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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

李　唐

摘　要:从文化传统的宏观层面出发,文章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进行系统梳

理,并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质量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传统质量

文化在质量群体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发展方式和质量管理体制等方面分别具有如下特质:
质量群体意识上突出的整体性特质;质量价值观上显著的道德自律要求;质量发展方式上的经

验主义色彩和质量管理体制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上述特质,从文化基因角

度对当代中国的质量创新行为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质量文化;整体性;道德自律;经验主义;集体主义

一、引 言

自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学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对于文化传

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持续性影响,学界的认识已趋于一致(DoepkeandZilibotti,２０１４;Nunn,２０１４).
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传统的差异不仅会造成不同社会中间微观主体创新活动、投资决策等经济行为的

差异(Iyer,２０１０;Jancec,２０１２;Feir,２０１３),而且还会造成制度环境的系统性差别(Acemoglu等,２００８;

Naritomi等,２０１２).基于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的差异对当代人类社

会的经济收入、私人投资、创新活动和公共品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aiandKung,２０１１).近年来,不
仅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大分流”的系统研究仍在继续(陈方正,２００９;LorenBrandt等,２０１４),一部分

主流经济学家更以自然实验方法为研究手段,通过对新大陆(New World)、东亚社会等具体地域文化传

统“小分流”的研究(Dell,２０１０;Dell等,２０１５),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关于文化传统差异对于经济社会长

时段影响的认知.
作为人类物质财富生产的一项重要的持续性活动,不同人类社会在质量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发

展方式和质量管理体制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然而,从文化传统的宏观视角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

进行学术梳理的研究文献尚较缺乏.尽管现有文献并不缺乏对于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商业伦理、创新

活动等与传统质量文化有关领域的具体研究(Needham,１９５４;冯玉钦、张家治,１９９３;王翔,２００５;徐新

吾,１９９２;BeckerandWoessmann,２００９),但是从文化传统的主要特质出发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进行较

为全面 的 概 括 分 析,则 并 不 多 见.此 外,自 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 代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TotalQuality
Management)理论兴起以来,虽然有较多管理学文献从企业角度探讨了质量文化现象,并在企业质量文

化测评模型(DenisonandMishra,１９９５)、企业质量文化内涵(叶迎春,２０００;蒋家东,２０００;周娟,２００５)、
不同国家制造业企业的质量文化差异(石贵龙、佘元冠,２００７;万君宝、汤超义,２０１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长期的研究追踪,并对当前中国企业的质量文化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但是从文化传统的长时段

视角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上述文献也并未予以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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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质量文化究竟具有怎样的特质,这些特质又对中国的质量

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为此,本文首次从文化传统的宏观层面和历史分析的长时段视角出发,对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并将其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质量

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作为大陆民族文化、农业社会文化和宗法制度文化的典型

代表(冯天瑜,１９８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

统具有迥异之处,在产品生产、技术进步和质量改进等方面也具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史实考

证,本文不仅挖掘出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并通过对比研究其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质

量文化上的差异,为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优势资源和制约性短板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

初步的历史思考.
本文篇章结构如下:第一节是引言,阐明本文的研究主旨;第二节为特征分析,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

的定义、内涵及其在整体性、道德自律性、经验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四个主要特质方面的涵义和特点分别

进行研究,并阐释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上述特质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质量文化的差异之处.在此

基础上,本部分将对上述四大特质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优势与劣势等问题进行小结.第三

节为历史启示.

二、特征分析

在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主要特质进行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文化、质量文化和中国传统质量文化

等主要概念的定义、内涵做出界定.由于质量文化、中国传统质量文化都是文化的子概念,本文的理论

辨析将从“文化”开始.
文化学自从１９世纪下半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对于文化概念在国内外研究者中已不下２００余

种定义,但总的来说,可归结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

中所创造的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从狭义而言,文化则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制度和组织机制(侯样祥,２０００;王炯华,２００１).考虑到论域的集中性,本文从文化的狭义定义出发对中

国传统质量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
从文化的狭义定义角度出发,并参考国内外文献关于企业质量文化的现有研究,本文从社会整体层

面对质量文化做出如下定义:质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由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相

对稳固的质量群体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发展方式、质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总和.基于质量文化的上

述定义,本文所指涉的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则是指与中国传统文化类型一脉相承的,由中国人所普遍认

同并相对稳固的质量意识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制.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大陆民族文化、农业社会文化和宗法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类型特点,中国传统

质量文化在质量群体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发展方式和质量管理体制等层次方面分别具有如下特质:
质量群体意识上突出的整体性特质;质量价值观上显著的道德自律要求;质量发展方式上的经验主义色

彩和质量管理体制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上述特质,不仅对历史上中国产品质量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文化基因上对当代中国的质量创新行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质量群体意识的整体性

质量群体意识是社会成员一定时期内对于质量性能、质量改进和质量创新等领域所形成的相对普

遍和稳定的共识.作为大陆民族和农业社会代表的中国,其传统质量文化中具有突出的整体性特质.
所谓整体性特质,是指在加强产品质量改进、实现产品质量创新过程中侧重于“综合性、非线性、复杂性

和开放系统性”的发展思路,从产品生产的系统性功能入手进行质量管理的要求(宋正海、孙关龙,

１９９９).不同于欧洲的量化分析传统,中国的传统质量文化侧重于采用整体感知方式对于产品生产过程

中的质量控制要求进行综合把握,强调从辩证关系、开放系统的角度对产品的整体质量性能进行系统性

总结,重视以有机论而非机械论的角度把握产品质量改进的总体方向.具体而言,整体性特质具有如下

三个方面的特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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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质量目标的综合性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整体性特质,首先表现在质量目标的综合性上.在“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下,
中国古人对于“天才、地才、人才①”的三才关系进行了深刻的体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质量性能的提

高不仅需要完成劳动者质量技艺、生产质量标准的提高(人才),更需要满足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地
才)和保护自然环境(天才)等多维度目标,最终实现“人与天地相参②”的综合性质量目标.早在成书于

先秦时期、中国历史最早的质量经典著作«考工记»中,古人就将质量目标明确界定为“天时、地气、材美、
工巧③”,这种综合性的质量目标诉求深刻影响了中国随后两千余年的质量文化发展.

质量目标的综合性,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人所创造的重视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的综合农艺上面.
无论是在成书于北朝的«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还是明代的«农政全书»中,重视“四时之禁④”都成为

农业生产的总体质量目标得到了继承:即农业生产不仅要追求稳产和高产,更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土壤

和节气的综合状况,讲究农产品生产依循“天时、地利”而“各得其养以成⑤”,以保证农产品的品质与高

质量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２．质量功能的系统性

质量功能的系统性,是指在完成综合性质量目标的前提下,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偏重于对于质量功能

的整体把握,强调产品质量固有特性的全面完善.对于质量功能系统性而非单一性的重视,是中国传统

质量文化整体性特质的重要表现.著名学者李约瑟明确指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简直没

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Needham,１９５４).这一思想特质体现在质量文

化上,就是在质量功能上追求核心质量性能、使用便利性和经济性三者之间的均衡.
质量功能的系统性特点,在中国古代质量文化中可得到多方印证.例如,在六卷本«中国科学技术

史»中,李约瑟曾对翻车、筒车等中国传统灌溉机械的设计巧妙和运行质量良好一再称羡,并赞叹都江

堰、郑国渠等古代水利设施历经２０００余年尚能发挥灌溉之效,认为上述产品和工程的卓越质量中蕴含

了丰富的“东方见解”(Needham,１９５４).而所谓“东方见解”,即是中国古人对于质量功能系统性的重

视.在翻车、筒车等中国传统灌溉机械中,发明者将原有的杠杆、轮轴原理加以有机组合,使在原有技术

原理不变的情况下灌溉效率不断提高,实现上述机械的核心质量性能的提高.同时,在机械制造过程

中,充分考虑到原料取材的便利性和节约人力的经济性,使灌溉机械的制造成本、使用成本获得了最优.
因此,以翻车、筒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灌溉机械不仅考虑到了灌溉效率这一核心质量性能,更从制造成

本、使用成本方面实现了质量功能的系统性改善(李发林,１９９９).在工程质量方面,都江堰历经两千多

年而不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在于工程设计的系统

性思维:通过渠首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者的巧妙配合实现“分水”和“分沙”两大质量目标的完美整

合;运用“水门”设计有效调配洪、枯水流量,使得该水利工程可同时完成抗旱、防洪两大质量功能;考虑

到工程维修的科学性、简单性和经济性,使该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均可采用竹编、木石等简单原料完

成.都江堰工程充满了中国古人治水的辩证思想和系统方法,使其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质量

奇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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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三才”理论,最早出自«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进入战国时期,“三才”观念作
为农业生产的质量目标要求开始见诸农学著作,例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将农业生产的
质量目标视作人类劳动与土壤资源、天时条件三者的有机统一(李根蟠,２００４).

语出«黄帝内经素问»:“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本为中国古人对于传统医学治疗质量目标的要求,即对于人的生理
机能的调理,不能单纯只关注人体器官自身的病理情况,还需要关注节气、外在环境等多元因素.李约瑟认为,这种有机论的理论范式,
与西方机械论的科学理论迥然有别,代表了中国特色的科技传统(Needham,１９５４).其实,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综合性质量目
标的追求.

原文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中国古人对于产品质量标准(“良”)的最早概括,即高
质量的产品需要在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等四项质量目标上达到完美平衡.

语出«吕氏春秋上农»:“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缳网苴罘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
也”.这是中国古人对于砍、烧、渔、猎等生产活动的明确质量要求:即产品生产必须要考虑到产品质量与环境质量的综合平衡,不能妨
害“天时”,参见王启才(２００２).

语出«荀子天论»:“万事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认为:万物的生长或生产,都要遵循天时节令的变化而进行.
参见«灌县都江堰水利志»编辑组,１９８３:«灌县都江堰水利志»,４２－４６页,内刊本.



３．质量经验的总体把握

质量文化的整体性特质,使得古代中国的质量创新沿着一条“技能偏向型”(Skilled－Biased)的道

路进行演化:质量技艺的提高来自于劳动者对于产品质量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在综合性的质量目标和

系统性的质量功能等条件下,传统中国的质量经验积累也呈现出总体把握的特点:中国古人倾向于从生

产组织的全流程出发对质量经验进行分步骤、分环节的观察和体验.从而,与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而

言,在相近技术条件下,中国在劳动者的质量经验方面一直具有较为显著的比较优势,并在农业、茶叶、
丝绸、瓷器等传统优势产业领域长期保持人均生产效率的领先地位.根据 Allen等(２０１１)的统计,截至

１８世纪中叶,中国农业和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效率仍为同期欧洲的近２倍,日本的１５倍.这种巨

大的经济成功,是与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强调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流程的综合感知,并促进生产者质量

技艺的经验积累密不可分的.
其中,中国传统最负盛名的丝绸产业可以充分展现质量经验的总体把握特征.中国古人将丝绸产

业的生产流程从栽桑、养蚕到剪帛、成衣划分为２４个工序流程.并对每一个流程从气候环境、生物资

源、工艺要求到成品质量性能分环节进行了完整的质量经验总结.正是凭借全面、丰富而系统的质量经

验积累,中国古人才创造了众多高质量的丝织品,并以丝绸为纽带、通过海路与陆路构建了交通中西、享
誉世界的“丝绸之路”.

表１　传统中国丝绸织造各环节的质量工艺要求

工序名称 质量工艺要求

栽桑
１．选择栽培桑种.桑种共有鲁桑、白桑和荆桑三个系统,其中鲁桑品种最为优良,产丝适用性最广,宜选鲁

桑.２．桑树栽培,可采用播种法、扦插法、压条法、嫁接法.其中,压条法和嫁接法桑树成活率高,出叶率

高.３．树型养成.为保证最好的桑叶质量,需采用地桑法而非乔桑法.

蚕种培育
杂交法培育良种.根据桑蚕化性和眠性的不同,培育具有三眠特征的桑蚕良种.«天工开物»:早雄配晚

雌、白雄配黄雌,可以得到成活率最高、出丝品质最好的嘉种.

养蚕

１．浴种.第一次需于寒冬时节,铺蚕种于大雪之中,并以牛尿浸润,使蚕种经冻历毒,淘汰无力劣种,取得

良种.第二次,将蚕种置于水中,洗净蚕种.２．催种.用人体体温或糠火温之,使桑蚕幼虫孵化.３．收蚁.
蚕农手持桑叶反复多次拨动幼虫,以桑叶香味诱导幼虫爬到桑叶上,使幼虫与卵壳分离.以诱为主,不可

使用机械性的拂动方式,以免使幼虫受到惊吓,影响成活率及出桑品质.４．饲蚕.２０多天的桑蚕养育期

内,需控制好室内温度、湿度,促进桑蚕最好、最快成长.蚕室往往需反复添火、关火,以保证尽可能的恒

温、恒湿.５．上山.桑蚕吐丝上簇,称为上山.蚕簇须用蒿草或稻草结成,同时亦须用火盆控制室内温度

和湿度,促进桑蚕尽快吐丝.

贮蚕
常温下蚕蛹七天破茧化蛾,破茧后茧壳无法长期贮存,影响生丝质量.为延长缫丝期限,需采用杀蛹贮蚕

法.对于普通丝织品,采用晒茧法、蒸茧和烘茧法,效率高;对于高档丝织品,需采用盐浥法.

缫丝
１．须采用脚踏缫丝车,车上有络绞机构,使茧丝能更为均匀地抽离为生丝.２．严格的质量控制.生丝需达

到细匀的品质,采用定粒茧缫丝法,以七茧缫丝为标准.七茧缫成生丝一缕,需细密到能穿过钱眼.

织造

丝织品有普通布帛、高档绫锦缎等不同种类,中国古人对两种丝织品的织机不断改进,使丝织品质量不断

提高.１．布帛类.织机经历了从原始织机、双轴织机、踏板斜织机、踏板立机、单动式双综双蹑机到互动式

双综双蹑机的转变,布帛经纬编织日益细匀,质量提升.２．绫锦类.织机经历了从挑花机、多综式提花机、
竹编花本式提花机、纬锦织机、束综提花机、大花楼机的转变,织造花纹从显花到印花,纹路花样从平纹到

斜纹,绫锦质量不断提升.

染料和染色
１．精炼,即使丝绸脱胶的工艺.方法经历了从碱法到酶法的质量革新.使用猪胰、冬瓜、瓜蒌等动植物酶,
既使丝绸脱胶,又避免损伤织物,提高了丝绸质量.２．染色,主要采用天然植物、矿物染料精染而成,可历

经多次浣洗而不褪色.染料种类由汉代３３种增加到清代９１种.

　　注:整理自王翔,２００２:«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４９－６４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二)质量价值观的道德自律性

偏重于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在质量价值观上的重要特色.在中国传统质量

文化的观念中,人们往往将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关注诉诸内化的道德伦理约束,而较少地侧重于外化的

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制.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强调道德自律性的这种特质,锻造了传统中国商业组织较

为强烈的质量诚信意识,使生产者具有保障产品质量、实现诚信经营的较强的质量自觉意识.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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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质量价值观的道德自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１．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质量传承体系

对于任何经济体系而言,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都是造成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关键.加强外部制度

的“他律”无疑是解决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可行途径,在这一方面,欧洲和日本的传统社会则主要

依靠行会制度进行监管.首先,在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手工业者都须附属某一行会进行生产经营.只

有在行会获得“匠师”的身份,手工业者才能摆脱学徒的身份进而独立经营.而“匠师”身份的获取,是需

要以独立完成一定质量标准的“杰作”为前提的.这就保证了在质量工艺的世代传承中,凭借制度规定

保证从业者具有较高的质量技艺,这样就对生产者质量技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了外部制度约束,并
逐渐形成了欧洲和日本的工匠传统.其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从业者必须严格遵守行会对于产品质量

的制度规定.对于原材料数量、帮工和学徒的数量与结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产品数量和质量标准

等,行会组织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业者一旦违规即遭重罚(彭南生,２００３).这也是试图从行会体系

的外部规制出发解决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然而,尽管外部的质量监管制度如何严格,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并不能最终消弭.这是因为,与

外部制度的“他律”相比,生产者和商业组织内在的道德自律更为根本.只有在内心建立了强大的质量

信念,才能从源头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的隐患.对于道德自律的强调和坚持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一

个突出特质,而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质量传承体系则构成了其组织基础.
中国的传统质量传承体系是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上述质量传承体系和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和

宗法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在农耕文明的熏陶下,“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组织形式构成了最基本的

经济活动单元,大部分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均在近距离的乡镇和府县进行商品交易.在“熟人社会”
的商品交易原则下,质量造假的机会成本较高,促使生产者对于产品质量具有较强的自觉意识(龙登高,

１９９７)①.同时,宗法文化构成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宋元以后从事大规模生产和远距

离贩运的商业组织也大多根据同宗同族的亲缘关系或同乡情谊的地缘关系来构建,个人在商业组织中

的位置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伦理关系作为纽带(冯尔康,２００９).在上述组织结构框架下,外化的管理制度

和法律规制在质量监管上的作用较为有限.并且,在传统中国的商业环境下,无论“升斗小民”的零星交

易还是茶叶、丝绸和木植等大宗商品交易,亲属、同乡等亲缘和地缘社会关系均构成了市场交易的主要

范围.营造良好的质量声誉,打造世代传承的质量品牌,对于生产者和商业组织的持续性经营将产生重

要影响.因此,强调内在的质量诚信教育和道德自律,则构成了保障商业组织长期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支

持性文化资源(郭振香,１９９７;葛剑雄,２００４).
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内部,“质量传承千载”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安徽宣城的陈氏制笔家

族自晋代以来即享有质量盛誉.根据宋代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时陈氏家族尚藏有王羲之的«求笔

帖»,可见晋代时期陈氏家族在制笔行业的领袖地位.唐代“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也曾向陈氏家族求

笔,以供书画骋怀之用②.自晋至唐,陈氏家族在制笔行业的质量声誉持续了５００余年.不仅于此,安
徽宣城的制笔业在产品质量水准方面更是始终领袖全国.从晋代至今,无论在本地生产还是远赴外乡

的宣城笔商均始终恪守严格的质量工艺,使“宣笔”作为高质量毛笔的代表在１０００余年的时间内一直享

誉全国.其中,“兔毫”“鼠须”“鸡距笔”等名笔曾引起了无数文人骚客的赋诗称颂(樊嘉禄、方晓阳、吴丹

彤,２００９),“落纸惊风起,摇空浥露浓③”“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④”等诗文名句更为宣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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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不仅对于短途、零散的商品交易,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大体可以做到有效解决产品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的不对称
问题.彭凯翔(２０１５)通过引述商业指南、竹枝词等大量一手史料,进一步揭示出中国传统市场依托茶馆、经纪等中间媒介,在粮食、银钱
等大宗商品市场上对于质量和价格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能做到有效化解.参见彭凯翔,２０１５:«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
探»,７８－１１１页,浙江大学出版社.

典故出自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三»:“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枝,曰:‘公权能
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

出自唐耿韦«咏宣州笔»:“落纸惊风起,摇空浥露浓.丹青与纪事,舍此复何从”.转引自樊嘉禄、方晓阳、吴丹彤,２００９:«文房四
宝»,１１５页,大象出版社.

出自唐白居易«紫毫笔»:“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转引自樊嘉禄、方晓阳、吴丹
彤,２００９:«文房四宝»,１１５页,大象出版社.



笔增添了不少美誉.

２．儒家文化的质量价值观体系

一方面,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质量价值观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道德自律特质也带有深刻的儒家文化色彩.应该说,传统商业组织内在的质量价

值观体系,就是按照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建构的.
在先秦儒家的哲学架构下,修己就是一切外化政治、经济目标的根本出发点,即所谓的“修己治

人①”.修己,就是要通过“忠、恕②”等道德伦理的严格自律而实现自我人格的完成之道,通过克制自己

内心的不合理欲念进而实现内在道德感悟与外在社会行为的统一性,即通过“正心诚意③”而完成“克己

复礼谓之仁④”;治人,则是讲求“务求尽己”“务求推己”,即通过已完成的自我人格感动他人,通过道德

教育的推广进而完成他人的人格,“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⑤”,最终以个人的道德磨砺以

实现“成己”,以道德教化的外在推广而实现“成物”⑥.因此,在儒家的哲学学说下,道德伦理的自我约

束不仅是实现自我提升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实现外在社会目标的主要手段.随后,经过以朱熹为代表的

宋明儒学的重要发展,一方面“诚、信”作为“修己”的行为目标从“仁”的哲学理念中独立出来,“诚于中,
形于外⑦”,使诚信的道德规范成为实现内在人格与外在行为统一性的重要要求;另一方面,完善孟子

“义利之辨”的哲学探讨,讲求“先义后利”,“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正其义而利自在⑧”,
强调通过“仁”的道德约束实现“义”的道德目标,并进而实现自身正当的经济利益;最后,通过工具论上

对于“格物致知”理念的阐发,讲求以外部的数量方法作为内在道德自律约束的重要补充,促进“义、利”
等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现.台湾文化学者蔡麟笔(１９８４)认为,从组织出发点、组织方法、组织行为和组织

目标等角度,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商业组织从道德自我约束的角度出发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质量价值观

体系⑨,对此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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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儒家文化下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质量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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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源于«礼记大学»,后经宋儒归纳为儒家学说的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为“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最后,经元代学者虞集将“大学之道”概括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对于“修己治
人”的哲学思想流变,参见杨千朴(１９９３).

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这段经典对话中,曾参将其师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归结为“忠恕之道”,即对待上级要尽忠职守,对待下级要谦和宽容,并认为这是儒
家哲学的“一贯之道”.

出自«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
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段经典文
献中,孔子将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仁”界定为“克己复礼”,即将一切的行为都控制在君子之道的内在要求和礼制的外化约束之下.

出自«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这段经典文献中,孔子将“仁”的目标归结为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外化
行为要求.

出自«礼记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在这段论述中,儒家学者将对于内在的道德约束归结为“成
己”,并认为此为实现“仁”的目标的根本;将对于外在的行为规范要求称之为“成物”,并认为此为实现“知”重要手段.通过“成己”“成
物”的内外兼修,才能达到“诚”“德”的境界.

出自«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即表明,一个人是否诚信,外部的法律制裁和规范约束并不
能起到有效作用,关键是内心在独处之时是否真正的做到了待人以诚.进一步地说,只有做到内心的“诚信”,外在的行为也才会表现为
“信实”.

出自朱熹«论语集注里仁».在这里,朱熹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必要的物质利益,而是要求人民安守“天理之所宜”,抑制“人情之
所欲”.

对于传统商业伦理的研究,还可参阅臼井佐知子,１９９８:«试论中国徽州商人与日本近江商人商业伦理之异同»,转引自周绍泉、赵
华富,２０００:«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７１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历史上,徽商就是通过严格的质量诚信自我约束进而商业成功的范例.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

年间,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徽州商帮在商业组织的行为规范上深受讲求义理的新安理学文化熏陶,新
安理学所提倡的“理欲”“诚信”等道德规范深植于徽商群体的文化基因之中.作为宋明儒学的发祥地,
淳朴深厚、崇尚诚信的徽文化奠定了徽商群体以“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
“以信义服人”“以忠诚立质”等为代表的诚信经营信念①.这种深埋心底的质量诚信意识和道德自律要

求,促使徽州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并且,这种世代传承的质量自觉意识使得徽商群体

整体跨越了短期利益的陷阱,在全国市场赢得了享誉４００余年的质量信誉,奠定了徽商群体在明清中国

持续性的商业成功,为世人留下了诸如汪处士、胡仁之、阮弼、胡开文、朱文炽和胡雪岩等一大批载入史

册的商业巨子.徽商对于产品质量具有严格的道德自律要求,从流传下来的许多商业故事中可见一斑.
据载,胡开文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造出一种墨,在水中可久浸不散.一次一位顾客慕名前来购买此

墨,返回途中墨袋不慎掉入河中,捞起后发现此墨已开始溶化了.顾客去见胡余德,经调查,发现该批墨

锭在生产中未按规定去做,胡余德一面道歉,一面以一袋“苍佩室”名墨相赠.同时告诫所属各店各坊,
立即停售此墨,并高价收回已售出的墨锭予以销毁.而徽屯老街“同德仁”则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
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

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
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

程(赵文斌,２０１４).

３．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

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道德自律特质在制度层面的反映.在质量价值观的体

系建设中,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存在“重道德自律、轻制度他律”的局限性:传统商业组织在质量创新上缺

乏经济激励,在质量监管上缺乏奖惩制度,对于质量创新、质量监管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组织领导

者的自我道德素质.其中,缺乏明确的产品质量规定和质量奖惩措施等正式制度,使质量信息不对称问

题缺乏外部硬约束的“制度他律”.通过对明清和近代以来商会、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档案文献的整理,
我们发现:传统商业组织对于质量问题的规定往往诉诸道德谴责、“罚戏”、“罚酒”等非正式制度的软约

束手段,对于罚款、查封造假设备、销毁假冒伪劣、刑事处罚等正式制度措施则十分鲜见.例如,直到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制药公会的章程详细约定了制药生产的质量要求,如“制药厂应有政府许可执照或注

册证书;制药厂应有相应设备,不可有名无实;制药厂应有专任责任之药师;制品要精,不可粗制滥造;原
料应纯净,非药用原料,决不可掺用作伪;工厂应保持清洁,消毒更宜慎重”,但对于违反这些质量要求会

采取如何明确的质量惩罚措施却并未明确详述(朱英,２００４).
此外,尽管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对于质量道德自律的重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思源;然而

儒家文化中崇尚“中庸之道”、讲求“不患寡而患不均②”的平均主义思想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

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流露出较强的折中主义缺陷.总之,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对于质量道德自律的重

视,一方面锻造了传统中国商业组织较为强烈的质量诚信意识,使生产者具有保障产品质量、实现诚信

经营的较强的质量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对于“制度他律”作用的相对忽视,则又造成了在质量创新上缺乏

经济激励,在质量监管上缺乏奖惩制度,质量发展过于仰赖领导者自我道德素质等局限性.
(三)质量发展方式的经验主义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意识形态部分突出表现为质量群体意识的整体性和质量价值观的

道德自律性.与之相对应,浓厚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色彩则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在质量发展方式

上的主要体现.所谓经验主义,是指以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观察和感觉作为认知基础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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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朱万曙、谢欣,２００５:«徽商精神»,４０－４３页,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自«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即在儒家学者心目中,国家

的稳定,需要实现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孔子认为,就是在产出总量并不丰富情况下的平均主义(即“均贫”),也能实现较为稳定的社会治
理局面.



在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质量发展方式的经验主义表现为质量经验认知的内生性、质量经验积累的保守

性和层累性、质量经验的非透明性等三个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质量发展方式,与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存在较大的差

异.首先,西方文化在宗教和哲学领域有长期的历史传统.在物质生产领域,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
学者们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并将其视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这孕育

了科学思维和理性之光,后世普遍认为“古希腊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故西方质量生产创造充

满了理性精神,注重科学和实验的原则.日本质量文化虽然也有一定的东方智慧、精致、微妙的经验主

义色彩,但其质量文化的外生性和开放性又让其构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经历了文化遗传、文化嫁接和

文化变异等复杂的演化过程(万君宝、汤超义,２０１１).

１．质量经验认知的内生性

中国特有的地理区位、民族特性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且早慧而成熟.早期的石器、陶器、玉器、稻
作、桑蚕、青铜、茶酒等物质生产文化都是中国本土内在生成的.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传统中国的

质量经验认知存在较为明显的内生性:即主要依靠中国文化自身对于质量经验认知的积累,来自于其他

文化圈的交流碰撞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缺乏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传输与交流,中国质量发展方

式的经验主义特征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偏重于对形而下的生产经验、产品质量性状的观察,对于现象

背后的理性解释则较为欠缺.例如,中国古人在对产品的创造和质量改进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时,便将其

归之于“圣人”或“智者”,«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世之,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这种

文化思想可以称之为“圣人作器”的文化观.在各文献中,古人将黄帝视为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的

创造者,将嫘祖称为桑蚕的创造者,仪狄视作酒的创造者,等等.不仅于此,古人还往往依循中国传统

经验主义的文化传统,将“器”本身赋予形式化的解释,将其视为与道二元共生,“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

谓之器”“形乃谓之器①”,甚至直接称为“天下神器②”.遵循这一思维模式,中国古人对于产品质量标

准尽管做出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总结,但对其本身的科学原理却并不清晰.例如,陆羽的«茶经»曾对烹茶

风炉的质量标准做出详细的经验总结,指出该器物须“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圬

墁③”,但对风炉尺寸、工作原理和效能却采用阴阳五行理论进行解释.与中国文化起源于陆地农业文

明较为封闭且对自然依赖较深的状况不同,西方文化发轫于海洋工商业文明,从一开始与自然便处于斗

争的状态,其产品的创造和质量的改进依靠外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欧洲早期的工匠在不同国家之间有

很强的流动性,带动了各国产品质量的进步.

２．质量经验积累的保守性和层累性

中国文化的有很强地内生性,与异质文化的接触相对较少.尽管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文

化曾对于印度佛教文明有过深度吸纳,但这种吸纳多是从精神空间领域进行的,在产品质量方面仅有制

糖等少数领域(季羡林,２００９).并且,传统中国与西域、南洋等地的物质文化交往多为新物种的引进.
这就导致中国产品对外来质量基因吸收较少,长期依赖内生发展,趋向于保守,较少变革精神与好奇精

神,倾向于大批量的制作成品以证明其创造力(雷德侯,２００５).中国质量文化依靠世代内在积累进行质

量改进的特质,突出表现为质量经验积累的保守性和层累性.一方面,这使得中国产品质量稳步改进,
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以瓷器为例,商代工匠已经掌握了生产瓷器的方法,但瓷器质量真正得到提升

是在唐代,出现了品质极佳的青瓷和白瓷,层累性导致宋代瓷器出现大发展,五大官窑和若干民窑构成

了高质量瓷器的生产基地,此后元明清一代有一代之风格,但到了清代中期达到顶峰.印刷术的发展亦

是如此,中国在探索青铜、陶土、竹木、丝织品上的书写和印刷之后,在唐代开始创造雕版印刷、宋代创造

活字印刷,书籍印刷质量大大提升,进而提升了民众的教育质量.瓷器和印刷品的质量中国长期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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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易经系辞下».对于“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形乃谓之器”的哲学解释,可参阅兰甲云,２００８:«周易古礼研究»,
３１０－３１２页,湖南大学出版社.

语出«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对于这句话,可从多种角度进行理解.从知识积累角度,这
句话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超出生产经验性认知之外的量化科学理论的较为浓厚的不可知论.

出自陆羽:«茶经四之器».参见宋一明,２００９:«茶经译注»,４２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占据领导地位,并一度在欧洲引发中国热.但另一方面,质量经验内向、保守的积累方式,会造成质量

经验层累到一定程度后,很难再出现新的革命性突破.这就是李约瑟所提出的天花板困局、高水平停滞

的难题(刘钝、王扬宗,２００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质量文化,虽然日本对其本民族遗传的质量

基因有充分的自信,但却对外来文化一向怀有开放心态,如日本在２０世纪前后吸收意大利、法国生丝加

工的质量经验,迅速占据了国际生丝市场７０％的份额(王翔,２００２),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日本又吸收了

美国的质量文化结合本土文化创造了引领性的日本质量文化.

３．质量经验的非透明性

质量发展方式的经验主义还表现在质量经验的非透明性上.质量经验的非透明性主要表现在内部

质量控制的不透明和外部质量展示的不透明.在中国文化中,质量技术、技艺、标准等一直处于形而下

的经验器具层面,没有上升到科学解释的层面.质量技艺主要靠偶然发现、顿悟等实现,这使得质量创

造有很大的偶然性;质量创造的成果主要在家族、行会等比较封闭的体系内传承,传承体系较为脆弱且

不为外界所知(邢铁,２０００).在中国质量文化的体系中,曾有学者试图对质量的成果固化,但经验主义

的思维导致固化的成果无法获得精确的、定量的、一般性的科学解释.例如,«考工记»记载要制造高质

量产品总的原则为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但在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对制作弓箭的材料角、
干、筋等只有笼统说明在哪个季节取材,但具体怎样判断极其笼统含混.同样,宋代房屋建造工程质量

标准专著«营造法式»长期的流传导致诸多不确定,使得它对于现实实例和应用的参考价值相对减弱,完
全符合该书的范例几乎并不存在(雷德侯,２００５).质量经验的非透明性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质量外部展

示的不透明,中国传统的生产制造商对创造的质量杰作不愿示人也不愿意向外界展示,如西方业界长期

对中国陶瓷和茶叶的质量制作工艺无法窥其门径(袁宣萍、赵丰,２００９;陈椽,２００８).西方质量文化则比

较注重质量透明的重要性,首先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将质量工艺流程明晰化,中世纪时英国、法国等国的

国王便将通过特定工艺特许授权给一定的工艺大师使用,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超过这一期限允许各界

公开使用(邹琳,２０１１).在质量文化的展示方面,从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工商业界便通过集镇、市场等展

示产品质量、推广产品销售(沃勒斯坦,２０１３),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后,从１８５１年起西方各个国家通过博

览会展示产品质量则成为新的外部展示手段(马敏,２０１０).
表２　中国质量发展方式的经验主义特征及其对比分析

文化类型 生成来源 开放度 透明度

中国质量文化 内生 保守 不透明

日本质量文化 内生和外生嫁接 保守基础上的开放 半透明

西方质量文化 外生 开放 透明

　　注:根据前文研究分析进行整理.

(四)质量管理体制的集体主义倾向

质量管理体制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倾向,表现在中国传统的质量生产监管和技艺传承过程

中,个人从事质量生产活动应该从属于社会整体的质量实践活动,个人的质量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

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村落、组织、民族、国家等)牺牲个人的质量需要和目标.质量管理

体制的集体主义特征,典型体现为国家和政权是个人从事质量活动的最高主宰,一旦背离这一准则会受

到道德、舆论法律的惩罚;从事质量活动的个人缺乏独立于集体之外的意义和价值,只得将其自身融入

到集体的质量文化创造之中;国家或集体组织对质量整体状况负责.中国质量文化的这一特征与日本

的团体主义(Groupism)和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国家主导下的质量生产监管体制

与西方质量生产监管体制相比,中国质量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这种主导是

全方位的,涉及到国家生产体制的质量控制、地方生产提升质量的动力、大型国家工程的质量监管等,且
国家来主导的目的在于满足自身高端消费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开支等方面的需求.王毓铨(２０００)认为

中国手工业的生产和质量监管以官工业为主要特征,这在治水传说和制器传说中得到体现,前者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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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共服务建设中进行质量控制,后者依靠国家投入和驱动质量的不断提升.大型建筑工程由国家

主导,动员全国上下力量和资源实现质量突破,长城、大运河等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是中国在单目标

的大型工程和项目能够实现质量卓越的重要原因;官手工业通过食官、征调、徭役等形式从全国搜集技

艺最娴熟的工匠,不计原材料和工时投入的成本,中国目前存世的大量手工业艺术珍品多数是官营手工

业作坊中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其次,国家还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上游产业资源的关键行业的产品质

量统一监管,如从汉代起各朝代对盐、铁、茶、酒等行业实行榷卖制度,采取该制度部分原因是国家担忧

私人买卖会引发质量问题频发(林文勋、黄纯艳,２００３).最后,国家采用建立贡赋制度,将各地方品质最

好最珍贵的产品上供给中央,这客观上带动和刺激区域产品质量提升和地方名品的出现(张仁玺,１９９２;
王馨英,２０１２).西方社会经济中,质量的生产和监管是由私人和市场的力量驱动的,如电灯的发明是爱

迪生私人发现的,其质量不断改进是受市场需求驱动的.日本的质量生产和监管虽然同样强调国家的

作用,但往往采取“官助民办”而非“官督民办”甚至直接官办的方式(梅村又次,１９９８).

２．质量技艺创造传承依靠集体组织

中国传统的生产和质量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家族、比家族更小的家庭组织和更大的宗族集体等均发

挥了重要作用.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２００５)指出,中国文化具有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的现象,余
英时(２００４)则进一步阐明:“中国的文化特色,可以说是在夏、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是一个很长的文化源

流,在这里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主的.”在古代法社会中,
一个家庭、家族、宗族是不同层次的集体,这共同构成了社会集体这一关系网络.与家族相比,家庭属于

较小的组织需要依附一定的家族,而宗族因血缘疏远导致关系紧密性有一定隔阂,因此中国质量文化中

家族主义(Clannism)的特征极其明显.质量依靠以家族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所变化

的.商周时期为工商食官的时代,家族的质量技艺创造依附于官手工业的发展.从春秋战国起,工商食

官的制度被破坏,家族在产品质量提升方面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当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大小工商业

者靠质量卓越成为巨商大贾,司马迁记载于«史记货殖列传»之中.从西汉中期一直到隋唐,家族在政

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质量功能的角色有所下降,但进入宋代后平民家族兴起,家族重新在质量

技艺的创造、传授和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１８世纪以来发生现代转型(冯尔康,２００９).质量技

艺创造的另一集体组织形式是行帮、会馆、会所、公所等商业组织.宋代以后工商业在转型社会生活中

扮演重要角色(斯波义信,２００９),行业组织的出现对质量技艺的培训和传承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全汉升,

２００７).日本质量文化中家族和商业组织同样起到重要作用,但日本家族不是等级式的泯灭个人创造,
日本行会更强调合作共同提升质量;西方质量文化中家族因素相对较弱,而行会更强调为个人质量技艺

创造提供平台.

３．较为缺乏工匠精神

由于中国质量创造的组织体系中,强调个人对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的依附、以业缘为中心的行会的

服从、以家国情怀和尽孝尽忠为中心的国家的服务,导致中国质量文化中对个人质量创造肯定的对象是

自家宗祖、行业祖先和作器圣人,对现世从业工匠的创造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称其劳动成果为“奇技

淫巧”.再者,个体的质量创造得不到肯定,质量技艺一旦成熟之后往往倾向于通过现有模件的重新组

合排列以实现大规模批量复制,且个人的创造往往被吸纳入集体得不到应有的质量激励,这就导致创造

和革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雷德侯,２００５).另外,中国文化还倡导“执中”的理念,«尚书大禹谟»:“维精

维一,允执厥中”,孔子赞赏虞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①”.执中的思想本质上是劝解执政者和民众

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即要走中庸平和的路线,这就导致中国对待质量的态度:差不多的态度,做事不

讲究精确和精准,制造产品质量差不多便可;没有专注的态度,什么能够快速取得成功便生产什么,缺乏

质量方针的长期经营;宽厚容忍的态度,对于质量问题多评论不行动,多道德谴责少建设.相反,西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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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化中特别信奉个体主义的自立、竞争、机会均等、勤奋工作和物质享受等,崇尚革命性的创新,这赋

予了个体从事质量创造的内在动力机制(韦伯,２０１２);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开始着手知识产

权的保护的探索,个体质量创造能够获得稳定可预期的收益,这就设定了质量创造的外在刺激机制.从

事质量创造可以实现个体价值,故西方从事质量生产实践活动的面包师、酿酒师等工匠特别是工艺大师

备受推崇.家族和行会等集体组织虽然同样在日本质量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日本强调个人荣辱集

体共同实现个人和集体价值,如在质量决策中日本强调共同决策、共同负责,重要决策先自下而上后自

下而上.日本岛国文化还孕育了日本精益求精、专注质量的匠人文化传统,培育了数万个靠质量赢得市

场的百年企业.
表３　中国质量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及其对比分析

文化类型 组织特征 质量体制 质量传承 质量决策 个人地位

中国质

量文化
集体主义 国家主导

各种 类 型 的 集 体

组织

委员会、高层决策;自上而下,民

主集中;决策较缓慢且责任不清

一方面个人质量创造被忽

视甚至 否 定,另 一 方 面 忽

视质量追求个人私利

日本质

量文化
团体主义

国家主导下

的团体演化

集体 发 展 中 的 个

人创造,匠人精神

共同决策,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

上;决策慢,执行快;集体负责

个人融入团体质量改进实

现个人发展

西方质

量文化
个体主义 私人主导 大师与工匠

个人决策开始,从上开始,逐级向

下;决策快,执行慢;个人负责

个人质量创造充分鼓励与

保护,进而实现整体利益

　　注:根据前文研究分析进行整理.

(五)小结

前文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在质量群体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发展方式和质量管理体制方面的四个

特质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我们发现,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比,质量群体意识的整体性、质量价

值观的道德自律性、质量发展方式上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质量管理体制上的集体主义倾向是中国传统质

量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点.其中,基于“天人合一”观念而派生的质量整体性思维和渊源于儒家文化

传统的道德自律要求这两者奠定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以内向、保守、不
透明性为特征的神秘主义质量文化和以自上而下、国家主导为特征的集体主义体制,则是中国传统质量

文化中“形上之道”在质量发展方式、质量演化路径和质量管理体制等“形下之器”上的反映.对此,图２
进行了逻辑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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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主要特质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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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四大特质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相比,中国传统质量文化既具有突出的优势,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中,质量群体意识上重视质量功

能的整体改进、质量价值观中强烈的道德自律要求、质量发展方式中质量经验的层累式积累、质量管理

体制中国家主导型的质量监管体制都是传统质量文化留给当代中国的优势文化资源;然而,欠缺量化分

析的质量创新精神、“制度他律”意识的薄弱、开放性和透明性质量文化的缺乏以及工匠传统的相对缺

失,则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对当代中国质量创新的制约性短板.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中的优势和不足,
表４进行了概括.

表４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优势和不足

分析单元 优势资源 不足之处

质量群体意识 重视质量功能整体改进 欠缺量化分析的质量创新精神

质量价值观 强烈的道德自律要求 “制度他律”意识薄弱

质量发展方式 质量经验的层累式积累 缺乏开发性、透明性质量文化

质量管理体制 国家主导型的质量监管体制 工匠传统的相对缺失

　　注:根据前文研究分析进行整理.

三、历史启示

本研究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特质进行了梳理、凝练和概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即质量群体意

识的整体性和系统化的思维模式、质量价值观的道德自律和内在约束倾向、质量发展方式呈现的经验主

义色彩以及质量管理体制的集体主义传统.这四个方面的根本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气质

与禀赋,不仅使之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质量文化迥然有别,而且也与同处东方文化圈的日本质量文化

形近却旨趣甚远.本研究在对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基因纵向深入开掘的同时,由横向对中国与西方、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质量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力求在历史厚度的基础上拓展视野的广度,以立体而

非扁平的方式呈现差异与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大质量思维的体现与实际应用.
文化研究的落脚点之一在于对其历史持续性影响的解读.那么,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上述特质对

于中国产品质量的发展、创新及其管理体制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从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历史启示?
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

第一,质量群体意识的整体性形成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对于质量发展的综合观,构建了当代中国企

业质量创新行为内在的文化基因.无论是“三才”思想还是«考工记»等传统质量典籍中对于“天时、地
气、材美、工巧”等多维质量目标的阐释,都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于产品质量功能系统性水平的重要追求.
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这种特质,使得中国企业的质量创新行为往往不仅从企业内部质量缺陷管理、质量

成本最小化控制的单一维度出发,而是围绕多元化、差异化和体验性的市场需求追求产品质量价值的最

大化(李唐等,２０１５).尤其在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劳动力“人口红利”趋于衰减的今天,许多优秀的中国

企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对冲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实现经济收益的逆势上扬,所依靠的正是中国质量文化

中对于质量发展整体性追求的文化积淀.例如,华为之所以能在强手如林、竞争压力巨大的通信设备领

域,在短短２０年间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本土通信设备生产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通信业巨

头,所依赖的不仅是对于研发创新的重视,还有对于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使用体验与服务质量的持续

性改进等.正是在以客户体验为中心的综合性质量价值的全面提升中,华为的市场竞争优势得到了确

立与巩固.
第二,对于质量价值观中道德自律性的重视,既是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重要资产,也是当代中国企

业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势文化资源.质量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本身难以克服的重要问题,“优质优

价”的市场定价机制之所以会有时失灵,其关键的原因在于消费者无法清晰、准确地识别产品的质量信

号(程虹,２０１４).尤其对于“制度他律”传统相对缺乏的中国而言,外部有效的第三方质量信号尚未真正

建立,在此条件下企业自身的市场信誉以及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同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构建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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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的质量信号,重视道德自律的文化约束、形成企业组织各成员普遍遵循的“质量自觉”意识,对于企

业质量信用的积累和品牌价值的锻造均属必要.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基业常青,所依靠

的就是对于道德自律性的持续重视.例如,同仁堂作为一家历经３００余年风雨的老字号国药企业,其在商

业上的长期成功与其对于“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道德精神追求息息相关.
第三,积极建设质量服务的第三方市场机构,弥补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制约性短板,是新形势下加

快我国质量强国建设必要的发展方向.通过本文对于中国传统质量文化主要特质的理论探讨,我们发

现:中国的质量监管体制具有国家主导的典型特征,并且质量发展的经验主义色彩也较为浓厚,这在一

定程度上致使中国质量标准、检验、认证、认可等面向市场的第三方质量中介机构的历史发展缺乏丰厚

的文化土壤.然而,建设多元化、面向市场充分竞争的第三方质量服务主体,又是解决质量信息不对称

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打破对于中国传统质量文化在部分制约性因素上的“路径依赖”,积极推动

质量标准、检验、认证、认可等市场化质量服务组织的发育.例如,我国应在限定政府强制标准的基础

上,大力鼓励企业联盟、社会组织和各类社团参与和发布自己的标准,使企业通过在其产品上标注团体

标准标识,向市场传递产品在安全、性能、功能等质量的某些方面比仅达到政府强制标准的产品要更高

的质量信号,推动“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真正确立.同时,我国应加快原本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检验、认
证和认可等质量技术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家层面有效推动质量技术机构的资源整合,打造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的质量服务集团(程虹等,２０１３).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全球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节点.在全球化浪潮面前,保持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不仅在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通过微观产品质量创新实现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则更为重要.
质量文化是质量创新的基础.我们应清晰认识中国传统质量文化的优势和不足,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其

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应更为积极地借鉴与吸收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质量文化上的独到

之处.打造“属于中国、属于当代”的质量文化传统,为中国的质量创新奠定丰厚的文化土壤,是每一位

中国质量文化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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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和饮食知识在提高中国饮食质量方面的作用∗

[日]下川哲

摘　要:１９９０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肥胖率迅速上升,现今已是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肥胖

人数的增加会导致与饮食相关的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同时也会使得相关的经济、社会成本

大幅增加.因此,阻止和缓解中国的肥胖问题十分关键.作为潜在的政策渠道,论文的研究中

心是食品价格和饮食知识在引导人们更加健康地饮食方面的作用.文章发现肥胖人群更易受

食品价格和收入变化的影响.同时,猪肉和油价上涨对饮食质量的不良影响,对有着较多膳食

知识的人群来说会更小一些.这表明食品价格政策在肥胖人群中会更有效,饮食教育可以减

小猪肉和油价上涨对中国饮食质量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文章也表明在评估食品价格政策对饮

食质量影响时考虑食物群中替代品的重要性.
关键词:饮食知识;饮食质量;食品价格;营养;中国

一、引言

因为超重及肥胖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BhattacharyaandSood,２０１１;WHO,２０１０),所
以这两种疾病患病率急剧上升的现象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受关注.而中国则因其快速的经济和营养转型

以及庞大的人口数量,已成为该方面研究的理想案例.尽管中国的超重及肥胖患病率比西方很多国家

都低(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但中国超重及肥胖人口数目已位居世界首位———截止到２０１３年,中国已

有大约２７７亿成年人体重超重(体质指数 (BMI)≥２５).此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超重

率和肥胖率一直在迅速上升.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年龄在２０到６０之间的成年人中,
超重(BMI≥２５)患病率从１９８９年的８７％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４１％;肥胖(BMI≥３０)患病率从１９８９
年的０４％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５４％(见图１).尽管城市患病率比农村略高,但两地患病率均呈持续快

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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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构图数据来自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图１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中国成年人(２０~６０岁)中超重与肥胖现象的发生率

６１
∗下川哲,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sshimokawa２９５＠gmail．com.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同时,如果我们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其实肥胖是可以预防的.尽管有

众多的策略可以预防和缓解肥胖,但本论文探究的中心是食品价格政策在改善人们的饮食量和饮食质

量方面的潜力.通过运用食品价格弹性指数(Andreyevaetal．,２０１０;Gallet,２０１０),食品价格对食品

需求的影响以及中国的食品需求价格弹性和食品交叉价格弹性均得到了深入广泛的研究(Chenetal．,

２０１４;Ortegaetal．,２００９;ZhuangandAbbott,２００７;FangandBeghin,２００２;Zhangetal．,２００１;

Shonoetal．,２０００).例如,Chenetal．(２０１４)就做了６７份评估中国家禽的食物需求价格弹性的研究,
其弹性估值范围在－２．０５１和０．９３０之间,平均值为－０．６６７,标准差为０．４５１.但是之前的这些研究多

以预测一般人口食物需求为重心,极少调查肥胖人群以及研究如何提高他们的饮食质量.
通过使用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６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个人层面的面板数据,本论文主要研究食品价格如

何影响营养摄入和饮食质量,以及食品价格在拥有不同体质指数和初始膳食知识的人群层级中发挥的

影响各是如何.至于结果变量,我们选取了能量摄入和饮食质量,而不是某一类别食物的消耗.这是因

为很难下定论说某一特定的食物种类就是造成肥胖的关键原因.而且通过获取不同食物类别中的替代

品,营养摄入和饮食质量可以衡量食品价格变化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具体来说,我们针对如下两个问题

进行了调查:①食品价格弹性在健康人群和肥胖人群之间是否有差别;②食品价格弹性的不同是否取决

于人们在健康膳食方面的初始知识储量的高低.
本论文的剩余部分结构是这样的.第二部分综述了中国食品价格和食品消费趋势;第三部分展示

了我们用于实证分析和描述分析的数据;第四部分描述了我们的估算策略;第五部分报告了估计结果;
第六部分通过讨论食品价格政策作为抗击肥胖措施的潜力来总结.

二、中国食品价格与消费趋势

(一)中国实际食品价格趋势

这一部分主要体现过去２０年间实际食品价格的变化.图２中所显示的是:粮食、油脂、肉禽及肉制

品、蔬菜、新鲜水果和果干、蛋糕以及饼干面包这六类食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实际价格变化趋势.数

据来自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的中国统计年鉴(CSY).其中果干和新鲜水果以及蔬菜的数据从１９９４年才开

始记录在案.我们将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版(CSY)中１９８９到２０１１年的名义价格指数(１９９８年为１００)换算

成了实际价格指数.在此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同期的 GDP平减指数.于是乎,我们将１９９８年作为基准

年,从而得出一系列的实际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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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构图数据来自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２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中国食物群价格指数(１９９８＝１００)

　　总体来说,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实际食品价格有着相似的变化趋势.蔬菜价格在过去的２０年(１９８９
－２０１１)中涨幅最为明显,城市地区上涨８６％,农村地区上涨１１５％.同样,自２００６年以来,肉类食品的

价格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均快速上涨,涨幅分别达到４２％和３７％,而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却呈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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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下降１９％,农村地区１７％).新鲜水果与果干的价格也呈现出了相似的变化,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有所下降(城市地区下降１９％,农村下降１６％),并在２００５年后迅速增长(城市地区上涨３３％,农
村４０％).相比之下,油脂、蛋糕饼干以及面包的实际价格自１９９８年后开始下降.油脂价格自１９９５年

来呈缓慢下降态势(城市地区下降１７％,农村２３％),并于１９９８年后在６类食物中出现最大降幅.粮食

的实际价格则相对稳定,１９９８年后只增长了７％.原因可能是自１９８８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对粮食市

场进行调控,从而减轻了因政府采购和城市配给机制的逐渐禁止所带来的影响.
(二)中国的食品消费趋势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年间,食品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援引自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版(CSY),图３反

映了人们对粮食、蔬菜、清真肉类、鸡肉、鸡蛋这５种食物每年消费量的变化趋势.粮食与蔬菜消费在城

市和农村地区均有所下降.较之蔬菜的消费(下降２３％~３３％),粮食消费的降幅更大(３５％~４０％).
而城市与农村地区主要的不同便是,在农村地区,粮食的消费量远高于蔬菜的消费量;而在城市地区,蔬
菜的消费量则较高于粮食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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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构图数据来自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３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中国年度食物群消耗量

　　相比之下,清真肉类、鸡肉、鸡蛋的消费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有所增长.城市地区为５９％,而农

村地区增长更大,为１１２％.所以尽管在１９８９年城市地区的清真肉类消费量几乎为农村地区的两倍,
到２０００年以后,农村地区的消费量基本与城市地区持平.城市地区肉类消费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鸡肉消

费的增长;而农村地区肉类消费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除鸡肉以外其他肉类消费的增长(例如猪肉).鸡蛋

的消费量在城市地区增长了４４％,农村地区则为１２４％.同样的,城市地区鸡肉与鸡蛋的消费量是农村

地区的两倍之多.
总而言之,尽管食物价格与消费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影响食物消费的因素却不只是价格,它还包

括许多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收入和消费偏好.同样的,对于不同种类的食品而言,他们的价格与

消费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例如,蔬菜的消费随着蔬菜价格的上升而减少;然而当肉类价格上升时,其消

费也随着增加.为了进一步探究此种关系,下文将继续分析消费个体层面的面板数据.

三、数据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

本文采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２００４－２００６)”的数据.我们抽样调查了包括３４８４名２０岁到

６０岁不等的成年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分析所需的所有数据.尽管我们在描述性分析中用到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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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但由于我们的回归模型中含有第一差分模型和滞后变量,因此回归分析中的观测数据仅仅占整

个样本的一半.
我们用到了两种结果变量:营养素摄取和膳食质量.营养素摄取方面主要衡量的是个人所摄取的

总热量和三大常量营养素总量(碳水化合物(g),脂肪(g)以及蛋白质(g)).通过统计三天内的平均食

物摄取数据并对照“中国食物成分表(２００４)”,我们可以得出个人的营养素摄取情况.为了衡量膳食质

量,我们利用个人三天内平均食物摄取量构建了健康饮食指数(HEI－ch).借鉴Guentheretal．(２００７)
和Shimokawa(２０１３)的做法,我们将衡量蔬果、牛奶及奶制品摄入量的单位定为每含１０００卡路里所需

的杯数(每杯食物重量为２４５g);相似的,谷物、肉类和大豆的重量单位为盎司;油类的重量单位则为克;
而脂肪和SoFAS(固体脂肪、酒类和糖类)的计量单位则定为其所占卡路里总量的百分比.固体脂肪总

量是通过将脂肪总量减去液体脂肪(即从油类中摄取的脂肪)的总量计算得出的大致数据.各种成分的

数值是运用以下截断点计算出来的:水果(若≥０８则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蔬菜(若≥１１则

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牛奶和奶制品(若≥１３则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谷物(若≥
３０则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肉类和豆制品(若≥２５则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油类

(若≥１２则取最大值,若为０则取最小值),脂肪总量(若≤３０％则取最大值,若≥４５％则取最小值),以
及SoFAS(若≤２０％则取最大值,若≥５０％则取最小值).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构建和 HEI－２００５完全相同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健
康饮食指数(HEI－ch)没有将含钠的成分包括在内.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最可行的膳食质量衡量

标准之一.健康饮食指数(HEI－ch)由以下八种要素组成:水果总量(１０分);蔬菜总量(１０分);谷物总

量(１０分);牛奶和奶制品(１０分);肉类和豆制品(１０分);油类(１０分);从脂肪总量中摄取的热量所占份

额(１０分);从固体脂肪、酒类和糖类(所谓的SoFAS)中摄取的热量份额(２０分).通过将这８种成分的

得分相加,我们得到了一个范围在０到９０之间的数值,即 HEI－ch指数.
我们采用的关键独立变量是七种不同食物的价格(谷类、猪肉、鸡肉、大豆、蔬菜、鸡蛋和油类),并且

在社区收集到了自由市场上的价格(２００６,元).另一个关键变量是饮食知识.为了衡量这一变量,我们

借鉴了下川町(２０１３)的做法,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附录１)中得到的九个饮食相关问题的调查

结果,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数.这些问题中每一题都有“同意”“不同意”和“不确定”三个备选项,而基于世

界卫生组织１９９８年的标准,我们确立了一个计分指标,将每一个正确回答计为１分,错误回答计－１
分,对于选择“不确定”的计０分.我们将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运用到了２００４到２００６年间的九种指标

中,首先计算前三种指标的主成分因子的平均值,然后将这个平均值作为综合的膳食知识指数(DKI).
«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也将大量社会经济学因素考虑在内.我们的样本包括人均家庭总

收入(２００６,元)、年龄、人口、家庭成员年龄构成、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以及居住地(城市

和省份).
(二)描述性分析

表１展示了我们的分析样本中关键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在个体样本中,平均每天摄入的总热

量是２３３４７千卡,脂肪热量占总热量３０１％,比所建议的水平(３０％)稍高.调查群体中有３０６％的人

超重或者过度肥胖(BMI≥２５),４４％的人过度肥胖(BMI≥３０).膳食知识指数从－３０５到０７２不

等,平均数为００５１,标准差为０５４５.HEI范围在１４到８０之间,平均数为４９３,标准差为１００.
另外,表格１中的列２和列３数据反应的是肥胖患者与非肥胖患者明显的饮食差异,列４数据测试

两组人群间细微的饮食差别.数据表明,虽然两组人群总热量摄入量相近,但肥胖患者摄入食物的脂肪

含量为３１７％,明显高于非肥胖患者的２９５％,前者的健康饮食指数(HEI),即饮食质量值为４８７,低
于后者的４９６.但肥胖患者的膳食知识指数(DKI),即饮食知识掌握程度为０１０、平均每户收入水平

８６４２元,均高于非肥胖患者的００３和７８６３元;肥胖患者购买的谷类和鸡肉价格大大低于非肥胖者的

购买价格.根据以上对比,很明显得出,掌握良好的饮食知识并不会导致健康饮食,而较高的收入与较

低的食物价格才可能是导致肥胖患者不健康饮食的关键.文章下一部分将展开回归分析,从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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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统计总结

全部(１) 非超重
[BMI＜２５](２)

超重
[BMI≥(３)２５](３) 测试不同(４)

观测样本数量 ３４８４ ２４１８ １０６６ H０:(２)＝ (３)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H１:(２)≠ (３)

营养成分

摄入

总热量摄入 ２３３４．７ ７１２．５ ２３２９．０ ７１９．７ ２３５２．６ ６８９．５
脂肪热量率 ３０．１％ １１．２％ ２９．５％ １１．２％ ３１．７％ １０．９％ ∗∗∗

碳水化合物卡路里率 ５６．６％ １１．８％ ５７．２％ １１．９％ ５５．１％ １１．５％ ∗∗∗
蛋白质卡路里率 １３．３％ ４．９％ １３．３％ ５．０％ １３．３％ ４．８％

膳食知识指数 ０．０５１ ０．５４５ ０．０３０ ０．５５３ ０．１０１ ０．５３３ ∗∗∗
健康饮食指数 ４９．３ １０．０ ４９．６ １０．０ ４８．７ １０．１ ∗∗
超重(１＝是,０＝否) ３０．６％ ４６．１％ － － － －
肥胖(１＝是,０＝否) ４．４％ ２０．６％ ０．０％ ０．０％ １４．５％ ３５．２％
女性(１＝是,０＝否) ５１．６％ ５０．０％ ５１．３％ ５０．０％ ５４．０％ ４９．９％
当年年龄 ４４．８ ９．３ ４４．３ ９．５ ４６．３ ８．４ ∗∗∗
平均收入(２００６,元) ８０６１．６ ８６０２．１ ７８６３．６ ８７２９．０ ８６４２．８ ８３０８．９ ∗∗
家庭规模(人) ３．８ １．４ ３．９ １．４ ３．７ １．３ ∗∗∗

食品价格

(２００６,元/
每公斤)

谷物 １．１ ０．２ １．１ ０．２ １．１ ０．３
猪肉 ６．０ １．３ ６．０ １．３ ６．０ １．２
鸡肉 ６．２ ２．７ ６．４ ２．７ ５．９ ２．６ ∗∗∗
豆类 １．１ ０．５ １．１ ０．５ １．１ ０．６
蔬菜 １．０ ４．５ １．１ ４．９ ０．９ ２．５
鸡蛋 ３．１ １．１ ３．１ １．２ ３．０ １．１
油 ４．４ １．８ ４．３ １．７ ４．５ ２．１ ∗∗

省份

黑龙江 １０．６％ ３０．７％ １０．８％ ３１．０％ １１．３％ ３１．６％
江苏 １６．７％ ３７．３％ １６．６％ ３７．２％ １７．１％ ３７．７％
山东 １０．０％ ３０．１％ ７．４％ ２６．２％ １６．６％ ３７．２％ ∗∗∗
河南 ８．５％ ２７．９％ ７．６％ ２６．５％ ８．９％ ２８．５％
湖北 １７．１％ ３７．７％ １７．２％ ３７．８％ １５．７％ ３６．４％
湖南 １０．９％ ３１．２％ １１．５％ ３１．９％ １０．６％ ３０．８％
广西 ７．０％ ２５．５％ ８．５％ ２７．８％ ２．９％ １６．９％ ∗∗∗
贵州 １５．７％ ３６．４％ １７．９％ ３８．３％ １１．２％ ３１．５％ ∗∗∗

　　注:∗∗∗、∗∗、∗指估值分别在１％、５％、１０％层级上具有数据显著差异.

确定营养摄入、食物价格、肥胖患者生活水平以及膳食知识水平之间的定量关系.

四、估算策略

为估算营养摄入的价格弹性,本文先从此及基本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ln(Nihvt)＝α＋λN,FPln(FPvt)＋αXXihvt＋αi＋εihvt (１)

ln(Nihvt)是个量i在时间点t的营养摄入量的对数;社区v,在时间t下,ln(FPvt)则是七类食物

(谷物类、豆类、猪肉、鸡肉、蔬菜和油类)对数的向量.Xihvt是个体、家庭和社区特性的向量,该参数影响

个人营养的摄入.αi 是视时间为常数时所忽略的因素,εihvt是剩余误差.λN,FP 测量营养摄入量的食物

价格弹性,这个是本文的重点.若被忽略的因素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λN,FP 的结

果便是一个无偏差的估计值.然而,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无偏估计值并非毫无偏差,此处有实际

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αit所产生的数据中可能包括个人的饮食偏好两年多都丝毫不变的情况,
这可能影响其营养摄入,这种情况将会使得实际存在的可变偏差被忽略掉.

因此,本文将采用有别于第一种的模型来控制在时间为常数时所被忽略的因素.方程式(１)转换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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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Δln(Nihvt)＝α＋λN,FPΔln(FPvt)＋αXΔXihvt＋Δμit＋Δμht＋Δuvt＋Δvihvt (２)
在时间段t－１到t中,Δln(Nihvt)是个量i对应营养摄入量的对数变动量.在社区v,在时间段

t－１到t中,Δln(FPvt)则是七类食物群对数的变动量向量.ΔXihvt是在其他常数时间下个体、家庭和

社区团体饮食特点的变动量向量,该特点可能影响个体营养摄入.Δμit、Δμht和Δuvt反映出营养要求变

动量,该变动量反映的是在时间变量被忽略条件下,三者分别对应特定的对象即单个个体、单个家庭或

单个社区团体.Δvihvt是剩余误差差分.为减少这些剩余的被忽略时间变量Δμit、Δμht和Δuvt造成的误

差,本文使用最初级阶段的个体、家庭和社区团体的饮食特点替代这些被忽略因素———性别和年龄为虚

拟变量,在t－１(Ait－１)点代替个人特定的营养需求量,以家庭主要特点和家庭人口统计为变量,在t－１
(Sht－１)点代替家庭特定的营养需求量,并以居民住地为虚拟变量,在t－１(Rvt－１)点代替社区团体所

特定的营养需求量.又因为性别和年龄是可控因素,所以Nihvt营养摄入量无须在性别和年龄的营养需

求因素上再次规范.方程式(２)可等价于:

Δln(Nihvt)＝α＋λN,FΔln(FPct)＋αXΔXihvt＋αAAit－１＋αSSht－１＋αRRvt－１＋Δvihvt (３)
根据方程式(３)中的可控变量ΔXihvt,变量可归入ln(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中.又根据此方程式中

的替代量,得出以下在２００４年测出的变量:初级分析所得出的营养摄入量、女性虚拟变量、多年的年龄

变量(二次型)、ln(家庭规模)、单个家庭不同年龄群的比重(２~５岁,６~１１岁,１２~１７岁,１８~２４岁,

２５~５９岁,６０岁以上)、中学或高中教育程度、家庭主要特点(性别、年龄、初中或高中教育程度).我们

还综合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月调查结果中的哑变量,从而降低食物需求的季节性差异.
为估测饮食质量的食物价格弹性,我们将方程式(１)和(３)中的ln(Nihvt)替代为健康饮食指数的对

数ln(HEIit).

五、评估结果

(一)对营养摄入的影响

表２~４显示了通过指定方程(１)和(３)所得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估值.我们首先给出了一个完整

的样本结果(如表２所示),第二步,我们根据体重指数将样本分成两个次级样本———健康体重(１８．５⩾
体重指数＜２５)和超重(２５⩽体重指数)———并且得出每个次级样本的弹性估值(如表３所示).最后,我
们根据DKI水平将样本分成两个次级样本———高DKI (DKI⩾DKI 中值)和低DKI (DKI ＜DKI
中值)———并且得出每个次级样本的弹性估值(如表４所示).总体上来说,我们发现弹性估值在第一差

分模型的量值比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中更小,这意味着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值可能存在潜在偏差.
因此,此后,我们将注重第一差分模型的结果.

由表２可知,对于谷物、蔬菜和鸡蛋来说,其价格弹性与人们卡路里摄入总量呈显著负相关;而
对于豆类和油来说,其价格弹性与人们卡路里摄入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谷物、豆类和蔬菜的价格对

人们卡路里摄入总量的影响归因于它们对人们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摄入量的影响.相比之下,鸡蛋

和食用油价格对人们卡路里摄入总量的影响归因于它们对人们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的影响.在食

物群中,谷物价格对人们卡路里、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摄入总量的影响最大;而鸡蛋价格对脂肪摄入

量的影响最大.例如,谷物价格增加１％,人们摄入的总热量就下降０１１％,而鸡蛋价格增加１％,人
们脂肪摄入量就下降００９％.

由表３可知,超重的人对于除了蔬菜以外的食品价格以及收入的变化更为敏感.例如,谷物价格增

加１％,超重人群的总热量摄入总量就下降０１７％,而健康体重人群则下降００９％.同样地,鸡蛋价格

增加１％,超重人群脂肪摄入量减少０１２％,而健康体重人群则下降００８％.相比之下,蔬菜价格增加

１％,健康体重人群总热量摄入总量减少００３％,对于超重人群来说,则无明显影响.此外,收入弹性

与营养摄入量是呈正相关的,并且超重人群比健康体重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例如,人均收入增加

１％,超重人群卡路里摄入总量增加００４％,而健康体重人群则增加００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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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营养素摄取中的食品价格以及收入弹性

因变量

ln(总热量) ln(碳水化合物) ln(脂肪) ln(蛋白质)

普通最小二乘法

ln(谷物价格) －０．１８７∗∗∗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３∗∗∗

ln(猪肉价格)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５

ln(鸡肉价格)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ln(豆类价格)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５∗∗∗

ln(蔬菜价格)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ln(鸡蛋价格)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０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８∗∗∗

ln(平均每人所得)

ln(pc收入)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２∗∗∗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２１４ ０．３１１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３

观测值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个体水平一阶差分

ln(谷物价格)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７∗∗

ln(猪肉价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ln(鸡肉价格)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ln(豆类价格)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９∗∗∗

ln(蔬菜价格)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ln(鸡蛋价格)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５∗∗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６∗∗∗

ln(人均收入)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４２９ ０．４４３ ０．３７８ ０．４８１

观测值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１７４２
　　注:∗∗∗、∗∗、∗指估值分别在１％、５％、１０％层别上具有数据显著差异.

　　由表４可知,具有高膳食知识(高DKI)的人群对豆类以外的食品价格变化十分敏感,而对收入变化

的敏感度则较弱.例如,谷物价格增加１％,高膳食知识人群总热量摄入下降０１５％,而低膳食知识人

群则下降００７％.同样地,鸡蛋价格增加１％,高膳食知识人群脂肪摄入量下降０１１％,而低膳食知识

人群则下降００７％.相比之下,豆类价格增加１％,低膳食知识人群总热量摄入增加００６％,而高膳食

知识人群则只增加００３％.此外,收入弹性与所有营养的摄入是呈正相关的,并且低膳食知识人群比

高膳食知识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例如,人均收入增加１％,低膳食知识人群总热量摄入增加００３０％,
而高膳食知识人群则增加００１７％.

(二)对饮食质量的影响

表５显示了通过指定方程(３)所得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估值,此处 Δln(Nihvt)被替换成 Δln
(HEIit).总体上来说,我们发现,猪肉和食用油价增加会导致饮食质量下降,而其他食物群的价格增

加则会提高饮食质量.在食物群中,猪肉价格所造成的影响最大(－０．０４１),而其他食物群造成的影响

则相似,影响值固定在同一区间内(从００１６到００２６).例如,猪肉价格增加１％,健康饮食指数(HEI
－ch)下降００４１％;然而鸡肉价格增加１％,健康饮食指数(HEI－ch)则上升００２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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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健康体重人群及超重人群中营养摄取的食品价格以及收入弹性

健康体重(１８．５＜BMI＜２５)

ln
(总热量)

ln
(碳水化合物)

ln
(脂肪)

ln
(蛋白质)

超重(BMI＞＝２５)

ln
(总热量)

ln
(碳水化合物)

ln
(脂肪)

ln
(蛋白质)

普通最小二乘法

ln(谷物价格) －０．２１１∗∗∗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５∗∗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７∗∗

ln(猪肉价格)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３

ln(鸡肉价格)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

ln(豆类价格) －０．１１９∗∗∗ －０．１７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８

ln(蔬菜价格)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ln(鸡蛋价格)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６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５ ０．１８０∗∗∗

ln(人均收入)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２∗∗∗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２４４ ０．３６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３
观测值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个体水平一阶差分

ln(谷物价格)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８∗∗

ln(猪肉价格)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８

ln(鸡肉价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９

ln(豆类价格)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ln(蔬菜价格)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ln(鸡蛋价格)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７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８∗∗

ln(人均收入)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４∗∗∗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４４２ ０．４５２ ０．３９３ ０．４８７ ０．４７７ ０．４８３ ０．４５８ ０．５４２
观测值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５０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５２５
　　注:∗∗∗、∗∗、∗指估值分别在１％、５％、１０％层别上具有数据显著差异.

　　因为这些信号明显违反常理,所以我们进一步调查了猪肉和食用油的需求价格弹性为负以及蔬菜

的需求价格弹性为正的原因.我们本以为猪肉和食用油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其消费的下降,从而提升饮

食质量(需求价格弹性为正);相应的,蔬菜价格的上涨会减少蔬菜消费,从而导致饮食质量的下降(需求

价格弹性为负).我们发现猪肉和食用油价格不同寻常的需求价格弹性能用对水果消费的负交叉价格

影响来解释.更准确一点说就是尽管猪肉和食用油价格上涨,人们也不会改变对它们的消费,而超出的

这部分支出可以从减少水果消费中得来.所以,猪肉和食用油价格与水果消费指数(健康饮食指数中的

一个要素)呈显著的负相关.猪肉价格上涨１％,水果消费分数就下降０５６个点;食用油价格上涨１％,
水果消费分数就下降０７０个点.从另一方面来说,蔬菜的需求价格弹性的正相关可以由食用油消费的

负面交叉需求价格影响来解释.我们发现蔬菜价格每增长１％,整体食用油摄入(克/每千卡)就会下降

０７９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菜中蔬菜经常需要用很多油来烹饪,因而蔬菜消费减少后,食用油消费也

会相应减少.
我们也发现,超重人群与健康体重人群相比,其饮食质量更受食物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猪肉价

格每增长１％,超重人群健康饮食指数就下降００７７％,而健康体重人群该指数仅下降００３１％.类似

的,鸡肉价格每增长１％,超重人群健康饮食指数就增加００６８％,然而健康体重人群所受影响并不显

著.这些发现表明食物价格政策在提升超重人群饮食质量上比健康体重人群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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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从膳食知识水平层面研究营养素摄取的食品价格以及收入弹性

高膳食知识水平

ln
(总热量)

ln(碳水
化合物)

ln
(脂肪)

ln
(蛋白质)

低膳食知识水平

ln
(总热量)

ln(碳水
化合物)

ln
(脂肪)

ln
(蛋白质)

普通最小二乘法

ln(谷物价格)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２∗∗∗ －０．２４４∗∗∗ －０．３２９∗∗∗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７∗∗

ln(猪肉价格)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９

ln(鸡肉价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１

ln(豆类价格)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６

ln(蔬菜价格)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ln(鸡蛋价格)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ln(食用油价格)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ln(人均收入)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５∗∗∗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２２１ ０．２９３ ０．１６４ ０．２２ ０．２３９ ０．３４９ ０．２５６ ０．２０９
观测值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５８ ８５８ ８５８ ８９７
个体水平一阶差分

ln(谷物价格)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ln(猪肉价格)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ln(鸡肉价格)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ln(豆类价格)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５∗∗∗

ln(蔬菜价格)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ln(鸡蛋价格)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５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ln(人均收入)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９∗∗∗

其他控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决定系数 ０．４４４ ０．４９８３ ０．３９４ ０．４７４ ０．４２８ ０．４１６ ０．３９３ ０．５０３
观测值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８４ ８５８ ８５８ ８５８ ８９７
　　注:∗∗∗、∗∗、∗指估值分别在１％、５％、１０％级别上具有数据显著差异.

表５　从健康饮食指数层面研究食品价格以及收入弹性(HEI－ch)

因变量＝健康饮食指数

全部(１)
参考BMI

健康体重(２) 超重(３)
参考膳食知识指数(DKI)
高DKI(４) 低DKI(５)

个体水平一阶差分

ln(谷物价格)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８
ln(猪肉价格)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

ln(鸡肉价格)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ln(大豆价格)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ln(蔬菜价格)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ln(鸡蛋价格)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
ln(食用油价格)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ln(人均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其他控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决定系数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９
观测值 １７４２ １１５０ ５２５ ８８４ ８５８

　　注:∗∗∗、∗∗、∗指估值分别在１％、５％、１０％级别上具有数据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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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发现食物价格对饮食质量的影响随着最初的膳食知识层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鸡肉、蔬
菜和鸡蛋价格对饮食质量的显著影响只对高膳食知识人群有效.另外,猪肉、豆类、食用油价格对饮食

质量的显著影响只在低膳食知识人群中体现.例如,猪肉价格每上涨１％,低膳食知识人群的健康饮食

指数就下降００４２％,而高膳食知识人群几乎不受显著影响.相比较而言,鸡肉价格每增长１％,高膳食

知识人群的健康饮食指数就上升００５６％,而对低膳食知识人群影响较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猪肉和

食用油价格只对低膳食知识人群产生的显著负面影响,可能暗示这些人更可能在上面所说两种产品价

格上涨时,减少水果消费.

六、结论

本文结果显示,食品价格与收入的变化对超重人群的影响大于健康体重人群,且食品价格上涨对高

膳食知识人群的饮食质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小于低膳食知识人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猪肉与食用

油价格上涨对超重人群以及低膳食知识人群的饮食水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更大.相比之下,鸡肉、蔬
菜与蛋类价格上涨对高膳食知识人群的积极影响则更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低膳食知识人群的

营养摄取对其收入变化更为敏感.
根据发现,食品政策对超重人群的作用比健康体重人群要更大.此项结果也表明,在评价食品价格

政策对饮食质量的影响时,要注重考虑食品群间的相互替代.例如,当猪肉价格上涨猪肉消费成本增加

时,此时人们不仅会减少猪肉消费,还可能减少其他食物群(如水果、蔬菜)的消费,另外,若想将猪肉消

费的下降控制在最小,猪肉价格的上涨就可能更多地导致水果消费的减少而非猪肉消费的减少,而这又

将导致饮食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此外,结果也暗示了饮食教育能够减弱猪肉和食用油价格增长、收入等

因素对营养摄取和饮食水平产生的不良影响.
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尽全力控制内生性因素对预估的影响,但如果给定数据,上述结论中还

是存在内生性问题.除此之外,我们的发现还是有建设性的(并非结论性的),因为它阐明了中国食品价

格政策用于预防与控制肥胖现象的可能性.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特定食物种类(如
猪肉)的偏好并不相同,因而我们的结果不能照搬于其他国家.

附录１　构建膳食知识指数的问题

声　明

对于以下表述,您是强烈同意、某种程度上同意还是反对抑或是强烈反对呢?
∗ 请注意:以下问题不是询问您的实际饮食习惯.

１强烈反对

２反对

３中立

４赞同

５强烈赞同

９不了解

１ 选择含有大量鲜果与蔬菜的膳食方式有益人体健康

２ 食用大量的糖有益人体健康

３ 多元化的膳食有益人体健康

４ 高脂肪的膳食方式有益人体健康

５ 选择含有有大量主食(米饭、小麦及类似食物)的膳食方式不利于人体健康

６ 每日食用大量肉类产品(鱼、禽肉、鸡蛋及精肉)有益人体健康

７ 饮食中减少肥肉及动物油脂的使用有益人体健康

８ 食用牛奶与奶制品有益人体健康

９ 食用豆与豆制品有益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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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资产专用性与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

郭爱美

摘　要:基于Levchenko(２００７)资产专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复杂产

品比较优势形成的微观作用机制.复杂产品由多种异质性中间产品组成,由于交易合约的不

完全性,对异质性中间产品的投资将面临套牢风险进而导致投资不足;金融发展通过分散中间

产品生产商的项目投资风险,缓解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不足问题,扩大了复杂产品生产规

模,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形成在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运用跨国数据对比

较优势命题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分别进行检验,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金融发展通过异质性

中间产品投资促进效应加快了产业升级,引致较多贸易比较利益获取.
关键词:金融发展;中间产品异质性;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出口复杂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伴随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１９７８－
２０１３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达１７％,远高于世界同期８％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

产品复杂度也有了明显提高,从最初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主转向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占绝对优势(Rodrik,２００６;姚洋、张晔,２００８).由于复杂产品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和

技术水平,因而复杂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来源

是转型期中国产业升级研究的重要内容.
复杂产品往往由多家供应商生产的多种中间产品整合而成.产品越复杂,所涉及的中间投入品可

能越多,更重要的是,其中间投入品的异质性也更强.中间产品的异质性一方面体现为技术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与最终产品交易关系上的专用性.Williamson(１９７９)和 Klein等(１９７８)在Coase
(１９３７)企业交易成本学说基础上,首先提出专用性资产可能面临的套牢问题(holdupproblem).他们

认为当独立的买方或卖方必须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合约的不完全性将导致机会主义和无效率行为

的产生,因而在专用性资产形成之后,合约的对方很可能利用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套牢专用性资产投资

方,给投资方造成损失,从而导致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最终双方的利益都将受损.这个逻辑的自然

演化结果是:一国要想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取得比较优势,获取较大的贸易盈余,除需要具备一定的产

品生产技术外,如何分散异质性中间品专用性投资的套牢风险,降低此类交易成本对复杂产品生产的负

面影响值得思考.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向提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改变主要

指企业一体化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进而是(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来克服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

易成本过高问题(Grossman& Hart,１９８６;Hart& Moore,１９９０);二是通过合约执行环境质量的改进

主要指法律、产权保护以及司法系统质量的提高来减少合约的不完全程度,进而缓解由资产专用性带来

的套牢问题(Acemoglu,etal．,２００６).而金融发展在分散项目投资风险方面的优势触发我们深入研究

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生产间的微观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思想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认同.Kletzer& Bardhan(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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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地将金融部门引入 HＧO模型,假定最终产品比初级和中间产品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若一国的

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一国的外部融资成本

低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均衡情况下,外部融资占劣势的国

家出口中间产品并进口最终产品,而外部融资占优的国家出口最终产品并进口中间产品.此后学者们

的研究或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或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与Kletzer&Bardhan(１９８７)类似,Rajan&
Zingales(１９９８),Beck(２００３),Svaleryd& Vlachos(２００５),Hur,etal．(２００６)与包群和阳佳余(２００８)等
均从外源融资的角度挖掘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中尤以 Rajan& Zingales(１９９８)的研究影响

最为广泛.Rajan&Zingales(１９９８)首次明确提出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假说,在具有较高金融发展水平

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将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并占有较高的出口份额.Cartiglia(１９９７)
和 Teraji(２００３)则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指出信贷市场的不完全通

过影响教育融资进而对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产生影响.齐俊妍等(２０１１)指
出由于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因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

拥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异质性中间品具有的资产专用性视角出发,探讨金融部门对降低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风

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具有

比较优势,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

两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理论方面,基于Levchenko(２００７)的专用性投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

考察了金融发展作用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出口的微观机制,从交易成本视角弥补了相关

研究多从技术角度出发的缺憾;第二,在实证方面,采用复合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指标,复合指标的

构造精细地刻画了指标的理论内涵,同时在实证模型中运用 Manova(２００８)的交叉项方法,以检验变量

间作用的理论机制.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理论预期,也丰富了对出口复杂度问题的经验研究.

二、理论模型

Merton&Bodie(２００５)的功能金融理论指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较好地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
同时也提供了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有效多样化方法.发端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专用性套牢风险所引致

的投资不足,将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得到缓解;并且中间产品异质性越强,从金融发展

中受益越大.基于GrossmanＧHartＧMoore(简称GHM)的资产专用性视角,采用Levchenko(２００７)的建

模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三种产品”的“２∗２∗３”理论模型.N 和S分别

代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K和L分别代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三种产品中有两种产品各由一种要

素生产,其中只用资本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 K,只用劳动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L,另一种产品 M 由两种

要素共同生产.
(一)消费者效用

假设消费者CＧD形式的效用函数为:

U Ck,CL,CM( ) ＝Cα
KCβ

LCγ
M (１)

其中,α,β,γ＞０,且α＋β＋γ＝１.设三种产品的价格分别为pK,pL,pM ,同时将价格基准P设为１,

P≡
pK

α
æ

è
ç

ö

ø
÷

α pL

β
æ

è
ç

ö

ø
÷

β pM

γ
æ

è
ç

ö

ø
÷

γ

＝１

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三种产品的价格,分别为:

pK ＝α
Cα

KCβ
LCγ

M

CK
pL＝β

Cα
KCβ

LCγ
M

CL
pM ＝γ

Cα
KCβ

LCγ
M

CM
(２)

(二)生产部门

商品 K和L的生产均采用线性技术.假设１单位资本要素生产a单位的商品 K,１单位的劳动要

素生产b单位的商品L.设资本和劳动的回报分别为r和 w,由这两个部门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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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分别为:

pKa＝rpLb＝w (３)
产品 M 采用里昂惕夫技术生产,y单位的 M 由 １ 单位劳动和x 单位的资本共同生产.与

Caballero和 Hammour(１９９８)相似,我们假设要素 K和 L由不同的企业占有,企业间合作共同生产产

品 M.由于资产的专用性,部门 M 的生产中有φ 比例的投入 K可能被套牢,M 产品的复杂度越高,投
资被套牢的比例越大(即φ 越大),所以可以用φ 的大小来表示产品复杂程度,φ 越大,产品的复杂程度

越高.投资套牢的比例φ 意味着当部门 M 的资本投入下去后,只有(１－φ)的投资可以得到补偿,所以

如果没有事后盈余s适当的分配,K的所有者将失去参与投资的激励.盈余等于收益减去投入要素的

机会成本:

s＝PMy－w－r(１－φ)x
我们假设事后的纳什谈判结果是双方各得盈余的一半,那么要素 K的参与约束即为:

r１－φ( )x＋
１
２s⩾rx

代入s,可得pMy⩾w＋(１＋φ)rx (４)
(三)金融部门

Rajan和Zingales(１９９８)的分析表明除了烟草等极少数行业现金流极为充裕外,大多数行业都需要

进行外源性融资,由于生产异质性中间产品往往需要大量投资于适应性(customization)的设备购置,其
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也更高.金融部门的介入不仅缓解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的资金瓶颈和流动

性约束,更重要的是,作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的利益相关方,金融部门与中间产品生产商之间形成

了以资金为纽带的风险共担关系.我们可以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者面临的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看作一

项随机事件(A)冲击(λ),其形式如下:

λ＝ φ＇,A＝１(事件A 发生)

０,A＝０(事件A 不发生){
对于某一特定复杂程度的产品 M 以及一定的金融发展水平FD１,假设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时,

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为φ＇,A 不发生时,套牢程度为０,同时假设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

为β１,则专用性投资套牢的期望值为φ１＝Eλ( ) A＝β１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至FD２,金融部门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效率提高,增加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资金的可得性,降低了自有资金的专用性投资风险

和期望套牢程度,其间的理论机制可以从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即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与金融活跃度等方

面来分析.其中,金融规模的扩大一般性地提高了各类项目融资的可得性,由于外部资金的参与,直接

分担了专用性资产投资方的投资风险.随着会计、审计系统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金融机构能够以

更低的成本甄别企业项目风险,金融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齐俊妍等,

２０１１),增加了高质量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可得性;同时,银行、金融市场、风险投资等多种组织形式的

金融机构共同发展,提高了不同来源的资金与市场风险的匹配效率,增加了风险较高的异质性中间产品

投资的资金来源(林毅夫、姜烨,２００６;龚强等,２０１４).金融交易活跃程度的提高表明,随着资本市场更

加有效,市场中的信息越来越及时地体现为交易活动(Fama,１９７０),资本市场资金配置效率更高,有市

场前景的复杂产品以及异质性中间产品将会吸引更多资金注入.金融发展三个维度的联合作用结果表

现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降至φ＇＇,即金融发展至FD２后,专业性投资套牢的期望值相应地

降为φ２,φ２＝β１φ＇＇.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期望套牢值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公式(５):
∂φ

∂FD＜０ (５)

将式子(５)和(４)相结合,可以直观地发现,对于一定复杂程度的产品,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

φ 的减小降低 M 部门要素 K的参与约束,异质性中间产品的投资不足得以缓解.
(四)封闭条件下的均衡

假设 M部门雇佣了总劳动要素的比例为e,给定资源禀赋K和L,M、L、K三个部门的产量分别为: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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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eLyXL＝b(１－e)LXK ＝a(K
L －xe)L

产品市场出清要求供求平衡,即:

CK ＝a K
L －xeæ

è
ç

ö

ø
÷LCL＝b１－e( )LCM ＝eLy (６)

自给自足的均衡由一系列满足(２)、(３)、(４)、(６)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给出 pK ,pH ,pM ,r,w,e{ }.
本模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 M 部门中的劳动可以获得额外的租金:

w＋
１
２ pMy－w－ １－φ( )rx( ) ＝w＋φrx

随着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被套牢程度φ的提高,M部门劳动获得的租金不断增加,不同部门劳动要素

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按照自由市场的观点,这表示均衡的无效率程度增强.金融部门的发展则可以

通过减轻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即φ的减小,降低 M部门的劳动租金,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通过将(３)式代入(２)式,得到用CK 、CL、CM 表示的r 和w,然后通过(４)式和(２)式得出关于pM 的

等式,将上面得到的r和w 代入,得到封闭条件下均衡的pM 、CM 值,即:

CM＝
γy

bβ/CL＋aαχ １＋φ( )/CK[ ]
(７)

PM ＝
１
y bβ

Cα
KCβ

LCγ
M

CL
＋aαχ １＋φ( )

Cα
KCβ

LCγ
M

CK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８)

可以发现,复杂产品部门的规模CM 和价格pM 均为产品期望套牢程度φ 的函数.(７)、(８)式分别对

φ 求导,得到:

∂CM

∂φ
＜０ (９)

∂PM

∂φ
＞０ (１０)

(９)、(１０)式表明:随着产品复杂度的提高,更多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被套牢,更多资本从 M 部门挤

出,投入到简单商品的生产,M 部门的规模变小,产品 M 的价格也相应变得更高.
将(５)式与(９)、(１０)式相结合,可以得到:

∂CM

∂FD＞０ (１１)

∂PM

∂FD＜０ (１２)

封闭条件下,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通过降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的套牢程度,使得本国复

杂产品部门规模扩大,产品价格降低.
(五)开放条件下的均衡

假设世界上存在两个国家,北方国家(N)和南方国家(S),并且北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南方

国家,即FDN ＞FDS,在两国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发展直接的项目风险分散效

应和间接的交易风险降低效应(∂φ
∂FD＜０),北方国家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套牢程度将低于南方国家即

φN ＜φS;结合(８)式和(９)式可知,相对于简单产品部门,北方 M 部门的生产规模更大,即CN
M ＞CS

M ,产品

价格相对也更低,即PN
M ＜PS

M .因而,在不考虑跨国交易成本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北方国家将在异质性

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１:在不考虑跨国交易成本的自由贸易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北方)在异质性中

间产品密集型的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南方)在简单产品

的生产和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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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命题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作用的行业层面效应,要澄清其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我们有以

下命题:
命题２:给定技术、偏好和要素禀赋不变,金融发展将通过缓解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不足促进一国

出口复杂度提升.

三、核心变量及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两个命题,我们首先需要构建命题中的核心变量,本文核心变量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RETINT)
本文以异质性中间产品使用的密集程度来表征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学者

们对产品复杂度的定义和度量各不相同.Costinot(２００５)将复杂产品定义为有更多的生产环节或工序

的产品,并使用调查问卷中所得的掌握各行业或产品的技术所费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产品复杂度;

Levchenko(２００７)认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投入品种类越多,产品越复杂,并用赫芬达尔指数的相反数来指

代产品复杂度;Nunn(２００７)在Rauch(１９９９)对各类投入品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测度基础上,构造了下面

的指标来衡量每项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

zrs
i ＝∑

j
θijRneither

j

其中,θij代表行业i中的投入品j的支出占所有投入品支出总额的比重;Rneither
j 代表投入品j中既不

能在有组织的市场交易又没有参考价格的部分所占的比重;“rs”代表异质性中间产品的密集使用程度.
从最终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视角,本文强调投入品的异质性程度,而不单单是投入品种类

的多少,因而我们采纳 Nunn对产品复杂度的构造方法.由于本文中多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不一,因而出

于行业标准匹配的考虑,我们统一将各类行业数据匹配为四位数SITCrev．２,其中不同行业分类标准下

的产品间资产专用密集度的转换表(由 NAICS分类转化为SITC分类)来自Feenstra(２０００).
由上面单一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经贸易份额加权,可得一国总体的出口复杂度

(EXPCOMP).具体来讲,一国出口复杂度等于该国各行业出口在制造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乘以该行

业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而后将所有制造行业的该值加总:

EXPCOMPc ＝∑
i

EXPci

EXPc
×RETINTi

(二)金融发展水平(FD)
参照Beck&Levine(２００２)对金融发展水平的构造方法,该指标由三个金融子指标经主成分分析法提

取第一主成分获得.三个子指标分别衡量金融发展的三个方面:金融规模、金融活跃度和金融效率.其

中,金融规模FD－SIZE＝log[(股票市场资本化水平＋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额)/GDP],金融活跃度FD－
ACTIVITY＝log[(股票总交易额∗金融中介对私人贷款)/GDP)],金融效率FD－EFFICIENCY１＝log[(股
票总交易额占GDP比重/净利息收益率)].为了进行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同时构造了另外一个金融

效率指标FD－EFFICIENCY２＝log[(股票总交易额占GDP比重/银行经营成本占总资产比重)],使其与前述

金融规模和金融活跃度指标共同组成了另一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D２),采用的方法同样是提取三者的第一

主成分.本文中的金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数据库(１９６０－２０１２).
(三)产品比较优势(NNX)
在比较优势的度量方面,Balassa(１９７７)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在经验分析文献中被广

泛引用(Vollrath,１９９１;Dowling& Cheang,２０００;齐俊妍等,２０１１).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 RCA 指数

忽略了进口贸易在测算比较优势时的重要性,尤其当一国经济规模较大时容易导致度量偏差

(Greenawayand Milner,１９９３).因 此,学 者 们 发 展 了 新 的 测 度 比 较 优 势 的 指 标———净 出 口 率

(Webster& Gilroy,１９９５;包群、阳佳余,２００８).由于该指标同时考虑了进口和出口对比较优势的作

用,因而,在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各国在不同行业出口中的比较优势.所以,本
文以净出口率(NNX)作为衡量比较优势的指标,同时用RCA指数进行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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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净出口率指标(NNX)的计算公式为:

NNXij＝１＋(Xij－Mij)/(Xij＋Mij)
其中,Xij、Mij分别为j国i行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NNX的取值范围为[０,２],某国某行业的NNX值越

高,则意味着该国在该行业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越显著.各国进出口数据采集自UNCOMTRADE数据库.
(四)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INMVEST)
为了验证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具体作用机制,还需构建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指标.考虑到该指

标的理论意义及数据可得性,拟选用异质性中间产品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作为代理变量.中间产品的划

分参照联合国广泛经济类别分类(BEC)的规定(盛斌、马涛,２００８).由于相当多中间产品投资是通用性的,
不具有资产专用性,我们参照Sturgeon(２０１０)的方法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行业:服装、电子产品和机

动车,将其中具有客户化、特异性以及差异化性质的中间产品(customized,productＧspecificanddifferentiated
intermediates)定义为异质性中间产品,并在 OECD的iLibrary数据库中找出这些行业历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数据.其中BEC、SITCRev．３与ISICRev．３的行业对照表来自Sturgeon(２０１０),由于 OECD按照ISIC
Rev．３两位数分类的行业数据库中并未对中间产品投资和最终产品投资作区分,若要拆分出其中的中间产

品投资,需要根据Sturgeon(２０１０)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归集和权重分配.本文采用的处理原则是:若ISIC
Rev．３两位数行业既涵盖了某些电子类行业又涵盖了某些机动车行业,则按这两个行业四位数的子行业在

两位数行业中所占的以个数计的比重来计算两个行业的投资分配;若ISICRev．３四位数行业中既包括了

某行业的中间产品投资又包含了该行业的最终产品投资,则按照各自所对应的SITCRev．３五位数子行业

分类以个数计的比重来计算其中中间产品投资所占比重.
(五)其他变量和数据来源说明

除了核心变量外,影响同一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有很多,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需要同时控制这些变量.
如果这些变量同核心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未被纳入模型,那么得到关于核心变量的结论将是有偏的.
本文涉及到的其他解释变量及数据来源详见表１.

表１　其他变量及数据来源一览表

变量 名称 解释、构造及主要参考文献 数据来源

FINDEP 外源融资密集度
衡量制造业各行业对外部资金的需求程度.采用

JonHaveman的转换表将ISIC３转为SITC４ RajanandZingales(１９９８)

SKILLINT 技能密集度
等于非生产性工人工资占总工资比重.采用Jon
Haveman的转换表将SIC４转换为SITC４

美 国 制 造 业 生 产 率 数 据 库

Bartelsman& Gray

CAPINT 资本密集度
等 于 真 实 资 本 存 量/行 业 增 加 值. 采 用 Jon
Haveman的转换表将SIC４转换为SITC４

美 国 制 造 业 生 产 率 数 据 库

Bartelsman& Gray

RAWINT 自然资源密集度
等于原材料成本/(原材料成本＋行业增加值).采

用JonHaveman的转换表将SIC４转换为SITC４
美 国 制 造 业 生 产 率 数 据 库

Bartelsman& Gray

SKILL 技能水平 用人均高中及以上层次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BarroＧLee(２０１０)(Educational
AttainmentDataset)

CAPPC 资本禀赋

用支出法人均 GDP乘以投资在当年 GDP中的比

重得到当年人均物质资本投资流量,用１９６０年的

支出法人均 GDP的三倍作为初始人均物质资本

存量,假设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为年均６％,用永续

盘存法 可 得 各 年 的 人 均 物 质 资 本 存 量 (Hall&
Jones,１９９９),再取其对数

PWT７．１

NATRES 自然资源禀赋 人均土地面积(平方米) 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CNENF 合约执行效率
与合约执行效率前沿的距离,区间[０,１００],越大

代表合约执行效率越高,取对数

世 界 银 行 营 商 (Doing
business)数据库

GDPPC 人均收入
用PPP计 算 的 支 出 法 人 均 GDP(２００５ 年 不 变

价),取对数
PWT７．１

INFRA 基础设施质量 平均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铁路里程(km) 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存量占 GDP比重 UNCTAD数据库

IMP 资本品进口
进口资本品总额占 GDP比重＝(BEC４１＋ BEC
５２１)/GDP

UNCOMTRAD数据库

PWT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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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模型及描述性统计

首先采用Balassa(１９８６)和Levchenko(２００７)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对金融发展与出口优势行业间

的关系进行检验,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在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

具有比较优势.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NNXci＝α＋β１RETINTi∗FDc＋β２FINDEPi∗FDc＋β３RETINTi∗CNENFc＋

β４CAPINTi∗CAPPCc＋β５SKILLINTi∗SKILLc＋

β６RAWINTi∗NATRESc＋γc＋δi＋εic (１３)
该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金融发展水平(FDc)与行业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RETINTi)的

交叉项;国家金融发展水平(FDc)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FINDEPi)的交叉项;国家合约制度质量

(CNENFCC)与 行 业 异 质 性 中 间 产 品 密 集 度 (RETINTi)的 交 叉 项;国 家 人 均 物 质 资 本 存 量

(CAPPCc)与行业物质资本密集度(CAPINTi)的交叉项;国家人力资本存量(SKILLc)与行业人力资

本密集度(SKILLINTi)的交叉项;国家人均自然资源量(NATRESc)与行业资源密集度(RAWINTi)
的交叉项.按照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所有控制变量的预期符号都为正值.从表２可以看出,除自然资

源交叉项以外,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所有其他的禀赋交叉项都好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并且其比

较优势指标的均值也大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
表２　比较优势模型中主要指标的统计量

指标
整体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高金融发展水平国家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NNX ４８０２６ ０．６１ ０．５８ ２７９７８ ０．７０ ０．５７ ２０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９

FD１∗ RETINT ４８０２６ ０．１４ ０．８８ ２７９７８ ０．７１ ０．５３ ２００４８ －０．６４ ０．６２

FD１∗ FINDEP ４８０２６ ０．０７ ０．５４ ２７９７８ ０．３６ ０．４１ ２０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４５

FD２∗ RETINT ４８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８９ ２７９７８ ０．７２ ０．５４ ２００４８ －０．６５ ０．６２

FD２∗ FINDEP ４８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５５ ２７９７８ ０．３７ ０．４２ ２０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４５

CNENF∗RETINT ４７５８６ ０．３２ ０．２０ ２７５３８ ０．３５ ０．２２ ２００４８ ０．２７ ０．１７

LNCAPPC∗CAPINT ４８０２６ １１．１６ ６．０３ ２７９７８ １１．８６ ６．３３ ２００４８ １０．１８ ５．４２

LNSKILL∗SKILLINT ４８０２６ ０．４１ ０．３０ ２７９７８ ０．４８ ０．２４ ２０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３４

LNNATRES∗RAWINT ４８０２６ ４．９３ １．３２ ２７９７８ ４．８０ １．３５ ２００４８ ５．１２ １．２６

　　注:FD１和 FD２均大于其各自中位数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他的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样本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年８３个国家(其中３２个发达国家)最多６５４个行业的相关数据.样本国家为表１中各处数据来源均包含的国家.

计量模型(１３)可以验证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出口比较优势间的关系,然而却无法对其间的具体理

论机制进行检验.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将通过促进异质性中间产品的生产投资来提高一国

的出口复杂度.由于出口复杂度本身具有时间序列上的趋势性和累积性,所以我们在自变量中加入了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借鉴现有文献中广泛运用的交叉项方法(Manova,２００８)设置经验模型如下:

EXPCOMPct＝α＋β０L．EXPCOMPct＋β１FDct－１∗INMVESTct－１＋∑
j
βjXjt＋Tt＋ε (１４)

其中,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ε表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Xj表示一系列影响一国出

口复杂度的国家特征.虽然我们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研究出口复杂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出口复杂度

同时受一国技术能力的制约,因为异质性中间品的研发和生产都需要投入相应的技能人才或技术设备,
产品的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和技能密集度的显著正相关性证明了这一点.受产品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文献(王永进等,２０１０;齐俊妍,２０１１)启发,本文主要采用市场规模(GDPPC)、人力资本水平(SKILL)、
合约制度质量(CNENF)、基础设施质量(INFRA)、FDI占 GDP比重(FDI)、进口资本品占 GDP比重

(IMP)以及金融发展(FD)与人力资本(SKILL))的交叉项(FD∗SKILL)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Tt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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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效应.同时,由于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对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发挥的时滞效应,对
这两个变量采用时间上滞后一期处理.按照理论分析,参数β１预期为正.

表３　国家特征变量的统计量

指标
整体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高金融发展水平国家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低金融发展水平国家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EXPCOMP １５９４ ０．５１ ０．１７ １１６１ ０．５３ ０．１８ ４２６ ０．４８ ０．１４
FD１ ８８７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９ ０．８５ ０．４０ ４４１ －０．８４ ０．６７
FD２ ８８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１ ０．８５ ０．３９ ４４１ －０．８４ ０．６７
GDPPC １７６４ ９．１４ １．０８ １３１６ ９．３０ １．０９ ４４１ ８．６５ ０．９０
CNENF ７１２ ４．０７ ０．２６ ３９６ ４．１３ ０．２７ ３１１ ４．００ ０．２２
IMP １２４３ ３．８９ ２．９６ ８１２ ４．２２ ３．３０ ４２５ ３．２３ ２．０４
FDI １６８３ ０．３３ ０．３５ １２４６ ０．３３ ０．３７ ４３０ ０．３３ ０．２４
INFRA １１５９ ０．４１ ０．２３ ９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４ ２３３ ０．３８ ０．２１
SKILL １７４３ ２．６４ ０．４８ １２９５ ２．６６ ０．４９ ４４１ ２．５８ ０．４５
NATRES １７１９ ０．３０ ０．３６ １２７７ ０．２９ ０．３８ ４３５ ０．３０ ０．２９
INMVEST ３４３ １．０２ ０．２１ ２９１ １．０１ ０．２２ ５０ １．０９ ０．１８

　　注:FD１和 FD２均大于其各自中位数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他的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样本数据来自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８４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其中,INMVEST变量只能搜集到 OECD国家的数据.

对国家特征变量的统计分析见表３.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

出口复杂度也相对较高.同时,对于其他变量如合约制度质量、人均 GDP、资本品的进口、基础设施质

量和人力资本禀赋等,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也相对好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有自然资源禀赋和

外商直接投资例外,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在这两个指标上总体要好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五、计量结果及分析

下面分别给出两个理论命题的计量检验结果.首先是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作用的计

量结果,其次是对具体理论机制的实证检验.
(一)比较优势的跨国截面回归结果

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分散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投资风险,降低了异质性中间产品专用

性投资的套牢风险,进而扩大了复杂产品的生产规模,创造了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所以

金融发展水平与产品复杂程度(以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指代)的交叉项是我们重点关心的.
首先采用FD１作为表征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并以净出口率(NNX)衡量的行业比较优势作为被解

释变量.从表４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和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度的交叉项始终为正,而且均通过了１％ 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加入其他要素

禀赋交叉项后,一直是稳健的.其他要素禀赋和要素密集度交叉项的检验结果也均显著,具有稳健性并

符合理论预期.与 Rajan&Zingales(１９９８)的研究结论一致,金融发展促进了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比

较优势的提升.合约执行效率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行业的交叉项为正,印证了 Nunn(２００７)的研究

结论:合约执行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行业比较优势的提升.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

期一致,资本丰富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在技能密集型

行业的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然资源禀赋与产品的资源密集度的交叉项为正,说明资源充裕型国家

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资源密集型产品往往是简单产品,资产专用程度较低,因而资源

越丰富,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国家整体的出口复杂度越低.
以FD２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提

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关键变量的回归结

果依然稳健,但总体效果不如 NNX指标,可能原因在于RCA指标没有考虑进口因素,因而在全球化大

生产背景下对一国比较优势测度的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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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被解释变量:行业比较优势(NNX)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FD１∗RETINT ０．０７５∗∗∗

(１１．７７)
０．０５９∗∗∗

(８．９０)
０．０４８∗∗∗

(６．６１)
０．０３６∗∗∗

(４．８６)
０．０３４∗∗∗

(４．４１)
０．０２３∗∗∗

(２．９３)

FD１∗FINDEP ０．０５９∗∗∗

(９．０１)
０．０５２∗∗∗

(７．７６)
０．０６０∗∗∗

(９．０４)
０．０５２∗∗∗

(７．８１)
CNENF
∗RETINT

０．２１１∗∗∗

(４．６３)
０．２１６∗∗∗

(４．７５)
LNCAPPC
∗CAPINT

０．０２５∗∗∗

(５．６２)
０．０２３∗∗∗

(５．１９)
０．０２４∗∗∗

(５．４１)
LNSKILL
∗SKILLINT

０．３９４∗∗∗

(１２．５９)
０．３６９∗∗∗

(１１．６３)
０．３５８∗∗∗

(１１．２５)
LNNATRES
∗RAWINT

０．２４０∗∗∗

(１６．６８)
０．２４２∗∗∗

(１６．９０)
０．２４８∗∗∗

(１７．１０)

Cons ０．８１１∗∗∗ (８．７８) －１．５８７∗∗∗

(－１０．２２)
０．８１５∗∗∗

(８．８６)
－７．０７７∗∗∗

(－１２．８２)
０．７３７∗∗∗

(７．８７)
－１．７１８∗∗∗

(－１０．９１)
样本数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７５８６ ４７５８６
Adj－R２ ０．２３２７ ０．２３９８ ０．２３３７ ０．２４０６ ０．２３１４ ０．２３８５
P(F)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已经考虑了异方差情况的t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表５　被解释变量: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FD１∗RETINT １．５２２∗∗∗

(３．１１)
０．８７０
(１．３５)

１．７０５∗∗∗

(３．７０)
１．１００∗∗

(１．９２)
１．０６９∗∗∗

(３．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１６)

FD１∗FINDEP －０．４０１
(－１．３１)

－０．５１４∗
(－１．６３)

－０．３７４
(－１．２３)

－０．４８５
(－１．５４)

CNENF
∗RETINT

３．７０５∗∗

(２．４０)
１．８０８
(１．０８)

LNCAPPC
∗CAPINT

－０．７２４
(－１．１５)

－０．７０６
(－１．１３)

－０．８６６
(－１．３９)

LNSKILL
∗SKILLINT

７．８０５∗∗

(２．４４)
８．０５４∗∗∗

(２．４４)
８．４４１∗∗∗

(２．５６)
LNNATRES
∗RAWINT

１．３８３∗∗∗

(４．２８)
１．３５９∗∗∗

(４．１９)
１．３１４∗∗∗

(４．３４)

Cons ３．４５７∗∗∗

(２．４８)
－４．０００
(－０．７０)

３．４３１∗∗∗

(２．４５)
－４．０６０
(－０．７２)

１．８７５
(１．２８)

－３．１８３
(－０．５４)

样本数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８０２６ ４７５８６ ４７５８６
Adj－R２ ０．９８３１ ０．９８３２ ０．９８３１ ０．９８３２ ０．２７４９ ０．２３６１
P(F)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已经考虑了异方差情况的t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二)理论机制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行业比较优势具体的作用机制,拟采用引入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中间产

品投资交叉项的方法.由于估计模型采用的是动态面板数据,部分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因而需要运用

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进行回归.在 GMM 方法中,由于系统 GMM 相比差分 GMM 估计精度更高,
因而在不违反系统 GMM 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将采用此方法对模型(１４)进行估计.

在具体估算过程中,对内生变量的认定分别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只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

后作为内生变量,二是进一步将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也同时作为内生变量,估算结果见表５.通过

对比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Test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性的 ArellanoＧBond(AR(２)Test)检验结

果,后一种内生变量设定方法的综合估计效果更好,因为后者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既无法拒绝工具变

量有效性的原假设,也无法拒绝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而前者虽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无

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但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却拒绝了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
说明前者在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问题,不能充分满足系统 GMM 方法的应用前提.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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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讲,不仅前期的出口复杂度由于技术和制度的累积性对后期的出口复杂度有直接影响,出口复杂度

的提高一般也会由于附加值提升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同时,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

更高要求,并为人力资本提供了更好的“干中学”机会,从而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看,我们都认为后一种对内生变量的设定更恰当,结论更可靠.

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出口复杂度的一阶和二阶滞后对当期出口复杂度都有显著影响,且上一

期的影响大于上上一期,说明出口复杂度演进具有累积性和趋势性.我们最为关注的金融发展与中间

产品投资的交叉项同样在１％的水平下很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中间产品投资提升

了一国出口复杂度,用FD２代替FD１得到的回归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与王永进等(２０１０)的研究

结论一致,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市场厚度及匹配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一国

总体出口复杂度.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能提高对出口复杂度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合约

制度质量的系数为正却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同时也体现了非正式制度质量,抵消了合约

这种正式制度的作用.模型中资本品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都不显著.
受数据来源所限,模型估计的样本主要采自 OECD国家,发达国家相近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变量对出

口复杂度提升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对于发展中国家那样重要,人均GDP系数符号的反常可能也有这方面

原因.此外,DeGregorio& Kim(２０００)揭示的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

也未得到本研究支持.结合模型(１３)得到的人力资本对出口复杂度起到提升作用的结论,可以反向推

断出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并未对人力资本积累起到积极作用.很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已经跨越了人力资

本积累的金融门槛,越过这个门槛之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作用将消失,并且富

足的生活可能导致人们惰于投资人力资本,此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用

FD２作为金融发展替代指标的回归结果基本未变,表明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表６　被解释变量:出口复杂度(EXPCOMP)

具体估计方法

解释变量

将L(１/２)．EXPCOMP
作为内生变量

用FD２代替FD１
做稳健性检验

将GDPPC、SKILL
和L(１/２)．EXPCOMP

作为内生变量

用FD２代替FD１
做稳健性检验

L１．EXPCOMP ０．５３０∗∗∗ (６．８４) ０．５６８∗∗∗ (７．４５) ０．５６３∗∗∗ (７．３３) ０．５６３∗∗∗ (７．３３)
L２．EXPCOMP ０．２７５∗∗∗ (３．３７) ０．３０８∗∗∗ (４．２２) ０．３０６∗∗∗ (４．０３) ０．３０５∗∗∗ (４．０１)
GDPPC －０．０２８∗∗∗ (－３．４６) －０．０２１∗∗∗ (－３．２６) －０．０２０∗∗∗ (－３．０４) －０．０２１∗∗∗(－３．１９)
SKILL ０．０１９∗∗∗ (２．１１) ０．０１４∗ (２．０２) ０．０１４∗ (１．８６) ０．０１５∗ (１．９５)
INFRA ０．０１０(１．４９) ０．００９∗ (２．０４) ０．００９∗ (１．９９) ０．００９∗ (２．０２)
CNENF ０．００１∗ (１．７１) ０．０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０(１．４７)
IMP ０．００１(０．２６) ０．００１(０．４９) ０．００１(０．４４) ０．００１(０．４３)
NATRES －０．００９(－０．７５) －０．００７(－０．８２) －０．００６(－０．６６) －０．００６(－０．７２)
FD ０．０４４(１．４４) ０．０３７(１．４３) ０．０３０(１．１２) ０．０３５(１．３０)

FD∗INMVEST ０．０１５∗∗ (２．５８) ０．０１３∗∗ (２．５０) ０．０１４∗∗∗ (２．８７) ０．０１４∗∗∗ (２．９０)
FDI －０．０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０(－１．６０)
FD∗SKILL －０．０１９∗ (－１．８４) －０．０１６∗ (－１．８０) －０．０１４(－１．５４) －０．０１６∗ (－１．７２)
SarganTest ０．３５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８
AR(２)Test ０．０６９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３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已经考虑了异方差情况的t值.∗∗∗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六、总结

本文从资产专用性视角下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因面临套牢风险而产生投资不足的问题出发,重点

讨论了一国金融发展基于资金关系对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项目所起的风险分散作用,并就此对金融发

展与复杂产品比较优势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理论命题并加以验证.实证结果肯定了理论预

期,金融发展通过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促进效应,扩大了中间产品生产规模,降低了中间产品价格,进而

形成了该国在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且这一结论对于替代的金融发展指标和比较优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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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样稳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金融发展变量的构造主要采用的是规模和效率等数量指标,没有深

入到制度层面对各国金融部门的优劣进行定性分析,这方面工作需要对各国金融体制及运行规则非常

熟悉,将成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另外,由于数据可得性局限,只能收集到 OECD国家行业投资数

据,有限的样本量直接影响到可能的计量检验,限制了我们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通过分类回归进行对

比分析,更精细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数据资料的累积与扩展.
中国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巨大压力,提高产品的复杂程度和附加价

值,是中国获取较多出口比较利益的根本途径.金融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

升级起着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然而,中国的金融部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并不顺畅,资金向异质

性高复杂度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上的配置仍显不足.要提高金融部门的资金配置效率,适当的制度建设

必不可少.首先需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企业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应如期投入到异质性产品的

研发与生产中,遏制资本市场成为道德风险的高发地;其次面克服当前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存在

较多行政色彩的问题,大型金融机构对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致使很多有潜力和效率的企业得

不到充分融资,直接影响到异质性产品的研发生产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不利于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最后,严密监管金融市场的“衍生化”和“赌场化”,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空转,防范发

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保证金融部门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总之,要理顺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出

口复杂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有更多体制方面的障碍需要

破除,也有较多的适应性制度需要建立,面临的金融发展任务尤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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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

———以长野诹访缫丝业为例

[日]中林真幸

摘　要: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外部环境形势和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都有极大的相似性,特别

是国际生丝市场两国竞争激烈.法国市场的萎缩和美国市场的扩张给日本生丝出口提供了外

部契机,日本缫丝业通过合作完成系统积极生产符合美国市场对于中低价位、质量稳定的生丝

的需求,成功地取代了西方贸易商主导质量控制的局面,并开启了品牌和质量内化的历程.面

对中国上海等地厂丝的挑战,日本不同类型的企业退出合作社、组建现代工厂、推进器械缫丝,
将质量控制和激励全部内在化,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赢得质量溢价.缫丝业的发展模式成为日

本不断重复的通过竞争性出口工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标准成功范例.
关键词:生丝;质量;组织变迁;开明社;日本

一、引言

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政府放弃对国际贸易的控制权,还要开放包

括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１８４４年,清政府和西方列国签订一系列条约使强加给中国的自由贸易的

法律架构成为定局;这些条约在五个具体方面做出让步,中国不得不允许西方列强享有领事裁判权、单
边最惠国待遇并且放松关税自主权等.１８４４年诸条约中设定的通商口岸制度成为东亚被强加自由贸

易的标准范式.受迫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日本以１８５８年与美国签订«日本友好通商条约»为肇始,同样

被迫接受了这一体制.恰在此时,法、意等国因受蚕茧微粒子病的困扰,丝绸的生产遭受毁灭性打击,法
国的蚕茧产量由１８５３年的２６万吨骤降到１８５６年的０５５万吨,意大利产茧量从１９世纪中叶的５万

吨减半到１８６５年的２６万吨(梅村又次、山本有造,１９９７).巨大的生丝缺口刺激了中日两国的生产,而
强加的自由贸易又为中国和日本传统缫丝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

从中国出口至欧洲的手织生丝在法国这个欧洲主要的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增长,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超过了５０％.加上上海地区生产的机织生丝,中国生丝在法国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据估算,中国生丝产量从１８８０年的１２０００吨增加到１９２０的１６９５０吨,增长率超过４０％.
日本传统缫丝产业在德川时代得到发展,曾具有比较优势的潜力(Huber,１９７１).１８５９年日本开启汇

入国际贸易新时代之后,生丝成为从横滨通商口岸运输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最重要的商品.但是,此时日

本手工丝能作为低等级产品来满足需求,只在法国市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并不能占有国际市场主要份

额.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作为一个新兴丝织生产和消费大国崛起,生丝主要生产国中国、意大利、日本

等在美国市场开始新的竞争,结果日本缫丝(机缫丝)取代了美国市场上意大利和中国生丝的地位.之

后,日本缫丝产业通过向美国出口开始迅猛发展,到二战前生丝一直占据日本出口量的３０％左右.２０
世纪２０ 年 代 前,日 本 缫 丝 占 据 美 国 市 场 份 额 的 ８０％,世 界 市 场 份 额 的 ６０％ (Sugiyama,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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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cour,１９８８;Federico,１９９７).缫丝业不仅是日本取得外汇收入的战略性出口品(西川俊作、阿部武

司,１９９８),还是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工厂制造产业,其发展更成为近代日本不断重复的模式和第一个成功

范例,即通过竞争性出口工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
质量控制技术和组织中的异质性是１９世纪晚期到２０世纪早期缫丝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市场上的

贸易管理也随之不同.在意大利,由地区商会负责的第三方检查保证生丝的质量,中小工厂占据主导.
在中国,西方贸易公司的品牌占据主导,这一主导局面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也成为

各界相对普遍认为西方从经济上垄断、操纵、侵略中国进而导致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在日本,尽管西

方贸易公司的品牌直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都占据出口市场的主导,但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生丝

生产商品牌逐渐替代了贸易公司的品牌,并且从建立自有品牌的公司成长为世界丝业巨头.
从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来讲,日本丝业突破西方贸易公司控制所带来的优势在于,进口国的市场消

费信息可以及时地传导给生产商,即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有两

种有效的修复机制,一是政府特别是贸易协会或商会的第三方认证,二是关系型契约(Nakabayashi,

２０１３).日本缫丝业发展历程中,第一种修复机制未得到充分发展,第二种修复机制,即以品牌化的方式

传递一定质量保证信号招徕回头客的方式,得到成功实施.在这一机制下,买方可能客观地通过观察品

牌历史选取卖家的同时,也向卖家提供激励来保证一定的质量从而获取质量溢价(KleinandLeffler,

１９８１).了解、控制质量并以最低的成本将这个信号传递给消费者,才能有效地建立一个品牌.在从生

产到消费的漫长链条中,多种代理人会参与其中,将成本最小化的代理人可能是贸易商或生产商.日本

自开港以后缫丝业随着市场重心的迁移、需求的变化和外部竞争加剧,生丝产品质量控制和品牌化的组

织和实施主体和相应的制度也发生变化,经历了从西方贸易商、合作社到现代工厂的三个不同阶段.在

这一产业发展历程中,长野县诹访区的缫丝产业成为发展的领头羊.本研究以日本现代缫丝业兴起过

程中的重要条件为背景,探讨诹访缫丝产业质量控制和组织变迁的历史演化.

二、外国贸易商对质量控制的主导

１８５９年开港之后,原本聚集在上海的外商前往日本寻求新的商机,幕府当局实施鼓励和支持政策,日
本国内人口也向通商口岸迁徙,以外国商人居留地为中心、以优惠通商政策为保障的条约港经济得到发

展.在日本诸条约港中,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周边地区盛产蚕丝,地理区位优

势明显.１８５０年前后,欧洲传统的丝绸生产国意大利、法国等蚕病流行,欧洲市场对蚕卵纸、蚕茧和生丝的

需求骤增,价格腾贵,西方贸易商开始在中国和日本争相收购蚕纸、生丝等.横滨生丝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其贸易主要方式是丝商买办从传统产丝区的个体生产者或地方商人处收购,转卖给国外洋商,这与中国开

港之初的情形较为相似.但总体而言,日本的生丝业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但出产的生丝在技术、品种、生产

能力和产品质方面仍然比中国同行落后,在国际市场上尚不是中国的对手(王翔,２００２).

１８８０年代早期之前,日本缫丝生产商都是依靠西方贸易公司查验生丝质量,单个工厂和合作运输

协会都没有系统地控制质量.但长野诹访地区于１８７９年成立名为开明社的协会,成立之初是为了缫丝

生产商的合作运输.他们将小型成员工厂生产的各种质量的生丝搜罗起来打包,打包期间每３７５克的

生丝插入记录生产者姓名的卡片.然后将产品运输至横滨的委托批发商.批发商将这些寄售品销售给

租借区的西方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在购买之前会先查验生丝,给每３７５克一份的生丝从１到３评定一

个等级,购买价格会反映这一等级.批发商将销售收益和等级记录寄回给开明社.之后开明社根据每

个成员提交的生丝的数量和等级给他们报酬.贸易公司证明生丝合格并根据质量再次打包,在货物上

贴上“商号章”(商标),以自己的品牌出口至意大利和法国等地①.１８７９年开明社发给横滨批发商凉平

渡村的随货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②(第一批货物的信件.开明社致凉平渡村,１８７９年７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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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纽约市场上,贸易公司的商标称作“商号”,丝织制造商的商标称作“原创品牌”,见 Duran(１９１３),Chittick(１９１３).
横滨市开港纪念馆保存的 KeikoOguchi档案.



为了对私人生产商售卖给西方贸易公司的生丝进行分类,每２２t千克单位都有一张卡片

嵌入,所以当西方贸易公司检查一二三等级时,请抽出每张卡片并将第一等级的每张卡片捆绑

在一起然后封起来,第二和第三等级也是这样,最后请将卡片一起寄回给我们.即便有些生丝

被西方贸易公司拒收,也请将其按一二三等分好级回寄给我们.但是如果西方贸易公司没有

将生丝分级,我们希望由您来做这项工作,报明第一和第二之间的价格差异,然后回寄给我们.

同年１１月４日开明社致凉平渡村的第十一批货物的信件称,其成员制造商希望区分开质量好或质量

差的生丝,如果装货时没有一、二、三等的分级,就自然诱发质量下降,并请求尽量将生丝分级分得尽可能

细,这样制造商成员也可以努力提高质量.这些信件中显示了这样的信息:第一,生丝分级和质量控制直

接相关,质量控制是收入分配的激励,收入分配取决于分级;第二,分级完全由西方贸易公司负责,否则生

产商们会请求横滨的批发商去做;第三,生产商没有自己的品牌,无法判断自身生产的生丝质量在市场上

如何定价.因此,在这一阶段开明社完全依靠西方贸易公司的检验来进行质量控制和收益分配.
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生丝的价格取决于特征的多维因素,尤其是丝线的匀度和光泽,这些都组成了

质量.如果他们依靠西方贸易公司检查质量,缫丝生产商无法知道多维质量矢量的市场对他们生丝的评

价.他们只知道支付他们生丝报酬的数额,而非生丝价格矢量对应的质量矢量.由于他们不知道本应追

求的生丝质量改进方向,由缫丝生产商确定生丝质量的做法会使成本高昂而且充满风险.另外一个更深

层的问题是贸易公司的“商号”,质量检验和质量保证之下产生的质量溢价,归属于西方贸易公司.
通过建立品牌,卖家可以获取关于质量边际提高带来价格边际增加的信息,还可以赚取一定质量保

证的质量溢价.因此,代理商必须有必要的信息和激励去提高并确保质量(Thomas,１９９５).这个案例

中的这种代理商正是西方贸易公司.身处腹地的生产商因缺少信息和刺激机制,无法在纽约价格函数

的指导下朝正确的方向提高质量.这就是开明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商１８８４年之前所面临的处境.

三、生产商合作复缫阶段的质量控制

１８８２年法国经济大萧条,日本丝绸生产商在法国市场遭遇了衰退.这次衰退导致开明社亏损,于
是他们试图将出口对象改为美国丝织市场.对原先向法国出口的供应商来说,将市场突然转换至美国

并不简单,因为不同国家的市场对生丝需求存在很大差异.里昂市场手织商品仍旧占据主要地位,以低

产量和多样性为特征,对不同类型生丝的需求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Rawlley,１９１９;Duran,１９１３;

Shober,１９３０;Federico,１９９４;Federico,１９９７).另一方面,在美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起捻丝和织造的机

器化发展迅猛,尤其是满足大众消费的中低等级织物的生产方面.最重要的是,随着动力织机的引入,
织造的工作从一架手摇纺织机的谨慎操作转换为对数架织机的管理.此外,这对妇女和儿童劳动力的

依赖性也很强①.美国的机器化引发了对质量稳定、旦尼尔系数均匀、可大量生产运输的生丝———也就

是使用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生产的生丝的需求②,换句话说,只有能生产具有这种特性的丝线的生产商,
才能在美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日本缫丝制造商将销往法国的１０－１２或１１－１３旦尼尔的生丝,改成符合美国需求的１３－１５
旦尼尔生丝,诹访缫丝制造商更是迅速增加了向美国市场出口的数量.向美国市场出口要求生产商要

符合这个市场所要求的更高标准丝线均匀度,但在横滨多数贸易程序依旧如初:生丝由西方贸易公司检

查、分级、定价,之后以贸易公司的品牌出口到美国,这在纽约市场上被称为“私人品牌”(Duran,１９１３).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在美国市场日本缫丝一直处于意大利丝的下风(见图１),尤其是在旦尼尔匀度方

面③.如果日本缫丝制造商忽略生产过程中的创新需求,继续生产运输不均匀的生丝,他们将无法在美

国市场上保持压倒性的优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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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丝业中女工的比例超过５０％.请参阅Federico,１９９４.
旦尼尔是一个用来衡量生丝的重量单位.里昂旦尼尔是４７６米除以００５３１１克.
“意大利丝绸和日本丝绸的竞争十分激烈;１８８１年下半年的丝绸交易中,前者纺纱和生产的成本很低”,见«截至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半年以来的生丝贸易»,«日本每周邮报»,１８８２年２月４日.当纤度不均匀时,纺纱[捻丝]的成本上升.
早在１８８２年下半年,美国织工就声称日本生丝纤度不统一.见 DoshinKaisha公司年报 No．２,１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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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美国的商业、航海与吨位».

图１　１８６３－１９３０年美国进口生丝来源统计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工厂由于资金的限

制,只装备了几十个缫丝锅,生产之初的产量

尚达不到美国市场需求量的平均水平.因

此,诹访丝绸生产商协会开明社引进复缫体

系,并于１８８４年建立了合作完成系统这一创

新组织.合作完成程序由合作复缫和合作检

验组成.合作复缫是群马县的传统缫丝农民

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而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所

引入的一次实践①.从字面上讲,复缫是指每

个茧缫丝后再次缫丝,从而使生丝干燥②.复

缫之后,各工厂和公司的生丝一起被装运.
通过合作复缫和装运,小型制造商可以在同

一批货中运货量扩大且生丝更加均匀.
开明社的成员生产商理所当然地将工

厂的业绩传递给负责每一卷生丝生产缫丝工中间去.检验员将丝线抽样来测量旦尼尔(纤度).每捆的

重量和丝线的旦尼尔都要被测量并记入记录卡.然后这一捆生丝要进行最终的质量检查,根据旦尼尔

均匀性、光泽和丝线稳定性被分级成一二三等或不合格,再被装箱贴上该等级的标签,然后运输到横滨

的一个批发商那里.批发商用电报给开明社传递市场信息,再接收开明社回复的销售订单.另一方面,
记录卡被寄回到开明社的会计人员那里,他们会在“生丝详细记录”部分在负责缫丝工人的名字下录入

日期、旦尼尔、质量和数量.“生丝详细记录”会被传递给一个巡视员,该巡视员将信息传递给每一个女

性职工所在部门的旦尼尔记载书中(见图２).
“生丝详细记录”和“旦尼尔记载书”每天会录入各个工厂每个工人的生产绩效,这成为控制各个生产商

激励的手段,通过规定必要信息来提高质量.生丝销售后,根据开明社的检察员记录的等级进行销售收入分

配.所以,他们认定的质量越好,生产商收到的货款就越多.巡视员通过传递质量信息并积累进“生丝详细记

录”来引导工厂.通过“生丝详细记录”基础上的引导,生产商了解关于需要提高质量的各个术语的信息.
成员缫丝生产商因此得到了质量控制的财政激励和有关质量的具体信息.在这种体制下,提高质量

使生产商得到更多收入成为可能.这也使得成员生产商维持质量水平与合作缫丝巡视员所提出的建议激

励相容,巡视员传递的信息要满足市场需求的质量控制的成本已经没那么高了,而且提高质量会得到优先

检验、优先装运和优先取得收入分配的激励.开明社将一部分市场定价功能合并进这一组织之中.
为了激励生产商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被准确估价并在最终销售时得到一个较高的合理定价是必要

的.而且为了向生产商提供提高质量的激励,质量溢价不该属于贸易公司或者批发商,而该归生产商所

得.由缫丝生产商商标来证明质量是实现这种组织协作的一个机制.开明社在其１８８４年规章里设定

了其商标设计,并在１８８８年规章里进一步规定了品牌质量的严格控制.生丝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

好的,被认为是开明社牌,该品牌下还有三个编号的类别.第二类在Soseigumi品牌下销售.第三类,
只在国内市场销售,没有专门的品牌.根据１８８８年协议,开明社共有７０％的产量被定为是开明社一级

品牌(Nakabayashi,２００３).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晚期,横滨的贸易公司开始接收纽约指定开明社品牌的

订单.１８８０年代末开明社品牌似乎已经被纽约市场信赖,从１８８４年开始该品牌赚取质量溢价,其合作

成员工厂发展迅速③.在此期间,横滨市场开明社生丝销售价格高于长野其他地区的价格,也高于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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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TakashiKato、YasuoSakata和 NorioAkitani编的«日美丝绸贸易史料I»文档１,东京,１９８７;Federico１９９７.
缫丝工序是从煮过的蚕茧中抽丝并缠绕的工序之一.在意大利,丝卷可以从卷轴上取下然后被立即出口,日本的高湿度水平提高了

一次织成的丝线互相粘连的可能.因此,为了干燥和整修,日本生丝必须再次在一个附加的、更大的卷轴上再缫.
１８８４年后信州(长野县的古称———译者注)缫丝格外被喜爱.“(１８８４年)七月中,信州丝绸有些流行起来,被证明品质优良.绞

的价格持续下降,缫丝却毫无疑问走势很好,其优良品质明显让他们成为美国市场的主要偏爱”,«日本丝绸贸易»,取自«Messrs．Griffin
&Co．(横滨的贸易公司)的半年期丝绸报告»,«日本每周邮报»,１８８５年４月１８日.１８８４年诹访有１６２４个缫丝锅,其中６９１个都隶属于
开明社.１８９０年有１３１０个缫丝锅隶属于开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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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８８４年后开明社生丝再缫和检验体系

以外其他地区价格(见图３).
获得质量溢价的缫丝制造商

有激励动力去维持其品牌理

应保证的质量,这一实践被其

他合作社效仿.一个典型的

例子是诹访的一个合作社,

Kyoryoskusha 和 １８８５ 年 由

Kyoryoskusha 改 名 而 来 的

Kairyosha. Kyoryoskusha
是一个合作装运组织.１８８５
年,其成员生产商复制了开明

社的方法并将自己的品牌名

改为 Kairyosha.虽然规模小

了点,Kairyosha后来和开明

社品牌一样成功地获得了质

量溢价.
最初是诹访的丝绸生产

商,后来在日本更广大的地区

也随之采用复缫技术.一旦

合作复缫被证明有利于生产

适合美国市场需求的那种均

匀生丝,机缫生产商也忙不迭

开始采用这项实践.的确,这
种合作从技术层面上有助于

提高丝线的均匀性①.因此,合作复缫的进步并不是技术上的突破,这种进步更多是组织上的,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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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Nakabayashi,２００３.

图３　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长野生丝和开明社生丝在

横滨市场每周价格数据

在检验过程和与合作检验结果与收入分配严格

关联起来的时候,他们随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这一技术优势.赢得溢价导致开明社成

员生产商数量加速增长.缫丝工人操作缫丝锅

的数量,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初迅

速增长.随着其他缫丝生产商追随开明社的足

迹,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美国市场上的日本份

额超过了５０％.认识到其在美国市场上份额

的增长是因为始终如一地提供有保证的质量,
已经获取质量溢价的缫丝生产商有足够的激励

去保证其品牌更高的质量②.从此,随着这种

生产模式的迅速成功,开明社的组织成为日本现代缫丝业发展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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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部分是因为,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工厂规模都太小而不能保持大量生产时的质量统一.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工
厂仍然使用手摇缫丝机器,这种机器不易于保持生产均匀丝线必需的恒速.为部分消除这一问题,复摇轮通常由水力操作.１８９２年,开
明社一共有２０个成员工厂和１５９０个缫丝锅.同年,８家工厂共３２８个缫丝锅是手动的.见 NoshomushoNomukyoku,«日本缫丝工厂
第一次调查报告»,１８９５年.

“在缫丝和复缫方面,一些有名望的生产商能产出优质的丝绸;而其他品牌尤其是那些中等品牌的丝绸,还是像从前那样不均匀、
质量不可靠”,«日本丝绸贸易»,取自«Messrs．Griffin&Co．(横滨的贸易公司)的半年期丝绸报告»,«日本每周邮报»,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９日.
另外,丝织生产商愿意为可信的“原创商标”支付质量“溢价”是真实的商务实践,见 Duran,１９１３.



四、现代工厂的质量控制与激励阶段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相互竞争的缫丝生产商想获更多个体激励时,日本生丝的许

多品牌变得混乱①.多数生产商以永久获得质量溢价为目的,少数生产商只打算通过欺骗买家、贴着高

品质商标销售低质丝绸来获取短期利益.几项研究已经强调,一些日本缫丝品牌是不被信任的,而且贸

易公司或批发商也要参与质量控制(Ishii,１９７２;Federico,１９９７).尽管这一研究描述的是１９世纪８０
年代早期的情况,它并不适用于８０年代中期之后的领头缫丝制造商.不过总体来说,在诹访基础上的

商业模式引导的主流缫丝生产商,对他们的品牌将领导日本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保持着足够的信心:

诹访缫丝生产商的既有组织完全不可能专门生产高品质生丝,即使你花费任何必要

的成本自己生产高品质生丝再将其运送至合作复缫工厂,打包后和低质生丝混在一起,你得不

到任何应得的效果,所以,如果你试图独自生产高品质生丝,你绝对需要自己仔细地挑选

蚕茧,,小心地复缫,严格地检查断线、纤度和光泽,还要小心地选择开水②.

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诹访缫丝生产商的资金限制因他们获得的大量利润而得到缓解.此外,质
量的最佳规模取决于生产商提高质量的效率.高质量生产比低质量生产的成本要高,而成本增加的多

少取决于生产者效率的高低.因此,对一个效率不高的生产者而言,高质量生产可能不意味着利益的最

大化.换句话说,开明社的这种组织向那些低效率工厂提供的激励十分之小.实际上,它会驱逐那些质

量上达不到开明社平均水平、生产力达不到开明社平均水平８０％的成员工厂(«开明社章程»第７条,

１８８４).成员资格的可持续对质量控制也很重要: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晚期之前,开明社还一直拥有大多数

的创始成员.与此相对照的是,只有流动成员的协会即便引入了合作复缫,也无法很好地控制质量

(Nakabayashi,２００３).因此,随着成员工厂在质量方面两极分化趋势的增强,质量目标的次优选择带来

的效率丧失的问题变得严重.开明社成员生产商增加差异化的现象确实存在.开明社在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早期迅速发展,规模的变动也增长.
另一方面,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生丝市场日本份额有所下降.特别是在１８９３年至１８９６年间的经

济衰退(Scranton,１９８９)所引起的美国纺织业的停滞时期,许多生产大众消费的中低级织物的纺织公司

将他们的经丝(一种制为经线的捻线)从日本缫丝换为上海缫丝③.并且美国丝织业广泛使用捻丝机和

动力织机,机器的使用和生产速度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率和丝制品质量的提升.每台织机阔幅绸缎的年

产量从１８９０年的１９７４７１码增长到１８９９年的２５１００１码.这导致丝织物的真实价格降低,在１９世纪９０
年代成为越来越流行的大众消费品④.同期,尤其是１８９３年之后停滞的那几年,在中低级布料的生产

中,熟练技能男性工人被生疏技能女性工人代替的现象在美国丝织业的中低级织物生产中进一步发展.
这种条件下需求的生丝,首先要有均匀的纤度,因为这样的生丝能适应动力织机的高速操作,使高生产

率成为可能.中低级和高级织物都需要均匀纤度的生丝作经线⑤.这实际要求生丝需要有更高的产

量,更高的劳动效率,并且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同时还应确保丝线质量的均匀和稳定.
产自上海的缫丝适应了美国市场的新需求.上海的机器缫丝工厂肇始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西方投

资,９０年代间迅速成长.平均每个工厂配备有１５０－５００个缫丝锅,缫丝机都由蒸汽驱动.所以,从质量的

稳定性和纤度的均匀性来说⑥,它们生产的缫丝优于日本产品.另一方面,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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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关税委员会,«阔幅绸缎生产和关税»,１９２６年.
«诹访缫丝生产商经历的故事»,«信浓毎日新闻»,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１日.
见Federico(１９９７)来自美国丝绸协会主席B．Richardson的一篇报告,«日本养蚕业协会期刊»,No．１９,１８９４年１月;«横滨 Kiito

GomeiKaisha纽约分行的报告(表)»,２９,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３２,１８９５年２月;No．４４,１８９６年２月,４５,４６,１８９６年４月.
见 KumasaburoTanabe,«丝绸价格上升的原因和丝织物在美国的流行»,«汉方(官方公报)»,２９３６,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７日.
见IwajiroHonda的报告,DaiNihonsanshikaiho,No．５２,１８９６年１０月.如果经纱不均匀,会在织机中缠在一起,工人必须停下

织机将丝线去除.另外,织机需要由熟练的男工调整.见Chittick(１９１３)«阔幅绸缎制造商和关税»,５１;«美国妇女儿童工资劳动者状
况报告,卷４:丝绸产业»,３４;Matsui(１９３０).

见 UmonNishikido,«中国的蚕业和缫丝»,１９８７;Li,１９８１.１９２２年开明社的成员工厂数量是２２家,其中１５家装备的缫丝锅不到１００个.



西方贸易公司在上海建立了装备有１５０－５００个缫丝锅的大型工厂①.鉴于中国缫丝的丝线比其日本

竞争者的更加均匀,美国丝织生产商在加捻生丝方面替换了日本缫丝而选用上海缫丝.美国市场上日本份

额的停滞使日本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生丝替代的威胁.这次替代还表现在横滨市场上开明社品牌质量溢价的

减少.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属于开明社和其他长野县品牌的质量溢价减少,直至消失(见图３).
为了重新得到失去的市场,诹访的缫丝制造商必须重组生丝产业.第一,将生产过程转入更大的工

厂是必要的,这样缫丝和复缫可以连续操作.换句话说,合作复缫协会(图２)建成的质量控制系统必须

被取代,继之以整体内化进每个公司的生产体系的质量控制流程.因此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领先的

生产商在合作社之外建立起装备了几百到一千个缫丝锅的大型工厂.早在１８９４年,开明社成员片仓和

小泽就建立了拥有２００－３００个缫丝锅的独立大工厂.片仓后来增加了他的工厂,独立进行质量控制,
每一个都用不同的品牌名出口产品,慢慢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缫丝产业组合.１８９７年,同是开明社成员

的三个小型缫丝制造商长尾口川上(OtojiroOguchi)、桥爪宇之吉(UnokichiHashizume)和横内玄卫门

(GenemonYokouchi)理解组织改革的必要性,他们退出了开明社,共同组成一个公司并建立一个装备

４００个缫丝锅的冈谷丝织公司②.为达成由一个综合管理下经营的“更大的工厂”的“原材料、开水和管

理的标准化”,１８９９年这个工厂扩张到装备了７９４个缫丝锅,２０世纪初超过了１０００个.１９００年代,冈
谷是最大的一枝独秀的工厂,其产品以同一个品牌名称出口.１９０３年,冈谷公司的会长尾口川上

(OtojiroOguchi)阐述了公司的创办目标和成就:

过去,我们缫丝制造商在各自的工厂生产生丝再集中至合作复缫地点.我们检验生丝,贴
上一样的商标,再合作销售.但是,这些生丝丝线只是样子上一样罢了,实质上它们不可能一

样.于是,外国织工总是抱怨.１８９７年,我们成立了一家大工厂,将所有原材料、煮茧的

水和监管都标准化从此我们一直生产持续优质的高级生丝,我们的产品获得国外买家越

来越高的评价.美国丝织厂经常下订单点名要我们冈谷公司的产品(Hiramoto,１９８５a).

冈谷公司在其大规模工厂成功生产了统一、高水平的产品,２０世纪初,其品牌“白鸡”在横滨市场上

被公认为是 “信州 No．１”分级的标准品牌,在纽约市场上作为“日本 No．１”分级③.(Chittick,１９１３,

Duran,１９１３;Hirano－son,１９３２;Nakabayashi,２００３)④.这样大型的独立工厂的一个重要优势还是技

术上的.均匀丝线缫成的生丝的生产需要来自动力绕线轮的恒速、锅炉蒸气的恒温以及高昂固定成本

的工厂投入⑤.另一个优势是组织层面的和技术上质量的最优目标一样,两者都与退出合作复缫有关.
效仿片仓和冈谷公司创始人的范例,诹访的缫丝制造商一个接一个从合作复缫协会退出,建立他们自己

的拥有复缫设备的大规模工厂.因此到大约１９００年之前,诹访的缫丝工厂平均每家有超过１００个缫丝

锅.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有许多缫丝制造商破产,那些存活下来者在其大工厂里进行从摇纱到复缫的

连贯性生产,产 出 规 格 统 一 的 生 丝,并 创 建 自 身 的 独 立 品 牌 (Hiramoto,１９８５;Takamura,１９９５;

Nakabayashi,２００３).诹访大规模工厂生产的“日本 No．１”牌缫丝,在光泽和弹性方面都不如日本其他

区生产的 “日本特级”牌和 “意大利特级”牌.从这两点上看,“日本 No．１”并不是高级缫丝(Ishii,１９７２;

Federico,１９９７),但它均匀统一且价格低廉,适合织造美国大众消费的中低级织物.不过,这却是１８７５
年到１９２５年间的５０年里世界上最盈利的市场.诹访缫丝业使自身适应美国市场,并扩大了这个市场.

伴随从合作社到独立大工厂的过渡的组织上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检验过程的内化和个体品牌的建

立.如果属于一个协会的所有工厂的效率水平是相同的,质量的最优水平,也就是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

化的质量水平,也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工厂之间的效率水平不同,质量的最优水平本身也会不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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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Nishikido(１８９７)和Li(１９８１).
OtojiroOguchi备忘录,１９０３年.“Hashizume档案”,存于冈谷丝绸博物馆.
«生丝的分级»,«美国丝绸杂志»,No．７,１９０８年７月.
也就是说,和“冈谷白鸡”牌质量相同的生丝在横滨和纽约都被认为是“No．１”牌.美国丝绸协会在１９０８年正式承认“冈谷白鸡”

是分级的标准.见«生丝的分级»,«美国丝绸杂志»,１９１９.“No．１”牌曾是美国市场上中低级织物需求量最大的.
缫丝工艺包括在蒸汽里煮蚕茧.



需要更高水平的质量时,这种效率差异会是最显著的,正如任何拥有较低效率工厂的合作社会将损失强

加给其更有效率的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大且更有效率的生产商如果退出协会,将检查过程合并

进自己的工厂并建立自己的品牌,会更加盈利.这就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晚期到２０世纪初,大型独立工

厂在纽约市场上建立信赖的品牌“原创品牌”的动力机制.
随着这个组织上的改变,缫丝生产商逐渐获得纽约市场上的多维质量矢量,并更有效率地将其和缫

丝操作联系起来.的确,这个学习过程成为日本超过上海缫丝的发展优势之一.２０世纪初,当日本缫

丝生产开始再次发展并扩大其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时,上海缫丝业发展陷入停滞.在一些研究中已经

指明引发停滞的原因,包括极其昂贵的法国设备、低效劳动率和金融市场等引起的生产成本的提高

(Sota,１９９４).此外,我们还需考虑组织的问题.总体来讲,上海丝织公司的经营者和所有者不是同一

批人.通常是经营者与所有者签约租赁一个工厂及其品牌,租期一年.经营者并不持有某一工厂的长

期契约,他们对设备改进也不感兴趣.因此,这个工厂的商标无法保证稳定的质量(Li,１９８１;Eng,

１９８６;Furuta,１９８８)①.上海只有极少数的工厂拥有通过建立可识别的品牌来获得质量溢价的激励结

构.尽管Federico批判这一观点,认为还是有一些上海缫丝是优质的(Federico,１９９７),重点问题是倾

向于品牌强化的管理理念是否占据主导.相反的是,诹访的缫丝生产商有强烈的激励来保持长期利润,
并利用从其自有品牌价格中获取的信息来优化控制生产过程,保持品牌和质量溢价的管理导向占有支配

地位.于是,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在１９００年以后能够再次增加(Federico,１９９７;Nakabayashi,２００３).
信息获取从合作社向生产制造商的转移引起雇佣工人工资体系的巨变.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晚期,

诹访缫丝生产商已经采用相对工资体系,工人的工资由工人间的相对评估决定,即工人年绩效的绝对值

减去工厂全部女工的平均值等于该工人绩效的相对值.这个相对值决定了她的基本工资,年底一次结

清.开明社建立的质量控制体系依赖于各工人劳动效率的每日计算,允许基于事后估计的相对工资体

系的采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一种运用劳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生丝的产出量/蚕茧的投入量)的
相对评价的工资体系在诹访缫丝业内普遍推广(Nakabayashi,２００３).这个相对工资体系能够通过减小

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评价误差的可能来给予工人激励.它还能借扩大工资分发的偏度给格外优秀的工

人以强激励,使其获得相对高的工资(Rosen,１９８８;Holmstrom,１９８２).
但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晚期,随着生产和检验的分离,公司却几乎只局限于劳动生产率的定量测量,

可行性和成本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各个工厂只进行这一方面的监管.在多维生产情况下缺少监督,投机

行为会驱使工人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避免这样的多任务道德危机,诹访的

缫丝制造商构造了一个同时控制多维任务的激励体制(HolmstromandMilgrom,１９９１;Nakayabashi,

２００３).无论如何,合作复缫工厂还收集了包括已缫生丝质量等在内的绩效信息.
随着大型独立工厂的建立,这些信息逐渐由个体工厂收集.所以在１８９０年代后期,大生产商引进

一种新的工资体系.这种新的工资体系利用一个四维的工资函数,由劳动生产率、材料生产率、丝线均

匀性和丝线光泽这四个独立变量构成.通过这个工资函数诱发激励,工人从本质上同时通过自身收益

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了工厂利润的最大化.的确,在当时这种工资函数下工人劳动矢量得到更好协调

(Nakabayashi,２００６).这一工资体系经过运行实践后变得越来越周密.２０世纪前１０年,一个同时控

制质量和劳动生产力的激励体系得以建立.利用这个“高能激励”(Williamson,１９８５),诹访的缫丝制造

商成功地将工人的劳动力最优化(Nakabayashi,２００３).因此,将市场定价整合进生产组织的做法全面

呈现了工人个体在生产操作的劳动水平,借此操作工人将自市场的流线型信息流被组织起来,通过将检

验过程的信息反馈给生产过程,给市场上的品牌定价,进而２０世纪初工厂操作工人提供多维激励.

五、结论

通过开港之后长野诹访地区生丝业的发展及其质量控制的历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生丝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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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多种不足是错误的缫丝方法造成的,而一些缺陷是劣质的蚕茧造成的.



质量控制和组织变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１８８０年代初之前,日本生丝的国际贸易是由西方贸

易商主导的,他们在横滨生丝输出港进行检验和分级工作并将这些质量信息通过委托批发商间接地反

馈给生产商,生产商无力从事该方面的工作,也无法从信息中获取质量溢价.１８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为应

对法国等传统欧洲市场的萧条,特别是对美国这一新兴市场对大批量、廉价且质量稳定生丝的需求,早
期成立的以合作运输为目的的合作社开始调整职能,致力于整合成员工厂,以合作社为实施主体推广复

缫技术.这提高了日本生丝的质量水平并初步建立了受到美国市场普遍认可的品牌,导致生丝检验和

等级评定的职能从西方贸易商手转移到日本厂商手中.随着质量差异化品牌的建立,协会可以获取多

维价格函数的信息,还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用这些信息控制成员生产商的激励.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合作复缫导致内部质量的分化,品牌变得混乱,造成市场

认知的困扰.与此同时,美国制丝业普遍使用丝机和动力织机,生产效率的降低导致成本和价格的降低

以及消费需求量的扩大,这就需要数量更多、质量更加稳定的生丝作为原料.中国上海等地区所设立的

器械缫丝厂符合了美国市场的需求,给日本丝业以极大的压力.在这三重作用力下,日本的缫丝业生产

组织再次发生变迁,他们开始退出合作社,实力较大的工厂谋求扩大生产规模,较小的厂商则通过彼此

联合实现扩大生产规模.生丝质量检验过程再次融合进个体工厂,各个工厂的品牌建立起来.生产商

利用从他们自己品牌从市场获取的多维价格函数信息,直接通过多维工资函数来控制工人的激励.在

这一点上,外国出口市场上要求的、由多维价格函数体现的多维质量矢量,有效地和工厂工人的激励关

联起来.这种组织上的变化使日本缫丝业的优势彰显无遗.随着在２０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成长期的开

始,美国市场上的日本份额持续增长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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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安全监管的制度困境与替代方案∗

———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看天津爆炸事件

董春晓

摘　要:近年来,中国工业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频繁的运动式全行业排查也并未有效降低

事故发生的频率.人们对于爆炸———排查———爆炸的间次发生规律已渐渐形成了某种心理预

期,这种看似“命定式”的灾难感所反映的正是我国现有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在守护公共

安全方面失效.传统治理方式强调对于指定性行为的关注与遵循,无法有效地提取不确定环

境中的弱信号,工业生产中细微的操作故障都可能变为灾难,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做出动态

的调整,而这是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所难以实现的.生产者和监管者如果设定了一个所谓

的理想化常规,那么终将演变为一种灾难性的不可信.要克服现有监管制度结构无法满足安

全生产的现实要求的矛盾,亟需建立一套替代性的具有系统学习能力的监管组织形态,应对日

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实验主义由于其对可靠性的追求成为首选的备选方案,并且在国

外实践中已经广泛应用于核能、食品安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标杆管

理,高可靠性组织的实验主义治理范式更是对当下中国工业安全生产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工业生产安全;实验主义治理;命令控制型监管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１日,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影响之恶劣震惊全国.这次事故并非孤

案,联系今年的多起化工爆炸事故来看,天津港爆炸事件以一种尤为惨烈的方式在宣示着当前安全生产

监管制度的系统性失效.从实验主义治理的视角,基于近年来诸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虽然

每次事故的具体诱因有所不同,但是共性的问题都包括一线实践者(生产者和监管者)主体性缺失和制

度结构上对弱信号的忽视,一次次事故后的全国性行业安全检查并未根治这一问题.为什么传统的监

管模式无法有效完成守护公共安全的任务? 国际上哪一种替代方案可资借鉴? 它在工业安全生产领域

运作表现如何?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一、命令控制型治理方式的失效

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归因基本可以分为经常出现在重大安全事故分析中的普遍性话语———包括重审

批,轻日常监管的常规性制度问题;多龙治水,部门间权责不清导致管理真空的组织根源问题;日常企业

安全生产过程中一些常规陋习(潜规则)问题和赋予某次事故特点的特殊性问题,以天津港爆炸事故为

例,即政商勾结、官员渎职和执法不力等问题.以往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常规处理主要包括问责事故主

要责任人和有关部门开展全行业安全生产检查整顿两种手段.至于治理效果,从今年连续发生的多起

化工爆炸事故①来看无法令人满意.
我国安全生产规制依据内容可以划分为六部分:“１．作业场所安全条件及安全健康标准规制;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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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２日,山东淄博化工厂爆炸;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天津塘沽化工原料爆炸;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江苏常州一化工厂爆炸;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公司爆炸;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河北唐山一化工厂发生爆炸;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南京六合化工园区
一化工厂发生爆炸;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日,漳州PX工厂发生爆炸.



全生产资金投入及工商保险规制;３．安全生产责任及内部管理要求规制;４．安全生产市场准入许可规

制;５．安全生产检查监管规制;６．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规制.在这些规制中,前三个规制的贯彻执行

责任在生产经营单位,后三个规制的贯彻执行在国家,从而形成安全生产规制体系中规制者和被规制者

各自相对稳定的行为责任体系.”(苗金明,２００９)安全生产规制体制的运行模式如图１所示,从制度结构

上看,目前我国采取的监管模式属于命令控制型监管,即规制者设定行业准入标准,通过行政许可、行政

审批的形式来实现,并以监督检查的形式作为保障(薛剑光,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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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安全生产规制体制的运行模式①

安全事故后续的常规问责与运动式整治的治

理手段的失效背后所反映的是命令控制型治理模

式或者说规定性的监管制度模式(Prescriptive
RegulatoryInstitutionalModel)的不足.这种传统

的监管制度模式的重点在于发证式的审批监管,
监管聚焦于一些指定性的行为,实现监管目标的

基础是监管部门制定出实现目标的规条,生产企

业依法依规执行.但是这种监管模式有效的前提

是被监管主体相对同质,环境相对稳定,监管者对于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及达到他的手段是充分理解的.现

实的问题是组织的异质性太强,环境也在不算变化,往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无法充分理解如何才能对系

统进行良好的控制,即详细的目标清单及切实可行的实现手段都是未知或变动的,需要在不确定环境下学

习、适应、调整(Gilad,２０１０).“在这样的世界里,科层制当局制定的固定规则很快就滞后而无法有效执行,
由此产生的规则与实践之间的裂痕,不得不诉诸未受问责的、不断滋长的由自由裁量决定的免除与例外

(WaiversandExceptions)”(Sabel&Zeitlin,２０１２).换句话说,命令控制型监管制度等于人为建构了一个

安全的标准化空间,它暗含的假设是标准制定者能够充分理解哪些标准是重要的,掌握危险与不危险的临

界点,并且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来监督生产者的违规行为.不过这些假设在面对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现

实时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无法结构性地让监管标准随着不同生产主体的实际情况得到及时且个性化的调

整,结果将是体制内的监管者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依据自由裁量权对监管客体进行相机裁判.
有的人也许会将多次事故归结为主体责任不到位,有关部门的重视不足,这种观点也能从重大事故

后的媒体话语与官方文件中找到证据.每逢重大安全事故后的安全大排查一般都会强调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但是,实现零容忍不是单纯的高度重视,严格依法监管就能实现的.最近的

例证就是在天津爆炸事故后仅仅十天,在全国安全大排查的风口浪尖上,山东淄博一化工厂再次发生爆

炸,而爆炸发生前安全检查工作组刚刚来过.② 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上下都重视的情况下监管依

旧失效? 答案就是现存监管制度存在能力硬伤.

二、作为替代方案的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要克服现有监管制度结构无法满足安全生产的现实要求的矛盾,亟需建立一套替代性的具有系统

学习能力的监管组织形态,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实现监管绩效的提升.
第一,需要直面人们认知的局限性.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工业生产尤为重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

生产的风险日益增大,对于认知的自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第二,需要找到能够及时发现风险源,并能进行有效反馈的行为主体.命令—控制型监管体制下,能

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行为主体包括监管者(外部检查)和被监管者(内部自检).但是两者的效果均不理想,
原因在于:(１)监管者无力实现有效的外部日常监管;(２)被监管者缺乏足够的动机进行有效的内部自检.

监管者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安全事故发生在县乡以下的生产经营单位,因此笔者以基层安全生

产监管为例进行说明.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县级政府统管、行业部门监管、乡镇政府主管、经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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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图片参考了苗金明(２００９).
«山东化工爆炸:督查组刚走就出事 去年曾被约谈»,凤凰财经,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



位自管”的基层安全生产综合管理体制(见图２).而且,各地普遍采用县乡二级委托执法机制.县级安全

监督部门不全面参与辖区日常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而将监督检查权及部分行政处罚权交由各乡镇安监机构

行使,自身一般保留行政审批、行政许可、重点企业安全生产监督、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等职能.乡镇安监机构

行使辖区安全生产活动监督检查,并定期向县级安监部门汇报监督和执法情况(陈国华,２０１３).实际情况看,
县乡两级基层安全监管都存在人员专业性不足,缺乏足够技术支撑,现场执法监测设备缺口严重等问题(詹瑜

璞,２００９;陈国华,２０１３).安全监管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靠传统的官僚结构运作无法有效发现并处理安全风

险.这种实际的执行力让本来就在设计理念上存在硬伤的命令控制型监管系统更加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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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典型基层安全生产监督体制图①

被监管者方面,命令控制

模式下的严厉制裁会阻止企业

有效披露信息,因为披露风险

信息增加了被发现和制裁的可

能性,从而增加其成本.此外,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种监督

惩罚式的政企关系诱导行为者

对制度采取更加理性计算的态

度,进而挤出了自愿合作(Arlen
& Kraakman,２０１２).企 业 会

依据规制要求的标准产生一种

惰性,缺乏反馈潜在风险弱信

号进行系统调整的动力.因此

需要从治理思路上进行反思,重新找到能有效发现风险信号的任务承担主体.
第三,需要建立一套弹性调整的动态监管制度结构,能够将风险发现者的反馈及时进行评估,迅速

作出相应的制度改良.这就要求改变当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安全监督工作相对脱离的分工关系(见图

１),监管者需要与被监管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基于管理的监管”的组织模式.
在上述三个方面,实验主义治理框架作为替代方案具有良好的竞争力.
何谓实验主义? 一般说来,实验主义治理是指一种临时性目标设置与修正的递归过程(aPecursive

Process),这种递归程序基于对在不同环境中推进临时性目标的不同方法展开比较的学习.实验主义所应

对的正是命令控制模式所无法解决的环境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的挑战.最发达的实验主义治理形式涉及一

个多层级架构,其四要素在一个迭代循环中相互联接.第一,大致的框架目标与计量它们实现程度的标

准,是“中央”和“地方”单位根据与社会利益相关者协商,而共同临时建立的.第二,地方单位被赋予以自

己的方式追求这些框架目标的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规制体系中,“地方”单位(theLocalUnits)特指如企

业这样的私人行动者或者它们直接应对的地方当局.在提供服务的组织中,“地方”单位特指一线工作者,
如教师、警察、社会福利工作者,或者监督他们的地区机构.第三,作为自由裁量权(ThisAutonomy)的条

件,这些单位必须定期汇报它们的绩效,并且参与同行评估,同其他使用不同方法实现相同目标的单位的

成果进行比较.在它们没有取得良好进展以符合公认指标体系的领域,地方单位被期望展示它们正在实

施合适的修改措施.第四,目标、标准和决策程序自身,也被不断扩展的行动者根据评估过程反映出的问

题和展示的可能性而适时修正;并且,这个过程循环反复使用(Sabel&Zeitlin,２０１２).其中,第二和第三个

要素解决了风险信号发现主体的问题,而第一与第四个要素解决了动态监管结构的问题.
实验主义受到丰田生产系统组织形态很大影响.该系统打破了命令控制型管理体系的组织前提,

拒绝在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之间明确区分.它设想规则会在应用的过程中被持续性地改进,通过对规

则偏差的诊断能够发现系统性的问题并有机会进行系统性改进.在这一结构下,一线实践者的地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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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片来源:陈国华、安霆、范小猛,２０１３:«基层安全生产监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第８期.



大大提高,由于打破了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的区分,他们一方面拥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能在执行过

程中持续不断的发现并反馈问题,进行系统的修正与改进(Sabel&Simon,２０１１).如果能够实现这一

组织革新,可以预期将能够改变现有监管制度框架下运动式治理的失效现状.

三、实验主义治理在工业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案例

这种良好的替代方案应用于工业安全生产领域是如何运作的呢? 接下来,笔者将以美国三里岛事故之后

核电领域实验主义组织的发展经验和高可靠性组织的实验主义治理机制作为应用案例进行阐明.概括来说,
就是建立一套基于并且监督企业自身的错误检测与矫正机制的实验主义机制———它要求企业根据关于在相

似环境中安全故障的可用知识,为识别并减轻运行中可能的危害,发展出系统的、可供检查的规划.
美国在三里岛核事故之后,整个行业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吸取了过度关注设备相关的安全因素(技术)

而忽视人的因素(管理和培训)的弊端.从管理角度进行了大力的组织革新,监管者方面,为了防止产业发

展与产业监管双重任务集于一身而导致发展压倒监管的局面出现,原有的原子能委员会一分为二,成立了

核能监管委员会.生产者方面,在事故发生９个月后自发成立了核能运营协会(INPO)来降低灾难性事故

的发生可能性.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核能运营协会与核能监管委员会签署备忘录,为了双方持续合作关系,共同

构建一套核工业安全相关的经验、信息、数据交换框架,在此基础上,著名的标杆管理(Benchmarks)实验主

义制度得以建立.该制度的核心主体是行业的自组织核能运营协会.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汇聚组织成员

企业的操作经验,从中提取经验教训建立标杆,然后评估确认与每家核电站相匹配的标杆.每家企业的日

常安全生产信息会通过网络汇集到协会工作人员那里,从中发现可能的危险信号,经过危险源分析,找出

可行的解决方案形成报告.同时会有同行评议机构派出专家组进驻企业听取其对协会发布的危险源排查

报告的回应,同行评议的结果会提交企业的董事会和经理层以确保批评意见得以尽快执行.这种定期的

同行评议会形成行业内部持续的改进压力.在这种行业内部管理系统下,官方的核能监管委员会虽然保

有发布规范的权威,但是基本上直接采用核能运营协会提供的培训、维护及相关事项的标准.这种实验主

义框架形成了良好的安全运营与产业监管的效果.(Osif&Baratta,２００４;Dorf&Sabel,１９９８)
类似的实验主义规制方式不仅限于核能领域,由于其在安全生产领域应用的普遍性,代表性的实验主义组

织的类型之一就是高可靠性组织.高可靠性组织主要是设计用来胜任那些核能发电,太空开发等要求极端严苛,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任务,因为细微的操作故障可能带来灾难.这些组织的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环境

的变化来做出动态的调整,假如他们设定了一个所谓的常规,那么将演变为一种灾难性的不可信.组织的关键机

制是错误检测与成因分析原则(ErrorＧDetectionandRootＧCauseAnalysisDisciplines),这种风险分析机制经由严密

的事件通报系统而加强,该系统要求一线实践者通知系统管理者有关“失控的”续发事件(险些发生的事件、或只

因意外才没有引发灾难的意外事件).系统规制者然后评估该事件,与一线实践者协作以确定其根本原因,警示

系统的其他行动者注意调查结果以及对于他们自己运作的潜在影响,并且定期评估针对这些警示的应对措施.
(Sabel,２００５．)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将可能的风险因素消灭于萌芽之中.在工业安全领域,基于实验主义理念的“过
程安全管理 (PSM)”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Coglianese&Lazer,２００３)

在实践中,美国和西欧的实验主义治理框架已经广泛应用于核能、食品安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
因为在这些领域,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现在用来保护关键性公共利益的市场与官僚机构的守

护能力.传统的官僚制和市场治理结构无法应对日益不确定性的政策环境,需要革新性的管理结构来

解决变动环境下的新问题.(Sabel&Simon,２０１１)

四、比较:作为核心差距的弱信号提取能力

弱信号的有效提取是实验主义在安全生产方面优于命令控制型模式的关键点,这也是我国当前生

产安全治理的关键.
在理论上,实验主义治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可靠性(Robust),它与效率(Efficiency)———传统的命令控制

治理模式及竞争性替代方案最小主义治理模式所追求的目标———相对.效率是一个静态概念,能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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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实现目标就是有效率的手段.但是当目标变得多样而不能很好限定的时候谈论所谓最优化或效率就

变得意义不大了.取而代之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衡量标准就变成了可靠性.它指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任务环

境下得出最行得通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把可靠性理解为高度动态的效率.可靠性要求回应不仅仅是像

价格那样的强信号(静态环境下效率的主要关注点),也需要回应类似于细微的、不规则的或偏差的弱信

号.弱信号可能不能被市场价格显示出来,它们与价格和其他的强信号不同,更加庞杂而多样,要求充分

的审议和复杂的判断.保证安全性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充分的弱信号搜集与研判,从上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实验主义组织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相较而言,命令控制型模式则弊端立显.
由于命令控制型的安全管理模式聚焦于指定性行为,所以实践者对日常生产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弱信号不

敏感,更容易将其归类为噪音,而非能反映系统性问题的线索.这种行为模式在生产安全中的缺陷容易以一

线工作人员对系统性潜在风险的预判无力———对某些可能危及生产安全的陋习视而不见或见怪不怪———的方

式表现出来.对弱信号的无视可能出于本身安全生产知识的缺乏(无法识别),也可能出于企业有意的隐瞒(未被

告知),也可能是有能力识别却缺乏系统性更正的力量(无力改变).前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可归结为企业培

训的问题,后者属于管理结构(比如一线实践者无法有效将系统性问题向上反映并得到良性反馈)和权力分布(比
如工人无法有效敦促企业所有者降低生产安全风险)的问题,这些都会呈现在事故调查报告之中.

为证实上述推断,笔者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事故(调查处理)督办结果中选取

了２０１２年至今的化工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原因归类分析.结果显示,基本上每场事故均存在

企业生产安全教育不到位问题或存在某些生产陋习,而实践者对风险识别无力或未被告知的情况尤为

普遍.“企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职工进行有效培训,没有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

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许多操作人员对操作规

程、工艺指标不熟悉,对工艺指标的含义不理解,对本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认识不足,以致操作过

程不规范、操作记录不完整.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安全操作技能不高,安全培训效果较差.”等等类似

话语基本能够在每件事故调查报告中出现,笔者在督办结果列表中随机抽取了十个案件的调查报告予

以摘录(见表１).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事故(调查处理)督办结果并

未涵盖相应时间段所有的事故案件,而是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安监总局督办的案件.另外,选取化工类生

产企业而非其他造成事故的诸如制鞋、制衣等企业是根据“最大可能案例 (MostＧLikelyＧCase)”原则,化
工企业因其高风险性,在风险识别、预判、修正方面相较于其他类企业更有可能做好,如果连这类企业都

无法做到相应的要求,那么管理系统的核心矛盾将能被明显的揭示出来.

五、结语:实验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前景与初步建议

应该看到,短期内我们无法革新乃至重塑现有的结构性框架,即使是监管制度本身按照实验主义的

要求重新排布,它还会受到相关政治因素的制约,比如基本的劳资结构,工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在天津

爆炸事故发生后一则关于工人的报道细节值得反思:

(瑞海国际)这个公司有培训,但培训避重就轻,是远远不够.张华这样的老一些的工人可能

知道的多一些,也仅仅知道必要的名称,好分门别类堆垛罢了.一些新来的,那就知之甚少了.
张华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多么“厉害”,多危险,因为,他自己说“谁知道危险这么大呢?!”这

句话很好理解,把危险告诉工人,一些人就不敢干,或多要求加工资嘛.为啥是集装箱罐体爆炸?
因为,电石这样的产品私企老板包装会严格许多,害怕下雨导致巨大损失.常用的气罐呢,价格

较高,能修则修,能用就尽量用.这就导致极少量的罐体会出现泄露.叉车工张华也有证言:“瑞
海公司的仓库内平时发生小事故是常有的事,比如气罐泄露或是小的火灾.因此,这次刚开始大

家都没当回事,连隔壁‘中联’‘环发’的人都涌到路边看热闹.”此次火灾爆炸,偶然中的必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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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０,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日.



表１　事故调查报告摘录

事故调查报告名称 事故时间 调查报告中与实践者风险认知相关的事故原因摘录

四川省 乐 山 市 沙 湾 区 老 林 头 煤

矿“４２７”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调

查报告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

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煤矿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瓦斯防

治意识差,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随意停开局部通风机,
瓦斯超限继续违章作业.

湖北省 宜 昌 枝 江 市 富 升 化 工 有

限公司“２１９”较大燃爆事故调

查报告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９日

教育培训不到位.新装置投用前安全操作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

不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和职业危害,缺乏异

常工况识别判定、应急处置、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技能和方法.
辽宁省 阜 新 矿 业 集 团 恒 大 煤 业

有限责 任 公 司“１１２６”重 大 煤

尘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阜矿集团和恒大公司对干部职工安全

教育培训重视不够,员工安全意识淡薄,“三违”现象时有发生,
自主保安和群体保安意识差.

唐山开 滦(集 团)化 工 有 限 公 司
“３７”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３月７日

职工教育培训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彻底.«设备使用维修保养制度»
«设备检修安全管理制度»内容不全,规定不严格,不能有效地规范

设备保养和检修,对乳化炸药装药机大中修仅规定了检修周期,未
规定检修内容,对关键零部件未规定定期强制更换的要求.

安徽 康 达 化 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１９”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９日
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无安全

管理人员,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广 饶 县 润 恒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１８”较大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差,安全意识淡薄,主

要负责人及特种作业人员未取证上岗.

黑龙江 省 双 鸭 山 市 宏 瑞 矿 业 有

限公司 “１０１８”重大瓦斯事故

调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职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一是煤矿未对部分入井人员进行培训,
不具备入井作业资格,工人安全生产技能低下,安全意识不强.二

是管理人员“人、证、岗”不符,存在无证和技术矿长、生产矿长挂名

现象.三是未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演练,工人缺乏自救知识.

博 兴 县 诚 力 供 气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８”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８日

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企业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对气柜出

现异常情况的危害后果不了解,对紧急情况不处置或者不正确

处置.许多操作人员对操作规程、工艺指标不熟悉,对工艺指

标的含义不理解,对本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认识不足,以

致操作过程不规范、操作记录不完整.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

安全操作技能不高,安全培训效果较差.
苏州燃 气 集 团 横 山 储 罐 场 生 活

区办公楼“６１１”重大液化石油

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１日

燃气安全使用培训教育不到位.食堂负责人忽视燃气安全使

用规定,疏忽大意,夜间长时间无人值守蒸煮食物.

安徽中升药业有限公司 “４１８”
较大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

企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职工进行有效培训,没有如实

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当一线实践者劳动过程中必要的基本知情权都可以被剥夺的时候,妄谈弱信号的收集只是一纸空

文.好在“风险社会使得那些迄今为止还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东西,变得具有政治性”(贝克,２００４).公

共安全、风险防控的地位提升将打开某些领域原来关闭的机会之窗.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天津爆炸事

件无论是在实验主义制度搭建的政策层面,还是在实践者主体性重建的政治层面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契机,虽然无力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可以在实践中缩短常规维护性行为和变革结构性行为的距离,使其

越来越开放和可修正,实现累积性的进步(昂格尔,２０１２).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优先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改进:
第一,作为信息提取和反馈的基础,首先要在工业安全生产过程中保障一线实践者的知情权,在此

基础上通过必要的劳资管理结构调整,提升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可以从适度扁平化管理的方式

开始,逐步发展为打破管理和执行的界限的实验主义管理模式,发挥一线实践者在弱信号收集反馈和系

统改良上的作用.
第二,作为监管者应从监管思路上进行根本性改变,由“不出事”的逻辑转变为系统性的“制度改进”的

逻辑.这将根本上调整监管者与企业间的关系,由惩罚者变为合作者,政府通对参与企业计划的协商修

改、备案与监督执行等方式实行监管,以发现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为首要目标,督促企业进行系统改良.
第三,通过内部规范动态提升与同行评议的方式实现加强行业自律的目标.上述政府监管方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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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改变传统的重视发证式审批的制度运作外,还将要求大批的专业性监管人员经常性的巡查,不仅短

期内无法实现,而且如果只由政府人员承担将增加大量行政成本,因此作为这一组织革新配套,行业协

会的作用将日渐凸显,具体运作方式可以借鉴美国核电产业核能运营协会的实验主义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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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视域下的食品质量评价实证研究∗

———以２０１３年度广东为例

郑方辉　林婧庭

摘　要:安全是质量的底线.食品安全关系到民生,政府负有重要的监管责任,从而客观

上要求评价质量水平.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本文构建了包括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

及社会责任４项一级指标２３项三级指标的微观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包括行业结构水平、质量

水平、市场竞争力、社会贡献力４项一级指标２０项三级指标的行业质量评价体系,对２０１３年

广东食品业质量开展实证评价,评价结果是:微观质量指数为０．７４８,行业质量指数为０．７１７.
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提升食品及行业质量安全应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及法规体系,推进技术联盟

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强化生产经营者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关键词:食品质量;指标体系;行业质量;微观质量;政府监管

一、问题与文献

(一)背景与问题

“民以食为天”可追溯到东汉,«汉书郦食其传»就有“王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事实

上,中国传统美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并成为近代中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经过近３０年发展,
我国已为世界食品生产、加工制造和消费大国.① ２０１４年,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突破１２万亿元.但与

此同时,新世纪以来,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三鹿奶粉”“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曝光,
折射了这一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２０１３年,在最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中,
食品安全位居首位.② 基于食品安全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消费安全、社会安定和国家声誉,
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但从理论逻辑与可操作的角度,政府监管应指向宏观

质量的底线———商品安全.
质量是以个人感知为衡量标准的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而安全是质量的最低标准(黎庆翔等,

２０１３).食品及食品市场的特殊性要求政府监管,或者说,政府监管具有理论依据及现实的必要性.事

实亦如此.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同时废止此前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国务院发布

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起施行的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食
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力图将政府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与此同时,对于质量评价,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及«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十二五规划»中,不仅将提高食品质量和安全

水平作为食品工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要求加强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
那么,我国食品质量整体水平究竟如何,如何判断目前存在的问题,继而为政府监管及决策提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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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依据,这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学界近些年讨论的热点领域.逻辑上,食品质量评价是

食品质量管理与安全监督的客观要求.借鉴国内外经验,依据食品行业特征,运用科学方法,构建食品

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开展实证研究,评估质量水平,发现存在问题,剖析问题成因,提出改进建议,对于规

范市场秩序、回应社会关切、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落实食

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举措.此种背景下,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课题组与广东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合作,基于政府监管的视角,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构建了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宏观质量

与微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展开实证研究,公布评价结果.２０１３年,这项研究延伸到国内商品,食品

因特殊属性及社会关注度成为质量评价对象.本文在作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借鉴出口消费品质量评

价的指标体系及其方法论(郑方辉、方雪贤,２０１４),利用对广东食品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旨在取得年度

评价指数,从中发现问题,为政府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当然,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亦发

布了有关食品质量评价报告,但质量指数均在０．９５以上(１分制),与公众感受存在明显反差.本文研究

基于独立第三方立场.
(二)文献简述

食品安全涉及到从原材料的获取、食品加工、存贮、运输到销售等一系列复杂过程.我国«食品安全

法»将食品定义为“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

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药品”,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FoodDrugsandCosmeticAct,

FDCA)对食品的法律定义为:人或其他动物使用的食物和饮料,口香糖以及用来组成这些食品成分的

物品.政府监管和规制食品理由在于:食品一般认为是私人物品,但安全并非如此,食品市场的外部性

和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市场失灵,政府监管有助于弥补这种缺陷,避免不可逆等特殊损失.
国内对食品安全问题研究始于１９７３年针对世界粮食危机而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研究从最

初的生物学、卫生检疫学领域发展到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跨学科领域,可以从侧面看出,食品

安全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食品安全现状和产生原因,部分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等角度

做出理论分析.周应恒、霍丽玥(２００４)从经济学视野对当时的食品安全现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剖

析,认为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现代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产物,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食品风险最小

化.李功奎等(２００４)指出“柠檬市场”和政府监管体系上的不足最终导致食品安全供给严重不足.周德

翼等(２００２)提出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并指出政府应作为主要监管力量,结合市场准入等制

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谢敏(２００２)认为,生产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消费者的逆向

选择等因素会进一步加重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从解决办法入手,运用管

理学、法学等理论,一些学者论证了制定严格的标准和实行科学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遏制食品安

全问题.如郑风田等(２００５)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与监管机构分散、职能划分混乱、机构安

排无序有密切关系.梁燕君(２００８)指出,国内食品卫生认证体系没有统一的标准,无法对国内生产的食

品进行统一的、科学的、严格的管理.任燕等(２０１１)通过北京市农产品批发市场调研数据,阐述传统监

管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卞海霞(２００８)通过研究欧盟的食品安全预

警体系,提出我国应构建食品安全预警体系.张文臻(２００９)坚持通过立法,明确受害人和责任人的补偿

与处罚.程言清等(２００３)以完善相关惩罚措施为切入点,提出应根据受害人所蒙受的具体经济损失为

赔偿依据,实行食品召回制度,培养企业诚信意识.

２０世纪９０时代后,食品安全系统评价导入学界.纵观已有的文献,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多是着眼

于食品生产过程的特定环节,或是将食品细化为具体类型,运用应用化学、公共管理学等理论综合评价

食品质量,以指导政府监管,保证食品生产符合安全标准.如伊良忠等(１９９７)将模糊数学模型引入食品

质量综合评价中,对食品单项感官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李晓秀等(２００４)对北京市昌平区土壤和灌溉水进

行抽样调查,以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为基础来评价昌平区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状况;何远

山等(２０１２)结合量化建模方法从食品生产领域对食品质量政府监管有效性做出评估;陈红丽等(２０１３)
对影响生鲜食品冷链物流服务质量的因素进行分类,建立生鲜食品冷链物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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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品类别出发,柯宏等(２００６)探讨了粮食复合膨化食品生产质量的评价指标;刘北林等(２０１３)从产地

环境、种植条件及绿色食品加工、包装和运输等五个维度构建黑龙江省绿色食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取
得综合评价等级;梁洪卉等(２００９)从遗产学、形态学等视角,评价冬虫夏草真伪及质量;肖竹青(２０１３)运
用食品科学方法评价了油条的质量安全,为质检部门提供快速便捷的检测方法.

当然,基于社会关切及上级政府要求,最近十几年来,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评价的研究及实践正

处于探索阶段.２０００年以后,地方政府部门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了食品安全评价体系及实证研究.如

北京市于２００５年起对全市食品安全进行评价,定期向全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用指数,为消费者购物提

供参考;２００７年,深圳市卫生部门制定了消费环节食品安全度指标体系,据公开资料,深圳市食品安全

各项指标逐年提升,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由２００７年的８６．５％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９７．２％;２００９年,杭州市

质监局首次引用食品质量安全指数对食品质量安全进行定量评价,并规定９５分以上为“安全”,９２~９５
分之间为“欠安全”,９２分以下为“不安全”,由此测量２００９年杭州市食品质量安全总指数为９８．０３,评价

等级为“安全”,等等.地方政府的这些探索,尤其是利用质量评价指数作为衡量食品安全状况的综合指

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食品安全现状,也为公众了解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了窗口和指引.不过,总
体上看,已有的研究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一是评价体系尚未完善,缺乏系统论证,二是公布结果比较

零散、局部,缺失公信力和说服力.
在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Weiss认为(１９９５),虽前期无法判断监管的有效性和恰当性,但政府一

定程度上的监管行为确实能遏制食品安全市场失灵问题.结合国内食品安全现状,王晖(２０１０)以经济

学理论为基础,论证强化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对于政府监管的地位,部分学者尝试建立食品政府监管新

框架,如苗建萍等(２０１０)提出监管体制改革“三步走”路径,并建议引入第三部门监管,以确保监管的真

实性、有效性.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张卫斌等(２００７)认为引入电子技术将便于对食品流

通全过程进行追踪,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准确了解食品信息;崔卓兰等(２０１０)建议改变单一、陈旧的监

管手段,采取多元化的监管方式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林闽钢等(２００８)从规制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食品

安全问题的成因,并提出重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规制的对策建议,等等.

二、评价体系

质量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对象、范围、方法、指标等,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

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参照作者之前公布的有关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体系的具体做法和

指标体系,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构建层次化的指标体系结构.结合食品行业特点,基于独立第三方立

场,以抽样调查与部门报表为基础数据源,尝试从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评价指标

体系.
(一)微观质量、行业质量与宏观质量

质量具有层次性,对质量水平的评价存在不同层次的内容.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家朱兰将质量分

为“大质量”与“小质量”,可视为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研究分类的开端.事实上,在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

之间,存在着中观质量,本文中行业质量属中观质量.如果说传统的质量概念针对微观质量的话,那么,
宏观质量具有整体性、社会性,超越个体产品的特征,针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全部.

逻辑上,微观质量针对企业及产品(服务),体现顾客导向,着重于产品符合规格、标准和免于不良,
关注的是产品及服务满足消费者的程度,追求标准程度、产品合格率、顾客满意度及社会责任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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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产业结构、行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行业

生存环境、行业整体发展状况等,技术上由行业质量所构成.这样,对宏观质量的内涵分解,主要体现于

产业的结构水平、整体质量水平、行业综合竞争力及其对国家或社会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食品微观质

量和行业质量.
(二)评价主体与方法

评价主体即是“谁来评价”,决定评价功能及技术路径,亦为影响评价结果公信力的主导因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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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价主体对指标体系筛选产生重要影响.针对食品质量安全评价,评价主体既可为政府相关部门,
亦可为第三方.从公信力、专业性、可操作性角度,由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第三方评价具有现实可行性.
本文研究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强调结果导向,旨在评估质量水平,发现存在问题,剖析问题

成因,提供对策建议.同时,本文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及权重.层次分析法通常是通过专家咨

询对备选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来确定层次中诸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但现实条件下,简单照搬层次

分析法变得无法操作(对专家存在苛刻条件,执行成本高),为此,根据指标数据值的可得性,先对指标作

初步筛选,之后利用专家咨询问卷,一次性得到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系数,进而以覆盖全部导向层为原

则确定具体指标总量,取得权重系数.相应地,简化指标的相关度、隶属度分析过程,降低其预设条件.
(三)指标结构

指标体系是评价体系的核心问题.遵循目标性、层次性、导向性、可行性原则,我们将指标体系构建

为三个层次(领域层、导向层、实现层)和两个维度(微观、中观)的矩阵结构.微观质量评价以企业和产

品为对象,设置满足标准、产品合格、顾客满意、社会责任四项一级指标.满足标准、产品合格指向食品

的固有质量特征,反映商品的质量特性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之间的符合程度.顾客满意主要体现

感知质量特征,反映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认可程度.社会责任反映食品的损失质量特征,以及质量给社会

经济环境带来的损益.中观质量评价以行业为对象,设置行业结构水平、质量水平、市场竞争力、社会贡

献力四项一级指标.行业结构水平反映行业整体构成情况,行业质量水平体现行业固有质量总体水平,
行业市场竞争力指市场占有率、自主品牌、产品技术创新能力等,行业社会贡献力指向行业对所承担社

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有关评价技术路径与指标体系如图１所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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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食品质量评价技术体系

(四)指标与权重

对商品质量评价的指标及权重系数设计方法较多,如排序法、权值因子判断表法、层次分析法、专家

咨询法等.专家咨询法简单易行、应用方便,广泛应用于多层次的量化评价,通常是在获取专家针对目

标问题的意见或建议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专家意见进行分析处理,获取关键和重要信息.由于受主

观因素影响较大,专家咨询法运用效果的关键在于专家的选取,需要综合考虑专家的专业水平和权威

性、专家的心理状态等因素.本文参照作者主持的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体系的成果,结合食品行业实际

状况,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参照专家咨询调查统计结果,确定微观质量评价和行业质量评价的指标及

权重,如表１.根据指标权重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指标得分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指标得分数值归一化到

[０,１]之间.
(五)基础数据来源

食品工业是广东传统支柱产业,凉茶、月饼、软饮料等产品产销量均居全国首位.２０１３年,广东省

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生产总值６１１６．１７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１３．７％,年销售产值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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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项研究中,专家调查成功访问了６１位专家.被访对象中,１１位专家对食品质量评价领域“非常熟悉”,３５专家表示“比较熟悉”.
调查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指标遴选及指标评分参见«２０１３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报告»(黎庆翔、郑方辉、詹少彤,２０１３年).



表１　食品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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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４)

顾客满意
(１８．１)

社会责任
(２１．２)

标准采用 (１３．５)

标准执行(１３．８)

原材料质量(１４．２)

产品质量(１９．２)

顾客层次(４．１)

顾客服务(１４．０)

资源环境(１３．０)

社会职责(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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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４产品质量检测方式(２．４)、X５产品质量检测手段(２．４)、X６产品认证情况

(４．５)、X７质量控制成本(４．５)

X８原材料安全项目检测方式(５．６)、X９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４．６)、X１０原

材料追溯情况(４)

X１１半成品检验方式(５．４)、X１２成品检验频次(４．６)、X１３１０大重要指标合格

率(９．２)

X１４顾客群体特征(４．１)

X１５顾客服务机制(４．３)、X１６产品质量处理宗数(４．８)、X１７质量问题应对措

施(４．９)

X１８包装循环利用(４．２)、X１９能耗水平(４．３)、X２０环保评级(４．５)

X２１与政府关系(１．５)、X２２企业诚信(２．２)、

X２３员工流失率(４．５)

行业质

量评价

行业结构水

平(１５．２０)

行业质量水

平(３２．０５)

行业市场竞

争力(２５．６０)

行业社会贡

献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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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１５．０％,其中大部分企业分布在珠三角地区①.根据上述情况,本项研究对广东省２０个地市(除深圳

外)食品企业,按其企业性质、区域分布和企业规模来设计配额条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企业、代表

性企业抽样.调查对象为企业主管、分管领导或其他熟悉企业情况的管理人员.
调查有效样本为２１０家食品企业.这些企业按所属区域划分:珠三角地区企业数量最多,有９４家,

占４４．７６％;粤北和粤东地区分别为６０家和４１家;粤西地区为１５家.从企业性质来看,２１０家食品企

业中,１５６家为私营企业,占比７４％;外商独资企业２０家;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占比

均低于１０％.从企业注册资本看,注册资本在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数量有７３家,占３４．７６％,在１０１~
５００万元的企业有４８家.从企业注册时间看,超过５０％的企业(１１５家)注册时间在１０年以上,另有四

分之一左右的企业近两年内注册成立.从企业规模和本科以上人员占比情况看,中小型企业居多,占比

在８０％以上.比对食品行业的统计资料,本项调查虽然样本量不多,但基本上代表了广东食品行业的

整体状况.

三、评价结果

(一)微观质量评价结果

依据微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及企业调查数据,按指标结构逐层计算,得到２０１３年度广

东食品微观质量指数为０．７４８.统计结果进一步显示,２１０家被访食品企业中,质量指数介于０．５８７~
０．８４５之间.其中,２３家企业质量指数在０．８以上(所占比例为１０．９６％);７２．８６％的企业质量指数在０．７~
０．８之间;另有１５．７％的企业在０．６~０．７之间,低于０．６的企业有２家(占比０．９５％),极小值为０．５８７.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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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访企业质量指数相对集中,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分布.对企业质量指数做结构分析:
首先,一级指标中,得分率在９０％以上的有０家,介于８０％~９０％之间的企业有２３家,７０％~８０％

之间的有１５３家,６０％~７０％的有３３家,另有２家企业一级指标得分率低于６０％.各项一级指标得分

率(均值、标准差系数、极小值和极大值)如表２.由此可见,四项一级指标得分率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

为:产品合格(８３．１１％)、顾客满意(７４．３２％)、满足标准(７３．８３％)、社会责任(６３．３９％),各项指标表现参

差不齐.
表２　２１０家企业一级指标得分率(单位:％)

指标 均值 标准差系数 极小值 极大值

满足标准 ７３．８３ ６．３２ ４６．６８ ８９．１７
产品合格 ８３．１１ ８．４２ ５２．９５ ９７．７０
顾客满意 ７４．３２ ７．９７ ５１．２０ ９２．６１
社会责任 ６３．３９ ８．０３ ３７．１６ ８０．６７

　　其次,评价采用８项二级指标.统计数据显示,二级指标得分率相差较大,介于５７％~８５％之间,
可分为三个区间:得分率高于８０％的指标为高绩效指标,得分率７０％~８０％之间的指标为中绩效指标,
得分率低于７０％为低绩效指标.８项二级指标中,高得分率指标有２项,分别是原材料质量和产品质

量;中得分率指标有５项,分别是标准采用、标准执行、顾客层次、顾客服务和社会职责;低得分率指标有

资源环境(５７．１４％)一项.从指标标准差系数来看,离散程度最高的三项指标分别为社会责任、顾客层

次和原材料质量.
最后,２３项三级指标得分率如表３所示,均值为７４．７９％.其中,７项指标得分率处于中等绩效区

间,如企业标准认知(７４．９４％)和质量控制成本(７０．１２％);２项指标得分率低于７５％;１０项指标得分率

处于高绩效区间,这些指标大都是质量检验相关的显性指标,如:产品质量检测方式(９２．０７％)、原材料

追溯情况(８７．８１％)、成品检验频次(８４．５０％)、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８４．３６％)、产品质量检测手段

(８３．４５％)、产品质量处理宗数(８２．４８％)、原材料安全项目检测(８２．１８％);同时,低绩效指标有６项,包
括顾客服务实施机制(６０．６８％)、包装可循环利用(５４．２４％)、能耗水平(５３．９７％)和环保水平(５３．９７％).

表３　三级指标得分率分布情况(单位:％)

三级指标 得分率区间 三级指标分类

高绩效指标 ８０％以上

产品质量检测方式(９２．０７)、原材料追溯情况(８７．８１)、１０大重要指标合格率(８５．０４)、与政

府关系(８４．８６)、成品检验频次(８４．５０)、原材料质量管理手段(８４．３６)、产品质量检测手段

(８３．４５)、企业诚信(８３．４３)、产品质量处理宗数(８２．４８)、原材料安全项目检测(８２．１８)

中绩效指标 ７０％－８０％
产品检验标准(７６．８７)、顾客群体特征(７６．８１)、质量控制标准(７６．７５)、质量问题应对措施

(７６．２５)、半成品检验方式(７５．１０)、企业标准认知(７４．９４)、质量控制成本(７０．１２)

低绩效指标 ７０％以下
员工流失率(６４．５３)、顾客服务实施机制(６０．６８)、企业产品认证情况(５５．７１)、包装可循环

利用(５４．２４)、能耗水平(５３．９７)、环保水平(５３．９７)

(二)行业质量评价结果

依据行业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对三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归一化处理,得到三级指

标得分率,再根据各级指标的权重计算出二级指标及一级指标的得分.结果表明:２０１３年广东食品行

业质量指数为０．７１７.主要特点是:首先,２０项三级指标中,有９个指标得分率分布在６２．２２％~６９．９０％
之间,属于低绩效指标,分别是企业专利量(６２．２２％)、本科以上人员比重(６５．０１％)、大型企业出口集中

度(６６．４２％)、熟练工人流失率(６６．７４％)、大型企业比重(６７．７２％)、技术创新水平(６９．３０％)、出口市场

占有率(６９．３１％)、平均利税率(６９．６２％)和平均注册资本(６９．９０％);１０项指标得分率在７１．１１％~
７８．３２％之间,属中绩效指标;仅大型企业成品合格率属高绩效指标,得分率为８２．６１％.三级指标得分

率散点图如图２所示.其次,９项二级指标中,就极大值来看,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以及社会责任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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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３项指标的得分率极大值均为１００％;就离散系数来看,标准差系数最小即得分率最为集中的是配套

能力指标(１．２９),社会责任指标的得分率最为分散(３．６０);就得分率均值来看,最大值为控制质量指标

(７７．２６％),最小值为人才结构指标(６５．７４％).最后,四项一级指标得分率介于６７％~７６％之间,由高

到低排序依次为:行业质量水平(７５．４７％)、行业社会贡献力(７２．３６％)、行业竞争力(６８．９０％)和行业结

构水平(６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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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级指标得分率(％)

　　与此同时,利用相近的指标体系,我们对２０１３年度广东出口消费品１２个行业质量进行了评价.１２
个出口消费品行业的微观质量指数均值如表４.对比发现,食品行业质量指数为０．７１７,低于出口消费

品质量指数均值(０．８１６),且低于其极小值(０．７９７).由此说明,相对于出口消费品质量,国内食品行业

质量整体上存在较大差距.
表４　与出口消费品行业质量比较表

评价体系 行业
行业指数

总体指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出口消费品质量评价

家用电器 ０．８４３
照明设备 ０．８３４
音视频设备 ０．８２５
仿真饰品 ０．８０２
信息技术设备 ０．８４１
玩具 ０．８１５
纺织品服装 ０．７９７
家具 ０．８０２
与食品接触产品 ０．８２０
箱包 ０．７９８
鞋类 ０．７８６
加工食品 ０．８２４

０．８１６ ０．０１９

食品质量评价 国内食品 ０．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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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因素分析

商品质量的量化评价旨在提供肯定成绩及发现质量问题的方法论.从提高质量的角度,对影响质

量因素的分析至关重要.事实上,食品质量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

同.我们从微观角度选取主要影响因素,建立回归方程.微观质量评价以企业为单位,受到企业规模、
质控标准、历史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从全面性、关联性、方便性出发,从评价体系的三级指标中,挑选

若干权重较大因素(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包括标准(对应于企业标准认知,下同)、产品质量(成品检验

频次)、顾客满意(产品质量处理宗数和质量安全应对措施)、员工流动性(员工流失率)等.回归分析采

用控制变量法,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分析单因素对六项指标及总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运用SPSS软

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５.
表５　微观质量评价影响因素回归系数表

多元回归线性
非标准化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回归系数 t Sig．

(Constant) －３５．８３８ ４１．１８１ — －０．８７０ ０．３８５
企业标准认知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６６ －２．２５１ ０．０２６
员工流失率 ０．１７０ ０．０４９ ０．２４３ ３．４４３ ０．００１
成品检验频次 ０．２２８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８ ２．０６１ ０．０４１
产品质量处理宗数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９５５
质量问题应对措施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３９２ ０．６９５
环保评级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３ １．１８１ ０．２３９

　　注:因变量:微观质量评价总分.

　　由表可知,企业标准认知、成品检验频次和员工流失率三个变量的P值(表中Sig．值)小于０．０５,意
味着这三个变量有９５％的把握认为无充分理由拒绝虚无假设,即存在明显的显著性.显著性由强到弱

为员工流失率、企业标准认知和成品检验频次,且企业标准认知与微观质量成负相关.产品质量处理宗

数、质量问题应对措施和环保评价三个变量对质量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增加成品检验频次将有

助于提升食品微观质量水平,而顾客满意两项指标对微观质量的影响较小.进一步说,广东食品行业抽

检范围及抽检强度不足.

五、结论与建议

食品及食品市场具有特殊性.在众多遏制市场失灵的途径与策略中,政府运用法律、标准、行政等

手段对行业及企业的监管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外部保障,质量安全评价为政府监管的客观要求.现

阶段,我国已基本构建“地方政府总负责,监管各部门各司其职,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的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并初见成效.广东为全国食品大省与强省,本项研究表明,２０１３年,广东食品微观质量指数

为０．７４８,行业质量指数为０．７１７,与同期广东出口消费品１２个行业质量指数(０．８１６)比较存在较大差

距.同时,行业内企业质量表现参差不齐.针对存在问题,从政府监管质量安全的角度,我们建议:一是

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强化标准认知与执行.从评价结果看,满足标准指标得分率较低,行业存在

标准认知不足、检验标准和手段落后等问题,为此,应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加快标准的国际化进

程,尤其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来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二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意识.理论上,食品质量水平提高,不仅是食品固有质量提高,亦与感知质量(顾客满意)和损失质量(社
会责任)有密切的关系.从评价结果看,社会责任指标得分率均值为６３．３９％,在四项一级指标中名列最

后,且标准差系数(８．０３)较大,说明广东食品行业总体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且行业内部水平参差不齐.
同时,应扩大抽检企业数量,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监管,增加抽检频次.三是完善法律体系,营造促进食

品行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２０１４年,全国人大对«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修订,各级地方政府应在新«食
品安全法»目标框架下,结合地方食品安全现状制定相应食品安全实施条例,形成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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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法律体系.同时,创造条件推动食品产业向专业性园区聚集,集约化管理,促进食品集群化发展.
对于公益性的食品企/产业,政府应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四是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提高行业

的技术含量.应联合专业机构,形成技术联盟.评价结果显示,企业专利量(６２．２２％)、技术创新水平

(６９．３０％)属于低绩效指标.应加快建立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独立第三方检验机构的技术联盟,形成

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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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mpiricalStudiesofFoodQualityEvaluation
UndertheViewofGovernmentRegulation:

AnExamplefromGuangdongin２０１３

ZhengFanghuiandLinJingt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

Abstract:Foodsafetyisnotonlyamajorissuerelatedtopeople’slivelihood,butalsoahottopic
thatordinarypeoplearemostconcernedabout．Asaspecialcaseof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his
paperconsistsof４first－levelindexesand２３three－levelindexesofmicroqualityevaluationsystem
includingstandardmeet,productquality,customersatisfactionandsocialresponsibility,and４first－
levelindexesand２０three－levelindexesofmacroqualityevaluationsystemincludingthestructural
levelandqualityleveloftheindustry,marketcompetitiveness,andsocialcontribution．Measurement
resultonthequalityevaluationsystemofGuangdongProvinceshowsthatthemicroqualityindex
meanvalueis０．７４８andthemacroqualityindexis０．７１７,in２０１３．Toenhancequalityandsafetyof
foodandindustryshouldimprovefoodsafetystandardsandthelegalsystem,buildingtechnology
alliances,strengthentheresponsibilityoftheproductionoperatorsofthefirst．

KeyWords:Food;QualityEvaluationSystem;QualitySystem;IndustryQuality;MicroQuality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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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博弈中的悖论结局∗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合作金融服务质量探析

康金莉　夏艳辉

摘　要:鉴于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金融枯竭现状,并基于稳固基层统治的需要,南京国民政

府前期在全国范围倡导农业合作金融事业,构建由政府、城市金融机构、合作社组成的农业金

融服务体系.三方主体为追求各自利益目标,在合作金融运行中形成合作与博弈并存的运营

机制.各方主体利益目标与合作金融宗旨的偏离,最终导致合作金融衰退与蜕变的悖论结局.
文章首次运用博弈理论,对此时期合作金融体系内部各方主体的合作与博弈关系进行微观分

析,探析此时期合作金融服务体系运行质量.
关键词:合作金融;服务质量;博弈;悖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打击之下,陷入

严重危机状态.国民政府援引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经验,在全国范围倡导农业合作,以达到“救济农村、复
兴农村”目标.由于农业合作组织内部资金积累不足,专业合作金融体系尚未建立,国民政府选择借助

商资办法,由城市金融机构向合作社提供贷款,形成以政府、合作社、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

合作金融服务体系.关于此时期合作金融服务体系结构及运行机制,本人(康金莉,２０１０)另曾著文作专

题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政府、城市金融机构及农民的积极合作,短期内推动了农业合作金融总体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农业

合作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因三方主体利益目标与合作金融宗旨的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出现

了阻碍合作金融发展,扭曲合作金融目标的悖论现象,最终导致了农业合作金融的衰退与蜕变结局.关

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农业合作金融发展及商资归农问题,已有多位学者(于永,２００２;杜恂诚,２０１０;李金

铮,２０００;李金铮,邓红,２０００;邹晓昇,２００１;刘纪荣,２００７;薛念文,２００３;游本华,２００８等)作了考察,但
多限于发展历程及数量考察,而对其深层经济关系,则鲜有分析性成果出现.① 本文以翔实史料为基

础,从理性经济人视角,运用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及博弈分析工具,对此时期合作金融体系内部各方主

体行为做微观分析,论证此时期金融悖论的必然性,为当前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避免类似情

况再次发生提供史鉴.

一、利益驱动与合作:国家、金融机构、农民合作关系分析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多层次、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合作金融的快速发

展,为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相互合作的结果.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分析,合作金融体系三方主体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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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金莉、夏艳辉,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kangjinli２００４＠１２６．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２FJL００６)以及河
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发展与演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相关成果主要有:于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村金融救济之考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杜恂诚:«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
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李金铮、邓红:«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邹晓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
半期商业银行农贷活动»,«江海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刘纪荣:«论近代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商资归农”———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华北农村为
中心»,«中国农史»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薛念文:«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游本华:«农村
合作与金融“下乡”———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等.



的形成,根本源于各参与人的利益驱动,即企图通过参与合作金融,获取各自利益最大化.
(一)国家行为分析

早在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之初,农村经济尚未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即将农业合作纳入“地方自

治”建设体系,列为七项运动之首,“其他六项运动之进展,均有赖于合作运动以为之倡,”①将合作事业

视为实现控制农村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但始终未采取实质推进措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金

融枯竭,危机深重,影响到政府统治基础.政府遂以救济农村相号召,在全国范围推进合作事业.故南

京政府推进合作金融有两种动机,一为确立有效农村金融供给机制,解决农村金融枯竭问题,救济农村;
二为通过信用合作组织,改变小农分散无组织特点,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有效控制,稳固统治.其中固然

有复兴农村经济,缓解金融危机,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动机,但根本动机,乃为以合作金融为工具,达到

稳固统治之目的.第一动机为第二动机实现之途径.但至抗战之前,并未建立全国性农业合作行政体

系,即中央政府并未直接参与合作组织之辅导设立,抑或合作资金之筹措与发放,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在

地方政府指导下,分散发展.
(二)农民入社动机分析

作为合作组织的主体成员与合作金融的救济对象,农民为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主体之一.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政府虽自觉运用其行政影响力,倡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但此时期尚未形成强制入

社制度,从法律层面,农民仍具有加入或退出合作社的自由.从实践看,此时期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非

常踊跃,这可从合作组织数量的快速增加得以反映,从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５年５年间,全国各类合作社数量由

２７９６家增至２６２２４家,年均增加４６８５．６社,②发展速度为华洋义赈会指导时期的１６７倍.故从理性行

为与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农民积极加入合作组织,参与合作金融事业,除去受到政府行政力影响外,另
有其利益目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规范融资渠道,致使民间借贷利率高涨,而且贷款

困难,形成农民对低利贷款的诱致性制度需求.而国民政府在宣传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时,对农民的承

诺,即是通过合作组织发放低利救济贷款.对低利贷款的渴求,成为农民入社的最大动因.以低利贷款

相引诱,降低了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筹备成本,但同样是基于对低利贷款的渴求,使得农民在入社行为上

存在很大盲目性,并未真正了解合作组织之性质,合作意识低下.
(三)城市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动机分析

由于专业合作金融服务体系尚未建立,此时期合作贷款资金主要由城市金融机构提供.从性质分,
此时期提供合作贷款资金的金融机构有农业与商业两种类型.商业金融机构作为经营性主体,很难主

动承担救济农村的社会责任,其参与合作贷款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慑于政府压力.尽

管商业金融机构为自主性经营企业,但在中国强势政府的社会结构,决策很大程度仍要受到政府意志的

影响.１９３４年«储蓄银行法»颁布以后,即成为直接的法规约束.第二,寻找资金运用途径.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资金畸形集中于都市,而在世界经济危机及美国白银危机打击之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萧条,城
市金融机构急于为资金寻找安全运用途径.第三,基于对河北信用合作贷款低风险的引诱.１９２０年代

华洋义赈会在河北指导信用合作事业,贷款呆滞率几乎为零,远低于城市工商贷款,对城市金融机构投

资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又以后两个方面为最终目标.而政府“救济农村”的号召,不过为商业金融机构

投资农村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上海商业银行在全行通告中称,“年来国民经济,衰败已趋极端,
论者多归于工商业之不振,农业之不持有,即为工商业窳败之主因.本行为商业银行,其业务

自当偏重于商业,然须知商业之基础,即在于农业,此本行所以有农业合作贷款之举办也.”③

为扶助农业合作事业,南京国民政府早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就拟建立中国农业合作事业的专业金融机

构.但至抗战以前,中央农业金融机关始终未能设立,仅部分省农业合作委员会利用田赋捐税款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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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救济农村经济首应提倡农村合作社»,«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根据秦孝仪编:«革命文献８５辑»,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０页表格计算.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字通告第４４号”,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２７５－１－２９５－６４.



立地方农民银行,但大多规模过小,功能不全.① 此时期规模较大,经营农业合作贷款的主要有江苏省

农民银行、四省农民银行(后改为中国农民银行)、浙江省各县农民银行及农民借贷所等.农业金融机构

为政府出资设立,发放农业合作贷款基于政府赋予之强制任务,但亦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与合作组织

之间,属于商业借贷关系.中国农民银行更是广泛经营发钞与工商贷款业务,与商业银行无本质区别,
故可合并分析.

(四)国家行政力量影响对合作金融的促进

除利益目标追求之外,政府行政影响力亦为不可忽视之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大政府,小社会”格
局之下,处于社会最底层、智识低下的农民群体,长期对国家权力保持畏惧心理,在行政权力面前几乎没

有话语权,对政府命令习惯于盲目遵从.这也是形成与１９２０年代华洋义赈会主导合作组织发展速度巨

大差别的原因所在.商业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企业主体,虽然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但在中国特殊的强势

政权空间,对政府之提倡与劝说,也难以做到弃置不顾.故在政府提倡之下,商业金融机构开始发放农

业合作贷款.但与农民相比,商业银行显然拥有更多的理性思考空间,此为１９３４年之前参与合作贷款

的商业金融机构仅有寥寥数家的原因所在.对商业银行的畏缩不前态度,国民政府显然难以容忍,为促

进更大规模的商资归农,于１９３４年颁布«储蓄银行法»,直接以法规形式规定,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合作社

的质押放款和以农产品为质的放款,不得少于其存款总额的１/５.② 进而将这一规定扩大至所有商业银

行,强制商业银行发放合作贷款.在行政强制力约束下,先后参与农业合作贷款的商业银行达２０余家,
大部分商业银行乃至国家银行均参与其中,当时有媒体评论,农村投资“成为银行界中的一种新趋势”.
放款区域覆盖甘肃、陕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山西１３省３００多

县,形成商资归农高潮.
由此可知,三方主体基于各自利益目标,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影响,形成比较稳固的合作关系,即政府

将合作金融作为缓解农村金融危机、稳固统治、获取垄断租金的有效工具;而农民受到低利贷款的利益

引诱,在组织参加信用合作社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积极主动态度;作为资金供给方,商业与农业金融机

构则因受到河北信用合作贷款低风险运作的启发,在工商贷款风险加大的市场环境下,涉足农业贷款,
为农业合作金融提供资金供给.

二、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社三方博弈分析

农业合作金融为贫苦农民之互助合作金融机构,通过对入社农民发放低利贷款,达到互助与救济目

的,使其免受高利贷剥削.因贫苦农民没有能力提供资产抵押,故贷款形式应以信用贷款为主.但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前期,由于合作金融三方主体自身利益目标与合作金融宗旨相偏离等原因,在合作金融运

行全过程反复博弈,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策略组合,即纳什均衡.各方博弈结果,导致了金融服务质量

的低下,引发合作金融向商业金融蜕变的悖论结局.
(一)纳什均衡理论

博弈模型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参与者,即在博弈过程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或者组织;博
弈信息,即博弈参与者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影响的资料;策略集,即博弈参与者可以选择的全部行为或

策略集合;博弈次序,即博弈参与者做出策略选择的先后顺序;博弈方收益,即博弈参与者做出策略选择

的得失.博弈论的核心是“均衡”,即博弈过程中能够达到的一种稳定状态.纳什均衡是一种策略组合,
使得每个局中人的策略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是最优反应.假设有n 个局中人参与博弈,若某种情况

下,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独立的参与方愿意改变策略达到收益增加的目的,则此策略组合

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实质上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设有n 个局中人的决策集合为N,每个局中人i的策略xi∈Rm,令x＝(x１,x２,x３,xn)∈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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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林和成:«中国农业金融»,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９月版,第２８３页.
«储蓄银行法»第７、８条,«司法行政公报»,第６１号,第３页,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５日.



为决策变量生成的向量,令x－i表示x 中除了i以外的其他决策者变量按照原来的顺序构成的向量,即

x－i∈xN/i.为了强调第i个向量在x 中的地位,也可用(xi,x－i)代替x.决策者i的目标函数i(x)＝
ui(xi,x－i):Rm→R.在纳什均衡中,向量xi 属于非空的闭凸集xi∈Rnm,令X＝X∗

１ ,X∗
２ ,X∗

n ,
表示每个决策人策略的卡氏积,则向量x∗ ∈X 为一个纳什均衡解.找到纳什均衡点是一个繁琐的多

程序问题,在不同场景下进行模型模拟,通过计算推导找到鞍点,即为博弈模型的均衡点.
(二)国民政府与代理人博弈:对数量的单一追求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为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

产品市场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

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道格拉斯诺斯,１９９５)但上述两个目的经常是冲突的.在二者

之间选择时,往往会优先考虑统治集团租金最大化,而舍弃有效率产权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统治集

团对社会的统治政策,要通过政府官员———统治代理人推行而实现.而由于代理人作为单独的利益主

体,其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在个人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相矛盾时,代理人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

利的方案,舍弃统治集团利益.因此,统治集团需要对代理人实施监督与激励,以尽量使代理人利益与

统治集团利益保持一致,但需要交易费用.
作为合作事业的提倡者,南京国民政府追求合作事业的理想发展,其衡量标准有两个方面,一为发

展速度快;二为合作组织保持较高质量.但国民政府对合作事业的推动,必须通过其代理人———合作指

导官员进行.为激励官员尽心推进合作事业,国民政府将合作事业指导纳入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如此,
合作指导官员基于其个人效用最大化考虑,对合作事业的指导转化为对个人政绩的追求.而政府对合

作指导官员合作指导政绩的考核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合作组织数量增长;二为合作组织之质量.合作

组织数量可通过统计报表一目了然,而在合作组织分散且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合作组织质量要做到全面

实时监督,须支付极高的监督成本.而且,国民政府仅将合作组织视为发放农贷与控制农民的工具,而
农民是否真正能够通过合作组织获得救助,则并非其追求之最终目标,故监督成本的高昂,可能造成国

民政府对合作质量监督的懈怠.对上述情况,指导官员亦完全了解.故在合作组织指导与监督环节,国
民政府与官员存在如下博弈:

合作组织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为保持较高质量,但要以牺牲发展速度为代价;另一种为快速发展,
但必然导致合作组织质量低劣.国民政府对合作指导官员监督有两种选择,一为复杂监督,即同时监督

合作组织数量与质量;一为简单监督,单纯监督合作组织数量,并以监督结果作为对官员的考核依据.
针对国民政府监督行为,官员选择相应策略.

假设合作组织数量监督成本为０,质量监督成本为C,对官员政绩而言,合作组织数量增长效应为

Q１,短期即可见效;质量效益为 Q２,但需要较长时间方能形成,故短期内 Q１＞Q２.复杂监督会短期导

致合作组织发展速度放缓,长期则有利于合作组织保持优质高效.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可能选择,官员短

期策略与收益情况如下:
国民政府对于官员的策略选择包括复杂监管与简单监管,官员的策略选择是追求质量与追求数量,

官员的策略:

国民政府的选择 官员的策略 官员的假设收益值

复杂监管
追求数量 Q１－Q２

追求质量 Q２－Q１

简单监管
追求数量 Q１

追求质量 ０

　　官员的策略选择是追求质量与追求数量,国民政府的策略是选择监管数量与监管质量,国民政府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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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选择 国民政府的策略 国民政府的假设收益值

追求质量
复杂监管 Q２－C
简单监管 ０

追求数量
复杂监管 Q１－C
简单监管 Q１

　　国民政府为追求快速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更多注重短期效应.官员为追求个人评价结果,亦容易形

成短期行为.分析可知,由于 Q２＜Q１,短期内无论政府选择复杂监管还是简单监管,合作指导官员单

纯追求数量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均高于追求合作质量.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由于质量监管需要付出高

昂的监管成本,亦倾向于选择简单监管.简单监管模式下,合作指导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又转化为单纯

对合作组织数量的追求,忽视合作质量.
(三)政府官员与合作组织博弈:合作质量低劣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动机,在于获得低利贷款,而依据合作规程,合作社必须具备较高的信用等级,
社务管理优良,通过合作指导部门审核方可获得贷款.但提高社务管理质量,达到审核要求需要付出组

织成本C.合作指导官员对合作社有监管与不监管两种策略,农民对合作指导部门可以选择如实申报

社务与撒谎两种策略.
指导官员对合作社的策略选择包括监管与不监管,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诚信与撒谎.合作社的

策略:

指导官员的选择 合作社的策略 合作社的假设收益值

监管
诚信 获得贷款－C
撒谎 不能获得贷款

不监管
诚信 获得贷款－C
撒谎 获得贷款

　　指导官员对合作社的策略选择包括监管与不监管,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诚信与撒谎.指导官员的

策略:

合作社的选择 指导官员的策略 指导官员的假设收益值

诚信
监管 ０－C

不监管 ０

撒谎
监管 ０－C

不监管 ０

　　在指导官员对合作社监管与不监管两种情形下,合作社选择诚信与撒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若指导官员选择监管,合作社选择诚信,可以获得贷款,但需要付出组织成本,撒谎则不能获得贷款,故
选择诚信收益高于撒谎.若指导官员选择不监管,合作组织诚信与撒谎均可获得贷款,而撒谎因无组织

成本,收益要高于如实申报.
合作组织获得贷款与否,对政府指导官员均不形成直接收益,但对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则会直接形成

监督成本,且如上一层博弈分析,由于政府对合作指导官员监督的懈怠,亦促使合作指导官员选择单纯

追求合作组织数量,而对合作质量则怠于监管.这激励合作社选择撒谎方式,获得合作贷款.双方博弈

的结果,是合作组织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
(四)合作组织与银行博弈:恶意欠款与金融机构对信用贷款的歧视

城市金融机构作为经营性主体,其参与合作金融,发放合作贷款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并规避

风险,而非对农民进行救助,故其贷款严格遵循盈利性与安全性原则.作为外部资金供给机构,与农村

信用合作社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两者之间围绕各自利益目标,展开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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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农村金融信贷市场上的合作社只有两种类型:信用状况好的合作社(合作社１),信用状况差的

合作社(合作社２),合作社１能够按期还本付息,合作社２一般会违约而无法按期还本付息.此模型

中,进一步作出假设,合作社向银行申请贷款,本金为B,本期本金为B１,下期本金为B２,依此类推.政

府对合作社违约监管的方式,是通过其上期贷款归还状况评定信用等级,作为下一期是否向其归还贷款

的依据.有效监管下,合作社正常还款可以获得多次贷款,恶意欠款只能获得一次贷款.无效监管两种

选择均可获得多次贷款.贷款利率为r,合作社获得贷款用于生产或投资的收益率为 R,担保实物的机

会成本为零.
政府官员对于合作社的策略选择包括监管与不监管,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正常还款与恶意欠款,合

作社的选择:

国民政府的选择 合作社的策略 合作社的假设收益值

有效监管
恶意欠款 B１．R
正常还款 B１(R －r)＋B２(R－r)＋

无效监管
恶意欠款 B１．R＋B２．R＋
正常还款 B１(R －r)＋B２(R－r)＋

　　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正常还款与恶意欠款,政府官员对于合作社的策略选择包括监管与不监管,政
府的策略:

合作社的选择 政府官员的策略 政府官员的假设收益值

正常还款
有效监管 ０
无效监管 ０

恶意欠款
有效监管 ０
无效监管 ０

　　有效监管模式下,单就一次贷款看,合作社恶意欠款收益大于正常还款,但长期看,会丧失未来获得

贷款的机会,故恶意欠款收益小于正常还款,社员倾向选择正常还款.但若为无效监管,则合作社无论

选择恶意欠款还是正常还款,均不影响未来贷款机会,而且恶意欠款还可节省利息成本,故合作社会选

择恶意欠款.再从国民政府角度看,由于贷款由金融机构供给,无论是否正常还款,对政府官员均不会

形成直接收益或损失,且如前分析,对合作社的监管,反而会影响合作组织数量增加,造成其政绩下降,
故政府官员选择不监管.二者博弈结果,合作社最终选择恶意欠款.

此外,由于合作社对自己的状况以及银行热衷合作贷款的意愿是非常清楚的,但银行缺乏对合作社

的信用状况以及合作社社员信息的了解,即存在信息不对称.合作社在缺乏监管背景下,恶意欠款成本

很低,收益却非常高.在商业金融机构与合作社的博弈中,合作社更倾向于在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后恶意

欠款,当合作社恶意欠款时,银行会面临两种选择:诉讼打官司,或者妥协.若是银行选择与农户打官

司,必须承担昂贵的诉讼成本C,而且即便如此,亦难以追回贷款.最终金融机构倾向于选择实物担保

贷款,信用贷款遭受歧视.
金融机构对于合作社的策略选择包括信用贷款与实物担保贷款,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正常还款与

恶意欠款:

合作社的选择 商业金融机构的策略 商业金融机构的假设收益值

正常还款
信用贷款 B∗r

实物担保贷款 B∗r

恶意欠款
信用贷款 －B

实物担保贷款 担保实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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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的策略选择是正常还款与恶意欠款,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包括信用贷款与实物担保贷款,金
融机构的选择:

金融机构的选择 合作社的策略 合作社的假设收益值

信用贷款
恶意欠款 B(１＋R)
正常还款 B(R －r)

实物抵押贷款
恶意欠款 B－担保实物价值

正常还款 B(R －r)

(五)政府、金融机构与社务管理人博弈:违规操纵贷款及合作贷款转化为高利贷

国民政府及其代理人与合作金融目标利益的偏离,使得其对合作社疏于监督,这导致合作组织质量

低劣.其主要表现除去恶意欠款之外,还表现为合作社为社务管理人员把持.合作贷款虽是以社员名

义申请,但金融机构贷款发放则以合作社为贷款对象,再由合作社转贷给社员.此种贷款机制,本为防

范合作社与社员勾结,恶意拖欠贷款.但合作组织为少数管理人员把持之后,反为管理人员违规操纵贷

款提供可乘之机.贷款到达合作社之后,社务管理人员往往不把贷款转贷给社员,而是通过转放高利

贷,为自己牟取利益.由于社务管理人员操纵社务,会员大会形同虚设,普通合作社社员丧失话语权,难
以行使监督权力.理论上讲,对贷款之分配与使用,金融机构基于贷款安全,国民政府基于行政义务,均
负有监管责任,但最终未能实施,其原因可通过以下模型分析:

国民政府对社务管理人员可以监管,也可以不监管.贷款到达合作社以后,社务管理人员有两种处

理办法:一为合规分配贷款,将贷款按照贷款合同转贷给社员,贷款本息由社员偿还;二为违规分配贷

款,即不将贷款分配给社员,而是自行转放高利贷或做其他投资,贷款到期时,社务管理人员自己归还贷

款本息.合作贷款本金为B,合作贷款利息为r,转放高利贷或其他投资收益为 R,R＞r;国民政府对违

规操纵贷款处罚收益为 G,监管成本为C,通常C＞G,则二者存在如下博弈:
政府监管人员对社务管理人员选择监管与不监管,社务管理人员对贷款有违规操纵与合规分配两

种选择,社务管理人员对监管人员的策略:

国民政府监管人员的选择 社务管理人员的策略 社务管理人员的假设收益值

有效监管
违规操纵贷款 B－C
合规分配贷款 ０

无效监管
违规操纵贷款 B(R－r)
合规分配贷款 ０

　　社务管理人员对贷款有违规操纵与合规分配两种选择,政府监管人员对社务管理人员选择监管与

不监管,政府监管人员对于社务管理人员的策略:

社务管理人员的选择 国民政府监管人员的策略 国民政府监管人员的假设收益值

合规分配贷款
有效监管 ０
无效监管 ０

违规操纵贷款
有效监管 G－C
无效约束 ０

　　在政府有效监管环境下,社务管理人员选择违规操纵会支付高昂的处罚成本C,通常处罚成本会高

于其违规操纵贷款所带来的收益,故缺乏违规动机,社务管理人员倾向选择合规分配贷款.政府无效监

管时,违规操纵贷款会形成正的利差收益,而不必支付处罚成本,倾向选择违规操纵.但从国民政府角

度言,有效监管会形成高昂的监管成本,且国民政府视合作组织为统治工具,并非真正关心合作的互助

救济功能,倾向选择不监管.监管缺位最终促使社务管理人员选择违规操纵贷款,将合作金融转化为个

人牟利手段.
同理,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作为营利性企业,其关注点在于贷款能否安全收回,具体如何分配,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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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心.故亦难形成对贷款分配之有效监管.债权人监管的缺位使得社务管理人员在违规操纵贷款时

更加无所顾忌.

三、合作金融悖论的实证考察

政府、金融机构与合作社的通力合作,总体促进了农村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各自利益目标

的偏离,在合作金融运行全过程充满博弈,最终形成合作金融悖论结果.主要表现为:信用合作组织质

量低劣;信用贷款萎缩;合作贷款被社务管理人员操纵,转化为新式高利贷.上述悖论现象的共同结果,
最终导致救济农村金融目标未能实现.

(一)信用合作组织质量低劣

在合作组织推进中,政府机构凭借行政影响力,并以低利相引诱,吸引农民入社,虽然降低了宣传、
教育等制度准备成本,但亦导致农民在不明了合作真义、缺乏合作意识的情况下,盲目入社.而作为政

府代理人的合作指导官员,基于个人目标利益考虑,单纯追求合作数量的增长.形成这一时期信用合作

社数量快速增加,而社务质量普遍低劣的结果.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１９３６年所做调查,南方以政府

推进合作事业各省,“指导员于组社之始,既不择参与之分子,又不察参加分子之动机,或因推行困难,不
得不求助于士绅,故大半弊窦丛生”(梁恩达、黄肇兴、李文伯,１９３６)农民入社动机,仅限于低利借款

之诱惑,不明了合作意义.许多合作社纯粹为借款而组织,借到款之后,即行解散,“合作社”变异为“合
借社”.如江苏省丹阳县３００余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占９０％以上,“各社又大多以借款为目的”,对合

作意义几乎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一些地区根本没有合作组织,县级合作指导机构通过制造虚拟报表,
编造合作社名称,应付上级考绩,如某县新上任之合作指导员披露其所在县合作造假,“呈文、社章、名册

和登记的字迹,完全是一个人的手笔.”于是便询问前任指导员,其回答竟是,“民智未开,穷人还不懂合

作所以为着顾到厅中考绩,只得闭门考绩,好在他们来亦只看外表”(王立仁,１９３７).１９３４年江苏

省３０００余个合作社中,评定之甲等合作社仅１０社,占比０．３％(郑厚博,１９３６年).浙江省浙江合作社

考核分甲乙丙丁戊己６个等级,丙等以上予以奖励,丁等为及格,戊等惩戒,己等解散.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该

省甲等合作社分别为９个与１２个,占比仅在１％左右.即以丙等以上计之,１９３３年也只占３０．３５％,

１９３４年４０．９６％.(郑厚博,１９３６年)
(二)合作贷款风险增大

合作组织质量低劣直接增大了贷款风险,贷款违约率居高不下.浙江农工银行杭州分行１９２９至

１９３３年间,抵押合作放款提前及按期还款率仅４０．７％,信用合作放款提前及按期还款率更低,为

２５．７％,仅１/４强.过期归还之抵押放款率２４％,信用合作放款比率竟达３０％,而过期未还之坏账损

失,信用放款达６％,抵押贷款竟高达２８％.① １９３５年江苏省农民银行合作贷款按期还款者平均仅约

６４％(因统计误差,故上下两表略有差异),延期归还者１８．２％,转入催收者７．９％,②高于一般省份.其

中最差的通如地区,能够按期还款者仅３６％,转入催收者达２８％.③ 详细情况见表１:
表１　江苏省农民银行放款合作社信用分析表(１９３５年)

地区
按期还款

(％)
延期还款

(％)
转入催收

(％)
未到期
(％) 种类

按期还款
(％)

延期还款
(％)

转入催收
(％)

未到期
(％)

镇宁 ６２．８ １９．４ １２．６ ５．２ 信用 ６４．９ １９．３ ８．９ ６．９
苏常 ７２．３ １８．６ ６．３ ２．８ 购买 ５１．７ ２０．０ １８．３ １０．０
松沪 ６５．８ １９．３ ８．７ ６．２ 利用 ５５．２ １３．８ ２５．９ ５．１
临阜 ７２．５ １０．３ ５．０ １２．２ 生产 ６０．１ ２３．３ １０．０ ６．６
通如 ３６．０ ２７．３ ２８．０ ８．７ 产销 ６１．２ １２．４ ３．６ ２２．８
淮阳 ５９．２ １６．７ ４．３ １９．８ 兼营 ６８．５ １４．６ ３．２ １３．７
徐海 ５７．９ １７．２ ０．６ ２４．３ 合计 ６４．４ １８．２ ７．９ ９．５

　　资料来源:江苏省农民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廿四年业务报告»,江苏省农民银行１９３６年１月版,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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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民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廿四年业务报告»,江苏省农民银行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７页.



全国范围看,合作贷款平均违约率３２．５％,除去河北信用合作事业仍由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指导,基本

无政府涉足,违约率较低以外,其他以政府指导为主省份均在１０％以上,大多在３０％以上.政府指导下合

作事业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江西等省,违约率在３５％~５０％的较高程度.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全国合作组织还款情况表(１９３５年)

省名 能按期 ％ 不能按期 ％ 省名 能按期 ％ 不能按期 ％ 省名 能按期 ％ 不能按期 ％
陕西 ８ ８８．９ １ １１．１ 安徽 ９ ４７．４ １０ ５２．６ 浙江 ３１ ５６．４ ２４ ４３．６
山西 ７ １００ － ０ 河南 １９ ８６．４ ３ １３．６ 福建 ２ ６６．７ １ ３３．３
河北 ４９ ９２．５ ４ ７．５ 湖北 １０ ５２．６ ９ ４７．４ 广东 ４ ８０ １ ２０
山东 ５０ ７３．５ １８ ２６．５ 湖南 １９ ７０．４ ８ ２９．６ 广西 － －
江苏 ３９ ６３．９ ２２ ３６．１ 江西 ４１ ５１．９ ３８ ４８．１ 总计 ２８８ ６７．５ １３９ ３２．５

　　资料来源:根据«农情报告»１９３６年第２期、第８页表格数据整理.

(三)信用合作贷款萎缩

信用贷款不需实物抵押,便于向无担保能力的贫困农民发放救济性贷款,应为合作贷款的最主要形

式.但在双方信息不对称、贷款风险增大的环境下,各金融机构基于安全性与盈利性考虑,均对信用贷

款持歧视态度,限制信用贷款发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对全行通告中称,信用放款“虽农民信用

比较城市为稳固,究属危险,以减至最少限度为佳”,①此为各城市金融机构的共同原则.上海商业储蓄

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在合作贷款初期,对信用贷款采取与合作指导机构“搭成”办法,
将风险转嫁给合作指导机构.对单独发放之信用放款,商业银行一般要求社员另觅保证人,或提供实物

担保,实际为保证或担保放款,如江苏省农民银行对江苏各县信用放款,规定除由合作社全体社员负连

带偿还责任外,还要求借款者另在社外寻找“殷实商铺或人士为承还保证人”,并且须该行认可后方可发

放.② 杭州分行为防范农民利用信用合作社骗取贷款,采取与江苏农业银行相同办法,仅发放保证放

款,“得令其另觅当地殷户一人以上,或省立农林机关之主任人员为之保证.”③四省农民银行«修正各种

农村合作社贷款标准»,直接压低信用贷款规模,“有信用保证或附属担保品者,每人十五元至二十元”,
“完全信用者,每人十元至二十元”.④ 浙江省各级农民银行信用放款仅凭借款者信用,但严格限制放款

规模,对有限或无限责任合作社,以其社股公积金之总数为限;在保证责任合作社,则以其社股、公积金

及保证金之总数为限,实际是以合作社自有资本作为担保.此外,另规定各种合作社借款额均不得超过

五百元.各行所对信用放款申请者,如认为信用程度不足,得令其改为他种放款.
由于各金融机构的歧视政策,信用合作贷款规模被逐年压缩,占比极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作贷

款总额中,有充分担保的运销贷款与仓库储押放款占比在９５％以上,而信用放款占比不到５％.⑤ 国家

银行与农业银行情况相似,１９３４年中国大陆两行对河北华洋义赈会指导之合作社所放之４４４０００元贷

款中,除深泽县联合会与无极县联合会５００００元为信用贷款外,其余均为棉运贷款,占比８９％.１９３３年

以前,江苏合作组织形式主要为信用合作,江苏省农民银行合作放款亦以信用形式为主,但因逾期现象

严重,风险过大,之后逐渐压缩信用放款,至１９３４年基本停止,合作贷款全部转为产销与仓储抵押放款.
为确保贷款安全,防范违约风险,各商业银行在贷款审批、手续办理等方面极尽小心之能事,成为超过担

保,阻碍社员获取贷款的第一大障碍.据１９３４年底统计,各省市合作社向外借款之困难,源于借款手续麻

烦者与费时太长者占１７％,为最大障碍,其次为金融机关拒绝放款,占１３％,无抵押与无保证各占１１％.
(四)金融机构严格选择贷款对象,合作金融发展不均衡

同样基于安全性与盈利性目标,商业金融机构对贷款区域及合作组织做严格筛选:对合作发达,能
够提供充实担保的合作组织及区域,各金融机构均争相发放;对经济落后,合作事业不发达地区,则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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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字通告第４４号»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２７５－１－２９５－６４.
«江苏省农民银行合作社放款章程»第４条,第６条.载林和成:«中国农业金融»,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６６页.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８４辑»,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２３页.
«修正各种农村合作社贷款标准»第１条,载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８５辑»,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４４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种贷款用途及款额一览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２７５－１－２９５－６４.



远之.根据这一标准,此时期各金融机构贷款区域多集中于经济富庶、交通便利、棉花运销事业发达地

区.如上海银行合作放款集中于合作事业最发达的江浙二省及安徽乌江实验区.金城银行则以河北省

内临近公路、交通便利之邯郸、永年、磁县、成安四县的棉运合作社为贷款中心.据统计,以金城银行为

主要资金提供者的华北棉产改进社放款区域之７县中,有５县(无极、晋县、束鹿、蠡县、定县)皆在西河

棉区域之内,“盖以西河棉在天津有特别销路,且有西河水运平汉陆运之便”.陕西省气候适宜植棉,

１９３４年之后,在政府直接推动下,棉花运销合作事业发展迅速,而成为各城市金融机构必争之地.对利

益的追逐甚至导致商业银行在合作贷款领域的恶性竞争,对经济发达、担保充足的合作区域及合作组

织,各行竞相承做,而对于“灾情较重,农村破产尤盛之各县”,则少有放款,避之唯恐不及.上海商业储

蓄银行在总结农贷经验教训时指出,“放款之失,多由于滥,滥放之源,由于竞争.”①金融支持严重不均,
成为此时期合作金融事业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用合作社为合作金融基本组织形式,但由于商业金融对信用贷款的歧视,均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

贷款支持.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保持放款关系的信用合作社,１９３３年在江苏仅６０社,安徽乌江实验区

３１社,浙江更少,仅有７社,三省合计不足１００社.②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作贷款集中

的１０个省区,信用合作社贷款数在３７％左右,③少数能够获得贷款支持者,贷款规模亦维持在极低水

平.仍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其针对上海信用合作社的贷款规模每社仅１００余元,而对江苏江浦、
浙江吴兴等县之产销合作贷款,每社平均都在万元以上,湖南棉花产销合作社一社贷款竟至１２万元以

上.④ 资金支持不足直接导致了信用合作社发展速度缓慢.１９３１年６月,全国信用合作社在各类合作

社中占比８７．５０％,至１９３５年降至５８．８％,远远落后于产销、生产合作组织.⑤

(五)贷款多为富裕农户获得,合作金融异化为新高利贷

城市金融机构过度注重贷款安全性,向社员所放贷款均须提供实物担保,即便信用贷款,也要求有

稳定收入的个人提供保证.这样就将没有田产房屋的贫困农民排除在贷款门槛之外,信用贷款中,即便

能够觅得保证人,也往往使农民受制于后者,难以实际得到贷款.信用合作贷款的实际获得者,多为较

富裕之中农或富农,甚至地主豪绅.若以单笔贷款数额判断借款人层次,即款额愈低,则表明贷款人愈

贫困.１９３２年江苏农民银行信用合作贷款中,借款额在３３元以下之小额借款人在借款总人数中占比

７９５％,此层次借款额占比３３．８％;借款额在５０~３００元之借款人占比２０．４２％,所借款额比数却高达

６２．９４％,说明大部分贷款由少数富裕人群获取,救济贫民目的未完全达到.
表３　信用合作社社员向社贷款统计表

借款等级
人数 借得款项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元) 百分比

未借 １８２２ ５．３７ － －
１０ １９９４５ ５８．８０ １９９４５０ １８．２０
３３ ５２０４ １５．３４ １７１６９９ １５．６０
７５ ４７１０ １３．８９ ３５３２５０ ３２．２０
１２５ ９５６ ２．８２ １１９５００ １０．９０
１７５ ８５９ ２．５３ １５０３２５ １３．７０
２２５ ２９９ ０．８８ ６７２７５ ６．１４
２７５ １００ ０．３０ ２７５００ ２．５１
３２５ ２２ ０．０６ ７１５０ ０．６５
３７５ ３ ０．０１ １１２５ ０．１０
合计 ３３９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４２７４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第２期,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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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指导之合作组织,社务被地方官僚或乡绅把持,合作贷款很难到达小农手中,而多被合作社社

务人员侵吞挪用,或以高利转贷给社员,甚至向社外发放贷款,成为新式高利贷资金来源.而银行最关

心的为贷款的安全性,因此在投资过程中,往往依托当地豪绅,故对其侵吞贷款情况,往往视而不见.如

江苏高淳县信用合作社,主要由江苏农民银行贷款.江苏农行对于合作社借款,“只要有合作指导员之

介绍,无不于取予求”.对贷款用途则丝毫未有监督,“于是合作社视农行借款为意外之得任意滥支

或挪用”(沈宜荪,１９３６).江苏农民银行对全省信用合作贷款,“乡村土著,利用农民无知,操纵社务,霸
占借款者有之,致多数社员,鲜获实惠.”①陕西省商业银行对合作社之贷款,“赤贫小农难以直接,往往

辗转贷得,一转手间,利率已无形增高.”②

时人(驼耕漠,１９３４)曾撰文揭露浙江合作贷款流弊,“乡之豪强,常假名组织合作社,乃向农民银行

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转借于乡民,条件之酷,实罕其见.此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

之新式工具.”此亦是对当时各省合作金融普遍存在之流弊的写照.

四、南京政府前期合作金融服务质量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政府、城市金融机构等力量共同构建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短期促成了农村金

融发展高潮,但长期内又成为合作金融事业衰退与蜕变的主要因素,形成一种无法摆脱的“悖论”现象.
形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目标及路径与合作金融发展规律的偏离.合作金融本为在资本主义市

场形成时期,农村经济衰退、金融枯竭而出现的一种民间互助合作金融形式.作为一种合作性经济组

织,具有不同于商业金融的“属人”性质,社员合作意识及社务管理质量,为合作金融良性运行的关键因

素,而上述两种要素的培养,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与完善的监督环境.故合作金融的本身属性,决定其需

要遵循渐进式发展路径.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将合作金融事业作为稳固政治统治的工具,形成一种短期

行为,在农村救济与稳固统治两种目标之间,国民政府选择了后者,舍弃了有效产权制度的建立.同样,
农民合作意识缺乏,不明合作真义,单纯为获取低利贷款入社,在缺乏监管环境下,选择以撒谎方式获取

贷款资格.这直接增大了贷款风险.居高不下的贷款违约率,又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城市金融机构收

缩信用贷款,注重实物担保,这反过来阻碍了信用合作贷款以及信用合作组织的扩大,形成合作金融

悖论.
值得提出的是,此时期合作金融悖论的形成,本为政府指导机制、商业金融以及合作社务管理三方

原因合力形成的结果,但国民政府片面地将其归结为商业金融的逐利本性.基于这种认识,抗战开始以

后,国民政府完全将商业金融排斥出合作金融之外,改为完全由政府供给资金,但仍未能改善合作金融

经营局面.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政府强制力量以及合作社务低劣对于合作金融的负面效应,此是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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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关联度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

周天芸　张　幸

摘　要:日益增加的金融机构倒闭和日趋严重的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全球对于金融系统风险

的关注,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所构建的指标,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入

手,采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四个部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的周数据,测量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和

系统性风险的水平,结果发现,中国的证券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最为紧密,因而容易溢出

风险也容易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冲击,而中国的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巨大,但在风险的传导方面却

比较稳定,同时,文章还通过识别高风险溢出的金融机构,预测和防范中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关联度;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

随着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金融系统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越来越受到关注.
系统性风险指某一系统性事件的发生对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影响金融

系统的稳定性,影响社会公众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的

加深,金融系统内部各机构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因此,当某个机构出现流动性不足、无力偿付,或者产

生损失时,这种冲击会很快在不同机构之间传播扩散,从而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系统性风险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金融系统的质量安全是质量管理和控制的

一个层面,与宏观经济的运行息息相关.因此,本文研究如何识别、测量、进而对金融系统性风险进行防

范,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往往导致金融危机,研究系统性风险往往与研究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对金融

危机的研究一般关注四个 “L”,即杠杆率 (Leverage)、流动性 (Liquidity)、损失 (Losses)、关联性

(Linkage).因此,有关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四个方面.
在系统性风险的理论模型研究方面,Cifuentes(２００５)指出在一家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出售资产会

压低资产的价格,且这种行为具有传染性,所以即使一个小冲击也有可能导致危机出现.Gai等(２０１１)
通过一个银行间借贷的网络模型,解释金融网络中的复杂性和集中性怎么样放大金融脆弱性,并导致系

统流动性危机.Morris等(２０１０)发现资本市场上极少数的逆向选择也能产生腐蚀性的效应,并导致交

易机制的失效,其根源在于市场信心的丧失,信息不对称会扩大风险.现有的研究发现流动性缺失、机
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危机前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度量大部分是基于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冲击及联

系的角度,危机之后度量系统性风险的视角逐渐放开,更多地考虑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性和传染性度量.
目前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测量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主要是利用会计资产负债数据,构建系统

性风险衡量指标.IMF(２００９)提出的网络模型法考虑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以及系统间的传染,通
过银行间相互敞口和交易数据建立网络,模拟风险传导情况,以此来测算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马运全等

(２０１１)利用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建立了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模型.吕江林等

(２０１１)将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滞后的宏观经济变量、货币信贷变量、资产价格变量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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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经济大国的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金融系统性风险最佳预测方程,并对我国

２０１０年金融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预测.第二类的系统性风险测量方法充分利用了金融市场数据来构

建风险测量指标.在危机爆发之前,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已经被普遍用来衡量金融机构

的系统性风险.VaR衡量的是在q％的置信区间,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但 VaR衡量的是单

个机构的 风 险 水 平,无 法 刻 画 机 构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Rockafellar等 (２００２)指 出 条 件 风 险 价 值

(ConditionalValue－at－Risk,CoVaR)比 VaR在测量风险上更优,因为CoVaR可以衡量离散状态的

分布,并给出了例子验证.Adian等(２０１１)构建了CoVar,即在其他金融机构处于危机或者高风险条件

下的VAR,以此衡量系统性风险,并将金融机构处于危机下和正常状况下的CoVaR值的差异作为该机

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的度量.高国华等(２０１１)利用CoVaR模型对我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进

行测量,得出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与自身 VaR无关,但是与溢出风险CoVaR有关.周天芸等(２０１２)
根据 VaR和CoVaR模型的回归,来测量不同银行对经济体共同冲击的反应以及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

效应.Huang等(２００９)构建了困境保费(DistressInsurancePresium,DIP)指标来衡量系统性风险,即
为了防止金融机构经营失败陷入财务困境所需要支付的保费额.Huang等(２０１１)用这种方法对亚太

地区２２家金融机构进行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对该地区的溢出效应,测量单一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

溢出.但是,这些从损失出发来衡量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依赖于历史损失数据,对于我国这样没有明显的

金融危机爆发的国家,测量精确度有限.Acharya等(２０１０)基于期望损失(ES)提出了系统性期望损失

(SES)和边际期望损失(MES)方法.范小云等(２０１１)利用边际期望损失(SES)和杠杆率,测度中国的

金融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前后对金融系统的边际风险贡献程度.
随着各种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越来越密集,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这种紧密的

联系会加快冲击在机构之间的传染,使得风险快速蔓延.Patro等(２０１２)指出金融机构股票回报之间的关

联是一个很好的系统性风险测量指标,并对美国２２家大银行进行研究,发现异质性风险的关联程度增加

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上升.Billio等(２０１２)基于主成分分析(PCA)和格兰杰因果网络,构造测量系统性风

险的指标,反映系统性风险的动态变化,且能够识别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有利于系统性风险的监测.
虽然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比较丰富,但随着系统性风险的日趋严重和复杂,学界并没有形成

一致的研究结论,研究的视角也不断创新.目前基于关联性测度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文献不多,且主

要集中于对商业银行一类机构的研究,而对证券、基金、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构成的机构体系的风险研

究较少,考虑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更少.本文尝试运用主成分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构建计

量指标,计算系统性风险贡献度PCAS、格兰杰因果关联程度DGC和关联数,创新地基于银行、证券、基
金、保险四类金融机构的关联性测度金融系统性风险,跟踪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动态变化,识别高风

险的金融部门及金融机构.

二、数据与统计描述

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由各类机构组成,本文考虑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四类机构,共选择商业银行１４
家、保险公司３家、证券公司８家,具体机构类型和名称如下表１.

考虑到金融危机后金融发展一个较为完整的周期,有助于观察和测度系统性风险的水平与变化,本
研究的数据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的五年回报率的周数据,银行、保险、证券的回报率根据 A 股上市企业的收

盘价计算得到,并进行年化处理.
由于目前没有 A股上市的基金公司,本文根据２０１１年末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的排名,选

取排名前１０的公司,并选取公司旗下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发行的、规模最大的１只非封闭式基金,用基金收

益率代替基金公司的回报率,本文选取的１０只基金中,包括股票基金、ETF、货币市场基金、指数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采用７日年化收益率,股票基金、ETF、指数基金根据基金单位净值计算回报率,并
进行年化处理.

除货币市场基金７日年化收益率数据来源于金融网站外,本文其他数据均来自 WIND数据库,各
变量的描述统计如下表２.

９７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表１　样本金融机构名称

银行 保险 证券 基金

深圳发展银行 中国平安 宏源证券 华夏基金

宁波银行 中国太保 国元证券 嘉实基金

浦发银行 中国人寿 长江证券 易方达基金

华夏银行 中信证券 南方基金

民生银行 国金证券 博时基金

招商银行 东北证券 广发基金

南京银行 海通证券 华安基金

兴业银行 太平洋证券 大成基金

北京银行 工银瑞信基金

交通银行 银华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

表２　样本的统计描述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博时基金 ２１７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９３０ ０．１４７
南方基金 ２１７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８９０ ０．１３８
工银瑞信基金 ２１７ ０．０２８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３９０ ０．１４７
大成基金 ２１７ －０．１０３ １．９０２ －５．６４５ ６．１０３
易方达基金 ２１７ －０．１４１ ２．２３７ －７．９７４ ８．４６０
嘉实基金 ２１７ －０．１１５ ２．２５５ －７．６８１ ８．１８９
华夏基金 ２１７ －０．１５５ ２．３０２ －７．９４７ ９．０１６
华安基金 ２１７ －０．３４７ ３．９２８ －４７．０４ ８．３２５
银华基金 ２１７ －０．０３８６ １．９６０ －７．２７５ ７．９２８
广发基金 ２１７ －０．０７３２ １．９５５ －６．８０６ ６．７１１
中国平安 ２１７ －０．１４７ ３．１９３ －９．４３１ １１．１１
中国太保 ２１７ －０．１２３ ３．２１２ －９．９６２ １０．３９
中国人寿 ２１７ －０．２０６ ３．０５８ －１１．２３ １３．８５
宏源证券 ２１７ －０．０９７１ ４．１１０ －１２．６４ ２０．６８
东北证券 ２１７ －０．０９７３ ４．５９３ －１０．５７ ２１．８８
国元证券 ２１７ －０．１５８ ４．２３８ －１０．９９ ２６．５９
长江证券 ２１７ －０．１７５ ４．３１６ －１０．８５ １６．８５
中信证券 ２１７ －０．３２５ ４．０６８ －１７．７９ ２０．０６
国金证券 ２１７ －０．２１７ ４．５１２ －２４．１７ ２４．２２
海通证券 ２１７ －０．１９１ ４．７４７ －３０．５６ ２０．６３
太平洋证券 ２１７ －０．２５９ ４．１９３ －１２．８５ ２８．５６
深圳发展银行 ２１７ －０．０９６４ ３．４１７ －１５．８６ １１．６１
宁波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１８ ２．８７９ －９．３２９ ９．４８１
浦发银行 ２１７ －０．２８２ ３．６９０ －１６．９６ ９．４１２
华夏银行 ２１７ －０．０３８３ ３．１６３ －９．４４５ １２．１５
民生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２２ ２．９１２ －１２．８７ １２．１７
招商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９２ ３．０９９ －１１．１９ ８．９１８
南京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０４ ２．８１７ －１１．０３ ９．１９０
兴业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６１ ３．８６１ －２５．１３ １０．５９
北京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００ ２．６８７ －７．２０７ １１．４８
交通银行 ２１７ －０．２１５ ２．７０９ －９．７６６ ９．４１２
中国工商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１０ ２．１０９ －７．０９１ ７．８６３
中国建设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３０ ２．２３４ －６．８３５ ９．７１８
中国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６０ １．８９０ －７．８３６ ６．３５９
中信银行 ２１７ －０．１３５ ２．５３８ －８．３３１ ８．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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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主成分分析(PCA)的系统性风险测度

(一)理论模型的设定

本文借鉴Billo等(２０１２)的主成分分析(PCA)模型,测量银行、债券、保险、基金的资产收益率波动

的一致性与关联性.主成分分析通过降维,将众多指标转化为少数综合指标,即将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

通过线性变换转成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排列,在数学变换中保

持变量的总方差不变,使第一变量具有最大的方差,称为第一主成分,以此类推.
我们用Ri 表示机构i(i＝１,,N)的资产回报率,则E[Ri]＝ui,方差VAR[Ri]＝σ２

i,而系统的总

回报率为RS ＝∑Ri ,系统总方差为σ２
S ＝∑

N

i＝１
∑
N

j＝１
σiσjE[zizj].

其中zk＝(Rk－uk)/σk,k＝i,j

令E[ζkζl]＝{λk(k＝l)
０(k≠l) ,将z用ζk 表示为zi＝∑

N

k＝１
Likζk ,Lik为机构i的要素负荷.

根据以上处理,可以得到:

E[zizj]＝∑
N

k＝１
∑
N

l＝１
LikLjlE[ζkζl]＝∑

N

k＝１
LikLjlλk (１)

σ２
S ＝∑

N

i＝１
∑
N

j＝１
∑
N

k＝１
σiσjLikLjkλk (２)

本文将系统总风险定义为Ω＝∑
N

k＝１
λk ,而与前N个主成分相关的风险定义为ωn＝∑

n

k＝１
λk ,这样累积

风险解释比例为
ωn

Ω＝hn≥H(H 是设定的临界值).

如果有限的λk 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系统变动,那么hn 在n 很小时就会超过临界值,而前几个主成分

能够解释的系统变动的程度越高,表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股价变动的一致性更高、风险敞口更相似、
关联性更高.高度关联性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传染更加容易、系统性风险升高.因此,根据主成分解

释力度的变化可以衡量系统性风险的变动.
为测量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程度,我们引入PCASi,n指标反映机构i对系统风险的贡献程度,

其指标定义如下式:

PCASi,n ＝
１
２

σ２
i

σ２
s

∂σ２
s

∂σ２
i
|hn≥H ＝∑

n

i＝１

σ２
i

σ２
s
L２

ikλk|hn≥H (３)

该数值越大,说明机构i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影响越大.
(二)实证与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１年的时间长度,通过对数据的滚动测算,得到动态变化图１,在图１中,第１－５个主成

分能够解释金融系统超过８０％的波动.根据PCA的理论模型,当主成分的累积解释比例较高时,说明

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较高.本文采用Stata１１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图１所示.
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之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然后趋于下降,２０１０年６

月又再次上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又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内金融机构、投资者持有美国金融机构股票和基金损失,中国金融

系统也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危机打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房价下跌,银行的房贷违约风险增大,产
品出口遭受冲击;股市受到冲击,证券、基金、保险等部门收益下降,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都处于比较高

的水平.为此,中国出台４万亿的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持金

融发展的稳健.在整体经济状况逐步回升的情况下,金融系统性风险也随之下降.但２００９年以来大量

的信贷投放,大量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行业,使银行积累不良贷款,这种隐患在２０１０年４月房价开始下行

之后凸显.同时,２０１０年６月之后,人民币开始新一轮的升值,金融机构更面临汇率风险的防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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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C１代表第一主成分对整体波动的解释比例,PC１－５表示第１－５主成分的累积解释比例,

PC１－１０表示第１－１０主成分的累积解释比例.

图１　主成分分析结果

　　金融市场由于CPI高企、房地产调控政策、准备金率的上调、国际经济局势不晴朗等一系列原因,
呈现震荡的局势,金融系统性风险又开始回升.为了确保金融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出台调

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包括规范房地产商贷款、住房限购和货币政策缩紧等政

策.在政策调控措施的作用下,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调整、结构调整,逐步降低自身的风险暴露,这使得金

融系统风险在２０１０年年末开始降低.
在第１－５个主成分基础上,根据式(３)计算的各金融机构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溢出效应的PCAS值,

结果见表３.总体上,证券部门的风险溢出最大,风险溢出PCAS平均值为０００４５;基金部门、保险部

门、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PCAS平均值分别依次为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１５.PCAS风险溢出排名靠前

的均是证券公司,最大的三家金融机构依次是东北证券(０００５３)、海通证券(０００５２)和长江证券

(０００４６);风险溢出最小的三家金融机构分别是南方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博时基金.
表３　PCAS的基本统计量(PC１－５)

金融机构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金融机构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基金类 ０．００１１ 证券类 ０．００４５
保险类 ０．００２３ 银行类 ０．００１５

１ 东北证券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８ １９ 民生银行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３
２ 海通证券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９ ２０ 南京银行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１
３ 长江证券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９ ２１ 交通银行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９
４ 国元证券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９ ２２ 北京银行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９
５ 宏源证券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６ ２３ 华夏基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６ 国金证券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２ ２４ 中信银行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６
７ 太平洋证券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４ ２５ 嘉实基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５
８ 中信证券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６ ２６ 易方达基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９ 华安基金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４ ２７ 建设银行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３

１０ 兴业银行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９ ２８ 广发基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１
１１ 浦发银行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６ ２９ 工商银行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２
１２ 深发展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８ ３０ 银华基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１
１３ 中国太保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６ ３１ 大成基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１４ 招商银行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６ ３２ 中国银行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
１５ 中国平安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７ ３３ 博时基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６ 华夏银行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５ ３４ 工银瑞信基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 中国人寿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５ ３５ 南方基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８ 宁波银行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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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是基金公司的PCAS值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图,与PCA一样,我们同样截取１年为时间长度,对
数据进行滚动测算,根据计算的基金公司的PCAS值,大致可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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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金公司PCAS动态变化图

第一类是华安基金,其选取的基金是华安上证１８０ETF基金,PCAS值长期居于较高的位置,且在

２００９年５月到２０１０年５月之间有较大的波动.２００９年５月进行 ETF拆分,其PCAS值可能受此影

响.该基金投资投向分散,主要集中于银行、制造业和采掘业,加起来约占７５％左右,银行占比最高约

４０％左右.
第二类是华夏、易方达和嘉实基金,三只代表基金分别是华夏上证５０ETF,嘉实沪深３００指数

(LOF)和易方达５０指数,PCAS值约为０００１５.易方达５０指数和华夏上证５０ETF市值的约８５％都

投向金融业(约５０％)、制造业、采掘业.而嘉实沪深３００指数投资更为分散地投向２１个行业,主要为

制造业、金融业、采掘业、机械设备,约占８５％.
第三类是广发、银华和大成基金,三只代表基金分别是广发聚丰、银华核心价值优选和大成蓝筹稳健.这

３只基金为股票型或混合型基金,主要投向制造业、机械、采掘、医药、食品等行业,PCAS值约在０００１左右.
第四类是南方、博时和工银瑞信基金,三只代表基金分别是南方现金增利 A、博时现金收益和工银

瑞信货币,均为货币基金,所以说货币基金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程度是最低的,PCAS值几乎为０.这

类基金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较为安全稳健,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贡献也小.
总的来说,基金市值投向金融行业占比越高、投资投向越分散,其PCAS值越大,对金融系统的风

险贡献越大.
图３报告中国上市保险公司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PCAS值的时间变化趋势.３家保险公司的风

险贡献程度总体上没有很大的差异,在０００２和０００２５之间波动,中国人寿PCAS值逐渐降低,而中国

太保PCAS值逐渐走高.
图４显示证券公司的PCAS值总体较其他三类金融机构高,在０００３到０００６之间.我们明显看

到PCAS值较高的证券公司是东北证券、海通证券,其中海通证券持续走高,而东北证券有下降的趋

势,国金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国元证券等部分证券公司PCAS值波动比较大.
图５显示各银行的PCAS值波动相对较小,而且由图看出其波动具有一致性,基本呈现同时升降的

趋势.最高风险溢出的银行是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这３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３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程度最低.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大,但受国家政

策、国家信用支持,风险状况稳定,发展稳健,没有给金融系统带来很大的风险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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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保险公司PCAS值动态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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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证券公司PCAS值动态变化图

四、基于格兰杰因果关联度的的系统性风险测度

(一)理论模型设立

Billo等(２０１２)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研究金融机构关联的方向性,以此度量系统性冲击的动态

扩散.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如果时间序列j的过去值能够有利于预测时间序列i的值,那么

就说j是i的格兰杰原因.

Ri
t＋１＝aiRi

t＋bijRj
t＋ei

t＋１ (４)
如果bij显著不为０,则说明序列j是序列i的格兰杰原因.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中,短期的资产价格

变化不会与其他变量的滞后值有关,所以格兰杰因果检验不会检测到任何的因果关系,但由于市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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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银行PCAS值动态变化图

交易成本、借贷限制、信息收集成本等各种摩擦,这种格兰杰因果关系通常是存在的.因此,资产回报率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作为金融机构在市场参与者之中的溢出效应的代理变量,如果在金融市场上,金
融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溢出风险很高,那么系统性冲击很容易就被放大扩散,加大冲击带来

的影响,提高系统性风险.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我们采取以下指标测度系统性风险:

１．格兰杰因果关联度(DegreeofGrangercausality,DGC)

DGC＝
１

N(N－１)∑
N

i＝１
∑
j≠i

(j→i) (５)

其中 N是系统中金融机构的个数,N(N－１)表示所有可能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个数.

(j→i)＝
１(j是i的格兰杰原因)

０(j不是i的格兰杰原因){
DGC指标越高,说明该机构是其他金融机构格兰杰原因的占比越高,机构间的关联程度越高,系统

性风险溢出越高.

２．关联数

∗OUT:(j→S)＝∑i≠j
(j→i)

∗IN:(S→j)＝∑i≠j
(i→j)

∗IN ＋OUT:(S↔j)＝∑i≠j
(i→j)＋(j→i)

∗OUT 表示的是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j是其他金融机构的格兰杰原因的个数之和,即(４)式中

bij显著不为零的个数总和;相反地,∗IN 表示的是系统中其他金融机构是金融机构j的格兰杰原因的

个数之和,即(５)式中bji显著不为零的个数总计.∗IN＋OUT 表示这两者之和,该指标越大,表示金

融机构j与金融系统中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个数越多,关系越紧密,系统性风险传染更容易,风险

越大.

∗OUT－TO－OTHER:((j|α)→ ∑
β≠α

(S|β))＝∑
β≠α

∑
i≠j

((j|α)→ (i|β))

∗IN －FROM －OTHER:(∑
β≠α

(S|β)→ (j|α))＝∑
β≠α

∑
i≠j

((i|β)→ (j|α))

∗IN ＋OUT－OTHER((j|α)↔∑
β≠α

(S|β))＝∑
β≠α

∑
i≠j

((j|α)→ (i|β))＋((i|β)→ (j|α)

其中,α、β表示的是金融机构的类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OUT－TO－OTHER 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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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j是其格兰杰原因的非j所属的金融机构类型的金融机构个数;∗IN－FROM－OTHER 表示的是

j的格兰杰原因的非j所属的金融类型的金融机构个数;∗IN＋OUT－OTHER 是两者的和.
(二)实证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a１１软件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４种类型金融机构的收益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为克服回归存在异方差的问题,本文估算稳健标准差以确保检验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t
检验,判定两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的方向性.表４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报告按金融机构类型

统计的格兰杰因果关联程度DGC.
表４　按金融部门类型的格兰杰因果关联度(DGC)

金融部门
TO

基金 证券 银行 保险

FROM

全部加总 １０．３４％(１２３)
基金 １２．２２％(１１) １８．７５％(１５) ７．１４％(９) ０％
证券 １６．２５％(１３) １７．８６％(１０) １３．４％(１５) １２．５％(３)
银行 ５．７１％(８) １６．０７％(１８) ０％ ０％
保险 ６．６７％(２) ４５．８３％(１１) ４．４％(８) ０％

　　注:百分比数表示的是关联程度指标 DGC的值,括号里面表示的是该统计指标对应的关联关系的个数.

根据测算,３５个金融机构之间共存在１２３个关联关系,占所有可能存在的关联关系的１０３４％.从

风险的溢出看,证券部门对基金、证券、银行、保险的格兰杰因果关联程度 DGC 分别为１６２５％、

１７８６％、１３４％、１２５％,对其他部门的风险溢出相对较大;但证券部门明显也是受风险影响最大的部

门,基金部门、证券部门、银行部门、保险部门对证券部门的格兰杰因果关联程度 DGC高达１８７５％、

１７８６％、１６０７％、４５８３％.证券部门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敏感性非常高,其他

部门的风险冲击容易波及证券部门,使其业绩、收益率受到明显影响;而由于金融的发展,金融体系内的

联系日益紧密,证券部门的对外风险溢出也较高.
表４同时显示银行部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虽然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工、农、中、建、交

五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半壁江山,然而由于规模大、重要性高、受到的关注程度高,在国家信用的

保护下,银行部门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受到的影响相对证券、基金部门都小.
保险部门对证券部门的风险溢出比例很高,而其他部门对保险部门的风险溢出却有限.这说明证

券部门容易受到影响,也反映保险部门相对稳定,受其他部门的影响较小.由于研究样本中保险机构仅

涵盖３个样本,明显比其他部门少,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统计偏误.
在表５对于关联数的统计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包括自身所在的部门,无论是对其他部门的风险

溢出,还是受其他部门的波动影响程度,证券部门都是相对较高的(除去保险部门的风险溢出程度),这
与PCAS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证券部门是中国金融系统中的敏感部门,与其他机构的关联程度高,容
易受到冲击影响,同时也容易传递影响、传播风险.

表５　关联数统计表

∗IN ∗OUT ∗IN＋OUT ∗IN－FROM－OTHER ∗OUT－TO－OTHER ∗IN＋OUT－OTHER
基金 ３．４０ ３．５０ ６．９０ ２．３０ ２．４０ ４．７０
证券 ６．７５ ５．１３ １１．８８ ５．５０ ３．８８ ９．３８
银行 ２．２９ １．８６ ４．１４ ２．２９ １．８６ ４．１４
保险 １．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注:由于每个金融部门的机构个数不一致,故除以每个部门的个数,算出平均每个部门的关联数.

　　同时,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研究中,是其他金融机构的格兰杰原因的统计数中,统计数最多的依次是工

银瑞信基金、东北证券、海通证券、交通银行、南京银行、长江证券;而其他金融机构是其格兰杰原因,受到

其他金融机构影响的金融机构,东北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比较突出,这与 PCAS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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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伴随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金融机构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
由此形成更加复杂的金融机构网络,奠定金融系统性风险生成的基础.本文基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关联

度,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的计量模型,通过量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测量由银行、
证券、保险、基金等四类金融部门构成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结果发现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样本观察期间,
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水平随金融机构之间关联度的变换而变化,在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和２０１０年下半年相

对较高.
无论是系统性风险贡献度PCAS,还是格兰杰因果关联度 DGC,或者是关联数,本文三个实证结果

都反映中国的证券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关联最为密切,风险敏感程度最高,风险溢出也最大,容易对其他

机构造成影响,应对其风险加以重点关注;中国的银行机构虽然规模巨大,却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特别

是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具有稳定性,能够有效地降低中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体系的质量是最具创新性、普遍性的发展要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改革应注重金融

机构之间的关联度,提升金融机构网络的弹性和韧性,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以提升中国实体经

济的运行质量,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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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与现实之间:我国地方立法
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重构∗

秦前红　底高扬

摘　要: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评价标准”)是评价地方法治水平的逻辑

起点、实现地方权力制约的前置保障、加强人民权益保障的内在要求.检视当下,一方面,传统

单一行政主导的以秩序为中心的维稳型标准模式、以文本为中心的技术型标准模式、以利益为

中心的功利型标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法治新形势;另一方面,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标准杂

糅于单一主体,导致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功能式微、评价制度形式化和评价效果不尽如人意.文

章基于对国内外评价标准的比较和反思,提出“国家－社会－公民”三元视野或分析框架下的

良法善治型评价标准体系,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建构和实施该体系的保障条件,以期为推动

标准体系理论研究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贡献智识.
关键词: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良法善治型;国家维度;社会维度;公民维度

检视当下,从我国地方立法存量来看,地方立法存在着“部门主导利益本位”“立法抄袭捞取政绩”
“超越权限各自为战”“罔顾位阶冲突四起”“技术低下粗制滥造”“民主缺位痼疾难消”等问题.从我国地

方立法增量来看,２０１５年我国新修订的«立法法»将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所有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可能产生“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等问题(秦
前红,２０１４).基于以上分析,当前我国地方立法确实存在着质量问题.“立法质量的核心是立法的优劣

程度问题”(黄文艺,２００８),而质量的优劣须经由科学有效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来检验.从理论上

来讲,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存在? 其存在的法理为何? 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模式如何型构? 界定维

度表现几何? 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怎样建构? 这些是本研究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一般法理

地方立法质量是地方立法体系的基础和生命所在,而作为抽象活动的立法的质量难以用某一或者

若干指标来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立法质量的评价就是主观随意的,更不意味着立法质量之评价标准

是可有可无的.就地方立法质量来讲,是否设置评价标准,如何设置评价标准体系,并非依赖于地方立

法机关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规制性,而是由客观的一般法理决定的,从宪制视角来分析,其主要表

现为:
(一)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是评价地方法治水平的逻辑起点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只有所制定的法律本身是优良的,法治的实现才有现实的基础”(陈雪平,

２００９).然而,作为地方立法活动结果的法律本身不一定自动具有良善的品质,要使法律优良,就需要对

地方立法质量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评价,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离不开评价标准的建构.设置评价标准既

是指引地方制定良法的导向,也是衡量地方立法质量的标尺,按照“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的
立体化法治逻辑路径,欲评价某一地方法治发展层次,首先要评价该地方立法质量,其优良与否直接从

根源上制约了地方法治建设的水平,因此,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是评价地方法治水平的逻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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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没有评价标准的建立,就得不到地方立法质量的实际状况.那么,地方法治评价工作就成了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更进一步说,地方立法质量是地方立法机关全部立法活动的目标指向,是地方乃至国家

各种立法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影响法规运作其他环节的出发点.因此,评价标准的设置是地方法治评价

工作质量的根基,是地方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
(二)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是实现地方权力制约的前置保障

“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化”(LordActon,１９４８),这说明权力需要监督和制约.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共识语境下,通过立法手段将任性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已成为时下中国政治场域的强势话语,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或许可以被称为“立法制约权力”范式.对

于地方公权力而言,该范式的关注焦点在于地方权力与地方性法规的关系,强调地方“权力秩序的调整

与建构”依赖于该地方“法律规则的制度安排”(闫德民,２００９).既然这样,这种范式发挥作用或达到制

约地方权力的目的就得有一个前置条件,即制约地方权力的地方立法本身品质必须优良,能够明晰地方

权力的运行边界、规范其运行程序、映射其运行价值等,而这些都必须依赖科学、全面的评价标准,在地

方立法出台之前,使其接受评价标准的检验,防止出现地方立法与地方权力的“联姻”,更要防止地方立

法向地方权力“俯首称臣”.
(三)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是加强公民权益保障的内在要求

基于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立法的人民意志性无疑是一切法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之源”(郭毅,

２００１).地方立法是地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讲,地方公民权益的实现是

地方立法唯一的合法性依据和正当性证成.但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地方立法主体混乱了所涉主体利

益的位阶,模糊了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出现了罔顾民意甚至与民争利的具有恶性标签的地方立法.如

何规避此类地方立法的出现? 那就得设置以地方人民利益至上为重心的评价标准.设置地方立法质量

评价标准能够消除立法价值网链中的无价值行为甚至是侵益行为,使地方立法的最终目标指向地方公

民权益的保障.

二、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模式

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散而乱,集中表现为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特色性、
适应性等.然而各地区、各法治发展阶段的时空差异必然造成评价标准具体内容的不同以及迥异的标

准位阶序列,这样混杂式的评价标准既不利于不同地方法治的横向比较和统一,又不利于地方本身法治

的纵向完善与发展,因此应当基于地方立法发展实际情况,遵循地方立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
对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进行“顶层设计”,将复杂的评价标准按照一定法理进一步归纳或抽象为地方

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模式.本文基于对已有评价标准的观察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总结了几种模式,不当

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以秩序为中心的维稳型模式

这种模式一般形成于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的初级阶段,其指导思想为“法律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政治指挥棒的导向下,地方的稳定或者秩序具有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优位性.
该模式下的评价标准映射的是法律的表象,是伪法治.该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启动机制或开

展评价的动力在于地方管理面临合法性危机,而在外向型法治发展压力下“被迫”或者盲从实行地方立

法质量评价制度.第二,评价主体多为政治性色彩浓厚地区的威权者,地区管理思维表现为科层制.第

三,在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中,“秩序”(抑或安全、稳定、党的统治等)单列为一级指标或上位指标,并且

在设置具体指标分值时,秩序指标及其下位指标的权重较大甚至最大,其他指标则表现出考虑短期、牺
牲公平、高压式管控等.第四,其本质是政治性的,是“最大限度发挥法律工具作用的人治”,缺乏民主、
有效的权力制约,人权无法律地位,与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制度的法理“南辕北辙”,与现代法治精神

相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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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文本为中心的技术型模式

此模式将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的重点从地方立法之外转移到了地方立法文本本身,认为地方立法是

一种以精确的方法和技巧来准确发现和表述立法客观规律的技术活动,立法技术对地方立法质量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王汉连,２０１０).该模式的法理依据在于形式法治原理,即注重地方立法的形式性和实用

性,强调其程序性和外在性.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其评价启动机制或者动力在于做出立

法政绩,进行地方立法竞争.第二,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主要以地方立法文本本身为评价对象,追求

的是立法形式上优等,包括体例的完整与协调、语言的专业和精确、逻辑清晰而严密等等.第三,评价主

体可以为地方立法者,也可以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比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
第四,在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中,“技术性”为主导或者决定性指标,其子指标的分值权重很大,直接影响

了地方立法的质量.第五,在实质上,该模式下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是“机械性二次立法”,即不考虑地

方立法事项及其价值的情况下,基于预设的统一的技术性标准对已有文本进行规整,导致的结果就是地

方立法特色以及“立法情感”的“流失”.
(三)以利益为中心的功利型模式

“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思,１９５６)作为治世之公器———法

律也是与利益相关的.地方立法中的“法律利益是从利益体系中剥离出来的,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利益”,
其由地方“国家特定机关选择和确认的”,是一种体现地方意志的、“具有特殊强制力的利益(周旺生,

２００４).地方立法利益一般分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两大类(E．博登海默,２０１０),但在我国国家主义传

统意识形态下,还包括国家利益(比如国家安全、执政党统治等),于是如何安排和评估这三种利益关系

成为地方立法的首义,相应地,以利益为中心的地方立法质量功利型评价模式也随之产生.这种模式的

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其评价机制或动力为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第二,评价标准的宗旨坚持利

益本位,相关的评价标准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某一位阶的利益为重:若地方立法有利于预设利益的实现,
则立法质量评价高;相反,地方立法就面临修改或废止的命运.第三,评价主体往往为地方立法主体,这
是地方或者部门经过“法律拟制”而谋求自身主体利益使然.第四,质量评价高的地方立法往往是颇受

争议的,陷入“反多数困境”.第五,评价标准指标侧重于“有用性”“效益性”“适应性”等利益的代名词,
且相应的权重大,往往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从总体来看,这种功利型评价模式是阶层利益固化的结

果,尽管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某种特定的历史或社会偶然性,可能会确定或强行设定社会利益之间的

特定的位序安排,但试图为地方立法预设一种长期有效的或刚性的价值等级序列并没有什么意义(E．博
登海默,２０１０),因为利益本身会变,是靠不住的.

(四)以法治为中心的良法善治型模式

从已有的法理基础和共识语境来看,良法善治型模式是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最优模式.现代

法治的本质是良法之治,目的是实现善治,对于地方立法而言,评价其质量优抑或劣,关键看其是否达到

良法善治的价值要求①.申言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为:第一,评价标准依良法建构,评价机制依良法运

行并受其监督.第二,评价主体多元化,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在不同标准上对地方立法的评价效力存在

一定的位阶.第三,评价标准层次化,同一标准的内容具有相对性且设有良性的动态调整机制.第四,
评价启动机制为“自我免疫型”,即该模式的启动不唯依附于某一主体的意志,而是在地方立法质量指标

设定或运行出现不良状态时自发进行的②.第五,良法善治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应该是以法治为

精义,“以正义为轴心、以秩序为外化、以平等为基础、以利益为归属的价值体系”(李龙,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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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地方立法要为良法,其必须代表地方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合乎地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地方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和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最终实现的善治状态表现为政府的善政、社会共治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国家、社会、公民主体相互合
作、协同治理而实现的共治.参见王淑芹:«良法善治:现代法治的本质与目的»,载光明日报网,http://news．gmw．cn/２０１５－０７/１５/
content_１６３００６７５．htm,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５日.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该模式的启动最终还是依靠某一主体来实施,但是其摆脱了行政主导的路径,使得地方立法质量评价
可以由公民、社会组织等主动开启,从而监督地方立法.



三、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国内外比较

上世纪７０年代,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公共管理危机、公众信任危机等影响,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政策

绩效评价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诞生,这是立法质量评价的雏形.从已有的国外文献来看,很少

国家专门针对地方立法展开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将该制度广泛地应用于法律绩效和政

府政策领域.相比之下,立法评价制度虽然在我国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关于评价标准及其体系的研究

可谓成果丰硕.下面是国内外相关制度的介绍和对比分析,这对反思和型构我国评价标准体系大有

裨益.
(一)美国

美国针对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绩效评价建立了政策(包括法律法规)制定后“SMART”评价标准体

系,其中S代表具体性(Specific),M 代表可度量性(Measurable),A 代表适当性(Appropriate),R代表

现实性(Realistic),T代表时限性(Time－Bound)(刘旭涛,２００３).杰佛利普雷斯曼与艾伦威尔达斯基

将评价对象由政策本身延伸至政策执行过程,指出“若政策评价不衡量执行过程,那就无法了解政策的

实际运作动态,也就谈不上政策评价结果有被接受和使用的可能,因此应当致力于政策执行过程评价”
(JeffreyL,１９８４).Poister进一步提出了一项“完整而周延”的美国政策评价标准体系,包括效能、效
率、充分性、适当性、公平性、反应度和执行能力等七项(T．H．Poister,１９７８).

(二)英国

英国法律绩效评估制度起步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随着«良好规制原则»和«规制改革方案»两
部法规的实施,该制度趋于成熟.为了更加科学、全面、客观了解法案实施情况,英国国家审计署在

«绩效审计手册»中提出了法案“３Es”标准,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
(罗美富等,２００５).之后,英国在“３Es”标准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公平(Equity)标准和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标准,形成新“５Es”标准(赵维良、肖奥,２０１４).
(三)德国

在本世纪初,德国为了适应优化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要求,将立法效果评估作为优化立法的程序,
并由联邦内政部负责组织编写了«立法效果评估手册»«立法效果评估入门»以及«立法效果评估的实践

测试»等规范,设置了立法效果评估标准,包括可实现性、可接受性、简洁性和可读性、效益性、副作用、方
案的选择等(任尔昕等,２０１１).

(四)韩国

韩国对政府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绩效的评价称为“制度评价”,其是一种集社会个体评价和组织专

业评价、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于一体的综合评价体制.“制度评价”内容由政策本身、政策实施能力和公

民满意度三部分组成,由不同的专业部门分别对其评价.韩国政府“制度评价”的标准体系为政策评价

标准,包括政策模式(目标合适、内容合适)、政策实施(政策实施正确、合适)、政策结果(完满取得预定目

标、政策有效率);政策实施能力标准,包括更新机构事务与机构评价政策的能力;公众满意度标准,包括

可接近性、方便性、迅速和准确性、设施便利、反馈与公平(王伟,２００１).
(五)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地区,围绕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成果多而散,但大多成果属于重复研究,这里选择几个

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简单介绍下:在理论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体系由相应的立法

机关主导,由人民群众、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本级权力机关、上级权力机关等评价主体实施具体评

价活动,由于评价主体不同,因此评价所参考的标准必然有所区别,但遗憾的是,该研究没有建构适应于

各评价主体的评价标准体系(周旺生等,２００２),但对于反思和完善当前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有的学者从

政治标准、法律标准、发展标准、先进性标准、实践检验标准和群众满意度标准等六个方面建构地方立法

质量评价标准体系(董映霞、任刚军,２００５);有的学者认为,评价标准体系应包括法理标准、价值标准、实
践标准和技术标准等四个方面(王亚平,２００７);有的学者对地方立法的各个构成要素,即立法主体、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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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等各自设置标准(万高隆,２００８),从而设定评价标准体系;有的学者以某一地

方立法为例展开实证研究,主张评价标准体系应包括合法性、适应性、操作性、绩效性、特色性和参与性

等六大要素(沈国明等,２００９);有的学者从价值、形式和事实三个层次提出了评价标准体系:价值标准、
法理标准、规范标准、实效标准(任尔昕等,２０１１)等.

(六)比较与反思

虽然以上国家的政策或立法评价对象存在差异,但其政策或法律法规质量评价标准仍具有一定可

比性,这对于建构我国评价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共同特征来看,第一,标准体系中的子标准呈现扁平化结构,各标准之间没有安排位阶或次序,同

时,标准体系实施基本没有分工或者分工不明,难以达到立法或政策评价“功能最适”;第二,评价标准体

系适用的范围基本为政策或法律法规本身,基本没有(除美国外)延伸至政策或法律法规制定或实施的

过程;第三,政策或立法质量评价启动机制基本依赖官方,具有“被动性”、应付性;第四,评价实施时间比

较“滞后”,均为政策制定或立法后,不能及时发现、修正或废止质量差的政策或法律法规.
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地方立法质量外部性评价标准缺乏,地方立法质量评价

由地方权力机关或政府整体适用其制定的评价标准体系,造成评价主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
容易导致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的形式化;第二,我国评价标准体系侧重于事实或者规范标准,可能会导致

“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的实证主义”(弗兰克费希尔,２００３);第三,在国家层面,我国没有对评价标准

体系作出统一规范或要求,导致我国相应标准体系五花八门以及评价活动的“运动化”,造成地方法制发

展不平衡,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四、构建中国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我国目前评价标准体系缺乏明确的立论基点或者逻辑结构,往往将不同

类别、不同层次、不同甚至相冲突的价值的标准杂糅在一起,这必然导致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功能的式微、
评价效果的不尽如人意、评价制度形式化和走过场.本文从宪法学角度,以良法善治为价值导向,倡导

建立“国家－社会－公民”三元视野或分析框架下的新型评价标准体系.
(一)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

１．打破评价主体的垄断,坚持标准设定的开放性、多元化原则

设定评价标准的基本逻辑是:谁来评价? ———评价什么? ———怎么评价? 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

工作传统上由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或地方政府主导,因此,评价标准体系的设定思维、设
定范畴、设定指标等均是为这些主体量身而作,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评价活动的内部化、评价标准的狭

隘化、评价结果的感情化等,从而导致良好制度的功能弱化甚至被虚置.因此,构建新型评价标准体系,
必须打破评价主体的垄断地位,改变评价活动的“一言堂”,开放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选择的视野,让
其他主体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法律认识、切身感触等参与评价标准的设定以及相应的评价活动.同

时,基于程序正义原理,评价主体应遵守回避原则,即除技术性标准外,不能参与评价标准的设定,而且

评价主体不能根据标准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评价.

２．摆脱运动式评价路径,坚持标准适用的随时性、常态化原则

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包括标准体系的建构与具体评价活动的开展,存在盲目性、被动性、形
式化和呆板化问题,整体呈现出运动式、官僚化、政治性的特点,评估对象的选择和评估频率与模式神秘

化、不确定,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构建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应当考虑其运用的方

便性、民主性、日常性,在“原则１”拓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空间基础上,使评价主体能

够随时适用适合自己的评价标准对某地方立法进行评价,从而在保证地方立法质量评价严肃性的条件

下,使地方立法评价工作日常化、常态化,这有利于提高地方公民法治意识、主人意识、权利意识,有利于

激活地方法治监督功能,有利于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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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拓展传统评价视域,坚持标准调整的综合性、动态化原则

传统意义上的评价标准局限于地方立法文本本身,在强调“程序法治”的背景下,传统地方立法

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对地方立法过程质量无能为力,从现代法治角度而言,这种标准也是不完整、不周

延的.同时,传统评价标准体系保持很多年不变,缺乏更新动力和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地方立

法要求.因此,构建新型评价标准体系应坚持地方立法过程标准与结果标准相结合,尤其注重地方

立法过程标准;坚持具体指标设定的综合性,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全面细化相关标准;
坚持评价标准动态调整原则,正视地方立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用发展的眼光推动评价标准体

系的不断完善.
(二)构建和实施新型地方立法质量标准体系的保障条件

１．主体保障

构建和实施新型评价标准体系必须依靠专业化、有能力、理性化的主体,防止地方立法评价的外行

化、形式化、情绪化.一方面,地方权力机关应加强评价标准、评价过程等培训,提高评价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认识能力,建设一支专业化队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构建新型评价标准体系应坚持“共同参与而

有区别”原则,对于更适合于社会、地方公民等其他主体评价的标准应交由这些主体实施,相应地,地方

权力机关就应该积极培育适格的社会评价力量,给予社会一定的结社权,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要是人类

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托克维

尔,１９８８)同时,加强对辖区公民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和深化对相关评价标准及其实施工作的认识,为新

型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和实施提供主体保障.

２．经费保障

构建和实施新型标准体系所需要的实地调研、科学研究、生活开销、物质奖励等都离不开经费的支

持,如果新型评价标准体系比较完善,却因经费的短缺而不能有效实施的话,这种标准体系也就是空中

楼阁、一张纸而已.因此,我们建议地方人大单列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的专项经费,给予新型评价标

准体系充分实施的经费保障.

３．法律保障

从国外和我国部分地方实践来看,一部专门的评价标准规范是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效果的必要

条件.但是,在中央层面,我国缺乏一部专门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法»;在地方层面,我国大部分地

方没有制定专门的法规,已制定了的,要么法律位阶低,要么各自为政.为了规范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

准的建构,维护国家法制的有机统一,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时,国家应修订«立法法»,专设“立法评价”
或“地方立法评价”章节,或者地方先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评价标准、主体、对象、程序、方法、结果

等作出规定,为新型评价标准体系有法可依及实施提供保障.

４．信息化保障

代议制度的产生使公民与法律之间多了一层“天然的屏障”,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化建设为公

民行使权力、参与立法等开辟了路径.针对新型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实施而言,地方首先要做的是为

地方公民、社会等其他主体提供关于新型体系的信息、地方立法工作的相关信息、具体立法实施情况等,
从而让其他主体了解相关评价标准、知晓待评价地方立法内容、明白相关评价程序、取得评价结果的回

应信息等.我们建议,地方应建立必要的地方立法质量信息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网站布局,通
过网络等途径加大地方立法信息公开力度和范围,为评价主体提供随时性的信息收集和评价提交平台,
使其他主体掌握更充分的地方立法信息,拥有更便捷的评价途径,从而使新型评价标准体系得到有效的

实施.
(三)三大维度: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新的架构

宪法关系以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为主体①,它们在宪法活动中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勾画了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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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秩序的优良愿景.本文借鉴此逻辑架构,从纵向视域建构了新型体系的“国家－社会－公民”三元分

析框架或维度.另外,本文参考“宏观－中观－微观”的逻辑思路,从横向视域建构了“维度－标准－指

标”的演绎程式.该二维视域反映了国家、社会、公民三者在新型体系中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推动

“自上而下”权力主导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体系与“自下而上”的权利自治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体系的融

合,形成双向的、全景式、协商性的良法善治型的评价标准体系.

１．国家维度①

(１)设置原理

第一,权力制约与功能最适原则.权力制约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保障,我国宪制格局决定了权力

制约应表现为权力的分工、配合与监督,体现的是“功能最适原则”②.对于地方立法质量评价而言,由
地方其他权力主体依据预设的标准对地方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和结果进行评价,本质上就是权力制约

的实践做法.从另一方面考虑,之所以将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按权力制约原则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

进行分配,目的就是使最能发挥某标准功能的权力主体获得掌控该标准的资格.因此,设置国家维度的

法理在于让新型体系中适合于国家主体(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地方政府及其各自部门等)实施的评价标

准由其来负责,最终达到新型体系“功能最适”状态.当然,权力的这种“封闭性”配置也是为了维护政治

稳定,以防在地方发生宪法性危机.
第二,权力决定资源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中央－地方二元划分背景下,地方权力机关居于地

方崇高地位,而“强政府,弱议会”的宪制状况使地方政府拥有地方权力机关委托的多重权力.这样,地
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凭借法定权力几乎垄断了立法、行政、司法等重要资源(包括财政、人事、信息、暴
力等).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的开展必须有充分的经费保障、依赖地方立法制定、实施、监督等信息以

及必要的暴力手段等,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府基于其强大管制和资源统合的优势地位能够很好地满足所

需;同时,这些国家部门集聚法律精英,拥有地方公民、社会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立法知识、立法技术、立
法经验等.以上均为国家实施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物质原理所在.

(２)国家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结构与指标

基于上述设置原理,国家维度中的评价标准具有政治性、宏观性、专业性的特点.申言之,国家

维度中的标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法性.现代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立法实体和程序要

符合“法律保留”“法律优位”“不抵触”等法定原则,“违法非法”.其具体表现文本合法性、程序合法

性两个子标准.第二,合理性.任何对于公权力运作制度的完整评价必然包含合法与合理之二维准

则(葛洪义,２０１２).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的对象是地方立法权运作状况,因此,设置合理性标准是构建

新型体系的题中之义.合理性标准除了补充和矫正合法性标准外,其重要的实体指向为创制性地方

立法,用以防止在正式制度无法明确指引的情况下产生劣法或恶法.第三,科学性.“立法者应该把

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创造法律、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

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５６)
这段话指明了地方立法必须符合科学性标准.第四,技术性.立法学是门艺术学,精细化是立法发

展的趋向.立法技术的低下甚至缺位可能导致立法丧失法律属性,达不到立法的目的.准确立法是

保障法治、实现善治的前提(安赛德曼,２００８),现代法治的进化更多依靠立法技术的发展完善.第

五,效益性.效益意味着“资源分配达到价值的最大化实现”(Posner,１９８６),基于“成本—效益”的
“经纪人”分析思路,如何让有限的地方立法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必须是地方立法评价的范畴.以

上是国家维度中的评价标准结构,其具体评价指标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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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的国家是个代称,指代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
功能最适原则是指权力在功能和组织上配置依据是以各该事物于自身的组成结构及决定程序等各层面均具最佳条件者作为判

断的标准.转引自朱应平:«功能最适当原则是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基础»,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２００８年年会论文集»,第４５０－
４６１页.



表１　国家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及其指标

维度 标准 具体指标

国家

合法性
实体合法性

１．有无立法行为的依据;２．立法主体是否享有立法权;３．有无超越立法权限;４．是
否与上位法冲突;５．是否与宪法、法律的立法宗旨、根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冲突

程序合法性 立法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合理性

１．是否能达到预设的立法目的,立法授予的权力量或限制的权利量是否必要,
前者与后者是否均衡;２．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是否相匹配;３．违法行为与法

律责任是否相适应;４．是否与社会习俗、传统道德、惯例、共识价值等相适应;
５．是否符合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秩序、安全等价值

科学性
１．权力配置是否科学;２．是否符合本地区的实际;３．是否符合基本逻辑规律;
４．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技术性

语言标准 是否明晰准确、简洁凝练、严肃庄重、规范严谨、通俗易懂

体例标准
１．是否符合篇章节条款项目的顺序;２．法条结构是否包括条件、行为模式和法

律后果

其他 １．名称是否完整、准确、简洁;２．标点符号的用法和数字的表述是否准确、规范

效益性
１．立法是否必要;２．与同位阶立法是否协调、衔接得当;３．是否具有地方特色;
４．是否具有适度的前瞻性;５．各项措施可行性程度;６．是否细化上位法规定;
７．是否达到预设的经济、价值目的;８．是否有时效规定

２．社会维度

(１)设置原理

第一,功能最适当原则.设置新型体系的社会维度的原理之一也表现为“功能最适原则”.即按照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训旨,把本属于社会范畴的事物放还于社会本身,国家不要染指.对

于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而言,有的事项,比如立法对社会的效益,国家外围的评价就不如社会本身更

真实、更可靠.
第二,有限国家论.现代国家管理具有科层制特征,表现为“稳定的、严肃紧张的、可预测的行政管

理方式”(马克斯韦伯,１９９７),而社会的实际事态是变化的、特殊的、偶然的,这势必导致“知性的有限

性与事态的无限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康德,２００４).因此,国家能力是有限的,其对于地方立法质量评价

这种兼备综合性、复杂性、不定性的系统工程是无法独自承担的,必然寻求社会的“加盟”.
第三,社会独立于国家理论.一方面,社会优先于国家可以由社会契约论得到证成;另一方面,现代

性首先表现为主体性,社会依附国家的封建特性不复存在,社会的主体精神逐步萌生强化,国家退缩“守
夜人”的角色更是给予了社会自主性空间,社会具有主体地位成为现代理念共识.

(２)社会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结构与指标

基于上述设置原理,社会维度中的评价标准具有补充性、优位性和双向性的特点.具体而言,新型

体系在社会维度中的标准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合法性.由社会整体法治能力决定这里的合法性主要是

指地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地方立法程序很多为社会而设,因此社会知不知道、有没有参与该程序直接

证明地方立法是否合法.第二,合理性.社会是地方立法的直接作用对象之一,对该立法规定是否符合

公平正义等要求自然具有“发言权”,而且其评价具有优先效力.第三,科学性.社会相较于国家处于发

展的“第一线”,其对地方立法制定、实施是否符合地方实际更有“话语权”.第四,实效性.地方立法质

量的好坏最终是靠社会对其实际效果的反应体现的,是否实现地方立法在社会层面的目的直接源于社

会的切身经历.以上是社会维度中的评价标准结构,其具体评价指标见表２.

３．公民维度

(１)设置原理

第一,人民主权原则.该原则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应当为人民服务,接受人

民的监督.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达,让地方公民参与地方立法质量的评价是人民对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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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社会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及其指标

维度 标准① 具体指标

社会

合法性 是否遵循法定程序,比如公开、听证等

合理性
１．是否能达到在社会层面的立法目的,对社会组织的限制是否过多,前者与后者是否均衡;２．权利与

义务、权力与责任是否匹配;３．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是否相称

科学性 １．是否符合本地区实际;２．是否符合本行业、产业等客观发展规律、标准;３．政府干涉市场行为的程度

实效性
１．是否达到在社会层面的立法目的;２．是否为自身带来利益;３．自身获益与自身牺牲的比例如何;
４．政策与法规冲突如何选择;５．是否满足行业、产业发展的立法需求

力监督的体现.第二,功能最适原则.将由地方公民更适宜实施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内容交给地

方公民,从而使该标准的最大功能得以发挥.第三,良法善治的核心要义.“法治最为核心的要义即在

于权利”(葛洪义等,２０１２),对于地方立法质量优劣的判断,最终均需落脚于是否有助于公民个人权利与

自由的实现.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地方立法最终由地方公民来

实践,其对地方立法的质量有最真实的感受.由地方公民对该质量的某些方面进行评价是最可靠的.
(２)公民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结构与指标

基于上述设置原理,公民维度中的评价标准具有个体性、监督性和优位性的特点.从一般意义上而

言,公民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应包括:第一,合法性.这里也主要是地方立法程序的合法性,
即法律规定的告知、听证、回避等制度是否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得到落实.第二,合理性.即地方公民对

地方立法的可接受性程度如何,可以采用公民主观感受和客观量化标准对其予以评价.第三,科学性.
第四,实效性.地方立法的最终受体是地方公民,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求是原则,地方

立法有没有实效,程度如何等都可以从地方公民那里得到答案.以上是公民维度中的评价标准结构,其
具体评价指标见表３.

表３　公民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及其指标

维度 标准 具体指标

公民

合法性 是否遵循法定程序,比如告知、回避等

合理性
１．是否能达到在公民层面的立法目的,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增设的义务是否过多,前者与后者

是否均衡;２．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是否相称;３．是否与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族规等相协调;４．
是否感受到不公;５．是否有人大代表向其征求意见;６．生活、工作的边际成本如何变化

科学性 １．是否理解法条内容和意图;２．是否符合个人实际情况

实效性
１．是否遵守该规定;２．是否为自身带来利益;３．自身获益与自身牺牲的比例如何;４．政策与法规

冲突如何选择;５．是否满足自身的立法需求;６．生活总体幸福感变化

五、余论

当前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即评价标准设定越来越官方化、专业化、理
想化,有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工作甚至只能通过委托评价机制,才能达到评价的目的.我们认为,如果

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中不存在更适宜由地方公民、社会进行地方立法质量评价的标准,仅有被地

方执政者、权力者“垄断”的标准的话,那么“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顶多是个笑话.更进一步

说,地方立法是地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如果地方公民、社会无法对地方立法质量进行评价,那
么该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必然是有缺陷的.地方法治不仅意味着地方法律制度形式上的有效运

行(Validity,效力的实现),而且“该法律制度必须发挥实际的效果(Effectiveness,实效性的实现)(林来

梵,２０１１),其中,后者的质量依已有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是难以确定的.而本文从“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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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维度以及公民维度中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的设计中,并没有像国家维度一样包括技术性标准.这是因为地方立法质量
技术性评价很专业,包含地方立法语言是否规范表述、立法体例安排是否合理、立法逻辑是否周延合理等,一般的社会主体、公民个人是
不具有相应评价能力的,故按照功能最适原则,从评价标准的实效性出发,本文并没有机械性地在社会维度以及公民维度中设计技术性
标准,特此说明.



会－公民”三元分析框架下建构的新型评价标准体系解决了“地方立法质量和效果谁评价更适合”的问

题.或许有人质疑:“重构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将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等负担,而直接委托独立、公
正的第三方(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承担此工作,既专业又省事,更何况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

的实施效果还不知如何甚至可能会强化地方公民、社会对地方立法的不信任感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
我们认为,这种忧虑是必要的,当前我国地方公民、社会等其他主体的悟性、能力、理性还不足以支撑地

方立法质量评价之重,但从我国民主发展和法治愿景的长远来看,这是我国现代法治发展必经的阵痛过

程.将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中更适宜由地方公民、社会负责的标准内容交由其实施有利于提高

地方立法质量、有利于加强地方公民的法治教育、有利于拉近地方公民与民主的距离、有利于增深地方

公民与地方立法的感情,也有利于从制度上划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疆界”,是一项事关地方乃至我

国伟大法治事业发展的关键事项,因此,地方必须重视之,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实施、完善之.当然,本文

对建构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已有论证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新型体系之具体指标的

设定原理、要素权重和具体适用环节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与证成,还有地方立法评价结果的回应机制的设

置,新型体系的实施办法与程序等问题没有具体涉及,这些都是新型体系建构后亟需解决的事项,我们

将来会继续关注和研究,也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加入进来,为推动新型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完善

和我国现代法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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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RegulationsandReality:TheRebuildingoftheEvaluating
CriteriaSystemofLocalLegislativeQualityinOurCountry

QinQianhongandDiGaoyang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

Abstract:Settinguptheevaluationcriteriaoflocallegislativequality(thefollowingabbreviating
“evaluationstandard”)is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theevaluationoflocalruleoflaw,thepre
guaranteeofthelocalauthorityrestriction,andtheinherentrequirementofstrengtheningthe
protectionofpeople＇srightsandinterests．Examiningthepresent,ontheonehand,dominatedbythe
traditionalsingleadministrative,themaintainingstabilitystandardmodewiththecenteroforder,the
technicalstandardpatternwiththecenteroftext,theutilitarianstandardmodewiththecenterof
benefitallhavebeenunabletomeetthenewsituationofthemodernruleoflaw;ontheotherhand,

thestandardsofdifferenttypesandcontentsonasinglesubjectleadstofunctionofthelocal
legislationqualityevaluationdeclines,formalizationoftheevaluationsystemsandoftheevaluating
effects．Basedonthecomparisonandreflectionofthedomesticandforeignevaluationstandards,the
passageinnovativelyputsforwardtheevaluationcriteriasystemofgoodlawandgoodgovernancetype
underthe “stateＧsocietyＧcitizen”ternaryperspectiveoranalyticalframework,andfrom apractical
pointofview,putforwardguaranteeconditionsoftheconstructionandimplementationofthesystem,

inordertodevoteintellectualknowledgeofpromotingthetheoreticalstudyofthestandardsystemand
improvingthelocallegislationquality．

KeyWords:TheEvaluatingCriteriaSystemofLocalLegislativeQuality;TheTypeofGoodLaw
andGoodGovernance;StateDimension;SocietyDimension;Citizen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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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与建构:当代中国法治评估问题的若干检讨∗

李　朝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本土法治评估运动方兴未艾.中国

法治评估建立在理论、技术、制度和现实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国外法治评估的

引入与地方评估实践的开展,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法治评估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法治评估

实践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价值标准缺失”“制度指向混乱”“功能配置局限”及“数据真实与监

测缺位”.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法治评估,应当从“设立相对统一价值标准”“建立评估制度维度

基本框”“明确自身功能定位”以及“建立规范的抽样与复核验证程序”四个方面入手,进行理论

层面的解答和建构,为中国法治评估的调整、改进提供积极的意见或参考.
关键词:法治评估;价值标准;制度维度;样本复核

时至今日,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国家得到认可与适用,正如«民主与价值观念宣言»宣称“我们

相信法治,它公正地尊重和保护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治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秩序等价值

的保障与条件.“从国际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到人道援助的成效考虑,一国的法治状况都受到相当多

的关注,客观和准确地评估一国法治状况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钱弘道,２０１２a).在这种背景之下,法
治评估营运而生,从美国的兴起到传播至全球多个国际和地区,发展至一种国际化的法治衡量工具,也
成为评价一国法治发展水平的标尺,得到全球范围内多数法治国家的认可与推行.中国就是在这种形

势下引入该工具的,在引入法治评估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功能与任务,着力将其打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

“助推器”.然而,法治评估引入之后却出现种种争议和讨论,对评估法治内容的争论以及评估方法与技

术的怀疑也甚嚣尘上,甚至有学者将法治评估视为一种数字化的工具或游戏(志灵,２００８;陈林林,

２０１３).为此,笔者从法治评估的可行性出发,分析法治评估在国内外的实践样态,并通过对中国法治评

估实践中基本问题的商榷和探讨,洞悉当前中国法治评估中的不足和缺陷,借此对当下中国普遍推行的

法治评估提出合理与科学的改良建议.

一、中国法治评估的可行之基

法治评估在中国的应用首先应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其一是法治能否实现(中国)评估? 其二是法治

评估是否适合中国法治? 其三是中国是否需要法治评估?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结合并指向法治评估

的基础.笔者提出中国法治评估的法理基础、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组基础维度,并对此

进行详细的论证参见表１.
(一)理论基础:法治内涵的可分性

法治评估是指通过法治内涵的概念化和概念的操作化,建立法治相关指标,运用一系列实证方法,
对国家、地区抑或是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评价的一项系统工程.法治评估的关键在于提取与法治概念

对应的类型化要素,借此生成出细微的法治指标.事实上,类型化的法治要素在法治理论中早就存在.
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法治的双重意义(亚里士多德,１９６５),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法治的细化趋势也

未停止,并形成三项法治划分的共识(夏勇,１９９９).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学者们对法治要素的划分

也趋于精细.马克斯韦伯提出法治秩序的主要标准(季卫东,２００８)、富勒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亦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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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法治评估可行性分析框架示意图

中国法治评估的可行性基础

理论基础 技术基础 制度基础 现实基础

１．法治内涵可分解为不同

的核心要素;
２．法治划分标准已有成熟

先例;
３．法治要件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

１．指 标 具 有 整 体 性．概 观

性的认知功能;
２．指标可实现理论与现实

的操作化;
３．统计 技 术 日 趋 丰 富,并

进入人文社科领域.

１．世界范围内法治相关制

度的趋同性;
２．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建成与规范的齐全;
３．法治实施成为法治建设

重点.

１．分析．总 结 中 国 法 治 建 设 普 遍

问题;
２．纵 向 反 映 法 治 实 施 的 成 绩 和

不足;
３．横向反映不同地区法治实施的

类似与差异、差距.

治的八项要素(２００５)、拉兹提出合法性法律模式的八项构成要素(２００５)、菲尼斯提出法治八项要件

(２００５)等.我国学者吸收了西方学者的法治划分思路,基于本土法治国家建设的特征和需求,提出了中

国的法治构成要件.李步云提出法治国家的十项原则和要求(２００３),张文显提出实现法治国家的技术

条件(２００７),夏勇提出法治的十大规诫(１９９９)等.学理上概括的类型化法治要素,历经由简单到复杂、
由模糊到明晰的过程,形成内容丰富且层次多样的划分标准,构成了法治评估可行的理论基础.现代各

国,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保持法治价值追求的同时,开始在法治的形式上相互借鉴和

学习,使得法治基本要素出现趋同,呈现出一种法治全球化趋势,这些理论上的共识和对法治要素的认

同也使得法治评估在中国的开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技术基础:指标与统计技术的成熟

在法治的概念可操作化为不同要素的前提下,如何将法治的各种属性和特征抽离成各种可测的、可
数据化的指标,仍需要可行性的技术支持.这种技术支持主要源于指标自身的认知功能和先进的统计

分析技术.
一方面,法治指标自身具有认知功能.作为一种测量尺度,指标能用来准确描述、反映、比较和评价

法律现象及其发展与变迁的规律(冉井富,１９９９),准确反映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缺陷.认知

功能强调法治指标具有可计量性、概观性、现实性①,通过对法治概念的层级操作,使抽象概念下降到经

验层次,形成可实际测量的法治指标.通过数据汇总并按照权重比例折算成为直观数字,评估区域对象

的法治程度,对比不同区域的法治差异,并引导社会成员对法治建设形成最优行动选择.
另一方面,量化方法与技术的成熟与进步.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统计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

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量化技术包括指标操作、抽样策略等都较为成

熟,统计应用也从最早的简单百分数等统计量发展到回归和方差分析,再发展到多元统计分析、结构方

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等.这些技术手段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逐渐扩展至法学领域,白建军以“死罪”
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作出死刑阶梯与关系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统计分析

技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推进,通过计量与统计技术把握研究对象的共性问题成为现实可操作的方法,为
法治的评估量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障.

(三)制度基础:相对完备的规范体系

以法治作为立国之本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法治评估的制度基础就是待评估地区或国家是否确认

了法治的治国形式,这也是采用制度性进路开启法治评估的关键所在.制度性进路是指“以法治规范为

维度组成法治概念并寻此进行评估操作化的方式”(张德淼,２０１４),这种方式较之价值性进路而言,可使

研究更为聚焦(戴耀廷,２００７),也符合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配置状况和对法治评估的特定需要.
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路径要求评估区域或国家确立法治制度,而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国际法的

国内化,还是国内法的国际化,实际上都导致了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法律制度在更大范围甚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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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概观性是指法治指标能够描绘某个国家、地区的整体法治图景.可计量性指法治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是具体、精确、直观
的,是可以计算且可以用于横向比较的.现实性指法治指标是法治建设的现实反映,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法治实施的运行现状、运行
效果和运行变化等.



范围内得到推广(朱景文,２００６),这也给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外国法和国际惯例,这些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在长期

适用中不断修改和增补,逐渐融合中国本土法治现实和法治需求,形成了既具有全球化特征又具有地方

性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
则是对业已形成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化、体系化的确认.中国现有的、相对健全成熟的法律制度及其

广泛实施,恰恰构成了法治评估的制度性基础,给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项目开启提供了充分的可

行性.
(四)现实基础:中国地方法治实施的现实困窘

中国是全球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员.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分别以“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对依法治国进行纵深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将法治治国提升至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将

“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作为法治发展的有力抓手.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

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规范、法治实施等五个体系成为会议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
个人的职务行为、组织行为、个体行为也被纳入到法治化轨道中.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治建设所

处的阶段、状态和普遍性问题,学术界和相关部门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关于中国法治之路的选择

以及内容取舍仍处于不断讨论中.
法治评估恰能回应这一悬疑.法治评估能够实现对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的比较,为改造权力结构

提供更清晰的蓝图,以及使法制建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季卫东,２００８).法治评估通

过量化手段能够从整体上分析中国法治实施的状况、程度、问题,能够从纵向上反映法治建设投入实施

之后的成绩和不足,从横向上反映不同地区法治实施的类似与差异,促使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法治

领域的比较与沟通,为现行法律体制的发展完善提供资讯,追求更高水平的法治,改善法治环境.马怀

德教授甚至认为,在中国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

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马怀德,２０１１).这大抵也反映了法治评估对落实

依法行政、促进司法公正、推动法治进程的现实价值.

二 、法治评估的国外引介与地方实践

(一)国际法治评估项目的萌生与兴起

倘若将理论上法治的细化作为指标形式理解,法治评估的理论解说看似历史源长.但是,从操作层

面建立法律指标却只能追溯至美国学者伊万.伊万在１９６８年提出法律与社会相结合的７０项指标;

１９７９年,梅里曼、克拉克和弗里德曼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法律与发展专项研究中,将法律制度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等六个方面,在每个方面内部从机构、工作人员、程序和消耗资源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形成

法律制度的分析结构(朱景文,１９９４).截止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专门编制民主、法治、治理等相关指数的研究

报告与出版物至少有十多种,例如«世界自由度指数»«欧洲自由指数»«国家风险评论»«世界发展报告»
«全球国家风险指南»«国家风险服务»«全球竞争力调查»«转型国家»等(占红沣,２０１１).２００５年,世界

银行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正式提出“法治指数”的概念,以全球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对公民守法

意识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进行评判(TheWorldBank,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由维拉司法研究所及

阿尔特斯全球联盟主持的“世界正义工程”在沿袭西方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合法政府、公布法律、
正当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为原则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MarkAgrast,２０１１).２０１１年由联合国相关

部门与世界银行联合发起的法治指标项目,旨在辨认不同国家或地区法治发展的状况及其间存在的问

题,为各国法治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近年来,随着法治视野的开阔和评估学认识的深化,特别是一些国家以社会系统工程为框架在各个

领域推行目标管理模式,法治指标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和研究方法在各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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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颁布«政策规定绩效分析»(黄良进,２００９),对政府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考评,此类的实

证性法治指标体系日益增多.香港法治指数调研,标志着法治评估开始引入并应用于中国部分地区;
“法治评估试验田”的余杭法治指数在２００６年发轫,法治评估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和方法创新

得以兴起.
(二)中国法治评估的地方实践

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首部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我国首部政府法治白皮书«中国的法治建设»,关注的法治重点从起初的“热点问

题”解读转变为行政体制和司法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为“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等明显带有量化特色

的实证研究.例如,«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连续收录了“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中
国法治发展报告 NO．１０(２０１３)»还收录了“余杭法治指数报告”①,２０１４年发布的法治蓝皮书进一步强

化了地方典型法治经验的具体描述.
与学界的热烈讨论相比较②,法治实践领域早已悄然出现以政府为代表的法治评估运动.２００９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以来,以行政级别与区划作

为基本单位的各类法治评估项目层出不穷,例如,２０１０年湖北省颁布的«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

系»,２０１１年辽宁省颁布的«辽宁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惠州市颁布的«惠州市法治

政府评价指标体系».近年来,中国法律发展指标研究为法治评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朱景文,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立法后评估和司法绩效评估(张禹,２００８;丁贤;２００８;刘松山,２００８)等立法、司法领域内专项评估

的广泛开展也为法治评估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２００６年,中国内地出现首个法治评估实验项目———
余杭法治指数,设置“党委依法行政”等九组指标,以客观数据、考评及民调为方式,设置内部组、外部组

和专家组对调查结果进行评议(钱弘道,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中国政法大学政府研究院组织实施的法治政

府评估项目,发布了«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２０１３),覆盖到全国５３个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并做出相

应的排序.２０１４年,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组组织实施司法文明评估项目,覆盖全国９个省和直

辖市,实现了对不同省市司法文明程度的量化考察.虽然这些评估项目涉及层面较为狭窄,内容相对简

单,但其设置操作化指标,采用量化技术,保证了数据的丰富性和受访主体的多样性,具有积极和进步

意义.

三 、中国法治评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正如吉尔兹所言:“法学与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和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
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吉尔兹,１９９４).法治无法摆脱地方性特征的约束,具有嵌入特

质的法治评估也必须结合中国自身的体制结构特征、法律文化特征和公民意识状态作出,否则就可能出

现“南橘北枳”的局面.那么,当前普遍开设的法治评估是否契合中国法治的本土情境,已开展的法治评

估是否建立了富有操作性和科学弹性的评估方法,是否真正起到评价、预测中国法治的成效,仍面临着

重重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查找法治评估在本土改造中的不足与缺陷,才会让我们有效调

整和改善法治评估,发挥其真实功效.具体参见表２.
(一)法治价值标准缺失

量化法治的重要特征在于实践性,保持其实践性的前提在于定义法治.“法治是一种理想的运作体

制和人类追求的目标法治追求的目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权力主体的法律精神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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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关注重点的转变可从每年目录的变化中发现.２００３年报告中突出强调个案形式的“热点问题报告”,而到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法治改革、法治建设、法治实践成为报告的主体内容.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更是将实证调研、指标数据资料作为其重要组
成,在“国情调研”和“地方法治”栏目中列入部分全国性量化数据和区域性量化数据报告,体现了法治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

法治评估在学界引起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多数学者对法治评估持肯定态度,观点集中于“为什么进行法治评估”、“如何进行法治
评估”等,有学者从法治基本理论出发,对法治评估的前提、正当性和功能作出论述,也有学者关注全国性或区域性法治指标的建构与推
行.质疑者多集中于指标设立的条件和功能等问题,以及法治评估的本土操作化问题方面,对法治评估是否能够反映中国法治状态,法
治评估方法是否真实有效存有质疑,而非绝对摒弃法治评估.



表２　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存在问题的分解示意图

价值标准缺失 制度指向混乱 功能配置局限 数据准确与监控缺失

１．部分项目 没 有 建 立 价

值标 准,仅 从 法 律 规 范

出发评估;
２．部分项目的价值标准

过于简单,无法全面反映

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质;
３．未确立评 估 过 程 中 对

价值标准的应用.

１．在时 间 维 度 上,同 一 地

区不同时期提出内容不同

甚至相悖的指标体系;
２．在空 间 维 度 上,统 一 法

制环境中的制度范围截然

不同,甚至各自为政.

１．功能 逾 越,法 治 评 估 作 用

夸大,辅助地位过分拔高;
２．功能 错 位,赋 予 法 治 评 估

无法承接的功能,评估结论

往往被错误使用;
３．功能空白,使用定位不足,
法治评估功效挖掘不够.

１．抽样 方 法 混 乱,随 机 抽 样 变 成

随便抽样,无法推论总体;
２．样本 质 量 监 控 不 够,大 量 客 观

数据的真实性饱受质疑;
３．样本 复 核 机 制 缺 乏,无 法 对 初

次样本进行复核审查;
４．研究 人 员 依 赖 性 过 强,无 法 有

效摆脱政府对评估结论的干预.

最终归结到法的精神与理想上去”(眭鸿明,１９９９),任何对法治的定义都必须承载基本的价值标准,否则

终将背离法治的追求.拉兹、富勒等人提炼形式价值要素对法治作出抽象界分、自由主义者基于实质要

素对法治作出理解以及塔玛纳哈提出的涵盖形式与实质价值的综合法治构想莫不如此.
已有国际法治评估项目中也能看到法治价值标准的应用,在“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设计

中,研究者提出“形式合法”“法律颁布”“正当程序”“可实现的司法正义”四项原则(理念),将这些要素贯

穿于法治评估的全过程.在中国,法治建设在规范层面具有统一性,在价值层面也具有共通性,但多数

法治评估却没有呈现出完整的、普遍的法治价值要素.譬如,“湖北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中提出“权力运行的限制与制约”“民主建立健全”等价值相关要素,但其使用更像是对“依法行

政”的操作细化而非价值要素的融入(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３).部分法治评估研究者认识到法

治价值在法治评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些项目所提炼的法治价值要素相对片面,且使用上较为隐

性.例如,余杭法治实验中提出“法治不仅是一个执政者和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法律规范系统,更是一个

包含强烈价值内涵的观念与实践”,并就此提出“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两项价值要素(钱弘

道,２０１３).从这两个价值要素概括中国的法治价值是否合适,是否能够满足中国法治评估的价值需求

还有待商榷.
客观而言,“评估的基本逻辑首先是确定价值尺度,即在什么样的标准下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才有意义”(Fournier,１９９５).作为截取纷繁现实材料并剔除无关信息的一种筛选技术,指标之所以承

载与反馈法治内涵与特征,是因为在从抽象层到经验层的推进过程中,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贯穿于法治评

估指标体系所有环节的价值尺度,赋予经验客观的测量指标以更加普遍性的法治价值指引,这也是“世
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能够突破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制多样限制,实现不同地区比较的关键所在,
同样这也是中国法治评估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指向混乱

就中国主要采取的体制性进路而言,因其以制度结构要素作为指标划分的依据,研究的基点即制度

指向尤为重要(张德淼,２０１４).然而,在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制度内容的选择与适用上仍处于一

种混乱局面.
“法治指数是全球化时代绘制世界法律地图的一种新构想,也是全球法律散播的一种新形式”(鲁

楠,２０１４),具体至中国空间维度上,各地推行的法治评估是国家法治思想散播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各省

市也出现了林林总总、各行其是的评估指标的创设局面.例如,国务院和各省级机关的“法治政府指标

体系”①、行业机构的“xx法治指标体系”②,不同市区级机关的“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③,等等.再例

如,余杭法治指数提出的九组指标中与各省市推行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在“依法行政”“规范市场”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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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２０１０年湖北省颁布«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
标体系(试行)»、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３年４月广东省发布«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试行)».

２０１３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２０１２年江西省宜春市工商管理局颁布«宜春市工商
系统法治工商建设考核指标体系».

２００８年发布的«青岛市创建法治城市目标责任分解»和«青岛市开展法治城市自测评估体系»;２０１２年颁布的«沈阳市法治政府建
设指标体系»;２０１２年１月颁布的«惠州市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督体系”方面较为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却大相径庭.
从时间维度上看,即便在相同空间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内容仍有不同的表述.例如,２０１０年湖北省

已经颁布实施«湖北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２０１３年又再次建立 “法治湖北”指标体系(方政

军,２０１３),后者远突破前者关于法治政府评估的设定,并将经济、文化、社保等一揽子内容都归入法治评

估名下,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维度上,中国法治评估都没有在法治制度适用上实现统一、规范的表述方

式.法治指标体系的功能原本就是建立一个相对普遍适用的模式,实现对国家或区域的法治状况的客

观与量化的描述,然而在中国内陆这个法制体制统一的范围内,不同地区、行业却出现各自为政、各自评

估的局面.自己做自己的评委,与其他地区无涉的作法是否能够准确评价法治建设状态呢? 这点仍存

在疑问.同一地区并行的不同法治评价指标体系之间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拆台,抑或是各自为战,也很

难作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
(三)功能配置局限

量化评估有助于衡量和评价法治状态,但是量化研究方法亦存在先天不足.量化研究具有描述普

遍性和整体性的功能,涂尔干在«自杀论»中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反常的自杀,得出当个体同社会

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时,会发生自杀现象的结论就是很好的例证(迪尔凯姆,２００８).但

是,量化研究亦具有局限性,如未得到恰当和谨慎的使用,就可能形成不科学、不真实的判断.
在中国法治评估实践中,研究者倡导法治评估正向功能的同时,往往忽视掉其在应用中的功能局

限.其一,功能逾越.如果说通过评估采集法治资源、测量法治信息的功能定位尚且合理的话,那么,将
法治评估理解为指导法治建设、引领法治改革方向乃至加快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却比较牵强.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法治评估的定位,法治建设与法治评估是一种主辅关系,二者之间不是“一”对
“一”而是“一”对“多”的模式.在法治评估之外,还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

审查机制”“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等多种辅助手段.显然,在评估项目实践中,法治评估的作用被过度渲

染.其二,功能错位.中国法治评估活动中,研究者习惯于将不同地区的评估结论数字化进行排序,用
来衡量评估地区的法治化程度和地方政府的法治治理能力.但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只能反映评

估地区的法治相关规范、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问题与成效,而无法反馈该地区提供的法治环境与法治现

实水平.至于地方公权力机关的治理能力方面,也会因当地经济、文化、民族等多重社会性因素而多有

差别,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实难衡量政绩的有效依据.不恰当地理解和应用法治评估,势必对地方法

治建设的开展产生副作用.其三,功能空白.尽管多数评估项目也提出查找、捕捉法治问题的功能,但
是多数评估结论大都是给出大概分值,例如余杭指数、法治政府评估等,对普遍法治问题、核心法治难

题、法治实施缺漏的发掘和分析尚显不足.
(四)数据准确真实与监控缺位

法治评估的真实有效不仅源于指标设计的合理和科学,是否能够真实地收集资料、获取样本更是法

治评估成功与否的关键,甚至决定了评估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目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项目对数据收集

的价值与作用有所忽视.其一,抽样方法混乱.抽样是一种选择调查对象的程序和方法(袁方,１９９７),
抽样调查必须有整套严密思考且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择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卢汉龙,

１９８６).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问卷,只有通过概率抽样方法从整体框中抽取样本,才能保证样本的代表

性和推论总体的可能性.以余杭法治实验调研来看,其设计的主观指标“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是
通过实地民调５００份以及网络民调６４９份完成的(钱弘道,２００８).但网络调查本身是典型的非随机抽

样;实地调查的问卷来源是采用分层、多段、整群、简单随机等随机抽样方法,还是方便抽样、配额抽样和

立意抽样也没有作出解释和说明.以此样本数据是否能够对余杭居民的整体法治满意度作出推论也存

在疑问,这种做法在后续的法治政府评估中也同样存在.其二,样本数据质量监控问题.样本数据的真

实性可能是量化研究最关注的操作问题,就余杭法治指数而言,客观数据来源于相关机构的统计数字,
其数据的真实性处于无监督状态.以余杭信访局提供的“信访案件结案率”指标为例(钱弘道,２０１２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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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１年信访结案率均在９９％以上,此类数字关乎政府机关的政绩,未经调取复核原始材料无

法判断其真实性.而主观数据的复核主要可以采用回访等方式,实地调查的问卷尚可通过电话回访、实
地回访等方式确认,但网络民调却无法复核查真.第三,研究人员的独立性问题.世界正义工程采用的

是第三方介入的方式(Agrast,２０１１),而在余杭法治评估、中国法治政府评估乃至司法文明指数中转变

为政府合作模式(钱弘道,２０１２a),政府既是被调查主体,又是与专家学者配合的资料收集主体,还是保

证资料真实性的监督主体(王周户,２０１１).尽管这与我国政府主导的法治发展模式有关,但由此对数据

真实性产生怀疑也是合理的.特别是法治评估的结果用做评价官员工作的依据,很可能会促使他们干

预法治评估,令评估的可行性及公正性受到质疑(戴耀廷,２０１３),甚至容易沦为投机者和政绩工程的工

具,损害我国现行法治的良性运行和渐进发展.
其实,早在１９９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指导方略,法治的

重要作用已经被接受和认识.随着立法、行政及司法改革的推进,特别在２０１１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建成后,法治改革和创新也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机关业绩的“软实力”.尤其是在十八届四

中全会突出强调法治中国的建设,各地兴起政府主导的“法治评估热”是地方法治建设的刚性需求还是

政绩工程掩饰下的利益争夺,我们仍需清醒和理性地看待.

四、中国法治评估的理论构建与应对

无论余杭法治指数,还是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抑或是司法文明指数,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中国法治

评估的“实验田”,通过实验暴露问题,并反馈法治评估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行性.钱弘道教授在余杭

法治评估数年之后也提出中国法治评估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指出法治评估要进行转型(钱弘道,

２０１５),同样关注评估实践得出的经验教训.法治评估不同于法治,它更多强调评估的建构特质,结合法

治规律与中国法治本土特征的前提下,对中国法治评估作出理论层面的调整和改造,才会使这项活动真

正观照中国的法治现实,衡量、评价和助推法治中国.参见表３.
表３　中国法治评估的理论建构示意图

统一价值标准 完整制度维度框 明确功能定位 规范抽样与复核检验

１．法律至上与法制健全;
２．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
３．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
４．实体公正与合道德性.

１．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
２．司法公平正义;
３．法律监督的完备与有效;
４．权利依法保障;
５．市场经济规范有序;
６．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７．法 制 宣 传 与 公 众 法 制

教育;
８．环境保护合理得当.

１．肯 定 法 治 评 估 的 发 现

功能;
２．明 确 法 治 评 估 的 勘 验

功能;
３．理 解 法 治 评 估 的 能 与

不能;
４．建立法治评估与其他实

证方法的配合关系.

１．综合使用简单随机、等距、分

层、多段等多种抽样方法;
２．加强样本质量管理,通过 对

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福德定

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数据进行

识别;
３．做好复核检验,由评估项 目

方提供相关数据和程序代码进

行复本验证.

(一)设立相对统一的法治价值标准

“法治状态或理想的实现,不仅是在制度的已有上而言的,它还需要信仰领域的支持”(仇延平,

２００８),法治价值的引领对中国法治建设道路选择意义重大,同样对以法治为对象的法治评估也非常重

要.制度性进路开启的中国法治评估,任何维度与指标的设置都会面临价值上的判断与选择,香港法治

评估研究者专门就“司法复核个案数的上升数字与法治程度高低的关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判断的关键就是该项目依托的价值标准.

在中国法治评估中,价值标准的选择应当遵循两个原则(李朝,２０１４).其一,符合良法之维.“纯粹

的形式法治包含着走向反面的必然性”(高鸿钧,２００１),实质法治价值的匮乏会导致法治评估丧失识别

和评判法治正当性的道德力量,无法给现有法治建设的规划提供更为有价值的、科学的咨询,反倒可能

出现专制暴虐国家法治程度较高之结论.其二,符合法治普遍规律,兼顾地方性法治特质.“法治
表征的乃是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理想”(侯学宾,２０１３),在推行法治的大多数国家中,各国共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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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相似的法治普遍价值,如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样,中国法治建设的前进道路也应当遵循这

种基本规律.与此同时,法治评估也应当考虑到自身的地方性法治特征.尤其是近代改革图新以来,作
为技术法的形式法治内容得以移植和吸收,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形成不少地方经验做法和习惯规则,而西

方相对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人治传统中并未生根.在这种国情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中,带有地方法治特征的伦理价值也必须在法治评估项目中得到相应的

反映.
事实上,根据项目目标的不同,研究者可凭借上述原则进行相关价值标准的创设.例如,对旨在衡

量不同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程度和落实情况的评估项目,规制公权理应成为评估价值标准的主要构成,此
外,规制公权后对公众相关权利实施的资源供给等价值要素也可列入评估价值标准中.笔者(李朝,

２０１４)曾就综合性地方法治评估提出四组价值要素,即“法律至上与法制健全”“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
“程序正当与形式平等”“实体公正与合道德性”,这也是对法治价值标准创设的一种积极尝试.

(二)建立完整的评估制度维度基本框架

解决当前法治评估制度指向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基本的法治制度维度框架,
该维度框给法治评估特别是制度性进路的法治评估限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承认在法治之外尚且有诸

多法治无法覆盖的社会领域,并将视点聚焦至中国法治自身.无论是旨在反映地方法治完整样态的全

面评估,还是旨在反映政府行政、司法公正等局部内容的专项评估,都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摄取与之相

对应的制度要素,不致产生不同项目不同认识、不同选择的后果.考虑到“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

形态、治国方略和社会文化现象”(张文显,２００２),围绕法治的制度或规范配置内容丰富且层级较多,需
要以法治的核心制度要素组建法治制度维度,还要在不同法治制度维度之下界定该维度的主要法律制

度或规范,明确法治制度维度的核心要素.
其中,法治制度基本维度框架可将“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划与部署”作为指引,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之前法治制度规划或部署的持续状态作出判定,实现法治制

度诸维度与中国法治实践的深层契合.在不同维度之下范围的选定上,借鉴与应用频度统计法①,以历

年法治建设总结为主要来源,并以近年专项法治规划、部分规范文本作为补充,化繁为简,缩小维度范

围,提炼相应维度要素②.譬如,笔者通过“依法治国”提出以来,围绕着中国法治建设作出的制度规划

或部署的梳理(主要是历届党代会报告的相关内容③),提炼合理与可用的中国法治的核心制度要素,搭
建中国地方法治指标体系的制度维度框架,包括“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司法公平正义”“法律监督的完

备与有效”“权利依法保障”“市场经济规范有序”“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法制宣传与公众法制教育”“环境

保护合理得当”八项维度,这实际上也是对明确制度指向的一种构思.
(三)明确自身功能定位

法治作为抽象的理论概念是否具有量化评价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已经毋庸置疑,余杭法治指数的

研究者也提出“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量化”(钱弘道,２０１２b)的观点,这正是诸多学

者怀有的期冀,期望通过评估实现对法治的精确认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然而,以量化为标志的

评估不可避免地受到方法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有其无法覆盖的评估范围,关键要正确理解法治评估的功

能.首先,明确法治评估的能与不能.法治评估使用的包括数据收集、统计技术在内的各种方法,从未

摆脱研究者价值选择的支配.其一,法治评估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法治评估的主要功能是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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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频度统计法是对目前有关法治建设的相关报告进行频度统计,选择那些使用频度较高的维度要素,这点在评估研究中比较常用,
对法治制度维度的选择而言,可作为一种参照方式.

选择不同制度维度下比较重要的要素进行纵向操作化,为指标的提出奠定基础.然而,这些核心要素势必不可能完全覆盖处于
其上位的法治制度维度.考虑到区域法治的整体性与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以微知著的方式来估量地区法治现实的真实状态
也是有现实价值的.当然,维度要素并非是唯一的而是是多元的,不排斥不同项目中研究者选择不同要素进行评估.

之所以把历届党代会报告作为观测标本,主要是基于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法治规划蓝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指导着不同时期和阶段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的步骤、重点与方式.从最近的党的十八大截止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属于中
国法治建设的真正的、长期的核心或重点,而非短期的替代或实验品.而且,围绕着这些法治规划或部署已经配置相应的法律制度群且
投入法治实施过程,产生大量微观测量指标,足以支撑起制度性进路开启法治评估,以法律制度来度量法治的可行.



法治运行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但并不反映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这点也可形象地

称之为“听诊不看病”.其二,法治评估能用于勘验规划路线却不能引导道路.法治评估之于法治建设

规划,是以旁观者身份审视、判断法治建设是否符合预期构想,并及时向决策者作出反馈,但法治评估本

身不直接推动法治,仅是服务法治建设的辅助工具,这点也可将之称为“助推不永动”.
其次,善于以其他方式弥补法治评估的不足.法治评估方法有其功能的空白区,比如“同一套数据

可有不同的解读,不能直接推算出一个法治指数”(戴耀廷,２０１３),这时就需要借定性手段来弥补评估方

法的不足.
此外,在法治评估的空白地带,还可以考虑利用现有的其他方式,譬如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

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等一系列方式进行法治问题的查找和挖掘,毕竟,法治评估是一种重要而非唯一的

法治辅助工具.特别是在地方性法治的知识生产方面,进行过程事件的分析也许比横断面上的数据衡

量更有现实价值.对评估者而言,唯有清楚认识到法治评估的能力之所限,准确定位法治评估,才能保

证法治评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正常功能,而不被误用或滥用.
(四)建立规范的抽样与复核验证程序

在法治评估中,“变量的操作化、抽样方案的选取、样本的删除等细微差别,都可能会导致结果很大

的差异”(陈云松,２０１２),评估的科学化和常态化更需要良好的抽样、监督与复核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抽样方案.抽样方法的应用对于法治评估至关重要.世界正义工程项目组在进

行调研时,从每个被调查国家中抽取三个城市并从中随机抽取１０００个样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分层抽样.
当然,由于地域位差、城乡分化、结构差别等方面不同,这种简单分层未必恰当,但就方法而言却是符合

局部推论总体的科学标准的.这对继受世界工程法治指数方法的我国评估项目是有启发意义的.客观

来看,实证研究方法提供给我们简单随机、等距、分层、多段等多种抽样方法,在进行调研之初就从中选

择可行且合用的方案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加强样本数据的质量监控.针对法治评估的客观数据,研究者根据被调查机关提供的数据,

可以通过对数正态分布检验法、奔福德定律检测等技术对异常数据进行识别,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提供

统计数据的机构,对其进行原始数据、材料的复核;而主观数据则可以通过随机抽取问卷进行回访作出

复核.
第三,对法治评估活动的复核检验.研究者作为法治评估的主体,其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活动

也应具有复核评估性,这点在国外定量研究中已广为提倡,«美国经济学评论»就明确要求作者必须提供

论文相关的数据和程序代码.建立数据公开和开源机制,可以排除评估者倾向于特定模型而推导出符

合自己意向结论的嫌疑,也有助于避免“数据游戏”的出现.

五、结语

事实上,法治评估具备“嵌入性”的特质(波兰尼,２００７),决定了其既是评估法治的一种工具,同时又

嵌生于法治的发展进程当中,是中国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评估面临的法治情景发生变化时,法治

评估也必然随之做出调整或改变,否则就可能会出现不适应法治发展需求的后果,也可能会因无法兼顾

时间维度差异而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世界正义工程在内的各类评估不断调

整、不断改造的重要原因.所以,坚持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自省思路,立足于已有评估问题,不断解决各

类问题的同时持续改造法治评估,螺旋提升评估的应用空间,不断完善法治评估的实践,最终才能使其

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作出更为优质、更为高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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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战略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张继明

摘　要:提升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与归宿,这要求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

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立足于特殊的中国国情,包括体制、历史传统和

文化等,从而解决特殊的中国问题.其中大学管理体系的高度行政化与“去行政化”是中国建

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目标.无论是大学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还是大学内部

服务型行政的构建,尤其是大学校长民主选拔制度的设计,俱以促使大学“去行政化”为旨归.
要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当前必须加强大学章程建设,发挥其文化建构和权力规制的作

用,从而推动学术本位的现代大学制度走向实践.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情来看,显然

还存在诸多问题或缺憾,大学制度改革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提

高党的领导科学水平,推进教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现代大学制度;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大学章程

无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第一关键词当属“质量”.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

建设,还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还是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意旨俱指向高等教育质量的

提升.后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已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切实推进实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
促使高等教育在推动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亟待探索并作出有

效应答的重大课题.高等教育质量战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观念更新、精神重建、制度变革、国际借

鉴等一系列子工程.但相对而言,深化制度变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应是第一要务.我国当下大学发展

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学术逻辑的背离,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就是要改革现有的有违大学本性及

其根本逻辑的大学制度,建立基于学术本位的新制度体系,最终促使大学从整体上由异化回归本位,大
学成其为大学.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源起来看,也正是基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观照和讨论.
要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尊重和继承作为人类共有文明成果的大学在千余年历史中所积淀的优

秀传统,又要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当前我国大学所

面临的质量、价值、公信力、主体性及财务等方面的诸多困境甚至危机,进而在与我国的既有体制机制安

排、文化和传统的博弈中,使我国大学走出危机,并为我国大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唯如

此,大学发展质量、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才具备了基础.

一、概念界定与主题研究述评

(一)关于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研究

在本文中,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特指后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转型,即由以扩大规

模为核心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始于上世纪末的高校扩招使得我国迅速

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质量问题日渐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高等教育陷入了质量

的危机,这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了以质量提升为使命的内涵发展战略.针对高等教育

质量战略,学界也展开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理念和对策措施,例如:变革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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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确立政治论或价值论哲学引领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创新大学文化和培育出支持全面质量的组织文

化,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超越技术理性并获得持续改进的根本之道;增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有效

性,须建立起严格的社会问责制;建立以高校为主体、以学生为根本、以常态监测为手段,包含资格准入、
自我保障和外部评价三个主要方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等等.笔者认为,关于高等教育质量

战略的研究尽管不乏富有创意和价值的设计,但从根本上而言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从质量之隐忧

到各种质量提升计划之间缺乏充分的前期观照,即质量提升计划的有效施行显然需要具备适宜的环境

或条件,这些条件或环境或许是前提性的,也可能是保障性的,笔者认为这个环境或条件就是大的体制.
也就是说,没有宏观体制环境的优化,诸多中微观的质量计划都只是无根之木.因此本文认为建立中国

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推行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根本之举.也只有在现代大学制度环境下,各种战略计划

才可能得以践行.
(二)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一个核心课题.同样,该研究课题的产生主要是源于高

等教育规模扩张条件下变革大学管理体制的需要.围绕“何为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建构现代大学制度”
等基本问题,研究者从“域外视角”“历史视角”“本土论视角”“建构论视角”“效能论视角”“规则论视角”
等若干视角,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进行解析,并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设计,如正确处理大

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和建立科学的大学内部运行及管理机制;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经典大学理

念,皈依大学精神;尊重大学的本质和逻辑;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协调大学权力关系;引入市场思维和

借鉴企业模式;立足我国本土,尊重文化传统和体制环境;等等.在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过程中,“中国特

色”是一个重要话题,即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必然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而“中国特色”又是一个在学界

存在较大争论的话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反映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

性,例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独特价值;也有学者

认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要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展

开平等对话的基础;等等.笔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绝非制度体系中的某个要素或环节,而
是说从制度框架到制度文化都应该具备典型的中国特征,简言之,中国特色是一个系统性概念.而笔者

认为,面对中国大学的特殊情境,解决中国大学制度的特殊问题,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这是

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国特色”的基本涵义.
(三)高等教育质量战略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系研究

在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源起之论中,制度性因素几成共识,也就是说体制弊端是阻碍我国

大学提升办学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也可以说,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

说就是教育质量的提升,具体来说,在２０、２１世纪之交,随着扩招的开启,质量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现代大学制度开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被提了出来,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颁布之后,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大幅增加,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

成果.基于质量提升的改革初衷,关于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各种创新性理念、机制、路径及方案设

计等,其归宿最终落脚于提升大学办学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这是现代大学制度之“魂”.这意味着,高
等教育质量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本文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的过程就是解决中国大学制度之弊病的过程,而去除大学制度之弊病的过程又是推行高等教育质

量战略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质量战略同大学制度间的关系及探索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使命.

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普遍元素与本土元素的有机结合

构建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首先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反映大学本质的规则体系,作为大学运行与管

理的行为规范,以满足大学的个性要求,包括大学对自主自治的要求、对学术自由的要求、对教授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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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及大学对独特的组织结构的要求等,从而使得大学真正作为一个育人的、学术的组织而存在.
这是大学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所具有的普遍组织属性的要求,是世界各国的大学共有的属性要求.
只有大学组织个性获得尊重,具备了以大学本质要求为依据的制度环境,大学才具备实现社会价值的基

础.因此,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应从根本上坚持一个价值导向,即一切制度安排和制度改革都必须着

眼于大学的本质和逻辑的回归.作为经典理念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教授治校,是大学共同的价值选

择.显然,大学成其为大学,这是大学运行质量乃至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得以提升的根本基础.
今天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出“中国元素”,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模式.建设中国特色

的现代大学制度,就要对我国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大学制度及其背后反映的国家制度体系,既要有所突

破,又要遵守某些基本原则,例如我们在坚持党领导大学的同时,应该充分考量这种领导体制如何采取

一种更适于大学要求的新方式;对大学的传统和文化,既要勇于改造,又要持之以尊重态度,如大学里的

“熟人文化”,我们在尊重人际传统的同时必须建立起健全的规则体系和有效的程序法治文化,我们强调

依据大学章程办学而非依据领导个人权力及潜规则来办学,就是要以新文明改造旧文化;同时,诸如“和
合”“中庸”等传统文化因子还将在我国建构新的大学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现代大学制度中的

典型本土元素.此外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还是一个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过程.当我

国大学制度能够为大学走出困境并充分发挥其功能而提供制度保障,即当我国大学重塑教育的根本价

值观体系、建构起大学所应有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提高教育质量,重获社会公信,则意味着我国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的突破.解决中国大学或高等教育体系的现实问题,这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直接性、现
实性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了本土发展问题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是有价值的,同理,解决了自身发展

问题的大学或高等教育体系,其自身才是有质量的.
(二)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

大学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有着独特的个性要求,大学管理必须尊重大学的精神和逻辑,包括大学对

自主、自由的追求,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包括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指向,以知识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依

据等.但从根本上说大学又是源于人的需要,满足人类需要是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促进社会、经济、科
技、文化进步更是现代大学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大学的发展是自身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大学

管理必须体现自身和社会双重需要.所以,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自身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共同反映,也是

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一致体现.自身内在价值的充分实现,是大学与高等教育的永恒

的质量要求和标准,因为这是大学价值的源泉.
大学的自身价值将在一定范畴内转化为社会价值,服务于经济和社会进步是当代大学的使命,因此

是衡量大学和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但目前我国大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价值迷失.在政府评估体系

下,为了追求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源投入,大学积极展开与政府、产业界的密切合作,大学“对外事务”日趋

频繁.与此同时,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则缺乏充分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投入,就像博克对美国

大学的批评:“大学试图大规模地符合社会需要而使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危机和损害学术价值的压力和诱

惑之中,而被招入大学的学生却得不到一套知识体系完善的课程教育,教授把过多的实践用在担任公司

顾问或为政府官员就某些具体政策问题出谋划策上.”在科研方面,虽然我国大学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
背后却反映的是对经济指标的过度强调,以及有违学术评价规律的全面“量化”评价体系.这种以“经济

创收”为导向的科研价值观导致大学整个学术生态的恶化,从根本上反映了大学价值观和组织属性的异

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促进大学本性的回归,也就是要促使大学以自我内在价值即学术价值的实现作

为首要目标,面对政治的强权和经济的利诱,大学能够坚定内在价值立场.大学学术价值的实现是其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价值取向的规范,即一方面把预设的教育性、学
术性和文化性价值目标,隐含于制度建构过程和规则体系,使大学和学者的价值取向从外在物化价值的

关注转向对人、知识及使命的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规约,在合理确定大学“应为”“可为”及“不可

为”的基本范畴基础上保障大学坚守操守,“取舍有道”.总之,对于大学而言,其自身与社会价值的实

现,都有赖于其学术本性的稳定和学术功能的持续发挥,这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原则.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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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了学术生产的质量,其社会服务质量才有保障.自身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则意味着真正的高质量

的大学与高等教育体系.
(三)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协同改造

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是组织制度的基本构成,制度的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两者的共同优化.对

于我国大学体系而言,正式与非正式约束所各含有的消极因子导致大学陷入制度的危机.从正式约束

的角度看,大学制度安排的行政化模式扭曲了大学的内在逻辑,导致大学的组织异化,因此大学与政府

的关系、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及其他权力类型的关系都需要进行重新安排,对把这种不合理关

系合理化、合法化的政策法规文件进行改写,即重新为大学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大学制度需要

一场革命来改变目前的场域秩序.而正如文初所指出的,制度建设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实施

的当务之急.
我国大学制度中的非正式约束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文化样态,如官本位文化、功利文化、厚黑文化、潜

规则文化、熟人文化以及我国大学特有的“单位”文化等.这些由社会文化浸润至大学的文化样态以持

久、深刻、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大学的内在秩序,使得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宰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根本上

说,制约我国大学发展的因素是落后的大学文化,“非正式约束”才是真正约束我国大学健康发展的背后

的因素,而不仅是可见的制度本身,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如何进行以及能否取得突破,应该说这更是一个

文化主题.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些传统文化的负面功能,这是现代大学制度价

值的根本性体现.露丝海霍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便是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依据的;而王洪才则明

确指出,在这个价值多元冲突的时代,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是中国大学模式创建的突破点.笔

者进一步认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强调文化视角,但并不止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因为事实证

明传统文化在当代处于一种被压抑和消解状态,甚至成为反向异化的变种文化,无论是对大学还是整个

社会都未发挥出积极性作用;或者说,某些传统文化仅属于历史,而不适于当代.所以,当前关于现代大

学文化主题,包含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革除或改造传统文化的负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建构起基于大学

组织属性和时代性的新文化.这决定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败.这意味着,文化品质及文化服务水

平,是我国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质量及其服务质量的深层意涵,而在更深层次上阻碍着我国高等教育质

量和大学发展质量、大学改革效率的因素,正是文化性因素,正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和大学观拒斥着先进

的现代高等教育和大学理念向制度的转化,而只有形成了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观或文化的

普遍认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才能真正落实.

三、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具体涵括

(一)政府的善治与大学法人地位的确立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协调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国

家征用知识是知识价值的表现形式之一,问题是国家通过政府行使权力在何种范畴内涉入大学的知识

活动,以导致知识的价值取向发生畸变,例如知识从解放人转向压抑人.而从政治哲学理论角度看,国
家的高等教育治权的正确行使,是大学内部微观政治秩序走向合理的前提.

从现代大学制度的外部关系来看,大学与政府间权力与责任关系失衡是我国大学制度危机的主要

体现.大学学术本性的回归的重要前提就是政府改变管理方式,给大学以自主自治的空间.而这要求

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大学“去行政化”,革除政府在治理大学过程中的行政化思维,即把大学作为下属机

构,以政府机构的标准去衡量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管理大学,最终导致大学角色移位和组织异化.
“去行政化”在我国大学制度改革中是没有选择空间的必选之举.另一方面,扩大和落实大学自主权,使
大学获得真正的实体地位,这是大学获得主体性和责任意识的前提.别敦荣教授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

形成历程、发现,后发的现代大学在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过程中体现出高度的自我主体意识.倘若始终依

附于政府,大学就只能作为政府命令的执行者,这样大学就不可能产生责任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只有具备了自主空间,产生了主体性,大学才会积极自觉地谋求并建构起学术本位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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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个方面一致要求大学确立起独立法人的地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的合理安排,意味着大学

获得真正的法人地位;当大学法人化使其与政府在法律意义上形成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政府的管理才

会受到法律的规导;大学实现法人化,才具备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然而,在我国大学作为政府

派出机构,大学制度体系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是同构的.在此种制度文化背景下,改革在决定性意义上

的主导者是政府.因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革新的组成部分,改革能否成功也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选择.而大学学术自由与政府之间并非绝对的矛盾对立关系,洪堡

认为,国家援助对于大学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参与,事情将不会最终朝好的方向发展”,只有

国家有能力打破教育领域存在的等级制与集团势力的束缚、解决制度僵化等问题,建立和保障学术自

由.大学法人地位在实践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上的确立同样需要国家力量的主动干预.只有政府树立起

科学的大学观,具备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进而以善治的智慧为大学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大学制度才可

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其法人地位才能最终确立,大学才可能由异化回归学术本性.可以说,在政府与大

学间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关系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前提条件.当然,在此过程中大学作

为专业力量应始终维护和行使批判和建议的权利、参与治理的权力,这也是大学作为制度改革主要利益

主体的责任.
(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重塑与服务型行政的构建

在宏观政治权力决定微观政治秩序的同时,微观权力反抗着宏观政治霸权的控制,并在一定范围内

促使其发生变化.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既要寄希望于政府善治,又要积极推进大学内部微观政

治格局的变革,推动我国以高等教育或大学为中心的整体政治秩序的优化.
我国现行大学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权力格局的失调,如政治和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式微、

民主权力失语和市场权力缺位.“去行政化”成为大学制度改革中的流行话语,正是大学权力格局失序

的集中反映.就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普遍的共识是,大学治理

结构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其理想状态是要形成不同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力制衡.然而,从理想的

状态来说,大学的权力秩序本就是一个差序格局,“差序”主要是指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权力中,学术权

力理所当然地位居于本位.若说学术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构成多重的矛盾关系,那么学术权力作为矛

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性.伯顿R克拉克曾经指出,学术系统如何分配权力

和使权力合法化,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他引用阿什比的话说,“大学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

制”.所以,大学的学术性组织属性要求学术权力居于本位位置.学术权力本位可能意味着学术权力在

大学权力格局中作为主导者,其他权力位居其次;学术权力主导的大学权力格局在形式上“失衡”,但这

种“失衡”才是真正符合大学逻辑的“平衡”状态;学术权力本位还可能意味着学术权力让渡给其他权力

如行政权力,而其他权力俱以学术权的充分实现为运行的依据和原则.关于学术本位的涵义已在上一

章详细交代.总之,学术本位的大学治理结构不应该是传统思维中不同权力间的均衡性掣肘.在此前

提下,才可以通过明确划分不同权力之间的职责范畴.而正如前文分析的,学术本位的大学治理结构的

建构将有赖于政治与行政权力主体的治理智慧.
学术权力本位化,意味着其他权力则是服务于学术权力的,包括行政权力应向服务型转变.在服务

型行政管理模式下,“行政管理工作不是学校的功能性活动,而是辅助活动,是为功能性活动的有效开展

起帮助、支持和维护作用的”,行政权力的职能范围由提供服务需要的内容来确定,因而受到一定限制;
以绩效为标准评价行政权力的职能发挥状况,长期以来行政机构或人员由无责、弱责走向“过错责任

论”,大学管理中建立问责制成为可能;同时,传统模式下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师生作为学术权力主体,能
够真正获得主体地位.总之,服务型行政模式有利于大学学术活动和学术资源的支配权从行政人员让

渡到学术人员那里,提高学术权力地位,增强行政人员作为服务者的管理能效.由行政权本位到学术权

本位,或者说行政管理由以权力化形态向服务化形态转变,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有效方式,其意义在于促

使大学逻辑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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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校长的民主选拔与大学管理权下放

在整个高等教育政治结构中,大学校长产生制度是联结宏观和微观政治制度、调节宏微观权力关系

的中间环节.因此,校长产生制度的变革对于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和大学内部权力关系都会产生重

要影响,因而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
从大学发展史来看,一批教育家型校长的大学思想及其主导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所主政的大学的进

步,还对本国整个大学体系乃至对世界高等教育模式都有着深刻影响.例如,蒂克纳和艾略特的哈佛大

学改革缔造了哈佛“真正完备的大学教育体系”;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和他所领导的

北大改革,初步奠定了现代中国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雏形;范海斯引领的“威斯康辛”大学模式则为政

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并开启了大学职能的新时代.可以说,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大学

校长往往构成大学走向卓越的关键.但当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校长的作用则大受限制.政府任命校

长并非单纯的教育性事件,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政治行为,政府往往是以政治的逻辑去任命大学校

长,而校长也往往自我认识为“从政者”,以政治性原则作为行动指导.这样,大学校长的大学管理和改

革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化、行政化模式中,而违背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的要求.从国际上看,面
向社会公开选拔校长是一种先进的校长产生方式.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也已悄

然拉开了序幕.２０１０年,辽宁省政府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省属本科高校校长;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教
育部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并于２０１２年３月顺利完成选拔,
这标志着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笔者认为,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中应

采取稳妥和循序渐进的策略,先由学校内部民主推选,再逐渐过渡到“海选”.由直接任命过渡到民主推

荐和公开选拔,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是我国大学去除行政化、回归学术性的关键一环.
大学校长政治化的同时,校长权力过度集中进一步导致大学远离学术组织本性.大学是一个松散

的联合体,相应地,其权力结构也是松散型的.这种特殊的组织和权力结构要求大学校级权力适当分散

化,大学管理权以院系和基层学术组织为重心,在学术活动和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符合不同院系、学
科学术发展的各自规律.权力的分散化和院系基层组织掌握相对自主权,是反映大学学术共同体本质

的权力结构.而且,现代管理理论认为,正确的控制或领导是基于对相互影响的一致认识的,而非“上面

强加给的控制”,因而“共享权力”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大学也具有作为一个社会组

织的一般要求,各院系组织应相互协调,不同学科之间形成协作合力,这同时也是知识的同一性所决定

的,因而需要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引导,需要校长权力发挥规约作用.而一旦大学同一性的理念丧失了,
大学将“变成杂烩,一个学术院系的超市”.所以,校长放权与基层赋权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这也即

王洪才(２００８)提出的大学管理的“中位原则”.
需要指明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丰富的结构性概念,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一项系统性、复

杂性工程,其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及的,在其他方面,例如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安排,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和大学协会作用的发挥,大学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问责机制的实施等,都是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中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与设想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
大学内外治理结构的优化,而这正是知识生产与应用效益得以提高的内在要求,同样,这亦是我国高等

教育质量战略最根本的追求.
(四)基于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的建构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启示我们,文化本身即制度,制度的建构包含了文化的建构.我国大学制度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即通过新文化的建构来形成一种统一的、适于大学本质,并与

广泛的社会期望相一致的“文化———认知”,即一个具有规约引导功能的“意义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大
学及其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思想与行为选择受到统一的认知模板的规范与和引导,形成合理的价值偏好

并采取一定的行动模式,而这种认知、价值和行为都是基于正确认识大学本质及其要求的.因此,我国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建构起理想的大学文化生态,也即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
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实施形成羁绊的另一个深层因素正是我国特殊的大学文化,不仅缺少基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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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大学思想的文化传统,更产生和存在着诸如官本位文化、人情文化、“福利单位”文化等一系列起着负

面影响的文化样态.可以说,这些与理想中的大学文化相离相反的文化样态从更深层次上拒斥着大学

制度变革,成为阻碍我国大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这些负向的文化因子弥散于人的潜意识之中,使
维系传统和排斥改革成为下意识性选择,同时这种文化塑造和强化着人们生活态度、行为的统一性,也
就是说,旧的大学文化本质上促使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大学文化认知,这种文化认知在包含了不符合大

学本性要求的价值偏向的同时,也决定了必然导致不符合大学学术本位的行为模式.对政治标准的迎

合、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对专业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认知和意义框架下发生的不合理的行为

模式,最终的结果是大学组织的异化.由于大学行为方式与社会认知的冲突,也由于大学内的文化认知

与大学的内在秩序要求的冲突,导致了大学的合法性危机.
制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能够提高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就此产生了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的要求.而旧有的大学文化通过控制人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以维护传统制度的权威,与制度变革的努力

之间形成博弈.这是目前我国大学制度改革面临困境的根源.因此,我国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

强调文化视角,既要充分发挥制度的文化优化功能,又不可忽视当前的大学文化环境对现代大学制度的

拒斥作用.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要通过制度建构对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加以整合,在
消解某些负面文化因素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引入现代文明因子,建立适合当代大学性格的新文化.只有

在新的大学文化环境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才是真正立足于大学本质需要的,建立基于学术本位的现

代大学制度也才是可行的.如前所述,建构起理想的大学文化是大学或高等教育质量的深层意涵,因而

是否建立起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显然也就作为高等教育及大学质量检测的一个根本标准.而当下我国

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恶化与治理,也就成了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内在机理.

四、大学章程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

一个制度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实施机制是否科学和可行.就现代大学制度作而言,科
学合理的实施机制是其固有的组成部分,它确保关于理想大学的思想理念经由大学制度实践转化为具

体的大学行动.也即,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施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确保理念顺利转化为实践的过程.
而大学章程建设正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机制.

(一)大学章程功能简论

大学章程从本质上说是大学及其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思想与行为规范,它的规范效力是建立在

其作为大学宪法的重要地位和一定的法治规制效力基础之上的.值得强调的是,大学章程通过法定程

序如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核、认可以及各级立法机构的立法程序等而制定出来,就有了不同于一般大

学规章制度的较强规制效力,这是大学章程发挥和实现规范、治理价值的基础或作用机制.
就其功能来看,大学章程不仅是一所大学存在及其使命、职能和价值的标识,更通过其法治规制效

力对大学及其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的边界作出界定,对各主体的权责运行方式作出规定.
大学场域实质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关系系统,各主体间关系表现为大学的组织结构,结构是否合理决定

着大学的组织属性及其功能发挥状况.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的种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学各主体

间关系发生混乱,例如“行政化”问题就是大学与政府之间、大学中学术与行政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

化.因此,大学章程能够对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清晰合理的规定,将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大学建立起基

于大学组织要求的治理结构,而较强的法治规制效力为大学章程发挥价值提供了必需条件.
(二)大学章程建设作为我国大学制度变革的实施机制

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要改变目前政府与大学之间不合理的关系,这进一步呼吁政府在推进大学

改革发展中的善治智慧,为大学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提供制度空间.而大学章程成为改善、优化两者关

系的重要规范和依据;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要改变目前学术权力边缘化的现状,建立学术本位的大

学治理结构,同时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大学章程建设将为此提供有力的规导;我国构建现代大学

制度,要实行民主推荐和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制度,需要大学权力在校级与院系及基层学术组织之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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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平衡,这些都将依靠大学章程的特殊规范作用来实现;其他还如行政管理效能的考核、大学责任

主体的问责、大学外部相关主体如企业合作者及专业行会的行为方式等,都将通过大学章程来明确规定

并推动其实施.可以说,大学章程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行动指南,并将通过其特殊的规制力使制

度实践成为可能.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无疑需要政府实施善治,要求政府提高在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主导意识,并采

取积极的干预措施.然而,我们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此中蕴含的风险,即绝对权力在打破绝对权力之

后,又创造了另一种绝对权力,继续着对大学的宰制.这种绝对权力的怪圈是由权力总是谋求控制的本

性所决定的.这样,就必须思考权力的规约问题.而相对于权力之间的制衡,权力的法治规约更标识着

政治文明、权力文明的出路.因此,在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既要借助政府权力,发挥其主导作用,又要

通过法治规约来规范政府权力.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修订、完善«高等教育法»,并增强该法律的能效,合
理划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大学章程并保证其法治规制效力,将政府与大

学的权力进一步具体化,为两者提供明确的行为依据.对政府与大学的各自权力、责任和义务进行详尽

具体的划定,对双方在大学场域中的位置给予合理安排,这是大学章程在处理政府与大学关系过程中的

主要目标.
与体制问题相比,文化因素是制约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更深层因素.文化的建构与建立某种制度

或规则相比更难,因为这涉及人的思想、思维更新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而人的思想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

又因为处在长期的强化中形成了一种定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排斥变化的本性.文化建构的困难导

致新的大学制度在实施环节备受阻碍.所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建构一种基于学术

本位的大学文化,为大学与其相关利益者建构起一种正确的认知与意义的模板.就此我们提出制定科

学完备的大学章程,以此作为遏止我国大学负向文化影响的手段,同时导向一种符合大学本性的文化,
即学术本位文化,为主体确立起思想、价值与行为选择的内在依据.至于大学章程具备何种文化功能,
又以何种方式来发挥这种文化功能,需要另作进一步分析.

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促使形成大学内外各主体之间的合理利益关系,并保障学术目标能够成为调

节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根本标准.因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打破目前的不以学术发展为依据的

利益格局.重新安排则意味着传统格局中某些人或群体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拒绝学术标

准,反对变革,这就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实施中不可绕开的拦路石.现实中,大学行政化,尤其是行政力量

与学术力量之间界限的模糊化,究其原因在于追求不同权力所占据的资源或利益,这种追求是趋向物质

的、庸俗的,而非知识的、学术的.包括各种文化样态,其背后也常常隐含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这种“去
学术”的、基于利益动机的关系现状,也是阻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因素.这要求重建我国

大学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标准,即学术性标准.大学章程将通过确立和建构此学术性标准,来达到调节大

学关系格局的目的,章程既可以将学术标准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大学主体发挥刚性的规范作用,也可以

通过建构学术文化来使学术标准成为大学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使得遵守学术标准成为一种文化.
应该说,现代大学制度以制度实施为界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理念形态与实践形态.所有关于大学制

度建设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理念形态的大学制度的不科学性;二是两种形态的现代大学制度之

间存在转化困难.也就是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首先应建构关于大学、大学制度的科学的思想理念体

系,其次是使这个理念体系顺利转化为制度实践,即具体的大学管理行为.而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理念的

文本化,将通过独特的规范效应促使现代大学制度由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顺利转化.综上,大学章程将

作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机制,其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有效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能否取得成功.

五、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的反思

综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实施在大学管理制度变革上的要求,也是质量

战略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成,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成功施行,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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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质量和大学发展水平的实质提高.同样,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章程建设

本身就是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一个实施环节.本文突出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旨在强调新的制度

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在国际化背景下突出本土化、以解决本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服务于本土发展目标

的过程,而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实质上亦表明中国大学或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促进本国本

民族进步之基础上,缺乏本土关怀的制度改革不是成功的改革,于大学发展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来说亦

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从现实来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章程建设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譬如,政府与大学间的关

系有了显著的好转,从高度集中的集权管制正逐步向地方分权转变,大学在部分领域获得了相当的自主

权,有的地方政府正在探索大学自授学位、自评教师职称、松绑教师编制等;政府及教育部积极探索大学

多元治理体系,并明确提出了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方案,颁发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

会规程»«高等学校理事会章程»,扩大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学术自治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监督和治

理,修订包括«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在内的一揽子法规条例,为民办高校发展松绑;在大学内部,职员制的

积极探索、大部制的机构运行模式改革、一站式的学生服务机制改革、学术委员会的“去校长化”、大学章

程的全面启动和实施机制探索等都表明了大学制度改革的积极投入.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现代

大学制度的探索仍任重道远.例如,“行政化”问题尾大不掉;高校的法人地位和实体地位仍需进一步的

法制保障;教授在治学权仍嫌不足的同时治校参与空间狭小;教师职称职务评聘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

系;学生自治组织不健全和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式微;“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

念并未形成广泛认同;大学文化建设距离学术本位的标准尚有不小距离;作为大学制度改革的实施机

制,大学章程建设本身如何真正发挥实质性效用,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应该说,我国大学制度体系仍

处在一个探索、完善和优化的阶段.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制度变革过程中

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则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实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国大

学发展水平的提高、世界一流大学体系的建成和最终意义上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需要持续的大学制度

改革探索.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既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或基准,更是

制度改革和质量工程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特色所在.之所以

强调党的领导,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大学制度改革更适于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范式;
之所以强调法治,则是因为政治文明发展必须依赖于法治的规制,这尤其是我国传统改革范式取得突破

的核心所在,即我国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唯有在法治环境下才可能得到切实的优化.因此,增强党的

教育领导能力,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化水平、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

教育质量战略实施的基本方向、核心内容和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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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群体公民质量素质差异分析∗

———基于２０１４年全国３１省(区、市)６９市的问卷调查

王晓璐

摘　要:文章采用２０１４年全国３１省(区、市)６９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根据性别、年龄、城
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对不同群体的公民质量素质进行分类分析.调查结果和基本结论显

示,我国公民质量素质存在五个明显的群体差异:一是男性公民质量素质高于女性公民,二是

公民质量素质总体上随年龄增长而降低,三是城市居民质量素质高于农村居民,四是文化程度

越高公民质量素质越高,五是公民质量素质总体随收入增加而提升.基于调查结果提出建议

如下:基于质量大数据平台传递质量信息,完善政府在农村地区的质量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
针对低收入群体普及质量知识.

关键词:质量素质;素质意识;意识知识;质量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质量时代需要全体公民积极参与并在促进我国质量发展上发挥有效作用,其中的关键在于公民的

质量素质的提升(程虹,２０１４).具备更高质量素质的公民往往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更为挑剔和苛刻,正是

这些挑剔的消费者有效激励了企业提升其产品和服务质量(波特,２００２),因而公民整体质量素质与企业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息息相关.
公民质量素质通常是在公民与消费产品的互动关系之间展现,因而与其最为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消费者素质和国民素质方面.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消费者素质和国民素质的

研究:
第一,在消费者素质方面.卢嘉瑞(１９８８)将消费者素质理解为购买行为与直接消费行为统一的消

费行为,周安平(１９９１)认为消费者素质是消费者顺利完成购买行为所需的各种能力和品质的综合反映,
谢冬梅(１９９９)认为消费者素质主要指消费者所具有的消费认知能力和消费技能.

第二,在国民素质调查方面.“中国地区国民素质竞争力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８)基于国务院２００５年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劳动力特征、就业状况、国民教育和生活质量五个方面构建了国民素质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刘畅、薛薇(２００４)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对北京市国民素质竞争力

进行了总体评价和优劣势分析.
第三,在国民素质理论研究方面.江永红、张燕喜(２００５)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了人的素质和质

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现存研究甚少构建指标体系直接对公民质量素质进行评价.有关消费者素质、

国民素质的评价也较少专门采用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方式,而且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

公民的质量素质,但现存研究对不同群体的质量素质调查分析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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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省(区、市)６９市的抽样调查,采集基于性别、年龄等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５７３５个被访样本对公民质

量素质的评价,基于调查结果分析不同群体公民质量素质的差异及其可能解释,并根据基本结论提出有

针对性的建议.

二、调查设计

(一)群体分类

本研究依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２０１４)中的人口特征指标对

不同群体进行分类,年鉴中所列举的人口特征包含了省份、性别、年龄、户籍、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国有

单位或城镇集体单位就业情况、工资水平等特征指标.在借鉴该年鉴所统计的人口特征指标的基础上,本
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城乡、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这５个人口特征指标来划分不同群体类型并进行调查.

对不同群体基于以上人口特征指标进行分类的原因如下:
第一,性别是人口特征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有

关系,因而可能存在由于性别差异而导致的公民质量素质评价差异.
第二,不同年龄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消费需求,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经济收入、社会资源的掌握程度

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可能存在不同年龄阶段对公民质量素质评价的差异.
第三,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投入上均存在差距,通过

对城乡居民的调查,可以分析我国城乡之间的公民质量素质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第四,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有关,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

可能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获取质量知识、展现质量能力和质量意识方面有更具主动性,由此可能

导致公民质量素质评价差异.
(二)抽样方法

１．调查地区的抽样

调查地区的抽样总体按照两个原则确定:一是选取能够反映全国总体状况的３６个①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作为必选城市(不含港澳台地区),二是选取能够在省级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城市.
对其他城市的选取主要按照人均GDP分层抽样的方法来抽取,具体的抽取方法为:若该省(区、市)人口

低于５０００万,则选取排名中位值城市,如有１０个城市,则选取第５名或第６名的城市;若该省(区、市)
人口高于５０００万,则除省会城市外,选取２个城市,按名次取第７０％分位和第４０％分位的城市,如有２１
个城市则取第１４名和第７名城市.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最终确定了除必选城市以外的３３个城市②,共
计６９个城市.

２．调查样本的选择

在所调查的城市里,调查样本的个体抽样方案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层次的抽样.城市抽样按照职

业大类抽样,农村抽样按照不同收入层级抽样,每个地区根据人口总量不同抽取６０~１００个样本.
(三)样本总量及构成

１．样本总量

２０１４年宏观质量观测调查共计发放７５００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有７０３１份有效问卷,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９３７５％.为使得各省(区、市)的样本保持一致,在计算全国数据时从中抽取了３１省(区、
市)６９市的５７３５个样本,形成了２０１４年全国宏观质量观测的截面数据.

２．调查样本的结构

性别方面,男性样本２８４９个,占比４９５５％;女性样本２９０１个,占比５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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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３６个必选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大连、青岛、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济南、西安、太原、郑州、武汉、长沙、南
京、杭州、福州、合肥、南昌、厦门、宁波、深圳、广州、南宁、海口、贵阳、成都、昆明、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拉萨.

３３个其他城市:安庆、淮北、三明、东莞、佛山、桂林、遵义、承德、衡水、新乡、许昌、大庆、随州、襄阳、怀化、岳阳、吉林、连云港、苏
州、徐州、宜春、盘锦、包头、固原、潍坊、长治、咸阳、巴中、绵阳、伊犁、宣威、衢州、温州.



年龄方面,１８~３０岁、３１~４０岁、４１~５０岁、５１~６０岁、６１岁以上的样本分别为２３１６个、１２０８个、

１５６３个、４５０个、１９８个,占比分别为４０３８％、２１０６％、２７２５％、７８５％、３４５％.
城乡区域方面,城市样本４０２９个,占比７０２５％;农村样本１７０６个,占比２９７５％.
文化程度方面,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样本分别为２９７个、

２２４２个、９９８个、５７０个、６６３个、６８５个、２２１个、５９个,占比分别为５１８％、３９０９％、１７４０％、９９４％、

１１５６％、１１９４％、３８５％、１０３％.
收入方面,(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以上样本分别为１８４９个、１４２５个、

１４２４个、１０３７个,占比分别为３２２４％、２４８５％、２４８３％、１８０８％.
(四)问卷设计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２０１４)将公民质量素质明确为消费者对质量知

识的掌握和了解程度、质量道德和文化水平,以及质量维权能力和意识等方面的素质.概而言之,公民

质量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公民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中,客观

因素反映为质量知识和质量能力,公民个体主观因素反映为质量意识.由此,对公民质量素质的评价可

具体化为对公民质量知识、质量能力和质量意识三个不同方面的评价.
问卷中为公民质量素质评价设置了三个影响因素:质量意识、质量知识和质量能力.每个因素下面

又设计了５~８个子因素,以便获得比较精确的评价结果(如表１所示).同时,问卷使用了单一整体评

估法(singleglobalrating),在每个影响因素以及问卷最后采用评分法(１~１０分,满分为１０分)以获得

公民对整体质量素质的评价.公民对问项的评价从１~１０程度依次增加,６分为及格线.
表１　公民质量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调查维度 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公民质量素质

质量意识

对自己质量意识的评价

企业质量意识

不投机取巧的可能性

标准意识

员工质量素质的投入

反复检查意识

后果意识

对优质高价的认同度

质量知识

对常用质量知识的掌握程度

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

对质量标识的了解程度

对企业质量保障能力的评价

对企业在质量安全中承担首要责任的认同度

对质量维权程序的了解程度

公民质量素质对于质量的重要性

质量能力

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的主动性

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举报的可能性

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退货的可能性

留存发票的主动性

使用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

质量意识８项指标旨在调查公民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产品质量,对高质高价的认同度,对企业应当

重视员工质量素质的认同度等.质量知识７项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抽象的质量知识,或者说是表

明倾向性的知识,如对个人素质在质量中作用的看法、对企业首要质量责任的看法等;另一类是较为具

体的知识,如公民对３C、QS等质量标识的认知、对质量社会组织的认知等.质量能力５项指标分别为

购买前了解产品有关质量信息的主动性,购买后留存发票的主动性,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会退货、举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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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可能性,使用质量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
(五)信度检验

对公民质量素质的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后,统计分析计算得出质量意识、质量能力和质量知识三个因素

的指标设计的信度均超过了０８,总体的信度指标达到了０９２９９(如表２所示).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结

构良好,质量素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内在的相关性,公民质量素质的指标设计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表２　公民质量素质的信度检验

指标 信度系数(Cronbachsα值)
质量意识 ０．８９１２
质量能力 ０．８３８４
质量知识 ０．８７００
公民质量素质 ０．９２９９

三、结果与讨论

(一)男性公民质量素质高于女性公民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到,男性公民质量素质评价分值为６０．１０分,女性公民质量素质评价分值为５９．５５
分(如表３所示).

表３　男性和女性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频率 ％ 得分

性别(N＝５７３５)
男 ２８４９ ４９．６８ ６０．１０
女 ２９０１ ５０．３２ ５９．５５

　　男性与女性质量素质得分虽然分差较小,但是男性公民质量素质得分高于女性,其特点与通常所认

为的男性较之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优势相符.数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性别差异可能导

致对质量信息、质量知识的认知不均等,男性与女性在消费过程中存在质量意识、质量能力的差异.女

性在经济活动中掌握的社会资源较男性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不利(王爱君,２０１４).部分人群仍然持有

男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因而男性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易感知到较高的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相同条件下,女性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较低,这也给女性公民质量素质评价带

来了负向影响.
(二)公民质量素质总体上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从调查结果来看,仅年龄在１８~３０岁之间的公民的质量素质得分达到及格水平,为６０．３５分.年

龄在５１~６０岁之间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最低,为５９．０１分(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年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频率 ％ 得分

年龄(N＝５７３５)

１８~３０ ２３１６ ４０．３８ ６０．３５
３１~４０ １２０８ ２１．０６ ５９．６４
４１~５０ １５６３ ２７．２５ ５９．４５
５１~６０ ４５０ ７．８５ ５９．０１
６１以上 １９８ ３．４５ ５９．４６

　　从不同年龄层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趋势上来看,公民质量素质得分呈现出年龄越大得分越低的趋

势.年龄在５１~６０岁之间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要低于相邻区间的公民,年龄在６１岁以上的公民质量

素质得分存在上升趋势(如图１所示).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结果,与５０岁以下的公民

相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性年满６０周岁,女性年满５０周岁)的公民有更为全面的质量知识积累,质
量意识较强,能为展现质量能力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进一步分析调查结果可能的影响因素,公民随着

年龄增长,对质量知识的积累日益增多,质量意识和质量能力随之增强,对自身质量素质的要求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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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民质量素质得分随年龄变化曲线

高,从而为公民质量素质设定更高的心理标准.而本问卷多数指向自评,由此导致公民质量素质得分随

年龄增长而降低.
(三)城市居民质量素质高于农村居民

从城乡居民对质量素质评价的结果上来看,农村居民的质量素质得分为５８５５分,低于城市居民的

６０３５分,农村居民的质量素质得分比城市居民低１８０分(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城市和农村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频率 ％ 得分

城乡(N＝５７３５)
城市 ４０２９ ７０．２５ ６０．３５
农村 １７０６ ２９．７５ ５８．５５

　　农村居民受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获取质量知识的途径较少,受相应质量知识的教育和

影响不足,质量意识和质量能力也有所欠缺.国民素质的高低与经济社会人文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
国地区国民素质竞争力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８).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居民在受教育水平、培训机会、
工作条件、医疗保健、公共服务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农村居民的质量意识、质量知识、质量能力

各项指标得分均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差异不仅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蔡昉、杨涛,２０００),还会在社会层

面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不利于农村居民质量素质的提升.
(四)文化程度越高公民质量素质越高

文化程度方面,中专文化程度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最高,为６１０８分.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公民质

量素质得分均在及格线以下:文化程度为高中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为５０１７分,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公民

质量素质得分为５８０６分,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为５５７１分,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半文盲

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为５５１９分(如表６所示).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公民质量素质越高,公民

质量素质总体随公民文化程度上升而上升(如图２所示).
表６　不同文化程度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频率 ％ 得分

文化程度(N＝５７３５)

文盲或半文盲 ２９７ ５．１８ ５５．１９
小学 ２２４２ ３９．０９ ５５．７１
初中 ９９８ １７．４０ ５８．０６
高中 ５７０ ９．９４ ５９．１７

中专、职高 ６６３ １１．５６ ６１．０８
大专 ６８５ １１．９４ ６０．０９
大学 ２２１ ３．８５ ６０．５１

研究生 ５９ １．０３ ６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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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公民质量素质得分随文化程度上升变化曲线

　　公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意识觉醒,在汲取知识方面也能有更大的收获(童丽珍,２００９).高等教

育的优势越发明显,教育不仅可以培养高层次人才,而且可以通过提高公民教育素养促进公民质量素质

的提升.调查数据表明公民文化程度越高,对质量素质的评价越高,这说明公民的质量知识可以在受教

育中获取,公民的质量意识和质量能力也会随着质量知识的增加而提升.文化程度与公民的质量意识、
质量知识、质量能力之间也呈现相同趋势,说明文化程度的提升会促进公民质量意识、质量知识和质量

能力的提升.
(五)公民质量素质总体随收入增加而提升

收入方面,家庭月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下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最低,为５７６５分,没有达到及格水平;
家庭月收入在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的公民质量素质得分最高,为６１７４分(如表７所示).公民质量素质总体

随收入增加而提升(如图３所示).
表７　不同收入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频率 ％ 得分

家庭月收入(N＝５７３５,元)

(０~４０００] １８４９ ３２．２４ ５７．６５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１４２５ ２４．８５ ５９．９６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４ ２４．８３ ６１．１３
１００００以上 １０３７ １８．０８ ６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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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公民质量素质得分随家庭月收入变化曲线

　　调查结果表明,收入越高公民质量素质得分越高,这表明公民随着收入的增加,能够使用更高质量

的产品、享受更高品质的服务,质量素质也会随之提高.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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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回升(郑云,２００５),中高层员工的消费水平往往较高,而普通员工则受制于经济条件或消费习惯而

无法充分实现消费需求.总的来说,提高公民收入水平能够促进公民质量素质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不同群体公民质量素质的差异分析,反映出我国公民质量素质发展不均衡以及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男性公民质量素质高于女性公民;二是城市居民质量素质总体上高于农村

居民;三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公民质量素质较低;四是低收入群体公民质量素质有待提升.
根据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基于质量大数据平台传递质量信息.借助质量大数据平台,集聚质量信息,向质量素质较低

的群体精准传递其所需要的质量信息,以避免其因自身质量素质的不足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完善政府在农村地区的质量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农村地区的质量投入,建设农村商品

质量反馈机制,畅通农村居民举报投诉渠道.
第三,针对低收入群体普及质量知识.在城中村等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开展重点教育和宣传活动,提

高低收入群体对常用质量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低收入群体质量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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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DifferencesofDifferentGroupsofCitizenQuality:
BasedontheQuestionnaireSurveyof３１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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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deliversclassificationanalysisaccordingtogender,age,urbanandrural,

educationlevelandincomelevelbased onthequestionnairesurvey of３１ provinces,６９cities
nationwidein２０１４．Thesurveyresultsandbasicconclusionsshow thattherearefiveobvious
characteristicsoftheChinesecitizensquality．Firstly,citizenqualityofmaleishigherthanfemale．
Secondly,citizenshavelowerqualitywiththegrowthofage．Thirdly,thequalityofurbanresidentsis
higherthanthatofruralresidents．Fourthly,citizenshavehigherqualitywithhighereducationlevel．
Fifthly,theoverallcitizenqualityincreaseswiththeincreaseofincome．Basedonthefindingsofthe
questionnairesurvey,thefollowingrecommendationsaremadeas:promotethedeliveryofquality
informationbasedonbigdataplatform;improvethequalitysupervisionandpublicservicefunctionsof
thegovernmentinruralareas;popularizethequalityknowledgeoflowerincom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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