５(０．１２６)
Constant ４．５２３∗∗∗ (０．５２５) １．６０９(１．６１２) ４．２８１∗∗∗ (１．２２１) １．８０１(１．８９８)
Observations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RＧsquared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５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５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p＜０．０１,∗∗ p＜０．０５,∗ p＜０．１.

　　对比表２和表３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人均教育水平对数、投资率、政府消费以及城镇化率

对人均 GDP与人均收入具有相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地区人均教育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对人均 GDP和

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率对农村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①.这说明通

过推动城镇化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对那些固守在农村的居民有负面影响,这也可

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因此,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合理地平衡地区发展.
政府消费比率对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政府消费与人均收入、人均GDP的

增长是一种权衡选择,政府如果将 GDP中大部分用于消费,就可能导致用于消费、投资等方面就较小,
并且通过推升利率挤出私人投资.蔡昉、都阳(２０００)将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例代表市场化程度,
得出政府消费支出越高也越不利经济增长.投资对人均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人均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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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显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增长的利益却

很难被居民获得,而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资则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居民的收入,改善居民的

福利.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率对人均收入与人均GDP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对

外开放程度与人均 GDP的增长是正向关系,与人均收入是负向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

总值不断扩大,２０１２年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相当

高,但是能耗高、污染严重、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居民的福利也产生严重的影响,不过对外开放程度

与人均收入的负向关系不是很显著.与此类似,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与人均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但对人均收入的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第三产业占比对人均收入负向影响不显著,对人

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进一步需要分析产业结构对两者的影响,则可能需要细划产业

结构,第二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结构中分别有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金融业、卫生、教育、
技术、文化等,他们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影响都不一定相同,虽然刘伟、李绍荣(２００２)对产业结构与

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说明了这点,但是他们仅考虑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未涉及到对居民福利

的影响.
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影响的结论显然符合我们的逻辑.即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是负向

关系,与人均 GDP的增长是正向关系,虽然与人均收入的负向关系不是很显著,但在进行变量控制后,
相应的负向关系变得显著.陈朝旭(２０１１)通过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经济增长

能够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高

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都是有害的.李小胜、朱建平(２０１３)研究指出,通货膨胀有个门槛

值,低于门槛值时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

减小,甚至有害,不过此文中的门槛值只能是个参考.
表２和表３中的(２)(３)(４)栏加入了控制变量来分析上述因素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可以发现,加入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劳动力人数等控制变量后并不会显著改变各变量与经济增长和收

入增长的关系.其中,铁路里程与公路里程数的增加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而对收入的影响不是很显

著,并都具有负向的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控制人均 GDP,则公路里程、铁路里程数以及第二

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不管是对居民收入还是对农村、城市居民收入都具有正向的效应①,说明这些

因素主要是会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提升居民的收入.另外,如果将本文分析数据的年度延长,则回归的

结果可能会更加显著.

六、结论

中国经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也急剧下降.因

此,不管从效率角度还是从福利角度,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但是,从效率与福利

两个角度测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本文的分析发现,第一,人均 GDP的增长

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农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之间;第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

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内部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三,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污染

排放物(工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规模也不断上升,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每单位GDP的能耗以及产生的

污染物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比较实证分析的结果还显示,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但是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对提高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速度有正向的显著效应.因此,政府在今后

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应当在重视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
只有两者的同步增长才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应当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当加大教育、健康等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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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技术的投入,推动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提升,从而可以保证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提升居民的

收入;其次,政府应当降低短期经济增长因素的投入,比如,政府消费、外贸的依存度等,这些因素既是不

可持续的,也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对居民的福利改善较小;再者,政府应当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

技术改造,从而降低各类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最后,政府应当提升社会福利投入,
加大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有选择性的公共投资,以此增大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降低收入差距,与此同

时,应当改善就业、加大对通货膨胀的调节,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大居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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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asurementStandardofQualityof
EconomicGrowth:WelfareorEfficiency?

FangYingfengandTongGuangro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standardofqualityofeconomicgrowthfrom efficiencyand
welfare,andmakesacomparativeempiricalanalysisbasedonChinasprovincialpaneldata．Thestudy
showsthat,althoughtheefficiencyofChinaseconomicgrowthisimproving,thedifferencebetween
GDPpercapitalandincomepercapitalisincreasinglywider,atthesametime,asrapideconomic
growth ,the differenceamongregionalincomeisalsoincreasingly wider,andtheextentof
environmentpollutionisincreasinglyrising．Accordingtothecomparativeempiricalanalysis,wefind
that,bothofincomeandeconomicgrowtharepositivewithaverageeducation,urbanizationleveland
investmentrate,negativewithgovernmentconsumptionratioandthedegreeofopeningＧup,butthe
effectofdegreeofopeningＧupandurbanizationlevelonincomeisnotsignificant．Ontheotherhand,

theinflation,proportionofsecondaryindustry,proportionofthirdindustryandthelengthofroadare
positivewitheconomicgrowth,negativewith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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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

习明明　张进铭　邓玲琴

摘　要: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使用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江西省

８１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研究了江西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
与现有的研究不同,研究发现:(１)教育扩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

施不仅没有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２)经济地理因素,如是否属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３)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有效灌溉面

积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４)农民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与

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由于农用机械总动力反映的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实证结果表明农

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并没有像

理论预期那样能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合作医疗;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一、引言

江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全省总面积１６６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４８８４４万人.① 自改革开放以

来,江西省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率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然而,在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呈现缩小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与

质量.作为农业大省,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对江西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

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它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

福指数,而且会影响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图１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历年相对城乡收入差距②变化趋势.
如图所示,自１９８４年始,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出现了一个

短暂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改革率先在农村进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市场的放开,激活

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快的收入增长

幅度使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６∶１下降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３９∶１.
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为城市,中央出台了加快城市改革的政策,城镇居

民的可支配收入随之大幅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尽管由于１９９４年户籍制度改革、农产品收购

价格大幅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下降过程,但仍然阻

止不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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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相对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农产品平均收购价格较上年分别提高４０％和２０％,粮食平均收购价格较上年分别提高４７％和２９％,达到了新

中国以来的最高价格水平.此外,户籍制度改革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加活跃,城市相关管理与福利制度的改进也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进城
务工并且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开放城市打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图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目前主要是从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政策、城市化、教育与

人力资本、农村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几个方面着手.具体而言:
(一)在二元经济结构方面

Johnson(２００１)认为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限

制等一系列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

组(１９９５)运用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后认为,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其中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可以解释５９．６２％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曾国安、王韧(２００６)通过构建一个四部

门的双二元递推理论模型,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的存在

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 U型的关系.赵红军和孙楚仁(２００８)认为,解释我国的

城乡收入差距必须把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转轨体制结合起来考虑,库兹涅次的倒 U 曲线并不能

适用于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陶群山(２００９)认为,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制度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村

经济的发展,是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安虎森、颜银根等(２０１１)在新经济地理模型

的基础上引入了房屋部门,创建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认为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户
籍制度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市场进一步开放时,户籍制度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

扩大,因此必须废除户籍制度.
(二)在金融发展方面

Zhang,Chen&Zhang(２０１２)研究了中国３０个省份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农村金

融政策与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林毅夫(２０１２)认为,我国现存的金融抑制政策以及政

府选择的优先发展战略和为实行这种战略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配套干预政策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存在并

扩大的重要原因.Yiu,Liu&Zhang(２０１０)研究了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８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

距,他们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高度相关,并且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出库兹

涅茨倒 U 型关系.Galor& Zeira(１９９３)通过对信贷市场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条件

下,信贷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

姚洋和杨雷(２００３)认为,我国长期失衡的财政分权制度超出了适应的底线,导致收入差距长期存在

并不断扩大.刘乐山与何炼成(２００５)认为,在城乡公共物品的供给差异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人
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产生不同作用前提下,城乡公共物品的供给差异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

要原因.程开明和李金昌(２００７)根据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的数据研究认为,虽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

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政府实行带有城市偏向的财政与分配等政策是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冉光和、唐文(２００７)分析了各类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

收入的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蔡跃洲(２０１０)研究了我国的分配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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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及资源配置环节中存在的制度性扭曲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邓旅(２０１１)系统研究了财政支出的

相对和绝对规模、财政支出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应该区别看待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余

长林(２０１１)运用动态效应模型,根据我国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认为整体上财政分权没有起

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对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有积极作用.赖小琼和黄智淋(２０１１)分
别从长期和短期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财政分权都

会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李雪松、苒光和(２０１３)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民

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从短期来看,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而长期则

可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在城市化方面

Cao(２０１０)研究了新疆自治区的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他认为民族分布会对城乡收入差距

与城市化产生重要影响.曹裕、陈晓红等(２０１０)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省际面板数

据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关系,认为用泰尔指数度量的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而缩小.贺建风、刘建平(２０１０)也认为城市化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周少甫、亓寿伟

等(２００８)运用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表明城市化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杨志海、刘雪芬等(２０１３)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１５３２个县域的数

据,实证研究了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与此相反,傅振邦、陈先勇(２０１２)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了城市化、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认为城市化的推进是导致湖北省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对

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李尚蒲、罗必良(２０１２)研究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我

国实施的优先发展大中城市的城镇化模式使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加不平等.刘维奇、韩媛媛(２０１３)
运用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使人口

自然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作用更加显著.
(五)在教育与人力资本方面

Knight&Song(１９９９)的研究发现,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城乡人力资本的差

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Psacharopoulos(１９９４)研究了教育在不同国家的收益率,认为发展中

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比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更高.韩其恒、李俊青(２０１１)系统考察了二元经济条件下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趋势,认为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比城镇低是城乡收入

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且在迭代效应的影响下会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张车伟(２００６)研究了人力

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认为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马太效应”.陈斌开、张鹏飞等(２０１０)通过研究政

府的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认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城乡收入不平等的

最重要因素,城乡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使城乡的教育质量存在差异,导致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不

同,从而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习明明、张进铭(２０１２)以及习明明(２０１３)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研究

了教育对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认为教育的发展短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长期有助于城

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刘渝琳和陈玲(２０１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六)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方面

陶纪绅(２００８)对比分析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供求方面的差异,认
为城乡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同严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是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王延忠、龙玉其(２０１３)分析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制度

设计不完善影响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马雪彬等(２０１２)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的时间序

列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社会保障没能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拉

大了这一差距,并且这种作用通过金融发展而更加显著.张义博、刘文忻(２０１２)运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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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面板数据和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的CHIP数据,研究发现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提高,政府实行

的带有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都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总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问题.与以上研究不同,本文综合

考虑了城镇化率、教育、卫生、合作医疗、经济地理、交通、农业条件、金融政策等多个因素.本文以江西

省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８１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包含１８１５个样本观测值,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１)教育的扩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并没有

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２)经济地理因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

的影响,例如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影响;(３)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均农作

物播种面积的提高,可以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４)农民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

相关,由于农用机械总动力反映的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并不

一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５)区域金融发展并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能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其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外,本文使用的是县际面板数据,与现有的研究所使用的省际面板数

据、跨国面板数据相比,同属一个省份的各县市之间的异方差更小.通过设定地区变量进行分组稳健估

计,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也便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对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及存在的问题

做了详细的解释;第三节是实证检验,使用混合 OLS、固定效应 OLS、随机效应 OLS、ArellanoＧBond
GMM 估计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的检验;第四节是稳健性检验,使用分组稳健估计

的方法,进一步考察了农村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第五节是结论与

政策建议.

二、数据描述与模型设定

数据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江西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中

国六十年的江西»以及２０１２年江西省１１个设区市的统计年鉴.文中涉及到货币计算的指标如地区生

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采用

的均为现价(当年价格).
其中,各指标详细介绍如下: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平方公里):除了少部分县(市)如井冈山市、共青城市、德安县、星子县、永修县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而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出现变动以外,各县(市)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在实证期间内

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各县(市)各年的数据上都有所体现,在此不作赘述.
乡村人口(万人):该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情况.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统计年鉴只统计

了非农业人口数据,没有统计乡村人口数据,因此这几年的乡村人口数据由年末总人口减去非农业人口

计算得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万元):该指标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使用的是地方财政收入,２００３年之后使用的

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统计的都是包括国税、地税在内的扣除上缴中央财政的地方留存部分,再
加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该指标在统计期间统计名称曾发生了多次变化:１９８９－１９９５
年的名称是年末银行各项贷款余额,１９９６年的名称是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名称是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２０００年以后使用的是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名称的变化主要是为了适应金

融业的发展,统计的都是金融机构发放的各项贷款的期末总数.其中,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的数

据是根据插值法补充完整的.
年末耕地总面积(公顷):在统计年鉴中,该指标名称有一定的变化.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使用的是年末实有耕地面积,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使用的是耕地面积,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使用的是年末耕地总

资源,但统计的都是经过开垦后,用以种植农作物并经常进行耕耘的土地面积之和.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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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描述性统计变量

变量名称 Variable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市代号 city_code １８１５ ７．３１ ２．８３ １ １１
年份 year １８１５ ——— ６．６２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１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xzmj １８１５ １３２．６８ ７９．２４ １８０ ４５０４
年末总人口 nmrk １８１５ ４３．３０ ２５．５６ ７．２ ３２３
乡村人口 xcrk １８１５ ３５．７４ ２３．１４ ２．９２ １３８．９
地区生产总值 sczz １８１５ ２３３６２６．９ ３１７８６０．２ ９４０３ ３８４３００４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czyssr １８１５ １３７０６．９５ ２０２６７．０２ ８３１ ２５８７８４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gxdkye １８１５ １１９４８８ １４０６６４ ４３７３ １５５４１２２
年末耕地总面积 gdmj １８１５ ２５８９０．２４ １６５２３．０４ ３１９８ ９９４４３
有效灌溉面积 yxggmj １８１５ ２１０５９．６９ １３５６６．９３ １０２１．９ ７４６３０
农作物播种面积 nzwbzmj １８１５ ６３６１４．２３ ４２６６０．７８ ６２１７ ４２２４７８
农用机械总动力 nyjxzdl １８１５ １６．３０ １８．０９ ０．８ １５２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gyzcz １０４２ ３７５２６６．７ ７５０７０８．１ ２７４３ １．１１E＋０７
固定资产投资 gdzctz ４８２ ３３０３２８．９ ３２９３７６．７ １７８３７ ３１０６０４２
全年用电量 qnydl ４８１ ３５８６５．０７ ３５６６７．８７ ３７９８ ２６５７７３．８
农村用电量 ncydl １８０９ ３８９３．８９ ４０９０．６４９ １７３ ４７８８５
修正后的境内公路里程数 gllcs０ １８１５ ９８９．８４ ６０２．２６ １９９ ３８９８．９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fplsze １８１４ ６８７９６．４ ７３０５０．０７ ４７５０ ７１１２４６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ptzxxss １８１４ ２４２５１．５４ １４７６４．１２ ４１３０ ９６６２５
卫生机构床位数 wsjgcws １８１４ ６９４．１０ ３９６．２９ １５８ ３７５５
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人数 cjnhrs ４８０ ３３０７９８．９ ２０４３９１．４ ３３３１７ １１６２８００
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 cjnbrs ４８１ ３２７２５．０４ ４５１４０．３５ ６４７ ４３７１８６
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y１ １８１５ ８４９０．７５ ７０３２．１７ ５０１ ３５９７６
农村居民纯收入 y２ １８１５ ２４０９．０４ １６４７．４８ ４３２．９２ １０７０７
是否参加新农合和新农保 dv１ １８１５ ——— ——— ０ １
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dv２ １８１５ ——— ——— ０ １
地区 region １８１５ ——— ——— １ ８１

用的计量单位是万亩,经过换算后统一使用公顷作为计量单位.万亩换算成公顷换算公式:１万亩＝
６６６６７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公顷):其中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没有对该指标进行统计,为了实证的连续性,利用均值法

对这四年的数据进行补充.
农作物播种面积(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多少,反映了农作物的生产规模和耕地的利用程度,与

农民收入存在着直接关系.１９９７年«江西统计年鉴»开始统计该指标,而«新中国六十年的江西»统计了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的数据,因此,根据插值法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的数据进行补充.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农用机械总动力能够衡量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对于减少农民劳

作、节约农民劳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剩余的农业劳动力也较多,有利于

促进劳动力流动.由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的数据缺失,因此这四年的数据利用均值法进行补充.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万元):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６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涵盖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年主

营业务收入达到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

改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２０１１年开始该起点提高到２０００万元.
境内公路里程数(公里):境内公路里程数用来反映一地区的交通通达性,且２００６年开始统计的

范围包括村道在内.«江西统计年鉴»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对这一指标进行统计,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的数据

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江西»,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的数据采用均值法补充完整.在搜

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年份的数据不合理,因此利用均值法对这部分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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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消

费情况,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江西统计年鉴»没有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的数据进行统计,因此这６年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江西».
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由于«江西统计年鉴»关于各县(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中没有统计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采用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替代.该指标的数据主要依据“城镇在岗职

工工资总额”与“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人数”计算得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是测

算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之一.统计年鉴并没有对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因而这两年

的数据利用插值法补充完整.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是否参加新农合与新农保、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虚拟变量,本文的模

型设定为:

linc_difit＝α１inc_difit－１＋∑
j
βjXjit＋θi＋uit (１)

其中,linc_difit 为第i个县第t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数值;Xjit 为本文所控制的城镇化率、教育、
卫生、合作医疗、经济地理、交通、农业条件、金融政策等变量的向量矩阵.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所有变量都取对数值.对于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实证检验的过程中,本文会使用因变量滞后期作

为工具变量的 ArellanoＧBondGMM 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来消除.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和模型设定,本节使用混合 OLS、固定效应 OLS、随机效应 OLS、ArellanoＧBond
GMM 估计方法对模型(１)进行检验.为了减少异方差,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所有变量都是先取均

值之后,再取对数值.结果如下表２所示.
根据表２的结果,滞后因变量的系数为正,一方面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城乡收入在持续扩大,另一方

面说明贫困会进一步促进贫困,存在“贫困恶性循环”;城镇化率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傅振邦、陈先勇(２０１２),李尚

蒲、罗必良(２０１２)和刘维奇、韩媛媛(２０１３)等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农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人均国土面积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传统农业对于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农业产出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相反,变量农民人均机械总动力代表的是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现

代化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农业现代化可能会使少部分农民富裕起来,并转移到城镇,但并

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分享到农业现代化所带来的红利.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金融贷款余额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混合 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在回

归(４)中,人均金融贷款余额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p＜０００１的水平下显著,但是混合

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的系数则为正.我们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给城乡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

济机会和自由,但城乡居民并不能均等地享受这些机会和自由,在金融资源的竞争过程中,农村居民不

如城镇居民有优势,因而区域金融的发展并不必然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地理因素,如人均境内公路里程数、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人均境内公路里程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县域内交通的便捷性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县域内的交通给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便利,但如果县域经济较为落后,农民进城之后的收入也不一

定能大幅提高,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并无益处.相反,与省会城市南昌的距离远近则会产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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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Variable
混合OLS

(１)
固定效应

(２)
随机效应

(３)
ArellanoＧBond

GMM(４)

城镇化率 lurban_rate 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５)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 lgdmj_per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５１４∗∗∗

(０．１０８)
－０．４０５∗∗∗

(０．０９１)
－０．３８６∗∗∗

(０．０５４)

农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 lyxggmj_per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４)

农民 人 均 农 作 物 播 种

面积
lnzwbzmj
_per

－０．２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２７４∗∗

(０．０８４)
－０．２７１∗∗∗

(０．０７７)
－０．３６２∗∗∗

(０．０５２)

人均国土面积 lxzmj_per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３５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０)

－０．３５９∗∗∗

(０．０３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gdp_per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１２)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lczyssr_per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１３)

人均金融贷款余额 lgxdkye_per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

农民 人 均 农 用 机 械 总

动力
lnyjxzdl_per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２６)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１)

人均境内公路里程数 lgllcs０_per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２２１∗∗∗

(０．０２１)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lxfplsze_per
－０．００７９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４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０８)

平均中学在校学生数 lptzxxss_per
０．２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２２５∗∗∗

(０．０５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５)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
lwsjgcws
_per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７７８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５)

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和养老保险
dv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３０)

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
dv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０)

滞后因变量
linc_dif
L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７)

常系数 _cons ２．６７∗∗∗

(０．３４０)
６．５１∗∗∗

(０．６９９)
４．６２∗∗∗

(０．５８４)

调整的判定系数 r２_a ０．４９ ０．６１９
观测值数量 observations 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 １６５１

　　注:(１)∗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２)“()”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３)因变量为城乡收入比值(城镇职工工资收入与农民

人均纯收入之比)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取对数时丢失了２个观测值,因此总的样本数量为１８１３;(４)表中所有变

量均为对数值;(５)回归４的AR(２)检验和Sargan检验值分别为０６２和１.GMM 对一阶序列相关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对AR(２)则有着

严格的要求,因为 GMM 估计要求不能存在二阶序列相关,AR(２)的p值也一般大于０１即可通过检验.

影响.例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县城的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要小于不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县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属于江西省优先重点发展的区域,属于江西省的行政、经济和地理中心,区域内的县

城都能接受到省会城市南昌的经济辐射.
最后,在教育、医疗、卫生与养老保险方面.在平均中学在校学生数、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是否参

加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三个指标中,只有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的增加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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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都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教育、合作医疗与

养老保险的发展和实施主要是促进了农民的消费,对于提高农民收入而言并没有直接的效应.首先,教
育是一项消费支出,而且占农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较高;其次,合作医疗与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

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保障,会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消费而不是收入.因此,这两个因素会扩大城乡

收入差距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从短期来看教育扩展加大了农民的消费支出,扩大了

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发展会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参
看习明明、张进铭,２０１２;习明明,２０１３).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上一节分析中,没有考虑到江西省１１个设区市由于地理、文化和交通所导致的异方差性.①

本节使用８１个县分属的十一个设区市代号city_code作为分组变量,其取值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１１分别代表属于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和上饶市

的区划范围,以控制组内和组间的异方差,提高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其次,我们所使用的面板数据为连续的年份,而有些变量如人均境内公路里程数、人均中学在校学

生数等变量的一年期变化不大,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变量的作用被低估;此外,江西省农村合作医疗与养

老保险于２００６年实施,在样本涵盖的２３年数据中,只有６年的数据该变量取值为１,其余１５年的取值

为０,这也可能会导致该变量的作用被低估.因此,本节取５年期数据,样本中包含的年份为１９９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使用分组稳健估计的方法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与表２最大的区别是地方人均 GDP(lgdp_per)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其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其余变量的实证结果与表２基本一

致.例如,变量“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仍然在１％的水平

下显著.说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政策不仅不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

距.其原因在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会更多地促进农民的消费而不是收入;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内外的县市,其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显著的差异,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的实施对于减

少区内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与表２得到的结果一致,表３中能够有效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仍然是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

有效灌溉面积、农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等农业资源禀赋,这说明农业收入仍然是江西农民收入的主要

来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恐怕还是要依靠发展农业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此外,“人均境内公路里程

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还是不显著,这说明从县(市)域内角度来看,“修路”与“致富”之间不存在正

相关,“先修路”未必一定能“先致富”.但是从县(市)外的角度来看,则交通因素可能会很重要,这一点

可以反映在我们设置的变量“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江西省８１个县(市)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研究了江

西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化、教育、交通、农业机械化、卫生、医疗保险与养老保

险等方面政策与措施并不能像理论预期那样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江西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农业,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必须依靠发展农业和农产品价格支持

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提出以下

两点建议:
(一)发展生态农业,走农业特色化道路

江西省境内除北部地区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形成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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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江西“十里一个音”,各地文化习俗因与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区接壤而各有不
同,差异较大.



表３　分组稳健估计(５年期数据)

变量 Variable
混合OLS

(１)
固定效应

(２)
随机效应

(３)
ArellanoＧBond

GMM(４)

城镇化率 lurban_rate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８)

农民人均耕地面积 lgdmj_per
－０．０９４
(０．１３１)

－０．５３３∗∗∗

(０．１５０)
－０．２４４
(０．１２９)

－０．５０５∗∗

(０．１５５)

农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 lyxggmj_per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７)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３)

－０．３９２∗∗

(０．１４６)

农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lnzwbzmj_per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７４)

人均国土面积 lxzmj_per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６)

－０．６３１∗∗∗

(０．１５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gdp_per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１)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lczyssr_per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０)

人均金融贷款余额 lgxdkye_per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５)

农民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 lnyjxzdl_per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３)
０．２３６∗∗∗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６９)

人均境内公路里程数 lgllcs０_per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５)

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lxfplsze_per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５)

０．３５８∗∗∗

(０．０９３)

平均中学在校学生数 lptzxxss_per ０．２０６∗∗∗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７∗∗∗

(０．０６７)
０．２４０∗∗∗

(０．０５２)
０．３７９∗∗∗

(０．０６７)

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 lwsjgcws_per －０．１６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７)

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和养
老保险 dv１ ０．２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８)

是否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dv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８)

滞后因变量 linc_dif
L１．

－０．４９８∗∗∗

(０．０６６)

常系数 _cons ３．２６０∗∗∗

(０．４９１)
７．６１０∗∗∗

(０．９９６)
３．９１０∗∗∗

(０．５９１)

调整的判定系数 r２_a ０．４９３ ０．６４２
观测值数量 observations ３９５ ３９５ ３９５ ２３４

　　注:(１)∗p＜００５;∗∗ p＜００１;∗∗∗ p＜０００１;(２)“()”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分组变量为city_code;(３)因变量为城乡收入比值(城
镇职工工资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的对数值,用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４)表中所有变量均为对数值.

斜而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全境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３６％,丘陵占４２％,岗地、平原、
水面占２２％.山地资源的多样性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平原地区,通过土地流转等

方式,将土地资源进行集中与整合,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发挥规模农业的优

势;对于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区,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健康、环保、自然为导向的生

态农业,充分利用丘陵和山地的优势,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对于正在进行的“一村一品”工程,应该加强

扶持和宣传力度,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实现农民增收,实现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有机统一,形
成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经济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局面.

(二)发展农村协作组织,提升农村政治影响力

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产品价格容易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除此之外,自然灾害、天气等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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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也会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频繁波动的农产品价格容易传递给

农民不确定的市场信号,致使农民很难确定是增加还是减少农产品种植面积,或者改种其他的农作物,
进而带来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实行保护性收

购、产品支持价格甚至直接补贴的方式,稳定农民收入.除了依靠政府的力量之外,还应该发挥行业协

会的作用,积极发展由农民组成的农村协作组织,提升农村地区的话语权、议价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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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宏微观视角的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实证研究∗

———以２０１２年度广东为例

赖琳慧　冯　淇　郑方辉

摘　要:出口消费品是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进出口贸

易大国,现实条件下,对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具有特别意义.本研究利用经过科学论证的出口

商品质量评价的技术体系,以２０１２年度广东出口消费品１２个行业为例,通过对３６００家出口

企业的抽样调查,取得年度质量评价指数,包括微观质量指数与宏观质量指数.同时,依据宏

微观质量评价结果,从企业层面和政府监管层面提出了提升出口消费品质量指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体系;宏观质量;微观质量

一、问题提出

出口消费品是指用于出口的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产品.出口消费品市场是整个外

贸商品市场体系的基础,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国家综合竞争实力.出口消费品质量可以理

解为“用于出口的满足一定用途的各种性能的综合及其满足使用者需求的程度”(郑方辉,２０１３).这一

概念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质量的基本内容是指出口消费品各种性能的综合;二是出口消费品质量的

基本要求,即出口消费品所具有的性能必须符合一定的用途;三是质量的服务对象为出口消费品使用

者,这就要求出口消费品质量必须反映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即商品的适用性.
出口消费品质量问题涉及到海外消费者安全,进而直接影响出口规模、层次与国家形象.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制造能够行销全球,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整体上的“物美价廉”,但我国出口商品特别

是消费品质量还不容乐观,家用电器、仿真饰品、玩具、纺织品服装、家具、加工食品等消费品质量安全事

件时有发生,近年来美国CPSC、欧盟 REPAX系统通报的消费品质量安全案例中,缘自于“中国制造”
的商品占绝对多数.

显然,加强和改善出口消费品质量监管,维护正常的出口贸易秩序,提升出口消费品质量水平,推进

产业升级转型是当前全国消费品出口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其中涉及的重要技术问题是:如何基于科

学、规范、系统、简便的方法,构建出口商品质量评价体系,进而取得具有动态可比性的出口商品质量评

价指数,作为政府提高监管水平的决策依据,并为社会了解和监督出口商品质量提供窗口与平台,进而

促进出口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二、概念界定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出口消费品质量强调产品的内在特性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这个“程度”的最低底线为质量

安全,它强调商品质量在“健康”领域的特殊内涵,提出了以“不伤害”为前提的规范要求(黎庆翔,２０１３).
同时,质量水平的评价有着不同质量层次的评价内容,或者说,质量具有层次性.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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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朱兰(２００３)将质量分为“大质量”与“小质量”,可以看成是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两个层面,但是朱兰没

有明确给出“大质量”的定义.程虹(２０１０)认为宏观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总体质量,它的构成边界

包括产品与商业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微观质量重点研究某一个企业或组织生

产/供应的产品或服务的具体质量.关于微观质量和宏观质量的概念和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比较有

共识的观点是,微观质量是宏观质量的基础,宏观质量与微观质量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

质量概念是微观质量的话,那么宏观质量的概念就应该具备整体性、社会性、超越个体产品的特征(华元

果,２０１０).为了便于讨论,本文暂对宏观质量进行如下表述: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全部产品或整体服

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进一步,从评价的角度,宏观质量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商品质量的总体情况,其研究范畴

包括产业结构、行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行业生存环境、行业整体评价等.微观质量以顾客需要为目的,
着重于产品符合规格和免于不良,关注的是产品、过程以及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程度,它追求四方面的内

涵: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及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１．指标体系

以质量管理理论和评价理论为基础,结合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的特殊需求,从微观、中观、宏观的视

角出发,将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为一个在目标层导向下的三个层级架构,或称为三级指标

体系,由抽象到具体逐层展开评价目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进行权

重①,如图１.

图１　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的指标结构

　　经过专家咨询遴选及论证后,正式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及权重)如表１.

２．指数模型

一是微观质量评价.以 H１~H４表示一级指标(指标评分:h１~h４),M１~M９表示二级指标(指标

评分:m１~m９),X１~X２５表示三级指标(指标评分:x１~x２５,权重系数:１~２５),那么:

mj＝ 
Q(mj)

k＝１
j,kxj,k (１)

式中:j＝１,２,３,９;xj,k是由二级指标mj分解的一个三级指标,xj,k∈{x１~x２５};Q(mj)是由

二级指标mj分解的三级指标的数量,且有:Q(mj)＝２５;j,k是三级指标xj,k对二级指标mj的权重系

数,j,k∈{１~２５}.由此,微观质量评价指数计算公式是:

hu＝ 
Q(hu)

v＝１
mu,v (２)

式中:u＝１,２,３,４;mu,v是由一级指标hu分解的一个二级指标,mu,∈{m１~m９};Q(hu)是一级指

标hu分解的二级指标数量,且有:Q(hu)＝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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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项研究中,专家调查环节成功访问了１３１位专家.其中,职能部门领导和典型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分别占比４３．９％和３８．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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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微
观
质
量
评
价

满足标准
(２７．３)

产品合格
(２９．２)

顾客满意
(２２．３)

社会责任
(２１．２)

标准采用 (１３．５) X１企业标准认知(４．６)、X２质量控制标准(４．５)、X３产品检验标准

(４．４)

标准执行(１３．８) X４产品质量检测方式(４．８)、X５产品认证情况(４．５)、X６质量控制

成本(４．５)

原材料质量(７．２) X７原材料安全项目检测方式(３．６)、X８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３．６)

半成品质量(１０．４) X９半成品检验方式(３．４)、X１０半成品抽查合格率(３．６)、X１１半成品

返工比例(３．４)

成品质量(１１．６) X１２成品抽查比例(２．７)、X１３成品检验频次(３．６)、X１４成品抽查合格

率(２．７)、X１５成品返工比例(２．６)

顾客层次(８．３) X１６出口发达市场比例(４．２)、X１７顾客群体特征(４．１)

顾客服务(１４．０) X１８顾客服务机制(４．３)、X１９出口产品召回案例数(４．８)、X２０出口产

品召回应对态度(４．９)

资源环境(１３．０) X２１能耗水平(４．３)、X２２包装循环利用(４．２)、X２３环保评级(４．５)
社会职责(８．２) X２４与政府关系/企业诚信(３．７)、X２５员工流失率(４．５)

中
观
质
量
评
价

行业结构水平
(１５．２０)

行业质量水平
(３２．０５)

行业市场竞争
(２５．６０)

行业社会贡献
(２７．１５)

规模结构(７．９) Y１大型企业比重(４．１５)、Y２平均注册资本(３．７５)
人才结构(７．３) Y３本科以上人员比重(４．１５)、Y４熟练工人流失率(３．１５)

领袖企业(１１．７) Y５大型企业出口集中度(５．３５)、Y６大型企业成品合格率(３．３５)、
Y７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３．００)

配套能力(５．９５) Y８关键原材料配套能力(３．００)、Y９主要零部件配套能力(２．９５)
质量控制(１４．４) Y１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８．５５)、Y１１质量事故投诉(５．８５)
现实竞争力(１３．２５) Y１２出口市场占有率(８．７５)、Y１３出口自主品牌比例(４．５０)
潜在竞争力(１２．３５) Y１４企业专利量(４．３５)、Y１５技术创新水平(８．００)
经济贡献(１０．６) Y１６平均利税率(５．２５)、Y１７就业规模(５．３５)
社会责任(１６．５５) Y１８关联效应(５．２５)、Y１９环保评级(５．７５)、Y２０行业协会(５．５５)

　　二是中观质量评价.以K１~K４表示一级指标(指标评分为k１~k４),N１~N９表示二级指标(指标

评分为n１~n９),Y１~Y２０表示三级指标(指标评分为y１~y２０;权重系数为λ１~λ２０),那么:

nj＝ 
Q(nj)

k＝１
λj,kyj,k (３)

式中:j＝１,２,３,９;yj,k是由二级指标nj分解的一个三级指标,yj,k∈{y１~y２０};Q(nj)是由二

级指标nj分解的三级指标数量,且有:Q(nj)＝２０;λj,k是三级指标yj,k对二级指标nj的权重系数,λj,k

∈{λ１~λ２０}.中观(行业)质量评价指数计算公式是:

ku＝ 
Q(ku)

v＝１
nu,v (４)

式中:u＝１,２,３,４;nu,v是由一级指标ku分解的一个二级指标,nu,v∈{n１~n９};Q(ku)是一级指标

ku分解的二级指标数量,且有:Q(ku)＝９;
三是宏观质量评价.宏观质量评价指数反映T 个行业的质量总体水平.以Z 表示行业质量评分,

H 表示宏观质量指数(评分),T 表示行业数量.首先分别计算T 个行业质量评分,然后以T 个行业的

行业质量评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宏观质量指数(评分),计算公式如下:

H ＝
１
T

T

t＝１
Zl＝

１
T

T

l＝１

４

i＝１
kl

i (５)

式中:l＝１,２,,T,代表不同行业;Zl为行业l的质量评价总分;Kl
i(i＝１,２,３,４)为行业l的４

项一级指标评分.

３．调查范围与对象

２０１２年度广东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年度调查覆盖全省１９个市(不含深圳、珠海)的家用电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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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音视频设备、仿真饰品、信息技术设备、玩具、纺织品服装、家具、与食品接触品、箱包、鞋类和加工

食品等１２个出口行业.计划有效样本４０００家(实际完成３６００家),并按照行业性质、区域、规模、监控

状态设计配额条件,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企业、代表性企业调查,以及不同区域出口企业类型的

抽样.调查的访问对象为各企业中的主管领导、分管领导或其他熟悉企业情况的管理人员.

表２　２０１３年质量评价抽样计划表

行业
家用
电器

照明
设备

音视频
设备

仿真
饰品

信息技
术设备

玩具
纺织品
服装

家具
食品接
触品

箱包 鞋类
加工
食品

总计

样本量 ４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０

三、实证分析

(一)微观质量评价

按既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逐层计算,可取得广东出口消费品微观质量总体得分(百分制),并转换指数

(１分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广东出口消费品微观质量指数为０７７１.３６００家出口消费品企业的质量

指数介于０３３６~０９１７之间.进一步,将１２个行业按质量指数均值排名,由低到高依次为与食品接触

产品(０７５５)、箱包(０７５６)、纺织品服装(０７５９)、仿真饰品(０７６１)、家具(０７６１)、音视频设备(０７６６)、
鞋类(０７６７)、加工食品(０７７４)、照明设备(０７８７)、信息技术设备(０７８７)、玩具(０７９)、家用电器

(０７９１),详见表３.

表３　按行业分类微观质量评价结果

行业类别 企业数量 均值 标准差系数 极小值 极大值

与食品接触类产品 ３５３ ０．７５５ ０．１０９ ０．４７２ ０．８９９
箱包 １１７ ０．７５６ ０．０７８ ０．６０６ ０．８７７
纺织品服装 ５７３ ０．７５９ ０．０７８ ０．５５３ ０．９１７
仿真饰品 ８８ ０．７６１ ０．１２４ ０．３３６ ０．８９７
家具 ４０３ ０．７６１ ０．１０５ ０．３６０ ０．８８０
其他 ２６２ ０．７６３ ０．０８３ ０．５４８ ０．９１０
音视频设备 １２３ ０．７６６ ０．０７７ ０．６３３ ０．８９４
鞋类 ２６９ ０．７６７ ０．０８５ ０．５２１ ０．９０５
加工食品 １８８ ０．７７４ ０．０７０ ０．６１０ ０．８９６
照明设备 ２３２ ０．７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３７３ ０．９０５
信息技术设备 １５４ ０．７８７ ０．０６６ ０．６７４ ０．８９３
玩具 ４５９ ０．７９０ ０．０６８ ０．５９６ ０．９１４
家用电器 ３７９ ０．７９１ ０．０７５ ０．５６１ ０．９０９
合计 ３６００ ０．７７１ — — —

　　对三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值进行无量纲化和归一化处理,得到三级指标的得分(得分率);然后,计算

二级指标得分,即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得分的加权值.在此基础上,再计算一级指标得分,即各项

二级指标得分的加权值,最终得到各项指标得分情况如表４.①

就一级指标来看,各项指标得分率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产品合格率(８３．２２％)、满足标准(７５．
９％)、社会责任(７４．２４％)和顾客满意(７３．４１％).二级指标评分如表５所示,得分率８０％~９０％之间的

指标有４项,分别是原材料质量、半成品质量、成品质量、社会职责;得分率７０％~８０％之间的指标有４
项,分别是标准采用、标准执行、资源环境、顾客服务;顾客层次一项二级指标得分率最低,仅为６９％,进
一步反映广东出口消费品长期以来偏低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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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各项指标的权重不同,指标平均得分值没有可比性,故本文使用得分率进行比较分析.



表４　各项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微观指标
得分率
均值

权重
三级指标
加权得分

二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加权得分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加权得分

X１企业标准认知 ０．７２５ ４．６ ３．３３６
X２质量控制标准 ０．７７５ ４．５ ３．４９０
X３产品检验标准 ０．８２６ ４．４ ３．６３５
X４产品质量检测方式 ０．７５１ ４．８ ３．６０５
X５产品认证情况 ０．７８９ ４．５ ３．５５３
X６质量控制成本 ０．６８６ ４．５ ３．０８８

标准采用 １０．４６１

标准执行 １０．２４６

满足标准 ２０．７０７

X７原材料安全检测方式 ０．８５２ ３．６ ３．０６８
X８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 ０．８４４ ３．６ ３．０３８
X９半成品检验方式 ０．７９０ ３．４ ２．６８７
X１０半成品抽查合格率 ０．８０８ ３．６ ２．９０８
X１１半成品返工比例 ０．９２０ ３．４ ３．１２７
X１２成品抽查比例 ０．７８３ ２．７ ２．１１４
X１３成品检验频次 ０．８００ ３．６ ２．８７９
X１４成品抽查合格率 ０．８３１ ２．７ ２．２４５
X１５成品返工比例 ０．８５８ ２．６ ２．２３２

原材料质量 ６．１０６

半成品质量 ８．７２２

成品质量 ９．４７０

产品合格 ２４．２９８

X１６发达市场比例 ０．５６０ ４．２ ２．３５０
X１７顾客群体特征 ０．７３２ ４．１ ３．０００
X１８顾客服务机制 ０．６７４ ４．３ ２．８９６
X１９产品召回案例数 ０．８９９ ４．８ ４．３１４
X２０产品召回应对态度 ０．７７８ ４．９ ３．８１１

顾客层次 ５．３５０

顾客服务 １１．０２１

顾客满意 １６．３７１

X２１能耗水平 ０．６５８ ４．３ ２．８２８
X２２包装循环利用 ０．６７５ ４．２ ２．８３７
X２３环保评级 ０．７４５ ４．５ ３．３６６
X２４与政府关系(企业诚信) ０．８５６ ３．７ ３．１６８
X２５员工流失率 ０．７８８ ４．５ ３．５４５

资源环境 ９．０３１

社会职责 ６．７１２

社会责任 １５．７４３

表５　二级指标得分均值

二级指标 平均得分 权重 得分率(％)

M１标准采用 １０．４６ １３．５ ７７
M２标准执行 １０．２５ １３．８ ７４
M３原材料质量 ６．１１ ７．２ ８５
M４半成品质量 ８．７２ １０．４ ８４
M５成品质量 ９．４７ １１．６ ８２
M６顾客层次 ５．３５ ８．３ ６５
M７顾客服务 １１．０２ １４ ７９
M８资源环境 ９．０２ １３ ７０
M９社会职责 ６．７１ ８．２ ８２

　　就三级指标来看,如表４所示,３６００家企业的

２５项三级指标中,半成品返工比例指标得分率最高

(９２％),质量控制成本得分率最低(６８．６％),各项三

级指标得分率均值为７７．６％.
进一步将各项三级指标得分率划分为三个区

间:高分区间(得分率８０％以上)、中等得分区间(得
分率７０％~８０％)、低分区间(得分率７０％以下),并
统计各项指标得分率在各个区间的分布情况.结果

表明,三级指标中,中等得分区间的指标项数最多,
有１１项.其中,企业标准认知(７２．５％)、顾客群体

特征(７３．２％)、环保评级(７４．５％)三项指标得分率低于７５％.高分区间的指标项数次之,有９项,大多

都是质量检验相关的显性指标,如:产品检验标准、原材料安全项目检测方式、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成
品返工比例,这些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出口企业的质量水平,一些指标涉及强制性检验项目.上述指标得

分率较高的原因:一是消费品进口国加强了对消费品质量管理的措施,提高了质量水平要求,促使出口

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和生产控制;二是检验检疫部门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力度,驱使出口

企业加强质量控制.低分指标区间项数有５项.主要与市场营销(发达市场比例、顾客服务)及环境保

护相关(包装循环利用、环保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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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质量评价

理论上,宏观质量评价是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技术层面由行业(中观)质量所构成.根据行业(中观)
质量评价三级指标体系,将各指标得分按其对应权重进行逐级加权综合,并转换１分制,得到１２个行业

出口消费品行业(中观)质量指数为０．７３０.其中,信息技术设备行业质量指数(０．７８４)居于首位;玩具行

业(０．７６２)次之,仿真饰品行业(０．６８７)最低.１２个行业标准差为０．０２９,相当于平均值的３．９７％,总体

上,１２个行业出口消费品行业(中观)质量总体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差别不大(见表６).

表６　１２个行业的行业(中观)质量指数

行业
一级指标

总体指数
行业结构水平 行业质量水平 行业市场竞争 行业社会贡献

家用电器 ０．７５１ ７３．２９ ７８．５８ ７４．３３ ７２．６５
照明设备 ０．７３２ ７１．７１ ７５．６６ ７１．３３ ７３．００
音视频设备 ０．７２８ ７１．５９ ７７．３８ ７０．０８ ７０．７５
仿真饰品 ０．６８７ ６８．７４ ６８．４２ ６６．３１ ７１．２０
信息技术设备 ０．７８４ ８３．０９ ８１．９３ ７５．２５ ７４．５１
玩具 ０．７６２ ７０．９３ ８２．５９ ７２．５６ ７５．０１
纺织品服装 ０．６９４ ７０．１９ ７３．０６ ６１．６０ ７２．０３
家具 ０．７２４ ７１．３３ ７３．１８ ７１．７２ ７２．５８
与食品接触品 ０．７２０ ７１．６６ ７４．１４ ６９．７２ ７１．８３
箱包 ０．７０９ ６８．７７ ７３．６６ ７０．０２ ６９．７２
鞋类 ０．７０５ ７２．４４ ７３．２１ ６３．５５ ７２．９４
加工食品 ０．７５８ ７５．１２ ７６．３５ ７７．０８ ７４．３４
平均 ０．７３０ ７２．４０ ７５．６８ ７０．３０ ７２．５５
标准差 ０．０２９ ３．８０ ４．０１ ４．６０ １．５８

　　进一步,针对一级指标,如表６所示,１２个行业一级指标得分率均值最高的是行业质量水平

(７５６８％),其次是行业社会贡献(７２５５％)和行业结构水平(７２４％),行业市场竞争指标(７０３％)得分

率均值最低,四项一级指标得分率极差为５３８％,离散程度较小.针对二级指标,１２个行业二级指标得

分率均值最高的是配套能力指标(８０６８％),其次是质量控制(７６４９％)和人才结构(７６３１％),得分率

均值最低的三项指标分别是潜在竞争力(６７４９％)、规模结构(６８７９％)和经济贡献(７１９２％),极差为

１３１３％.见表７.

表７　１２个行业二级指标得分率情况一览表(单位:％)

二级指标
行业

规模
结构

人才
结构

领袖
企业

配套
能力

质量
控制

现实竞
争力

潜在竞
争力

经济
贡献

社会
责任

家用电器 ６９．８７ ７６．９９ ７５．３７ ８０．９０ ８０．２２ ７５．８１ ７２．７５ ７１．６５ ７３．２９
照明设备 ６５．９５ ７７．９５ ７２．７０ ８３．０３ ７５．０２ ７４．００ ６８．４７ ７１．３０ ７４．０９
音视频设备 ６８．０８ ７５．４０ ７０．６０ ８１．２８ ８１．２８ ７２．８９ ６７．０８ ７０．９９ ７０．５９
仿真饰品 ６６．５４ ７１．１１ ７１．３２ ７８．４１ ６１．９３ ６９．８９ ６２．４７ ７０．４５ ７１．６７
信息技术设备 ８４．９７ ８１．０５ ７９．２５ ８１．５４ ８４．２７ ７６．８３ ７３．５５ ７４．５７ ７４．４７
玩具 ６８．４４ ７３．６２ ７４．０１ ８１．５６ ８９．９８ ７８．１７ ６６．５５ ７３．２８ ７６．１２
纺织品服装 ６５．６９ ７５．０６ ７１．１３ ７８．９８ ７２．１９ ６７．３０ ５５．４９ ７１．２９ ７２．５１
家具 ６４．９５ ７８．２３ ７０．２４ ８１．７０ ７２．０５ ７５．１７ ６８．０１ ７１．４８ ７３．２９
与食品接触品 ６６．４８ ７７．２６ ７０．４３ ７９．３５ ７５．００ ７２．６４ ６６．５９ ６９．７６ ７３．１５
箱包 ６６．８７ ７０．８２ ７０．５４ ７８．７８ ７４．０８ ６３．７３ ７６．７６ ７４．３６ ６６．７６
鞋类 ６８．７９ ７６．３８ ７０．４９ ８１．４７ ７２．００ ６５．７９ ６１．１５ ７２．５２ ７３．２０
加工食品 ６８．９０ ８１．８５ ６９．６１ ８１．１０ ７９．８５ ８２．６９ ７１．０６ ７１．４０ ７６．２２
平均 ６８．７９ ７６．３１ ７２．１４ ８０．６８ ７６．４９ ７２．９１ ６７．４９ ７１．９２ ７２．９５
标准差 ５．３１ ３．４１ ２．８１ １．４４ ７．２１ ５．４７ ５．８４ １．４８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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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三级指标,如表８所示,１２个行业三级指标得分率均值最高的是环保评级(８２．９３％),其次是关

键原材料配套能力(８１．０６％)和熟练工人流失率(８０．６０％),另有三项指标得分率在７０％以下,分别是行

业协会(６４．６７％)、技术创新水平(６６．８７％)和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６７．５１％).

表８　１２个行业三级指标得分率均值及标准差(单位:％)

三级指标 行业平均值 行业标准差 三级指标 行业平均值 行业标准差

y１大型企业比重 ６７．５４ ７．９５ y１１质量事故投诉 ７９．８９ ８．０４
y２平均注册资本 ７０．１８ ３．５５ y１２出口市场占有率 ７２．８３ ２．８７
y３本科以上人员比重 ７１．１４ ３．６７ y１３出口自主品牌比例 ７３．０６ １１．７８
y４熟练工人流失率 ８０．６０ ４．５３ y１４企业专利量 ６８．６５ ５．５２
y５大型企业出口集中度 ７０．８２ ６．４６ y１５技术创新水平 ６６．８７ ６．５７
y６大型企业成品合格率 ７８．４０ ４．５０ y１６平均利税率 ７０．６１ １．６５
y７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 ６７．５１ ５．２１ y１７就业规模 ７３．２０ ３．４５
y８关键原材料配套能力 ８１．０６ １．２５ y１８关联效应 ７０．７６ １．６７
y９主要零部件配套能力 ８０．２８ １．９７ y１９环保评级 ８２．９３ １．９６
y１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７４．１６ ９．７９ y２０行业协会 ６４．６７ ５．５７

　　另外,在１２个行业三级指标得分离散程度方面,离散程度最高的是出口自主品牌比例指标(标准差

达到１１．７８％),反映出该项指标评价结果受行业影响程度最大.受行业影响程度较大的还有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质量事故投诉、大型企业比重等指标(标准差均在７．５％以上).得分离散程度较低的主要有

关键原材料配套能力、主要零部件配套能力、平均利税率、关联效应、环保评级等指标(标准差均在２％
以下),反映出这些指标评价结果受行业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就微观质量评价结果来看,１２个被评价行业的微观质量评价结果总体水平趋于一致,并存在一些

特点:一是中小型出口企业质量问题相对较多.例如在各项一级指标方面,企业规模对质量安全的影响

有着一致的显著性,此外,在满足标准绩效差和极差以及产品合格指标绩效差和极差的企业中多数为中

小企业;二是企业质量管理意识不足,管理手段不完善.评价结果显示,产品固有质量(满足标准、产品

合格)有关指标得分不高(一级指标满足标准得分率为７５．８％),不同企业的得分率参差不齐;三是出口

市场的服务和控制手段缺失.调查发现,一级指标顾客满意度的得分率最低,为７３．４１％.反映了出口

企业市场开发和顾客服务方法和措施的不足.
就宏观质量评价结果来看,１２个行业的微观质量指数与宏观质量指数的差别较大,尤其是宏观层

面的质量受行业影响较大,客观地揭示出了广东各出口行业发展不平衡、质量水平良莠不齐的基本情

况.其次,１２个行业２０１２年出口行业竞争力整体得分为７０．３０分,绩效得分偏低,反映了技术创新水平

普遍不高,行业整体竞争力不强.最后,在三级指标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Y７)的得分中,各行业得分普

遍较低且分布参差不齐,得分在７０分以上的行业只有仿真饰品、玩具、箱包,音视频设备行业得分仅６０
分,鞋类行业得分为５９．５３,跌落到不及格水平.

(二)对策建议

从企业层面来看,为提高出口消费品质量水平,企业首先应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树立良好的质量竞

争意识.包括摒弃传统的牺牲质量换取价格低廉的低价竞争观念,加强对质量管理所需的人员、资金和

硬件资源投入,参与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高对安全标准的认识等;其次,建立完善的供应商和采购商管

理制度.通过建立关键物料台帐及产品追溯机制,加强对采购物料的供应商情况、主要材质、检测情况、
批次管理、使用情况的控制;最后,加大研发设计投入,提高出口商品的自主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同时

建立良好的顾客服务制度,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顾客青睐,最终形成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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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出口消费品质量监管制度和体系.包括尽早建立分类管

理合格评定体系、进一步强化检验检疫扶持措施、建立质量风险预警机制等;二是强化出口消费品质量

战略,引导企业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包括加大出口产品质量的宏观控制力度、建立全面质量评价机

制、设置致力于行业质量提升出口质量奖、大力整顿外贸秩序、建立健全公共服务(技术研发、质量评估、
质量检测、市场信息等服务)平台;最后,进一步发挥检验检疫部门的服务职能和把关作用.包括强化监

管措施,加大对不端质量行为打击力度;加强对标准和法规的收集、宣传和培训工作,促进企业生产标准

的改善和执行标准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促进出口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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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

邹伟进　刘万里　李习民

摘　要:从宏观上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呈现健康持续发展的趋势.以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为研究对象,以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效

益相统一为原则,从科学评价、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角度构建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指标

评价体系,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

下建议:一、以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的理念,统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益、社会的全面发

展;二、综合考虑湖北省现绩与潜绩的动态发展,统筹公平与效益的协调发展;三、有序完善政

绩考核制度,推动湖北绿色发展.
关键词: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科学评价;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理念

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该建立在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快速增长水平上.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湖北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湖北省的国内地位,不断满足湖北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益、社会的全面发展,综合考虑现绩与潜绩动态发展,
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就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１９７２年罗马俱

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指出了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该报告认为人口和经

济的不协调增长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１９８０)认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

各方面的因素相互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区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人口、资源、
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和谐共处有序的发展(毛汉英,１９９５);国民经济的运行,从整体上看,包括速度、比
例结构和效益,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既要观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更要注意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是

否协调、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和经济效益是否不断提高(马立平,１９９８).有些学者对湖北省经济运行也做

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从经济系统层面分析湖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孙晶、孙小艳,２００５);从经济、资源、
环境３个子系统评价湖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水平(余杨,２００５);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

子系统对湖北省经济发展进行系统评价(黄成,２００５);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４大子系统的动态协调

发展探析湖北省经济发展(郝群会、邓文胜,２００８);选取经济和社会环境两个子系统定量评价湖北省的

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发展的协调性(胡友、孙卫青、马祖国,２００９).
从不同层面对经济质量运行进行评价,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具有实证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就

湖北的相关研究而言,由于经济运行质量评价系统存在不足,子系统不够全面,难以科学反映湖北省经

济运行质量和完整反映湖北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全面发展的状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经
济运行质量的内涵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经济运行质量评价系统需要完善.因此,我们构建了“全要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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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质量”评价系统,选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六个子系统,力求科学评价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

二、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模型与评价系统

(一)概念模型

１．评价方法

此类问题研究方法较多,不少学者在研究中经常使用.如刘海英(２００５)运用相对指数法对转轨以

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研究.本文以因子分析为研究方法.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选取的具体

指标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归类,提取各指标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因子,归为一类的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较

为紧密,不同类的之间相关性较低,且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

２．因子分析模型

设有n 个样品,每个样品有p 个指标变量,变换后的新变量用X 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公共因子

记为F１,F２,F３Fm.如果满足可观测随机变量X＝(x１,x２,xp)T 均值向量为０,协方差矩阵与

相关矩阵相等,不可观测变量F＝(F１,F２,Fm)均值向量为０,且各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则有:

X１＝a１１F１＋a１２F２＋a１mFm;

X２＝a２１F１＋a２２F２＋a２mFm;


Xp＝ap１F１＋ap２F２＋apmFm

即为因子分析模型.式中X 为变量,F 为公共因子,apm是X 和F 的相关系数,在因子分析模型中

称为因子载荷.

３．目标函数模型

一系列的指标变量经过因子分析模型被归类提炼为公共因子,每个公共因子根据其所占权重及得

分加权综合得出每个样品的得分,对每个样品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目标函数得分的差异分析湖北省不同

时期的经济运行质量,找出差异原因并提供政策性建议.目标函数模型描述如下:
设每个样品的得分为y,每个公因子的得分即为η,每个公共因子的g２

j(g２
j 表示第j 个公因子Fj

对样品方差贡献)是衡量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重要指标,g２
j 越大,表明公因子Fj对样品的贡献越大,

影响越大.则有:

Yj＝η１g２
１＋η２g２

２＋η３g２
３＋＋ηmg２

m

g２
１＋g２

２＋g２
３＋＋g２

m

即为目标函数模型.式中Y 是综合评价湖北省经济质量的重要标准,根据Y 的大小来体现湖北省

经济质量运行的情况,Y 越大表明经济运行的质量越高.
(二)量化模型

１．指标体系

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评价模型建立在以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下,力求

评价的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分为评价系统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评价系统

层为湖北省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系统,一级指标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六个系统,二
级指标为具体量化指标.其中,经济子系统:GDP规模、商品零售价格增长指数、居民消费增长指数、第
三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效益子系统:专利有效数、投入与产出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环境子系统:废水年排放量、废气年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指数、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数;资源子系统: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社会子系统:教育经费、社区服务机构个数、交通事故发生数;人
口子系统:城镇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城镇失业率、自然增长率.基本框架如表１所示.

该指标体系以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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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指标评价体系

评价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简称 指标性质

湖北省全要素

经济运行质量

评价系统

经济(X)

效益(Y)

环境(Z)

资源(W)

社会(P)

人口(M)

GDP增长率(％) X１ 正

商品零售价格增长指数(％) X２ 正

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指数(％) X３ 正

第三产业增长率(％) X４ 正

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X５ 正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率(％) X６ 正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 Y１ 正

投入与产出比 Y２ 正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Y３ 正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Y４ 正

废水增长率(％) Z１ 负

废气增长率(％) Z２ 负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 Z３ 负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增长率(％) W１ 正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W２ 正

森林覆盖率(％) W３ 正

教育经费增长率(％) P１ 正

社区服务设施增长率(％) P２ 正

交通事故增长率(％) P３ 负

火灾直接损失增长率(％) P４ 负

参加失业保险增长率(％) P５ 正

城镇人口比重(％) M１ 正

人口抚养比(％) M２ 负

城镇失业率(％) M３ 负

自然增长率(％) M４ 正

析为目标,以“十二五”后期更好发展为主题,全面体现了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新概念,人口、资源、环
境、经济、社会、效益子系统深刻体现了湖北省经济运行的质量.

２．指标体系具有科学评价功能

对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科学评价是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指标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
也是湖北省经济发展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落实的重要过程.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科学评价是以人口、
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为子系统,以统筹兼顾为方法,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因子分析模型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进行科学分析评价,为湖北省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以进一步

提高决策水平.

３．指标体系是湖北省“十一五”和“十二五”前期经济运行质量的客观评价和总结

指标体系从«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选取湖北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相关指标的数据,对湖

北省经济运行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和总结,力求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在看到湖北省取

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清醒分析湖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提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和改进措施,以进一步促进湖北省又好又快地发展.

４．指标体系是未来湖北省经济运行的实践来源

该指标体系同样是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评价的实践部分,也是湖北省下一阶段经济运

行的实践前提.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客观评价和总结是对未来湖北省经济发展的

铺垫,具有借鉴和指明方向的作用.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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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的动态分析

(一)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动态分析

１．原始数据

指标体系包含了人口发展、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效益六个方面.本文以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前期)作为时间依据,以«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１３)作为数据来源.原始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动态分析原始数据

指标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X１ ０．１６ ０．４２ ０．７４ ０．９９ １．４５ ２．０１ ２．４１
X２ １．１０ ４．２０ ６．３０ －１．４０ ３．１０ ５．６０ ２．６０
X３ １１．６０ １１．００ ７．３０ ５．５０ １１．４０ ２１．１０ ９．７０
X４ １１．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５．３０ １２．３０ １０．１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８０
X５ ３９．９０ ３９．７０ ４０．５０ ３９．００ ３７．３０ ３６．８０ ３６．９０
X６ ０．３３ ０．６９ １．１１ １．９４ ２．８３ ３．６９ ４．８２
Y１ ０．２９ ０．６１ １．０７ １．５１ ２．３３ ３．６５ ５．８０
Y２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４１
Y３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８３ １．０９ １．３７
Y４ ０．１０ ０．２９ ０．５０ ０．６２ ０．８８ １．２３ １．５３
Z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Z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３３ ０．４７ １．４３ １．４５
Z３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３６ ０．５１ ０．８５ １．０６ １．０６
W１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５３ １．０１ １．１９ １．０９
W２ ３４．８０ ４１．９０ ５３．００ ５５．７０ ６１．４０ ６１．００ ７１．５０
W３ １８．２１ ２６．７７ ２６．７７ ３１．１４ ３１．１４ ３１．１４ ３４．００
P１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５１ ０．７４ ０．９７ １．２９
P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１０
P３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７
P４ １２．７０ －２２．１４ －３６．５７ １５．４３ －１３．１４ ４２．９３ ２１．１０
P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３０
M１ ４３．８０ ４４．３０ ４５．２０ ４６．００ ４９．７０ ５１．８３ ５３．５０
M２ －３６．５６ －３４．３９ －３３．００ －３２．６９ －２９．８８ －３２．３０ －３３．０６
M３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１０ ３．８０
M４ ３．１３ ３．２３ ２．７１ ３．４８ ４．３４ ４．３８ ４．８８

　　注:以上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１３)、«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１３)作为数据来源.各

项增长率指标是以２００５年为基准年.

２．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法的推广.利用降维的思想,根据原始变量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其简化为少

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采用SPSS１９０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默

认SPSS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原始变量进行 KMO 值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若 KMO 值大于或等于

０６,则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如果大多数简单相关系数大于０３,则求公共因子及载荷矩阵,进行下一步

分析;如果大多数简单相关系数小于０３,则进行其他分析.由以下分析可知,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较强,可进行下一步分析,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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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子系统KMO值检验和相关性分析

子系统 KMO值 是否≥０．６ 大多数相关系数≥０．３ 是否通过检验

经济(X) ０．６０６ 是 是 通过

效益(Y) ０．７５４ 是 是 通过

环境(Z) ０．６６０ 是 是 通过

资源(P) ０．７５４ 是 是 通过

社会(W) ０．７０９ 是 是 通过

人口(M) ０．６８７ 是 是 通过

　　根据原始变量的相关性提取公因子.由 RotatedComponentMatrixa(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提

取经济子系统两个公共因子:第一个公因子提取 X１、X４、X５、X６的信息量较高,归为一类,命名为

Factor１Ｇ１;第二个公共因子提取X２、X３的信息较高,归为一类,命名为Factor１Ｇ２.效益子系统提取一

个公因子,包含Y１、Y２、Y４、Y３四个因子,命名为Factor２,且子系统提取信息量在０９以上.环境子系

统提取一个公因子,包含Z１、Z２、Z３三个因子,命名为Factor３,子系统提取信息在０８以上.资源子

系统提取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提取P１、P３、P４、P５的信息较高,归为一类,命名为Factor４Ｇ１,子
系统提取信息在０８以上;第二个公共因子提取P２的信息较高,归为一类,命名为Factor４Ｇ２,提取信息

量在０９以上.社会子系统提取一个公因子,包含W１、W２、W３三个因子,命名为Factor５,子系统提取

信息量在０９以上.人口子系统提取一个公因子,包含M１、M２、M３三个因子,命名为Factor６,子系统

提取信息在０８５以上.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子系统提取公因子

子系统 公因子 公因子

经济 Factor１Ｇ１ X１、X４、X５、X６ Factor１Ｇ２ X２、X３
效益(Y) Factor２ Y１、Y２、Y４、Y３ 　 　
环境(Z) Factor３ Z１、Z２、Z３ 　 　
资源(P) Factor４Ｇ１ P１、P３、P４、P５ Factor４Ｇ２ P２
社会(W) Factor５ W１、W２、W３ 　 　
人口(M) Factor６ M１、M２、M３ 　 　

　　由以上概念模型中的目标函数模型可知,要得到每个时期的得分,则要确定每个公因子对样品的累

计方差贡献率g２
j 和每个公因子的得分η.由 TotalVarianceExplained(累计方差贡献率解释表)可以

确定各子系统公因子所占权重,如表５所示.
由SPSS降维分析因子分析得分选项可以得知,各子系统公共因子得分情况,如下页表６所示.

表５　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子系统公因子累计贡献率

经济(X) g２
j

效益(Y) g２
j

环境(Z) g２
j

资源(P) g２
j

社会(W) g２
j

人口(M) g２
j

Factor１Ｇ１ Factor１Ｇ２
５７．７８９ ２６．８８１
Factor２
９３．３２６
Factor３
８１．８９９

Factor４Ｇ１ Factor４Ｇ２
６１．８０３ ２９．２１７
Factor５
９１．７２１
Factor６
８７．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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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全要素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子系统因子得分

经济(X) 效益(Y) 环境(Z)

η１＝－０．６３０７８ η２＝－０．７７３８９ η＝－１．２１７７４ η＝－０．９９３８９

η１＝－１．０４２１６ η２＝０．５８８７６ η＝－０．９０３４７ η＝－０．８４０８１

η１＝－１．１５９１ η２＝０．８２７４２ η＝－０．６３６８２ η＝－０．６０５７３

η１＝－０．１５４４９ η２＝－１．４８９９９ η＝－０．０４８０１ η＝－０．３８９０９

η１＝０．６９５７９ η２＝－０．２７９１ η＝０．４０７２２ η＝０．２３３１９

η１＝１．００２５６ η２＝１．４１１０５ η＝０．８４５８５ η＝１．７２３６４

η１＝１．２８８１７ η２＝－０．２８４２６ η＝１．５５２９７ η＝０．８７２６９

资源(P) 社会(W) 人口(M)

η１＝－０．６９４４３ η１＝－１．２１１６４ η＝－１．６６０４２ η＝－０．８１０３２

η１＝－１．１４０１４ η１＝－０．３６９９７ η＝－０．７４９５５ η＝－０．７１７６

η１＝－０．９２４０５ η１＝０．５０２５５ η＝－０．３６６５１ η＝－０．８６８０２

η１＝０．２４８８９ η１＝－０．４１４４１ η＝０．１０７３８ η＝－０．４４３１６

η１＝－０．０５７４９ η１＝１．９５６４７ η＝０．６６２９８ η＝０．２９７３４

η１＝１．２４２１８ η１＝－０．３６５３ η＝０．７９８７２ η＝０．７４１７７

η１＝１．３２５０４ η１＝－０．０９７７ η＝１．２０７４１ η＝１．７９９９９

(二)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动态分析结果

由以上模型分析的数据,根据目标函数模型Yj＝η１g２
１＋η２g２

２＋η３g２
３＋＋ηmg２

m

g２
１＋g２

２＋g２
３＋＋g２

m
(j＝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来计算Yj的大小.计算如下所示:

２００６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评价结果:

Y２００６＝Y经济－２００６＋Y效益－２００６＋Y环境－２００６＋Y资源－２００６＋Y社会－２００６＋Y人口－２００６

　　＝
－０．６３０７８∗５７．７８９＋(－０．７７３８９∗２６．８８１)

５７．７８９＋２６．８８１ ＋
－１．２１７７４∗９３．３２６

９３．３２６ ＋
－０．９９３８９∗８１．８９９

８１．８９９

　　＋
－０．６９４４３∗６１．８０３＋(－１．２１１６４∗２９．２１７)

６１．８０３＋２９．２１７ ＋
－１．６６０４２∗９１．７２１

９１．７２１ ＋
－０．８１０３２∗８７．８３８

８７．８３８
　　＝－２．４７０７４
同理:根据目标函数模型,可计算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评价结果,如下

所示:

Y２００７＝Y经济－２００７＋Y效益－２００７＋Y环境－２００７＋Y资源－２００７＋Y社会－２００７＋Y人口－２００７＝－１．４６７１５
Y２００８＝Y经济－２００８＋Y效益－２００８＋Y环境－２００８＋Y资源－２００８＋Y社会－２００８＋Y人口－２００８＝－１．２３４５３
Y２００９＝Y经济－２００９＋Y效益－２００９＋Y环境－２００９＋Y资源－２００９＋Y社会－２００９＋Y人口－２００９＝－０．３３５７８
Y２０１０＝Y经济－２０１０＋Y效益－２０１０＋Y环境－２０１０＋Y资源－２０１０＋Y社会－２０１０＋Y人口－２０１０＝０．９６０３２
Y２０１１＝Y经济－２０１１＋Y效益－２０１１＋Y环境－２０１１＋Y资源－２０１１＋Y社会－２０１１＋Y人口－２０１１＝１．５４０４９
Y２０１２＝Y经济－２０１２＋Y效益－２０１２＋Y环境－２０１２＋Y资源－２０１２＋Y社会－２０１２＋Y人口－２０１２＝３．００７４
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GDP增长率持续保持两位数字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率从２００６年

的０３３％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８２％,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２９％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

５８０％,森林覆盖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８２１％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４％,社区服务设施增长率从２００６年的

００２％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１０％,参加失业保险增长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０１％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３０％,城
镇人口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４３８０％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５０％,城镇失业率从２００６年的４２０％降到２０１２
年的３８０％.综合得分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分析结果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

高,从单独子系统来看,得分呈现递增趋势,各子系统发展趋势越来越好.综合来看,２０１２年的得分最

高,经济运行质量最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各方面发展较好.总得分也呈现递增趋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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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在不断提高,趋势越来越好.

表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评价结果

年份 经济(X) 效益(Y) 环境(Z) 资源(P) 社会(W) 人口(M) 总得分 排名

２００６ －０．６７６２１ －０．８１０３２ －０．９９３８９ －１．８０４２１ －１．６６０４２ －０．８１０３２ －２．４７０７４ ７
２００７ －０．５２４３８ －０．７１７６ －０．８４０８１ －１．５５８４１ －０．７４９５５ －０．７１７６ －１．４６７１５ ６
２００８ －０．５２８４２ －０．８６８０２ －０．６０５７３ －１．４７３７５ －０．３６６５１ －０．８６８０２ －１．２３４５３ ５
２００９ －０．５７８４８ －０．４４３１６ －０．３８９０９ －０．８３２２５ ０．１０７３８ －０．４４３１６ －０．３３５７８ ４
２０１０ ０．３８６２８２ ０．２９７３４ ０．２３３１９ ０．５３０５３ ０．６６２９８ ０．２９７３４ ０．９６０３２ ３
２０１１ １．１３２２４７ ０．７４１７７ １．７２３６４ ２．４６５４１ ０．７９８７２ ０．７４１７７ １．５４０４９ ２
２０１２ ０．７８８９５６ １．７９９９９ ０．８７２６９ ２．６７２６８ １．２０７４１ １．７９９９９ ３．００７４ １

(三)“十二五”后期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动态分析预测

１．预测方法

本文采用灰色预测法对“十二五”后期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进行预测.灰色预测法基本理念是数据

系统中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通过已知信息在建模的基础上预测未知信息的一种方法.该方法

可以对时间序列短、已知信息少的数据作用较大,得到广泛应用.

２．GM(１,１)模型

GM(１,１)模型是比较常用的一阶、单变量微分方程模型,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一次累加生成矩阵,
构造模型预测的方法.如下所示:

原始数据:x(０)＝{x(０)(１),x(０)(２),,x(０)(N)}
经过一次累加:x(１)＝{x(１)(１),x(１)(２),,x(１)(N)}

建立微分方程:dx
(１)

dt ＋ax(１)＝u

其中a、u 分别为 GM(１,１)模型的发展灰数和内生控制灰数,该方程为 GM(１,１)模型的基本形式.

则a、u 时间响应序列为:̂x(k＋１)＝ x(１)(１)－
û
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e

－̂ak ＋
û
â

３．“十二五”后期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综合得分预测

本文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综合得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 GM(１,１)模型和灰色系

统理论与运用软件(第三版)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综合得分进行预测,如表８所示:
表８　原始数据处理及一次累加表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原始数据 －２．４７０７４ －１．４６７５ －１．２３４５３ －０．３３５７８ ０．９６０３２ １．５４０４９ ３．００７４
加３处理 ０．５２９２６ １．５３２５ １．７６５４７ ２．６６４２２ ３．９６０３２ ４．５４０４９ ６．００７４
一次累加 ０．５２９２６ ２．０６１７６ ２．５９１０２ ５．１８２０４ １０．３６４０８ ２０．７２８１６ ４１．４５６３２

　　根据原始数据以及一次累加的结果,运用 GM(１,１)模型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综

合得分进 行 预 测,如 表 ９ 所 示,同 时 可 以 得 出 时 间 响 应 函 数 为:X(１)(k＋１)＝ －４４６３９９６＋
４９９３２５６e０．２７１５８６k,k＝０,１n.

４．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后验差比值对模型进行检验.后验差比值C＝
S２
S１

,其中S１、S２分别为原始数据方差和

残差方差,一般C＜０３５效果比较好,经计算C＝
S２
S１＝００１６９２,预测效果较好.

５．“十二五”后期湖北经济运行质量发展趋势

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及动态分析评价结果以及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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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综合得分预测结果来看,“十二五”后期湖北省各个子系统得分和综合得分仍然保持增长态势,充分表

明湖北省经济形势良好,资源合理利用,环境得到改善,人口合理增长,效益不断提高,社会日益和谐,整
体上呈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趋势,如图１所示.

表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综合得分预测结果

预测值 实际值 残差

模拟年份

预测年份

２００７ －１．４４１８９ －１．４６７５ ０．０２５２６４
２００８ －０．９５５６９ －１．２３４５３ ０．２７８８４４
２００９ －０．３１７７７ －０．３３５７８ ０．０１８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５１９２０３ ０．９６０３２ －０．４４１１２
２０１１ １．６１７３４７ １．５４０４９ ０．０７６８５７
２０１２ ３．０５８１６１ ３．００７４ ０．０５０７６１
２０１３ ４．９４８５７２ 　 　
２０１４ ７．４２８８７４ 　 　
２０１５ １０．６８３１４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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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发展趋势图
　

四、结论及建议

(一)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结论

通过搜集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指标体系数据,对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运行综合评

价,结果表明:

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地发展

从宏观上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经济运行呈现健康持续发展的趋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
益、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规模速度增长,结构比重逐渐合理,经济效益继续提高,能耗逐渐降低,环境

正在改善,社会发展日益和谐,人口发展日益合理,总体上经济社会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良好”的良好态

势,为湖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因此现阶段,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效益、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将现绩与潜绩综合考虑的动态发展,是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是统筹公

平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具有全面性、动态性、可持续性和统筹公平与效率的

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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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益、社会的全面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效益、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全面推进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着重点.湖北省

经济规模本身不断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社会、效益不断进步.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仅仅经济本身的

增长,而是以经济本身增长为依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有序推动人口、资源、环境、
经济、效益、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湖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从表７的分析结果可知,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湖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３．综合考虑现绩与潜绩动态发展

综合考虑现绩与潜绩的动态发展,是湖北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遵守事物发展规律的关键点.综

合考虑现绩与潜绩的动态发展,是以提高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为出发点,以保障湖北人民长远利益为落

脚点的科学方略,其能够更加真实、准确体现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从数据

分析中可知,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增长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

逐步提高,既保障了现代人民的生活质量,又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因此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发展是综

合考虑现绩与潜绩的动态发展.

４．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

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是湖北省提质加速发展的战略选择.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污染

使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得尤为紧迫.淘汰消耗高、污染多、
效益低的落后技术,研发低投入、高产值、轻污染的生态技术,促进技术本身绿色化、应用绿色化和产值

绿色化,提高绿色科技进步贡献率.坚持走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湖北省可持续发展的长

效方法,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保证.从资源、环境子系统分析来看,资源利用率逐步提高,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因此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的发展是与生态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

５．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

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是提高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举措.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

效率的前提,切实把经济发展成果与成果分配结合起来,促进资源合理分配,有利于发挥湖北人民的主

观能动性,有利于凝聚湖北人民的力量,充分调动湖北人民的积极性,激发其智慧和潜能,促进湖北公平

与效率的协调发展.引导和统筹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凝聚湖北力量谋求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
湖北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法宝.从 GDP总量上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省 GDP总量持续增

长,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上来看,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公平

和效率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北的发展是统筹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

６．总体上稳中有进,但存在局部差异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尽管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但是２００８年经济增幅、效益增长、人
口红利出现下滑的趋势,同时２０１１年出现环境效益下降的趋势,与总体经济增长的趋势相异.在取得

经济规模成就的同时要重视经济增幅降低、效益增长减缓、人口红利下滑、环境效益下降等问题,尤其是

人口红利下滑、环境效益下降的现状愈发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废气增长率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

不断攀升,雾霾天气明显增多,老年人和儿童呼吸道疾病数量增加,影响湖北省正常生产、生活.
(二)存在局部差异的原因

从表７可以看出,虽然湖北省整体上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经济健康发展,效益逐步提高,环境不断

改善,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社会日渐和谐,人口红利增长,但是,仍然存在局部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１．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影响湖北省持续健康发展

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北省出现外向经济下滑、出口压力增大、外商投资项目减少、企业订

单下降等现状,尽管湖北省采取一系列措施,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和的货币政策,但是仍然出现

２００８年经济增幅降低、效益增长减缓的局面,尤其是招商引资的企业,引入资金不足,资产负债率攀升,
资产流动性下降,营运资金不足,短期债务增长过快,债务风险加大,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出现经济下滑、
效益减低的异常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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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湖北省经济发展方式仍未完成从粗犷型向集约型过渡

粗犷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湖北省在经济规模上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发

展趋势不相一致的态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回报收益少,大大

增加了空气中PM１０、PM２．５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不利于湖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提高湖北

省经济运行质量.尽管目前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所占比重较低,还没有完成产业

升级的目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环境效益出现下降的趋势.

３．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减缓

人口自然增长率减缓是湖北人口红利下降、经济发展趋势放慢的原因之一.随着湖北省人口自然

率的降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老龄化比例高,湖北省将逐步走出人口红利最佳期.尤其是化工、冶金、
汽车及零部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不足,劳动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下降,而且化工、冶金、汽车及零部

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湖北省产值比重较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减缓使人口红利出现下滑的趋势.
(三)相关政策性建议

１．全力推进湖北经济发展新思路

全力推进湖北经济发展新思路,是湖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结合湖北实际,走具有湖北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美丽湖北,着力把新型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有力结合起来,把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与长江经济带、汉江经济带着力协调起

来,把科技创新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结合起来,统筹发展创造成果和分配收入,统筹考虑全省人口、资
源、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各个方面,统筹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

有湖北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

２．发挥湖北教育优势,推进科技强省建设

发挥湖北教育优势,是推进科技强省的重要选择.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研究中心为依托,充分

发挥湖北教育强省优势,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创新能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更

多更好消耗低、投入少、产量高、无公害的产品,走出一条科技与教育结合、创新与需求结合、产值与生态

结合的具有湖北特色的新型科技发展道路.不断淘汰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投入多、产量低、工业

落后的产品,逐步增加科技绿色产值,增大生态GDP比重.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资源约束趋紧、次品较

多、生态失衡等问题,在教育强省的基础上建设科技强省.

３．有序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推动湖北绿色发展

有序完善政绩考核制度,是推动湖北绿色发展的必要选择.努力把潜绩与实绩结合起来,把经济发

展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大力推

进绿色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创新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统计评估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评价

体系,增加考核可吸入颗粒物(PM１０)和细颗粒物(PM２５)下降率、水环境质量达标率、森林覆盖率和

森林蓄积量、单位GDP地耗降低率等生态环境指标.增强绿色发展意识,树立生态发展理念,进一步推

动湖北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经济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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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a macroperspective,the２００６－２０１２economicoperationin Hubeiprovince
showedthetrendof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Thispapertakes２００６－２０１２economic
runningqualityofHubeiprovinceandthedynamicanalysisastheresearchobject,withthebalance
betweenthe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theunityofeconomicandsocialbenefitsasthe
principle．From three angles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overall coordination,and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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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绩效管理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杨　洁　过秀成

摘　要: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绩效评估结果是政府考核企业经营水平、出台公交优先财政补

贴政策、调整与配置公交线路场站资源等重要决策的依据.建立有效的公交绩效管理制度,对
于落实国家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改善公交行业服务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从绩效衡量、
绩效评估与绩效追踪三个层面提出公交行业绩效管理水平提升对策.引入新绩效预算理论,
通过公交绩效合同与绩效指标实现行业政策、预算与绩效的“三合一”;兼顾公众参与式评估与

技术理性式评估的各自优势,以专业评估机构为主导,建立多方协作绩效评估模式;设计公交

行业绩效追踪机制,反馈指导绩效管理过程和行业政策制定.
关键词:城市公共交通;绩效合同;绩效指标;绩效评估;绩效反馈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城市公共交通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需求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是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基础支撑.
建立行之有效的公交行业绩效评估体系,是公交企业了解自身运营水平、主管部门进行行业监督、社会

公众表达服务满意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的重要举措.除了能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城市公交运营成本及收益价值外,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公

益性和巨大的正外部性,能够有效支撑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引导城市功能布局和城市形态发展,缓解交

通拥堵和资源环境压力,体现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因此,运用“绩效”概念来衡量城市公共交通运

营活动的效果,所指的不单纯是经济的概念,即运营成本与投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效率与效能两项指

标.前者涉及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后者涵盖产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绩效的输入与输出值具有可观测性与可控性,具备实施绩效管理的先决条件

(Jenningsetal．,２００４).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城市公共交通行业面临更充分的市场竞争,因此更渴求

通过战略规划与绩效评估挖掘产能,提升绩效水平.Poisteretal．(２０１３)以美国８８个中小城市为研究

对象,分析对公交行业采用绩效管理后的实践效果,结果表明各城市公交行业的生产效率均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国外公交行业同样经历着民营化与逆民营化的过程,公交绩效的评估结果可用于分析公交行

业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政府财政补贴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很多学者围绕公交行业服务水平与政府

财政补贴(Karlaftisetal．,１９９７;Blyetal．,１９８０,１９８６;Cerveroetal．,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公交绩效与行业民营

化水平(Lelandetal．,２００９;Perryetal．,１９８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绩效衡量需要客观、公正的标

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美国城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就提出了城市公交服务的标准、目标与测算方法,后
续研究者在指标体系与计算方法上不断修正与改进(Fieldingetal．,１９７８;Meyeretal．,１９８１;Hartgenet
al．,１９９６).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在归纳各方研究的基础上发行了«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

册»(２００９),提出了公交性能指标与公交服务指标两类指标,其中性能指标反映了公交行业提供的就业机

会、资产收益、对交通污染或拥堵问题的缓解等,服务指标体现了公交服务的可达性、舒适性与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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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城市公交行业绩效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指标的选取与定量计

算.城市公交营运生产活动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学者也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设计评价

指标与评估方法.王海燕等(２０１１)综合考虑城市公交行业环境和资源、公交企业运营服务、相关主体满

意度三个方面的因素,提出了公交行业绩效评价模块及指标体系.严亚丹等(２０１０)采用面向产出的数

据包络分析方法,以公交企业和乘客的立场对单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效益进行了评价.杨晓

光等(２０１０)基于服务学理论,从乘客对公交服务真实感知视角建立了公交运行服务指标评价体系.李

强等(２００９)以公交运营企业的角度建立了公交服务可靠性评价指标,用以了解乘客对公交服务的需求

和满意程度,进而改善公交服务,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上述研究成果均是以建立多层级、综合的监控指

标体系为目标,寻找公交营运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继而优化营运过程,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
但绩效管理是搜集绩效信息、进行绩效衡量、设计与执行适当的绩效管理系统、推动绩效评鉴的整体活

动过程(李允杰等,２００８).完整的绩效管理是一项战略导向的系统工程,涉及体制创新、权力重组与流

程再造,涵盖绩效衡量、绩效评估、绩效追踪三个过程(张旭霞,２００７).既有研究大多致力于设计一套衡

量公交行业绩效的标尺,如何营造多方合作的评估体系? 如何设计及执行有效的评估? 如何对绩效进

行持续性的监测、记录和考核,推动绩效不断持续改进? 此方面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
论文运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从绩效衡量、绩效评估、绩效追踪三个层面对我国城市公共交通

行业绩效管理过程进行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城市公交行业发展与服务质量改善提供有效

的指导意见.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分析研究背景,对既有相关研究总结回顾;第二部分探讨公

交行业绩效合同与绩效指标的拟定,尝试对公交行业实施新绩效预算管理,实现“目标—预算—效果”之
间的高度关联;第三部分分析公众参与式评估与技术理性式评估的适用性,提出多方协作的绩效评估模

式;第四部分研究绩效追踪回馈系统,对绩效管理过程和行业政策制定提出反馈指导.

二、绩效衡量:政策、预算、绩效“三合一”
(一)目标导向下的绩效合同签订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管理体制由政府统包经营向国有主导、多方参与的模式转变,其管理呈复杂化

趋势.如何更好地配置有限资源,提高投资效益,推动城市公交的可持续优先发展,是政府和企业亟待

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生产的社会共享资源之一,其兼具公益属性与生产属

性,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性亏损补贴以适当降低票价吸引乘客乘坐公交,取得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

大化.补贴资金的来源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解决.城市政府在安排预算时通过“企业政策性亏损”科目

来核算;中央财政对于公共交通补贴未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科目,目前仅分配了部分燃油补贴(交通运输

部道路运输司,２０１１).在实践操作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公交成本核算及审计制度,未能将公交公司的运

营水平与乘客满意度挂钩,影响了政府补贴资金的高效利用.
以绩效为基础的“新绩效预算”理论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定资金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绩效预算评价

体系,使预算和绩效挂钩,逐步实现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管理”向“注重支出效果管理”转变(王丽萍等,

２００８).新绩效预算管理的核心在于签订绩效合同,即将传统预算中存在的隐性合同关系转化为显性合

同关系,从而将公共预算转变成一种合同预算.绩效合同中一般包括支出部门所需要的资金水平、支出

上的权力、资金使用后的产出和效果以及测量产出和结果的绩效指标(马骏,２００４).
(１)上下级行政部门间的绩效合同.２０１１年,交通运输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

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由交通运输部与“公交都市”建设试点城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建国家“公交都市”示
范城市合作框架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支持政策、保障

措施和相关各方的责任分工等内容.随后,又制定了«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考核指标、参
考指标以及各创建城市自身提出的特色指标;文件要求各创建城市结合自身实际,在公交都市创建实施

方案中提出各项指标的创建目标值,交通运输部将对各创建城市的创建方案进行评审,组织专家分别确

定各城市的创建目标值,作为对公交都市创建成效验收考核的依据.在传统预算中,上级机构对于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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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支出行为一般通过命令的方式控制,但此次,交通运输部与各创建城市之间尝试按照一种与市场

上讨价还价逻辑相同的方式协商资金拨付与使用关系,由传统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组织结构转变为合同

关系,可以称之为是新绩效预算管理理念的一种体现形式.
(２)主管部门与企业间的绩效合同.地方政府与公交运营企业之间签订绩效合同同样具有广阔的

应用空间.公交线路经营权是特殊的资源性利益,取得线路经营权的公交运营企业通常情况下会与政

府签订公交线路特许经营权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特许经营内容及有效期限,特许经营服务的质量标准、
安全管理、行业规范,服务价格的确定方法、标准及调整程序,公用设施的管理、维护、建设和更新改造,
特许经营权的变更、续展、提前收回、临时接管、终止,以及双方的职责等内容.但特许经营权合同并不

等同于新绩效预算管理中的绩效合同.由于政府所提供政策性亏损补贴都是按年度拨付,意味着主管

部门对线路经营情况考核、监管要制度化、滚动式,适时调控,不能等到经营时限到期后才落实.城市空

间格局与功能的调整使得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居住点等新的客流集散点不断涌现,道路改建、扩建、新
建等现象也非常普遍,要求公交线路及时做出相应变动,线路延长、改道、缩短甚至被取消的情况时有发

生.政府应根据当年度公交企业营运状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社会物价水平和劳

动工资水平等,及时调整公交补贴政策,设定服务目标与职责,每年一度与公交企业签订预算绩效合同.
每一年度的绩效合同执行情况可作为特许经营期满后线路经营权延续或退出管理的依据.

(二)检验合同实施效果的绩效指标拟定

为检验绩效合同完成效果,必须设计一套足以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系统,以进行不同部门

与不同时期的比较.绩效指标可分为量化指标与定性指标两大类:量化指标为可以用统计数据加以表

示的指标,如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保有量、公交站点覆盖率、百公里线路成本费用等;定性指标涉及价值判

断,仅能以主观感受加以表示,如乘客满意度、公交规划实施情况、配套政策制定情况等.绩效评估必须

兼顾客观性、不重复性及可操作性的先决条件,在建立指标时遵循SMART 原则,即:指标是具体的

(Specific),可反映绩效合同有效期内比较详细的目标;是可衡量的(Measurable),具有连贯性与可比

性;是可获得的(Attainable),指标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取;是相关的(Relevant),与政府、企业、
公众的期望具备一致性;是以时间为基础的(TimeＧbased),指标以合同有效期为约束.

(１)国家公交都市考核指标.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各创建城市公

交都市创建成效验收考核的依据,考核的对象既包括创建城市的决策者,也包括公交服务的供应者.从

考核内容看可分为三大类(见表１):①与公交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包括车辆、线路、场站在内的公

交供给能力指标、运行效率指标、交通安全指标、便民服务指标、内部管理指标;②创建城市地方政府的

政策扶持情况;③公交都市创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但公交都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包括法

规、政策、空间、设施、财税、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的综合体系,倘若将该指标体系作为绩效合同的评价

指标,仍有相当大的完善空间.一是响应土地集约化使用的要求,对公交引导下的紧凑型用地开发效果

进行评估;二是响应多模式公交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对公交系统换乘的便捷性进行评估;三是响应企业

生产效率提升的要求,对公交企业财务分析指标进行评估;四是响应城市交通法治化治理的要求,对城

市公共交通法规政策的制定进行评估.
(２)地方政府公交绩效评价标准.地方政府对公交企业进行绩效评估,评估指标不但应重视信度、

效度,更应重视其实用性,亦即能够反映公交企业营运业务的性质,以降低衡量的复杂度.在此,笔者借

用学者弗莱恩(Flynn)的“４E”概念架构,从四个层面来思考绩效指标的类型(见表２).其中经济性指标

(economy)用以 衡 量 人 力、预 算、财 产 等 应 用 于 公 交 服 务 提 供 活 动 开 支 节 约 程 度;效 率 性 指 标

(efficiency)关注公交企业投入与产出关系,衡量生产效率;效能性指标(effectiveness)主要通过乘客对公交

系统的使用情况和满意程度来衡量;公平性指标(effectiveness)主要反映地区间的公交服务是否存在差异

性.但“４E”指标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内,四类指标的紧迫性或重要性并非一致,甚
至可能出现相互排挤的状态,如经济性指标和公平性指标常常会相互冲突.因此应以效能为判断基准,秉
持公交优先,兼顾效率与经济,科学、有效地为地方政府与公交企业签订的绩效合同筛选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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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经营

车辆

线路

场站

运行

安全

便民

管理

１．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保有量(标台/万人)(定量)

２．绿色公共交通车辆比率(％)(定量)

３．公共汽电车平均年龄(年)(定量)

４．公共汽电车线路网比率(％)(定量)

５．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定量)

６．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定量)

７．公共汽电车进场率(％)(定量)

８．公共汽电车车均场站面积(平方米/标台)(定量)

９．公共汽电车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定量)

１０．公共交通站点５００米覆盖率(％)(定量)

１１．城乡客运线路公交化运营比率(％)(定量)

１２．公交优先通行交叉口比率(％)(定量)

１３．公共交通智能化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定性)

１４．公共交通正点率(％)(定量)

１５．早晚高峰时段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营时速(公里/小时)(定量)

１６．早晚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平均拥挤度(％)(定量)

１７．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人/百万车公里)(定量)

１８．轨道交通责任事故死亡率(人/百万车公里)(定量)

１９．公共交通投诉处理完结率(％)(定量)

２０．公共交通乘车一卡通使用率(％)(定量)

２１．公共交通一卡通跨省市互联互通(定性)

２２．公共交通职工收入水平(％)(定量)

政策扶持

社会效应

２３．公共交通运营补贴制度及到位率(％)(定性)

２４．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定性)

２５．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实施情况(定性)

２６．公共交通优先发展配套政策制定情况(定性)

２７．公共交通机动化分担率(％)(定量)

２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定量)

２９．公共交通人均出行次数(次)(定量)

３０．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定性)

表２　地方政府对公交企业绩效评估的“４E”指标

经济性(economy)
公交线路总成本费用、百公里线路成本费用、公交线路单车收入、公交线路单车成本

费用、车队经费占总成本费用比例、营运业务费占总成本费用比例、管理费用占总成

本费用比例、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客运线路业务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

效率性(efficiency)
线路条数、线路长度、运营车辆总数、行驶总公里、营业行驶公里、公交线路车行驶公

里、车日公里、运行班次、高峰小时出车率、在岗驾驶员人均行驶公里、行车责任事故、
千公里行车事故费用、驾驶员违章率、重大服务责任事件等

效能性(effectiveness)
运客总人次、公交线路车运客人次、日均线路运客人次、公交线路业务收入、客运线路

业务营运车日收入、线路车百公里收入、线路平均票价、车辆媒体及车厢内广告收入、
万人次乘客投诉率等

公平性(equity) 公共交通站点３００米/５００米覆盖率、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城乡客运线路公交化

运营比率等

三、绩效评估:公众参与式评估与技术理性式评估的整合

(一)营造多方协作评估体系的缘由

政府在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时往往注重观感和意识形态而缺少对业绩的关注.新公共管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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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用企业精神来改造政府,在政府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追求顾客至上、顾客导向,关注公众满意度.为

了在“促进公交行业有序竞争”和“方便城市居民出行”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需要将所有利益相关者涵

盖到绩效评估系统之中.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各项建设与行业发展取决于政府基本投资计划

的部署与安排.政府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资源代理人和行业管理者双重角色,重要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

与运营服务调整往往是政府主导的单向决策,市场和公众作为利益主体并没有充分显现.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我国公共交通的民营化改革全面启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由地方政府、公交运营企业、社会

公众等各方主体之间互动的利益关系推动发展.公交行业绩效管理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表达、竞争

和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都是不同的认识主体,他们通过各种程序平台,交换、学习、
整合关于利益和决策方案的资源,最终形成利益分配的方案.

因此,使利益相关者能够真正参与到公交营运绩效项目运行评估过程中,从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

方面真实反映公交运营的实际效果和长远影响,真正体现城市公交服务的公众满意导向,为政府新一轮

的政策性亏损补贴提供切实可行的反馈意见,将是保证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优先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

交通问题社会治理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良好机会.
(二)公众参与与技术理性模式的比较

受利益相关主体各自需求和不同价值判断影响,公交运营绩效模式可分为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估模

式和技术理性式绩效评估模式.
(１)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估模式.公众作为公交服务的直接使用者最有资格进行评判,有助于实现政

府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很多地方主管部门或公交运营企业为掌握公交服务的质量,了解公众对公

交服务的满意程度,会不定期地组织公交服务满意度调查,征求公众对公交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但此类

评估采集到的公众评价大多一种直观的心理感受,大多是主观的、一般性的,有时甚至有可能是无意识

的,相关参与者需求强烈程度不同可能会干扰正常的价值判断过程,进而影响到评议结果的客观性.
(２)技术理性式绩效评估模式.该模式追求一种客观的理性化,维系于政府部门专门知识和评价技

术的高超运用,建立在科学的、逻辑性的数据论证之上(张国庆,２００４).例如很多主管部门会定期统计

和审核公交运营企业的营运业务、技术机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会计财务、资产经营等相关指标,了
解企业的营运服务水平与质量、公司的损益情况和财务状况等.在绩效评估中,公众满意度只是作为社

会服务效果的依据被参考,绩效评估主要是验证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是否符合客观的技术理性.
参与式绩效评估主体的广泛性和大众性决定了活动本身与高度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的“不兼容性”.

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估强调政府对公交行业扶持政策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和满足程度,并以此作为政策

正当性的基础;而技术理性式绩效评估更关注公交企业经营活动对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为使内

部效能优化所需要的手段(以及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与外部公众对效能的感受(以及相应评估指标体

系)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冲突的(王锡锌,２００８).目前主要的绩效评估模式有:主管部门内部

评估式、专业机构评估式、社会代表评估式和社会民众参与式.其中专业组织包括主管部门委托的大专

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代表则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单位、行业组织等机构中遴选.各类评估模式

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缺点,优缺点分析见表３.
表３　公交行业绩效评估中各评估主体的优缺点分析比较(表形结构参考文献１０)

　　指标
主体　　

角色定位 关注焦点 评估成本 权威性 独立性 专业性 参与性 时效性 影响力 结果运用

主管部门 管理者 是否差 较低 强 弱 较强 强 强 强 强

社会代表 监督者 如何不变差 较低 强 较强 较弱 较弱 较强 较强 较强

社会民众 顾客 是否好 高 弱 弱 弱 强 较弱 弱 弱

专业评估机构 局外人 如何变好 较高 弱 强 强 较强 弱 较强 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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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方协作评估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多方协作评估模式作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具有客观性、专业性与权威性,可以整合

不同相关主体的利益,促使政府与企业改革,拓宽利益诉求机制,引导公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各自

利益诉求.因此,公交行业绩效评估引入多方协作评估模式,形成专业评估、公众参与、政府主管三位一

体的协作机制,可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促进公交绩效管理制度的健康发展.
(１)以专业机构评估为主导.无论是社会代表评估式还是社会民众参与式评估,都属于公众参与式

绩效评估模式,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以专业机构为评估主体的第三方评估组织专业性强且相对独立,具
有评估资质的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面的科研院所及专业咨询机构均可承担其职责.关于公交企业经

营方面的内容主要运用技术理性和专业知识进行评价,关于公交出行价值体现与利益偏好等内容通过

公众参与方式予以评判.通过收集民意,依托专业评估技能综合分析评估结果,将可靠、广泛、可行的评

估意见反映给公交行业主管部门,构建管理部门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使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估和技术

理性式绩效评估有机结合.
(２)建立配套保障制度.为确保绩效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需建立专业评估机构资质审查制度.主

管部门在正式委托评估任务之前明确公交行业绩效评估所需的资质要求、专业水平、评估范围、参与条

件等;公平、公正地选择专业评估组织,通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签约分化,避免对某一组织的单方

面依赖.完成评估任务授权后,给予评估组织一定的独立性空间,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享有调查和评估

公交行业绩效情况的权利.建立评估责任制度,即明确主管部门和被评估者在评估过程中需落实的具

体责任,以及应如何帮助及配合评估机构开展工作;同时也应建立评估机构的责任追究制度,从而使绩

效评估做到责权分明与责权统一.
(３)实施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是公交行业绩效评估有效进行的重要资源,让评估组织与社会公众了

解公交发展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和数据,是保障绩效评估工作真实、高效开展的前提;将评估指标、评
估方法及路径、公众评价的相关信息充分公开,才能消除主管部门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有效遏

制暗箱操作的发生.公交行业绩效评估信息系统的建设可实现管理部门、运营企业、社会公众、评估机

构间良好的交流与沟通,促进部门决策的科学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发挥评估机构客观、中立的监控

作用,提升公众对公交发展政策的可接受性.

四、绩效追踪:绩效管理与决策的双重反馈

(一)公交行业绩效追踪回馈系统设计

绩效追踪是指对组织的绩效进行持续性的监测、记录与考核,以此作为改进组织绩效的基本依据

(张旭霞,２００７).长期以来在绩效管理的研究中,更多注重绩效管理的目标设计、计划和评估方面,较少

涉及对绩效评估结果的反馈(王永丽等,２００４).一个完整的公交绩效管理过程应包括绩效目标制定－
执行－评估－反馈－改进几个阶段.绩效目标制定是核心,企业按照绩效合同要求开展生产活动是关

键,绩效评估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反馈,反馈的结果又会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前车之鉴”.
一个有效的评估和反馈系统能够给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信息,是

连接评估方与被评估方的纽带,评估方将绩效结果传达给被评估方,被评估方将个人对评估过程与结果

的想法传递给评估方,如此,有关绩效评估的信息就构成了一个回路,信息链不至于在绩效评估的环节

中中断.主管部门与被评估者对反馈出来的问题采取怎样的态度,如何去解决和改进以及相应的结果

如何,直接影响补助资金的有效使用和公交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重视反馈提出的问题,以科学、认真

的态度努力去解决或改进,将有效推进公交行业绩效管理的良性循环,否则重评价而不重解决、形式主

义的“走过场”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只有将绩效评估结果真正反馈至各相关利益主体,增强相关利益主

体的回应效能,才能保证绩效评估结果发挥积极作用.公交行业绩效追踪的回馈过程可参考图１.
对公交行业的绩效追踪同时具有学术上与实务上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将公交绩效评估结果建立信

息数据库,对评估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和提炼,形成二次反馈机制,在留足充分整改时间之后,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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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交行业绩效追踪回馈系统
　

评估,可累积社会科学知识应用在行业问题的知识运用成果;另一方面可提供政府与企业决策者更加充

分的决策信息,拟定妥适的政策方案,检验绩效评估中反馈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是否得到了解决或改进、
解决或改进的程度如何、乘客是否满意等.

(二)对绩效管理过程的回馈

(１)检视绩效目标与现实环境之间的落差.绩效评估既是一个对事实进行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综

合价值体现的过程,运用科学的方法针对公交行业绩效进行系统评估,可明确行业管理政策和措施到达

目标的范围和程度,以及社会对此政策措施之需求与价值体现等信息.城市居民对公交服务有很大程

度上的依赖性和使用“惯性”,要求公交服务的提供必需注重经济、效率、效能和公平.但当前正处于我

国城市交通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时期,各地公交行业发展的基础水平与面临形势差别迥异,没有统一可参

考借鉴的模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规划得再完善,也难免会有瑕疵或预料之外的结果出现.因

此评估结果可提供拥有信度和效度的信息,作为决策者在下一个评估周期修改或完善绩效目标的依据.
(２)检视绩效指标与绩效执行间的妥适性.一项经由缜密商讨与设计的绩效合同,在合同执行时有

可能会遭遇到合同内容不切合实际,以至于执行困难的问题.假如绩效评估的结果显示预期设定的绩

效指标不符合实际,则必须修正预期产出与实际问题间的落差,重新根据绩效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执

行周期,拟定完善的指标体系与指标预期值.另一种情况是,当指标体系及预期值的设定完全没有问

题,而是被评估者在提供公交服务阶段或者是评估者在绩效评估阶段出现缺失.面临此种情况,可检视

评估者和被评估者的工作流程、资源分配、参与者的意愿和态度,以及具体的运作机制等,并适时加以

修正.
(３)厘清绩效评估结果责任的归属.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绩效评估结束后须形成书面形式的评估报

告,提交给主管部门,使之了解绩效合同实施的最终情形.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估报告,可以厘清合同执

行结果优劣的责任归属问题.到底是绩效合同的制定规划有问题? 还是执行不力或者执行方法不当的

问题? 这些都应由客观的绩效评估报告来解答.由此观之,绩效评估也具有促进提升利益相关者责任

意识的积极功能.
(三)对行业政策制定的回馈

(１)作为实现行业政策利益相关者信息互联互通的途径.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有助于决策者在公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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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业政策规划阶段获取较多充分信息,以便于更周延谨慎地制定政策.而对于被评估者和社会大众

而言,评估结果的信息除了可重新厘清政策是否符合利益相关者价值主张与诉求,也可满足一般民众知

情权,具体明了政策的实施绩效是否符合民意.通过信息沟通,公众可了解公交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
企业可获悉群体的公交出行偏好.由此,当某项倡导公交优先的政策出台时,信息沟通可强化利益相关

主体行动的一致性,为政策的落实奠定民意基础.
(２)作为制定公交行业补贴补偿及税费扶持政策的依据.由于政策资源的稀少性与竞争性,凭借公

正客观的评估报告,可以作为调整未来政策方向或目标的参考,并作为分配政策资源的有力依据.通过

对地方政府公交主管部门的绩效考核,完善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引导的城市公交财政保障制度,合理分

配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节能环保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通过对公交运营企

业的绩效综合考评,确定企业的合理利润水平,并根据该利润水平确定每年度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制

度,从而寻找公交行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平衡点.
(３)作为公交线路经营权退出管理的标尺.绩效考评结果可用于监督企业在运营中执行取得线路

经营权时确定的行车作业计划执行、车辆配置、服务质量、运行安全等方面制度的情况.根据公交线路

特许经营权合同和分阶段的绩效合同,经绩效考核评议,线路经营者达不到线路经营情况的,行业主管

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满,考核合格的可继续经营,整改期满仍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应取消线路

经营权.绩效考评结果是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行政许可和监督职权的保障,也有助于维护各方权益,
规范营运服务,保障公交的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完善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绩效管理过程是提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公交优先发展的认识、提升公

交服务水平、推进公交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应基于新公共预算理论,探
索建立针对城市政府和公交企业两个层面的绩效衡量指标,通过绩效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提高公交行业

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综合公交运营活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与价值判断,建立专业评估、公众

参与、政府主管三位一体的多方协作评估模式;运用绩效评估结果推动公交行业绩效管理工作不断完善

发展,将其作为公交财政补贴、线路经营权调整等政府重要决策的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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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中产品质量网络监测方法研究∗

许　伟

摘　要:社交网络上存在海量消费者感知的质量安全风险信息,而意见领袖在风险信息网

络传播上有极大的影响力.以典型社交网络平台微博为例,研究网络信息监测的类型与指标,
并通过节点和内容协同分析,更快更有效地发现潜在质量安全风险.重点关注节点及其关系

和内容及其关系,探讨个体排名、内容分类、话题识别、风险监测等关键问题,从而构建社交网

络环境下产品质量风险网络监测模型,为产品质量网络监测方法与内容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社交网络;质量风险;质量监测

一、引言

社交网络上的有些产品质量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受到大量的关注并被广泛传播,因而质量话题

热点不断.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产品质量话题,包含了网民对当前企业产品质量现象以及热点问题的立

场和观点,已成为企业产品质量的市场晴雨表,深刻影响着企业形象与利润.回顾近年来爆发的产品质

量事件,其中很多事件都是先在社交网络上爆料,然后形成热点话题引发主流媒体跟进,进而爆发产品

质量安全网络事件.以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包含丰富的产品质量数据.越来越多的

微博用户在网络上发布对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评价,这些在线口碑极大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和企业的声誉利润(蔡淑琴,２０１３).如何对社交网络中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进行监测,关注哪些关键信息

并有效预测其风险趋势,已成为产品质量治理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当前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质量数据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增加了质量安全的不确定,并对质量安

全治理的方法与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消费者的海量互联网信息的质量网络监测,为产品质量

安全有效网络治理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产品质量网络监测,是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

略研究院基于“质量安全网络信息监测与预警服务平台”(以下简称“质量监测平台”),通过综合利用质

量风险理论、价值工程理论,结合搜索技术、云计算、数据挖掘、语义分析、质量安全评价体系等新一代网

络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实时收集来自公共互联网的海量消费者感知的质量安全信息,经过深度的挖

掘、提炼、分析、处理,及时向广大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提供富有价值的质量安全信息服务.２０１２年质量

监测平台选取了４家国产乳制品企业的微博数据进行了挖掘、筛选和分类,共获得有效微博数据１０２５３
条.对于这些产品质量事件数据,形成产品质量网络信息数据库,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学

术界对产品质量事件网络信息的研究,大都是基于节点(用户)或者内容的数据挖掘研究,缺少节点(用
户)和内容的协同研究.质量监测平台通过对网络产品质量事件每日追踪,试图从节点(用户)和内容两

个角度来处理数据,为产品质量网络事件监测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二、相关研究

(一)产品质量网络信息

质量安全网络信息,是指消费者因为产品伤害或潜在产品伤害,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这种伤害可能是有形的身体伤害和无形的情感伤害.在互联网环境下,作为网民的消费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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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直接向社会传播对产品和企业质量的评价信息,特别是随着微博等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出

现,每一个消费者几乎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导致企业质量安全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极强的即时

性和互动性(程虹,２０１２).当有关产品质量的在线负面口碑积聚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造成网络产品质

量事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３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

据,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９１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４．１％.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４６４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７８．５％.网民中仅微博用户数就达到３．３０７７亿

(CNNIC,２０１２),成为事实上的信息发布者.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上的

用户,更是成为了企业质量安全信息全天候的潜在生产者和传播者.
(二)社交网络用户研究

社交网络是由一个个节点及其关系组成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

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系的集合,它是由点和各点之间的连线个体之间的联系组成的(李钢,２０１３).本质

上,社交网络是为实现特定目的用户与用户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利用的关系网,它反映了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传递物质、信息、观念、情感等资源的纽带.社交网络用户的关注数分布呈现

长尾现象,用户被关注数遵循幂律分布,帖子数近似幂律分布(Broder．A,２０００).社交网络用户的研究

主要包括用户的动机、角色分类、行为分析、分体排名等内容.有学者根据微博用户的动机划分出用户

的角色(Broder．A,２０００),有的学者综合微博中用户的关注数、被关注数、博文数得出不同的用户类型.
(三)社交网络内容研究

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普及和渗透,其所承担的角色已经由最初的信息交流传播工具逐渐扩展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微博作为一种在线口碑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到,学者们开

始研究 Twitter中所包含的品牌评论、情感以及意见的博文,并进一步考察品牌商如何利用 Twitter来

进行更为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由此提出品牌商可以利用微博作为他们整体营销战略的一部分

(Jansen,B．J．,２００９).社交网络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令人瞩目的科学交流工具,为数字科学交流的发展及

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近两年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
(四)社交网络的典型平台微博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最具

有代表性的微博就是新浪微博、腾讯微信、Twitter.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

社区,以１４０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从微博的发送特性上来看,微博具备了４A 的

元素(Anytime,Anywhere,Anyone,Anything),成为一种即时网络平台(蔡淑琴,２０１２).微博允许用户

发布在１４０个汉字范围内短文本信息.而中文的微博信息量比较大,１４０个中文字比１４０个英语字符

多４至５倍信息量(李开复,２０１１).
微博网络属于典型的无标度网络,表现出小世界现象(许晓东,２０１１).围绕特定的话题和事件,广

大的微博用户及其相互关系,包括关注、转发、评论、回帖、私信、微群等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

的网络社交圈子.微博的基本传播特点可以归纳为六个字:“短、平、快、碎、即、开”(陈永东,２０１２).通

俗地说就是记录简短化、交流平等化、传播裂变化、呈现碎片化、网络即时化和平台开放化.

三、模型构建和分析

利用“质量监测平台”对网络产品质量事件每日追踪,搜集产品质量事件信息的内容性数据、用户性

数据和时序性数据,从产品、内容和节点三个方面对产品质量网络信息进行分析.
(一)产品质量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由节点(用户)和节点(用户)关系组成的,微博是基于关注机制用户及其关系构成的,都
有小世界特征.社会网络理论有三大核心理论:强弱联结、社会资本、结构洞(李纲,２０１３).从弱链接角

度来说,社交网络中存在基于标签的主题网络(易明,２０１１).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交网络中,存在话

题交流者、兴趣爱好者、私人朋友等社交网络圈子.对于在线社交网络中用户发表产品质量信息的现

６９

许伟:社交网络中产品质量网络监测方法研究



象,可以把产品或产品簇看作内容和用户的标签,将发布某类产品质量信息的用户群,看做一个基于该

产品或产品簇的潜在网络社团.社会网络中具有相似特征并紧密关联的网络对象聚集的现象被统称为

网络社团,这些网络对象可以是文本、话题、事件和网络群体.基于产品的社交网络文本及其网络现象,
可以看作一个面向产品文本信息的潜在社会网络或者网络社团.

对于指定的企业或产品,通过“质量监测平台”可以挖掘到社交网络中的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并对每

一条信息用时间戳进行打标,从而生成产品质量时序数据.每条网络产品质量信息,都包含某个时间点

的内容数据、用户数据、网络数据.社会网络研究中,通过图结构对社会网络进行建模是一种常见做法

(胡健,２００８).一个产品的社会网络可以用一个产品的图 G＝(P,U,I,E,W)来表示.其中,Pa代表社

会网络上某一类产品的产品集;Ui∈U代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用户),是产品质量信息内容的载体,例
如微博中的ID;e∈E表示社交网络中的网络设置,表示用户(节点)和用户(节点)之间的关系(包含有

向和无向关系),比如微博中的关注和被关注关系;Ij∈I代表社交网络节点上的产品质量信息内容;W
代表社交网络节点和内容的加权函数集.通过社交网络挖掘,可以将有关某一产品或某类产品的用户

数据、内容数据、链接数据和时间数据等获取并存储下来.
(二)产品质量的用户数据分析

社会网络是由节点和节点关系组成的,产品质量用户数据也应该包括用户自身和用户关系.在社

会网络中,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在网络结构中表现不同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这种影响力和权威性来自于社

会网络关系.同样的话题由不同的节点转载,受到的关注往往大不相同.微博社交网络的节点就是产

品质量信息的微博发布者,对于节点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排名来发现意见领袖,进而通过对大量意见领

袖的追踪,可以发现产品质量信息变动趋势.如果发布或者转发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意见领袖越来越

多,就有可能引起产品质量网络事件.
对于意见领袖的识别,比较通行的做法是采用RFM 模型.RFM 模型在营销领域广泛应用于分析

客户响应和客户价值,其分析的基础是三个重要的客户行为指标.即近度(Recency)、频度(Frequency)
和值度(Momentary).在指定时间段,近度表示客户最近一次消费到当前的时间间隔;频度表示消费频

率;值度表示消费金额.RFM 模型是衡量客户价值和客户创利能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可以通过引入

营销领域RFM 模型,结合中文在线口碑加工处理技术,来测量在线口碑发布者的影响力(蔡淑琴,

２０１３),从而识别意见领袖.利用该模型就能通过用户发布信息行为进行个体排名,评估产品质量信息

发布者的价值,从而识别出其中的意见领袖.
对产品质量信息的用户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用户本身,即社会网络中用户(节点)固有的

特征.在微博中常常用近度R和频度F来确定用户的活跃度.二是用户的网络关系,即基于链接的节

点影响力能反映其网络属性,包括节点的入度和出度.在微博中常常用粉丝数和关注数来表示.
一是近度(R).近度表示用户最近一次发表信息到当前的时间间隔,以天为时间单位.
二是频度(F).频度定义为发布者在一段特定时间范围内发表微博信息的次数.
三是值度(M).值度定义为微博的粉丝数量和关注数量.
将RFM 各分成五级,形成一个５∗５∗５＝１２５的分类标准,从而确定个体排名和意见领袖.对

RFM 各变量的指标权重问题,Hughes(２００６)认为RFM 在衡量一个问题上的权重是一致的,因而并没

有给予不同的划分.而Stone(１９９４)通过对信用卡实证分析,认为各个指标的权重并不相同,应该给予

频度最高、近度次之、值度最低的权重.而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公司,频度、近度、值度的权重均存在

一定差异,因此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解决的办法就是结合具体行业和类别,赋予相应的权重,从而使得计算接近实际情况.

Qu ＝w１R＋w２F＋wgM
其中,M ＝w４Fun＋w５Follow
这里,Qu 代表第s个用户U 的影响因子.R 代表近度,F 代表频度,M 代表值度,fun 代表粉丝数

量,follow 代表关注数量,w１、w２、w３、w４、w５ 代表不同的权重.可以根据统计得出的规律,结合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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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来解决指标权重的确定问题.
网络设置指节点、节点间的连边以及网络系统平台的基本设定(张伦,２０１２),主要反映用户(节点)

之间的关系.网络系统的演变发生在一个有限时空下,且节点已经事先存在于网络中 (T．Snijders,

２００１;StanleyWasserman,１９８０).而微博用户之间,是基于关注机制建立的社交网络关系,这种关注

机制是有向关系,比如用户 A关注用户B,记录为 A→B.在微博这个小世界中,用户之间形成无穷个

有向关系,可以用矩阵形式来表示,这是简单有效记录关系的方法.
(三)产品质量的内容数据分析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２０世纪初,兴起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相关研究从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实验式内容

分析法转向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邱均平(２００４)认为内容分析法的原理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

其变化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文献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推断.克林格的定义(Kerlinger,１９７３)
是,“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研究方法,用一种系统的、客观的、量化的方式测量变量,对传播内容做出分析”.
内容分析方法,非常适合用于“测定各种传播现象的相对重点或出现频数”(Kerlinger,１９７３).斯坦培

(Stempel,２００３)对内容分析法提出了一种宽泛的见解,他称之为“对我们经常用的非正式事物,将其正

式化并系统化,这是从内容分析法中得出的结论”.计算机化的内容分析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过大多

数似乎可以分为７种类型:单词计数、上下文中的关键词(KWIC,keyＧwordＧinＧcontext)和重要用字索引

(concordances)、字典/辞典排序、语言结构、可读性、人工智能以及动态分析(Franzosi,１９９５;Holsti,

１９６９;Krippendorff,２００４a;Weber,１９９０).
对产品质量信息的内容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内容本身,即产品质量信息内容分级分

类处理,从而生成质量安全信息熵;二是内容网络关系,分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的网络影响力,从而生成

某条质量信息的影响力指数.
其一,产品质量信息内容分级分类处理.国际标准化组织综合性地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

足需求的能力”.程虹(２０１２)从固有性能和满足需求两个角度,将互联网产品质量信息分为产品性能、
服务质量、运营质量、安全性、公众形象和经济性６个新指标,从而形成了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质量安全

信息的分类模型,并提供了一种企业互联网质量有效治理的框架,其框架如表１:

表１　基于互联网信息的企业质量安全分类模型

分类指标 信息内容

产品性能 可靠性、易用性、感官评价

安全性 身体伤害、性状改变、不安全感

服务质量 便利性、服务环境、从业人员、客服系统

经济性 性价比、品种多样性、使用成本

运营质量 管理水平、人力资源、人文环境

公众形象 社会责任与环保、管理者形象、企业口碑、外部沟通

综合 其他质量问题

　　对于已经分类的产品质量信息内容,可以根据信息内容本身反映的严重程度再进行分级处理.以

安全指标的身体伤害指标为例,可以从产品伤害程度分为致命的、非常严重、严重、一般和轻微等五级程

度,对产品质量信息内容进行分级处理.通过建立该产品的分类分级语料库,对网络挖掘的质量信息进

行计算机自动智能分级分类处理,并生成该条产品信息内容的质量安全信息熵.质量安全信息熵表示

质量安全信息本身所反映的质量安全风险的大小,如人体伤害程度、伤害人数等,可表示为:

H ＝
n

i＝１
hi ∗longhi

其中 H 表示信息熵,h 表示信息所反映伤害程度、伤害人数等要素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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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产品质量信息内容的网络影响力.通过一条内容的影响力来衡量一条信息对其他用户产生

影响的可能性.在微博环境下,判断产品质量信息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主要通过转发量、评论数等

指标来统计(刘志明,２０１１).转发数,用户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进行转发,通过转发等行为,信息会

以一种级联方式传播给更多的用户.一条产品质量信息被转发的次数越多,产生的影响越大;评论数,
其他用户可以对产品质量信息进行评论,信息得到的评论越多,意味着信息影响的范围越广,一个用户

的信息被评论的次数越多,意味着用户信息产生的影响越大.在影响力指标下,可以定义二级指标:被
转发数、被评论数,这些数字都应该经过归一化处理,便于计算和比较.

Ti＝w６Vretw＋w７Vrev＋w８H
Ti 表示某条文本i的影响力指数,w６、w７、w８ 代表不同的权重,Vretw、Vrev、H 代表被转发数、被

评论数和质量安全信息熵.当然首先对转发数和被评论数等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利用统计得出的规

律来确定权重,确定在社交网络环境下产品质量内容的信息风险指数.

四、产品质量风险监测

(一)产品质量话题发现

话题识别与跟踪(TopicDetectionandTracking,TDT)以大规模信息流为研究对象,通过监控媒体

报道描述的话题,发现新的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并将涉及某个话题的报道组织起来,以某种方式呈现给用

户(于满泉,２００６).由于社交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基于产品质量信息的时序性数据,可以开展产品质

量话题追踪与分析.时间序列是按时间顺序的一组数值型序列(李庆臻,１９９９).话题识别技术的关键

就是将关于话题的分散多变的信息汇集并组织起来,从整体上了解话题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发

展趋势.词频Ｇ逆文档频率(TFＧIDF,TermFrequencyＧInverseDocumentFrequency)是文本检索系统

中广泛使用的信息抽取技术,但在１４０字的短信息文本中并不适用,解决办法就是从内容的网络关系来

反映.新浪微博每天自动更新话题列表,并使用单位时间内的转帖数字,即转帖率作为衡量一个话题流

行与否的标准(韩毅,２０１１).在线社交网络中,当一个话题受到关注,其呈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短时间

内出现了密集的有关话题的新帖、评论或转帖,也就是单位时间内话题的密度来表示.对于事先指定的

企业及其产品,通过社交网络挖掘的产品质量内容性数据,可以使用文本处理技术抽取用户发言中的主

题词,并根据转帖和评论数量,动态生成每天或每小时的话题列表.
(二)二次协同评价

产品质量网络监测的目的就是发现有关风险.基于密度的话题识别,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当密

度是根据转帖率等内容网络关系来表示时,这种滞后性就更为明显.同一个话题,不同用户(节点)发
布,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两级传播模式”,即
媒介—意见领袖—受众的传播现象(斯坦利巴兰,２００４).在社交网络中,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舆论事

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白鬼,２０１３).对某一时刻计算机自动发现的话题列表,
按时间序列进行用户和内容协同分析,就很有可能发现在下一时刻爆发的热门话题.

可以把社交网络中节点和内容的关系,看做期刊和论文的关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重要,同理社

交网络中意见领袖(重要节点)发表的内容也很重要.期刊有影响因子,节点也可以计算影响因子.将

节点的影响因子应用于话题,统计话题若干帖子的加权风险影响,就能够尽快发现潜在热门话题.在产

品质量的话题趋势分类基础上,将时间序列模型应用在话题中,并综合考虑产品质量信息的内容性和用

户性等网络属性,从而进行产品质量的潜在热门话题识别.
(三)产品质量风险监测

通过网络演化分析,可以对社交网络中的图模型 G＝(P,U,E,I,W)进行实时追踪,从而发现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的网络传播情况.网络数据具有多维度特性,产品质量网络监测目标也有多样性,而现有

分析和挖掘技术又往往仅关注网络节点或网络内容中的某一特性.基于网络结构的节点聚类,和基于

网络信息的内容聚类并不能完全对应,两者同时计算,对于挖掘算法和计算开销都要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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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节点加权的质量分类信息风险评价

分类指标 信息内容

产品性能 Qs∗T１１,Q２∗T１２,,Qs∗T１j,

安全性 Qs∗T２１,Qs∗T２２,,Qs∗T２j,

服务质量 Qs∗T３１,Qs∗T３２,,Qs∗T３j,

经济性 Qs∗T４１,Qs∗T４２,,Qs∗T４j,

运营质量 Qs∗T５１,Qs∗T５２,,Qs∗T５j,

公众形象 Qs∗T６１,Qs∗T６２,,Qs∗T６j,

综合 Qs∗T７１,Qs∗T７２,,Qs∗T７j,

　　为了简化质量安全监测方法,提高产品质量风险网络监测效果,将社交网络质量信息的研究聚焦到

用户数据和内容数据上来,从产品质量角度进行用户和内容协同挖掘的研究.每个用户都可以看作社

交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事实上,网络节点上的信息往往会作用于网络,促进网络节点和结构的演化;而
网络节点和结构往往又会反作用于信息内容和产品事件,促使信息扩散和事件放大.

R＝
n

i．j．s＝１Qs∗Tij 其中,ΔR＝Rt－Rt－１

在产品质量风险监测时,社交网络中的用户和内容,共同决定该话题的相关信息在社交网络中风险

大小.用单位时间某个产品质量网络风险R来表示产品质量风险情况.对于一条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其用户数据由用户及其关系的影响因子 U来表示,内容数据可以用内容及其关系的信息风险指数I来

表示.同一条产品信息,被不同用户发布或转帖,其质量安全网络风险肯定不同;同一个用户,发布不同

质量风险级别的产品信息,该信息的转帖、评论不同,产生的质量安全网络风险也肯定不同.可以用流

行度来表示社交网络上某产品的质量信息获得的关注程度.
总而言之,产品质量网络监测,首先要解决的是监测哪些关键信息,才能更加有效地预测质量安全

风险.面对社交网络中的海量产品质量信息,在已有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类分级的基础上,通过节点

和内容的协同分析,可以更及时地发现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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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构建∗

冯惠敏　胡　拓

摘　要:运用布鲁姆目标分类法,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保障以及实施效

果等五个方面初步建立起一套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并采取专家意见法确定

指标权重,从这五个方面对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于提高自然科学通识

课程教学质量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质量;教学评价

一、引言

通常人们将科学划分为三个大的领域,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每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

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它是研究自然界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

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生产和自然科学实验的知识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具有具体性、经验性和精确

性的特点.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特殊的物质运动,相对于无限世界的永恒问题,注重观察和实

验,尤其是重视数学应用,概括地讲就是重视检验.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应该反映自然科学的基本特点,因此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应该有其

特点,我们对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教学评价目标与评价标准都应该有所不同.然而,我们目前对自然科

学通识课程的评价要么与人文社会科学用同一个指标,要么与专业课程的评价用同一个指标,自然科学

通识课程的评价没有反映出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适合自然科学通识课程

特点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文献综述

目前对通识教育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的通识教育评价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美国通识教育评价

的介绍,以图对我国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有所裨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美国通识教育评价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介绍.美国高等学校对整体通识教育成效的评价始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进通识教育教学的途径大致分为教师进修(FacultyDevelopment)、教师教学

(FacultyTeaching)、教学评价(TeachingEvaluation)和教师评鉴(FacultyEvaluation)四个方面,各学

校最常采用的评价组织方式可以总结为校际之间的联合途径、各校自行的方式和个别教师评价三种方

式.除此之外,有关研究显示,美国通识课程评价主要包括目标、计划(设置)、内容、组织和实施以及效

果的评价.当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评价方法是１９９８年美国北科罗拉多州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研究的

一种能让教师积极参与的通识课程评价方法———课程嵌入式评价法,该方法让各步骤之间构成一个环

状系统,以评促教.美国中等规模大学因其操作方便推广使用该方法.
其二,对通识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评价是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通识教育评价也不例外.有学

者从个人与社会角度将通识课程的价值取向分为适应和引领社会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以学生为中

心的“主体价值取向”,并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从高校要求与学生需要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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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价值取向,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应受到“符合目的”和“满足需要”两种教学质量观的指导,在这两个质量

观思想主导下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还有学者提出大学通识教育能力评价这一概念,将通识教育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制度指标、资源指标、行为指标和环境指标四个方面,其本意是对通识教育课程等

诸多方面进行评价.有学者通过分析日本通识教育课程,指出其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人文主义到科

学主义,进而达到科学人文主义的发展过程.
其三,对评价方法的研究.有效的评价方法是提高评价水平的重要保证.有学者通过对美国通识

教育评价的研究,指出没有一种方法是万能的,因此应综合运用直接间接、定性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价.
有学者在分析通识教育评价的必要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认为好的评价方法应具备目的性、可行性和周

密性三个特点,可以综合运用档案袋评价法、基本技能测验法、价值增值法以及各种问卷调查.但是这

些对评价方法的研究仅限于一般性介绍,并无实质性探索.有学者提出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评价数

据模型,为通识教育课程量化评价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数学分析方法.还有学者结合课程开发理论,在
通识课程评价中运用矩阵方法,对课程与目标进行交互效应分析,较系统地探索了通识课程设置问题.
这些方法总体来看都是数学统计方法在评价中的使用,其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其四,对台湾地区通识教育评价的研究.台湾地区通识教育实践较早,但实践仍不容乐观,沈君山

认为没人愿意管,没人愿意教,没人愿意听.因此,台湾地区高校十分重视通识课程的评鉴,通过努力已

初步形成较系统的评价体系.有学者提出台湾地区各大学课程设计应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一是以课程

拓展学生思考问题时的时间深度,二是应加强不同领域或者部门之间的联系.台湾地区自１９９８年开始

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通识教育学会办理“大学校园通识教育评鉴”活动,检查台湾各大学通识教育的规

划与实施情况,为通识教育改进提出建议.这次评价的项目与指标包括办理目标与特色、组织及行政动

作、教学与行政资源、课程与教学、师资素质与员额、服务与推广、未来发展和自我评鉴八个方面.有学

者分析后认为台湾地区通识课程体现出理念清晰、内容丰富、方式灵活、设计刚柔并济的特色.
也有少数学位论文对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评价进行专门的研究,主要是对通识课程评价进行个案研

究.但总的来说,目前对通识课程评价的系统性研究还较少.通识课程近年来存在备受诟病的质量问

题,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评价体系的匮乏导致通识

课程产生的积极效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同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也导致

了各自学科范围内的通识课程形式与内容的差异不断加大.因此,对不同学科领域的评价标准应该有

所区别.而目前的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种是所有的课程

都是专业课程的评价体系,没有针对通识课程特别是不同性质通识课程的评价体系;第二种是在对通识

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笼统,以一种粗略简单的评价

体系应用于所有通识课程,这种千篇一律的方式显然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过于肤浅,没有体现出学科门类

的特点,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毕竟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在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设计上,也需要兼顾各自的特点,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评价指标.
本选题从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特点出发,研究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利于

打破多年来一套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办”所有通识课程的局面,也防止继续沿用专业教

育模式下过分专业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深化了通识教育质量评价研究,有利于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

学质量的提高.

三、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及其特点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各种自然现象或事物的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相较其他门类科学

而言有其独特的性质.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系统化的知识.自然科学不是简单堆砌零星知识,而是

一个有机的知识整体,它具有以下特点:①客观性,这体现在研究对象、内容和评价标准都是客观存在

的.②逻辑系统性,这体现在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准确表示科学材料的概念和范畴.③计量性,
这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使用质量、长度、时间三个基本量纲进行定量分析.④无阶级性,这体现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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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反映的是自然界的规律,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具有直接继承性.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是指在通识教育实践中为实现通识教育目标而担负传授自然科学领域知识的通

识课程,学生通过学习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形成科学的世界观,获得跨学科分析研究问题的视野,进而架

构与形成完整的知识与能力结构.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主要传授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基本态度和

精神.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传授自然科学基础性知识.钱学森根据改造世界的间接性将自然科学层

次划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其中基础科学是基石,提供知识储备;技术科学是过渡,研究理

论向实践转变的通用技术;工程科学是应用,是理论的实际运用.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应兼顾这三个层

次,传授这三个层次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充分体现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同时,自然科学通识课程

还应教授当代自然科学前沿性知识.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理论、新材料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人
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自然科

学通识课程应注重知识体系的科学合理组合,教授学生当代自然科学领域最前沿的知识,使学生把握当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
其二,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注重提高学生运用科学计量手段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从自然科学

研究对象分析,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本身并进一步揭示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规律本身是具有客

观性的,自然科学通过精确计量的手段进行定量分析,探究存在与运动规律.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应充分

向学生展示自然科学精确计量和定量分析的特点,提高学生定量分析能力.
其三,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自然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强调判断

与推导的逻辑严密性,将科学材料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思维进行展示.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应该

利用课程的特性培养学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等.
其四,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反映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以及当今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融合渗

透的趋势.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本领域各学科出现

交叉,另一方面使自然科学迅速地向自然科学以外领域渗透,为一切科学认识提供研究手段.自然科学

通识课程更加应该体现交叉融合的特点,为培养“通融识见”的“人”提供可能.
构建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评价指标必须充分体现以上自然科学通识课程的特点.

四、构建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目标是评价教育计划是否成功的基础.目标既规范了学生的行为方式,同时又能更加清晰地说明

课程与教学成功与否.如何将目标与评价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目标的科学分类,
或者是将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最具影响力和实践操作性的当首推

师承泰勒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
布鲁姆认为确定目标至关重要,必须根据目标选择构成课程结构的“内容和行为”.布鲁姆从教育

目标完整性出发,制定了教育目标分类系统,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目标、技能(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三

大类,并按照这三大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认知领域的目标是指知识的结果,包括知识、领会、
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技能(能力)目标有知觉、模仿、操作、准确、连贯和习惯化等６种.学生达到了

技能方面的目标,就意味着发展了某种特定的表现能力.情感目标包括接受、反应、形成价值观念、组织

价值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个性化５种基本的目标.２０１０年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有了修订版,这
是在众多心理学家以及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下的思想结晶.修订版的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学对认知目标进行了调整,从知识维度和认知过程维度两方面重新规划认知目标.
知识维度将知识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等.事实性知识是学习者

在掌握某一学科或解决问题时必须知道的基本要素.概念性知识是指一个整体结构中基本要素之间的

关系,表明某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是如何加以组织的、如何发生内在联系的、如何体现出系统一致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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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等.程序性知识是“如何做事的知识”.元认知知识是关于一般的认知知识和自我认知的知识.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对教师的教学有着非常大的指导意义,使教师能对课堂教学目标把握准确,

能够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和学习过程评价.因此,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是确定自然科

学通识课程教学目标以及设计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评价指标的重要理论基础.
按照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通识教育目标也可以分为三大类:
知识领域的目标———使学生掌握有利于提高学生通识素质的知识,以及让学生了解这些知识与其

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学生了解历史、理解社会和世界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以形

成学生宽广的知识面和均衡的知识结构.
能力领域的目标———帮助学生掌握本门学科的思维、方法和基本技能,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科目知识

分析其他学科问题或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思考、批判、创新等能力;培养学生进一步学习的能力;掌握

数学计算能力等等.
情感领域的目标———引导学生形成某种兴趣、态度和价值观,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与自然、社会

和他人和谐相处.
与上述三类通识教育目标相对应,自然科学通识教育教学目标也可分为知识领域的教学目标、能力

领域的教学目标和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这三大教学目标又可以根据每门课程的具体情况细分为若干

个子目标.进行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评价时,需要根据这些大目标分别设计多个子目标,以避免评价

目标过于抽象、笼统和含糊.

五、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教学质量的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涉及多个方面.根据前面对自然科学通识

课程特点的分析,运用布鲁姆目标分类学理论,结合我国教学评价的实际情况,我们通过因素分析法从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与方法、教学保障、教学效果五个方面构建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设计的评价主体是专家(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评价的客体是教师和学生及其教与学的活

动,评价的目的是以评促改,提高教学质量,为教学决策服务.评价方法有质性评价 (aulitative
evaluation)与量化评价(quantitativeevaluation).本研究体系主要以量化评价为主.为了充分体现专

家(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全员参与的原则,将教师与学生也作为评价主体参加评价.其评价体系基本框

架见下表１.

表１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目标 评价主体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 评价内容

１．通识课程教学目标

２．教学内容

３．教学方式与方法

４．教学效果

１．管理者

２．教师

３．学生

１．教师

２．学生

档案袋评价法、心理量表测验法、标准化考试、问

卷调查法、课程嵌入式评价法、学生在校期间的自

我评价与毕业后用人单位的他人评价相结合的方

法等等.

１．教学目标

２．教学内容

３．教学方法

４．实施保障

５．教学效果

　　将以上评价内容做进一步细化,得到以下“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量表”(见表２).
该评价体系中各级指标权重采取专家意见法进行确定,权重的确定方法以及该量表的使用方法在后面

专题论述.
(一)权数的确定

上述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及分值,即转变为定量

指标.
考虑到实际操作的简便性,我们将这个评价体系的指标达到程度分为五个等级,采取奇数赋值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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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赋值５、４、３、２、１,分值越高意味着达到程度越高.因为本评价体系是由一级指标逐级向下分解到三

级指标,我们必须给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并采取数理统计方法按指标的隶属关系进行归一化处理.
权重的确定是个难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一般采取历史经验法、专家意见法等方法来确定.本研究

采取了专家意见法,通过发放问卷征询专家意见给出各级指标权重,然后对各专家给出的权重用算术平

均法求得平均数作为权重.在研究过程中征询了１０位专家意见,分别是３名通识教育研究者,４名自

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教师,２名管理人员,１名课程管理人员.经收集专家提供的意见,具体权重数据的

确定资料如下.
表２　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量表

一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三级观测点指标

指标
权重

(％)

权重系数

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

A(５) B(４) C(３) D(２) E(１)
说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教
学
目
标

２３％

认知
领域 ３６％

使学生准确掌握课程所涉
及的 科 学 事 实,概 念 和 范
畴,原理、定律和学说

１００％ ８．２８０００％ ０．４１４ ０．３３１２ ０．２４８４ ０．１６５６ ０．０８２８

情感
领域 ３２％

通过 课 程 的 教 学,培 养 学
生对学术和生活的严谨态
度;增强人文科学情怀

１００％ ７．３６０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２９４４ ０．２２０８ ０．１４７２ ０．０７３６

能力
领域 ３２％

有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的
研究 方 法 和 基 本 技 能;具
备运用科学计量手段揭示
客观 事 物 规 律 的 能 力;具
有运用本门学科知识和方
法分析和解决其它学科领
域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１００％ ７．３６０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２９４４ ０．２２０８ ０．１４７２ ０．０７３６

通 过 评 审
教 学 大 纲
(课 程 标
准)、教 学
计 划,现
场 听 课 或
教 学 视 频
对 本 课 程
的 教 学 目
标 进 行
评判

教
学
内
容

３５％

内容
选取 ４１％

内容
组织 ３６％

教材
书目 ２３％

１．根据本课程确定的教学
目标选择教育内容 １１％ １．５７８５０％０．０７８９２５０．０６３１４０．０４７３５５０．０３１５７０．０１５７８５

２．充 分 考 虑 学 生 特 性,给
予学生本学科领域内一定
的准备知识

１２％ １．７２２００％ ０．０８６１０．０６８８８０．０５１６６０．０３４４４０．０１７２２

３．体现本课程领域内基础
性知识 ２１％ ３．０１３５０％０．１５０６７５０．１２０５４０．０９０４０５０．０６０２７０．０３０１３５

４．具有前沿性,反映当代科
学技术最新的发展趋势 ２０％ ２．８７０００％ ０．１４３５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２８７

５．反映社会发展对学生自然
科学技术知识的需要 ２１％ ３．０１３５０％０．１５０６７５０．１２０５４０．０９０４０５０．０６０２７０．０３０１３５

６．宽度与深度相适应 １５％ ２．１５２５０％０．１０７６２５０．０８６１０．０６４５７５０．０４３０５０．０２１５２５
１．内 容 组 织 具 有 递 进 性,
符合人对自然科学的一般
认知规律

１９％ ２．３９４００％ ０．１１９７０．０９５７６０．０７１８２０．０４７８８０．０２３９４

２．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验实
训相结合 ３１％ ３．９０６００％ ０．１９５３０．１５６２４０．１１７１８０．０７８１２０．０３９０６

３．教 学 内 容 由 点 到 面,模
块 层 次 设 计 科 学,衔 接
自然

２４％ ３．０２４００％ 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９６０．０９０７２０．０６０４８０．０３０２４

４．体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联系,贯 穿 与 其 他 学 科 的
融通

２６％ ３．２７６００％ ０．１６３８０．１３１０４０．０９８２８０．０６５５２０．０３２７６

１．能开发体现自然科学通
识课程特点的适用教材 ５２％ ４．１８６００％ ０．２０９３０．１６７４４０．１２５５８０．０８３７２０．０４１８６

２．推荐阅读的书目具有代
表性,难易程度适中 ４８％ ３．８６４００％ ０．１９３２０．１５４５６０．１１５９２０．０７７２８０．０３８６４

通 过 评 审
教 学 大 纲
(课 程 标
准)、教 材
和 教 学 计
划 等 教 学
文 件,现
场 听 课 或
教 学 视 频
对 教 学 内
容 进 行
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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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一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三级观测点指标

指标
权重

(％)

权重系数

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

A(５) B(４) C(３) D(２) E(１)
说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教
学
形
式
与
方
法

１２％

教学
方法 ５５％

教学
手段 ４５％

１．教 学 方 法 得 当,能 够 运
用案 例 分 析、启 发 引 导 等
教学方法使高深的内容变
得通俗易懂

１６％ １．０５６００％ ０．０５２８０．０４２２４０．０３１６８０．０２１１２０．０１０５６

２．能根据课程特点采取不
同的 教 学 形 式,教 学 方 法
的运用与设定的教学目标
相适应

２４％ １．５８４００％ ０．０７９２０．０６３３６０．０４７５２０．０３１６８０．０１５８４

３．注 重 课 后 阅 读 和 练 习,
并及时答疑 １８％ １．１８８００％ ０．０５９４０．０４７５２０．０３５６４０．０２３７６０．０１１８８

４．能够主动地使本门课程
与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综
合交 叉,提 供 多 元 化 的 认
识视 野 和 多 角 度 的 思 维
方式

２３％ １．５１８００％ ０．０７５９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４５５４０．０３０３６０．０１５１８

５．能够与学生平等对话和
交流,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１９％ １．２５４００％ ０．０６２７０．０５０１６０．０３７６２０．０２５０８０．０１２５４

１．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虚
拟现 实 技 术,营 造 强 烈 的
现 实 感,增 强 教 学 的 趣
味性

３１％ １．６７４００％ ０．０８３７０．０６６９６０．０５０２２０．０３３４８０．０１６７４

２．突 出 实 验 演 示,体 现 自
然科学实证特征 ３６％ １．９４４００％ ０．０９７２０．０７７７６０．０５８３２０．０３８８８０．０１９４４

３．教学手段的选用与教学
目标 及 内 容 相 适 应,符 合
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

３３％ １．７８２００％ ０．０８９１０．０７１２８０．０５３４６０．０３５６４０．０１７８２

通 过 评 审
教 学 大 纲
(课 程 标
准)、教 学
计 划 等 教
学 文 件 和
现 场 观 测
对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进行评判

实
施
保
障

１０％

师资
力量 ５６％

硬件
条件 ４４％

１．有 一 支 知 识 结 构 和 年
龄、职 称 结 构 合 理 的 通 识
课程教学团队

２０％ １．１２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１２

２．主讲老师在本学科领域
有一 定 的 影 响 度,并 具 备
良好的教学能力

２８％ １．５６８００％ ０．０７８４０．０６２７２０．０４７０４０．０３１３６０．０１５６８

３．积极开展本学科领域教
学研究 ２５％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４．团 队 治 学 严 谨,认 真 负
责,教学准备充分,教案书
写规 范,对 通 识 课 程 教 学
态度积极

２７％ １．５１２００％ ０．０７５６０．０６０４８０．０４５３６０．０３０２４０．０１５１２

１．课程建设经费投入合理 ３３％ １．４５２００％ ０．０７２６０．０５８０８０．０４３５６０．０２９０４０．０１４５２

２．合理配置和开放与教学
活动相适应的实验室 ３４％ １．４９６００％ ０．０７４８０．０５９８４０．０４４８８０．０２９９２０．０１４９６

３．能配置适应教学需要的
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备 ３３％ １．４５２００％ ０．０７２６０．０５８０８０．０４３５６０．０２９０４０．０１４５２

通 过 评 审
相 关 教 学
文 件 和 现
场 观 测 对
实 施 保 障
条 件 进 行
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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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一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

三级观测点指标

指标
权重

(％)

权重系数

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

A(５) B(４) C(３) D(２) E(１)
说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教
学
效
果

２０％

认知
领域
目标
达成

３６％

情感
领域
目标
达成

３２％

能力
领域
目标
达成

３２％

让学生掌握本课程领域内
基础性、前沿性知识,并了
解其 应 用,使 各 领 域 知 识
能融会贯通

１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３６
∗

０．２８８
∗

０．２１６
∗

０．１４４
∗

０．０７２
∗

让学生形成严谨细致的治
学精神与善于与人合作的
团队 意 识;形 成 科 学 的 自
然观;实 现 自 然 科 学 与 人
文社 会 科 学 的 融 合,达 成
人文情怀

１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０．３２
∗∗

０．２５６
∗∗

０．１９２
∗∗

０．１２８
∗∗

０．０６４
∗∗

１．注重学生定量计量分析
能力的培养 ２３％ １．４７２００％ ０．０７３６

∗∗∗
０．０５８８８

∗∗∗
０．０４４１６

∗∗∗
０．０２９４４

∗∗∗
０．０１４７２

∗∗∗

２．注重学生逻辑推理能力
的培养 ２１％ １．３４４００％ ０．０６７２

∗∗∗
０．０５３７６

∗∗∗
０．０４０３２

∗∗∗
０．０２６８８

∗∗∗
０．０１３４４

∗∗∗

３．进行本课程领域特有的
研究方法的培养和训练 ２３％ １．４７２００％ ０．０７３６

∗∗∗
０．０５８８８

∗∗∗
０．０４４１６

∗∗∗
０．０２９４４

∗∗∗
０．０１４７２

∗∗∗

４．突 出 实 验 活 动,培 养 学
生的动手能力 １８％ １．１５２００％ ０．０５７６

∗∗∗
０．０４６０８

∗∗∗
０．０３４５６

∗∗∗
０．０２３０４

∗∗∗
０．０１１５２

∗∗∗

５．能分辨科学证据与个人
意见、事实与学说的关系,
提高使用科学证据的能力

１５％ ０．９６０００％
∗∗∗

０．０４８
∗∗∗

０．０３８４
∗∗∗

０．０２８８
∗∗∗

０．０１９２
∗∗∗

０．００９６
∗∗∗

专 家 (管
理 者)、教
师 与 学 生
三 方 面 根
据 课 程 实
施 实 际 情
况,通 过
现 场 听 课
或 教 学 视
频,检 查
作 业 (课
程 论 文、
实 验 设
计 )等 方
法,对 照
自 然 科 学
通 识 课 程
教 育 目 标
来 评 价 目
标 的 达 到
程度

　　注:以下指标仅针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部分的五级的评分标准如下:
E(１)　１．能准确陈述研习的课程所涉及的科学事实,概念和范畴,原理、定律和学说,研究方法,定理,基本的科学理论;
D(２)　２．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研习的课程所涉及的科学事实,概念和范畴,原理、定律和学说,研究方法,定理,基本的科学理论;
C(３)　３．能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分析解释自然现象,进行逻辑推导和演算;
B(４)　４．能将所学到的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理解其共性与差异性,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A(５)　５．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与思想,从自然科学层面分析、探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现象.
∗∗部分的五级的评分标准如下:
E(１)　１．能认真听取从不同理论角度对某些自然科学现象的解释;
D(２)　２．能提出自己支持哪些对自然科学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
C(３)　３．在课程讨论中阐述自己支持哪些对自然科学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观点的原因,能理解科学技术的功能与局限性;
B(４)　４．能从不同理论角度解释和论证某些自然科学现象;
A(５)　５．能从自然科学角度解释自己所学专业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严密的证明,培养对学术与生活的严谨态度,认识理性思考

在价值判断中的作用,能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功能与局限性,增强人文科学情怀.
∗∗∗部分的五级的评分标准如下:
E(１)　１．能知道本课程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基本科学证据、思维及技能;
D(２)　２．能参与围绕本课程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基本科学证据的收集、思维及技能训练所展开的各项活动;
C(３)　３．能在指导下运用所学基本概念、原理、学说进行推理、演算、论证;
B(４)　４．在新的情景下能独立运用所学基本概念、原理、学说进行推理、演算、论证;
A(５)　５．能灵活运用掌握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基本技能以及科学证据解决自己所学专业、日常生活及一些社会

问题.

１．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一级权重１０名专家给出的意见如表３所示.

２．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一级指标所属的各二级指标的权重１０名专家给出的意见如表４所示.

３．三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二级指标所属的各三级观测点指标的权重１０名专家给出的意见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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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一级指标权重

　　　专家
一级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j

平均权数
(％)

教学目标 ２５ １５ １０ ３０ ２０ ３５ ２０ ３０ ２０ ２５ ２３
教学内容 ３０ ３５ ３８ ３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３５ ３５
形式方法 １５ １４ １２ ５ ７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１０
实施保障 １５ １６ １５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１２
教学效果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２８ １０ ３０ １８ １５ １０ ２０

　　注:如教学目标的平均权数＝(２５＋１５＋１０＋３０＋２０＋３５＋２０＋３０＋２０＋２５)/１０＝２３(注:每个专家给出的权重总和为１００％,以下
关于权重的总和都是这样规定).其余的类推可计算得出(同上面的计算方法).需要说明,对各级权数的确定为了计算方便,全部取整
数.对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的计算也采取了这一方法.

表４　二级指标权重

　　　专家
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j

平均权数
(％)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形式方法

实施保障

教学效果

认知领域 ３５ ４０ ３４ ３３ ３０ ３５ ３８ ３０ ４０ ４０ ３６
情感领域 ３５ ３０ ３３ ３４ ３０ ３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２０ ３２
能力领域 ３０ ３０ ３３ ３３ ４０ ３０ ３２ ３５ ２０ ４０ ３２
内容选取 ４０ ５０ ３４ ３５ ４０ ５０ ３８ ３８ ４５ ４０ ４１
内容组织 ４０ ３０ ３３ ４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８ ４５ ４５ ３６
教材书目 ２０ ２０ ３３ ２５ ３０ ２０ ３２ ２４ １０ １５ ２３
教学方法 ５０ ５５ ５６ ４０ ６５ ５２ ５０ ６０ ７０ ５５ ５５
教学手段 ５０ ４５ ４４ ６０ ３５ ４８ ５０ ４０ ３０ ４５ ４５
师资力量 ５０ ６０ ７０ ６５ ４５ ４５ ８０ ３０ ５５ ５８ ５６
硬件条件 ５０ ４０ ３０ ３５ ５５ ５５ ２０ ７０ ４５ ４２ ４４

认知 ３５ ４０ ３４ ３３ ３０ ３５ ３８ ３０ ４０ ４０ ３６
情感 ３５ ３０ ３３ ３４ ３０ ３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２０ ３２
能力 ３０ ３０ ３３ ３３ ４０ ３０ ３２ ３５ ２０ ４０ ３２

　　注:专家认为既然以教学目标来判断实际效果,那么在教学目标中给出的权重此处同样适应.

表５　三级指标权重

　　　专家
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j

平均权数
(％)

教学

目标

教学

内容

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

能力领域

内容选取

内容组织

教材书目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指标１ ２０ １５ ９ ７ ６ １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６ １１
指标２ ２８ １０ ９ １２ １０ ６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２
指标３ １０ １５ ３０ ２０ ２５ ２２ １８ １５ ２０ ３０ ２１
指标４ １５ ３０ ２５ １５ ２５ ３５ ２０ １０ １８ １０ ２０
指标５ １５ ２０ １８ １８ ２４ １５ ２２ ３０ ２１ ２８ ２１
指标６ １２ １０ ９ ２８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５ ２０ １６ １５
指标１ ２５ ２０ ２５ １５ ２５ １８ １０ ２０ １５ １７ １９
指标２ ３０ １５ ２５ ３５ ３５ ２５ ４５ ３５ ３８ ２５ ３１
指标３ ２０ ４０ ２５ ２５ １７ ２２ ２０ ２５ １２ ３０ ２４
指标４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３ ３５ ２５ ２０ ３５ ２８ ２６
指标１ ５５ ６０ ４５ ７０ ４５ ６２ ４２ ６５ ４２ ３５ ５２
指标２ ４５ ４０ ５５ ３０ ５５ ３８ ５８ ３５ ５８ ６５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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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专家
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j

平均权数
(％)

形式

方法

教学

保障

教学

效果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师资力量

硬件条件

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

能力领域

指标１ 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５ １５ １５ １６
指标２ ２５ ２０ ３０ １８ ２０ ２９ ２２ ２５ ３０ ２０ ２４
指标３ 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３ ２０ １５ 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８
指标４ ２５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０ ２６ ３３ ２０ ３０ １５ ２３
指标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１９
指标１ ３３ ３０ ４０ ４０ ３０ ３５ ３０ ２０ ２５ ２８ ３１
指标２ ３３ ３０ ２５ ３０ ５０ ３５ ３６ ４０ ４５ ４０ ３６
指标３ ３４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０ ３０ ３４ ４０ ３０ ３２ ３３
指标１ １８ ２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３０ １８ ２０
指标２ ３４ ３０ ３２ ３５ ２５ １０ ３５ ３５ １０ ３０ ２８
指标３ １８ １５ ３５ ２０ ３０ ３８ ２０ １５ ３２ ２７ ２５
指标４ ３０ ３０ １８ ３０ ２５ ３０ ２５ ３０ ２８ ２５ ２７
指标１ ３３ ３３ ３５ ４０ ３０ ３５ ３８ ２５ ３０ ３０ ３３
指标２ ３３ ３３ ３５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５ ４０ ４５ ３８ ３４
指标３ ３４ ３４ ３０ ３０ ４０ ３５ ３７ ３５ ２５ ３２ ３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指标１ ２５ ３０ ２２ ２４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１８ ２５ ２３
指标２ １７ １５ １７ ２４ ２０ ２０ ４０ １５ ２５ １５ ２１
指标３ ２３ １５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１０ ４５ ２０ ３０ ２３
指标４ ２０ ２０ １８ １５ ２０ ２３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５ １８
指标５ １５ ２０ ２３ １５ 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７ １５ １５

　　以上通过对专家意见进行算术平均,我们已经计算出了三级指标的权重.
(二)评分的计算及对教学目标达成度的评价

权重确定以后,下一步就要计算确定各指标各级别的具体对应的分值.因为本评价体系是由一级

指标向三级指标逐级分级构成的,因此对指标对应的分值也应该逐级按权重加权计算.

１．量表的计算方法和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举例说明

第一步,计算第三级指标在总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重系数.
第三级观测点指标在总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重系数＝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三级指标权

重,如:一级指标“教学内容”所属二级指标“内容选取”下的三级“指标１”在总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重系

数＝０３５×０４１×０１１＝１５７８５００％,其余权重系数的计算如此类推.
第二步,计算各第三级指标各评价级别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
第三级指标各评价级别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第三级指标在总指标体

系中的综合权重系数×各级分值,如:教学内容所属内容选取下的指标１评价为 A级(５分)在总指标体

系中的得分＝１５７８５００％×５＝００７８９２５,其余各评价等级得分的计算如此类推.
至此,我们用以上方法已经编制好了一套完整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量表.
第三步,运用量表计算综合得分,对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综合得分＝ ∑ 第三级指标实际被评价级别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

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综合得分∕５)×１００％
例一:
对«数学的精神»这门通识课程进行评价,某一评价人员按指标体系对各三级观测点指标评价等级如下:
教学目标:ABB　　　　　　　　　　教学内容:ACCEAB　BBAA　CD
教学形式与方法:ABDBC　BCC　 实施保障:BCAD　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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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C　C　DBBCE
如教学目标所属三级观测点指标分别实际被评为 A、B、B级,查«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量表»可知,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分别为０４１４、０２９４４、０２９４４,其余的如此类推,最后将所

有得分相加即为综合得分.
教学目标:ABB等级对照量表对应分值为:

０．４１４　　　０．２９４４　　　０．２９４４
教学内容:ACCEAB　BBAA　CD等级对照量表对应分值为:

０．０７８９２５　　　０．０５１６６　　　０．０９０４０５　　　０．０２８７　　　０．１５０６７５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９５７６
０．１５６２４　 ０．１５１２　 ０．１６３８　 ０．１２５５８　 ０．０７７２８
教学形式与方法:ABDBC　BCC等级对照量表对应分值为: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６３３６　　　０．０２３７６　　　０．０６０７２　　　０．０３７６２　　　０．０６６９６　　　０．０５８３２
０．０５３４６
实施保障:BCAD　BBD等级对照量表对应分值为: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７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３０２４　　　０．０５８０８　　　０．０５９８４　　　０．０２９０４
教学效果:CC　DBBCE等级对照量表对应分值为:

０．２１６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９４４　　　０．０５３７６　　　０．０５８８８　　　０．０３４５６　　　０．００９６
将以上得分相加即为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３．６０９４０５
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３．６０９４０５∕５)×１００％＝７２．１８８１％
即:该评价人员对该课程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教学目标总体达到程度)为７２１８８１％.
需要说明,我们采取了１－５的级数赋值法对各指标分级,一是为了考虑操作上的简便,二是仅对评

价指标分五个层次,有利于在评价中拉开距离.但是这样也使我们的评价不够精细,相对较粗糙.因

此,如果在条件许可时可以不采用分级赋值法而直接采取百分制打分,然后按上述计算原理计算,这样

可以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精细.
第一步,计算第三级指标在总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重系数.该步骤对权重的计算和上文“量表的计

算方法和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举例说明”部分第一步相同.
第二步,计算各第三级指标各评价级别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各评价等级加权后得分):
第三级指标实际被评价百分制得分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第三级指标在总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

重系数×百分制下得分

如:教学内容所属内容选取下的指标１被评价为９０分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１．５７８５００％×９０＝
１．４２０６５

第三步,运用量表计算综合得分,对教学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综合得分＝ ∑ 第三级指标实际被评价百分制得分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

此处的综合得分即为百分制下的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

２．使用本评价体系对各级指标达到程度的分析

以上计算是以定量分析方式描述了本指标体系下综合目标达到的情况.如果要分别分析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达到情况则可以采取如下方法.
例二:
根据例一某一评价人员所给评价等级资料,现在要分析“教学内容”(一级指标)所属“内容选取”(二

级指标)的目标达到情况.
第一步,计算二级指标下所属三级指标在 A级(５分)情况下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之和,即若全部

获得 A级所获得的满分:
“内容选取”所属三级指标在 A级(５分)情况下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之和＝０．０７８９２５＋０．０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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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０６７５＋０．１４３５＋０．１５０６７５＋０．１０７６２５＝０．７１７５
第二步,计算二级指标下所属三级指标的实际得分:
从例一资料已知“内容选取”所属三级指标的实际被评等级分别为 A、C、C、E、A、B,查对«自然科学

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量表»可知对应的分值为 ０．０７８９２５、０．０５１６６、０．０９０４０５、０．０２８７、
０１５０６７５、０．０８６１.

“内容选取”所属三级指标的实际得分＝０．０７８９２５＋０．０５１６６＋０．０９０４０５＋０．０２８７＋０．１５０６７５＋
００８６１＝０．４８６４６５

第三步,计算二级指标达到情况:
“内容选取”达到情况＝“内容选取”所属三级指标的实际得分/“内容选取”所属三级指标在 A级(５

分)情况下在总指标体系中的得分之和＝(０４８６４６５/０７１７５)×１００％＝６７．８％
即:该评价人员对该课程“内容选取”方面教学质量的评价(二级指标达到程度)为６７８％.
如此类推,也可以计算分析一级指标的目标达到情况,此处不再赘述.
五级赋值法下以百分比表示的各级指标的达到程度有五个节点数据,分别为１００％、８０％、６０％、

４０％、２０％,即最好可以获得１００％,最差也可以获得２０％.根据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的特征和本指

标体系的内涵,本研究认为分别取这几个节点数据的中位数划分区间,可以将目标达到程度百分比的基

本含义做如下划分,２０％~３０％差,３０％~５０％较差,５０％~７０％中,７０％~９０％良,９０％~１００％优.
若直接采取百分制打分,最好可以获得１００％,最差可以获得０％.因此,在此情况下目标达到程度

百分比的基本含义的划分以０％~１００％之间分五级较妥当一些,即０％~２０％差,２０％~４０％较差,
４０％~６０％中,６０％~８０％良,８０％~１００％优.通过这个比较,不难看出五级赋值法相对于百分制直接

打分法最终评价结果要粗糙一些,但是却有利于拉开距离.

六、对本指标体系合理性的探讨

有研究根据泰勒原则将我国高校课程编制活动进行归纳提出四阶段模式,并将此模式与国外研究

成果进行比较,认为各国高校在方案编制方面所遇到问题基本一致,只是解决的思路与措施不同,因此

本指标体系从理论基础上分析是合理的.具体指标体系的架构则充分考虑了我国教学评价的历史习

惯,运用因素分析法,从影响教学质量的几个关键因素着手设计指标,并将指标体系逐级细化,实际上这

也是符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的.其基本框架与本研究所设计的一级指标体系是相似的,因此从已有成

果和评价实践上看本研究所构建的基本框架是可行的.
本研究各级指标的权重采取了专家意见法,考虑到专家们的意见.因此,从权重角度看,我们也可

以通过分析专家给出的权重是否具有正态分布的特征,来进一步分析本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１)对一级指标权重进行 KＧS检验,验证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教学目标”专家给出的权重如下:

２５１５１０３０２０３５２０３０２０２５,现在要分析是否服务正态分布.要检验的假设是:①H０:服从正态分布;②H１:不
服从正态分布.运用SPSS工具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可知,Z值＝０．４９０,P＝０．９７０＞０．０５,所以在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 H０,即服从正态分布.可按以上方法依次对其余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具体略).

(２)对二级指标权重进行 KＧS检验,验证其是否符合正态分布.由于二级指标较多,这里选取一级

指标权重最大的“教学内容”所属的“内容选取”、“内容组织”和“教材书目”三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具体

过程略).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专家给出的二级指标的权重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各权重指标集中趋势良

好,所求的平均权重具有代表性.

七、本评价体系实际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评价体系在实际使用中都应当体现出公平性和客观性,因此本研究设计的评价体系除了专家

(管理者)参与评价以外,将教师与学生也作为了评价主体,即教师与学生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评价的客

体,最大可能地体现公平性与客观性.根据与专家的访谈,他们认为我国教学质量的评价主要为教学管

理与决策服务,应该以专家(管理者)评价为主,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应让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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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价.因此,本研究认为最终评价结果应该是专家(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使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评

价的综合结果,但是专家(管理者)的权重设置应该大些,专家(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权重定为７５％、

１５％、１０％较为妥当.
总之,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仍然属于通识课程范畴,因而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评价应具有一般通识

课程教学评价的共性.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等为研究对象,因此自

然科学强调逻辑推理、科学实证和定量计量,具有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鉴于自然科学通识课程

自身的特点,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评价指标又必须与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或者其它专业课程的评

价指标有所区别.本研究采用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将目标作为建立评价体系的起点,力图构建科

学、合理并具可操作性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希望对提高自然科学通识课程教学

质量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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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价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促进作用∗

殷　新　蔡言厚　蔡　莉

摘　要:大学评价能够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进而提高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文

章从大学评价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依据、大学评价在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地

位逐步确立和大学评价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不可或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经过２０多

年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大学评价已经成为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大学评价;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引言

大学评价有三种类型,一是各个大学进行的教育质量的自我评价,二是社会民间对大学教育质量进

行评价(简称社会大学评价,下同),三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大学评价.大学评价促进高

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这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是一批执著地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中介机构经过２０
多年始终不渝地努力才争取到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导向,从而

使社会大学评价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而获得的.

一、大学评价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依据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政策依据就是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９２年国务院

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２００２年科学技术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０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

评估”,因而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大学的排名进行探索;在«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

的意见»中,要求“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直接参与高等学校的建设、人才培养、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评

估”;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在“深化与高校相关的科研教育管理制度

改革”的“改进和完善科研评价制度”条款中说:“改变科研评价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倾向,逐步培育和依托

社会中介组织开展评价活动,建立独立的社会化科研评价体系”;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第四十条中说:“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
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WTO以后,开始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哪里有需

求,哪里就有供给.大学排名也是一样.中国需要大学排行榜:一是２０００年前后的大学合并完全打乱

了原来的大学次序,需要有一个重新认定,而政府又来不及也不可能对所有大学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求

助大学排行榜;二是１９９９年以来的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广大的中学生及其

家长需要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也需要一个大学排行榜;三是国家在进行选优资助时对于把握不准的大

学需要民间提供信息,以供决策时参考.因此２００１年以后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机构明显地多起来了.
但是,这些大学排行榜,由于政府和社会不能提供充足的高等教育信息,也由于进行大学评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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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不同认识,其评价大学的指标体系各异,从而使一所大学在各个大学排行榜中的

名次相差甚远.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民间的大学排行榜是“胡来”的证据.最典型的例子是２００３年两

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因慧提交提案,建议规范中国大学评价和排名.在这个提案中,黄因慧建议:“这
个工作只能由教育部来做!”“禁止民间组织对高校进行排名.”这个提案经人民网发布以后,在全国各网

站、各媒体掀起一股反对民间大学排行榜的高潮.至于对民间大学排行榜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社

会上似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音,同情者寥寥无几.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是需要

大学排行榜的;反对的是与己有关的大学在排名中靠后的大学排行榜;对于对自己有利的大学排行榜,
都默认,只是不敢公开表态支持而已.这样,大学排名的主办者只能自己使尽解数据理力争.这种“只
要民间发布新的大学排行榜,或者哪个大学排行榜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大学排名的主办者就会受到

质疑、谴责,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一直存在.例如,２００６年,某个评价机构发布中国民办大

学排行榜,就因为某个很有“名气”的大学排名名次靠后,就利用媒体大做文章,制作醒目标题:«中央及

各省媒体围剿“大学排行榜”»,在媒体和网站广为传播;又如,«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和张炜撰写«大学

排行榜真有“潜规则”?»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１１版上,又掀起了质问大学排行榜公

信力的高潮,甚至提出要禁止民间机构进行大学排名,要求政府出面组织、发布大学排行榜.一时间,全
国几乎所有报刊和网站都卷入这场声讨“战争”中.教育部又一次被推向前台: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教育部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总之,由于这段时间的大学排行榜的依据只在政策层面,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更没有过“文化”层
次这一关,所以,才产生上述种种责难.中国社会大学评价能否过“文化”层次这一关,关键在于从事大

学评价的相关人员的不懈努力.

二、大学评价在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地位逐步确立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地位确立的标志有三个表现:一是公信力越来越

高,二是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三是社会舆论越来越好.
(一)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越来越高

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的不断提高就是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监督地位确立的最好见

证.中国社会大学评价起步比较早,中国科学计量学的创始人赵红州和蒋国华用科学计量指标对大学

进行排序,并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３日在«科技日报»上推出,其名称就是«我国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排序».从

此,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发展进入起步期.到１９９３年以后处于停滞期,直至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９
年是发展期.２０１０年以后是成熟期.

在起步阶段,大学排行榜无公信力可言,每次大学排行榜公布以后,往往受到群起而攻之;在停滞

期,大学排行榜只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更无公信力可言;在发展期的初期,大学排行榜仍然是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针对社会各界反对者的质疑和支持者完善的建议,中国社会大学评价人员不断地修正、
补充评价指标及其权重,使“中国大学排行榜”日臻完善,公信力日益提高.例如,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

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是与时俱进,凡是社会上提出的合理意见、又能通过努力做到的,就修改或增加新

评价指标.为了改变目前所有大学排行榜“重理轻文”的倾向,中国校友会网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增加了“杰
出社会科学家”指标.为了平衡以工学为主的学校与以理学为主学校的评价指标,从２００８年起增加

N&S论文指标.为了鼓励学子关注母校的发展,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增加校友捐赠指标.又如,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广东分院、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年的评价指标,在

２００１年２个一级指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４个二级指标(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培养、自然科学硬件和

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基础上,三级指标从８个(博士生培养、博士生创新环境、硕士生培养、本科生培

养、本科生质量、论文及其引用、授权专利、国家级奖励)增加到２７个(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新生录取分数

线、本科教学评估结果、全校生师比、本科毕业生数、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特色专业、教学团队、规划教材、挑战杯本科生学术竞赛奖、本科数学建模竞赛奖、本科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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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毕业生平均学术水平、博士毕业生数、硕士毕业生数,优秀博士论文、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国内引文数

据库论文及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学术著作引用、艺术作品、专利授权、科学与技术奖、国家

大学科技园、人文社会科学奖).再如,网大(中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在评价对象上作了大的调整,一改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８年,把所有的大学都列举出来,排定座次的大而全的序列形式,改为只发中国大学百

强榜(含并列),以及百强大学候选榜５６所(含并列).网大这个榜单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榜单中评

估指标,每个大学的单项数据都是齐备的.比如声誉,往年对没有列入评分对象的大学,计算时就将声

誉这个指标的权重,按比例分摊给其余指标了.此次他们将２００８年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前１４６名的学

校,都发给了两院院士、大学校长、长江学者和著名的社科专家评审,提高了评定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通
过一些大学排名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调整对结果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机构都对自己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或者评价对象作出调整,使评价更符合实际,
从而使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不断提高.大学排行榜公信力不断提高的表现是:２００５年约１０％公众相信

排行榜,２００６年是３７７％,２００９年是３９％,２０１０年达到６１２５％.这表明,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

育发展中监督地位已经确立了,中国社会大学评价是成功的,已经步入成熟期.
(二)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有三个表现:一是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二是以介绍大学排

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发行量越来越大,三是介绍大学排行榜的网站和报刊越来越多.
上世纪９０年代只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广东分院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２家评价机构发布大学

排行榜,到本世纪初已经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网大(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大

学的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教育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７家评价机构发布大学排行榜了.这是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的

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多是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的结果.
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２００２年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首次发行«挑专

业 选大学»时,发行量不到１万册,到２０１０年就达到２万册;而且,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武汉大学的中国科

学评价研究中心也发行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书籍.
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网站,上世纪９０年代只有网大一家自产自销,社会

上的门户网站不予理睬.２００１年,人民网开始报道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大学排行榜,并从２００１
年起长年挂网备查;随后新浪教育、搜狐教育、腾讯教育也常年挂网备查.从２０１０年开始,人民网除对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大学排行榜,长年挂网备查外,还对中国校友会网的８００强排行榜、网大的

１００强大学排行榜、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５０强排行榜也长年挂网备查;新浪教育也对中

国校友会网的大学排行榜长年挂网备查.各种大学排行榜发布时,各大门户网站都及时刊登.
以介绍大学排行榜为高考考生提供报考指南的报刊,上世纪８０年代只有«科技日报»、«瞭望»周刊、

«楚天周末»全文刊登,９０年代只有«广东科技报»全文刊登;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网大

的«大学排行榜»、２００４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科学时报»(２００４年广东

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研究生院评价»)、«２１世纪人才报»(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

评价研究报告»)、«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５年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全文刊登.此

外,«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广州日报»«大河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江西日报»«江
南时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科技日报»«深圳特区报»«湖南日报»«长沙晚报»«天府早

报»«时代信报»、香港«大公报»、台湾«东森新闻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１００多个报刊在排行榜发布时

进行报道.
(三)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好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好的标志是２００９年５月对大学排名“潜规则”置疑的过程中,
出现了理性的声音:«缺乏监督的大学排行榜必腐,但不宜因噎废食»«排行榜的缺点还不足以让它灭亡»
«大学排行榜:不能因“潜规则”而剥夺“表达权”»«给大学排名是不容禁止的自由权利».例如,舒圣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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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排名是不容禁止的自由权利»一文中指出:“大学排行榜背后的‘钱名交易’早已尽人皆知,舆论

抨击一则指向制榜者的利欲熏心,一则指向高校的媚态讨好.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现实,现在的问题在

于:教育部门该如何处置弊端多多的大学排行榜? 教育部已经表示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并坚决

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另一种更强势的声音则指出,应该取缔,应该禁止.而且,门户网站的调查显

示,取缔与禁止的观点似乎支持率颇高.”但是,天津大学校长认为不宜禁止大学排行榜.“天津大学校

长认为‘不宜禁止大学排行榜’的理由,是强调大学排行榜的有用性,即能够‘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
解和选择专业提供了某种帮助’.”该作者认为,“即使公众对于大学排行榜没有任何需求,即使大学排行

榜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政府部门也是无权禁止的.作为自由权的一种,任何人都有权不受干涉

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大学进行排名.倘若对大学进行排名还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那显然只能是

一种‘非法设置行政许可事项’.”
舒圣祥很同意“大学自重排行榜自清”的观点,“丑闻的主角应该是那些行贿的大学,而不是受贿的

排榜机构.事实上,大学排行榜同样只有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竞争中形成相对可靠的公信力.大学排行

榜的公信力只能来自开放的竞争,而不可能来自公权对民间排榜行为的禁止.”他特别强调:“对民间机

构的排行榜行为固然需要规范,但是那种轻言禁止的冲动必须高度克制.要知道,我们轻浮的禁止呼吁

对政府部门而言,实际就是一种剥夺民间自由的强制授权.而由权力来垄断大学排行榜,结果必然只会

更糟糕.在所有机构中,教育部门是唯一不适合对大学进行排名的机构.因为教育部门理应是超脱的

监管者,它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说到底,给大学进行排名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教育部

门可以不赞成,甚至可以‘不高兴’,但是它没有权力禁止.因为这是一项普遍的自由权利.”

三、大学评价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中国社会大学评价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监督地位体现在考生及其家长参照大学排行榜来

填报志愿,大学应用大学排行榜来促进自己的发展,政府部门对大学进行定位时参考大学排行榜.
(一)大学评价成为家长评判高等教育质量的依据

２００６年高考志愿填报前夕,新浪网在醒目位置挂出近年来某机构发布的多个大学排行榜,在针对

此排行榜上万个评论里面,绝大多数网友对这个排行榜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而也在同时,调查研究机

构上海中智库玛借助网络调查平台(www．５１poll．com)在全国３３个省份的５６个城市做了一次在线调

查,共有 １９８６７ 名不分职业、性别、年龄的人参加了本次调查,其中职业为学生的占了总人数的

３４３０％,老师占到２２７５％,而无论何种职业,目前已是家长的人群占总人群的６２８％,本次调查真实

度为９４７６％,误差率小于６％.结果显示:中国９４３５％的学生家长会参照“中国大学排行榜”协助孩

子填报高考志愿;８５８４％的老师建议学生填报志愿参考“中国大学排行榜”.
上海中智库玛的调查结果说:“虽然权威人士试图出面制止这类榜单的频频出炉,但仍旧阻止不了

家长、学生和老师们对于这类排行榜的强烈兴趣.９４３５％的中国家长会参照‘中国大学排行榜’协助孩

子填报高考志愿;除了老师和家长的强烈推荐之外,大多数学生自己也是对这类排行榜深信不疑,８６％
的学生都表示曾经或是已经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参照过‘中国大学排行榜’.他们之所以选择会信任这类

排行榜的原因:５１６３％的人是因为排行榜的数据来自国家权威部门;２９４１％的人选择参考是因为希望

能上一所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好学校.而当被问及他们了解此类排行榜的渠道、出处时,７０５８％表示

通过网络搜索.”
(二)大学排行榜能够有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大学时刻应用大学排行榜来促进自己发展的典型事例是单项论文指标的大学排名.各个学校对发

表论文单项指标的大学排名,特别是发表SCI论文单项指标的大学排名重视程度不同,而被主要反映

基础研究状况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数量和被引频次的多少差异很大.SCI论文单项指标的

大学排名在各个时期促进高校不断推出激励发表论文的措施,从而提高发布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例如,清华大学在大学排名起步期,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３日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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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上发布了«我国三十个大学的科学计量排序»中位列１７名.对于一个与北京大学平起平坐的大

学,这个“１７名”深深地触动了清华大学的领导.从此,他们决心要刷新这个纪录,创造出一个与清华大

学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科研编制相称的科学论文排名名次来.清华大学经过１４
年的努力,SCI发表论文２００１年以后在全国高校排名中稳坐第一,SCI论文的引用篇数２００３年以后在

全国高校排名中也是第一.这一转变的秘诀就是“攀登计划”和“千篇工程”.
何谓“攀登计划”? 所谓“攀登计划”就是一个“用SCI论文作评价标准,到２０００年之前进入世界高

校前２００名”的目标.何谓“千篇工程”? 所谓“千篇工程”就是到２０００年SCI论文要超过一千篇的计

划.清华大学经过８年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２０００年SCI论文超过１１００篇,２００２年SCI论文

１０２４篇,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０９篇,２００４年是１４１６篇.清华大学实施“攀登计划”和“千篇工程”的内容非常广

泛,在本科生、研究生培养,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各种校外基金课题、校内基金课题、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的申报,出国人员审批,博导、院士的推荐,职称评定等工作中,都贯彻了重视科技论文的做法.
又如,在社会大学评价的停滞期,利用论文的大学排名来指导自己学校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猛然发

现自己落伍了.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SCI论文排名中,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前５、６名倒退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２５名.５、６名的名次与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是相称的,２５名的名次与

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上海交通大学痛定思痛,决心利用论文的大学排名来

促进自己学校的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的SCI论文全国高校排名中的名次,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年依次是:５、６、６、１４、１９、１８、１３、１３、

２１、２１、２５、２５、１７、１８、１４、１０、８、７、６、３、/、３、２;上海交通大学的SCI论文引用篇/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的

名次,１９８９－２００４年依次是:６、７、１４、１３、１５、１４、１５、２０、２３、２５、２４、１６、１４、１３、１１、７、７、/、６、５.这反映了

上海交通大学对SCI论文及其引用篇/次重视与否、抓与不抓有关.应当说,上海交通大学的SCI论文

及其引用篇/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处于６、７的位次是正常的,处于１０－２５的位次是不正常的,处于２、３
的位次是超前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上海交通大学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

积极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SCI论文及其引用篇/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处于６、７的位次是上海交通

大学学术水平的实际反映.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工作如果

不跟上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任何单位、任何工作都是这样.上海交通大学也不例外.随着南京大学对

发表SCI论文实行重奖以后,许多学校纷纷仿效,而上海交通大学无动于衷.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SCI
论文及其引用篇/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下降的根本原因.当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并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采取了重奖发表SCI论文的措施后,上海交通大学SCI论文全国高校排名中的名次达到

３、２的水平,直逼北大和清华了.
再如,在社会大学评价的发展期,对论文的大学排名作出及时反应的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南工业大学)尽管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接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科学学所从事的SCI论文大学排名中,成绩不佳;但在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科学学所的«学术榜»第
二榜中,取得了大陆工科院校第５名的突出成绩,在«科学»杂志１９９２年１期上发表的«中国科技论文排

名»,中南工业大学居１１名.这对于中南大学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说是好事,当时中南大学的领导

沾沾自喜,而且用来鼓舞士气;说是坏事,失去了对SCI论文大学排名的敏感性,甚至不屑一顾.２００６
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湖南的两个“９８５工程”大学在«世界大

学科研竞争力»排名中名次是:湖南大学(６９８名,在大陆高校中居２１名),中南大学(７４３名,在大陆高校

中居２５名).湖南大学全校上下欢天喜地召开庆功大会,使临近的中南大学不得不进行检讨,并借鉴兄

弟院校的经验,积极采取追赶措施.
中南大学的SCI论文及其引用在全国高校排名中,为什么这么低? 主要是该校对发表SCI论文的

措施不得力:一是没有购买ISI数据库,二是没有对发表SCI论文进行激励.该校２００６年在广大教师

的强烈要求下购买了ISI数据库,并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对教师发表论文的奖励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取

得了初步成效,中国评价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发布«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时,中南大学已从２００６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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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名提高１３７位,居６０６名;在中国大陆大学排名中提高了４位,从２５名到２１名.
(三)政府部门依据大学评价判断大学的高等教育质量

政府部门对大学进行定位时一直参考大学排行榜是因为,大学排名对优先发展的大学顺次重新确

立以及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的建立,确实有参考价值.
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室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１９９３年增刊上刊登了«９６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及其

确定的时间»一文,是一篇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献.９６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及其确定的时间是一个学校

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国家重视程度的标志.经过３０来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大学格局大变样了: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５日确定的６所全国重点大学在１９９８年的“９８５工程”大学９所中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３
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另外６所是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７日确定１０所中的４所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确定的４３所中的南京大

学,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２日确定３所中的浙江大学.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５日确定的６所全国重点大学中的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在１９９８年前的各种大学排名中相当靠后,北京医科大学要考虑与北京

大学合并,因此,这３所大学都未能进入“９８５工程”大学之９所.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南京大学在１９９８年前的各种大学排名中都在１０名以内,中国科技大学在SCI论文排名中和浙江

大学在综合排名中非常靠前.那些在确定全国重点大学较晚的大学能进入“９８５工程”大学之９所,都
是在各种大学排名中排名靠前的;可以这样说:这些学校能进入“９所”,大学排名功不可没.

大学排名不仅在国家确定“９８５工程”大学之９所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同样在确定“９８５工

程”大学全部名单时发挥了作用.“９８５工程”大学是要解决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和人才需求问题,按照教育部制定的“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的指

导思想进行遴选的.因此,按照遴选条件,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５日确定的６所全国重点大学,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７
日确定的１０所全国重点大学,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８日确定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确定

的４３所中的９所综合性大学、８所工学院和已经进入“９所”的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２日确定的浙江大学,共３５
所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以上范围内的北京医科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因发展真正的综

合性大学的需要,分别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也因与清华大学合并,这３所大

学未能进入;合肥工业大学因在１９９８年前的各种大学排名中非常靠后也未能进入.
对于专业院校进入“９８５工程”大学行列,除了教育部规定的通用条件外,还要按照“有特色,有实

力,在行业和地区进行平衡”的指导思想遴选.所谓特色,就是学科、专业领域非常确定、并形成了唯我

莫属的地位;所谓实力,就是在各种大学排名中处于前列;所谓行业和地区平衡,就是每一个行业和地区

的大学不管实力如何,只能上一个“９８５工程”大学.一个学校能否进入“９８５工程”大学行列,上述三个

条件缺一不可.在１９６３年前确定的、未被其他大学合并的、原２５所全国重点大学中,只有同济大学、中
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３所专业院校和厦门大学够格;其余的大学,有的是只具有特色的大学,如中国石

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大连海运大学、东华大学等,有的是在各种大学排名中处于前列

的大学,如华东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它们都未能进入“９８５工程”大学计划,前者只具备特色和行

业优势条件,后者只具备特色和实力条件;还有１４所是不具备“９８５工程”大学遴选条件的,也未能进入

“９８５工程”大学计划.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确定的３２所全国重点大学中,只有３所大学进入

“９８５工程”大学行列:湖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不仅是行业的代表,而且

在SCI论文大学排名中名次靠前;中央民族大学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体制创新样

板的代表.

１９９８年是我国体制改革大步进行的年代.在国家机构改革中,有９个国家局并入国家经贸委;并
规定,即使保留的部委,一般也不再直接管理学校.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已把改变在计划经济

条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摆上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拉一推”的政策.所谓“一拉”是:以教

育部直属高校为核心进行新一轮的院校调整,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学科更加综合的高等学校;对现有

院校进行调整和归并,从中产生并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更加综合一些的大学.所谓“一推”是:精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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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坚决实行政企(事)分开,明文规定除教育部和少数特殊部门和单位,继续管理其所属学校外,国
务院其他部门和单位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学校.这“一拉一推”对于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分工负

责,以地方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注入了活力.
从合并办学动机来看,无论是政府倡导还是为自身生存或发展的合并办学,也不是多多益善,而会

受到布局的限制.中央最初的意图是在东中部每个省、市都建立一所“航空母舰”式的综合性大学,从中

挑选１０所大学来第一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适应“一流经济要由一流大学来支撑”的需要.但是实践

的结果不尽人意.例如,相传很久的武汉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的合并以及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合并

未能成功.这种不尽人意的奥妙只要看看近年来的大学排行榜就一目了然了.上述学校在各种大学排

行榜中都处于全国前１０名或２０名左右,而且两两的位次在同一的大学排行榜中靠得很近.也就是说,
他们的实力很强,而且两两相当,都是教育部直属学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９个国家局管辖的学

校,在进行合并时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在各种大学排名中的名次相差很大、学科互补,而且都是有危机感

的;其次是自愿合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大学格局和优先发展的大学顺次到此重新确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

体制已经建立,大学排名在上述“重新确立”和“已经建立”的过程中是起了参考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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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质量报告∗

李家莲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当代中国面临的艰巨历史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成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生命线是保证并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
通过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的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的不足主要体

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足,文化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文化自信心尚需

加强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亟待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需要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融入文化产业,以高质量的文化理念打造文化精品并加快推进文

化立法.
关键词:中国文化;发展质量;文化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并把该工作总结为四个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

心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建设,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实践领域内的延伸.在文化

建设中这两个方面的建设是统一的:公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公民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文化和社会主

义道德文明的熏陶.就此而言,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为时间段,本报告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主要涉

及三个主要问题,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文化产品问题以及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问题.
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解决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整体实力和竞

争力为核心的三个重要文化问题.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围绕这三个问题,就“量”而言,我国文化发展

在数量上取得了长足进展.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历史任务.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体现

为２０１０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及七中全会的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思想是对前面探索的进一步推进.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各类文化产品的生产较为丰富.随着

网民数量从２０１０年４５７亿人激增至２０１２年的５９１亿人,各类网络文化产品增加较快,并由此产生了

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电影、电视发展迅猛,影院建设迅速发展,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数量显著增加.
包括文艺演出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读书活动、社区活动、旅游活动以及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总量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呈上升趋势,展现为较为活跃的状态.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文化体制改革为我国文化实力与

竞争力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２０１１年我国文化产业达到３００７１亿元,相比２００６年１３６２７亿元,增加幅度为１２０６７％ .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而言,单单只从数量的角度来考量文化发展现状,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文化发展不仅需要“量”的支撑,更离不开“质”的审视.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质”,文化发展的

“量”就失去了最初的根基和最终的目标.然而,就当前针对我国文化发展而做的宏观研究而言,由于过

去３０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外延式、粗放型、总量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文化发展也深受这种经济

增长模式背后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更多的时候偏向于从“量”的角度,而不是从“质”的角度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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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进行宏观研究.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以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组编的«中国文化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为依据,本研究试图对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文化发展的质量状况

进行考察,并针对中国文化发展质量建设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的基本数据与统计分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质量状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国图书、期刊和主流报刊出版或刊发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书籍或文章大

体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质量正在稳步提升.各类出版社

出版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图书共计３３４本,其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以及２０１２年分别为７４本、

１１０本、１５０本①.在这三年内,CSSCI收录的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共发表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文章４８４４篇,总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CSSCI期刊共发表１６８５篇,每年分别发表４９７篇、５２８
篇以及６６０篇;北大核心期刊共发表３１５９篇,每年分别发表９５８篇、９５１篇以及１２５０篇②.根据中国知

网的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分别发表有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共计４３篇、８１篇、７篇和１９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的质量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质量建设水平.因此,通过考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质量,可以为我们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质量处于稳步提升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创新活动更具活力、理论创新成果质量更高.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活动形式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以及科研经费的投

入等.学科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的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实

质是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质量的基础.２００４年,中央明

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整合６个二级学科,２００６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２０１０年前,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设置了２１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３年期间,共增设了１３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增幅达到６１５％.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处于指导地位,要求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与建

议.在科研经费上,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国家加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体现

了国家层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质量的决心.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提供的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名单的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主

题立项的科研项目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由２００９年的８３项增至１０９项(２０１０年)、１２２项(２０１１年)以及

１５０项(２０１２年),增幅分别达到３１％、４７％、８１％.在这些立项项目中,就地域而言,由于北京是我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北京地区的项目立项总数最高,远超其他各省的立项总数,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北

京的立项总数是６１项,湖北和江苏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共有３３项和２９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

学术活动和调研实践基地建设质量较高.各种学术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平台,有效地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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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理论创新成果,该工程

相继推出了三批重点教材共３０部.２０１０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正式启动,由该文库推

出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该文库共收录著作１９７部.

２０１２年,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质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先后实施了两批学术期刊资助计划,
共支持了２００家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期刊,资助总经费达８０００万元.

(二)文化产品质量状况

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为研究对象,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理论工

作者的理论学术文化产品;一类是针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文艺产品.

１．理论学术文化产品质量考察

理论学术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有图书、期刊、报纸、硕博士论文以及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在此,本
报告选取具有明确质量评价标准的期刊、报纸以及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来考察理论学术成果的质量

状况.
(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CSSCI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是重要的质量评价标准.就数量而

言,无论是CSSCI期刊,还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期刊总数大致保持不变.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期间,这两类期刊发表的理论学术成果总量呈减少的趋势,其中２０１１年比２０１０年减少

１４０７％,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２８３％.在各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内,被这两类期刊采用的应用

经济类的理论成果总量最多,２０１０年共刊登７９３１５篇,占年度总数３７７６％;２０１１年共刊登６５１０７篇,
占年度总数３６％;２０１２年共刊登５９２３３篇,占年度总数３３７７％.与此同时,统计显示,发表在这两类

期刊上的高质量的理论学术成果最少的学科是统计学、民族问题研究和人口学.详见表１.
(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理论学术成果,除了可以以图书、期刊的形式面世之外,还可以在有

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的主流报纸,由它们所刊登的理论学术成果,代表了本领域内的最高水平.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２０１０年“四大报纸”共发表理论学术成果２３２９２篇.其中«人民日报»发表１０８０４篇,占总数

４６３％;«光明日报»发表６１２３篇,占总数２６３％;«经济日报»发表５５９６篇,占总数２４％;«中国教育报»
发表７６９篇,占总数３３％.２０１１年“四大报纸”共发表理论学术成果３０７１３篇.其中«人民日报»发表

１６４６１篇,占总数５３５９％;«光明日报»发表６７５５篇,占总数２１９９％;«经济日报»发表７４９７篇,占总数

２４４％;«中国教育报»发表７３８篇,占总数２４％.２０１２年“四大报纸”共发表理论学术成果２７３６４篇.
其中«人民日报»１２７４８篇,占总数４６５８％;«光明日报»８１８７篇,占总数２９９２％;«经济日报»５９９１篇,
占总数２１８９％;«中国教育报»４３８篇,占总数１６％.数据分析显示,在各学科中,应用经济类的理论

学术成果在“四大报纸”刊发数量最多,在各报纸的各学科各年度理论学术成果刊发总数中均超过了

２０％.«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刊发应用经济理论学术成果２６３４篇,占本年度总数２４３７％;２０１１年４５３０
篇,占本年度总数２７５１％;２０１２年３４０７篇,占本年度总数２６７２％.«光明日报»２０１０年刊发应用经济

理论学术成果２０４１篇,占本年度总数３３３％;２０１１年２１６４篇,占本年度总数３２％;２０１２年２２９３篇,占
本年度总数２８％.«经济日报»２０１０年刊发应用经济理论学术成果４０４５篇,占本年度总数７２２８％;

２０１１年刊发５１２５篇,占本年度总数６８３６％;２０１２年３８２９篇,占本年度总数６３９１％.«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年刊发应用经济理论学术成果２２０篇,占本年度总数２８６％;２０１１年１９７篇,占本年度总数

２６６９％;２０１２年９７篇,占本年度总数２２１４％.统计学、民族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宗教学、外国文学以

及管理学在这“四大报纸”中刊发的理论学术成果最少,每年总数大多低于１０篇,有时还为零.«人民日

报»２０１０年没有刊登统计学理论学术成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分别刊登４篇和５篇;«光明日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期间,仅２０１１年刊登１篇,其他两年均没有刊登;«经济日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分别刊登４篇、２篇、３
篇;«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除２０１０年刊登１篇外,其他年份均没有刊登;«人民日报»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刊登民族问题研究成果为５篇、４篇、２篇;«光明日报»分别为８篇、２篇、７篇;«经济日报»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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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期间,除２０１０年刊登１篇外,其余年份均没有刊登;«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均没有刊登民族

问题研究成果.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为对象,世界历史２０１０年刊发成

果总量分别为３篇、５篇、０篇、０篇;２０１１年为６篇、２６篇、０篇、１篇;２０１２年为４篇、３７篇、０篇、０篇.
宗教学、外国文学以及管理学在这“四大报纸”刊发理论成果也有类似状况.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核心期刊发表理论学术成果统计表

序号 一级学科
２０１０年

学术论文(篇)

２０１１年

学术论文(篇)

２０１２年

学术论文(篇)

１ 马列科社 １４３０ １２８５ １３９６
２ 党史党建 ３８４５ ４０５０ ３２０５
３ 哲学 １０１４３ ８５３１ ９８４６
４ 理论经济 １１６７４ ８８９８ ７９９１
５ 应用经济 ７９３１５ ６５１０７ ５９２３３
６ 统计学 ３４４ ３０３ ２８２
７ 政治学 １１７０５ １０４６８ １１５７０
８ 法学 １２５８８ １１５９０ １１０２５
９ 社会学 ３６５７ ２９６０ ３３５７
１０ 人口学 ６４３ ５３９ ６５３
１１ 民族问题研究 ５２３ ３４４ ４９７
１２ 国际问题研究 １９３４ １４７１ １５９７
１３ 中国历史 ６２８３ ６４８３ ５９５７
１４ 世界历史 １３１５ １００１ ８７０
１５ 考古学 ２０２３ １９８０ １９３６
１６ 宗教学 ２５４８ ２２７２ ２２６９
１７ 中国文学 １９４５５ １５７４４ １５９４８
１８ 外国文学 ２８９９ ２８４６ ３２３９
１９ 语言学 ２３２６ ２２０９ ２８０５
２０ 新闻学与传播学 １５１８５ １４２４５ １８８０４
２１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１３３１２ １２７１２ ７３３９
２２ 体育学 ５５４５ ４４０６ ４２４７
２３ 管理学 １３５４ １０４７ １３１２

　　数据来源:超星发现.

　　(３)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项研究项目对于推动理论学术成果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由理论

学术研究产生的结项成果是重要的理论学术成果,因此,考察理论学术成果,不得不考察理论学术成果

的助推剂———科研项目.在各类、各级别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最具权威性的研究项目是国家社科基

金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结项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该领域内最新最高的研究成果.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结项的项目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结项１２５９项,其中结项为“优秀”的项目有１８３项;２０１１
年结项１６２０项,其中“优秀”２２１项;２０１２年结项１８２０项,其中“优秀”２１７项.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

为考察对象,２０１０年结项的项目中,除管理学没有结项项目之外,其他各学科均有项目结项.结项总数

最高的是应用经济,共１８３项,其次是法学和理论经济,分别是１０９项和１００项.在各学科中,结项为

“优秀”最多的学科是应用经济,为２５项;其次是中国文学,为２３项;人口学、管理学没有项目结项为“优
秀”;党史党建、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外国文学、新闻与传

播学、体育学和教育学这些学科的结项为“优秀”的均在１０项以下;其他各学科结项“优秀”的总数均超

过了１０项.２０１１年各学科均有结项,结项总数最高的是应用经济,共２２１项,其次是哲学和中国文学,
分别共１４８项和１１６项.结项总数最低的是考古学,共１４项,其次是统计学和党史党建,分别共１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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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３４项.在各学科中,中国文学结项为“优秀”的项目总数最多,占３２项;其次是应用经济,占２７项;然
后是哲学,占２１项;其他各学科结项为“优秀”的项目总数均在２０项以下,其中管理学没有项目结项为

优秀,人口学、国际问题研究分别都只有１项结项为“优秀”.２０１２年各学科均有结项项目,结项总数最

高的是应用经济,共２２２项,其次是中国文学和法学,分别共有１５８项和１５３项.结项总数最低的是考

古学和管理学,分别都是１３项,其次是人口学、外国文学和统计学,分别为２１项、２２项、２２项.在２０１２
年结项为“优秀”的项目中,中国文学结项为“优秀”的项目总数最多,占３６项;其次是语言学,共３５项;
然后是哲学和应用经济,分别共２３项和２２项;其他各学科结项为“优秀”的项目总数均低于２０项,其中

人口学和管理学分别只有１项结项为“优秀”.

２．大众文艺产品质量考察

就传播形式和载体而言,大众文艺产品可以分为广播产品、网络产品、电视产品、电影产品、音像制

品、报纸产品、杂志产品、图书等,根据不同的质量衡量标准,本报告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产品考察

其质量水平.以经济指标为标准,本报告将考察以电影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艺产品质量状况.在各类

传播载体中,本报告将以具有稳定质量评价标准的重要报纸为对象,考察各类文艺作品的质量发展

状况.
(１)以票房收入为评价标准,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国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较往年大为增加.２０１１

年全国票房收入总额为１７７４７亿元,比２０１０年全国票房收入总额１０１７２亿元增长２８９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大连万达所属下的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条年度票房破１０亿元的院线,在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票房收入中均位列榜首,分别为１４０２６５万元、１７８４７５万元以及２４５６００万

元.２０１０年全国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国产影片分别为«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非诚勿扰Ⅱ»«狄仁杰之

通天帝国»«叶问２:宗师传奇»«赵氏孤儿»«大兵小将»«大笑江湖»«山楂树之恋»«锦衣卫»;２０１１年全国

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国产影片分别为«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建党伟业»«失恋３３天»«新少林寺»«窃听

风云»«白蛇传说»«将爱情进行到底»«武林外传»«画壁»;２０１２年全国票房收入前十名的国产影片分别

为«人在囧途之泰囧»«画皮Ⅱ»«十二生肖»«一九四二»«寒战»«听风者»«四大名捕»«大魔术师»«搜索»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

(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国发表文艺作品的报纸总数较为稳定.其中２０１０年刊登文艺作品的报纸有

１９３９种,２０１１年有１９２８种,２０１２年有１９１８种.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
这四种主流报纸为对象,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在各类大众文化产品中,发表文艺作品的数量是最高的,
共达到了４９８１篇;其次是文学作品,达２１６１篇;发表表演作品的数量是最少的,只有８部,究其原因或

许同表演作品不太适合在报纸这种载体上发表有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在各类文化产品

中,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和文学作品总数最多,具有广泛的大众影响力.详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重要报纸发表文化产品的数量

类别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文艺作品 ４７１ ７３０ ４９１ １６９２ ６１０ ９７７ １０５５ ２６４２ ６８ １１７ ４５ ２３０ １５６ １６２ ９９ ４１７
文学作品 ２１７ ２８０ １７７ ６７４ ２７５ ４０９ ４４３ １１２７ １６ ３６ １２ ６４ １１２ １１３ ７１ ２９６
美术作品 １７ ３１ ３５ ８３ ５９ ７６ ６４ １９９ ３ １０ １ １４ １０ ８ ５ ２３
书法作品 ６ ７ ６ １９ １２ １８ １６ ４６ ２ １ ０ ３ ２ １６ ４ ２２
雕塑作品 ４ ７ １ １２ ８ ４ １０ ２２ ２ ２ ２ ６ ０ ０ １ １
工艺美术作品 ７ １４ ９ ３０ １６ １９ ２１ ５６ ７ ５ ３ １５ ３ ３ ２ ８
戏剧作品 ５４ １２４ ７７ ２５５ ６６ １３０ １４６ ３４２ １４ １７ ５ ３６ ９ ５ ２ １６
电影电视作品 １４７ ２１１ １５２ ５１０ １０５ ２６０ ２９１ ６５６ １８ ３４ ２０ ７２ １６ ８ ８ ３２
表演作品 １ ２ １ ４ １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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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质量状况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特征,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文化体

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发展质量正在逐年提高.对内体现为以经济为指标

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对外体现为中国文化正在逐步“走出去”.

１．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国内质量状况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渐展开.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２０１０．１０)、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１．１０)、
«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２０１２．２)以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２０１２．１１),为我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国家统计

局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文化产业增长速度为２０５％,相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９２％高出

１０３％.到２０１２年底,我国从事文化或文化产业的人员达２２８８万人,比２００９年的１９８万人相比,增
加了３０８万人,增幅为１５６％.与此相应,我国文化市场空前繁荣.以电影为例,国家广电局的数据

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生产国产故事片５２６部,２０１１年为７９１部,２０１２年为７４５部;全国电影票房收入稳定

增加,２０１０年达１０１７２亿元,２０１１年达１３１１５亿元,２０１２年达１７０７３亿元;国产电影的票房连续几

年都超过了进口电影,中国成为仅次于北美和日本的电影大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

２．中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质量状况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我国政府是重要官方推动力量,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平台是孔子学院

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孔子学院逐步获得了良性发展,对于促进

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国情以及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发挥了重要作

用,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实力和竞争力.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孔子学

院总数逐年增加,２０１０年有３２２所,２０１１年增加为３５８所,２０１２年增加为４００所.从地域来看,欧洲、
美洲和亚洲是孔子学院最为密集的地区,分别达到了１４９所、１４４所和９３所.孔子学院的宣传效果明

显,«中国教育年鉴»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外国来华留学的学生数量稳步增加,分别为２６５０９０人、

２９２６１１人和３２８３３０人.截至２０１３年,中国政府已经在全世界建成了１４所中国文化中心,它们与所在

国政府文化部门紧密合作,举办了各种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

力,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除官方推动力之外,中外合作成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以电影为例,合作拍片兴

盛,正在迎来“大合拍时代”.随着合拍政策变得逐步宽容,中国先后与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
拿大、新西兰、新加坡、俄罗斯等国签署了合作拍摄协议.２０１１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合拍立项增加３０％.由

于内地电影很难进入香港以及国外市场,而合拍电影却能同时满足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
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合拍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动画企业为例,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动画企业参

加国际性节展活动总数逐年增加,“２０１１年企业参加节展活动的次数为２０９次,较２０１０年增长２２％.
此外,我国动画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倾向于欧洲、亚洲等文化底蕴深厚及节展活动发达的国家及地区.

２０１１年参加戛纳动漫展、戛纳电视节、安纳西动画节、安纳西动漫节等欧洲地区著名节展活动５１个,较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９年分别增长了７１４％和５０％,居五大洲之首.这表明我国动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

中,目标性强,注重提升走出去的质量与力度.”(江畅等,２０１４)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的指导下,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联合起来,例如,海外“欢乐春节”活动、中国文化四海同春、中国

文化节等,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提升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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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中国文化发展质量建设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我国各类文化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出现了显著增加,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国

当代文化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文化发展质量状况统计不同的是,文化发展质量中存在的问题,
是一个定性的问题,几乎无法用定量的标准来进行描述.与此同时,对文化发展质量中存在的问题的解

决,我们也需要采用定性的描述.
(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足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复杂的思想工程和长期的历史任务.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普通

民众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接受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

就是一句空话.只有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其

“核心”的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

代表人民的利益,能打开普通人的心扉,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情感共鸣.
(二)文化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对于文化“走出去”,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仍需要进一步提

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原因有二:首先,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缺乏统一的价值诉求,文化深层的内

涵模糊,影响力难以持久;其次,“官方”的文化主导力过强,缺乏民间力量的推动.事实上,只有立足民

间,立足普通人的生活,立足人性,我们才能找到文化的根,而这种“根”在某种程度上与“官方”却保持了

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就要让民间团体和民间艺人大量参与进来,给文化

增加一些“地气”.
(三)文化自信心尚需加强

当今时代,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起源于近代西方的启蒙时代,在此意义上,我们

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的传统

文化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为了找回传统文化的自信,有些文化作品主张在民族主义中回

归传统.然而,传统一旦真正成为传统,是无法真正回归到过去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虚心学习并以世界

的眼光来看待传统,以普遍的思维看待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地说,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世界

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在民族文化中培养真正的自信心.
(四)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亟待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同老

百姓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的逐步增长,社会民众的精神文化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也发生了

较大的改变,对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国家大力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业的发展,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增加,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但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仍然存在着基础薄弱、水平较低的现象.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就
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消费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进一步完善文化公共服务的覆

盖面和服务质量.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不仅使部分人富起来了,而且给国民生活水

平带来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随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以

及社会公平问题等的显现,过去３０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外延式、粗放型、总量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

会受到挑战,经济发展的质量被提上了议程.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增强社会民众的文化自信心,
改变社会形象,并使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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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融入文化产业

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民间力量逐渐增加,有与官方力量抗衡之势.民间力量的融入,在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于官方力量的独特作用.然而,在国内文化产业发展中,主要的助

推力量仍然是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的官方力量.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后的文化发展需要,需要鼓

励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融入.为了增加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发展的活力,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政府等官

方机构需要考虑真正调动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吸引民间力量在文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三)以高质量的文化理念打造文化精品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文化领域.文化领域

内变化主要体现为文化理念的变化,传统文化理念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当今的现代化发展浪

潮的推动下,高质量的文化理念绝非传统文化理念,也非西方文化理念,而是立足传统,融合了西方文化

精粹的先进文化理念.文化发展的质量要得到提高,改变文化理念是重要因素.只有在高质量的文化

理念的支配下,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理论文化精品和大众文化精品.
(四)加快推进文化立法

为了促进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很多政策和文件,然而却没有

有效推进文化领域内的立法.为了提高文化发展质量,文化领域亟待立法,如«电影电视法»«出版法»
«广播法»«新闻法»«演出法»等.只有在法律的规范指导下,我国文化发展才会更加有序,文化发展的质

量才可能有望得到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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