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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遥感技术在评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兼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质量的保障

李德仁　李　熙

摘　要:夜光遥感是指在夜间无云条件下卫星传感器获得城镇灯光、舰船发光和油气井燃

烧等可见光的过程.由于多数夜间可见光和人类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夜光遥感能够有效获取

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评估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宏观问题.从灾害监测等角度而言,遥感技

术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绍了夜光遥感技术如何用于区域发展评

估、光污染分析与调查、环境评估等方面,从而保障和评估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利用夜光遥感

技术,结合我国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战略,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夜光动态变

化,初步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近２０年来的发展规律.在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夜光

遥感技术将为中国的投资和外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充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质量.
关键词:夜光遥感;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区域发展;一带一路

一、遥感技术在评估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

自从１９７２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 LandsatＧ１以来,遥感技术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先发

展的高新技术.通过遥感卫星搭载的对地观测传感器可以获取陆地、海洋和大气的物理和几何属性,从
而有效地服务于自然资源调查、土地覆盖制图、自然灾害评估、城市规划和环境监测等应用.这些应用

领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对于评估社会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
遥感技术对于评估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典型应用领域是自然灾害的评估.众所周知,自然灾害严

重危害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自然灾害发生后,往往难以在地面进行快速准确的灾情调查,阻碍了救

援活动的有效开展.遥感技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范围的灾情信息,能够对救援活动和决策提

供支持.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

充分利用了“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赋予的权利,利用了中巴资源卫星、SPOT、RADARSAT、

ALOS等国内外光学和雷达遥感卫星开展灾情调查,对于准确获取房屋倒塌和基础设施损坏以及堰塞

湖、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信息起到了关键作用,有力支持了抗震救灾工作 (李德仁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８
年１月中旬至２月初发生在我国南方的雪灾对于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通过被动微波遥感

技术,研究人员较为准确地获取了此次雪灾的范围、强度、持续时间等时空分布信息,对于政府的抗灾减

灾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毛克彪等,２００９).此外,遥感技术能够用于监测洪水(Sanyaletal．,２００４)、
干旱(Rheeetal．,２０１０)等自然灾害,获取这些灾害的时空分布信息,从而有效减轻灾害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此外,遥感技术对于监测雾霾 (许华等,２０１３)、耕地面积(田光进等,２００２)、违章房屋(李德

仁等,２００９)等社会热点现象均能发挥作用.由于本文重点在于论述新兴的夜光遥感技术在评估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对传统的遥感技术就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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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光遥感技术对于评估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作用

大多数可见光遥感传感器的成像时间是白天,只有少部分传感器具有捕捉地表夜间可见光的能力.
在夜间无云的天气状况下,遥感卫星对地表可见光成像的过程即为夜光遥感.在夜光遥感影像中,城镇

发光、舰船发光和油气井燃烧发光是主要的夜间光源,这三类光源均来自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

夜光遥感影像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规律,从而评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夜光遥感的

应用领域众多,本文挑选三个方面总结夜光遥感技术在评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一)区域发展评估

区域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产业组织和结构升级等社会经济活动.评

估区域发展有利于客观认识区域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环境和社会问题.一般情况下,评估

区域发展主要利用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但统计数据往往存在数据缺失、客观性不足以及缺乏空间信息等

缺点.由于夜光遥感能够客观反映城镇分布和经济活动强度,它能够用来评估区域发展动态及其带来

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城镇建成区范围及动态变化制图是开展区域发展评估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夜光遥感影像中,城镇

较乡村有着较高密度的照明设施,因此通过提取夜光影像中较明亮的部分,可以对城镇范围进行快速制

图 (Hendersonetal．,２００３).随着夜光遥感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对夜光遥感影像进行简单的分

割无法满足高精度的城镇范围制图的需求,需要将社会经济等数据作为辅助数据源,对不同区域采取自

适应的分割策略获得最准确的城镇范围 (何春阳等,２００６;Zhouetal．,２０１４;Suetal．,２０１５).
基于夜光遥感影像的建成区提取,可以开展城镇扩张的时空动态研究.通过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的夜

光遥感影像进行时空分析发现,中国在２１世纪的城市扩张速度超过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其中中国东部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城镇扩张速度最快,而中国中部在２１世纪的城市扩张最快(Tan,２０１５).基于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的夜光遥感影像,对中国７０个主要城市的密度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呈

现出过－度扩张的格局,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一定的挑战(Wuetal．,２０１４).中国的区

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各级政府关切的重大问题,通过对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的夜光遥感影像进行分析发现,
如果将城镇面积作为城镇规模的指标,那么中国在此期间内城镇发展逐渐趋于平衡,其中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是中国城镇分布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两个时期 (Huangetal．,２０１５).由于夜光

影像可以在较大尺度显示城镇之间的空间连接性,相应的城市群和城市体系研究也逐渐展开.例如,基
于空间聚类的方法,可以从２００５年的夜光遥感影像中提取中国的主要城市群,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河南

的中原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群(Yuetal．,２０１４).
夜光遥感影像不仅可以有效提取城镇范围,还可以通过发光强度来估算区域发展的质量.将城镇

灯光分布看做财富分布,比较灯光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异,构建“夜光发展指数”可以估算不同尺度区域

的发展不平衡性 (Elvidgeetal．,２０１２).根据这一指数,可以分析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的发展不平

衡性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度最高,而中国北部沿海区域发展最为平

衡,且中国整体的不平衡度在此期间内有一定程度降低,表明了中国的区域发展趋于平衡,此外,人口密

度较高地区的发展平衡度也相对较高 (Xuetal．,２０１５).通过对夜光遥感影像进行强度信息提取,发
现夜光强度能够较好在中国省级和县级尺度上反映贫困状况(Yuetal．,２０１５;Wangetal．,２０１２),从
而为我国的贫困研究提供一种较为客观的数据源.在城镇化过程中,住房空置率是评价城镇是否过度

扩张的重要指标,通过对美国若干都会区的城市灯光强度和住房空置率进行相关分析,证明了夜间灯光

能够较好反映美国的住房空置率,这一结论为利用夜光遥感数据研究中国住房空置率奠定了基础

(ZuoqiChen,２０１５).
(二)光污染分析与调查

城镇的夜间灯光不仅反映了城镇的繁荣程度,同时也给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这是因为人类和动植物在进化中,已经适应了漫长的黑夜,而电气化革命带来的夜晚照明设施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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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同时,也打破了各种生物长期以来在黑夜中的生活习惯和习性.因此,城镇中过

度的夜晚灯光又变成为光污染.已有的疾病机理分析表明,光污染和肥胖症、失眠症等疾病有着显著的

相关性.然而,传统的样本调查方法在大范围内调查光污染和疾病的联系是极为困难的.夜光遥感的

出现为大范围调查光污染信息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美国和以色列的科学家基于医学调查数据和夜

光遥感影像,发现了光污染和乳腺癌的发病率存在显著相关性(Kloogetal．,２００８;Baueretal．,

２０１３).实验室研究表明帕金森病与光污染有显著相关性,而卫星遥感影像则提供了在大范围研究这种

关系的可能,通过夜光遥感影像和帕金森发病率数据,发现光污染和帕金森发病率存在显著相关

(Romeoetal．,２０１３).光污染不仅诱发人类多种疾病,同时也对动物习性造成了严重干扰.例如,通
过夜光遥感影像和装载在海鸟身上的 GPS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夜晚的灯光吸引海鸟飞行,并且发现夜

光越强的地方越容易吸引海鸟,从而导致大量海鸟的不正常死亡(Rodríguezetal．,２０１５).
鉴于光污染已经被证实影响了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瑞典等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出台法规来遏制

户外灯光的过度使用,而遥感技术则被广泛用于调查光污染的分布.利用夜光遥感影像调查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年期间欧洲光污染分布,研究表明这一期间欧洲光污染整体明显增强,但瑞典、芬兰等发达国家的

光污染在局部区域减轻,证明了这些国家出台的光污染相关的法律是初见成效的(Bennieetal．,

２０１４).类似的分析也在中国开展,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国的光污染范围增加了超过１倍,其中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光污染增加成为中国光污染增加的主因,而到了２１世纪,中小城市光污染

的增加成为主导 (Hanetal．,２０１４).
(三)环境评估

城市扩张、人口增长等人类活动造成了诸多的资源环境问题.然而,大尺度评估人类活动强度以及

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存在一定困难,其原因是传统的经济社会调查方式难以获得时空连续的人类活动

数据.而夜光遥感影像恰恰能够在较大尺度上时空连续地反映人类活动,从而评估人类活动带来的各

种资源环境问题.
碳排放一直是全球变化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的碳排放调查只能在一定的统计单元获得碳排

放的总量数据,而统计单位之内的碳排放分布则难以获得.由于夜光和人类活动存在紧密的关系,因此

夜光影像可以用来获得较细尺度的碳排放分布.在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图的前提下,利用夜间灯光影像

可以将碳排放统计数据分配到地级市,从而获得我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的各地级市的碳排放数据(苏泳娴

等,２０１３).由于夜光数据具有时空连续性,因此可以利用它来研究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关系.通过夜间

灯光数据结合人类活动指数对中国的县级市碳排放展开研究,发现碳排放较高的城市往往毗邻人均

GDP较低的城市,揭示了我国碳排放和社会经济参数的关系(Luetal．,２０１４).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通过对夜光遥感影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世界各国在节假日期间的

夜光明显增强,可以推断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在此期间也会陡然升高(Románetal．,２０１５).
夜晚灯光的增加往往意味着该区域的人类活动增强,例如正在发生城镇土地利用扩张,而城镇扩张

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当压力超过当地的承载力时,该区域就会陷入环境恶化和不可持

续发展的阶段.夜光遥感影像结合各类资源环境数据,可以用来评估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带来的压力.
通过夜光遥感影像和森林范围图的联合分析,美国科学家分析了科罗拉多州部分区域的城镇扩张对森

林火灾易发性影响,发现了该区域的森林火灾易发性增加(Covaetal．,２００４).相比于森林资源,人类

活动对水资源的压力更令人关注.通过全球河流矢量数据和夜光遥感影像,可以分析人类活动对河流

的压力及时空分布,研究发现近２０年来人类活动对河流的压力显著性加大,但是在叙利亚、乌克兰等社

会动荡的国家中,人类活动的压力对河流的压力减小(Ceolaetal．,２０１５).由于夜光遥感影像能够覆

盖全球绝大部分区域,因此夜光遥感影像还可以用来评估人类活动对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压力,研究表

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类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压力增加了６４％,其中东南亚的增幅最大,而自然保

护区的人类活动压力也显著增大,唯一的例外是偏远地区和山区人类活动呈现减弱的趋势(Ceolaet
al．,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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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夜光遥感技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潜力研究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根据２０１５年４月中央电视台

正式发布的“一带一路”示意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条走向为:①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②中国

－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③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走向

为:①中国－南海－印度洋－欧洲;②中国－南海－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２１世纪的重要战略构想,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一带一路”横跨欧亚大陆,辐射大洋洲和非洲,沿线国家数量超过６０个、人口超过４０
亿,准确获取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动态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供重要决策依据.然而,这些国家的

国情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存在实时性不足、数据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中的

发展中国家显得特别突出.由于夜光遥感技术能够在大范围获取社会经济动态信息,该技术能够为我

国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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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区域的夜光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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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国家的GDP增量和夜光增长量的关系

　　我们从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获取了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的“一带一路”区域的夜光遥感影

像.首先,我们通过回归统计分析了这些国家 GDP增量和夜光增长量的关系,考虑到部分国家的 GDP
数据缺失,仅用存在GDP统计数据的国家参与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回归决定系数为０．９１８７,证明了夜

光增长能够很好反映 GDP的增长,进而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动态.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这批夜光遥感影像进行影像变化检测分析,可以揭示不同国家和区域

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规律.我们列出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夜间灯光总量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见图

３),以及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该区域夜光变化比例前２０位和后２０位的国家(见图４),从而展现该区域１９９５
－２０１３年的宏观经济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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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９５和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区域夜间灯光总量前２０位的国家

　　我们的研究发现,多数“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的夜光均处于显著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夜光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分为两类:①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开展经济改革并快速发展的国

家;②波黑、阿富汗、索马里等经历战乱后完全或局部进入和平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中国超

越俄罗斯成为该区域夜光总量最多的国家,证实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和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叙利

亚和部分独联体国家由于社会和经济动荡,发生了夜间灯光衰退的现象.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采取了

节能和控制光污染的政策,导致了夜间灯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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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情调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夜光遥感技术能够有效获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动态

的宏观信息,特别对于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缺失的国家而言,夜光遥感能够有效弥补这些国家数据不足的缺

陷.武汉大学正在夜光遥感领域开展探索性研究,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和外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总结和展望

遥感技术特别是夜光遥感技术能够大范围获取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信息,能够为监测经济社会发展

及衍生的生态环境效应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通过夜光遥感获取的时空连续的经济社会数

据能够有效补充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不足,有利于在较大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获得经济社会参数,并评估

人类活动和区域发展的时空模式.
在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获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动态对于我国的投资

战略至关重要.目前,仅仅通过各国和国际组织公布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无法满足建设“一带一路”的
需要,而夜光遥感技术能够有效监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动态.结合经济社会统计和其他

类型的遥感数据,夜光遥感技术将会在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夜光遥感技术对于

评估、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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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ghtＧtimelightremotesensingmeansthesatellitesensoracquiresthecitylight,boat
lightandflaringgasatcloudＧfreenight．Asmostofthevisiblelightsatnightarestronglyrelatedto
humanactivities,the nightＧtimelightremote sensingis efficientin acquir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dynamics and assessing the macro problems from the development．From the
perspectivesofmonitoringdisasters,theremotesensingtechniquecanhelptopromote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ThispaperintroducedhowthenightＧtimelightremotesensingplayedanimportantrole
inissues ofregionaldevelopmentassessment,light pollutioninves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sothatitcan helptoevaluateandsupportquality of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ideringtheBeltandRoad (B& R)strategy,thepaperbrieflyanalyzedthenightＧtimelight
dynamicsoftheB& Rregionduringthelast２０yearsandthereforefoundsomepatternsofthis
regionaldevelopment．ForthefutureconstructionofB& R,nightＧtimelightremotesensingcan
providescientificinformationforChina’sinvestmentanddiplomaticpolicy,tosupportB & R
construction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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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创新:“十三五”发展质量提高的重要基础∗

程　虹　许　伟

摘　要:提高发展质量是“十三五”规划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论文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的

发展质量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质量创新能力不强抑制了微观的产品服务

质量水平,从而导致发展质量的提高缺乏基础支撑.论文提出,质量创新是新常态下的新动

力,能够创造和释放新的需求,是企业实现从“速度盈利型”向“质量盈利型”转变的关键,从而

在供给侧推动我国发展质量的长期可持续提高.论文建议在“十三五”期间,要以改革释放质

量创新的巨大红利,破除限制质量创新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质量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加
快建立促进质量创新的国家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十三五;质量创新;发展质量;供给侧管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再次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

于«规划»的说明中,所提出的要从“速度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实际上,我国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开始,就提出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基础上,“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提出这一指导

思想,既表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特殊重要性,也表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困难程度.回顾我

国近２０年来,尤其是“十二五”这５年以来,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还是微观的产品服务质

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国总体质量的现状,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

平相比,还是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相比,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存在一些严重质量安全

等方面的问题.导致这些质量差距和问题的原因,既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质量发展

本身在路径选择和发展战略上的不成熟.质量发展本身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质量创新能力不够,只是

简单地引进和应用发达国家创立的各种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标准和认证方法等,而没有以“效益”为中

心,以满足需求为目标,实现质量的创新性发展.经济增长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就是要实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质量创新能力不足是企业在新常态下盈利能力不足的重要表现,导致

了我国总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质量水平不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

资驱动,而消费的贡献率不足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我国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生态环境

问题突出也是由于企业质量能力不高,进而导致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因此,质量创新的滞后,
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我国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发展质量的根本性提高,就必

须通过质量创新实现我国发展质量的提高.

一、质量创新的内涵

质量创新就是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从而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和使用方的需求,并最终实现更高的效益.创新是“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有三层含义: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熊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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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１９１２)系统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彼得德鲁克

(PeterF．Drucker,１９８５)认为创新的目的是为顾客创造价值.质量创新的本质是满足需求(Juran,

２０１４),而不是简单地提高性能标准,或者单纯地降低缺陷,更不是不问需求地埋头于管理体系本身的改

善.换言之,质量创新就是消费者和使用方能够用更高的价格,所表现出来的满意度;管理体系和过程

控制,只是实现满足需求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质量创新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质量创新的目标是满足多层次和多样化消费需求

“十三五”期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会更加凸显.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驱使人

们不断消费的基本原因就是更高质量的需求.即使是面对性能相同的产品,由于人们的质量需求存在

着多样性、多层性和发展性,新的需求也会不断地派生出来,促进总需求的不断增长,并进而推动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和总量的增加.因而,质量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正是由于质量这一要素的投入和

不断地提高,才促进了经济不断地发展.质量的本质含义,就是要不断地去满足需求.质量之所以能创

新,就在于需求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唯一性的,需求除了安全、健康、环保和通用规范这些一般

性的特征之外,更多的是差异化的、个性化的和不断变化的.

１．质量创新就是要满足多层次需求

收入的差异性、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质量信息传递的多元性,会导致人们对质量的需求出现多层

次性(Maslow,１９４３).高收入阶层更倾向于购买高品质的产品,中等收入阶层更倾向于购买大众化的

精品,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购买满足基本功能的必需品.实际上,就质量创新而言,这三种需求都是等

价的,在质量水平上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因为,更高品质的产品,甚至包括奢侈品,不一定有更高的质

量收益,这是基于购买人群和数量多少而决定的.而那些从质量标准上来看,似乎更低的产品,却由于

有更多的需求,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质量收益.我们国家生产的很多加工贸易产品,看起来似乎质量并

不高,但却能大规模销售到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些高品质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低价的产品,更
能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要.这些加工贸易产品,当然也可以提高生产标准和建立自主品牌,但是由于

这样会增加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就会使得产品的销量受到影响,质量提高的溢价抵消不了由于消费总量

下降而带来的损失.理论分析可以证明,质量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更恰当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消

费需求.

２．质量创新就是要满足个性化需求

人们之所以对同样性能的产品,支付不一样的价格,原因就在于这件产品满足了个人对不同款式、
色彩和型号的需求.也就是说,质量越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就会有更高的溢价,从而实现质量的创新.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具体功能的需求,而越来越具有社会身份和人

群划分的意义.在消费社会中,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的符号意义、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

值(鲍德里亚,１９７０).这样一个消费时代的特征,在质量上就表现为更多个性化需求的释放.另外,由
于科技的创新,生产方式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也能更好地实现产品质量个性化的提供.从理论上来讲,
固守单一的质量标准,并不能实现更好的质量收益,只有更加多样化的甚至是个性化的质量标准,才能

实现最大化的质量收益.

３．质量创新就是要满足持续变化的需求

随着收入、偏好和信息来源的变化,质量需求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分析,质
量创新的表现就是不断地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在信息化时代显得尤为突出.美国苹果公司,在手机这样

一个传统并且过剩的行业领域,通过质量创新创造了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神话,２０１５全财年营收为

２３３７１５亿美元,全财年净利润则为５３３．９４亿美元,据CanaccordGenuityresearch研究,苹果公司手机

利润占全球智能手机行业九成以上①,而中国所有智能手机企业利润加总为负值.美国苹果公司之所

以能获得每年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每年持续推出产品的升级版本.这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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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升级,实质上就是通过产品质量的改进来满足持续变化的需求,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营业利润和收

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固守某些不变的质量性能和标准,并不能保证消费的持续性增长,而正是按

照合理的使用周期不断变化的质量供给,才能获得更高的质量收益.
(二)质量创新的本质是实现更高的效益

质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内化于产品和服务本身的属性,因而其形成和产生都是有成本的.从经

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质量永远不可能免费.既然质量是一种有成本的投入,就必然要求有能够覆盖成本

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越大,质量的价值才会越大.质量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质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

收益才是目的.从消费者来说,质量就是用货币来支付的价格,所支付的价格越高,给质量供给者的利

润回报越高,质量就越好.从本质上来讲,质量在市场中只能用价格来衡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只能用

利润率来衡量.一定产品的市场价格所达到的利润率越高,代表企业的质量创新能力越强.

１．质量创新的最终衡量标准就是效益

质量之所以能够实现创新,就在于它始终着眼于在为消费者和使用方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投入产

出的最大化.作为质量的供给方,如果所提供的质量性能与其他产品是一样的,而没有任何自己独到的

创新,那实际上只能成为一个同质化的产品,也只能有同质化的定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提供

同质化产品的企业,利润一定是趋近于零的,甚至是亏损的.这就是我国的市场中,为什么充斥着大量

的同质化产品,而不得不打价格战的原因.一个企业的产品,要想有更高的定价,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要生产具有异质性的产品.我国的经济之所以要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是因

为只有提高质量才能最终提高效益.

２．质量创新中的管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质量创新的实现,当然需要质量管理过程的控制,包括不同质量管理体系的应用,以及质量管理中

不可或缺的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等手段.但是,在质量创新的过程和实现中,这些管理体系和控制方

法的应用都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质量创新的手段.也就是说,确定什么样的控制标准,达到什么样的

检测指标,运用什么样的管理体系等,都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没有脱离效益这一目标的质量管理.
从我们国家的管理实践来分析,质量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真正的提升,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质量只是陷入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之中,表现出严重的为管理而管理的偏向,离开了通过创新实现质量效益的这一根本

原则.

３．质量创新就是消费者购买之后的满意度评价

作为质量的供给方,其对质量的检验和控制,实际上是生产主体在主观上的自我评价.只有将质量

的供给转化为消费者真实的购买,才是消费主体在客观上对质量的真实评价.因而,生产方的质量评价

是主观的,需求方的质量评价才是客观的.质量创新关注的焦点,就是消费者是否产生了购买行为,以
及对产品所支付的价格.特别重要的是,质量创新不仅关注消费者通过价格支付而表现出来的质量评

价,而且更为关注的是消费者在购买之后的满意度评价(Fornell,１９９２).只有消费者对其购买并使用

的产品,给予更满意的评价,才能促使其不断地产生进一步消费行为,从而支撑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一个产品假定各项质量控制指标都非常优秀,但却因为没有需求而沉淀为一堆库

存,那么这个产品的质量只能评价为零,甚至为负数.
(三)质量创新的方法是大数据的应用

质量创新是要通过对需求的满足和引领,从而实现更高的效益.在我国进入消费时代的背景之下,
产品激烈的竞争,将导致对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困难.仅仅依靠管理体系的应用,只能做到降低成本,或
减少损耗,而并不能真正满足需求.更严重的是,如果只按照政府行政部门所发布的标准来生产,那更

是只会生产出同质化的产品.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质量创新.质量创新的前提是及时地识

别和发现需求,大数据是最好的方法之一.所谓大数据,根据舍恩伯格(２０１２)的定义,就是需要处理的

信息过大,已经超出了一般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当大数据渗透到质量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数据能够在网

络不同主体之间协同分享的时候,市场主体能够以价值链为导向,以信息链为纽带,以质量链为依托,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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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业实现质量价值再造活动,进而促进质量创新的实现.

１．质量创新重要的要素资源是大数据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质量数据总量的急剧增长,更是质量数据思维的变革.质量创新的本质就

是满足多层次、个性化和持续变化的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些不可捉摸的概念,而
是表现为可以数据化的行为、偏好、价格、数量和调查结果.这些消费者的需求表现既可以是文本形态

的,也可以是音频和视频形态的,甚至也包括产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性能指标.那么这些在互联网

时代和物联网时代,正在大量涌现的与产品质量相关的素材,经过处理后加总起来就表现为质量的数

据,这些数据的海量化就是大数据.因而,要实现质量创新,从根本上就是要获取尽可能多的反映消费

者需求的大数据,拥有的实时大数据越多,数据解释力越强,就越能够在质量性能上快速地、准确地和多

样化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互联网零边际成本效应客观上降低了需求数据的成本,使得企业和用户通过

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大数据是组织获得新需求、创造新价值的质量

创新源泉,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被用来激发新产品与新服务.质量创新重要的知识来源就是质

量大数据,而质量大数据是质量创新最基础的要素.

２．质量创新的大数据能够显著地降低信息不对称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以及市场还不能真正地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市场

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生产者和消费者会由于质量信息的不对称,而减少交易行为,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市

场的消失(Akerlof,１９７０).质量创新既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掌握尽可能充分的

质量信息,这样才能实现质量供给而带来的效益增长.大数据的出现,让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能够更加准

确地掌握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状态,特别是了解其他消费者在使用产品之后的质量评价,从而极大地减少

因为信息误导而导致的质量损失.同时,企业也可以充分地利用大数据,向消费者传递更为准确的质量

信息,实现质量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增长.

３．质量创新的资源优化配置依托大数据的牵引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是一个企业和组织的核心资源,当资本、人力、管理、技术和服务这些传统要素,
需要依托数据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时,大数据将成为决定质量创新能力的关键性因素.质量创新离不开

技术的创新,只有新技术的应用才能带来质量性能上的突破.质量创新也离不开管理的创新,管理的过

程控制不仅能够降低成本,也能实现质量创新所需要的各项标准规范.此外,质量创新也离不开服务的

创新,随着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增长,质量的“硬”创新越来越离不开服务的“软”创新,服务的不断升级和

内容更新,带来了质量整体上的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并不能自动带来质量创新

对需求的满足,只有当这些创新真正适应需求,并且能够促进消费者购买的时候,才能支撑质量创新的

需求满足.而这些创新能否真正能转化为需求增长,就取决于大数据的应用.因为大数据的关联分析

技术和需求评价技术,能够评估和掌握这些需求是否是消费者所需要的.正是因为大数据的出现,才使

得技术、管理和服务等各类资源得到真正的优化配置,因为这些创新资源都是着眼于对质量创新需求的

满足.

二、质量创新是宏观经济重要的供给侧管理

我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调控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就是从侧重于依靠需求管理,转而开始重视供给侧

管理.供给侧管理的核心就是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来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在企业的

创新能力体系中,质量创新又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质量创新所带来的需求满足实现了企业效

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质量创新又是企业诸多创新的最终集成,对消费者来说,能够和企业的创新最终

接触的终端界面就是质量的体验感.质量创新作为重要的供给侧管理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质量创新可以创造和释放新的需求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已经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２０１５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５８．４％,比上年同期提高９．３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创新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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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带动新的需求.这种新需求,既可以是填补空白的需求,又可以是原有产品

通过质量升级所派生出的新需求.从理论上来分析,真正原创性的产品供给具有周期性,但是即使是在

技术成熟的产品领域,企业也可以通过质量的创新不断激发新的需求.

１．质量创新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新的产品体验

以乔布斯为代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追求良好的工业设计和产品的外观使用设计,追求将产品的

细节、工艺和美感做到极致,从而为消费者带来超乎预期的产品体验.这种基于消费者体验的质量创

新,由于不断地超越消费者预期,从而形成了更快的产品升级,并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消费需求的爆发

和增长.“十三五”强调的消费升级,其实际表现为广大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升级.无论

是我国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兴消费领域,还是以服装为代表的传统消费领域,近年来消费需求的扩

大,基本上都是以追求极致的产品体验为支撑.也就是说,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升级,即使是在技术、
管理等要素没有发生革命性创新的前提下,也能够不断地产生新的消费热点,刺激出新的消费需求,进
而不断地拉动总需求的增长.由质量创新所带来的消费总需求的增长,是典型的供给侧创新,并不会由

于要素价格上升、国内外市场波动以及技术创新的周期性而导致市场需求陷入持续性低迷.因而,质量

驱动的供给侧创新相对于基于政府刺激的需求管理能够实现更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并进而在发展质量

上要有效得多.

２．质量创新致力于为消费带来服务增值

服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十二五”之初的４４．２％上升到“十二五”末的４８．１％,而第二产业则

由４６．２％下降到４２．７％,服务业比重从２０１２开始就超过了第二产业.可见产品的服务化已成为一种趋

势,特别是产品的软硬结合,使得消费者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质量体验.就传统产品而言,企业通过向

服务领域的质量创新延伸,使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能够同时享受到关联性的质量服务体验,进而提升

产品的整体满意度.由于产品服务化带来的满意度提升,刺激了新的消费者需求的不断释放,进而不断

地促进传统产品领域的效益提升.就现代智能产品而言,即使是硬件产品免费,而仅依靠软件和服务产

品收费的方式,也能够实现稳定的增长.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主要需求就是信息和服务的需

求,其一次性免费得到硬件产品之后,需要持续地消费内容服务才能带来消费需求的满足.由产品服务

化所带来的质量提升,不仅使得消费者对于传统产品的需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而且还刺激了新的服务

消费需求.服务质量所带来的消费增值,是基于供给侧的质量创新,这样的创新完全内生于市场本身的

内在需求.

３．质量创新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更可信的质量信号传递

我国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释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的产品质量固有特性不好所导致的,而是由

于质量信号传递的不足带来的(程虹、陈昕洲,２０１３).我国消费者之所以大量购买国外的产品,也不是

完全来自于国外产品质量的固有特性就高于国产产品,而是出于对这些国家产品质量的整体信任.因

此,质量创新的重要内容,还应包括不断改进质量信号传递的有效性,降低市场上质量信息不对称性.
具体而言,就是从简单地依赖政府在宏观上发布以安全性为主的质量信号,转变为更多地依赖市场主体

竞争性地提供安全性之上的个性化、多样化的质量信号,进而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质量需求.消费者只

有获得了更多更可信任的产品质量信号,才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购买产品和服务,并进而释放出被抑制

的消费需求.这种基于由市场竞争而带来的质量信号,是市场在供给中所创造的消费信任环境的基础,
能够通过市场自身的作用促进总消费需求的良性增长.

(二)质量创新是企业实现从“速度盈利型”向“质量盈利型”模式转变的关键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之所以不高,除了政策面之外,更主要还是在于企业的“速度盈利型”模式.
所谓“速度盈利型”模式,就是我国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都依赖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获取自己的利

润(刘世锦,２０１５).当整体经济处于高速度增长时候,由于总需求旺盛,企业产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从
而能够通过规模扩张而获得利润;而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总需求减少,企业产能大量过剩,
从而就导致利润的减少或陷入亏损.要改变这样一种由宏观决定微观的不可持续的企业盈利模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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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根本上使企业从“速度盈利型”转变为“质量盈利型”,让企业的微观供给能力不断支撑宏观需求

增长的能力,推动新产业、新产品和新业态的涌现.

１．质量创新体现企业的竞争能力

“速度盈利型”的模式,在宏观上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导致有些企业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而得

以生存,而是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所刺激的总需求增长.“质量盈利型”模式,实质是

企业通过质量创新支撑盈利的不断增长,也就是依靠在产品供给上的市场竞争能力,是真正的供给创新

所带来的需求创造.在“质量盈利型”模式下,即使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了,企业也能够依靠质量创

新来保障较为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较高的价格水平,从而获得正常的利润并保持盈利的状态.在这种模

式下能够盈利的企业,才是真正有生存能力和有市场价值的企业,也才是能够真正实现较高的全要素生

产率,进而改善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企业.同时,“质量盈利型”企业也能够淘汰那些只依赖于总需求

扩大才能生存的“速度盈利型”模式企业,而这些企业的退出,实际上是实现资源更优配置,以及改善经

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所以,让市场从微观上通过盈利水平的检验,淘汰“速度盈利型”的企业,促进

“质量盈利型”企业的发展,能够在供给侧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改善.

２．质量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动力的转变

我国企业一直依赖于大规模要素投入来获得增长,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规模速

度型模式.这一模式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

因.企业以质量创新获得的盈利,从根本上依靠的是要素质量的提升而非要素数量的投入,极大地促进

了企业发展动力的转变.这一动力的转变,将在宏观上大幅度地降低对于高能源消耗和对低劳动力成

本的依赖性.企业依靠质量创新这一动力实现增长和盈利,能够实现较高的市场价格和形成较为稳定

的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地消除我国长期存在的低质低价的竞争模式,也能够减少产能的过剩,大量地淘

汰生产低质产品的企业,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在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进而在宏观上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３．质量创新加快企业家精神的再造

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实践的关键要素(Drucker,１９８５).过去３０多年来,我国的企业家通过制度的创

新,创立了大量的企业,支撑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市场过度管制的制度严重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家通过对管制壁垒的突破,可以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企业发展空间,也在客观上

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这样一类企业家主要是“制度型企业家”.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

入,政府的管制壁垒趋于减少,这种依赖制度而获得增长的企业家精神,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不

断递减,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而,“制度型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新常态的经济

发展阶段不相匹配.这一企业家精神的不适应,也是导致我国目前企业绩效下滑的重要原因.质量创

新能促使企业家将主要的创新重点放在产品本身,而不是对制度的突破,也就是说要实现产品的高质量

来创造出消费需求,进而实现更高的盈利水平.因而,质量创新的企业发展模式,不仅将有效地减少企

业家制度寻租的空间,而且能够倒逼企业家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能力,并进而更好地适应新常态

下经济所要求的创新式发展.
(三)质量创新可以实现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双提高”
面对“十三五”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国家明确提出了用“双引擎”助推“双中高”,强调了创新引擎在促

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中的作用.我国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追

求提高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经过２０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实际的经济

发展质量状况并没有达到政策所提出的目标.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与微

观产品服务质量之间的脱节.具体而言,就是指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只是一味地依

赖需求管理、结构调整和行政命令,来推动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而没有根本上从供给侧提升微观

的产品服务质量.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政策设计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提升.但是,
宏观经济发展质量所包括的内容,无论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还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结

构的优化,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讲,都取决于一二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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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虹、李丹丹,２０１４).也就是说,一二三产业所提供的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加总,在宏观上构成了经济

发展质量.

１．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创新带来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长期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取决于微观的供给创新(Friedman,１９６２),而质量创新又是供给创新

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续不断的质量创新,既能够刺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国

外消费需求,进而促进净出口的不断增长;同时,因为质量创新拉动的消费需求,还能不断地带来投资的

良性扩大.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都可以证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是建立在短

期性的需求管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支撑的供给管理基础之上.正是

由于良好的产品服务质量,才使得企业产能能够不断地扩大,收益不断地提升,进而能够抵御市场需求

下滑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质量创新使得企业形成了较高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可替代

性,也就是说形成较为刚性的需求.只有基于微观产品服务质量的持续提高,才能够使得企业在市场上

保持较为稳定的生产经营状态,并形成较高的盈利水平.无数企业产品需求的持续性提升,在宏观上就

支撑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大,最终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

２．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创新带来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企业生产更能满足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内在动机,就在于高质量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市

场收益.消费者为其所偏好的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动机,是高质量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因而,质量作为一种投入的要素,相较于其他投入要素而言,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其原因

就在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定价的原则一定是优质优价,也就是说,同样的资源投入条

件下,质量更高的产品能够得到更高的市场价格.正是由于微观上更能满足需求的优质产品的加总,才
构成了宏观的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实质是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Mankiw,２０１０),
因此无论是宏观上的产业结构,还是微观上的产品结构,都是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减少资源闲置

或浪费.只要是有真实需求的优质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供给,既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减

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因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其产能的扩大和结构的形成,都
是源自于供给所创造的真实需求.

３．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创新带来更好的社会福利

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所要求的社会福利改善,最基本的就是要改善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提高劳动者

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当企业需要依靠质量创新来生存和发展时,就会产生对高质量劳动者

的需求(Verhoogen,E．A．,２００７),也就会更加依赖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而高质量和高技能的劳动者能

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当大多数企业都使用高质量和高技能的劳动者时,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就会有效地提升,进而促进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白重恩,２００５).从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

展的角度分析,只有更高的产品服务质量,才能降低能源消耗,实现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而政府更

高的财政收入,更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来自于企业稳定提高的产品服务质量所创造的收益.从另外一个

角度分析,更好的生活质量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质量,也能够显著提高微观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因而,供给侧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不仅能够促进宏观的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且也能够有效推动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以改革释放质量创新的巨大红利

质量创新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这一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发

挥.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的体制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质量创新.主要表现在:过多的政府管

制限制了质量创新的市场功能,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并未成为真正的质量主体;政府的质量治理制度的建

设,未能有效地支撑质量市场的发展;市场化的质量信息主体的缺乏,导致质量信息不对称得不到有效

解决;质量的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导致质量共治的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因而,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

释放质量的巨大红利,从而促进质量创新成为我国发展质量的重要动力.
５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一)发挥市场在质量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质量的根本属性,无论是质量安全的治理,还是质量发展的推动,都取决于市场竞争.企业

作为市场主体,具有通过质量创新获得利润的内在动机,因而具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质量的提高.消费

者作为市场的购买者,也具有偏好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的内在动机.因而,企业与消费者共同拥有的对

高质量的内在追求动力,推动了质量发展和质量创新.尤其要指出的是,市场对质量创新起决定性作

用,这一判断在理论上具有一般性,无论是哪个经济体,也无论是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离开了市场就不可

能有质量创新.

１．企业是质量创新的主导

供给创新的实质,并不是政府的减税、改革等宏观层面的内容,而是要让每一个微观的企业主体真

正具有创新的内在动力.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能清楚地证明,企业是推动质量创新的主

导力量.也就是说,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只有通过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更高的价格

和市场份额,进而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也只有让企业通过提供在质量上具有差异性的产品,才能够淘

汰掉生产同质产品的低效率企业以及“僵尸企业”.因此,我国质量体制改革的根本,就是要回归企业是

质量创新主体这一基本面.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策规划,都要着眼于发挥企业的质量创新主导地

位.要大幅度地减少质量管制壁垒,尤其是过多的事前审批,包括一些被证明是不利于企业质量主体地

位形成的审批、许可和认证.政府减少质量领域的事前审批,不仅不会削弱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水平,
恰恰可以改变企业利用政府的许可和审批来证明自身质量的水平,而只能用可靠的质量信号向市场传

递真实质量状况的信息.没有政府管制的减少,就没有企业质量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只有真正建立

起企业主导的质量创新,才能够使得企业生产以为消费者创造有价值的产品为核心,促进我国企业家群

体从制度型企业家转型为创新型企业家.这一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将使得企业摆脱原有的价格竞争陷

阱,而走上价值竞争的良性轨道.企业家将其创新能力主要运用于产品价值的创造,而不是用在对制度

的寻租活动上,从而从根本上形成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微观经济主体.

２．消费者是质量创新的驱动者

驱动“十三五”发展理念重大转变的直接动因,就是我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即整个市场的消费

需求从排浪式、模仿型消费,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较高消

费能力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消费的主体,他们的需求不再是对价格敏感,而更多地是对质量敏感,质量

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化、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企业质量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供更高质量的产

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更高水平的质量需求.这一变化,使得企业从内部的质量管理,更多地转向关注用

户需求和参与,这已经成为企业质量创新的重要发展趋势(宋刚,２０１０).消费者的需求是企业质量创新

的动力来源,只有在消费需求的牵引之下,才能够真正拉动质量创新.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满足其质量

需求之后,企业才最终地实现了质量创新的目的.因为企业在这一交易中所获得的收入,直接构成了企

业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消费者也是质量安全的最大约束力量,因为消费者基于优质优价的理性选

择,通过其重复的市场购买行为,会发现并淘汰不安全的低质产品.我国质量治理的改革,一定要真正

地发挥消费者在质量创新中的驱动者地位,特别是加强消费者集体行动能力,包括消费者保护的集体诉

讼、对违法企业的惩罚性赔偿和奖励内部人举报等制度的建立.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有效地保障消费

者在质量博弈中的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质量供给与质量需求相互平衡的市场主体,引导资源要素

流向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企业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

导向的质量创新,将更大程度上激发数量日益庞大的、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消费,为宏观经济

的增长产生持续不断的消费需求,并进而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总量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３．质量服务机构是质量创新的市场中介

企业和消费者作为质量的供需双方,天然地存在力量的不平衡,特别是在质量信息的拥有上存在严

重的不对称性.企业和消费者并不能自动地成为市场中的质量主体,相互之间的交易达成需要市场中

介力量的介入,那就是要发展包括检测、标准和认证等质量服务机构.质量服务机构作为市场的中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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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传递权威专业的质量信号,降低买卖双方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我国目前有２．６万家质量服务机

构,其中约８０％是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性质(程虹,２０１４),这些机构由于国有属性的特点,缺乏有效的

外在激励和约束,导致我国市场经济买卖双方间的质量中介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在“十三五”期间,我国

应该大力发育市场化的质量服务机构,减少对质量中介服务市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各种类型的主体,
平等地进入质量服务市场.通过质量中介机构的公平竞争,市场会有更加充分的质量信息的提供,从而

有效降低市场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质量交易的达成.因而,市场化的质量服务机构的发展,既能

够促进企业质量创新的供给,又能拉动消费者对质量创新的需求,最终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
(二)建立促进质量创新的政府质量规制

政府质量规制的根本目的,不是直接去扮演质量主体的角色,而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设计,激发企

业、消费者和中介机构的质量创新能力.我国政府质量规制的制度与方法,必须以市场为主导力量,加
快实现职能的转变,通过促进市场主体的质量创新,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质量创新中的作用.“十三五”
期间,尤其是要改变政府宏观质量的多头管理,建立起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配合,又互为制衡的行政管

理体制.

１．建立大部制的综合质量管理部门

质量创新作为“十三五”期间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有质量的战略性部门作为支撑.我国目前正在

进行大部制的市场监管部门改革,这对于促进质量监管、整合质量执法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

同时要在理论上厘清,质量的市场监管与质量创新或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别.质量的市场监管主要

是基于质量安全或质量风险的防范,并不能替代国家对质量创新发展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因而,有
必要建立起大部制的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统筹制定国家重大的质量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统一制

定国家计量、检测、认证、标准、许可等在内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对质量中介机构及质量服务产业进行

统一管理,提供面向企业和消费者的质量公共服务.大部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的建立,可以在体制上推

动“十三五”期间的质量创新.

２．建立以“团体标准”为主导的标准化体制

标准是质量创新的前提,也是实现质量创新的重要手段.从标准的本质含义来说,就是市场和社会

用于自我规制的方法.也就是说,只有由市场主体自愿建立的标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程虹、刘
芸,２０１３).这些提供标准的市场主体包括质量的行业组织、质量中介技术服务机构和企业联盟,由这些

组织所建立起的团体标准,具有参与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利益上的内在一致性.虽然这些标准是自愿

制定的,却具有某种强制性的执行效力,因为某个市场主体如果不执行或遵守这一标准,就可能被排除

在这一市场之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团体标准并不具有行政的垄断性,其执行的效力只能取决于

标准竞争中的自愿遵守和选择.正是基于团体标准相互的竞争,才能促使标准的不断更新并及时反映

技术、产业和产品的趋势性变化.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完成以团体标准为主导的标准化体制改革,
通过团体标准的市场竞争促进质量创新.团体标准的使用能够让企业真正形成产生追求更高质量产品

的动机,从竞争机制上保证优质优价的实现,也能够让消费者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产品,最终有利于资源

的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３．建立国家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影响我国质量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质量公共服务的不足,很多应该由政府提供的质量公共服

务产品,却转嫁给企业等市场主体来提供.质量公共服务的不足,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市场主体的质

量创新能力.支撑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技能型人才的不足,是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主要短板.在

“十三五”期间,国家应该全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真正合格的职业技能人才.这些技能人才是

市场最需要的质量公共产品,本应由国家职业教育来提供,而现实中却主要由使用这些人才的企业来培

养,阻碍了企业的质量创新.各级政府都应该在财政中设立“中小企业质量提升专项基金”,为中小企业

提供公共的质量检测、质量标准、质量体系和质量培训的服务,提高中小企业质量创新的能力.质量综

合管理部门应将消费者质量教育和知识普及,以及提供公共的质量信息,纳入工作的职责范围,提高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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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质量识别和选择的能力.“十三五”期间,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将极大地提升市场主体质量创

新的能力,特别是能够提升占我国企业总量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的质量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更为稳定的增

长.同时,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也能有效地推动企业对于技能人才的使用,从而提升劳动者的报

酬,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构建共同治理的质量创新格局

“十三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质量安全和质

量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质量创新也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发展要求,需要引入更

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质量治理(王伟光,２０１４).我国质量创新的重要短板之一,就是社会力量很难参与质

量治理中,或者即使理论上能够参与,也设定了各种过高的进入壁垒,导致社会力量很难发挥有效的作

用.质量以市场属性为根本,同时也有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形成真正的质量

创新.

１．全面推行“比较试验”制度

企业要实现质量的市场价值,最需要的是传递更有效的质量信号;消费者要满足质量的需求,最需

要的是获得更可信任的质量信号.在质量信号的多元传递主体中,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的质量社会组

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专业的质量社会组织,可以依靠组织的集体力量,特别是组织在质量专业上

的权威性,开展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第三方评价.这种由第三方社会组织基于同类产品和服务的比较

提供的评价,是高于政府最低的安全性标准的质量评价,被称之为比较试验.国外的调查显示,比较试

验机构所发布的质量信息,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厂商的市场表现具有显著影响(Silberer,１９８５).比

较试验以消费者的质量信号需求为导向,竞争性地提供多样化的质量信息,相对于政府发布的有限的安

全性信息而言,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消费参考,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消费行为的增加.同时,这一制度还

向企业提供了更高质量标准的约束,即使企业的产品质量完全达到了政府标准或者技术法规的规定,但
由于在某些质量指标上低于其他同类产品,而可能被评价为较低的产品质量.这使得部分企业的产品

虽然能够合法地进入市场,但是由于满足不了消费者高质量的需求,却不会被消费者购买.这一强有力

的约束,就会倒逼企业不是简单地满足政府所设定的标准,而是要努力达到比较试验所使用的市场和社

会标准.“十三五”期间,我国应该加快全面推行比较试验制度,通过社会的力量推动更高质量标准的应

用,提高其参与质量创新的能力.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真正地发现符合

其质量需求的产品,从而极大地释放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另一方面也能加快企业

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２．推动各类专业化质量社会组织的发展

产品和服务类型的巨大差异,导致质量评价和质量信息的高度分化.因而,任何一个质量社会组

织,无论其力量再强大,面对复杂多元的质量系统,实际上都只能在局部发挥有限的作用.面对这一问

题,质量社会组织必须多元化、专业化和细分化.通过众多细分的专业质量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的产

品和行业领域中,利用本组织的专业经验,以更好地发挥对质量创新的参与.从质量安全治理的角度,
也只有对某一类或者某一个行业非常专业的质量社会组织,才能掌握和了解该领域的质量“潜规则”,从
而进行更有效的质量治理.更有必要的是,即使在同一领域,也应该建立竞争性机制,通过相互的竞争

产生更有公信力的质量社会组织.此外,政府大量的质量专业技术机构,也应该完成向质量市场机构和

质量社会机构的转型,通过真正的市场法人和社会法人地位的确立,使其成为质量治理的重要力量.在

“十三五”期间,我国质量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将有效地引导企业质量创新的发展,通过社会力量的引

入推动质量的“万众创新”.质量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大多数的企业主体能够建立起以质

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发展目标,进而更好地实现质量效益型增长;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质

量权益,从而保障消费的健康发展.

３．建设社会化的“质量大数据工程”
质量大数据是实现质量创新的重要资源,而质量大数据又分散在社会各个不同的主体中,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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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建设社会化的“质量大数据工程”.“质量大数据工程”是质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应
向全社会提供开放的质量数据,让社会的各个主体都能充分利用质量大数据.企业通过质量大数据识

别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消费者利用质量大数据识别企业产品的真实质量状况,政府利用质量大数据实

施更有效的质量政策和质量公共服务.同时,“质量大数据工程”的数据来源也是社会化的,应最大程度

地开放各类不同机构所拥有的质量数据,特别是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质量第三方机构更应该开放其质

量数据,共同构建基于质量信用为基础的“质量大数据工程”.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建成“质量大数据

工程”的框架,将为市场和社会各个主体的质量创新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源.这将助力企业真正面向消费

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进行质量创新,拉动我国整体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极大地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也将有效地促进各类基于质量创新的新业态、新产业和新主体,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

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十三五”是我国发展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只有真正建立起质量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实现将经

济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之上.质量创新将有效地改变我国要素的供给结构,成为新常态

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力;企业将通过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红利;将加快推动我国企

业家群体的转型升级,形成新的企业家精神;将使企业摆脱低质低价的低水平循环竞争模式,实现优质

优价的高水平价值竞争模式;进而在宏观上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质量

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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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

[法]艾曼纽奥西奥拉　米歇尔贝南

摘　要:受进化博弈论的启发,本文呈现了一个关于标准和规范如何产生于分散经济的动

态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化结果取决于采纳者对不相容引起的问题的态度.如果个体对不

相容表示厌恶,最终会导致标准化的发生,但是有时社会最后会选择次优的标准.在这种情况

下,官方行动有利于迅速达成合理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当个体对不相容表示中立或容忍时,
就不存在路径依赖或锁定的问题,并且规制似乎无法更好地替代自由放任.

关键词:标准化;分散经济;质量治理

２１世纪伊始,随着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四倍,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开始加速.在这个

新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需要标准化和合格评定来跨越之前分离的管辖范围.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必要

的,第一,可以方便产品对比,减少贸易的技术壁垒①;第二,可以促进更好的质量管理和消费者保护.
超过５００家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一同致力于标准的设立②.国内组织经常复制这一国际活动.
例如,在美国,超过７００家组织努力推进他们自己的、有时是矛盾的标准采纳规范.这些组织的激增正

说明了标准化问题的重要性,也解释了设法成功解决它的不易.在当今这个技术不断发展、偏好信息广

泛传播的世界,设立标准是一个棘手的事情.美国和ISO的集体意见都依赖于实际的市场力量.出于

对统一的政治承诺,欧盟的许多成员国更青睐通过一个更集中化的途径来设立标准.
本文分析了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过程,强调了哪些情况下集中干预更合适而哪些情况下自由放任

更可取.考虑到标准采纳的动态性,本文的分析基于进化博弈论的精神.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展示了标

准采纳者对不相容的态度是如何影响一个分散的标准化过程的结果的.
如果协同失败对用户来说成本高昂,会发生厌恶不相容.交通规则和信号、电气规范和药剂配方就

是这样的情况.当人们的安全面临危险时,他们对不相容表示零容忍.如果采纳者担心标准化失败,他
们会试图避免它.当存在厌恶不相容时,我们证明分散的采纳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单一标准的建立.
尽管如此,预测哪一个标准最终会被选择并不总是可能的.如果可供替代的选择没有特别不同,采纳者

有时会协调选择一个次优的标准.既然自由放任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一项官方干预就有利于快速达

成合理的标准化.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交通规则、电气规范和意在保护使用者的健康安全的其他强制

标准.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都是这些职能机构的代表,
其作用就是推动产品性能标准的建立.

当存在直接的协调外部性时,会产生中立不相容.这包括一对一的交流设备、传真和计算机网络.
这些商品提供用户间的直接联系.因为创建联系需要双方使用相容的技术,实现标准化非常重要.更

多的用户使用一个特定的标准增加了所有使用这个标准的人能够沟通的机会.在中立不相容下,我们

证明一个分散的标准采纳过程总能让一个最好的标准被选择.因此,世界上的电话、传真和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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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同一产品在分散的市场中价格差异巨大.全国市场中存在持续的分割,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不同的产品标
准(世界银行,１９９８).

ISO标准化过程是分散的,包含２８５０个技术委员会和３万名位专家.它依靠市场力量、立足于集体意见.ISO 不是一个首字母
缩略词,而是一个由希腊语前缀iso－构成的词语,该前缀意为“平等的”.这样,ISO 组织在所有的语言就可以叫法一致,十分方便.
(www．iso．ch[１９９９]).



之间使用共同标准就不奇怪了.这个标准化结果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如果有间接的协调外部性时,会发生容忍不相容.例子包括个人电脑、音乐播放器和卡式录像机等

产品.此时,消费者关心相容性因为互补品的可得依赖于初级产品的销售.随着可获得的录像带、光
盘、磁带或软件的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开始对其他用户的数量不感兴趣.于是个体会挑选恰好最适合他

的技术.那么,一个分散的采纳过程偶尔会引起多标准均衡就不奇怪了.当存在容忍不相容时,我们证

明采纳一个单一标准不再是系统化的,甚至没必要是最优的.用户们会花时间好好体验的.只有占优

势的技术会从标准化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用户唯一的选择.
基于实证的视角,理论分析的结果与新技术的扩散曲线的证据相一致.众所周知,该曲线呈S型.

从我们的理论分析中得出的扩散曲线也是S型.个体对不相容的态度无论是厌恶、中立或容忍都没有

影响.此外,本文就设立标准时的分散化和规制的比较利益提出了特别的看法.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

时,需要有规制或强制的标准化.当存在厌恶不相容时,官方干预对加快协调并防止公共选择朝向较差

的标准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当存在容忍或中立不相容时,没有“锁定”或安全危害的风险.这与监管者

或“专家”可能会不合适地代表消费者的品味和需求形成对照.规制,至少在采纳过程的早期阶段,与用

户体验相比似乎是一个不那么好的选择.
与文献的关系.———经典的经济学文献依靠非合作博弈论来处理标准化问题①.这一支文献提供

了一个详尽的关于存在网络外部性时生产者行为的研究,为标准采纳的需求方留下了一个黑箱.假设

消费者同时采纳可获得的标准中的一个,正的协调外部性会产生多重均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以

分析的方法描述均衡,但是无法解决 W．BrianArthur(１９８８)所称的选择问题.Arthur(１９８８,１９８９)提
出以随机模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协调外部性倾向于扩大“历史事件”———路径依赖性———并

使动态在一个可能主导的标准中陷入困境———锁定性.Arthur这开创性的贡献突出了这样的事实,即
标准化通常是一系列分散化选择的结果,历史会起作用.但是,他也暗示,通过他展示的案例,规制的替

代选择是一个高度无法预测的、路径依赖性的分散化过程.这与直观认知中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化

并不总是不可预测的或是无效率的正好相矛盾.一个遗留问题是独立的、异质的个体实际上如何协调

他们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均衡是如何占上风的.
这个问题正是越来越多的进化博弈论和社会学习相关文献的核心,它们旨在研究具有多重均衡的

博弈中的均衡选择.这些文献解释了一个均衡如何能成为学习或适应的结果,而非产生于理性反思②.

Kandorietal．(１９９３)在一篇至今仍为经典的文章中已经证明,对称的博弈(包括大量目光短浅的参与者

和嘈杂的突变)自然地引导在两个纳什均衡中犹豫的参与者去选择风险主导的那一个.这一贡献已经

是均衡选择领域中的主要进步.他们的结果独立于任何初始条件或“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

看来,它打开了一扇通往动态设定下协调问题的可预测理论的门.
本着这支原创且成果颇丰的文献的精神,本文重点关注异质性的个体在两个标准之间做选择时面

临的协调问题.有两个时间尺度:短的一个适用于个体,更长的一个适用于社会整体.个体循序随机地

采纳一个或另一个标准,这样的事实充分体现着动态维度.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了标准化状态的“新
生”采纳者不具备前瞻性,这一事实体现了两个时间维度———个人的和社会的.他们有限的寿命要求他

们在短期内实现最优.你可能会困惑,是否连续的目光短浅的标准采纳会导致某种无意识的集体最大

化行为,抑或相反,会引起单纯的路径依赖.答案取决于利害攸关的特定标准.
我们发现,在长期中标准采纳的随机分散过程表现一个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因为在其静态过程中,

协调问题承认多重,故引入动态模型解决选择问题.只有在长期中才会产生相关的确定性过程的稳定

均衡.本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突出了个人效用函数的凹性和凸性在均衡选择中的作用.与 Kand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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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早见于JosephFarrel－GarthSaloner(１９８５)和 MichaelL．Katz－CarlShapiro(１９８５)的文章,“网络外部性”文章从纳什均衡概
念出发论述标准化问题.关于对这一文献的评价,见«经济展望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８卷)中的网络外部性论坛.

这一支前景光明的文献中的奠基性的文章有,DeanFosterandPeytonYoung(１９９０),GlennEllison(１９９３),DrewFudenbergand
DavidM．Kreps(１９９３)和 MichihiroKandorietal．(１９９３)和其他.一个最新的文献综述(也是良好的进展),见FudenbergandDavidK．
Levine(１９９８)的著作:«博弈学习理论».



etal．(１９９３)的其他所有我们知道的设定相反的是,关于选取统一标准的小部分人口的代理人效用函数

不一定是线性的.我们证明了,与厌恶不相容对应的是凸曲线,与容忍不相容对应的是凹曲线,中立不

相容对应线性曲线.当个体对不相容持厌恶态度时,最终会发生标准化.不过,最终被选择的标准并不

总是可被预测的.均衡不一定唯一的事实暗示了这个分散化过程有时选择的是一个较差的标准.这就

是 Arthur(１９８８)描述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个体对不相容表示容忍时,标准化不再

是系统化的.这个采纳过程却总是可预测的.最后,当个体对不相容持中立态度,这个分散过程导致主

导标准的标准化.从社会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最优结果.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描述模型,第二节展示关于随机过程收敛的一般结果,第三节导出均衡

和扩散曲线,第四节描述最优解并与第三节的均衡对照,第五节是结论.

一、模型

我们选取了一个包含 A、B的两个可供选择的不相容标准的离散选择模型.采纳者对一单位的“好
标准(利益)”的需求无弹性.他们的偏好用参数表示为δ∈[０,１],我们称此为一个“类型”.术语δ可

被理解为决定代理人的适应成本,这是由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完善的标准而非享受他

们理想的标准所引起的,后者本已经落在δ上.也就是δ是个体与标准 A的“距离”,落在０点上;１－δ
是个体和标准B的距离,落在１上.此外,采纳者对 A或B的偏好取决于各标准享有的市场占有率,分
别用xA和xB表示.一类δ代理人对标准k (＝A,B)的偏好由效用函数k→ (１－δk)uk(xk),δA＝δ,

δB＝１–δ.函数uA和uB被定义为购买此标准的净价格①.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类型δ代理人更

偏爱标准和市场占有率的组合,当且只当它对该代理人产生一个更高的效用:
(A,xA)≽δ(B,xB)⇔
(１－δ)uA(xA)≥δuB(xB) (１)
函数uA和uB对所有代理人相同但互相之间不一定相等,满足下面这一假设.
假设１:uk(０)＝０且u’k(x)＞０∀x ≥０(k＝ A,B).
根据假设１,使用一个给定标准的人群占比越多,每个采纳此标准的个体获得的净收益就越大.换

句话说,也就是存在正的网络外部性.该假设与博弈论中关于学习和进化的相关文献相符.在所有文

章中,包括 Kandorietal．(１９９３),一个代理人从采纳一项技术中获得的收益随其他同样采纳它的人群

的比例增加而增加.但是,在这些文献中,包括在那些网络外部性的文献中,支付都是市场占有率的仿

射函数.在博弈论中关于学习的文献中,支付矩阵独立于参与者的策略(即它们影响支付概率而非支付

本身),这个假设是自然而然的.在一个标准采纳的协调博弈中它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个体收益直接取决于做出相容选择人群的比例.我们考虑了任何满足假设１的函数uk,包括凹函

数和凸函数②.
设δt

L 为时间t时的边际消费者,即对任何一个标准都没有特别偏好的人.通过公式 (１),为(１－
δ)uA(χt

A)＝δuB(χt
B),也就是:

δt
L＝ μA(χt

A)

μA(χt
A)＋μB(χt

B) (２)

我们推导出,一个代理人δ在日期为t＋１时进入市场,如果δ≤δt
L 则选择标准 A,反之选择标准

B.这类行为就被称为目光短浅,因为该代理人没有试图将他的决定融入进该标准将来会演化的方式.
实际上,当消费者面临一个新的采纳选择,他们极大地折现了未来,这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预期到了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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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价格可以是固定的或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只要净效用函数满足假设１.这不仅包括非专属标准(例如打印机键盘布局、螺纹规
格、铁路轨距和计算机文件相容格式如 ASCII),也包括很多专属标准.确实,大多数标准化博弈不允许存在多个赢家,因此价格竞争十
分激烈(即具有Bertrand类型的性质).例如,在 VHS/Beta关于录像带格式的大战中,S．J．LiebowitzandStephenE．Margolis(１９９５)证
明两种技术总以差不多相同的价格零售,以至于不能认为价格在消费者做决定时发挥了可区分的作用.

本文还考虑了异质性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不是所用人都有同样的δ),而 Kandorietal．(１９９３)考虑的是同质性的代理人.因此,
在 Kandorietal．(１９９３)的文章中,采纳策略的支付k ＝ A,B 对所有βk＞０的代理人αk＋βk适用.此外,本文考虑了所有代理人之间
的网络外部性,而 Kandorietal．(１９９３)中的相互作用是严格双边的.



汰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以极端的视角认为采纳者的心理折现因素是无穷大的.这暗示着,在过

去的条件下,他们的采纳选择是确定性的①.相反的是,决定他们的进入(采纳者的顺序)的规律是外因

的且随机的.“自然”决定了谁会下一个进入.根据一个累积分布函数被设为F()的有界密度函数

f(),采纳的候补标准分布在区间[０,１]上.
假设２:根据一个有界密度f (),δ分布在[０,１]上.
因此,一个在第t＋１轮进入市场的个体会选择标准k 的概率就是,对于标准 A,PA (χt

A,χt
B)＝

Prob(δ≤δt
L),对于标准B,PB(χt

A,χt
B)＝Prob(δ＞δt

L)＝１－PA(χt
A,χt

B).我们从假设２和公式 (２)中

推出:

PA(χt
A,χt

B)＝F( μA(χt
A)

μA(χt
A)＋μB(χt

B)
) (３)

在假设１下,概率Pt
k＝Pk(χt

A,χt
B)在标准k的市场占有率中增加(故而在另一个标准的市场占有

率中减少)是很容易检验的.这是自然的,因为个体的决定由于正的协调外部性而形成.让我们现在检

验一下,连续的采纳选择最终是如何聚集形成一个集体选择的.

二、宏观结构的产生:一个(路径依赖的)强法律定理

动态模型如下所示.时间是分散的,其范围是无限的.周期t＝１,２,指第t轮的标准采纳.
采纳者进入市场的比率是不重要的(除了注意收敛时间时);有关时间并不是指时钟的时间,而是事件的

时间.在每一轮采纳时,一个由δ鉴定的代理人根据概率密度f随机地从采纳者总体中抽出.采纳者

的顺序由外因决定的且是随机的.代理人根据各标准的现有市场占有率和他们自己的特定偏好,从各

标准中做出决定.对于在一个给定日期t＋１时的一个给定个体δ ,如果δ≤δt
L 她会采纳标准A ,反之

采纳标准B.
使 N０

l≥１为标准k(＝A,B )的采纳者的初始数.从技术层面上看,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比１大的

整数.不过为了便于分析,集中在两种情况似乎更自然:N０
A,N０

B 都很小,如引入一项新技术的两个变

体;N０
A 很小N０

B 很大(或反之),如当一项新标准开始挑战已经根深蒂固的标准.此外,设已经在时间t
时采纳标准k代理人的累计数为Nt

k,到时间t为止已经发生的标准采纳的累计数为Nt.我们认为Nt

＝N０
A＋N０

B＋t.
标准k在时间t时的市场占有率是χt

k＝Nt
k/Nt.从公式 (３)可知 ,设Pt

k 为标准k会在第t＋１轮

采纳时被选择的概率,故市场占有率的动态由下面的公式给定:

χt
k＝

１
Nt＋１　Nt

k＋１,概率为Pt
k

Nt
k,概率为１－Pt

k

(４)

设αt＝
１

Nt＋１
.那么方程组(４)可改写为以下形式:

χt＋１
k ＝

(１－αt)χt
k＋α概率为Pt

k

(１－αt)χt
k 概率为１－Pt

k
{ (５)

我们从方程组 (５)中可以推演出关于现有状态时的市场占有率的预期波动.我们得到:

E(χt＋１
k |χt

k)＝χt
k＋αt(Pt

k－χt
k) (６)

公式 (６)的解释是直观的.如果标准k被采纳的概率大于它现有的市场占有率,标准k 的市场占

有率的增长是意料之中的.否则,它的市场占有率会减少;当Pt
k＞χt

k 时,αt(Pt
k－χt

k)项为正,当Pt
k＜

χt
k 时为负.确实,如果一个标准的市场占有率比它被采纳的概率小太多,那么该标准基于平均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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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循着 GeorgeAinslie(１９７５)的研究,心理学者们已经强调了“随着收益自选择时就被延迟,收益的有效性下降”,因此挑战了一个
指数分布函数的假设.参数研究和实验甚至已经发现了适用于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双曲贴现函数.实际上,消费者并不是不变的,他们
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只能在短期内实现最优.相关文献回顾参见 Ainslie(１９９２)和 GeorgeLoewensteinandDrazenPrelec(１９９２).
关于目光短浅行为的假设的有趣讨论可见 Kandorietal．(１９９３)和 FudenbergandLevine(１９９８第４章).



的概率高于按其现有的市场占有率被选择的概率,因此它的市场占有率会增长.同理可证,如果一个标

准的市场占有率比它被采纳的概率要大太多,那么该标准的市场占有率会下降.直觉告诉我们该方程

组会在采纳概率和市场占有率相等时达到均衡.这个推测被证明是正确的.
设单位单形为Δ１＝ {(x,y);x ≥０;y≥０且x＋y＝１}.概率函数P ＝ (PA,PB)从公式

(３)中推导而得,将市场占有率的单位单形映射入概率的单位单形.我们将随机过程 (５)关联定义在

Δ１(市场占有率的单位单形)上的定率系统,它由下面加点时间导数的常微分方程 (ODE)给出:

xk＝Pk(xA,xB)－xkk＝A,B (７)
方程组 (５)的市场占有率矢量xt＝ (xt

A,xt
B)趋近于常微分方程 (７)的均衡时,定理１成立.

定理１(BruceM．Hilletal．,１９８０):
(i)假设P:Δ１→Δ１,将市场占有率的单位单形映射入概率的单位单形的概率函数是连续的.那么

市场占有率矢量xt＝(χt
A,χt

B)与概率１趋近于常微分方程 (７)的一个均衡 (χ∗
A ,χ∗

B ).
(ii)假设P将单位单形的内部映射入它自己,且 (χ∗

A ,χ∗
B )是常微分方程 (７)的一个稳定均衡(如

以常规方式定义的那样).另假设初始市场占有率(χ０
A,χ０

B)属于该单形内部.那么过程(χt
A,χt

B)趋近

(χ∗
A ,χ∗

B )的概率为正.
(iii)假设(χ∗

A ,χ∗
B )是常微分方程(７)的一个不稳定均衡.那么该过程趋近(χ∗

A ,χ∗
B )的概率不

为正.
由于定理１,研究关联的确定性系统 (７)的收敛性是充分的,不用研究随机过程 (５)的收敛性.为

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假设在这个竞争过程的开始,用户的初始累计数 N０很小(例如两个标准为成为市

场标准而竞争).于是市场占有率的变动时常大涨大跌,波动剧烈.当用户的累计数很小时,每次新的

采纳都使市场占有率猛增.然而,每次新的采纳对市场占用率变动的影响随着采纳数减少:第一个采纳

者拥有极显著的影响,而第一百万个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久而久之这会产生随机性的动态抑

制①.受质量惯性的限制,该随机过程最终由等价的确定性系统 (７)指挥.图５a阐明了这些波动和其

抑制②.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次效用函数的情况下,uA(x)＝ax２且uB(y)＝by２,且它们均匀分布,对

于在进行一个对称的２×２协调博弈[即,伴随收益:∏ (A,A)＝a,∏ (B,B)＝b,∏ (A,B)

＝∏ (B,A)＝０]的一个同质总体,等式 (７)给出了模仿者动态.那么,公式 (７)变成:̇χ＝x(ax－

(ax２＋b(１－x)２)).因此本文向连续时间的模仿者动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基础,它可以作为

包含分散时间中的异质采纳者的一个随机模型的极限生成③.
在经典博弈论中,不动点是均衡的候选.但是,不是所有的不动点都可被选为均衡:只有稳定的不

动点才符合条件.如果在点上P′
k－１≤０,常微分方程的一个均衡χ∗

k 局部稳定(否则它局部不稳定).
根据公式 (６),如果一个标准在一个均衡附近被采纳的概率大于其市场占有率,该标准会越来越多地被

采纳并会偏离均衡.这暗示着χt
k 会从一个局部不稳定的均衡偏离,并收敛至一个局部稳定的均衡④.

如果这个确定性系统只有一个稳定的不动点,均衡是可预测的.无论初始条件N０
A 和N０

B 是什么,该系

统都会收敛至这个不动点.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确定性系统有多个稳定的不动点,由于一开始的波动,
结果是无法预测的.这种情况下,取决于初始条件,结果可以更加精确.令χ∗ ＝(χ∗

A ,χ∗
B )为(７)的一

个稳定均衡.我们以B(x∗ )定义x∗ 的吸引区域,点x 的集合的常微分方程的前向轨迹被x∗ 吸引.
那么,B(x∗ )＝ {x∈ Δ１|limt→∞x(t)＝x∗ },函数x(t)表示以x(０)＝x (x 是初始市场占有率的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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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与 Kandorietal．(１９９３)中提到的变异概率的抑制相反.他们考虑的是一个静止的和遍历的模型,其中人群规模固定且每个代
理人偶尔会突变.那么,采纳每项技术的代理人比例的随机性通过突变加入到方程组中.因此不收敛.但是,通过使突变率像一个比
较静态运动一样趋近于０,并描述遍历分布的极限的特征,一项特定技术的选择是确定的.

图５a展示了标准A的随机市场占有率的发展,标准A适用于一个初始数量的采纳者＝１,＝２０,效用函数uA(x)＝１(１＋x)１．５

－１,uB(y)＝y２.标准采纳的最终数是１５００２１.时间规模是ln(t＋２１),t为采纳数.
感谢匿名评审指出了这一事实.欲知更多关于模仿者动态的详情,参见Jorgen W．Weibull(１９９５)和 FudenbergandLevine

(１９９８).
感谢匿名评审建议讨论均衡的稳定性.



量)为初始条件的等式 (７)的解.下面的定理由 Benaim (１９９９)的研究中推导得出.
定理２:令x∗ ∈ Δ１为常微分方程 (７)的一个稳定均衡,Q⊂B(x∗ )为x∗ 的吸引区域的一个紧子

集.存在一个正数k,唯一依赖于Q,因此:如果在时间T≥０时,采纳的总数是Nt＝N０
A＋N０

B,且市场占

有率矢量(χT
A,χT

B)属于 Q,那么:

Prob(lim
t→∞

χ＝χ∗ )≥(１－
２

kNT )ℓ－k/NT

定理２给出了之前描述的“质量惯性”原理的一个定量解释.如果在第T 轮的采纳时,市场占有率

接近一个稳定均衡x∗ ,没什么可以排除采纳的随机过程跳入另一个吸引区域①.但是,时间 T时的用

户累计数NT越大,这一跳跃的概率越小.

三、均衡

为了识别可能作为调整的随机过程的长期结果而产生的标准,根据定理１我们只需要研究P 的不

动点.均衡的候补是 PA(x,１－x)＝x[或者等价地,PB(x,１－x)＝１－x]的解.从等式 (３)中我们推

导出:

x＝F μA(χ)
μA(χ)＋μ(１－χ)

æ

è
ç

ö

ø
÷ (８)

长期均衡的候选是一个静态协调博弈的纯策略均衡.在一个所有人同时采纳的博弈中,如果没有

个体“会希望从那个他想得到的标准叛逃至一个不同规格的好标准,在这个(均衡)假设下他会是唯一的

叛逃者”(FarrellandSaloner,１９８６).静态博弈的纯策略均衡构成了等式(８)的静态博弈的解,检验这

一点是很容易的.特别是,PA(１,０)＝１(关于A的标准化)和PA(０,１)＝０(关于B的标准化)总是

均衡.此外,依赖于函数uA、uB和F,不相容解总是存在的.为了分析这些,我们在下面的部分里假设

代理人在[０,１]上均匀分布.
假设２̀:δ在[０,１]上均匀分布.
这暗示着每种类型的代理人倾向于平等地进入市场.在假设２̀下,等式(８)直接变为:(１－x)uA

(x)＝xuB(１－x).这使我们可以集中在由uA、uB代表的个体偏好对标准化的影响上.本着不确定性

相关文献的精神,我们引入容忍和厌恶不相容的定义.
定义１:在选择了标准 A或B之后,考虑这个选择与一个总体匹配,这个总体或者 (i)有μ的概率

每个人都使用标准 A,有(１– μ)的概率每个人都使用标准B;或者 (ii)其中有 μ％ 的人使用标准 A,
(１－μ)％ 使用标准B.如果一种对标准的态度引起一种对 (i)的严格偏好,它被称为是“不相容－厌

恶”.如果引起对(ii)的严格偏好则被称为“不相容－容忍”.导致其他情况的被称为“不相容－中立”.
协调外部性形成偏好的方式取决于个体如何协调以及为何协调.例如,在选择了一辆左座驾驶或

右座驾驶的交通工具后,该选择被发送给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中或者(i)有１/２的概率每个人都在道路

左边驾驶,有１/２的概率每个人都在道路右边驾驶,或者(ii)一半的人靠左行驶,一半的人靠右,所有的

人会选择(i).另一方面,当有一个类似的选择,Macintosh台式电脑技术对比一个相容IBM 的格式,大
部分人会选择(ii).显然,个体对不相容的态度取决于利害相关的标准的性质.

如果协调失败会令用户付出高昂代价,他们对标准化的态度会是不相容－厌恶.如果不完善的标

准化使他们面临危险,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比如海陆空交通规则和信号,用火用电规范,以及药物配方或

化学式.１８４２年的巴尔的摩大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SamuelKrislov(１９９７)回忆的那样,“综
合区域的消防部门赶来帮忙,但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因为他们的水龙带联轴器和当地设计不相容.”这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使是对较差的水管设计进行标准化,也会比不相容要好得多.另外一个例子是

１９１２年“泰坦尼克号”的惨痛损失.“加利福尼亚号”当时距“泰坦尼克号”只有几英里远,如果她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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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实,根据定理１的推断(ii),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概率为正.



“泰坦尼克号”的SOS呼救,就能挽救成百上千条生命.１９１４年在伦敦签订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决定,大型船舶２４小时都要保持无线电值班.这条规定从那时起便开始生效.
与此相反的是,当协调失败对个体的成本很小时,他们对不相容的态度是容忍的.这种情况发生在

当与一项新采纳相关联的收益随着大量采纳而停滞的时候.例子包括录像机、CD 播放器,或个人电

脑.当互补品(即录像带、CD光盘或软件)的数量很多时,用户不能从更多的新采纳中获益.在他们看

来,协调的增益是间接的,标准采纳存在规模收益递减.最后,当对一个固定的总体来说,与一项新采纳

相关的边际收益是恒定的时候,个体对不相容的态度是中立的.电话、传真或计算机网络就是这样的例

子,因为对于一对一的沟通,每个用户都同等重要.对于提供直接沟通服务的设备,采纳的规模收益不

变,这就是中立不相容的特征.
对不相容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个体的效用函数.根据定义１,容忍不相容引起(ii)的严格选择.这等

价于μkuk(１)＋(１－μk)uk(０)＜uk(μk)∀ μk∈(０,１).对所有的μk∈(０,１),这个不等式成立的一个

充分条件是uk的严格凹性.换句话说,uk的凹性表示容忍不相容.类似地,uk的凸性标志着厌恶不相

容.其实,uk的严格凸性意味着μkuk(１)＋(１－μk)uk(０)＞uk(μk)∀μk∈(０,１),这会导致(i)的严格

选择.最后,导致中性的中立不相容,等价于线性函数:μkuk(１)＋ (１－μk)uk(０)＝ uk(μk)∀ μk∈
(０,１).在下文中,我们区分这样两种情况:uA()和uB()都是凸性或线性的;uA()和uB()都

是严格凹性的.下文会证明,这个区别十分重要.

A．厌恶和中立不相容

首先,考虑效用函数是线性的情况,也就是uA(x)＝ax,uB(x)＝bx,且它们两两相等,a＝b.这暗

示着在公式 (３)中,PA(x,１－x)＝x∀x∈[０,１]:任何市场占有率的分配x∈[０,１]是常微分方程

(７)的一个稳定均衡,并且由于定理１,它还是市场均衡的一个潜在候补.当个体表示中立不相容时,且
标准是一个完美替代时,问题是退化的.下文中,我们基于它是非泛类型的从而排除了这种情况.实际

上,各标准之间总有区别.但是如果a 和b 非常类似,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等,这个均衡是唯一确定

的①.在线性的情况下,我们提出:
假设３:a≠b
当效用函数是凸性或线性时,就市场占有率而言,与新采纳相关的边际收益随着采纳者的数量增加

而提高.个体从标准化中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他们将从与一个不相容均衡相关的多样化中获利并最

终驱使分散化的调整过程向标准化变动,这是直观的.
命题１:当效用函数为凸性或凹性时,标准化随概率１发生.然而,被选中的标准不总是可预测的.

它是

A 或B,如果:

≤μ′
A(０)≤u′

B(１)μ′
B(０)≤μA(１)　　　　(AN１)

是 A如果:μ′
A(０)≻μB(１) (AN２)

是B如果:μ′
B(０)≻μA(１) (AN３)

证明(见附录 A).
当个体对不相容的态度是厌恶或中立时,存在一个拐点解.此时正的协调外部性足够强大,可以推

动分散的采纳过程向标准化运动.图１描述的就是被选中的标准所依赖的条件.
对这些条件的解释如下.条件(AN１)指明与标准 A的采纳相关的效用是,在完全相同的市场占用

率的情况下,与标准B的采纳相似.也就是说,uA(x)和uB(x)有相似之处.当任何一个标准都不比

另一个更好时,知道采纳者的行为和掌握标准的特点都不足以预测均衡.取决于初始条件和第一轮采

纳的实际情况,两项技术中的一个最终都可能变成实际上的标准.这种情况符合 Arthur(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的描述.收益增加或恒定恶化了“历史事件”,因此,其中一个标准偶然地获得一个采纳优势,它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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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a＞ b,会发生关于 A的标准化;如果a＜ b,会发生关于B的标准化.



它的领导力并最终占据了整个市场.一个极端例子是被假设３排除的路径依赖,可见于线性的情况;
(AN１)等价于a＝b①.PaulA．David(１９８５)用 QWERTY打字机键盘布局被美国国家标准取代的例

子,精妙地解释了路径依赖和锁定性质.
另一方面,条件 (AN２)意味着,对于完全相同的市场占有率,从标准 A 的采纳中获得的效用总数

总是比从标准B的采纳中获得的要大 [在条件 (AN３)下反之亦然]②.例如,在线性的情况下,(AN２)
等价于a＞b 和(AN３)等价于b ＞a.于是我们说标准 A相比标准B(分别地,标准B相对于标准 A)
有一个显著优势,因此它足够好,可以不依赖于初始条件(N０

A,N０
B)将竞争者排挤出市场.在电信行

业,这样的一个显著优势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话和电报的对比.
图２描述了在凹性假设下,下一个采纳者会选择标准 A 作为现有市场占有率xA的一个函数的概

率(选择B作为B的市场占有率的一个函数的概率是单位的补充).均衡的候补(即P的不动点)是函

u xB ( )

u xA ( )

uA (1)
u’B (0)

x0 1AN1

u xB ( )

u xA ( )
u A (0)’

u’B (1)

0 1AN2
x

u xB ( )

u xA ( )
uA (1)

u’B (0)

0 1AN3
x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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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a＝b时,依赖于“历史事件”,任何市场占有率的分配可能以均衡结束.
因为效用函数递增且为凸性,(AN２)[和 (AN３)分别]意味着连接(０,０)和 (１,(０))[(０,０)和 (１,(０))]的直线总在曲线

uA(x)[uB(x)]下方;见图１.此外,因为uB(１)≥ uB(x)∀x∈[０,１],(AN２)[和 (AN３)分别]暗示着uA(１)＞uB(x)∀x∈(０,１]
[uB(x)＞uA(x)].



数PA和的交叉点.箭头表示向均衡(稳定的不动点)的收敛.

B．容忍不相容

当效用函数在市场占有率中为凹性时,从个体角度看,采纳标准带来了利润的降低.对于固定人数

而言,接受一个新的标准带来的边际收益随着接受标准人数的上升而下降.协商失败对于标准使用者

来讲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不相容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命题２:当效用函数严格为凹时,市场占有率总是可以预测的.然而,标准化过程就不再是系统性

的.市场能够保持不相容,如果:

μ′
A(０)≥u′

B(１)且μ′
B(０)≥uA(１) (T１)

市场会基于 A进行标准化,如果:μ′
B(０)≺μA(１) (T２)

市场会基于B进行标准化,如果:μ′
A(０)≺μB(１) (T３)

证明(参见附录 A)
在容忍不相容时,分散化的采纳过程总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凹性缓冲了协调外部性,同时消

除了历史事件的影响.因而,对于给定的初始条件N０
A 和N０

B,结果是可知的.图３说明函数在不同条

件下,实际结果有所差异.
对于这些条件的解释如下:条件(T２)和(T３)等同于条件(AN２)和(AN３).当任意一个标准较其

竞争者有明显优势时,它最终会将其竞争者驱逐出市场,成为市场中唯一的标准[条件(T２)对应标准 A
明显优于标准B的情况,条件(T３)则对应标准B优于标准 A 的情况].在唱片业,激光唱片驱逐黑胶

唱片就是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面,在与条件(AN１)相似的条件(T１)下,效用函数uA(x)和uB(x)并无很大差别.当任意

一个标准不明显优于另一个标准时,个体倾向于坚持己见,而非就一个标准进行协商.这类不相容结果

的实例很多,例如日本游戏行业任天堂和世嘉,美国个人计算机中苹果和IBM,还有光碟和录音机的竞

争等等.容忍不相容意味着不相容的标准能够长期共存.图４说明了三种不同的情况,其阐释了在标

准 A处于现有市场占有率的作用下,标准接受者选择标准 A 的潜在可能性.箭头方向表示稳定均衡

状态.

C．扩散曲线

关于标准化问题的研究缺乏可靠的论证.已有文献大多从微观视角出发,本质上属于定性分析.
然而,也有例外,一篇研究新技术扩散曲线的文献就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当一项新技术引入市场

时,或许能够达到稳定的市场占有率.然而,当这种现象发生时,一段时间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会遵从

一个S型曲线(可参照 LarsNasbethandGeorge－FrankRay[１９７４]或 StephenDavies[１９７９]的论

述).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纳标准的比例会出现先凸再逐渐变凹的递增变化.就电子通信行

业而言,这个拐点通常表示为“临界物质”点.电报(参照 LuisM．B．CabralandAntonioP．N．Leite
[１９９２]对葡萄牙的研究)和电话(参照 KoichiroHayashi[１９９２]对日本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

已被观测的S型曲线不受技术或商品交易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将本文结果与经验事实进行比较.
基于此,本文研究当一项新的标准或创新成果有足够能力占据稳定的市场时的情况.通过关联驱动动

态过程的确定性系统,我们计算出扩散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命题３:与确定性系统(７)相关联的扩散曲线为S型,同时不受个体对不相容态度的影响.
证明(参见附录B).
命题３带来的问题是,依据方程(７)定义的关联决定性系统提出的扩散曲线,描述了长期过程中的

动态变化(例如,当接受者的基数非常大时),然而其并未展示出真实的随机过程中的扩散曲线,缺乏对

一个新标准接受过程的动态描述.命题３中的关联度取决于由方程(５)定义的随机过程曲线能多快地

拟合由方程(７)定义的决定性系统.
对于给定的初始市场占有率x０,假定{x(t)}≥０表示初始状态x(０)＝x０ 下方程(７)的确定性解,

{xt}t＝０,１, 表示相同初始条件下方程(５)市场占有率的随机序列.对于任意的t≥１,我们都定义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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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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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Benaim(１９９９)的研究,另一个定理提出N０ 越高,对于旧标准的拥护者越多,那么S型扩散曲

线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理论３:对于任意的a≥０和每一个T≻０,存在正的常数c１ 和c２(只取决于uA 和uB)

Prob sup
t:o≤Tt≤T

‖xt－x(Tt)‖≥a( ) ≤exp －N０ a２

２c１T
＋c２T

æ

è
ç

ö

ø
÷

换言之,理论３认为,在初始接受者的基数 N０ 不够大时,随机过程与确定路径x(Tt)在有限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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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时间间隔内都十分接近.因而,当 N０ 越大时,在随机过程中观测到S 型扩散曲线的可能性就越

大.运用数值模拟,我们可以进一步观测上述结论,如图５(a,b,c,d)所示.依照惯例,B 表示“旧”的
标准,“A”表示新的标准.市场占有率为xA,时标为lnt.结果证明,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聚合集体行

为与关于扩散曲线的经验证据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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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扩散曲线

四、福利分析

正如引言所提,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标准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类行为方

法:一种是“规制方法”,其倾向于利用集约化的行为来建立标准;另一种是“分散化的方法”,其主要依赖

市场力量建立标准.由于不相容的标准是贸易过程中的技术壁垒,因而欧盟地区更倾向于选择集约化

的方法.在欧盟国家,标准化是由法律强制规定的①.这与美国依赖分散化方式开展“自发”的标准化

存在很大差异.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就是在标准化过程中,是否有必要进行集中介入.
我们计算出社会最优市场占有率分配,并将其与分散化均衡进行比较.假设每个个体作用均等,长

期的最优市场占有率分配就会使得消费者平均效用最大化.对于给定的市场占有率x＝(xA,xB),其平

均效用可表示为:

W(xA,xB)＝∫
δL

０
(１－δ)uA(xA)dδ＋∫

１

δA
δuB(xB)dδ

通过合并表达式,我们可以得出长期最优市场占有率分配是达到消费者平均效用最大化的解决

办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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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CS)负责发布欧洲标准.当有７１％以上的人投票支持一个标准时,这一标准就会被采纳.与其他组织机
构,尤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不同的是,那些投票反对标准通过的国家,仍被强制实施欧洲标准,并要求将其纳为国家标准(更多关
于ISO、ECS及其他标准化组织的信息可浏览ISO主页:www．iso．ch[１９９９]).



Max
x

W(xA,xB)＝
uA(xA)＋uB(xB)

２ －
uA(xA)uB(xB)

２[uA(xA)＋uB(xB)] (９)

A．厌恶不相容或对中立不相容

我们很容易证明效用函数凸性表明xA 在W(xA,１－xA)上存在严格凸性.当个体表现出对不相

容厌恶或是中立的状态时,最优结果是角点解:x∗
A ＝１或x∗

A ＝０.
命题４:当效用函数为凸性或是线性的,实现标准化总是最优的.如果uA(１)≻uB(１),就应当基于

A进行标准化,反之,则应当选择B①.
这样带来的结果显而易见.在个体对不相容厌恶或是持中立态度的情况下,来源于主导性标准的

社会收益占据很大比重.这类收益超出了与解决不相容方法相关联的潜在多样性优势.因而,我们将

分散化结果与社会最优解决方案进行对比.
推论１:在中性不相容条件下,分散的标准化总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结果.相比之下,在厌恶不相

容条件下,分散化的结果未必是一个最优状态.当在(AN２)或是(AN３)的条件时,分散化的结果能够

达到最优,但可能缺乏效率.
从中,我们能够得出直接的结果.在中性不相容条件下,个体总会尝试基于主导性的技术进行标准

化.基于命题４,这种尝试是最优结果.在厌恶不相容条件下,个体总会尝试进行标准化.当一个标准

明显优于另一个标准时,就存在个体协商以选择更优方案的问题.而当标准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时,正如

在(AN１)状态时,他们就会选择次优的标准.一旦这种行为出现,就很难再调整或是转变为优标准.
借助定理２,我们可以得出由一个有固定基础的标准 N转变为没有基础的标准的可能性为１/N.N 越

高,那么替换标准的可能性就越低.美国键盘格式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用更优的 DVORAK 格式

替代原有的 QWERTY格式的所有尝试都走向了失败(David,１９８５;LiebowitzandMargolis,１９９４).

B．容忍不相容

当效用函数严格凸性时,结果就更加不确定.无论个体多大程度容忍不相容(无论其效用函数的中

央凹陷程度),总福利本身不可能为凹.外部正向协商的出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并得出角点解②.因

而,在函数uA 和uB 为微弱凹性时,存在一个角点解(T４)－u″
AuA－uBuB≤(u′

APB＋u′
BPA)２

同样的,当一个标准完全被另一个标准主导时(例如,被废弃),同样存在一个角点解.下面的一系

列表达式定义了实际的标准废弃情况③.
(T２＋)　u′

A(１)＞u′
B(０)

(T３＋)　u′
B(１)＞u′

A(０)
然而,如命题５所示,在多样性和相容性之间的最优权衡并不总是指向基于主导标准的标准化.
命题５:在效用函数凹性的情况下,当满足条件(T２＋),(T３＋)或(T４)中的任意一个时,基于主导

标准的标准化,达到最优.反之,不相容的解可能会主导标准化.
证明(参见附录C).
凹性缓冲了协商外部性,因而我们有时更倾向于选择不相容的解来充分实现标准化.当采纳标准

的收益随着标准的采纳者增加而降低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④ 标准化带来多元化的消费者的丧失,却
不能够提供相应的相容性收益.下面我们就要比较最优方案和分散的结果.

推论２:在容忍不相容条件下,当一个标准较之另一个标准有明显劣势或优势时,同时效用函数微

弱凹性时,分散化的结果是最优的.但是这一结果可能缺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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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此时,基于 A或是B进行标准化都是最优选择.
条件(T４)要求二次求导结果(左侧)不过大于一次求导(右侧)的结果.同时存在凹性和凸性的线性条件,是满足条件(T４)弱凹性

的极端情况.一个同时满足假设１和条件(T４)的严格凹性函数可表示为:uA(x)＝２０x－x２ 和uB(y)＝０．５(２０y－y２).
效用函数的凹性表明函数的斜率uk(x)总是小于连接和间连线的斜率,即(０,uk(０))到(x,uk(x)).这说明u′k(x)≤uk(x)/x

∀x∈(０,１](k＝A,B).这意味着u′
A(１)≤uA(１)和u′

B(１)≤uB(１)以致u′
A(１)＞u′

B(０)⇒uA(１)＞u′
B(０),u′

B(１)＞u′
A(０)⇒uB(１)＞

u′
A(０).条件(T２＋)[(T３＋)]分别强于条件(T２)[(T３)].他们在线性条件下相等.

例如,如果效用函数不断增长,当其达到特定的市场占有率界限时,就会出现静止而不再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一个标准
明显次于另一个[例如,在(T２)条件且不满足时],标准化就是次优选择.



证明(参见附录D).
当标准之间无明显差异时[例如,在(T１)条件下],市场保持着不相容的均衡状态,但我们也很容易

找到更适合进行标准化的情况.同样的,当一个标准明显优于另一个标准时[例如,在条件(T２)或是

(T３)下,而非(T２＋)和(T３＋)条件时],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不相容解决方案更好,市场总还是

会进行标准化.不充分的标准化或是过度的标准化都说明了同一问题.当容忍不相容出现时,分散化

的采纳过程就会倾向于忽视少数人的利益,而关注多数人对多样化的需求.

C．规制与自由放任

自由放任下缺乏效率并不让人意外,因为我们总会面对多种多样的外部影响.问题在于是否应当

选择规制来解决分散过程中的这种无效率.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因为对于选择最优方案的计划

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对个体的选择偏好有整体把握,而且需要对每个个体展现仁爱之心.尤其是在分

散经济中,信息广泛传播,唯一了解个体选择和需求的就是每个个体本身.此外,大部分人都持有利己

主义,喜欢投机取巧.在美国,相关机构在标准化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权威就是很好的例证.大部分观点

来源于那些试图通过宣传“官方标准”以促成竞争的工业代表.这些被形象地称为“迷宫”的组织机构大

量增加,引发了挤出效应.这就将标准化问题留给了市场.
在中性不相容和容忍不相容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个好的结果,因为标准的使用者总需要时间来实

验,以挑选出合适的标准.例如,个人电脑技术在１９７７年就已经引入,但直到２０年之后标准化却仍没

有完成.这与锁定效应带来的风险并不相关.事实上,人们已经能够实现从传统打字机到个人电脑、从
黑胶唱片机到光盘播放器、从电报到电话的转变.相反,很多调整者和专家错误地展现消费者的喜好与

需求,带来了相关风险.例如,据 NathanRosenberg(１９９３)回忆,１８７７年,西方国家曾有机会用１０万美

元购买贝尔的电话发明专利,然而他们却拒绝了.类似的,“马可尼发明的收音机最初被用于航行中船

岸交流”.上述例子都说明,当代社会无法预见一些创新发明未来会运用在什么领域.由于很难预料哪

些创新能够获得成功,使用者的实验过程就至关重要.欧洲标准委员会的经验证明,早期对新技术标准

化的尝试产生了不良后果.经过几个月酝酿的标准大多在正式推行之前就被废弃,为此,他们转变了策

略.对标准化,他们转向标准“表现”的方式,不再基于完全的商品设计来制定标准,而是提倡在满足质

量和安全前提下建立最少的标准.
无论何时,一旦面临重大安全问题,相关组织机构必须采取周全缜密的行动加速标准化进程,并将

其引向最好的方向.以创建于１９０６年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为例,它催生了首个

(连续网格),能够将电转化为一个更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为了推广更为安全的新技术,他们就必须说

服那些不情愿接受新事物的消费者去采用它.
当今非法药品的问题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美国国家健康数据中心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

８０％的中毒伤害死亡事件都与药品有关.“鸦片和可卡因是中毒死亡中的两个主要元凶”(公共健康报

告问题,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月).这些药品是非法的,其成分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因而导致了中毒惨剧的

发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随着假药数量的激增,不同药贩手中假冒药的成分各异,给
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然而,大多数居民都希望能够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① 例如,津巴布

韦的一项调查显示,８０％的当地人都还依赖传统的治疗方法.一方面,这是因为人民太贫穷,买不起官

方药物.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街市上流通的官方药品来源并不可靠.诸如此类问题发生的原因,可以归

结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能够与权威机构制定的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同时,这些负责制定标

准、评估一致性的国家机构力量太弱”(世界银行,１９９８).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强制性标准,尤其是保障产

品质量和安全的相关标准的保障,复杂多样的分散系统就难以正常运作.因而标准的制定是国家建设

的核心,也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４３

艾曼纽奥西奥拉、米歇尔贝南: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

①尼日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市场流通中６０％的药品都是假冒的.



五、结论

本文为分散经济中标准和规范如何出现提供了参考,尤其为将不相容的个人态度与标准演化过程

中的群体结果相联系提供了方向.一种情况是,当个体厌恶不相容时,标准化就是系统性的.同样的,
事实上我们选择的标准并不总是可预测的.分散的个体有时会决策失误而选择大多数人认同的标准.
另一种情况是,当个体容忍不相容时,采纳标准的分散化过程总是可预测的,但其会保持在一种不相容

的均衡下,并且往往很难在一致性和多样性之间达到理想协调.然而,当标准化出现时,总能够达到最

优结果.最后一种情况是,当个体对不相容中立时,基于主导标准的标准化是系统性的.与已有的实证

分析相一致,本文得出集约化行为能够产生S型扩散曲线.
不同于 Arther(１９８８)得出的结论,本文认为路径依赖并不是分散经济中的标准化问题的核心特

征.除了个体厌恶不相容和标准差异不明显两种情况之外,接受标准的过程都是可预测的.在本文中,
整体的可预测性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任何无名之辈都能够参与协商.这也与进化博弈论得出的结论

相一致.持续而短视地采纳标准引起了某种程度上无意识的集约行为的最大化.这种集约行为结构的

出现十分有趣,因为它并不由某个单一个体的意识所驱动,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本文通过总结得出,当
个体厌恶不相容时,集中介入就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失败的代价高昂,因而应当优先考虑快

速、成熟的标准化过程.另一方面,当个体容忍不相容或是对不相容保持中立态度时,个体会耗费时间

去试验标准,而选择一个非最优标准的行为将会无休无止.为取得更早的标准化而在标准选择上冒险,
这将无法提升社会福利.当不需要考虑强制性协商或安全问题时,依靠分散化的方式选择标准是更

优的.
作为本文的延伸,进一步的研究将分析个体行为对人口概率分布标准化的影响.同时,将研究更多

标准出现状态下,不相容标准的竞争问题.

附录A:命题１和命题２的证明

平衡候补———在假定下,xA ＝１和xA ＝０都是方程(８)的解.当且仅当x∈(０,１)时,H (x)＝
uA(x)

x －
uB(１－x)

１－x
方程也存在角内解.当uA(x)和uB(y)为凸性时,H(x)不断增加;当uA 和uB 为

凹性时,H(x)不断减少.这就等价于limx→０H(x)＝u′
A(０)＝uB(１)和limx→０H(x)＝uA (１)－u′

B(０)
有相反结果.在线性条件下,H(x)＝a－b,当且仅当a＝b时才存在无数多个角内解.这种情况已经

在假设３中被排除.基于我们在条件(AN２)(AN３)和(T２)(T３)下分别得出的结果,我们很容易推断出

条件(AN１)和(T１)下的结论.

稳定性———在单维设定下,若函数G(x)＝
uA(x)

uA(x)＋uB(１－X)－x 在均衡点的导数为负,则均衡

是局部的均衡(即某些部分是不稳定的).换言之,当xA＝x∗
A ,P′

A－１＜０成立时,均衡x∗
A 达到局部均

衡.我们很容易证明在条件(AN１)和(AN３)下存在稳定的均衡x∗
A ＝０,而在条件(AN２)(T１)和(T３)

下均衡不稳定.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证明在条件(AN１)(AN２)(T３)下均衡x∗
A ＝１稳定,但在条件

(AN３)(T１)(T２)下均衡不稳定.对仅在条件(AN１)或(T１)下存在的内部均衡x∗
A ＝xl∈(０,１)(x∗

B ＝

１－xl),我们可以得到G′(x)|x＝x′ ＝xl
(１－xlu′

A(xl)＋xlu′
B(１－xl)

uA(xl) －１.在条件(AN１)下,我们可以

得出:G′(x)|x＝x′ ≥０;在条件(T１)下,可以得出:G′(x)|x＝x′≤０.在条件(AN１)下,内部均衡不稳定;而
在条件(T１)下,内部均衡稳定.上述结论在图２和图３中有详细说明(当概率密度函数在均衡点斜率

为正时,均衡是不稳定的,反之即稳定).
附录B:命题３(扩散曲线)
假定标准 A为一项创新产物,函数为凸时,我们在条件(AN２)下采用标准,函数为凹时,我们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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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T１)或(T２)采用该标准.假定x∗
A 表示标准 A在均衡中占据优势时的市场占有率[例如,在(AN２)

和(T２)条件下,x∗
A ＝１;在(T１)条件下,x∗

A ∈(０,１)].假定x(t)表示标准 A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占有

率变化的扩散曲线.从初始引入标准时的０,x(t)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最终向收敛x∗
A ＞０.由于在

(AN２)条件下[对(T１)(T２)分别讨论],对所有的０≤x≤x∗
A ,PA 始终大于x(见图２和图３).因而,我

们从方程(７)中推断出x′(t)＝PA(x,１－x)－x＞０,扩散曲线x(t)递增.

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图形.图形依据获得x″(t)＝x′(t)(dPA(x,１－x)
dx －１).由于x′(t)＞０,扩散

曲线的凸性或凹性取决于
dPA(x,１－x)

dx －１∀x≤x∗
A 的值.在(AN２)条件下[对(T１)(T２)分别讨

论],扩散曲线x(t)存在拐点t̂.当满足
dPA(x,１－x)

dx ＝１时,达到拐点值.假定x̂＝x(̂t)能够反映t̂,

它表示满足PA 时平行于二等分线的点.那么x̂＝x(̂t)∈(０,x∗
A ),我们就能够推断出t＜̂t对x″(t)＞０

且t＜̂t对x″(t)＜０,表明函数t→x(t)是S型曲线.该结论在图５中有所说明.
附录C:命题４的证明

在条件(T２＋)下[(T３＋)],函数
uA(xA)＋uB(１－xA)

２
在xA 上增加(相应减少).当xA ＝１(xA ＝

０)时达到最大值.由于W(xA,１－xA)＜
uA(xA)＋uB(１－xA)

２
对所有xA ∈(０,１),W(xA,１－xA)＝

uA(xA)＋uB(１－xA)
２

对所有xA ＝０或xA ＝１,因而最优结果是一个角点解,即在(T２＋)条件下的

x∗
A ＝１,在(T３＋)条件下的A∗

A ＝０.当uA 和uB 为凹性时,W(xA,１－xA)不可能为凹.凹性所需的值

dW
dxA

不断减少,在此条件下,dW
dxA ０

＝
－u′

B(１)
２ ＜０＜

dW
dxA t

＝
u′

A(１)
２

存在.这个结果也可能是凸性的.

假定d２W
dx２

A
＝

u″
AuA＋u″

BuB

(uA＋uB) ＋
(u′

AuB＋u′
BuA)２

(uA＋uB)３
é

ë
êê

ù

û
úú －

u″
Au３

A＋u″
Bu３

B＋uBuA(u″
AuA＋u″

BuB)
２(uA＋uB)３ ,条 件 (T４)和

u″
k≤０表明d２W

dx２
A

≥０.最优结果是一个角点解:即x∗
A ＝１或x∗

A ＝０.当条件(T４)不令人满意时,社会

福利函数既不为凸性也不是凹性(此处该问题并不承认有总体分析方法存在).这样就可以发现标准化

在某些情况下不再是最优结果.例如,假定uA(x)＝uB(x)＝Kx－x２,K＞２,我们很容检验W(１/２,

１/２)＝３/８(K－０．５)＞W(０,１)＝１/２(K－１)对于K＜２．５,当时K∈(２,２．５),标准化由一个不相容的解

主导.
附录D:推论２的证明

由于(T２＋)条件[(T３＋)]意味着(T２)条件[(T３)]下,当(T２＋)和(T３＋)令人满意时,市场结果

(标准化)时有效率的.类似的,由于(T４)条件下最适宜进行标准化,因而当(T４)与(T２)或(T３)同时存

在时,市场结果也是有效率的.然而当上述任何一种条件都不存在时,那么市场结果就是无效率的.
例如,假定uA(x)＝uB(x)＝Kx－x２,K＞２,我们很容易检验在此种表述下,条件(T１)令人满意,

因而市场能够保持不相容均衡:x∗
A ＝１/２,x∗

B ＝１/２.然而如果同时存在L≥２＋ ２,在条件(T４)下,进

行标准化是更优的[由于条件(T４)下,不等式左侧在xt
k＝１/２时最小,只要 K≥２＋ ２,u′(１/２)＝K－

１≥[２x(K－x)＋２(１－x)(K－１＋x)]０．５是条件(T４)的充分条件].更让人惊讶的是,当保持多样化更

适宜时,市场能够自发进行标准化.假定uA (x)＝u(x),uB (x)＝βu(x),同时u(x)＝∫
x

０
v(xdx 且

v(x)＝ １－ε
２a

(０．５＝a－x_＋１,x∈[０．５－a,０．５＋a]{
其中,a 和ε都为正,且趋向于０.当时,当x＜０．５－a≈０．５,函数斜率为１;当x＞０．５＋a 函数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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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于ε≈０.由于效用函数与标准k(＝A,B)相关联,且在其市场占有率刚达到xk＝１/２时停滞,那

么从社会福利视角来看,当ε＜β＜≈
１
２

时(或１
ε＞β＞

u(１)
u′(０)当),依据两个标准分割市场是更适宜的选

择.但是尽管如此,标准化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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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加值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回顾与展望∗

田成诗　陆卓玉

摘　要: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文献有很多,但从增加值率角度对经济增长质量内

涵与评价标准的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尝试从增加值率角度回顾和审视中国经济

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进展,对国内外增加值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评述了增

加值率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归结了增加值率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宏微观应用

以及增加值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增加值率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中的作用

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增加值率;经济增长质量;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政府鼓励全民创业,中国经济已与以

往产生了明显区别.当前,我国迫切需要从综合角度提升经济,由以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转变为,在适

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逐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更需要一

个综合指标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中国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这个指标

就是增加值率.

一、增加值率的涵义

新常态下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由关心经济发展速度转变为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多数学者认为,
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是个综合问题,需要多角度的考虑和综合评价.本文通过对增加值率和经济增长质

量相关文献的全面梳理,尝试从增加值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
增加值率为增加值与总投入之比,即单位总投入中包含的新创造的价值量.如表１所示,若中间投

入用 U表示,增加值用 V来表示,总投入X等于中间投入与增加值之和,则增加值率的计算公式为:

增加值率＝
增加值
投入

或R＝
V
X

由公式可以看到,在总投入X保持不变时,单位附加值越大,意味着增加值率越高.或者说,单位

总投入中所包含的新创造价值越大,那么增加值率就越高.
表１　投入产出简化表

部门
中间使用

１　２　　n
最终使用 进口 总产出

中间投入

１
２


n

U Y －M X

增加值 V
总投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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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

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国外几乎没有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文献,确切地

说,国外学者并没有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概念区分,他们将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经济增长

质量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是伴随着经济数量增长而增长的.

M．M．Postan(１９５３)在«经济增长»一书中总结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他认为,二战前,西方经

济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周期和与短期均衡相关的问题,二战后开始转向长期问题,研究长期趋

势及经济增长与衰退.国外经济增长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上.MichaelA．
Conte和 AliF．Darrat(１９８８)基于 OECD国家,就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的扩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

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率有一个混合影响,对一些国家产生积极作用,对另外

一些国家产生消极作用.从整体来看,对于大部分的 OECD国家来说,政府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对经

济增长率产生显著作用.PaulS．Segerstorm(１９９１)通过建立经济增长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努力提

升产品质量的公司与只是复制其他公司产品的公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创新对

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只有当创新影响的强度超过临界值时才会显示出强化福利的

作用.W．PaulStrassmann(１９５６)与BradfordCornell(２０１０)分别从股权投资和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影

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卡马耶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阐述了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

个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总和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数量增长与产品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不仅包含了物

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增长,还包括社会生产效率与消费者消费效果的提高.
托马斯在«增长的质量»一文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增长质量

是对经济数量增长的一个关键性补充,例如,机会的公平分配、经济管理制度的设计、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等.他在对各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估时考虑了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福利、教育、资本市场抵御全球

金融危机的能力以及腐败问题.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其主要原因是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RobertJ．Barro(２００２)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数量增长密不可分.他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各

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数量增长总是伴随着经济质量的增长.证据是,随
着经济数量的提高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伴随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及腐败的

减少.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是由张培刚于１９９２年提出的.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更多学者开始关注

并研究经济增长质量.但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与测度,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我们可以从表２清楚

地看出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同观点与认识.
由表２可见,大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含义比较广泛的指标,评价经济增长质

量时需要考虑许多方面: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等.但由于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定义不够精确,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界定并不明确,因而导致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

标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同时,尽管对指标体系建立的定性研究较多,但对指标体系的实用性与可

操作性的研究却屈指可数.由于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使得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

往往不具备可比性和说服力,政府难以采纳学者的意见,大大降低了研究的实用性,使得经济增长质量

的评价指标体系至今还继续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降低了服务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参考价值.在此背景

下,我们认为,或许单项指标更能体现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优势.
国外研究最集中的观点是,经济数量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是

建立在经济数量增长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质量是数量增长积累的产物.尽管我们已经从教育、福利、环
境等多角度考虑经济增长质量,但在进行最终分析时还是要回到数量指标上来,这些指标与经济质量密

不可分,最终分析框架还是利用经济数量增长的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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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文献的指标内涵与测度

作者(年份)
测度方法

测度性质 具体方法
指标内涵范围

张培刚(１９９２) 定性 人口与就业、生态环境、收入分配、通货膨胀

张培刚(１９９９) 定性 人口与就业、生态环境、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可持续发展

李周为(１９９９) 定量 指标体系评价法
宏观经济效益、经济结构、规模化经营、科技水平、市场化

水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积业(２０００) 定性
投入产出质量、生产要素组合质量、生产要素效率质量、
再配置质量、有效需求扩大

梁亚民(２００１) 定性
建立一个包含２１项指标组成

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增长方式的集约性、增长过程的稳定、协调和持续性、增

长结果带 来 经 济 与 社 会 效 益 显 著 提 高、经 济 增 长 潜 能

增强

单　薇 (２００２) 定量 建立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

戴武堂(２００２) 定性
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

量、收入差距

李变花(２００４) 定性
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技术 进 步、环 境 保

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和经济稳定性

冷崇总(２００８) 定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充分性、稳定性、创新性、协调性、持

续性和分享性

李俊霖(２００６) 定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充分性、稳定性、创新性、协调性、持

续性和分享性

李延军(２００６) 定量
基于因子分析的经济增长质量

综合评价模型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经济增长效益

刘海英(２００６) 定量
基于因子分析的经济增长质量

综合评价模型
投入产出效率、经济增长成本、资源消耗、环境保护

马建新、申世军
(２００６) 定量

基于因子分析的经济增长质量

综合评价模型

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

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

王 君 磊、王 兆

凯、杨晓明
(２００７)

定量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经济增长质

量综合评价模型

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过程、经济增长结果、经济增长

潜力

钞小静、惠　康
(２００９) 定量

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进行

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

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的分配以及资

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

赵春雨(２０１２) 定性 从效率角度出发考虑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结构变迁

　　因此,从某个经济增长的单一数量视角来研究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便具有一定的实证意义:①可以有

效地解决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得学者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

失去可比性与可信性的问题;②可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③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虽然可以从更综

合角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但指标体系的运用需要考虑到很多实际因素.许多地区可能因为统计技术

的原因无法提供完整的统计数据,同时,由于技术上的差距也会导致数据产生不可比性.但若从某个经

济增长的单一视角来研究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便可以大大降低统计技术上的问题,从而使结果更加准确

且具有可比性.

三、基于增加值率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在明确了增加值率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基于增加值率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增加值率下降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在下降?

(一)基于增加值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国际比较

从宏观上来讲,增加值率用来进行国际比较具有优势:用增加值率进行国际比较不受汇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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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将增加值率应用于国际比较上,认为增加值率是可以反映或者从某个角度反映一国经济增长质

量的正指标.
沈利生、王恒(２００６)将中国２０００年的增加值率与同期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增加值率进行了比较.从比较结果来看,我国增加值率只有发达国家的二分之一,这说明,为了获得相

同的产出我国需要投入高于发达国家一倍的生产资料.虽然我国 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

经济体,但这些成果获取的同时,也付出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的代价,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任务紧迫.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还存在

着明显的差距.但这一差距,也显示出我国经济今后所具有的发展潜力.
(二)基于增加值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纵向比较

纵向观察中国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的增加值率,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增加值率是相对

较高的.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我国增加值率在０４８－０４４之间波动,该数值与同期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相

近.但随后,我国增加值率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于２０００年下降到了０．３５８６.沈利生、王恒(２００６)根
据这２０年的中国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推测认为,中国增加值率进一步下降的概率很大.增加值率的下

降说明,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增长质量下降的驱动机制.
作为参考,作者同时研究了英国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的增加值率,发现英国增加值率表现相当平稳.这

说明,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其产业结构经过长期调整后,已经较为稳定,故增加值率较为稳定.反观我

国,增加值率之所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二产

业急剧膨胀使得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三)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

资的引入.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推动作用,这种大量利

用外资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到作用是显著的.但需要考虑的是,FDI模式是否对我国经济

增长质量起到改善的作用.汪春(２００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较高,一般认为,FDI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一般企业,但作者通过比较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内资企业与FDI企

业的增加值率,却得出了FDI企业的增加值率普遍低于内资企业的结论.即 FDI企业的投入产出率

低,从而拉低了内资企业的总体投入产出率,无形中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将增加

值率应用于宏观经济,可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四、分产业的增加值率研究

增加值率可以用于分析一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效益,进而反映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可

以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延伸到各产业部门,考察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率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以及与

产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联.
(一)工业增加值率

通常将增加值率作为反映经济增加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利用增加值率指标来反映工业经济效

益或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时不能单纯地认为:工业增加值率低的地区的经济效益差.
牛凌云(２０００)对用工业增加值率反映地区工业经济效益,工业增加值率越高则说明该地区生产消

耗越低,经济效益越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通过比较１９９８年全国各地区的

工业增加值率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排在全国前五位的省市自治区是西藏、云南、黑龙江、新疆和内蒙古;
排在后五位的是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天津,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情况.作者针对这一问题对影响地区

工业增加值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除了中间消耗外,部门结构与专业化分工也会对地区增加

值率产生影响.因此,在利用工业增加值率对地区工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时要慎重,进行比较时要保证

产业部门结构和专业化分工相似,否则会出现较大的误差,误导宏观政策制定.蔡涛(２０１２)在«工业增

加值率反映经济效率的证伪»一文中也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通过对工业增加值率进行弹性测算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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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析,证明了工业增加值率下降反映经济效率下降是一个伪命题.
王金照、王金石(２０１２)研究了工业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将我国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与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的工业增加值率进行比较发现,各国工业增加值率差别显著,且排名顺序

稳定,美国始终远超日本位于工业增加值率第一的位置,之后依次是日本、英国、德国、中国和印度.影

响各国工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不同产品的附加值不同,附加值高的产业在总

体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拉高了总体增加值率;相反,如果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较大,则会拉低总体

的增加值率.国际分工则决定了增加值率高的生产环节在哪个国家生产,在经济全球化中,垄断更多增

加值率高的生产环节的国家显然会有更高的工业增加值率.作者认为,造成各国工业增加值率出现如

此大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分工.相比一般零部件生产、原材料生产、组装与总成环节,研发、设计和

关键零部件制造环节工业增加值率明显要高.目前,国际分工主要将工业增加值率较低的环节转移到

了发展中国家,本国则重点关注工业增加值率高的环节的发展.从全球看,产业链中工业增加值率最高

的产品设计和研发环节几乎被美国垄断,这也是美国工业增加值率远超别国的关键原因.
(二)制造业增加值率

郭克莎(２０００)与顾薇薇(２００８)在对制造业生产效率进行国际比较时均使用了增加值率作为比较依

据之一,并且分行业对结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说明.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偏

低,其中饮料、烟草、石油加工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率相差较小;纺织、服装、皮
革制品、化学工业、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气机械、专业和科学设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

集型产业的增加值率相差较大.但之前的文献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没有多作说明.宋浙文(２０１２)对
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认为影响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有:从生产法核算角度来

看,增加值率与生产要素价格、产品售价呈正相关;从分工程度来看,分工程度越高、技术环节越细分、产
业链越长,增加值率越低.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制造业增加值率与工业增

加值率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一国各行业增加值率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值率高的行业产值占比越高,制造

业整体的增加值率也就越高;从产业技术角度来看,产业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也是提高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关键;此外,还有品牌效应和国际产业转移效应等.

(三)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高技术产业一般代表着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因此,增加值率比较适合对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益进行

评价.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相关的文献相对比较多,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研究也更为细致.当然,
这些研究对增加值率的其他应用也更有借鉴价值.

早在２００３年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结束后,杜希双就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收益率并不如

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高,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出收益率偏低,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能力较差,产业关联

度低,同时对外资存在较为严重的依赖性的特征.他认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尽快改善这一现状,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仅以增加值率就判定我国高技术产业收益率偏低的做法.他们认为,利用增加

值率这一单一指标衡量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益是存在问题的.柳卸林、张杰军(２００４)研究发现,我国制

造业的增加值率高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同时,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低于欠发

达地区的增加值率,这个结果显然与事实不符,我们不能单单依据增加值率指标就判定我国高新技术产

业收益率偏低,若要比较产业发展状况应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更综合的指标.朱振锴、项歌德(２０１２)也同

意这一看法,并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例,具体分析了造成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偏低的原因:高新技术产

业的产值与增加值率呈反比,高技术产业中产值比重越大的行业增加值率越低;高技术产业的所有制结

构也对增加值率产生影响,增加值率由大到小有一个大致的顺序,依次是国有企业、内资企业、港澳台资

企业、外资企业,所以外资比重较大的上海企业反而增加值率更低;上海高技术产业以外资低端贸易为

主,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附加值较低,从而拉低了整体增加值率;R&D投入强度不同也是导致上

海等发达地区增加值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内资与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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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研究了 OECD国家和美日韩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的变化特点与影响因素,希望对我国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所启示.高莉(２０１０)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 OECD十七个成员国的高技术产

业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R&D强

度不够.伍文浩(２０１２)分析了美日韩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变化特点:各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

均有下降的趋势,但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出现会使增加值率回升;拥有核心技术较多的国家的增加值

率更高;创新水平高的产业的增加值率更高.
(四)从产业生命周期看产业的增加值率

通过对分产业的增加值率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产业的增加值率出现了不尽相同的特征.本文认

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不同.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一个产业都会经历一个由诞生到发展,再到繁荣,并最终走向衰败的过

程.当该产业处于最初诞生的时期,由于技术不发达,市场规模较小,此时的产品研发费用较高、销售量

较小,即产业整体投入高、产出低.此时,产业整体的增加值率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当该产业进入

发展期与繁荣期后,前期投入的大量产品研发费用开始发挥其后续作用.此时,市场已经打开,并处于

不断扩张的趋势,产品研发费用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可以进一步压缩成本,扩大利润,故该产业

增加值率相对较高.当该产业进入衰退期,随着产品的淘汰,产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并最终被

其他产业所代替,在这一阶段产业增加值率也会变小,并随着产业的消失而消失.
霍国庆、王少永和李捷(２０１５)研究发现,不同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类型不同,而不同国家相同产业所

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也可能是不同的.这些因素都会对分产业的增加值率比较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对待

分产业的增加值率比较结果时,我们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确定影响结果的主次因素,再
对结果进行分析并做出最终的结论,并不能单纯根据增加值率低,便认定该产业的经济增长质量较差.

五、增加值率能否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争议

从已有文献看,对增加值率作用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种从微观角度来应用增加值率,将其

作为比较各部门或产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依据(牛凌云,２０００;郭克莎,２０００;柳卸林、张杰军,２００４;
顾薇薇,２００８;伍文浩,２０１２;宋浙文,２０１２).另一种观点是从宏观角度来应用增加值率.他们认为,增
加值率是从总体上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指标.当然,增加值率也是一个经济增长质量

的指标(沈利生,２００６;汪春、傅元海,２００９;刘瑞翔,２０１１).从宏观角度应用增加值率的学者们的观点较

为一致.他们认为,增加值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高低,且增加值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可以说明一

个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从微观角度应用增加值率的学者们在具体应用增加值率这一指标时则

发现了明显的问题,牛凌云(２０００)在关于工业增加值率的研究中发现,发达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率反而小

于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率,这是十分不合情理的,因此,对用工业增加值率来衡量工业经济发展质

量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上(郭克莎,２０００;顾薇薇,２００８;柳卸

林、张杰军,２００４;朱振锴、项歌德,２０１２).
从宏观角度来看,通过由沈利生、王恒(２００６)的研究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增加值率普遍比发展中

国家要高,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增加值率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确实要比增加值率低国家的经济

增长质量要好的结论.且英国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的增加值率的变化情况也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增加值率

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

较为平稳的状态,其增加值率相对稳定.这也侧面说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想要进一步提高

增加值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会变得十分困难,可能需要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或者国民经济稳步综合发展作

为进一步的支撑动力.
从微观角度来看,由王金照、王金石(２０１２)关于工业增加值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较长的

时间范围内,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的排名几乎是不变的,美国始终稳居第一,其后是日本、德
国等国.这个结果说明,工业增加值率与经济总体增加值率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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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同时一个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增加值率的反超也相对比较困难.根据各个国家的增加值率的

排名可以反映各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情况.牛凌云(２０００)虽然发现了发达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率小于欠

发达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率这个事实,但在对地区工业增加值率进行分析后发现,地区之间增加值率比较时

需要考虑部门结构和专业化分工的问题,不然会存在其他因素的干扰使结果出现偏差.由此我们也可以

证明,在微观方面,增加值率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也确实比增值率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要好.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增加值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技术

进步、产业在国际化分工中所处的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增加值率的变化.由于增加值率是

个综合性指标,所以,在用于分析一个经济体时的指标综合性最强,将增加值率用于分析单个产业或者

进行地区间的产业效益比较时,由于分析面的缩小,使得增加值率指标的综合性减弱,这时指标很容易

受到某个特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分析结果出现较大的偏差.

六、影响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

增加值率无疑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详细说明增加值率具体反映的是哪些因素的

综合.本文通过对增加值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五点.
(一)三次产业结构

沈利生(２００９)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分析了总体增加值率与产业增加值率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

究发现,三大产业中第一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率相对较高,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率较低,所以处于工业化

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第二产业占比重较大,增加值率普遍较低且有下降的趋势.相反,已经完成工

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则是第一产业占比极低,第二产业比重比第一产业稍高,第三产业占绝

大部分比重,所以发达国家的增加值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沈利生、王恒(２００６)在研究中国增加值率

的历史变化时发现,我国的增加值率一直在变化,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例如英国的

增加值率变化很小.这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比较稳定,其增加值率也较为稳定,我国还处于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这也是我国增加值率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

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不断完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增加值率随之提高.但实证分析结果

显示,随着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增加值率随之下降.导致这样出人意料的结果的原因有很多.首

先,对于一个确定产品而言,增加值是几乎固定不变的,而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会导致中间投入增高,这
就使总投入增加从而降低增加值率.牛凌云、窦丽琛(２０００)发现,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总产值中产品

转移价值被重复计算的次数就越多,这使得总产值增加,增加值率下降.
(三)国际化分工中所处的位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化分工也越来越普遍,但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远不止我们经常提

到的全球受益.从国际化分工对增加值率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产业链上的不同分工位置的增

加值率有明显的差别.王金照、王金石(２０１２)研究发现,一般零部件生产、原材料生产、组装与总成环节

的增加值率远低于研发、设计和关键零部件制造环节的增加值率.例如,在半导体产业的产业增加值率

上美国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究其原因,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几乎垄断了半导体产业中增加值率最

高的产品设计和研发环节.而这种情况不仅仅只存在于半导体产业,类似情况在化工、机电和汽车等行

业中也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关键技术的世界贸易中,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产

业链中增加值率最高的部分,同时将增加值率低、耗能高的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也是我国增加值

率难以超越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
(四)进口中间产品使用情况

沈利生、王恒(２００６)研究表明,国内中间产品的贡献率大于进口中间产品,国内中间品的增加值是进入国

民经济流通体系内的,而进口中间产品是在境外实现其增加值率,这部分增加值不进入我国国民经济流动体,
因此,一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产品包含进口中间产品越多,对其增加值率越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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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创新水平

产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对增加值率来说至关重要.伍文浩(２０１２)观察发达国家的产业增加值率的历

史进程发现,增加值率存在下降趋势,而唯有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会使增加值率回升.产业革命和技术

变革是由一点点产业创新积累来的质变.从行业角度看,创新水平高的产业增加值率比创新水平低的产

业高.同时,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垄断产业链中增加值率最高部分的根本原因也是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具

有绝对优势等,提高产业创新水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各产业增加值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的现状.
(六)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

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其增加值率的大小也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处于发展与繁荣阶

段的产业,其增加值率较高;而处于初始与衰落阶段的产业,其增加值率较低.分析产业生命周期对分

析一个产业的发展情况与其经济效益至关重要,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展与繁荣阶段的产业越多,一
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也越好.

七、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展望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增加值率测度的经济增长质量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

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将对增加值率视角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对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

(一)增加值率与传统指标体系视角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相同点

首先,两种方法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都可以同时反映多个方面对经济增长

质量的影响.传统指标体系反映的经济增长质量,其综合性随指标体系的扩展而扩展,内涵广泛;当然,
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前文分析可见,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

长质量主要受国家三次产业结构、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国际化分工所处的位置、进口中间产品使用情

况、产业创新水平、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次,这两种方法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都可以对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虽然传

统指标体系反映的经济增长质量可能缺乏权威性与可比性,但并不能否认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对

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通过以上论证可以证明,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同样

可以对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
(二)增加值率与传统指标体系视角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异同点

第一,传统指标体系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概念,定义的边界不够明确.传统指标体系经济增长质量

尝试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测度经济增长质量,但学术界对“全面”的边界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目前还没

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强的指标体系,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实用性弱.而增加值率

视角下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边界明确,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仅可比性强,实用性也更好.
第二,传统指标体系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概念涵义更广泛.传统指标体系经济增长质量利用由多种

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因素,还可以包含政治、社会、环境

等因素.增加值率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相比之下含义更为狭义,它仅仅包含了各种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

质量的影响,无法像传统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一样还考虑到了环境与政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第三,增加值率视角下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按产业、地区进行随意拆分,例如,可以对国家间经济

增长质量进行比较,也可以针对某一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间进行比较,或者进一步缩小范围对一个省

份内部各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增加值率视角下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根据需要对地区与产

业进行组合拆分,更加细致地分析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而传统指标体系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则很难像增加值率视角下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那样随意拆分,也难以对产业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
(三)增加值率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更佳

通过以上对增加值率视角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增加值率定义的

经济增长质量更像是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其所代表的含义中仅仅包含了与经济相关的因素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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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质量的影响;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中不仅仅包含经济因素影响,还包括政治、社会、
环境、制度等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相比之下,增加值率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更加符合“经济增长质

量”一词,传统指标体系测度则更加偏向于“增长质量”的概念,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各个方面的

进步定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并非是否认政治、社会、环境、制度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增长具

有影响作用,相反,在一个经济体中,各种因素均处于一个大的综合系统之中,各种因素均会对彼此产生

影响,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必然会受到政治、社会、环境、制度的影

响,但这些因素终究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状况的概念,其主要目的还是对经济增长的状况进

行衡量,虽然政治、社会、环境、制度等的健康发展也同样重要,但要衡量这些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
非仅仅是在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时加入环境、制度的几个指标就能说明的,我们需要更加完整的环境核算

体系、更加完善的政策制度评价体制来分别对环境、政治等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四)基于增加值率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未来展望

我国经济现已进入新常态,经济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

期“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在本阶段,GDP的增长速度不再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就业问题、经济结

构调整问题开始被更加看重.GDP增长速度不再保持高速增长,政府希望也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个

中高速度,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GDP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２０１３年,我国服务业

增加值首次超过工业增加值,我国的产业格局已经与之前有了本质的区别,这说明新常态的背后代表着

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改变与制度环境改变.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已经出现了本质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前所做的研

究是否还继续适用,中国如今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到底如何,相比之前高速粗放式发展是否有所

改进与变化,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是否可持续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在新常态下

探索新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增加值率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可操作性与可

比性更强,更适合服务政府,为其提供有关宏观调控信息;增加值率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反应灵敏,同时由

于不会受国际汇率影响,更加适合进行国际比较.笔者认为,在新常态下基于增加值率的中国经济增长

质量的研究更加有意义,也更加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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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产能过剩还是技术进步?∗

徐文舸　龚　刚

摘　要:文章从产能过剩与技术进步的衡量方法入手,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全国和省际

的维度上进行了全面考察.结果显示,自２０００年之后,不管是全国还是各省,其产能利用率和全

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都是相类似的,即产能利用率不断下滑,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有所增加.
这说明中国高投资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导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因此,为解决

产能过剩以及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等问题,中国就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文

章据此提出减少政府对社会投资的干预、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偏差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１０％的速度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林毅夫

等,１９９９).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学界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总体而言,中国模式是

以要素大规模投入(特别是资本大量累积)为主,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

定课题组(２０１０)的研究结果显示,在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间,中国资本累积平均增长率为１０％,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７０４％,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增长只有２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１９７％.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却有很多的质

疑,特别是伴随着持续的高投资率,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投资效率不足.我们

通过汇总东亚经济体在各自高增长时期下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指标后发现,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

东亚各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并且该指标在近些年的数值越来越大(见表１).这无疑表明,中国有很多投

资都是缺乏效率的.
表１　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比较

经济体的高增长时期 投资产出比(％) 产出增长率(％) 增量资本产出率(％)
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４) ３９．３ ９．７ ４．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３７．６ ８．３ ４．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４０．９ ８．７ ４．７
日本(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３２．６ １０．２ ３．２
韩国(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２９．６ ９．２ ３．２
台湾(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２１．９ ８．０ ２．７

　　注:增量资本产出率等于投资产出比与产出增长率的比值,若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值越小,则投资就越有效率.

数据来源:Kwan(２００６).

由此可见,产能过剩与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王立

国、高越青,２０１２;付才辉,２０１５).正因为如此,本文从这两大议题入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

题,以期更好地认识和引领中国经济进入到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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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能过剩

关于产能过剩,是指实际产出远未达到现有生产能力的产出水平,属于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一种

经济现象.一般而言,产能过剩属于经济学上的中观概念,常用于刻画行业的问题.比如,像重化工业

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并且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等特征,一般也就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的问

题.不过,在中国高投资模式下,产能过剩问题又往往具有宏观总量上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某几个

行业.事实上,无论是钢铁、水泥、煤化工和电解铝等传统行业,还是风电设备和多晶硅等新兴行业,当
前中国几乎整个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王立国、高越青,２０１２).

对于产能过剩的衡量,一般采用实际产出与设计生产能力的比值,也就是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因为中国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按美国产能利用率的历史均值８０％作为

判别标准,低于８０％便视为产能过剩,并且该值越小则表明产能过剩的程度就越严重①.从目前对产能

利用率的研究来看,正是由于缺少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权威数据公布,因此导致各种良莠不齐的测算结

果,低的产能利用率不足４０％,高的产能利用率则超过１００％,有的甚至还达到３７１９％(韩国高等,

２０１１;杨光,２０１２).可见,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和失真,亟待进一步改善.
(二)技术进步

在概念上,技术进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进步只反映所用技术水平的提高,即生产可能

性曲线向外扩张,也就是一种物化式技术进步;进一步地,广义的技术进步还包括生产技术效率的改善,
从原有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内部向边界移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１０).换言之,前者是对

机器设备的更新,而后者则是对现有机器设备使用状况的改进.对于中国前３０多年的技术进步而言,
更多还是表现为更新机器设备的物化式技术进步(林毅夫、任若恩,２００７;王小鲁等,２００９).一方面,相
较于发达国家的原创技术,作为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其往往会采用失败风险较小的引进模仿的方式来

实现技术进步,最直接的途径便是从国外大量进口和投资机器设备(万光彩等,２００９).另一方面,基于

大量资本的形成,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也促使技术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而得到提高(中国

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０６).
衡量技术进步最为广泛使用的指标便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该指标

最早是由Solow在１９５７年提出,其认为在产出增长中剔除要素投入的部分,剩下的余值就属于“技术进

步”.尽管该余值还包括制度等其他因素的部分,但是在规模收益不变与希克斯中性技术的假设下,全
要素生产率就可以完全视为技术进步(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５)②.不过,在之前剔除要素投入的部分,其
要素的投入量并不完全等于要素的实际使用量,特别是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资本使用率有着不同程

度的下降,这便会低估最终核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③.为克服上述缺陷,Basuetal．于２００６年提出“纯
化全要素生产率”(purifiedTFP,PTFP)的新指标,也就是在原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剔除的是

要素的实际使用量而非要素的投入量,以此来更加准确地反映技术进步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产能

过剩的背景下,对技术进步的考察需要一种新的衡量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源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因缺乏统一的标准,对产能过剩的衡量存

在较大的偏差,而这又会对技术进步的衡量产生一定的低估,从而难以真正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

量问题.为此,本文将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试图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产能过剩和技术进步的

衡量方法作相应的改进,以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问题.
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估算出全国和省际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以此来考察产能过剩的情

况;第三节结合产能利用率的指标,估算得到改进后的全国和省际的纯化全要素生产率(PTFP),从而

给出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第四节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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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美国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可参见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１７/current/.
希克斯中性技术的假设是指技术进步不影响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在经济危机时期,劳动窖藏(LaborHoarding)的现象也会导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MezaandQuintin,

２００７).



二、产能过剩:对全国和省际产能利用率的估算

(一)关于产能利用率的估算方法和说明

在 Altigetal．(２０１１)所构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本文利用其推导出的产能利用率计算式

Δlnut＝
１

１－α ΔlnYt－ΔlnKt－ΔlnTFPt( ) ＋Δlnwt,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式lnTFPt＝lnYt－αlnKt

－ １－α( )lnLt 代入,化简得到(详见文后的数学附录):

Δlnut＝ΔlnWt－ΔlnKt (１)
其中,ut 表示产能利用率;Wt 表示劳动者报酬,即人均工资水平wt 与就业人数Lt 的乘积;Kt 表

示资本存量;Yt 表示总产出;TFPt 表示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
很显然,在估算产能利用率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劳动者报酬与资本存量这两个指标进行相应的核

算.具体而言,劳动者报酬Wt 的核算是将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按收入法衡量的全国

(或省级)生产总值下劳动者报酬的名义值进行价格平减后,得到实际值.资本存量Kt 是按照永续盘

存法Kt＝It/Pt＋ １－δ( )Kt－１进行估算.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指数进行价格平减,初始的资本存量是按张军等(２００４)估算得到的１９９９年全国(或省级)资本存

量,折旧率δ的取值范围在００５－０１之间①.此外,按以往文献的估计结果(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５;李
国璋等,２０１０),本文将资本的产出弹性α设定为０６②.以上用到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

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全国和省际产能利用率的估算结果

首先,我们利用前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产能利用率的水平,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这里仅能估算得

到２０００年之后的数据.如图１所示,在最近十多年间,全国产能利用率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走势,从

２００３年的高点９０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１％,这也说明了当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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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这里将１９９９年的产能利用率统一设定为８０％,以下同.②因劳动者

报酬的最新数据是到２０１３年,故本文的估算结果是从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结果是从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详见IMF(２０１２).

图１　全国产能利用率的估算结果(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中,在两段信贷热潮过后(分别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水平

出现了急剧下滑,后者低于８０％的状况一直

持续到２０１３年底.进一步地,作为一种稳健

性检验,我们将IMF(２０１２)的估算结果与此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估算结果,尽管本文估算的全国产能利

用率略高一些,但从趋势变化来看,两者的走

势几乎是一致的,不仅是产能利用率表现出

逐年下滑,而且特别是近几年下滑的速度更

是惊人,多数年份的数值都远低于８０％.总

之,全国产能利用率不断下滑的事实反映出

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恶化.
接着,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估算出省际

产能利用率的水平.由于缺少西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统计数据,为此,下面只估算了其他３０个

省份的产能利用率.表２的结果显示:一是在整个考察期间,大部分省份的产能利用率都类似于全国的

走势,尤其是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前后出现两个峰值,但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该指标下滑剧烈;二是在考察期

末,只有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四个省份的产能利用率较期初水平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而其余省份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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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
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５)与李国璋等(２０１０)分别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法和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α 数值约为

０６,因此,本文将资本的产出弹性α数值设定为０６.



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很显然,产生上述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同一时期投资变化的状况.林毅夫等

(２０１０)也认为,投资的“潮涌现象”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形成机制,再加上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等因

素,社会资金更是集中涌入某一部门和行业,最终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
表２　中国省际的产能利用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份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２０００ ８１．７％ ７７．５％ ７７．０％ ９２．８％ － ８０．２％ ７８．４％ ８１．５％ ８３．５％ ８４．２％
２００１ ８５．４％ ７４．５％ ７９．９％ ８２．７％ ８０．０％ ８２．４％ ７２．２％ ８１．６％ ８５．９％ ８６．９％
２００２ ９１．７％ ７６．２％ ８４．４％ ８１．３％ ８８．１％ ８６．３％ ７２．５％ ８５．１％ ８５．８％ ８６．４％
２００３ ８６．５％ ７５．９％ ８７．０％ ７９．４％ ８９．７％ ８４．２％ ７４．２％ ８６．０％ ８７．６％ ８３．６％
２００４ ９５．０％ ７９．１％ ８０．６％ ８４．７％ ９０．１％ ８０．９％ ６２．２％ ８６．１％ ７９．８％ ９１．７％
２００５ ９５．５％ ８２．８％ ８１．０％ ７８．５％ ９３．４％ ９７．４％ ６５．９％ ８５．２％ ８６．５％ ９５．８％
２００６ ９０．２％ ８１．７％ ８１．６％ ８２．９％ ９３．７％ ９７．７％ ７５．１％ ８４．２％ ８９．３％ ８６．３％
２００７ ８３．２％ ８３．３％ ７９．０％ ７７．６％ ９５．０％ ９２．７％ ７８．０％ ７６．１％ ９３．１％ ８１．６％
２００８ ９２．７％ ９０．７％ ９１．４％ ８７．９％ ９４．９％ ９１．６％ ７９．１％ ９５．９％ ９８．６％ ８６．５％
２００９ ７８．３％ ８９．１％ ８９．５％ ６６．８％ ９２．０％ ７８．９％ ７６．５％ ８４．１％ ８９．８％ ７８．７％
２０１０ ７２．９％ ８６．６％ ８１．７％ ７１．１％ ８９．７％ ７４．３％ ７３．１％ ７９．５％ ８４．９％ ７４．６％
２０１１ ７１．９％ ８５．５％ ７７．１％ ５８．６％ ９０．４％ ６９．３％ ７０．１％ ７６．３％ ７５．８％ ７０．６％
２０１２ ６６．９％ ８５．５％ ７１．３％ ５２．８％ ８８．６％ ５７．５％ ６７．３％ ６８．６％ ６８．４％ ６４．５％
２０１３ ５６．１％ ８４．０％ ６４．８％ ４９．２％ ８４．１％ ４３．０％ ６２．１％ ６６．３％ ５８．６％ ５７．４％
年份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２０００ ８１．４％ ８６．２％ ８３．２％ ８７．６％ ８２．８％ ８３．３％ ８０．５％ ８２．１％ ８１．４％ ７７．４％
２００１ ８９．４％ ８８．５％ ８６．９％ １００．１％ ８４．９％ ８４．６％ ８１．５％ ８６．３％ ８０．５％ ７６．４％
２００２ ９５．６％ ９２．６％ ８７．５％ １０４．２％ ８７．４％ ８６．３％ ８６．２％ ９０．２％ ８１．２％ ７３．４％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７％ ８９．１％ ８６．７％ １０９．６％ ８８．０％ ８４．９％ ８６．２％ ９４．２％ ８０．２％ ７１．４％
２００４ ８１．７％ ７３．７％ ８１．３％ ７４．５％ ７８．９％ ８９．３％ ８０．５％ ８８．４％ ７９．２％ ７２．４％
２００５ ８５．７％ ７７．７％ ８５．４％ ７３．８％ ８３．１％ ７０．１％ ９９．２％ ８３．５％ ７９．３％ ７５．９％
２００６ ８６．５％ ７４．７％ ８８．３％ ６８．６％ ８１．１％ ６８．６％ ９２．５％ ７３．２％ ８２．９％ ８０．４％
２００７ ８４．８％ ７５．７％ ９０．５％ ６１．３％ ７２．１％ ６６．５％ ８５．７％ ６７．８％ ８４．３％ ８６．１％
２００８ ８５．４％ ９２．３％ ９１．６％ ５５．４％ ７５．８％ ６１．８％ ８０．９％ ７９．５％ ９２．５％ ９１．９％
２００９ ７９．２％ ８２．７％ ８２．５％ ４８．８％ ７７．０％ ５０．３％ ７０．３％ ８３．９％ ８５．２％ ８３．０％
２０１０ ６８．３％ ７２．４％ ８１．３％ ４３．３％ ７１．５％ ５２．９％ ６６．０％ ７３．７％ ８５．８％ ７２．４％
２０１１ ６７．１％ ７９．６％ ７８．８％ ４３．５％ ７０．２％ ５１．６％ ６０．２％ ７１．６％ ７８．４％ ６６．９％
２０１２ ６３．４％ ７４．０％ ７２．３％ ４０．４％ ６５．５％ ４５．６％ ５５．０％ ６５．６％ ６９．１％ ５６．９％
２０１３ ５８．０％ ６６．３％ ６５．６％ ３７．４％ ６２．０％ ４２．２％ ４５．１％ ５８．４％ ６１．０％ ５１．５％
年份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２０００ ８６．４％ ８０．５％ ９３．０％ ７６．９％ ８２．６％ ７４．２％ ７７．３％ ７６．３％ ８５．８％ ８４．５％
２００１ ８８．１％ ８１．５％ ９４．２％ ７５．９％ ８４．１％ ７５．７％ ７９．７％ ８２．０％ ８４．３％ ８７．１％
２００２ ９０．１％ ８６．５％ ９１．９％ ７６．２％ ８８．６％ ７７．０％ ７６．７％ ８２．３％ ８４．４％ ９０．７％
２００３ ９０．２％ ８５．１％ ８５．７％ ７５．２％ ８９．０％ ７４．５％ ８１．７％ ８４．６％ ８５．８％ ９２．１％
２００４ ６８．０％ ８３．８％ ７９．０％ ７３．６％ ８１．０％ ７８．１％ ８７．３％ ８４．３％ ８６．１％ ９４．２％
２００５ ７３．０％ ８３．１％ ８７．２％ ７７．０％ ７８．５％ ８０．８％ ８２．５％ ８８．４％ ８３．７％ ９４．３％
２００６ ７５．６％ ８０．５％ ８５．７％ ７８．３％ ７９．１％ ８１．５％ ７８．０％ ８４．９％ ８５．６％ ９０．７％
２００７ ７９．１％ ７４．３％ ７７．６％ ７８．８％ ８０．４％ ７８．９％ ７５．９％ ８６．２％ ８５．０％ ８８．０％
２００８ ８１．８％ ８５．０％ ９１．０％ ８１．４％ ９２．９％ ９３．２％ ８３．３％ ８７．８％ ８６．７％ ８５．０％
２００９ ７６．２％ ７９．８％ ８０．４％ ８０．８％ ７２．３％ ８４．７％ ８１．１％ ７８．４％ ８０．２％ ７８．８％
２０１０ ６２．６％ ６８．１％ ６６．８％ ８２．６％ ６９．５％ ８１．２％ ８２．２％ ６８．７％ ８１．７％ ７３．７％
２０１１ ５７．９％ ７０．１％ ６３．７％ ８４．４％ ６５．８％ ７９．０％ ７８．２％ ７１．７％ ８５．２％ ７５．０％
２０１２ ５３．８％ ６４．８％ ５７．３％ ８４．３％ ６１．６％ ７４．５％ ７４．２％ ７２．１％ ８１．２％ ７１．８％
２０１３ ５２．１％ ５５．８％ ５５．５％ ８５．９％ ５４．７％ ６９．９％ ６７．３％ ６６．８％ ８５．１％ ５１．３％

　　注:因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故产能利用率是从２００１年才开始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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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全国和省际的产能利用率估算结果显示,自２０１０年之后,产能过剩已然成为一个宏观全

局性的问题,也是目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技术进步:对全国和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再估算

按照增长核算分析法(GrowthAccounting)的定义(Solow,１９５７),全要素生产率应为lnTFPt＝
lnYt－αlnKt－ １－α( )lnLt.基于上一节的内容,在估算得到产能利用率ut 之后,纯化全要素生产率就

可以表示为lnPTFPt＝lnYt－αlnutKt－ １－α( )lnLt.因此,反映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便是(详见文后

的数学附录):

lnPTFPt－lnTFPt＝－αlnu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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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国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因为产能利用率ut 的取值是在０到１
之间,所以－αlnut 是一个正数,其含义表

明:若该值越大,则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也

就越严重;反之,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就相

对较小.
如图２显示,在全国产能利用率出现

不断下滑的同时,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也

与日俱增,特别是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年之

后的一段时期尤为明显,这恰好与中国发

生信贷热潮之后的时间段相重叠.
同样,在省际层面,我们仍然发现与全国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相类似的结果,即除了少数省份(北

京、广东、上海、浙江)之外,其余大部分省份的低估程度都较期初相比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见表３.
事实上,有实证研究支持上述结论,一方面,实际总资产增长率越大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越

大,但产能利用率相应就越低;而另一方面,产能利用率越高的行业,虽然产能过剩越小,但全要素生产

率也就越小(付才辉,２０１５).可以说,在中国投资潮涌的背景下,产能过剩与技术进步可视为同一现象

的两个不同面相,也就是说,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对宏观经济质量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导

致产能过剩的负面作用,也有促进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自２０００年之后,不管是全国还是各省,其产能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趋势都是相类似的,即产能利用率不断下滑、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有所增加.尽管“产能过剩日益严

重与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看似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现象,但这又恰恰揭示出中国高投资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导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在“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要

远比增长的速度重要得多.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产能过剩以及从依赖技术进口

转向自主创新等问题.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一是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公布产能利用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等官方数据及统一标准,以此来降低

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偏差.导致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之一便是作为微观投资主体的企业往往会

受到信息和数据的约束,可能导致事后看来的预期偏差和投资失误(卢峰,２００９).进一步地,我们还可

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微观企业的调查数据汇总得到行业或部门的数据,以此来尽可能地

减少估算方法所存在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
二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李克强,２０１３).尽管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源于中国高

投资的发展模式,但其背后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素.正如潮涌现象所揭示的那样,政府不应该是社

会投资的“主角”,要减少其对企业和银行经营的行政干预,积极做好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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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份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２００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５ －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３
２００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４
２００２ ０．０５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９ ０．１９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７
２００４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７ ０．２８５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２
２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９
２００７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１４９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２
２００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３ ０．１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２００９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２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３
２０１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１ ０．２０４ ０．０６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６
２０１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６ ０．３２０ ０．０６１ ０．２２０ ０．２１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７ ０．２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３ ０．３８３ ０．０７３ ０．３３２ ０．２３７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８ ０．２６３
２０１３ ０．３４７ ０．１０５ ０．２６０ ０．４２５ ０．１０４ ０．５０６ ０．２８６ ０．２４７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３
年份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２００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４
２００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２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５
２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２ ０．２０２
２００４ ０．１２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４
２００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５２ ０．０９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１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７５ ０．０７５ ０．２２６ ０．１２６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１
２００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６７ ０．０６０ ０．２９３ ０．１９７ ０．２４４ ０．０９３ ０．２３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０
２００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３５５ ０．１６６ ０．２８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１
２００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５ ０．４３０ ０．１５７ ０．４１２ ０．２１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０ ０．２２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４ ０．５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３８２ ０．２４９ ０．１８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９４
２０１１ ０．２３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３ ０．５００ ０．２１２ ０．３９７ ０．３０４ ０．２００ ０．１４６ ０．２４１
２０１２ ０．２７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５ ０．５４３ ０．２５３ ０．４７２ ０．３５９ ０．２５３ ０．２２２ ０．３３９
２０１３ ０．３２７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３ ０．５９０ ０．２８７ ０．５１７ ０．４７８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７ ０．３９８
年份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２０００ ０．０８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０１
２００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６ ０．１６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３
２００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３ ０．０７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９
２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１ ０．０７０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９
２００４ ０．２３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６
２００５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５
２００６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９
２００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７
２００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７
２００９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３
２０１０ ０．２８１ ０．２３０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５ ０．１２１ ０．１８３
２０１１ ０．３２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５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１７２
２０１２ ０．３７２ ０．２６０ ０．３３４ ０．１０３ ０．２９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９９
２０１３ ０．３９２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３６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７ ０．４００

　　注:广东省技术进步的低估程度与该省产能利用率一样都是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核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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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附录

公式(１)的推导:

Δlnut ＝
１

１－α ΔlnYt－ΔlnKt－ΔlnTFPt( ) ＋Δlnwt

＝
１

１－α ΔlnYt－ΔlnKt－ΔlnYt＋αΔlnKt＋ １－α( )ΔlnLt[ ] ＋Δlnwt

＝ΔlnLt－ΔlnKt＋Δlnwt＝ΔlnLt×wt( ) －ΔlnKt＝ΔlnWt－ΔlnKt

公式(２)的推导:

lnPTFPt－lnTFPt ＝ lnYt－αlnuKt－(１－α)lnLt[ ] － lnYt－αlnKt－(１－α)lnLt[ ]

＝－αlnuKt＋αlnKt＝－αlnu－αlnKt＋αlnKt＝－αl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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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EconomicGrowthQuality:
ExcessProductionCapacityorTechnologicalProgress?

XuWenge１andGongGang１,２

(１．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２．FinancialResearchInstitute,Yunna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 measurements of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echnologicalprogress,thispaperinvestigatescomprehensivelytheChina’seconomicgrowthquality
onthenationalandprovincialdimensions．Theresultsshowthatsince２０００,thetrendsofthenational
andprovincialcapacityutilization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aresimilar,namely,capacityutilization
isfallingandtheundervaluationoftechnologicalprogresshasincreased．Theseresultsillustratethat
theChina’seconomicgrowthpatternwithhighinvestmentratenotonlyresultsinexcessproduction
capacity,butalsopromotesthetechnologicalprogress．Therefore,inordertosolvetheexcess
productioncapacityandfromdependenceontechnologyimporttoindependentinnovation,thechina
musttransformthepreviouspatternofeconomicdevelopment．Atlast,thepaperputsforwardto
policysuggestions,i．e．thereducing ofgovernmentinterventioninsocialinvestmentandthe
asymmetryinformationandexpecteddeviationbetweenenterprises．

Key Words:Economic Growth Quality;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Capacity Utilization;

TechnologicalProgress;TotalFact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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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黄正新　黄　玉

摘　要:引入房地产价格为供给冲击,重新构建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四因素混合模型,
研究表明:在 NKPC模型中,通胀预期、通胀惯性、供给冲击和产出缺口都同通胀之间存在着相

互影响.通胀预期影响程度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房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较为显著、时滞较

长且政策效应缓慢.通胀自身具有较大惯性与波动性.产出缺口与通胀相互影响不大但持续时

间较长,边际成本和通胀之间相互影响并非显著等,具有锚定公众预期、稳定通胀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混合模型;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一、引言

上世纪５０年代菲利普斯曲线产生以后,很快替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边际产出曲线而成为构建宏

观经济学中总供给曲线的主要依据,随后萨缪尔森用通胀率取代工资变化率,菲利普斯曲线又成为宏观

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既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又不能有效地

解释西方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

８０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兴起,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又焕发了新的青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以市

场不完全性和非市场出清为假设,将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经济当事人追求

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保持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致性与相容性;强调短期均衡分析方法为主,坚
持货币非中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统一;以理性预期和工资、价格粘性为前提,建立了前瞻性预期与后顾

性预期有机结合的理论模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是凯恩斯学派发展趋势的新阶段,也是近年来我

国学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研究方向.通过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多变量的实证研究,可以分

析同我国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紧密相关联的各因素如产出缺口、边际成本、通胀惯性等的影响程度和生

成机制.特别是将近年来持续影响我国经济的房地产价格,引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对我

国经济理论研究与货币政策实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混合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源于Fuhere和 Moore(１９９２)对经典模型进行了改进,构造了前向预

期和后向预期相结合的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该模型的主要进展是在 NKPC的基础上可以解释通胀的

持续性.当前被广泛使用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是Cali和 Gertler(１９９９)提出的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

前向和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引入了前瞻型和后顾型的通货膨胀预期方式,而且能对货币政策起到中介传

导作用,同时该模型还在目前的实证分析中广泛应用.Gordon(２００９)认为Roberts提出的经典新凯恩斯菲

利普斯曲线和Gordon的三角菲利普斯曲线只有互相融合,才能更好地解释美国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
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模型也颇有进展.Scheibe和 Vines(２００５)分

别基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理性预期的 NKPC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

有更好的解释能力.陈学彬(１９９７)认为,原始菲利普斯曲线、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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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都不能解释中国改革以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

基础上增加时间趋势项和回归估计残差校正项可以有效改善估计情况.杨继生(２００９)运用我国１９９２
－２００７年的数据,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和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

的影响,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具有短期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的典型特征,同时存在着向

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预期,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姜梅华(２０１１)
通过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产出缺口、通货膨胀惯性和通货膨胀预期三因素曲线机制的检验和分

析,获得了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变化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限于统计数据与实证方法技术上的原因,对于

中国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研究,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只局限于三个以内的影响因素分析.陈

彦斌(２００８)在Calvo(１９８３)、Gal和Gertler(１９９９)的交错定价模型基础上,加入成本推动冲击后率先提出了

四因素的理论模型,解释变量为四种类型的通胀形成因素即超额需求或边际成本、石油冲击、通胀预期和

通胀惯性.但以上研究均未考虑到一个近年来长期困扰和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即房地产价格.
中国目前用于研究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采用多元回归计量模

型最小二乘估计法.陈彦斌(２００８)认为,NKPC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法比较 GMM 法而言,既能保证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的微观基础,相应计量模型又更具有稳健性.二是广义矩估计(GMM)法.杨

小军(２０１１)等认为,由于 NKPC中含有预期通胀项,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不是有效的,而 GMM
的一个便利之处就是它仅需要具体说明一些矩条件而不需要对整个密度做出假设,故此他利用 GMM
法对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估计和检验;顾标和王剑锋(２０１０)采用单方程—GMM 估计

方法,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间的季度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分别以实际产出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作为“缺
口”代理变量,从实证层面考察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适当性问题.三是基于向量自回归

(VAR)分析法.GMM 存在着一些广受诟病的缺陷,比如小样本问题、过度识别与弱识别问题、对于工

具变量的选择过于敏感等问题.由此李振和杨晓光(２００７)采用 VAR方法,利用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５年的

季度数据,对中国经济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估计和检验,从而有效地绕开了我国数据小样本

尤为突出和弱识别等问题,同时充分考虑了解释变量的生成过程及其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
他们的分析尚可深入,特别是尚未用脉冲函数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首先,在中国的 NKPC中加入了供给冲击变量即

房地产价格,重新构建了四因素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使混合模型更加贴近中国目前

的现状.其次,通过实证方法的比较,我们采用了向量自回归(VAR)法来分析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四因素混合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是由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的关系是同期的,其无视了

滞后效应与变量间的渐变性而具有非动态性;VAR分析方法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能够绕开GMM 存在着

小样本、弱识别等问题,因此建立 VAR模型的优点在于它是泛理论的,包括 CPI在内的各个变量都是

内生变量,从而避免了主观判断设定模型的缺点.最后,本文采用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改进概率测度法

来计量通胀预期变量并且运用脉冲函数分析了各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影响程度.

三、新凯恩斯菲利普斯四因素混合理论模型推导

在以上对 NKPC模型来龙去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推导四因素混合型的新凯恩斯菲利

普斯曲线方程.本文的模型假设同样基于Calvo(１９８３)的交错定价模型:每一个离散时刻,厂商以概率

１－α重新调整所生产商品的价格,其他厂商以概率α保持价格不变.则经济中的总价格水平Pt 等于

上一期价格水平和新调整价格水平的加权平均和,即:

Pt＝∂Pt－１＋(１－∂)Pa
t (１)

新调整价格的厂商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按照“食指法则”即前向预期调整价格的厂商,在t时内设定

的新价格为Pf
t ,其所占权重为w ;二是按照“拇指法则”即后向预期调整价格的厂商,在t时内新设定

的价格为Pb
t ,所占比例为w .厂商就会等于两类厂商所设定价格的加权平均和:

Pa
t ＝(１－w)Pf

t ＋wPb
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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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前向型厂商受到的供给冲击为房地产价格bSt,令供给冲击后的总名义边际成本等于实际

边际成本、价格与房地产供给冲击之和,并且房地产供给冲击对于总名义成本的作用权重为∂,即有:

tmcn
t＋k ＝mct＋pt＋∂bSt (３)

以上变量都是以对数形式表示的偏离平衡增长率的百分比,其中tmcn
t＋k为边际成本的对数.前向

型厂商按照(Gall和 Gertler,１９９９;Calvo,１９８３)每一期最优地设定新价格,为第t期厂商调整到的最优

价格,其设定原则为所贴现的预期利润最大化.

Ptf ＝(１－βα)∑
¥

k＝０

(βα)kEtzt＋k (４)

其中β为主观贴现因子,zt＋k 为t＋k时不存在价格粘性的最优设定价格,再求所使用的厂商实际

边际成本对稳态下边际成本的偏离即:zt＋k＝tmcn
t＋k＋u,为了简化令u＝０,并代入(４)式可得到前向型

厂商最优重置价格:

Pf
t ＝(１－βα)∑

¥

k＝０

(βα)kEttmcn
t＋k (５)

再将(３)式代入(５)式:

Pf
t ＝(１－βα)∑

¥

k＝０

(βα)kEt(mct＋pt＋αbSt) (６)

显而易见,后向型厂商的价格通常是按照适应性预期形成,因而可为:

Pb
t ＝Pa

t－１＋πt－１ (７)
其中πt－１＝Pt－１－Pt－２是环比通胀率,再由(１)式变形可得到:

πt＝Pt－Pt－１＝(１－α)(Pa
t －Pt－１) (８)

将(２)式代入(８)式可得:

πt＝(１－α)[(１－ω)Pf
t ＋ωPb

t －Pt－１] (９)
再将前向型和后向型厂商预期价格即(６)(７)分别代入(９)式,经过一系列较为烦琐的数学推导,则

可得到基于边际成本的混合四因素 NKPC模型:

πt＝λdmct＋λfEtπt＋１＋λbπt－１＋λSbSt (１０)

λd、λf、λb、λs 分别为边际成本、前向型预期价格、后向型预期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供给冲击四变量的

相应系数,其中:

λd ＝(１－α)(１－ω)(１－αβ)φ－１

λf ＝βαφ－１

λb ＝ωφ－１

λs ＝(１－α)(１－ω)(１－αβ)∂φ－１

令φ＝α＋ω(αβ＋１－α)
同时,可以证明实际边际成本与产出缺口存在线性关系:mct＝yt,yt 为 GDP偏离稳态的百分比.

将此比例关系代入模型(１０)得到基于产出缺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四因素混合模型:

πt＝λdyt＋λfEtπt＋１＋λbπt－１＋λSbSt (１１)

四、变量与数据处理

本文需要通货膨胀率、单位劳动成本、产出缺口、商品房价格、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等中国季度数

据.囿于统计数据,本文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９年第四季度至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不采用年度数据是因为本

模型时间跨度比较长,无法克服卢卡斯批判即政策环境和模型结构的变化导致参数估计的失灵,而且年

度数据也会影响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混合模型关于微观基础和名义黏性的假设,因此不宜采用.月度

数据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月度数据存在较大的季节性波动,并且频率过高,会导致计量回归方程不稳定.
通胀预期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其余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期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０６

黄正新、黄玉:中国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一)实际通货膨胀率(πt )
采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环比数据来度量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问卷调查

的季度时间跨度不是自然季度,而是上年的１２月至当年２月为第一季度,３月至５月为第二季度,依此

类推.为了数据的统一性和模型的有效性,实际通货膨胀的季度数据也要调整为与人行问卷相应的非

自然季度数据.本文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月度同比指数转换成月度环比数据,并用 Eviews６．０软件

对季度CPI环比进行季节性调整后,得到实际通货膨胀率记做pt.图１描绘了１９９９年第４季度至

２０１４年第１季度实际通货膨胀率的走势.横轴数据的单位是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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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９年第４季度－２０１４年第１季度的实际通货膨胀率

　　(二)通货膨胀惯性(πt－１ )
如前文所述,通胀惯性是按照“拇指法则”即后向型调整价格的厂商,通常是按照适应性预期形成,

其特点是总是慢一期.因此统计指标直接采用滞后一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数据.
(三)边际成本(mct )
边际成本指标囿于统计数据可以近似用单位劳动成本来作为代理变量,即用人均实际工资除以人

均实际产出得到,也就是名义报酬除以名义产出.其中名义报酬采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中的“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指标表示为 WN;由于我国没有直接给出城镇GDP的统计数据,一种可行的办法

是用全国的 GDP减去非城镇的 GDP,非城镇 GDP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第一产业的 GDP,数据均来自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自然季度数据,一并将其调整为非自然季度的数据.
(四)产出缺口(yt )
产出缺口即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用百分比来表示.其中潜在GDP测度主要有两种方

法,即趋势分解法和经济结构估计法.本文选择趋势分解法即对实际 GDP进行 HP滤波处理即可得到

潜在 GDP.产出缺口即为对数实际 GDP减去对数潜在 GDP.同上将自然季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
然后简单加权平均为非自然季度数据.

(五)供给冲击(bSt )
运用房地产价格来衡量供给冲击,因为该数据在我国属于长期投资并未包含在消费价格指数 CPI

统计样本中,却对通货膨胀影响很大.将«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中“商品房销售总额”除以“商品房销售面

积”得到每月商品房价格,然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非自然季度数加权平均推算出每个季度的价格,再
取季度价格序列的对数差分得到季度价格的变化率.

(六)通货膨胀预期(Etπt＋１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历年«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数据,分别运用差额统计法(BAL)(肖争艳、陈彦

斌,２００４),概率法(C－P)和改进概率法(CPM)(张蓓,２００９)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构建预期通胀率的最佳

量化指标.首先,根据以上三种方法分别计算出变量数据系列.其中改进概率法需要先确定参数a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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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我们分别设定了a＝０．５和a＝１．５,然后使用EVIEW６．０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测算,得到了四种不同

的预期通胀变量数据序列记pε
t１、pε

t２、pε
t３和pε

t４.其次,对四种预期通胀率测算方法进行比较与遴

选,分别计算出它们的 MAE、RMSE和 TUI,并用来度量实际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之间的偏差,数值越

小则表示偏差越小(预测性能越好).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在改进概率法第二种情形(a＝０．０１５)下,预期通胀率的三种预测性能指标值都

是最小的,说明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之间的偏差最小.因此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就采用这种

预期通胀率,即＝pε
t４.

表１　四种计算方法下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比较

预测指标 差额法(BAL) 概率法(C－P) 改进概率法(a＝０．００５) 改进概率法(a＝０．０１５)

MAE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０

RMSE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５

TUI ０．６７５８ ０．６６５７ ０．６９９１ ０．６２７８

五、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Eviews６．０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使用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软件首先对数据进行

平稳性检验,然后运用通过检验的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

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等一系列实证.
(一)平稳性检验

建立动态计量模型要求数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需要对得到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各经

济时间序列数据分别采用 ADF检验法,检验结果从表２中可知,由于之前对变量原始数据进行了取对

数差分处理,因此所有的变量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平稳序列可以不用再做协整而直接用

来构建 VAR计量.
表２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统计量 ５％临界值 结论

(通货膨胀率)πt －３．８５４５６４ －２．９１９９５２ 平稳

(边际成本)mct －５．２１４７２１ －２．９１６５６６ 平稳

(产出缺口)yt －４．９７６２４５ －２．９６１６４９ 平稳

(通胀预期)Etπt＋１ －３．２０９０２８ －２．９１６５６６ 平稳

(通胀惯性)πt－１ －３．９２８７４７ －２．９１９９５２ 平稳

(供给冲击)bSt －７．８０２９９８ －２．９１７６５０ 平稳

(二)选择最优滞后期

将产出缺口、通胀预期、通胀惯性和供给冲击作为内生变量,常数 C 作为外生变量建立无约束

VAR模型.在 VAR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若选择得太小会使残差值产生自相关,并且导

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而最大滞后阶数选择过大又会导致自由度严重降低,影响模型参数的有效性.
因此,本文根据LR、AIC、SC和 HQ准则判定 VAR最优滞后阶数,测算结果如表３所示:在LR准则、

AIC准则和 HQ准则下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为８阶,而在SC准则下最优滞后期选择为６阶,我们按照

大多数原则,暂设定为 VAR(８)模型.
表３　最优滞后期选择

LR准则 AIC准则 SC准则 HQ准则

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 ８ ８ ８ ６
对应统计量值 ６４．５６ －２２．２７ －２０．５６ －２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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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图２可以看出,对模型整体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特征方程的根都在单位圆内,说明 VAR(８)模
型结构稳定,因此 VAR模型的滞后期我们选定为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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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VAR模型特征方程的特征根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通胀惯性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的滞后变量,因此我

们只要分别对实际通胀、边际成本、产出缺口、预期通胀和

供给冲击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４.

mct 方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１０％下,实际通

胀和边际成本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肯定了二者之间都不

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边际成本和实际通胀之间的

相互影响是不显著的.yt 和Etπt＋１ 方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
显著性水平１０％下,原假设都是小概率事件,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实际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实
际通胀与预期通胀之间也互为格兰杰原因.bSt 方程的检

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１０％下,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

我国房地产供给冲击与实际通胀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

表４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结论

mct 方程
πt 不是mct 的格兰杰原因 ０．９２６７０ ０．４０２８ 不是格兰杰原因

mct 不是πt 的格兰杰原因 ０．５６４２０ ０．５７２５ 不是格兰杰原因

yt 方程
πt 不是yt 的格兰杰原因 ２．３９５６７ ０．００３１ 是格兰杰原因

yt 不是πt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９４５７８ ０．０００１ 是格兰杰原因

Etπt＋１ 方程
πt 不是Etπt＋１ 的格兰杰原因 １．２５０２０ ０．００８７ 是格兰杰原因

Etπt＋１ 不是πt 的格兰杰原因 ３．１７００４ ０．０００９ 是格兰杰原因

bSt 方程
πt 不是bSt 的格兰杰原因 ０．６４７４９ ０．０５６９ 是格兰杰原因

bSt 不是πt 的格兰杰原因 ０．１６４６１ ０．０８６４ 是格兰杰原因

(四)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估计超额需求中产出缺口与边际成本两个指标,因为边际成本mct

与πt 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选用产出缺口yt 作为衡量超额需求的指标来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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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型篇幅太长,我们将中间的过渡部分采用省略号.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各子方程通胀惯

性、产出缺口、通胀预期和供给冲击的拟合优度分别为０．９５５２２６、０．８６９７８０、０．９９５１５８和０．８８２１１１,都较

高,其中通胀预期最高,说明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程度最大,其他变量对实际通胀的影响程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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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通胀惯性、房地产价格和产出缺口;同时我们还发现,以上变量只有在滞后８期时拟合优度才最高,
表明影响我国以上变量的“时滞”较长,政策效应缓慢,其中最有现实说服力的就是房地产价格.另外各

个子方程残差平方和都较小,AICS和SC也同样较小.VAR系统整体的决定性残差为２．１０E－１６,调
整最大似然值为５８０．６５１３,AIC值为－１９．８３５９０,SC值为－１７．７９１２５,由此 VAR模型的子方程和整体

的估计结果都通过检验且比较理想.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或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通过

扰动项的轨迹可以看出其影响力是如何传播到其他所有变量的过程.根据估计出的 VAR 结果作脉冲响

应函数分析得到图３.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响应函数加上或减去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１．产出缺口与实际通货膨胀的相互脉冲响应分析

图(a)反映了产出缺口对来自当前通胀率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产出缺口开始为０．５％,后
逐步上升,到第３期达到最大,接近１％,冲击作用力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减为负向.图(b)反映了通

胀率对来自产出缺口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从零开始然后上下波动直到第１０期才完全消失.
说明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相互影响并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

２．实际通货膨胀与通胀预期的相互脉冲响应分析

图(c)反映了通胀预期对来自通胀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冲击开始为最大０．１％,然后

迅速减小为负向直到第８期达到最大,为－０．１％并持续时间很长.图(d)反映了实际通胀率对来自通

胀预期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冲击开始为零,随后作用力迅速增强,到第２期最大值０．２５％,
再逐渐向下波动到第６期,达到最大负值为－０．４％.这说明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波幅较大的特征.

３．实际通货膨胀与供给冲击的相互脉冲响应分析

图(e)反映了供给冲击对来自实际通胀率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标准差冲击刚开始较大,
为０．１％,之后在零附近上下微弱波动.图(f)反映了通胀率对来自房地产价格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

响应.第１到第６期都是负向的,且在第５期达到最大值 －０．３％,在第６期冲击减为零后均为正向的,
且在第８期达到最大０３５％.表明房地产价格对通胀率的影响较大并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４．实际通胀率对来自通胀惯性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图(g)显示过去的通胀率对现在的通胀率的影响,刚开始是正向的并在第３期达到最大值０．３％,从
第４期开始影响转为负向,在５－８期维持在 －０．２５％ 的影响水平并逐渐减弱.说明实际通胀自身具

有惯性与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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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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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

不同结构冲击力的权重.下面在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通胀预期、边际成本、供给冲击以及

通胀惯性对实际通胀率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中国 NKPC四因素模型在不考虑通胀率自身贡献率的情况下,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

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房地产价格供给冲击次之,产出缺口第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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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πt dSt Et t+1π yt

图４　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房地产价格作为供给冲击变量,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与向

量自回归(VAR)法,重新构建并实证了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四因素混合模型,分析得出以下基本

结论:
第一,通过比较与遴选采用了最优的改进概率法(a＝０．０１５)来测度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得到的预

期通胀和实际通胀走势大致相同且较为平稳.
第二,在 NKPC四因素模型中,通胀预期、通胀惯性、房地产价格和产出缺口都同通货膨胀之间存

在着相互影响.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不仅程度最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方

面,人们通胀预期的形成会使得他们加快将货币资产转化为消费品与实物资产,形成需求拉上型通货膨

胀;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也会使得工资和利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进而形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正

说明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波动性较大和逐步衰减的特征.
第三,房地产供给冲击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在我国的价格统计口径中,房地

产价格是不包含在CPI的统计样本中的,但它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价格和厂商的生产成本影响很大.
同时,我国房地产价格对通胀及其他变量影响的“时滞”较长,政策作用效应缓慢.

第四,实际通货膨胀自身具有惯性与波动性.其中通胀惯性影响较大,说明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基

本上还是一种不断接近现实通胀的学习型、适应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另外,边际成本和通货膨胀之间

的相互影响不显著,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相互影响并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
(二)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鉴于中国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波动性较大等特征,我
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与执行的透明度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承诺的可信程度,即公众是否相信中央银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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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公布的目标是一致的.央行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及操作意图的

相关信息.同时,央行有责任教育公众理解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可以通过发表货币政策报告、年度报

告、统计公告、通胀数据及数据采集等方式“锚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要由政府投资拉动型为主导,真正转向市场内生增长型为主导,这就需要通过民间投

资有效启动来实现.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的单引

擎拉动,向“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双引擎驱动转变,真正实现政府宏观政策稳健、社会保障托底、微观

经济放活的战略目标.

３．加强对通货膨胀的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

由于我国居民的通胀预期是一种适应性的有限理性预期,为此,货币当局应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实

际通货膨胀,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要克服通货膨胀的高惯性与熨平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波动,央行要明确货币政策操作导向,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实施通货膨胀目

标制,就是中央银行事先明确宣布一个具体数值的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就在于确保物

价水平的上涨率保持在它宣布的目标范围内,使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上.

４．要加大“供给侧”的改革力度,继续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稳定房价

“供需错位”已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以房地产为例,近年来,扶持楼市以稳定经济并为

改革腾挪空间的政策,如退出限制性政策、提高需求杠杆、降低购房成本、保障房货币化等,基本围绕“需
求侧”展开.用住建部官员的话来说,能出的政策已出尽了.但楼市始终没能“去库存”,而楼市有效需

求,特别城市新移民、外来人群“住房难”问题又亟待解决.侧重“需求侧”的楼市政策空间收窄,改善“供
给侧”成了新的选择.楼市“供给侧”的政策改善要侧重两个层面: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释放楼市有

效需求;二是建立住宅政策性银行,提升外来人口“市民化”后的住房支付能力.总之,要长期关注与持

续有效地调控房地产价格,加大保障性公租房的供给力度,逐步改善和保障民生,降低房地产供给冲击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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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质量与经济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杨风寿　曹瀚之

摘　要:促进我国整体医疗保障质量的不断提高始终是我国医改的重要目标之一,科学的

医疗保险制度是其实现的有效途径.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水平状况,很大程度上,
又代表着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程度.因为,实践中,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

水平既受到医疗保险制度中的众多自身因素的影响,如医疗保险制度理念、基金收支方式、基
金管理状况、医疗服务价格、药品器械的价格、补充性医疗保障因素等的影响,也受到总体经济

水平的影响.鉴于此,文章从宏观角度,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典型模型,对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基金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深入剖析了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与医疗保险质量

(基金支出水平、基金收入水平)之间的相互内在影响的力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医疗保险;经济水平;相关性

一、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保险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自２００７年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相继建立,标志着覆盖全国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已全面建成.全覆盖的

医疗保险体系无论是对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功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
是医疗卫生等供需的运行机制固有的局限性加之医疗卫生领域的特殊性、公益性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功能的发挥,较为普遍的问题如医疗保险的第三方付费问题突出、监督成本过

高、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增长过快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主要整理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

支数据及宏观经济水平的基础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主要

宏观经济水平与医疗保险水平的相关关系,并根据数据的处理结果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综述

医疗保险的支出水平主要体现在医疗保险支出在医疗费用中的比重和影响上.医疗保险基金收支

状况既直接影响着医疗保险制度,也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因此,众多国内外学者从

不同角度及不同分析方法针对医疗保险基金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归纳已有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包括对医疗保险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因素包

括收入水平和非收入因素(如年龄、医疗技术、卫生投入等)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上.如使用 OECD
部分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Newhouse,１９７７);分别应用不同国

家的历史数据资料分析医疗费用与 GDP以及一些非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Gerdtham,１９９２;Hitiris,

１９９２).国内学者赵郁馨(２０００)、陈洪海等(２００５)分别使用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测算并分析了我

国医疗卫生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黄成礼(２００４)对我国不同群体之间的医疗费用进行分析.二

是从医疗保险的角度或因素来研究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的关系.如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

响(苏春红、李齐云、王大海,２０１３),基于医疗保险视角的老年人医疗费用研究(薛伟玲、陆杰华,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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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水平影响的效应分析(胡宏伟、曲艳华、高敏,２０１３),用 Newhoused的“剩余

法”进一步分析了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收入水平、医疗保险等因素对人均医疗费用的作用(王超群,

２０１３),对基本医疗保险适度水平相关研究进行归纳(黄丞等,２００４;张强等,２０１５),医疗需求对医疗费用

的影响分析(封进、余中央、楼平易,２０１５);但对我国医疗保险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实证关系却少有研究.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医疗保险制度人群的全覆盖,其整体

水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显然存在,同时,经济水平作为社会保险制度存在、运行的基础性条件,对医

疗保险水平的作用明显.在数据的搜集及整理中,鉴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１９９３年才开始建立

实施,对应其他群体的医疗保险制度,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建立的时间相对较晚,覆盖的人群也较少,因
此,本文主要采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直观

地显示出经济总量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尝试提出解决对策.

三、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水平的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选取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１２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２年)»、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等,主要选择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数据、人口老龄化数据以及我国历年的 GDP数

据.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GDP及老年人口(６０岁

以上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
表１　变量的基本数据

年份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收入(亿元)

(INC)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出 (亿元)

(EXP)

GDP(亿元)
(当期价格)

(GDP)

老龄化
(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

(OLD)

１９９３ １．４ １．３ ３５３３３．９２ ９．１
１９９４ ３．２ ２．９ ４８１９７．８６ ９．２
１９９５ ９．７ ７．３ ６０７９３．７３ ９．２
１９９６ １９．０ １６．２ ７１１７６．５９ ９．５
１９９７ ５２．３ ４０．５ ７８９７３．０３ ９．７
１９９８ ６０．６ ５３．３ ８４４０２．２８ ９．９
１９９９ ８９．９ ６９．１ ８９６７７．０５ １０．２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２４．５ ９９２１４．５５ ９．９
２００１ ３８３．６ ２４４．１ １０９６５５．１７ １０．１
２００２ ６０７．８ ４０９．４ １２０３３２．６９ １０．４
２００３ ８９０．０ ６５３．９ １３５８２２．７６ １０．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０．５ ８６２．２ １５９８７８．３４ １０．７
２００５ １４０５．３ １０７８．７ １８４９３７．３７ １０．７
２００６ １７４７．１ １２７６．７ ２１６３１４．４３ １１
２００７ ２２１４．２ １５６１．８ ２６５８１０．３１ １１．１
２００８ ２８８５．３ ２０８３．６ ３１４０４５．４３ １１．３
２００９ ３７２８．６ ２７９７．４ ３４０９０２．８１ １１．６
２０１０ ４４２９．１ ３５３８．１ ４０１５１２．８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１ ５２６１．９ ４４３１．４ ４７３１０４．０５ １２．３
２０１２ ６１２１．７ ５２１８．５ ５１９４７０．１０ １２．５

四、数据处理

(一)描述性统计

整理后得到的相对指标数据见表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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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一)

EXP GDP INC OLD
Mean １２２３．５４５ １９０４７７．８００ １５６１．０６０ １０．５５０
Median ５３１．６５０ １２８０７７．７００ ７４８．９００ １０．５５０
Maximum ５２１８．５００ ５１９４７０．１００ ６１２１．７００ １２．５００
Minimum １．３００ ３５３３３．９２０ １．４００ ９．１００
Std．Dev． １５９３．９００ １４６８６８．１００ １９３１．０７８ １．０１８
Skewness １．３１６ ０．９７８ １．１３５ ０．３４１
Kurtosis ３．５４８ ２．７２２ ３．０２０ ２．１６９
JarqueＧBera ６．０２４ ３．２５５ ４．２９６ ０．９６３
Probability ０．０４９ ０．１９６ ０．１１７ ０．６１８
Sum ２４４７０．９ ３８０９５５５．０ ３１２２１．２ ２１１．０
SumSq．Dev． ４８２６９８１３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８５２１５２ １９．６９０
N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由于考虑到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太大,因此,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数据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二)

LEXP LGDP LINC LOLD
Mean ５．４８９４ １１．８７５４ ５．７４４７ ２．３５１８
Median ６．２４８８ １１．７５８６ ６．６００５ ２．３５６０
Maximum ８．５６００ １３．１６０６ ８．７１９６ ２．５２５７
Minimum ０．２６２４ １０．４７２６ ０．３３６５ ２．２０８３
Std．Dev． ２．５２３８ ０．７８１７ ２．５６７０ ０．０９５６
Skewness －０．６３３４ ０．０８４７ －０．６９３２ ０．１９５０
Kurtosis ２．２５２５ １．９７９１ ２．３０８５ ２．０７２０
Jarque－Bera １．８０３１ ０．８９２５ ２．０００４ ０．８４４４
Probability ０．４０６０ ０．６４００ ０．３６７８ ０．６５５６
Sum １０９．７８７０ ２３７．５０７５ １１４．８９３２ ４７．０３５１
SumSq．Dev． １２１．０１８１ １１．６０９１ １２５．１９８４ ０．１７３８
N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相应的图形为(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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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

(二)单位根检验

基于SIC自动选择滞后阶数,建立模型,单位根检验(Diebold,F．X．andNerlove,M．,１９９０;

Banerjee,LumsdaineandStock,１９９９)如下: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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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原始序列 差分后序列

检验类型 t P 检验类型 t P
LGDP (c,０,０) １．０４９ ０．９９４６ (c,０,１) －２．７６１ ０．０８９０
LEXP (０,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７７２４ (０,０,１) －１．７９５ ０．０６９９
LINC (c,t,０) －１．９１０ ０．６０２９ (０,０,１) －２．９３９ ０．００６３
LM２ (c,t,０) －２．２４３４ ０．４４１５ (c,t,１) －４．５６０ ０．００９５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知,原始序列都不是平稳序列,经过差分后的序列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了“含一个单位根的”的原假设.
综上,认为所有序列满足I(１)过程.所有序列都是同阶单整的,因此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有可

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对于合理性评估分析,我们主要基于长期均衡模型.
下面利用协整理论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着内

在稳定联系.
表５　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No．ofCE(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Value Prob．∗∗
None∗ ０．７５０４ ５４．６６６９ ４７．８５６１ ０．７５０４
Atmost１∗ ０．６６９０ ２９．６８５１ ２９．７９７１ ０．６６９０
Atmost２ ０．３８１０ ９．７８４３ １５．４９４７ ０．３８１０
Atmost３ ０．０６１９ １．１４９４ ３．８４１５ ０．０６１９

　　说明至少存在一组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绘图如下(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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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协整检验图

　　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为:

LEXP＝－３．２０２７＋０．２８７８LGDP＋０．８８００LINC＋０．０９２２LOLD
　　　　　　　　　　　(４．３７３８)　　 　(７７．６１９７)　 　(１．７８０) (３)

公式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t值.根据分析,对数 GDP(LGDP)、对数收入LINC回归系数都在１％
的水平下非常显著,LOLD在１０％水平下显著.

GDP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很大,弹性达到０．２８７８.也即,GDP每增长１％,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将增加０．２８７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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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的确反映了经济发展现状.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０．８８００,并且非常

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每增加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

０．８８００％.
老龄化(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程度较小,在１０％水平下显著,其弹

性系数为０．０９２２.也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每增加１％,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出将增长０．０９２２％.
(四)VECM 模型分析

经过单位根检验以及考虑到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建立 VECM 模型.其 VAR模型滞后结构检

验图如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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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协整模型滞后结构检验

　　所有的特征根都落在单位圆内,认为是平稳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D(LEXP)＝ －１．９９２２VEC＋１．２９４５D(LEXP)(－１)＋０．２５３７D(LGDP(－１))
(－１．９８１６)　 　(１．７６５８)　　　　　　　　(０．３２２４)

－０．８８８８D(LINC(－１))－２．１６６８D(LOLD(－１))＋０．２３７６
(－１．１７５７)　　　　　　(－０．７１８０)　　　(１．２７３４)

R２＝０．６５１４　　F＝４．４８４２　　AIC＝－０．３１４０　　Loglikelihood＝８．８２６３ (４)
其中,

VEC＝LEXP＋３．２０２７－０．２８７８LGDP－０．８８００LINC－０．０９２２LOLD
　　　　　　　　　　　　　(－４．３７３８)　　(－７７．６１９７)　　(－０．１５８０) (５)

误差修正的效果非常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认为检验到 GDP自我修正现象.
(五)VECM 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分析如下,根据第一张图可以看出,一单位信息的变化,带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出的深远变化(图４).
对应的方差分解图如下,见图５.
外生性图,见图６.
本文对 VECM 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残差自相关LM 检验,根据卡方检验伴随概率,滞后６期的

LM 统计量为１９．７１９９,伴随概率为０．２３３１,滞后１２期的LM 统计量为１５．９４７８,伴随概率为０．４７０６,残
差序列中没有发现存在自相关的证据.模型基本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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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进行 White异方差检验,卡方统计量为１１２．３４７５,伴随概率为０．１８７７,数据中没有发现异方

差的证据.因此总体模型效果较好.
(六)VECM 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

传统意义上的两两变量间的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是针对两两变量间的 Granger因果问题,仅
仅分析相对独立的变量滞后结构.针对本文提出的 VAR(VEC)模型,使用了 GrangerCausality/Block

表６　VECM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

Dependentvariable:D(LEXP)

Excluded ChiＧsq df Prob．
D(LGDP) ０．１０３９５８ １ ０．７４７１
D(LINC) １．３８２１６５ １ ０．２３９７
D(LOLD) ０．５１５４５０ １ ０．４７２８
All １．９７６４８９ ３ ０．５７７３

Dependentvariable:D(LGDP)

Excluded ChiＧsq df Prob．
D(LEXP) １．００５４２７ １ ０．３１６０
D(LINC) ０．６１８４９１ １ ０．４３１６
D(LOLD) ０．１５６８０８ １ ０．６９２１
All １．３４０７５４ ３ ０．７１９５

Dependentvariable:D(LINC)

Excluded ChiＧsq df Prob．
D(LEXP) ２．３４１４９４ １ ０．１２６０
D(LGDP) ０．１７９６９５ １ ０．６７１６
D(LOLD) ０．８７７２８４ １ ０．３４８９
All ３．４１０８３５ ３ ０．３３２５

Dependentvariable:D(LOLD)

Excluded ChiＧsq df Prob．
D(LEXP) ４．０７１４５０ １ ０．０４３６
D(LGDP) ０．６４８９５２ １ ０．４２０５
D(LINC) ４．２０８２１３ １ ０．０４０２
All ４．３４１９６６ ３ ０．２２６８

４７

杨风寿:医疗保险质量与经济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ExogeneityWaldTests检验,是考虑了在模型中所有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的综合影响的 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适用于区分长短期 Granger因果检验的情形.
从四组模型整体效果来看,都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以 D(LEXP)为例,总体 GrangerCausality/

BlockExogeneityWaldTests检验统计量为１．９７６４,伴随概率为０．５７７３.没有检验得到证据,证明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GDP和老龄化(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比)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 Granger
原因.这可能与本文使用的样本量过少有关.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经济水平与医疗保险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经济水平状况

是保险基金支出的重要因素,保险基金的收入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保险基金支出水平,同时,医疗保险

水平也影响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其他要素,如老龄化问题对我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的影响较为显

著.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理由相信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影响我国医疗保险基金

支出的一个基础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涉及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的因素,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并

没有强调.第一,在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模型中,一些统计数据难以取得.第二,文中只选择了城镇职

工的医疗保险数据,而缺乏城镇居民以及占人口比重约５０％的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支出数据.第三,
医疗保险支出方式没有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其医疗保

险水平须与整体经济水平相一致.３０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但是,总体而言经

济是外延式发展,随着近两年来我国整体经济转型,不再单纯以速度为重要政策目标,医疗保险水平也

应与此相适应,医疗保险支出应该更多以公平替代效率.特别是作为医疗保险的组织者、管理者、实施

者———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手段,增加政府对国民健康的投资,增加政府卫生支

出.第二,在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与医疗保险水平,既显示出互为因果关系,也凸显

出众多医疗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因此,要针对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状

况,从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相一致的宏观层面,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保险整体水平.第三,
由于人口老龄化因素对医疗保险水平的影响逐渐增强,应该吸取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国内

成功的试点经验,采取必要措施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医疗保险水平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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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与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多部门CGE框架下的政策模拟实验

张晓娣

摘　要:民生改善是判别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而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则显著影响居民

收入、就业、福利与公平.生产性公共支出具有较强的短期增长推动效应,但对居民收入提升

和公平化作用有限;而消费和转移支付性公共支出的效果更多体现为长期要素积累、劳动者增

收与效用改善.但是,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消费服务的投入不能挤占生产性投资,否则将导致

人力资本积累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加剧就业和贫富差距的恶化.通过延迟退休,政府

不仅可获得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所需资金,而且将降低居民税费负担与失业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公共支出导向;多部门CGE;政策实验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质

量放在首要位置.质量代表增长的优劣或品质,其内涵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恐怕很难全面而详细地概

括成若干条目.但是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质量的增长”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居民增收、提高福

利、促进公平、扩大就业、降低税负.因此,本文依据上述几个标准,探讨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在改

善经济增长质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是因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密不可分.根据导向或侧重

点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偏重经济建设型和偏重社会服务型,随着中国政府从“生产者”和
“管理者”逐步转变成社会的“服务者”,财政支出是否也应当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务为

中心”呢? 面对这一颇具规范性色彩的问题,本文并无意确切地给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答案,只是希

望通过政策模拟,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为财政政

策选择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后者是增长的根本落脚点,但至少在短期内这

两大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当政府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生产建设时,必将

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不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

水平,而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财政支出流向民生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可能挤占经济建设

投资、暂时牺牲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

地理清各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是正确决策首当其冲的任务.
经济建设支出又称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

补贴等,一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３０年间占据财政总支出的６０％之多,并被认为是国家资本积累和深

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鲁等,２００９),以及１９７８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魏杰,２０１２;栾大鹏、
欧阳日辉,２０１２).尽管取得了经济增长上的突出成效,这种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形成的投资型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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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还是在当代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主要原因是在总量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实现居民收入和公

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９０年代初的６９％直线下降到当前的５３％,经济的绝对增

长反倒伴随着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再加上城乡、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久未缩小,于是对“民生

财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要求财政支出重点投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消费,并通过对居

民转移支付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增长成果,也就是服务导向型公共支出政策.这种支出战略

符合“以人为本”的主旨,将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为根本目的,特别重视

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比仅为２９．
５％,与主要发达国家６０％ 以上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罗志红、朱青,２０１３),那么,如果扩张公共消费

和转移支付相关支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 是否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阻碍?
尽管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证明(宫晓霞,２０１１;汤跃跃、张毓

雄,２０１２;张荣霞等,２０１３),但其对收入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
针对公共支出的方向选择问题,Anand和Ravallion(１９９３)曾经指出,政府应当优先投资于公共服

务领域,其中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领域;同时公共支出也应优先照顾

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边际效用.Barro(２００２)尽管同意公共支出应该考虑

政治、宗教信仰、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但由于这些领域难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讲,坚持

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战略仍是现实中政府的最优选择.Tavneet等(２０１１)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民

生发展之间的两种作用机制,认为在拉美、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民生发展是公共支出的

首要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使经济增长步入可持续模式.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

框架»(２０１１)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标体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
键基础设施禀赋、享受教育和医疗、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别平等和机遇,尤其强调通过改善健康、
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服务,帮助生活福利条件比较差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在中国,经济转型３０年间经济迅速扩张大多体现在总体增长数量的层面上,居民福利水平虽在稳步提

升但速度较慢,而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不断恶化(钞小静、任保平,２０１１).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
和“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间的抉择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２０１１)认为,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后,
政府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缩小区域差

距和城乡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董万好等(２０１１)的CGE模拟结果表明,保持当前的公共支

出结构将降低劳动报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劳动报酬的正向

影响较为显著.魏婕(２０１２)分析了各省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状况,中国各地区增长数量与

福利改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点的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刘沁清(２０１２)也指

出,需要根据各地区需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适当地选择加大民生支出还是建设投资.
选择投资还是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为人民

群众创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机会,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种公共产品的多

部门CGE框架下,分别模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侧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对居民的收

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影响,为公共财政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部门CGE模型的基本结构

之所以选择CGE模型,因为相较于计量回归方法对经济总量指标的强调,它更关注经济系统各个

因子间的结构性关联与互动,不会桎梏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灵活,便于模拟政府行

为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型以SAM 为基础,包括９个生产部门———农业、矿产、教
育、医疗、公共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运输、私人服务业,６个居民部门———城乡高中低收入组,

３类劳动力要素———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教育)、中等学历(初高中教育)和高学历(大学以上教育)劳动

者.综合Jung和 Thorbecke(２００３)、Clausen和SchürenbergＧFrosch(２０１２)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标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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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CGE建模技术:
产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yi＝α[γiLABOR－ρ＋(１－γi)KAPITAL－ρ]１/ρ　　　　　i部门最终产品产量

xi＝Aui＋yi i部门总产量

DLABORk ＝η∏
３

k＝１
LDki k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量

wik＝Pi
∂xi

∂LABORi
k技术水平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产品

SLABORk＝SLABORl k技术水平劳动力供给

ri＝Pi
∂xi

∂KAPITALi
资本需求量

SKAPITAL＝SKAPITAL 资本供给量

价格方程:

pν
i ＝px

i(１－６x
i)－∑

j
pjA i部门产品增价值价格

PK ＝∑
j
pjcji 资本品价格

PRICEindex＝
GDPνalue
RGDP

价格指数

收入方程:

LABORincomek ＝∑
i
wkLDki k技术水平的劳动报酬

KAPITALincome＝∑
i
raKDi 资本收益

HOUSEHOLDincomeh ＝ ∑
k
δhkLABORincomek ＋δc

hKAPITALincome＋SSFhPRICEindex＋

GOVaidhPRICEindex 　　h 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GOVincome＝propgKAPIYALincome＋Ditax＋INtax 　　政府收入

GORPincome＝propcKAPIYALincome 　　企业收入

Hsavings＝∑
h
MPShHOUSEHOLDincomep(１－th)　　居民储蓄

COPRsavings＝∑
i

(１－tx
i)CORPincome 　　企业储蓄

GOVsavings＝GOVincome－∑
i
piGOVconsumption－∑

h
GOVaidhPRICEindex－

GOVtransferPRICEindex 　　政府储蓄

SSF＝∑
k
thLABORincomek ＋GOVtransferPRICEindex　　社保基金构成

支出方程:

PiHCONS＝∑
h
patthHOUSEHOLDincomeh(１－MPSh)(１－th)　　　　　　　h 组居民的消费

GCONSi＝pattgGCONStotal 政府消费

INVENTROYi＝inνixi i部门存货变动

Finνesti＝INVESTi－inνixi 固定资产投资

VA＝∑
i
pν

ixi＋INtax 总增加值

RGDP＝∑
i

(HCONSi＋GCONSi＋INVENTROY) 实际GDP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支出,在一般 CGE模型的基础上还将引入４类重要的民生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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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作为与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４
类产品的供给和配置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深

刻的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

假设居民２１岁开始工作,６０岁退休;２０岁以下完全依赖父母(作为额外消费负担且不产生效用);
成年居民作为唯一的劳动供给者,将时间在养育孩子和工作之间分配,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
老年居民没有劳动收入,储蓄与养老金是其主要消费来源.居民在毕生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间

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onstantrelativeriskaversion,CRRA)形式:

u(cA
T,cO

T＋１)＝u(cA
T)＋βu(cO

T＋１)＝
(cA

T)１－θ

１－θ ＋
１

１＋ρ
(cO

T＋１)１－θ

１－θ
(１)

其中,cA
T:成 年 期 消 费;cO

T＋１:老 年 期 消 费;ρ＞ －１:贴 现 因 子 或 时 间 偏 好 率 (Rateof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Inverseoftheintertemporalelasticityofsubstitution).成年

人的储蓄和消费不能超过税后工资收入:sT ＋cA
T ＝wT(１－τi－τs);老年人的消费不能超过储蓄、利息

收入和养老金:cO
T＋１＝(１＋rT＋１)sT＋ps.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生于 T时期居民的代际预算约束为:

cA
T ＋

cO
T＋１

１＋rT＋１
＝∑

４０

t＝１
wt(１－δnt)(１－τi－τs)＋

ps
１＋rT＋１

≡At (２)

其中,cH :所得税率;ai(t)＝(１＋r)ai(t－１)＋(１－τy－τs)[w(t)＋r(t)]＋(１－φ)h(t)＋psi(t)

＋
GT(t)
N(t)－ci(t):社会保障缴费率;n:人口增长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资中用于抚养幼年的比重;

bU,i
t ＝ui

tπtwn,i
t h－li－１

t－１( )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财富;ps:养老金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η发放.以上预

算约束对现收现付型和积累型养老保险均适用,保险类型将影响变量ps、τ、w、r.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系统.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基金积累

制(fundedpensionsystem).居民在成年时期 T向社保基金缴费τswTLT,交纳的社保金用于购买资

本,T＋１时期进入老年,积累的资本总额为 １＋rT＋１( )τswTLT,则每户居民得到的平均养老金为:

ps＝(１＋rT＋１)τswT (３)
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PAYG),没有资本积累,T期老年人的养老金由 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

均每人领取金额为ps＝(１＋nT)τswT,nT为 T期平均人口增长率.
(二)医疗保险体系

如果将税收、养老、医疗系统作为外生制度,则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ai(t)＝(１＋r)ai(t－１)＋(１－τy－τs)[w(t)＋r(t)]＋(１－φ)h(t)＋psi(t)＋
GT(t)
N(t)－ci(t)

其中w 是有效工资率,r是资本回报率,GT 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总量,N 为居民数量.bU,i
t ＝

ui
tπtwn,i

t h－li－１
t－１( ) 分别表示平均所得税率和社保贡献率(个人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社保

账户由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因此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最终将分配为这两种用途;ps代表人均养老保

险福利金,∑
R－１

i＝１
bU

tNi
t＋Xp

t ＋XH
t ＝∑

R－１

i＝１
τE

twi
t h－li

t( )Ni
t＋ZU

t 代表医疗支出中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的部

分,φ 表示医保共付率.以上预算约束强调,居民第t年的财富等于上一年财富本息和、交纳水费后的

工资资本收入、政府福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总和减去当年消费.
假设政府拥有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个社会保险账户.一般账户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费、投资、债务

利息、对居民转移支付与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来自税收.社保账户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

保险,定义政府对社保基金转移支付金额与社会保险金总额之比为μ,那么其余１－μ 由居民和企业缴

纳.令τg、τy 分别代表生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因此,政府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
k
τgPxk (t)xk(t)＋∑

i
τyPF(t)FEi(t)＝∑

k
Pxk (t)GCk(t)＋GT(t)＋μS(t)

０８

张晓娣 :公共支出与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三)公共教育

现在考察公共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设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为I E
t ,不接受

教育的期望收入为I N
t :

IE
t ＝Ri

t∑
T

t＝１
Wm

t－１ １＋gt－１( ) １－τ( )
１＋gt－１

１＋rt－１

æ

è
ç

ö

ø
÷

t

(４)

IN
t ＝Wl

t－１ １＋gt－１( ) １－τ( ) ＋∑
T

t＝１
Wm

t－１ １＋gt－１( ) １－τ( )
１＋gt－１

１＋rt－１

æ

è
ç

ö

ø
÷

t

(５)

其中,指数R 是代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Wl是教育水平为l的劳动者工资率,m 代表比l更高的

教育水平,则Wm是劳动者在l基础上继续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资率,τ仍旧是所得税税率,T 是总

工作年份.如果I E
t 大于I N

t ,劳动者将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劳动者选择上学的条件为:

Ri
t⩾

Wl
t－１

Wm
t－１

æ

è
ç

ö

ø
÷

rt－１－gt－１( ) ＋ １＋gt－１( ) １－ １＋gt－１( )/１＋rt－１( )( )T[ ]

１＋gt－１( ) １－ １＋gt－１( )/１＋rt－１( )( )T[ ]

é

ë
êê

ù

û
úú

居民i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
T＝xi＋φGEi

那么,一个国家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近似为:

LSt＝ε１ (GEt)ρt＋ε２
Wm

t－１

Wl
t－１

æ

è
ç

ö

ø
÷
１＋gt－１

１＋rt－１

æ

è
ç

ö

ø
÷

三、政策实验情景与分析思路

(一)实验情景的建立

政策实验１构建了一个宽松的预算约束情景:假设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加２５％.增加的资金

可能来自国家当前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通过严厉制止公款浪费,为政府进行有效的公共

支出提供额外资源;这一假设与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４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级公务接

待费减少２６％”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来自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税技术、打击逃税避税.因此,政府预算

收入在随经济常态化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额外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４类主要的支出战略:①完全进行生产性公共投资(PUBINV),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公共资本的积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费(PUBCON),例如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

等当前性公共服务支出;③通过外包、投资信用等手段转移到私人企业用于私人投资(PRIVINV);④完

全作为转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况(TRANS),增加私人消费和储蓄.作为以上实验情景

的比较标准,基准情景(BASE)假设在使用增加的预算收入时,政府沿用当前的支出结构配比:公共投

资－４４％,公共消费－３１％,转移支付－１５％,行政管理－１０％.
政策实验２放弃预算约束宽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态化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假设政府用于医

疗和教育这两大关键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１５％,同时生产性公共投资降低１５％.这一情景的设定从

表面上看来,符合当前政府努力弱化 GDP数量目标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导向,那么这种牺牲

当前增长的做法能否如愿换来改善民生的预期效果呢?
政策实验３是前两个实验的后续,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投资,其扩张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遏

制浪费、提倡节约”固然可行,但更需要从体制上为政府寻求可持续的压缩开支渠道,而降低养老金支付

规模正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因此实验３模拟当下备受争议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假设自

２０１３年底男性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６５,而女性则推迟到６３;为了鼓励劳动者接受这种改

革,将未达规定年龄标准退休的劳动者每月养老金领取额降低０．５％.如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严

重,承担兜底义务的政府也面临沉重的社保负担,因此,政府期望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来削减社保乃至总

体公共支出,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宏观经济影响

和社会福利效应将给予一定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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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模拟的思路

图１展示了政策实验１的分析过程:扩张公共支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在于需求拉动———政府既可

以自己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又能够转移给私人企业和居民进行消费或投资,其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系统

的最终需求,进而波及产出、增加值以及各类要素的收入.这些影响能够在公共支出变动后的短时间内

显现出来,因此称为即时效应(Immediateeffect).本文首先通过变动模型中的资本要素投入量,计算

需求驱动的即时效应,其对部门产出均衡稳态值的影响见表１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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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分析思路

　　然而由于时滞因素,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未来,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作能力提升

效应(CapacityＧadjustmenteffects),属于非即时影响,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使经济活

动摆脱现有的能力限制与条件约束,开拓生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能,属于供给方面的效应

(Psaltopoulos,etal．,２０００).因而除了分析各类公共支出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在未来长期

内带来的资源容量扩大和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训、医疗、文化事业的公共支出,尽管

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增加产出,但是通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改进劳动生产率,无疑会

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投资对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

率的改善而实现,因此本文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中国 TFP的投资弹性,以此为依据对生产函数的

技术参数进行调整,重新运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给效应在内的产出变动(见表１下半部分).政策实验２
的分析思路与实验１类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别考虑需求和供给影响.政策实验３对部门产出和

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因此将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率、社保缴费率及居民效用的变动.下一节将在产出

影响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应.

四、政策实验结果分析

(一)政策实验１
图２描绘的需求驱动效应仅指政府支出扩张通过直接增加国内需求进而对各行业和部门的影响.

从产出角度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除了教育以外的几乎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发挥了明显的带动

作用,尤其是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农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提

高了其他各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推动作用与公共投资相当,对其他服务业的促进最

强.而在公共消费情景(PUBCON)下,产出增长较为明显的仅仅有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公共

管理),同时制造业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为政府购买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产品(如社会服

务、住房等),进而降低了可交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质上诱导生产资源从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门向服务

业部门的再分配,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

的公共转移大多数将指向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居民对食品、衣物、日用品、电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为

强烈,需求的增加导致以上商品价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厂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产能力、削减出口以更多

地服务国内市场,所以转移支付政策下的净出口水平最低.就国民总产值的绝对水平来看,公共投资最

高、私人投资其次,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甚至低于基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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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公共支出政策下各部门的产值(亿元)

基准情景 公共投资 公共消费 私人投资 转移支付

仅需求效应

农业 ５１１４０．２６ ５４３４７．９７ ５１３４２．２０ ５１０４１．２３ ５１２９１．７１
矿产 ２９０２４．７２ ３１１５９．７１ ２８９３９．５２ ２９１６６．７２ ２８９９６．３２
教育 １４９７２．３１ １４５１４．４４ １５３７８．１２ １４９１４．５０ １７１４５．７３
医疗 ７０４６．２１ ７５７９．０６ ８９６４．５２ ７０１１．７４ ８１３５．８４
公共管理与服务 ３３２８１．５３ ３４７１６．７０ ３７４４６．８６ ３２９００．０８ ３４３４５．１１
制造业 １８３７２８．０２ １８５５４４．３８ １８１９８３．２１ １８５０４３．１５ １８４７７４．９０
建筑业 ３５７８８．７８ ３７５５８．３８ ３６４６２．９７ ３７５７０．３０ ３５８２２．３２
贸易和运输 ８６３０６．６２ ８６６９０．９３ ８６５５０．１９ ８７６０５．６８ ８６４６９．００
其他私人服务业 ８８１１１．８４ ８８４５６．０３ ８７３６５．１３ ９０７７１．２０ ８８１９４．８１
净出口 １５６６７．２９ １５８９３．４２ １５４４４．３０ １５９０１．５８ １５４１４．８０
GDP ５５１０６７．５８ ５５６４６１．００ ５４９８７７．０２ ５５２９２６．１８ ５５０５９０．５４
GDP增长率 ６．１９ ７．２３ ５．９６ ６．５５ ６．１０

包括供给效应

农业 ５４０９８．０５ ５４５０６．６２ ５４９７６．７７ ５３８１９．４５ ５４６２２．１１
矿产 ３０４３３．０３ ３０６６２．８７ ３０９２７．３６ ３０２７６．３０ ３０７２７．８４
教育 １５４８６．６４ １５６０３．６０ １５７３８．１９ １５４０６．８８ １５６３６．６６
医疗 ７３８８．１０ ７４４３．９０ ７５０８．１１ ７３５０．０６ ７４５９．６７
公共管理与服务 ３４０６３．１５ ３４３２０．４０ ３４６１６．４４ ３３８８７．７３ ３４３９３．１３
制造业 １８６９７１．３８ １８８３８３．４５ １９０００８．３６ １８６００８．５１ １８８７８２．６３
建筑业 ３５９４２．６９ ３６２１４．１４ ３６５２６．５１ ３５７５７．５９ ３６２９０．８８
贸易和运输 ８７００３．９５ ８７６６１．０３ ８８４１７．１６ ８６５５５．８９ ８７８４６．７８
其他私人服务业 ８８９０７．３９ ８９５７８．８５ ９０３５１．５２ ８８４４９．５３ ８９７６８．６７
净出口 １５８０７．００ １５９２６．３８ １６０６３．７６ １５７２５．６０ １５９６０．１３
GDP ５５６１０１．４０ ５６０３０１．２３ ５７５１３４．１６ ５５３２３７．５５ ５６８４８８．５０
GDP增长率 ７．１６ ７．９７ ８．９０ ６．６１ ８．２０

!"#$
%&'(
%&)*
+,'(
-./0

!
"

#
$

%
&

'
(

)
*

+
,

-
.

/

0
1

"

2
3

"

4
5

6
7

8

9
:

;
<

.
/

"

=
>

10

8

6

4

2

0

图２　不同公共支出政策下的行业产出变动(仅考虑需求效应)

　　相较于需求影响,公共支出的供给驱动效应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公
共投资情景(PUBINV)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供给,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直接将资源转移

给企业以增强其投资能力,公共消费情景(PUBCON)通过医疗和教育改善劳动力质量,赋予居民积极

参与市场的机会,转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这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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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效应均是通过刺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图３描绘了包含要素供给效应的 GDP增长

率,显然,无论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经济增长率都在单纯的需求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根据实证估计,

TFP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弹性高于其他部门(见表２),因此,最强的实际 GDP 增长效应出现在

PUBCON情景下.图４比较了公共支出结构不变时与侧重公共消费时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

率———考虑了生产率提升效应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长率从基准情景的６．５％提高到８．０％,增
长路径几乎抬升了２２．９６％;TF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路径提高０．５９％;总需求相对于基期路径上扬了

２０．７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私人消费比基准情景分别上涨了９．５５％和２０．４２％.因此,从长期来看,服
务导向型的公共支出战略(PUBCON)通过增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成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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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包含生产率提升效应)

表２　TFP对各部门投资的弹性

政府支出类别 TFP弹性估计值 弹性估计值标准误

农业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矿产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教育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４
医疗 ０．２１５ ０．０３４
国防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４

制造业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２
建筑业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２

贸易和运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私人服务业 ０．１７７ ０．０３２

　　 资料来源:Zheng等(２００９),Shiu和 Heshmati(２０１０),

Ozyurt(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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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准情景和公共消费情景下各指标增长率的比较

　　综上,如果仅仅考虑支出的即时需求推动效应,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各产业的促进作用最

强,并实现７．２％的 GDP增长率;而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长率只有

６％和６．１％,甚至低于基准情景的６．２％,可以说暂时牺牲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综合考虑公共支出对生

产率的长期提升效应,公共消费(PUBCON)战略将超过其他支出方式,带来８．９％的最高增长速度.因

此,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以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要素质量的提高终

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回升,成为持久、稳定的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效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服务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

收入呢? 表３显示,从要素回报来看,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扩张,均拉升了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前

者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后者则带来了技术溢价(skillpremium);但显然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劳
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学历劳动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获益匪浅.资本收益

率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响,反而在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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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资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仅在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

显著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消费政策下劳动力总收入扩张最高,是基准情景的２．４倍,其次是转移支付(１．７
倍)和公共投资情景(１．２倍),私人投资战略使劳动力收入降低了约３０％.

表３　要素价格、数量与收入(相较于基准情景)

基准情景 公共投资 公共消费 私人投资 转移支付

劳动力价格

低(无)学历 １ １．０７ ２．１１ ０．６４ １．２７
　　中等学历 １ １．５３ ２．２３ ０．８５ １．０４
　　高等学历 １ １．１９ １．３６ １．０８ ０．９２
资本价格 １ ０．７３ １．０２ １．３６ １．００
劳动力供给量

低(无)学历 １ １．００ ０．６３ ０．９２ ０．８１
　　中等学历 １ １．００ １．９７ １．０４ １．５６
　　高等学历 １ １．０５ 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２
资本供给量 １ １．３５ ０．７３ １．３５ ０．６２
劳动力总收入 １ １．１９ ２．３８ ０．６６ １．７４
资本总收入 １ １．２８ １．００ １．５９ ０．９３

判断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还

需要考量合适的福利指标.一般来

说,消费是效用函数的关键决定变

量,因而能够近似地反映福利变动.
图５灰色横条代表各个情境下居民

(私人)消费相对于公共支出扩张前

的增长率,结果显示,除了私人投

资,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费都

随着劳动总收入的增加而增长:转
移支付由于将１００％的额外公共资

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因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

消费一方面减轻了居民在医疗、教
育上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也挤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所以对消费的综合效果要

弱于转移支付.当然,仅仅考察私人消费不够全面,因为当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时,居民效用也会受

到影响.所以本文还计算了 Hicks等价性变化EV(equivalentvariation)作为居民福利测度指标,由私

人消费改变产生的效用变化为EV(t)＝[(Ut－U０)/U０]I０,假设公共总支出GEXP 中对k产品的购买

为Gk,则包含公共消费的EV为EV(t)＝EV ＋∑
k

[(Gt
k －G０

k)/G０
k]GEXP０ .图５斜纹横条描绘了

EV 指标的变动情况,显然,如果将公共和私人消费一并考察的话,则PUBCON下的EV 增长率将反超

TRANS情景,说明消费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选择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综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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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公共支出政策下福利指标的变动率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图６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３种衡量指标———城镇高低收入

群体平均收入之比、城镇贫困线上下居民人数之比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务主导的政策情景中

(PUBCONS和 TRANS),劳动收入占比从５３％上升到６０％左右,而资本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因而收

入分配效应更有利于被雇佣劳动者不利于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而投资主导(PUBINV 和PRIVINV)
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构成、而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

动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所以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 PUBCONS和 TRANS情境下较基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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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

差距.公共消费(PUBCON)由于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因而在降低贫富收入差异上取得

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对城乡差距的缓解作用略低于转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

机会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侧重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增长,却几乎

没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显著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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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贫困线适用联合国当前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为１．２５美元.

图６　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模拟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资导

向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通过需求驱动效应即刻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侧重

于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通过提高 TFP产生持久的增长效

应,不仅高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将会推动居民消费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水

平)的边际报酬、改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产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时的、在短期能够

显现的,而服务性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的效应却有相当长的滞后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

须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做出选择,在当前利益和未来的福利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二)政策实验２
政策实验１表明,政府在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前提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消费项

目将会产生持久的增长和公平效应.那么,在预算约束不变时,能否将教育作为最优先发展部门,从其

他部门抽调资金支持教育呢? 政策实验２假设公共教育支出增长１５％,而其他支出类型总和降低１５％,
并通过模型预测劳动力供给、回报率及收入所受的影响,这里将同时考虑公共教育投资对需求的带动效应

和对劳动要素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假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与预测区间平均人口增长率２．５％相同.
表４　教育优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劳动供给增长率 GDP增长率 ６．４ ６．７
低(无)学历 ２．５ １．７ 储蓄和投资(％GDP) ２９．９ ３０．１
中等学历 ２．５ ２．８ 劳动总收入增长率 ８．３ ７．７
高等学历 ２．５ ２．９ 资本总收入增长率 １．４ １．９

居民收入增长率

城镇低收入 ４．２ ３．３
工资率增长率 城镇中等 ５．５ ４．９
低(无)学历 ３．１ ６．２ 城镇高收入 ８．３ ８．７
中等学历 ４．６ ４．０ 乡村低收入 ２．２ ２．３
高等学历 ４．７ ４．３ 乡村中等 ４．２ ４．４

乡村高收入 ６．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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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模拟结果显示,受教育劳动者供给的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了０．３－０．４个百分点,而未受教育

劳动者的增长率则比基期值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高学历者由于供给相对富余而工资率的增

长速度放慢,而低学历者由于变得稀缺而工资增长率显著提高,不难预见在未来,剩余的非熟练劳动者

(当前可能处于失业状态)将重返就业市场,这种流动直到工资率降至预期最低水平(基准情景工资率)
才会停止.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长反倒导致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呢? 可能的解释是:公共

投入向教育倾斜使得生产建设性公共投资的绝对水平下降,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
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中高水平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当熟练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恰好印证了现实中的现

象———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但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导致高学历人才大量富余

和闲置进而压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率.而相较于高学历劳动力,中等学历劳动力的收入增速下降

更大,因为低学历劳动者的替代性远远大于对高学历劳动者.
积极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长带动下,GDP增长率略有提高,但考虑到 TFP对教育投资高

达０．４的弹性,０．３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原因依旧来自两方面:第一,被挤占的公共投资导

致需求对生产的直接扩张效应减弱;第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快,高于储蓄投资率的增长速度０．２％,
这样新增加的劳动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设备.由此可见,政府在重视人力资本培养的同时,
也不能放松物质资本的深化.随着中高级教育背景劳动者的增长,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回报率自然

在增速上快于劳动回报率,资本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工资水平,成为推动私人投资的激励因素.而土地

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并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进而在某种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

地位,虽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镇贫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长降低,原因在于这一群

体主要是没有资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型劳动力在公共教育投资扩张后

变得相对富足,同时有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收入情况恶化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的,却
是具有低等或者毫无教育背景的农村人口从不熟练劳动力稀缺溢价中得到好处.

综上所述,收入提升最显著的是农村居民组和城镇高收入组,前者获得数量可观的土地租金以及低

水平劳动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后者包括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

入地位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愈加提高.与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练劳动力构成的城

市贫困及中等群体收入增长反而显著降低.图７沿用图６的３个指标描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加

入城镇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组收入之比.城乡差异由基准时期的３．９６下降到教育扩张情景下的３．０２,主
要得益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受教育雇佣劳动者工资率相对下降;城镇高收

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却由１４．８９提高到１６．５１,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差距由６．４７提高到７．３３,分别

扩大了１１％和１３％;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依然变动不大.因此,通过牺牲其他公共产品而优先发展教

育将损害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结果恰恰与政策的初始目标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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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单纯地增加公共教

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经济总量增长,缓解

部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却无法改善

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为了消

除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同时实施其他的

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扩张战略.其

中较为关键的是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
否则,由于熟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

协调,教育投资扩张也只能对扶贫济困

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当前的中

国,很多受过教育甚至学历较高的劳动

者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依然贫穷.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加强人力资本的扶贫战略必须由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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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或私人资本积累作为补充,这样才能保证占贫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者报酬率增长,社
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规模扩张资本有难度的话,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最有效措

施就是改革教育产出结构,使其生产出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好地迎合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尽可能

地降低结构性失业.
(三)政策实验３
政策实验１强调了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时政策实验２又提醒不能在扩张教

育的同时削减公共投资,那么,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现

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未来需要长期背负的包袱,那么,中国能否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养

老金支付额,为政府消费和投资节省资金呢? 政策实验３将探究这一提案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其一,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影响.图８对比了两种情景下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径.如果不实

行改革,养老保险收入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６万亿元扩大至２０７０年的４４．５万亿元,而支出规模则由１．３３万

亿元增加至１２０．６万亿元;账户将在２０３１年左右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收支逆差将在２０７０达到７６．１万

亿.如果延迟退休,那么资金缺口首次出现的年份将延长至２０４０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

支出,每年都有结余;２０７０年赤字额为３４．８万亿,几乎是不改革时的一半.显然,养老金亏空额越低,政
府的社保负担越轻,可以节省下资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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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影响

　　为了应对退休年龄的延迟和养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同时降低消费以弥

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降低的损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５年内,这些响应总体来看非常小,因而社保

缴费率并未立刻明显下降,而仅仅是增速放缓,并在２０４５年左右达到最大值２０．０６％(图９a),这一年以

后,所有世代都将按照推迟后的年龄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因而缴费率始终保持下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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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负担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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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的相对变化来源于净工资的变动,对于青年群体,社保缴费率降低带来其隐性税负率下降及

净收入增加,同时极大抬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反而导致这一群体失业率的

上升———改革头年最年轻工龄人口的失业率由９．４２％增加到９．５５％.相反,中年劳动力面临的则是隐

性税率的增加和净工资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不仅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减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赶上社保

贡献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劳动者供给减少,反而使其失业率降到基准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长

劳动者的失业率由１６．１７％下降到１５．８９％.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所以总体失业率在预

测区间的路径比基准情景略低(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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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最后,随着养老保险支付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

低,政府得以削减对养老及事业保险基金补贴和公

共支出,这样在整个预测区间,居民的综合税收负担

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平均减轻约７．３％(图９b).
其二,福 利 和 收 入 分 配 影 响. 根 据 Hirte

(２００９),效用变化可以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excess
burden)变动和收入效应(incomeeffect)变动,而收

入变动能够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收入变动(本文为０)
和净社保收益变动,其中社保收益变动由养老和失

业保险收益减去社保缴费.以上分解可以通过效用

最大化方法、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
表５计算了各个世代居民改革实施前后的等价性变化 EV,以衡量其效用变动 ΔU,并将 ΔU 分解为额

外税收负担ΔE和社保净转移支付变动ΔS———ΔS代表净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税负降低.最后一

行则是所有世代居民贴现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变动率总和.
表５　效用变动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１９２１ ０．１２ ０．０４ ０
１９３１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９４１ １．３３ ２．０４ －０．４５
１９５１ ０．２７ ０．７２ －０．３６
１９６１ －０．６９ －０．３４ －０．４４
１９７１ －１．５７ －０．９１ －０．７９
１９８１ －２．３６ －１．５１ －１．２２
１９９１ ２．８８ １．７７ １．４８
２００１ ３．５７ ２．０１ １．６２
２０１１ ４．２４ ２．２９ ２．３５
∞ ４．５ １．８３ １．８５

∑ ０．６ －０．０３ ０．６４

ΔU显示,在改革初期已迈入退休年龄的居民(１９５１年及以前

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养老金领取总量不变,因而没有

遭受效用损失.改革年份处于青年阶段的群体以及更加年轻的居

民(９０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时正处于中年的

世代(１９６１－１９８１出生)效用则有所退化.为什么只有年龄稍长

的劳动者遭受损失,而年轻和未来世代实际都是收益群体呢?
对于９０后以及更加年轻的未来世代,社保收益 ΔS为正值,

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将推动社保缴费率不断下降,所以年轻世代

将在相当长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带来的好处,这
种正面影响甚至要大于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带来的损失.同时,
平均税率也是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未来世代的税收

负担ΔT.根据图９,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税负率的下行都是经过一

段时间才逐渐显现,而中年劳动者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份缴纳了

高额的社保费用,又没有剩余的工作时间充分享受低税率,因而其终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代际再分配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效用从中年居民转移至年轻和未来世代,同时一小部分转

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总和略有上升———总的贴现效用大约提高了０．６％.

五、结语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时,政府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建设性的公共投资,还是侧重社会服务的公共消

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影响.
本文利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在投资导向、消费导向和转移支付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

下,部门产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变动情况.比较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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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对GDP的增长作用有限,但却能够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并引导生产资源从出口流向内需市场;长
期来看,能够通过供给效应刺激 TFP的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

性.同时,强调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增加劳动报酬,改善以 EV 测度的福利指标,并且

在最大程度上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但是,上述模拟结果是在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在保证其他支出类别

绝对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对增加社会服务类公共支出可以产生以上种种好处.那么,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
可否牺牲生产性投资以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呢? 模拟结果显示:这样做虽然能够增加熟练劳动力供

给,但由于资本积累下降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这部分劳动者将相对富余,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工资率下降;对

GDP的增长贡献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土地等回报率相对抬高,劳动报酬相对下降,一部分受过教育

的中高水平劳动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结果是加剧了贫富不均.这说明,国家在施行科技兴国、教育扶贫战略

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资本深化,否则,将出现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反而越穷”的反常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服务支出的确需要加强,但“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建设投资以

扩张服务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强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从何处来? 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

文考虑了一种方案———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节省公共支出,并模拟了延迟退休的经济

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将推迟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将各年份的收支缺口减至原先的一半,并在

未来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综合税收负担,对失业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显然,延迟退休的措施减轻

了政府和居民双方的支出责任,对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私人消费都有积极的作用.从效用变动的角

度来看,改革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响,年轻和未来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时处于中年的劳动者

却遭受了损失.因此,这是一个代际的效用转移过程,整体看来,所有世代的效用总水平略有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性.首先,仅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

长、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响,而政府在进行公共财政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尤
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源环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第二,政策模拟中没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战略.既然投资型支出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而服务型支出有

利于长期增长与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公共投资与消费之比,在短期和长期最优之间进行

折中,既保持当前适度增长,又实现长远的收入提升呢?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多目标决策系

统,对公共资金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期达到长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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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治理工具的自愿性标准:理论、现状与未来∗

———兼论中国标准化法制的革新

于连超

摘　要:自愿性标准是以市场驱动和社会协商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愿性标准已成为协同治理和私人治理的基本工具.然而,我国现有标准化立法与

科技政策不足以为自愿性标准发挥其治理工具功能提供周全的制度保障.改革现有标准化体

制是我国现阶段标准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标准化体制的改革应在法治化框架内进行,坚持自

愿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二分的理论认识,坚持自愿性标准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在制度建

设方面应积极搭建自愿性标准信息服务平台,促进自愿性标准体制的内部民主治理机制,并积

极营造自愿性标准自由、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自愿性标准;强制性标准;治理工具;标准化法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２１世纪人类政治文明变革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也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以风险控制和技术塑造

为重要特征的当今人类社会,标准扮演着重要角色.源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市场驱动和社会协商为

基础的自愿性标准日益成为治理的工具.本文在辨析自愿性标准范畴并理论阐释自愿性标准作为治理

工具的基础上,通过梳理自愿性标准在中国立法与政策中的现状,为发挥自愿性标准的治理工具功能,
提出未来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若干制度建设,以为中国标准化法制的建设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自愿性标准:作为治理的工具

(一)自愿性标准辨析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标准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标准的类型化认识有助于降低这一复

杂性.自愿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被认为是标准体系的两个主体部分.自愿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二分

法,是从标准是否具有来自于法律的强制实施力这一角度进行的划分,这一分类的科学性及其重要意义

获得诸多学者的肯定(胡彩梅等,２０１０).然而,在不同法例中,关于标准的上述类型化表述有所不同.
在 WTO框架下,标准的范畴仅限于自愿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则属于技术法规(TechnicalRegulation)范
畴.在我国,国家标准(GB/T２００００)«标准化工作指南»直接援引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

委员会)１９９６年的第２号指南关于标准的界定,即认为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

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规定活动或活动结果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规则、指南或特性.在这一框

架下,标准既可是自愿性的,亦可是强制性的.对标准的使用人而言,可将标准视为一个“连续统”
(Continuum),即使用人拥有不同程度的选择自由.在这一连续统中,其中一端是强制性标准,另一端是自

愿性标准,位于中间地带的则是政府制定的推荐性标准以及具有事实上一定约束力的私人制定的标准.
尽管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标准也是自愿性的,但如果生产者不采用这些标准,可能要面临无法进入相关市

场的问题,因为现有市场已广泛接纳了这类标准,这也源于标准的网络效应.由标准引发的这一作用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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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造成市场垄断、阻碍技术创新与应用、限制消费者选择等系列不良后果.现代反垄断最新立法对此问

题表示十分关注,其中欧盟反垄断法指南将他人能否自由开发可替代性标准以及能否自由生产不符合特

定标准的产品作为评估某一标准化协议是否会产生垄断影响的重要因素(于连超,２０１２a).
关于标准最近的理论认识,是将其按制定标准的主旨或利益取向的不同,划分为公标准和私标准,

前者表达的是“显规则”,后者表达的是“隐规则”(李春田,２０１４).这里的私标准主要是指那些由企业、
企业联合以及行业协会等市场主体自我规制(SelfＧregulation)而制定的标准,或者称之为私有标准

(PrivateStandards)(于连超,２０１２b).公标准则是由政府等公共组织制定的标准.然而,公标准并非

全然是强制性的,私标准亦非全然是自愿性的.私标准的自愿性程度取决于推行该标准的主体支配权力

的能力和形式,即使由于采纳私标准的主体拥有足够的市场力量,以至于该私标准在商业意义上具有了事

实上的强制性,但是还不具有公标准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然而,私标准可能会被具有公权力的机构采

纳,由此私标准的遵从便是强制性的,即为法律授权的私标准.如欧盟有关电信和电子产品的CE标志指

令便引用了ISO９０００系列标准.公标准的形式主要是政府颁布的法规,并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获得强制性.
与此同时,政府也会颁布一些自愿性标准,有学者将此类标准称为“可选的法律”(OptionalLaws)
(Brunsson,N．etal,２０００).在我国,现行«标准化法»框架内的推荐性标准也具有强烈的公标准属性,然而

它在实施力上则是自愿性的.可见,标准的“私”与“公”属性与标准的“自愿性”与“强制性”并不是一一对

应的关系.然而,私标准的自愿性是其本然属性的体现,而公标准的自愿性则是政府倡导性的表达.
(二)自愿性标准作为治理工具的理论分析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其本意是控制、操纵和引导.但是,治理一词有多种含

义,并在不同场合使用.近些年来,治理理论发展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

认为,治理是各类公共的或者是私有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称.治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

整套规则或一种活动;治理的基础是协调,而不是控制;治理既涉及公共机构,也涉及私部门;治理是一种

持续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俞可平,２０００).同时,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两方角色都要进行变换,
政府能力主要表达为整合、动员与管制等方面,公民则成为积极的决策参与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

政策的执行者.此时的政府与公民是“共治”关系,强调公民的“共享权”,即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要求政府

保障其能够共同享有资源和利益的权利(罗英,２０１３).其中,在公民的这一参与过程中,第三部门将成为

重要的组织载体(王诗宗,２００９).在很大程度上,治理是相对于“统治”这一概念而言的.从传统社会的统

治走向现代社会的治理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尽管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或过程,它表达了

一定的政治价值,但治理的技术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治理主要表达了国家的工具理性,即治理是

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是一种工具理性(俞
可平,２０１５).现代治理背景下,标准已然成为治理的工具.与治理权威主体的多元化相一致,现代标准化

活动的主体亦是多元化的,包括政府机构、社会中间组织和企业.其中,标准被视为政府管制的重要政策

工具.在政府管制工具谱系中,标准处于低干预强度的信息管制和高干预强度的事前批准之间的地带.
而目标标准、性能(产出)标准和规格(输入)标准分别代表不同的干预强度(安东尼奥格斯,２００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权力逐渐具有多极性、复杂性和流动性、分散性,国家不再是国际

关系、经济调节以及与地方政权关系等事务的中心(让－皮埃尔戈丹,２０１０).这一背景下,治理也多

以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和私人治理(PrivateGovernance)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今是一

个多元治理力量共存的环境,政府不再是“干预与否”以及“少干预”的问题,而是在众多非政府组织以及

其他社会自治力量开展治理行动的过程中,政府如何“不厌其多”地提供服务和引导,建立起共同(或协

同)治理的体系(田培杰,２０１４).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向往的是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应当以“他在

性”为导向,应当确立起“他在性”的原则(张康之,２０１４).而协调治理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对社会公共事

务的合作管理,这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是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善治.在政府与市场主

体协同治理框架下,自愿性标准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此时由政府推出的自愿性标准代表着公共利益,
表达着政府对市场的指导与倡导.而在市场自治领域,则属于私人治理发挥作用的空间.由跨国公司

或者企业联盟推出的自愿性标准,表现为一种私有的、非政府的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管制体系,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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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供应和销售网络.这一自愿性标准体系的权威性、合理性以及执行力并不来自政

府,而是来自于市场.由社会中间组织制定的标准也已成为自愿性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
一百多年来的标准化活动最初是由民间组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导发展起来的.市场驱动和以民

间组织为主体是美国标准化体制的两大基点,民间组织包括科学和专业学协会、贸易协会以及测试和认

证组织,其中很多组织在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力,主导或参与本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国家标准和专业

团体标准是整个美国标准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包括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认可的标准制定组

织(SDO)制定的标准、ANSI与政府部门共同制定的标准以及 ANSI和其他认可的标准组织联合制定

的标准;后者则是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未被 ANSI认可的标准,但二者均属于自愿性标准范畴(刘春青

等,２０１２).此时,由市场驱动和社会协商为基础的自愿性标准已成为治理的基本工具.面对现代市场

经济中的种种利益冲突,自愿性标准体系中的自愿规则以及与之关联的合格评定 (Conformity
Assessment)和标签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广泛且更可接受的解决问题渠道(JohnJ．Kirtonetal,

２００４).当然,违反自愿性标准规则并不会受法律的制裁,但应接受市场和社会的惩罚.实践中,自愿性

标准体系所代表的治理机制遍布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工业产品制造、公共管理与服务提供等几乎所有

的产业部门,成为普遍存在且蓬勃发展的治理机制.

二、自愿性标准在中国的现状:立法与政策

(一)标准体系中的自愿性标准

标准体系一般是指为实现确定的目标,由若干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标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

机整体,其中标准综合体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标准体系(梁丽涛,２０１３).在我国现行标准化法制框架

下,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标准构成.但是,现有立法并没有关于自

愿性标准的明确界定.依«标准化法»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三类标准可分为强制性标准

和推荐性标准.但该立法文本也没有对推荐性标准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排除法,在界定强制

性标准的基础上,认为强制性标准之外的标准即为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范畴,并不

具有来自法律所赋予的强制约束力,即市场主体完全按照自愿原则自主决定是否采用.据统计,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年间,推荐性国家标准占整个国家标准体系总量的比例平均值高达８６．３７％.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间,
推荐性行业标准占整个行业标准体系总量的比例高达９１．９６％(中国标准化研究院,２０１２).截止２０１３
年底,我国累计备案地方标准共计２７６５８项,其中推荐性地方标准２４２２１项,约占８７．５７％(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２０１４).由此可见,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三类标准体系中,自愿性标准占据了绝大

多数份额.在我国现行«标准化法»框架下,自愿性标准体系包括政府主导制定的自愿性标准和市场主

导制定的自愿性标准两个基本层面,前者表现为推荐性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和推

荐性地方标准;后者有联盟(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自愿性标准体系类型及其法律渊源表

基本层面 具体类型 法律渊源示例

自
愿
性
标
准
体
系

政府主导制定

的自愿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

市场主导制定

的自愿性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行业标准

推荐性地方标准

联盟(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标准化法»第７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

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３条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为强

制性标准;规定非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强调“培育发展团体标准”;山东省«企业联盟标准

管理办法(试行)»、宁波市«联盟标准与标准联盟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等.

«标准化法»第６条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

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企业产品标

准管理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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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标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对其企业范围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工作要

求所制定的标准.企业标准具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作为企业进行技术积累和存档的形式;二是作为企

业内部一项强制执行的技术指令(王平,２０１５).企业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完全是企业内部的事务,因此,
企业标准是典型的私标准,也是典型的自愿性标准.目前,我国对企业标准实行“备案制”监管.关于企

业标准的立法文件主要有«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以及«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

案办法»等.近些年来,联盟标准成为自愿性标准新的表现形式.联盟标准被视为团体标准的一种类

型,主要是指由某一产业或某一行业内的数个成员自发形成组织或联合,为本产业或本行业的共同利

益,经协商一致而共同制定并承诺制定的标准体系.从秩序角度来看,联盟标准是为了满足企业和行业

生产发展的利益需要,由市场主体自发组织制定,进行自我规范的秩序选择.目前,我国联盟标准的组

织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制定并实施标准的联盟,如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二是实施标

准的联盟,但不制定标准,如数字电视产业联盟.我国在立法层面还没有关于联盟标准的明确规定,而
主要散见于部分标准化政策和一些地方性的试行规定.«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促进联

盟标准的有序发展是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的必要内容.«深圳市知识产权与标准化战略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强调在专利联盟和标准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中介组织以技术标准

和专利许可为纽带构建产业联盟.在联盟标准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许多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了

联盟标准管理办法,如２００９年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企业联盟标准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１３年

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宁波市联盟标准与标准联盟组织管理办法(试行)»,这些办法对联盟标

准的管理主体、制定发布程序以及备案管理等具体问题做了规定.可以说,我国已形成了支持联盟标准

发展的政策环境.但是,联盟标准的法律定位并不明确,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也可能会束缚联盟标准的

发展.此外,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协会标准也是自愿性标准的重要形态.但我国现行«标准化法»并没有

对协会标准做出规定,而行业标准和协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在自愿性、灵活性、开放性和先进

性、国际性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在未来«标准化法»中引入协会标准,将现行体制中的行业标准有计

划、区别性地转化为协会标准被视为重要的改革方向(刘瑾等,２０１２).
现行标准化立法与标准化政策并没有专门针对自愿性标准做出规定或做较为具体的规划,而主要

是从标准体系建设与完善角度提及自愿性标准.目前,我国的标准化体系不够健全,而一个成熟的标准

治理体系被认为应有三大板块构成,即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三大板块构成整个标准化“三位一体”的社会

架构(廖丽,２０１４).可见,作为治理工具的自愿性标准应得到标准化立法与政策的重视,否则仅强调强制

性标准的标准体系将是一“跛子”.国务院２０１５年３月颁布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指出,我国

标准体系不够合理,这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其中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制

定的标准比重过高,且主要集中在应由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制定的一般性产品与服务标准;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团体标准在我国现行«标准化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对企业标准的过度行政

干预抑制了企业标准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完善标准体系将是整个标准化工作的基本目标.
(二)科技政策中的自愿性标准

标准以科技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标准制定与实施也是科技创新成

果普及传播与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因此,标准化工作实质上也是科技工作的一部分.在我国,由于

标准化立法不尽完善,科技政策在扮演着标准化活动重要支撑力量的角色.同样,科技政策也是自愿性

标准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其中既有科技综合政策、科技专项政策,也有标准与科技协同发展政

策,内容涉及改革基础科研制度、完善市场主导机制、强化奖励激励措施等方面(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与自愿性标准相关的科技政策类型、渊源与内容

政策类型 政策渊源示例 政策内容

科技综合政策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科技专项政策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标准科技政策 “十二五”技术标准科技发展专项规划

改革基础科研制度;完善市

场主导机制;强化奖励激励

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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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科学研究是自愿性标准制定与实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而其中的科研体制也被认为是科技政策的

基本内容之一.在我国,科技政策多年倡导要重视“产学研”相结合,但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还始终存在.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活动被分割在不同的行政系统之中,这两个行政系统的行为方式、价
值导向以及社会脉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至于现实中常出现科研的“曲高和寡”,阻碍了科技创新与经济

发展的互动和渗透(金周英,２００２).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就展开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但实际取得的成果并不多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政府积极推进独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革,试图从体制上解

决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两张皮问题.«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指出,要深化科

研机构改革,建设“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２０１２年４月,由教育部和

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２０１１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把协同创新机制建

设作为重点,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分割状态向科

技工作的上游、中游、下游联合、贯通的方向转变.改革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和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科研

体制是当今科技政策的重要任务,坚持政府私权谦让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尊重科研、民主治理以及权益

合理分配的科研制度才能为自愿性标准体系的建设提供长久动力.
其次,企业是科技活动的主体,是自愿性标准制定与实施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企业尚未真正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十二五”技术标准科技发展专项规划»要求强化企业在技术标准创制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标准创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产业技术标准需求、投入、研制和应用中的主体

作用.另一方面,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标准创制能力建设,如开展科技创新、标准研制和产业发展

相互协同的企业创新发展模式试点示范;鼓励科技型企业、企业技术研究院设立技术标准专门机构.标

准联盟组织是自愿性标准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政策应为标准联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表示要支持组建标准联盟,即积极支持同产

业领域内的大型企业对相关的同一性技术问题进行标准化发展的合作,进而组建标准联盟以形成较大

的市场影响力.自愿性标准是以市场和社会为基础的,只有当企业及其联盟组织成为自愿性标准活动

的主体,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质量责任主体,正如«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指出,要强化企业质

量主体作用,促进企业创制标准和实施标准的能力,以提升整体质量水平,增强质量竞争力.
再次,促进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的应用是科技政策的基本任务,以至于众多科技立法以“促进”“进

步”和“振兴”等名称贯之.这涉及科技政策工具问题,科技政策工具是政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政策

行动的机制,亦即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桥梁,恰当地选择与使用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科

技政策工具可在理论上分为供给方导向的政策工具,如对科研提供直接的资助;需求方导向的政策工

具,如政府采购,包括标准购买;环境方导向的政策工具,如提供税收优惠以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陈劲,

２０１３).可见,要综合运用科技政策工具,以促进自愿性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其实,早在上世纪９０年

代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就制定了«标准化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后来,各部门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的

标准化奖励办法.如«医药标准化工作奖励办法»(１９９１)、«农业标准化实施示范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０６)等,但这些办法奖励的对象范围相对狭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完

善科技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科技奖励在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和创新模式、激励和表彰科技创新人才、促进社

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二五”技术标准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则强调鼓励将市场广泛认可且

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企业标准或联盟标准制定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基金申请中优先支持承担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研制任务的企业.应当认识到,
制定并实施积极的科技促进政策能够为自愿性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注入强大推动力.

三、自愿性标准的未来:兼论标准化法制的革新

(一)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如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治理以及市场主体的私人治理是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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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自愿性标准已成为协同治理和私人治理的重要工具.中国现行的标准化体制是由«标准化

法»所确立的,这一部源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基本法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的痕迹.而由该法所确立的标准化体制,更多地侧重强制性标准的管理,对自愿性标准的管理措施更

多地具有行政干预色彩.这一体制对自愿性标准在现代治理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和承载的功能难以提

供周全的制度保障.因此,改革我国标准化体制是目前标准化工作的第一任务.首先,坚持标准化体制

改革的法治化轨道.近些年来,中国标准化体制呈现出强烈的政策性、部门性和地方化,这势必会威胁

标准化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法律则能为标准化活动提供稳定性和信任机制,进而能够为标准作

为治理工具作用的发挥提供根本性制度保障.法治也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没
有对法律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就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经济社会秩序,就不会有善治.对自愿性标准而

言,法律也可以有效筑建起抑制行政权力对市场自治不当干预的藩篱.其次,强调自愿性标准与强制性

标准分类的理论认识.强制性标准主要承担着风险控制与市场准入功能,它是政府进行经济性规制和

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工具;而自愿性标准则是市场主体进行自我规制以及相关利益方进行共同治理的重

要工具.前者是以政府为基础的,主要是治理公共领域的秩序问题;后者则是以市场和社会为基础的,
主要是治理私人领域的秩序(程虹、刘芸,２０１３),这应是标准化体制革新的理论认识.得此理论认识,才
能对强制性标准与自愿性标准构建不同的监管模式.再次,坚持自愿性标准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市场经济理念侵入到社会的每一领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标准化体制改革应体现市场

经济的内在规定性特征.既然自愿性标准的基础是市场和社会,那么就应把其交予市场和社会去治理,
而不是由政府来控制.当然,这并不否认政府可在其中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如此,在标准化体制革新这

一顶层设计工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展开健全并完善支撑标准化体系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措施的工作.
(二)自愿性标准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

第一,搭建自愿性标准信息服务平台.目前,由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推荐性标准是自愿性标准体系的

主体内容之一,立法也明确表示要积极推动推荐性标准的实施,需要把这一立法表示的规则具体化,以增

强实施效力.对由市场驱动和社会协商的自愿性标准而言,政府要积极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尽管现有立

法对企业标准和联盟标准实行“备案制”管理,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将是未来自愿性标准自我管

理的基本模式,这也是市场主体责任自担的法理要求.对自愿性标准,政府要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

式、加强事后监管.为促进标准信息的及时公开与透明,促进对标准制定及其实施等情况的社会监督和同

业监督,政府应积极搭建标准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企业标准信息公开制度,由此可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
进而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保障公平竞争,这也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责所在.在这一方面,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革

和制度建设已经启动或正在规划.«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提出要放开搞活企业标准,建立企业产品

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今年下半年,全国标准

化主管机构开始启动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行业试点工作.
第二,促进自愿性标准体系的民主治理机制.“协商一致”与“反映了各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是标准

制定和实施的本然属性.民主是标准的基本特征,这要求标准是各相关利益方协商一致的产物.对于

自愿性标准的制定、实施与修订活动而言,更是一个商谈式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被视为通过

民主的进路进行技术风险评定活动的时候,标准组织内部机制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促进更多参与,
包括标准制定、实施与修订的全过程(伊丽莎白费雪,２０１２).这符合善治的基本要求,即参与.参与

包括利益相关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社会生活的参与,离开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就不

会有善治.标准组织内部机制应该把目标定位于确保不同利益相关者都能够获得有意义的参与机会,
从而进一步确保最后的决策是各相关方商谈的产物.由此,方能克服垄断、偏见和极权主义的影响,进
而保障自愿性标准获得权威性和执行力.民主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促进自愿性标准的民主性

绝不意味着对企业私益的限制或剥夺,对自愿性标准的监管需要以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商业秘密权等

私人利益为前提,否则会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保障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促进保障制修订过程更加

公开透明”是现阶段我国标准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标准制修订管理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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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营造自愿性标准自由、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在标准化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各类标准化主体的公平竞争才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愿性标准之间存在着竞争

关系.只有自由与公平的竞争,才能保障先进的自愿性标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因此,政府应积极营造

自由、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要防止标准制定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标准制定者之间的垄断协

议.标准经常会与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相结合,此时应警惕知识产权持有人通过标准的推广使用滥

用知识产权而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如果存在拒绝许可、高价许可以及差别待遇、不合理搭售等行为,
或者多个知识产权持有人达成限制竞争协议时,则可能会产生限制、排除相关市场竞争的不良影响,此
时可借助反垄断法予以规制.另一方面,立法态度与政府行为对各类标准制定者也不能厚此薄彼.欧

盟理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关于欧洲标准化的第１０２５/２０１２号指南»将更多的标准制定组织制定

的自愿性标准纳入立法可采用的范围.某项自愿性标准能否获得立法认可的条件是该标准被市场高度

接受.这一规定意旨在所有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自愿性标准能够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而不仅仅限于

欧洲的三大标准化组织.① 欧盟的这一立法,值得为日后中国标准化政策和法制完善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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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ToolofGovernanceofVoluntaryStandards:
Theory,PresentandFuture:

OntheReformChina’sLegalSystemofStandardization

YuLianchao
(LawSchoolofTianjinNormalUniversity;SubＧInstituteofStandardizationtheoryandStrategyof

China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ization)

Abstract:Voluntarystandardisthegovernancesystem based on marketdrivenandsocial
negotiation．Asanimportantpartofthestandardsystem,voluntarystandardhasbecomeabasictool
forcollaborativegovernanceandprivategovernance．However,existingstandardizationlegislationand
policyofscienceandtechnologyarenotsufficienttoprovideaninstitutionalguaranteeforplayits
governancetoolsofvoluntarystandards．Atthepresentstage,reformingtheexistingstandardization
systemisthefirsttaskofthestandardizationworkinChina．Thereformationofstandardize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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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ofbinaryofvoluntarystandardsandmandatorystandard,adheretothemarketＧoriented
directionreformationofvoluntarystandardssystem．And weshouldsetupserviceplat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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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我国网络约租车的合法性问题∗

金自宁

摘　要:我国网络约租车市场发展迅猛,对其合法性的争议也随之兴起.但当前相关讨论

存在着忽视实践多样性和误读国外经验等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论文总结了我国网络约租

车实践的多种模式,并对照美国法相关经验,以我国现行法为依据探讨了各模式的不同发展空

间,进而从风险规制角度探讨了建构我国网络约租车制度所应防范的交通安全、信息安全、社
会稳定等不同风险,主张基于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选择具体规制方式.

关键词:网络约租车;风险规制;辅助性原则;比例原则

一、引言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手机终端启用特定软件即可方便操作的网络约租车服务(以下简称

“网约车”)成为可能;其以便利快捷而受到消费者(乘客)和服务提供方(司机)广泛欢迎的同时,也引发

了激烈的法律争议.
在我国,网约车软件于２０１１年出现,并迅速风行于市.早在２０１３年,交通运输部即颁布«关于规范

发展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的通知»(交运发[２０１３]１４４号)和«关于改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的若干指导意

见»(交运发[２０１３]５１４号)表态鼓励“创新电召服务模式”,“推广手机智能召车软件,建立多层次、差异

化的运输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需要”等.但是,拟议中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迄今未见公之于众.各地政府则态度不一:广州市政府牵头与企业合作打造网约车平台,
上海市政府则和企业合作研究网络约租管理试点方案;与此同时,私家车提供的网约车陆续在北京、南
京、大连、沈阳等地被明令禁止,多地交管机关以“非法营运”为由查处从事专车服务的私家车主,并引发

纠纷.据报道,继２０１５年４月济南中院受理被罚车主状告交管执法机关的“专车第一案”之后,北京海

淀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９月受理了一起受处罚专车司机状告约租车平台的案件;除此之外,也出现了因租赁

非营运车从事专车营运发生交通事故而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引发的诉讼.这些新型案件显示出,网约车

法律定位不明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给社会生活造成了现实的麻烦.

二、经验观察:我国网络约租车的不同类型

虽然不过短短数年,网约车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先后现了若干不同的运营形态,至少包括了如下六种

不同的类型.
最少争议的是,的士司机和乘客自愿使用手机约车软件通过网络平台完成约租车.这种网约车形态,

只是运用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更为便捷地完成了传统的“打车”活动而已.乘客从传统的路边招手改为在智

能手机上按键发出打车意愿,的士司机则从传统的“招手即停”或“接受电召”改为按键抢单.从法理来看,
这种应用只是使的士司机和乘客能够更加方便快速地找到彼此并达成合意,并未改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主体以及双方核心权利义务:的士司机仍然是像以前一样按乘客意愿将其送达目的地,并仍按传统的计价

方式(起步价加按里程和时间所计价格)收取费用.这种形态不仅未引起合法性质疑,还受到了各方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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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传统出租车公司主动仿效,结合原有的电召平台,开发自己的约车软件,以提供网络约租车服务.
随后,很快出现了出租车公司要求旗下的士司机必须安装特定约车软件的做法,甚至在旗下车辆统

一配发预装约车软件的用户终端并要求不得卸载,引发一些不习惯智能手机使用的司机不满.以法理

来看,此时种情况已经涉及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劳动合同或经营承包合同关系内容变动,但对乘客而

言,涉及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仍无实质变化.
在这两种形态中,网约租车服务的提供者仍是传统的出租车.对这两种形态网约车合法性的质疑

主要是一些约车软件所提供的“加价”功能.在软件企业看来,当无出租车愿意应答(如高峰期或偏远地

段)而乘客又急需用车时,让乘客选择加价(付小费)以吸引出租车司机“抢单”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价

格杠杆,合理分配有限出租车供应的有效方法,能够使最有需要的乘客尽可能快地打到车.但是,这种

“价外加价”的做法,违反了出租车实施统一定价和禁止议价等既有规定,因此被一些地方政府的交管部

门明确否定(汤旸,２０１３;陈琳,２０１３).
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是软件企业抛开出租车公司,与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派遣公司合作向乘客

提供网络预约租车服务.即所谓的软件企业(提供平台)、汽车租赁公司(提供运营用车)、劳务派遣公司

(提供司机)与乘客的所谓“四方”模式.这种情形下,网约租车服务的提供者不再是传统的出租车了.
新的法律主体用新的方式达成了合意.就法理而言,有执照的汽车租赁公司向有需要的客户出租车辆,
有执照的劳务公司向有需要的客户提供司机,均为获得正式许可的活动.至于软件公司为三方提供平

台使乘客得以同时就租车和雇司机达成合意,也并未违反禁止性规定———事实上,业者之所以采取这么

复杂的操作模式,正是为了不违反“汽车租赁不得配备驾驶人员”这一明文规定.因此,此种形态的网约

车,合法性虽受到一些质疑,但仔细推敲起来,可以说并无问题.
使问题真正复杂化的是,私家车主带着个人车辆(登记为“非营运”)加入了网络预约车服务.不过,

议者很少注意到的是,同样是私家车从事网络预租车,又有不同形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顺风车”或“拼车”,即私家车主和“搭车者”使用约车软件通过网络达成合意,车主

自驾而搭车者顺路同行并向车主支付商定费用(多称为“分摊费用”).因为个人汽车是属于私家车主的

财产,车主作为合法的财产所有者,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理论上和

一般社会观念中,这种搭便车并不属于“经营”,因而并不存在获得经营许可问题.如上海市政府曾颁布

通告,区分了“收费搭载乘客行为”和“非法客运经营活动”,前者被上海市政府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３２号令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查处机动车非法客运的通告»)认为是合法的民事交易活动.在拼车软件出

现之前,这种搭便车活动即久已存在,使用拼车软件达成搭便车的合意,并未改变车主及搭便车者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其合法性也应无问题.当然,这种合法的民事交易活动与“非法营运”的界线在理

论上是清晰的,在实践中却存在难以分辨的边缘情形(桑本谦,２０１１).不过,在当前有关网约车争议中,
这种形态因为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并未引发多少关注和议论.

私家车加入网约车的第二种形式是,私家车主将自己的车“挂靠”(不实际过户)在汽车租赁公司,同时

自己“挂靠”在劳务派遣公司,从而形式上满足前述“四方”模式,只是结果上看,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的车正

好属劳务公司提供的司机所有.事实上,这种以协议方式将私家车交给租赁公司“代管并出租”的“挂靠”,
早在网约车软件出现之前即已存在.这种“假”四方模式,违反了一些地方“租赁车辆应当为租赁经营者所

有”的明文规定.有不少地方在确认前述四方模式的合法性的同时,明令禁止此种“挂靠”(葛妍,２０１４).
私家车加入网约车的第三种形式是经软件企业允许其接入其提供的打车平台向乘客提供预约车服

务,包括所谓“专车”(较贵)或“快车”(较便宜).其中,“快车”无需向软件企业付费,而“专车”需向其交

纳一定的管理费(通常是提成).是否应当基于“非法营运”而查处以这种形式提供服务的私家车主,是
我国当前有关网约车争议的焦点问题;相较前几种形态,这类网约车涉及的法律关系也最为复杂:除了

私家车主这一新增法律关系主体之外,软件企业显然也已经超出单纯提供的“信息服务”的角色而成为

权利义务并不明确的一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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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法下我国网络约租车的合法性疑难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上述至少六种网约车的不同形态,其中前五种形态在现行法下合法与否的评价

较少争议:未改变传统打车活动主体及关系的的士司机使用打车软件、尊重现行许可制度的四方协议模

式和作为合法民事交易活动的“拼车”,可认定为合法;而的士“价外加价”和私家车“挂靠”汽车租赁公

司,则被认定为违反了现行规定.引发最多疑问的,是最后一种模式,即私家车直接接入约车平台提供

约租车服务.在此集中分析最后这种模式即私人网约车服务的合法性疑难.
(一)无法借鉴的美国经验

在美国,网约车于２０１０年兴起,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并引发相关法律诉讼.在纽约,电

召车服务协会曾状告纽约市政府和纽约市出租车委员会,要求停止网约车的启用,法院判决驳回了其诉

讼请求(BlackCarAssistanceCorp．v．CityofNewYork,１１０A．D．３d６１８(２０１３)).目前,有一些州开

始通过行政规章甚至议会立法正式承认网约车合法性,同时明确了对其的监管规范,如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２０１３)和科罗拉多州(ColoradoLegislation,２０１４);还有一些

地方,以谨慎观望态度试探着部分允许网约车的运营,如西雅图市２０１４年３月制订的试行规则中对网

约车施加数量限制(王军,２０１５).
在美国,私家车提供的网约车服务目前是以约租车而不是出租车的定位而合法化的.因为美国法

区分了传统出租车与约租车服务:传统出租车可以巡街揽客,而提供电话等方式预约租车服务的,不可

巡街揽客.两种租车服务实施不同的准入许可和从业规范(王军,２０１５).在这种既定法律框架下,网络

出租车更接近约租车而不是巡街的出租车.因此,Uber等公司在美国多地主张,网约车不巡街揽客不

是出租车,因此不受(巡街)出租车相关苛刻法规拘束(财新网:２０１５).
但是,在我国,要通过这种美国式策略(即强调网约车不是出租车)来使网约车避开出租车运营相关法

规,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就准入许可和从业规范来看,并不存在出租车和约租车的美式区分(«城市

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预约订车和站点租乘等客运服务方式”).传

统上,我国巡街的出租车,同时也可接受预约———在网络预约普及前,主要是通过电话预约(即所谓“电
召”).而且,如前所述,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后,传统出租车比私家车更早广泛采用了网络约车软件,而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这种应用看来受到了各方欢迎.若要求传统出租车司机放弃这一技术,既无合法依据,
也无合理理由,并且难以监督实施.事实上,一些出租车公司曾明确要求自己的司机停止使用第三方约车

软件,但因为遭遇强烈抵制且监督实施成本高昂而不得不放弃.考虑到这些因素,通过传统出租车业务与

约租车业务的分立来解决网约车这一新兴业态的法律定位问题,是美国“特色”经验,我们无法简单照抄.
就此而言,我国交通部于２０１４年９月颁布(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实施)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其中第三十条规定,“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只能通过预约方式为乘客提供运营服务,在规定的地点

待客,不得巡游揽客”,是一条未曾考虑我国出租车经营的历史和现实,生搬硬套美国法成规的规定.而

且,在预约出租和巡街出租并不存在不同的准入和从业规范的前提下,此条规定在实际实施中只意味

着:“已经接受预约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完成预约服务之前不得再巡游揽客”,这与美国法的相关规定,
只是字面相似,而制度意涵却大相径庭,并不能解决我国网约车的法律定位问题.

(二)探索中国路径

就经营模式本身而言,私家车提供的网约车与出租车提供的网络约租服务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
者司机是兼职司机而后二者是专职司机;前者所用车辆是私家车而后二者是营运专用车辆.这两种不

同,正是其在我国多地被执法部门认定为“非法营运”的根据.因为在我国现行出租车运营许可制下,合
法从事包括约租在内的出租车营运,前提条件是三证具备:①经营资格证(即出租汽车经营许可);②驾

驶人员客运资格证;③车辆营运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以个人车辆(非营运车辆)从
事网约车的私家车主,并不符合我国现行出租车许可制度中的这些规定.

但是,将私家车通过网络平台所提供的客运服务与传统出租车服务中的电召车归为一类,在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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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框架中,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法律解释.
我国现行法律区分了包括“出租车”“汽车租赁”和“班线客运”.出租车与汽车租赁的区别在于,汽

车租赁只提供汽车而不提供驾驶人员.出租车与“班线客运”的相同之处是同时提供汽车和驾驶人员,
区别则在于班线客运应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一个例

外是«道路运输条例»所规定的“包车”,和出租车一样同时提供汽车和驾驶人员,一样“应当按照约定的

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九条),但并不属于出租车,因此不需

要获得出租车经营许可.因此,这里留下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空间是,私家车提供的网约车,是否可以视

为“包车”? 当然,按照现行法律,包车服务提供者,同样要获得客运经营许可.但在现行法框架下,相比

出租车行业所受总量控制、价格管制和准入限制等全方位管控,包车服务行业所受规制明显要少得多.

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印发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

通知».该通知规定,打车软件将逐步纳入统一召车平台管理.考虑到私家车提供的网络车定性上可能

有别种解释,严格说来,这一通知仅适用于出租车提供网络预约服务的情形,并不能当然涵盖私家车使

用约车软件提供“包车”服务的情形.
换句话说,就同时提供汽车和驾驶人员、按约定起点终点和线路运输而言,私家车主提供的网约车,

与传统的出租车和传统的包车,均有共性———整体比较而言(如表１所示),甚至可以说与传统的“包车”
相似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要选用更为严格的出租车相关规范而不是宽松得多的包车相关规范

规制私人提供的网约车服务? 规制者对此负有论证责任.
表１　私人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及包车的对照

传统出租车 传统包车 私人网约车

服务内容 按约定将乘客送达目的地

合意方式 电话预约或招手即停 电话预约或机构所在地(不巡街揽客) 网络预约(不巡街揽客)
车型 车型统一、大众化定位 车型不一,豪华车为主 车型不一

价格 统一定价 市场价 统一定价或市场竞价

驾驶员 专职 专职 兼职

但是,本文也并非主张私人网约车就是现行法规范上的“包车”.因为,正像私人网约车与传统出租

车存在重要差异一样,仔细对比私人网约车与传统包车,也会发现它与传统的“包车”仍有重要差异.
概括而言,私人网约车与我国现行有效的实证法规范上已有相关规定的传统“出租车”“汽车租赁”

和“班线客运”和“包车”等全部租车运营形态均存在重要差别.换句话说,私人网约车不像前五种网约

车模式那样依据现行有效的规范即可明确其合法或不合法.就现行法规范中找不到恰当的对应物而

言,私人网约车已经超出了现行法规范可以覆盖的范围.因此,论者在做基于实证法分析和判断时,不
宜简单地宣称它是合法的或者是不合法的.

(三)网约车的特殊性

试图依据现行法律条文对私人网约车的合法性进行判断,或者试图依据现行法框架对私人网络车

实施规制的论证,很难在严格意义上完成.因为如表１所示,私人网约车,客观上与传统的出租车和包

车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既不同于传统的“出租车”,也不同于传统的“包车”的特殊性.质言之,私人网约

车之所以能作为一种自发的市场活动而兴起,正是因为它与久已存在的传统出租车或包车有着实质的

差异,满足了传统出租车或包车不能满足的市场需求.归根结底,其新颖性源自所有网约车服务形态所

共有的因素,即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新应用;而这一因素,是现行法律相关规定制订者没有考虑过也不

可能考虑过的因素.
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运方式,网约车的运营依赖于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方便快捷地将分散的供

给信息与同样分散的需求信息互相匹配,大大节省了供需双方达成交易的成本,并因此能够更充分地利

用在旧的技术条件下不得不“闲置”的社会资源.具体说来,这种技术不仅使既传统的士司机减少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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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减少了尾气“排放”),还使私家车主进入约租车服务成为可能:若无网络约车软件的出现,有自己职

业而只能利用零碎业余时间从事约车服务的私家车主,与潜在的顾客取得联系并达成合意的成本将过

于高昂;若无 GPS、电子导航等技术应用,非专职司机也很难克服“路不熟”的障碍而提供对乘客而言

“可接受”的运送服务.
表２　私人网约车与“黑车”的比较

“黑车” 私人网约车

服务内容 按约定将乘客送达目的地

合意方式 路边拉客 网络预约

车型 车型不一 车型不一

价格 不透明的“黑市”价 透明的统一定价/市场竞价

驾驶员 专职或兼职 兼职

过程监管 无 软件全程实时监测

查证追责 难以查证,难以追责 可追溯记录,容易查证和追责

进而言之,这种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

应用,也使得私人网约车与那些未取得营

运许可即以私人车辆从事非法客运服务的

传统“黑车”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如表２所

示):传统“黑车”属地下交易,驾驶员和车

辆的信息均不透明,乘客方议价成本高且

以现金支付,监管和追责均十分困难.在

新技术条件下的私人网约车,驾驶员和车

辆信息软件均有记录,且向乘客即时显示;
交易和支付全程均有网上实时追踪和记录,便于监管和追责.

四、从风险防范角度看我国网络约租车规制之道

综上,在现行法框架下,我国当前形形色色的网约车营运模式,大部分是合法的.合法性有疑问的,
主要是出租车使用网约软件时的加价功能、违规“挂靠”和私人网约车服务.其中,前二者合法性判断较

为简明(可以确定违反了现行规定).私人网约车服务,情况则有所不同:它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

件下,出现的“全新”现象,在既定立法框架中难以归类.这些都是从既定实证法规范出发并基于既有规

范的分析,并未涉及既有规范本身是否合理.考虑到前面分析所援引的既有规范是人为选择和设计的,
本身未必合理;特别是,即使在制定时合理的规范,也可能随着社会变迁而成为不合理的;因此,还有必

要讨论,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对网约车这一新兴市场交易模式,实施规制及选择特定类型规制方

式(当存在其他选择时)的理据.
如前所述,新兴的各种网约车,区别于各种传统约租车形态的关键因素,在于对于移动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对于一项明显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

利的新技术,原则上应予支持鼓励而不是妨碍甚至打压.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科技的发展应用往往

伴随着需要警惕和防范的风险,这些风险中有一些无法以个体化方式应对,需要通过政府规制等集体化

方式予以处理(金自宁,２０１４).
(一)伴随着网约车的风险

伴随着网约车的风险,可以分为新旧两种.
旧的一类是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固有风险,指以传统形式从事小汽车客运服务亦存在的风险.主要

是交通安全风险,即只要是小汽车出行方式就内在地伴随着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防范此类风险已

有较成熟的经验,包括了事先确定的安全标准和责任保险制度.
从已有经验来看,防范交通安全风险的技术标准主要指司机和车辆两方面的标准.即司机应当具

备相应的驾驶技能,车辆本身也应具有良好性能,能够满足客运服务的技术要求.这些技术要求在实际

操作中会转化为更为具体明确的一系列标准.如对司机驾龄的要求、对从业车辆的行驶年限和里程的

限制,强制检测和强制报废的技术标准等.
同时,考虑到此种风险不可能削减为零,在采取了可能的事先防范措施后,交通事故仍有一定的机

率会发生.许多国家均确立了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制度,以保障乘客和第三方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得到

及时救济.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预约车合同的合意可通过网络达成,但预约车合同的实际履行,仍在线下

以传统方式(即小汽车出行)完成.因此,传统上与汽车客运相关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在网约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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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类风险仍需防范,也就是说,适用于传统客运服务领域里的司机和车辆相关安全标准和责任保险

制度应当适当延伸适用于网约车.
除此之外,传统的客运相关规范中还有一些其他要求也是着眼于交通安全的,如关于连续驾驶时间

的限制,着眼于避免司机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也应适用于网约车.事实

上,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网约车全程记录和实时监测成为可能,禁止司机疲劳驾驶相关规范的监督

实施成本将大大降低.
网约车因为应用移动互联网新技术而“新增的”风险,则主要是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问题.在使用约

车软件时,司机和乘客都必须向平台提供一定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中有一些,如手机号和所在位置,不
仅仅是平台掌握,对司机和乘客而言也是透明的.这些个人信息的提供和透明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

增进了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信任从而提高了交易达成的可能性,并方便了约车平台作为第三方对交易过

程实施监督(约车平台大多受理来自乘客和司机双方的投诉,并会对“违约”者实施包括“驱逐出平台”在
内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个人信息被滥用和泄露的风险.如已经出现网约车司机电话骚扰乘

客的事例(李妍,２０１５).特别是,当约车软件与电子地图(精准定位、即时追踪)和电子支付(操作简易即

时到账)相结合,一方面提高了用户体验,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乘客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相对于小汽车交通安全方面的风险防范,网约车中的个人信息安全相关风险的防范,当前并无现成

经验可用.事实上,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防范是一项全球性难题.我国迄

今并无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主要依赖其他法律法规的原则性或相关性规定,
存在较多空白和含糊不清的地带.在此背景下,网约车中个人信息安全的诸多隐患,值得特别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风险有些因为“网约”新技术的应用而有所降低,有些反而升高.前者相比同样

是私家车主提供客运服务的“黑车”,私人网约车信息透明而易于监管;就此而言,不宜将私人网约车与

黑车同等对待.后者如载客途中使用打车软件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害乘客和道

路安全;就此而言,禁止行驶途中使用打车软件的地方规定有其正当性.
(二)衍生的社会稳定风险

网约车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新兴客运服务模式,与旧的行业秩序之间难免

发生冲突,从而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稳定风险.这种风险有多种可能的来源:传统出租车受到新的

竞争者挑战,出租车公司和数量庞大的司机既得利益受损,可能采取抵制行动;同样数量庞大(并在不断

增加)的从事网约车服务的私家车主,也可能因认为传统行业垄断利益和政府对新技术应用的抑制不合

理而采取抗议行动.
但是,强调有必要谨慎防范社会稳定风险,并不是主张一成不变地维持现状或保守特殊群体的既得利

益.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同样应当明确自己“裁判者”而非“运动员”的角色.这就意味着,面对市场

自发涌现的新技术应用,政府的任务,并非直接介入市场运作,在新旧技术、新旧经营模式的竞争中决定何

去何留,而是维护公平竞争:既为创新留下基于公平竞争的发展空间,也要公平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具体而言,一方面,对新技术应用加以限制的正当理由,和政府对私人自主自治领域实施干预的一

般理由一样,也应基于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特定个人或特定行业的特殊利益.网约车冲击了传统的

出租车行业,使从业者(包括出租车公司和的士司机)利润减少甚至由盈转亏,并不是政府限制网约新技

术应用的正当理由.若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自己所组建平台的业务量而禁止对其形成直接业务竞争的

第三方平台,则是赤裸祼“与民争利”,亦是定位严重错误.就此而言,交通运输部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所

颁«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各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着力

营造开放、公平、规范、有序的健康发展环境,积极鼓励支持各类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方式协调发展,推动

建立高品质、多形式的出租汽车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均等化出行服务,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更

加便利的条件”,并在支持城市建立出租车服务管理的信息系统平台的同时,具体指出“平台运转不得影

响手机召车软件正当功能和良性竞争”,反映了对政府职能定位的清醒自觉.
另一方面,传统出租业所受冲击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妥当处理.如果出租车公司和司机预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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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为正常的“市场风险”而减少,则应由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者自行承担.如果是因为传统的出租车

管制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出租车在与网约车竞争中不公平地处于不利地位,则应通过变革传统制度不合

理之处来解决.事实上只要改变传统出租车的特许制度,同样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专职出租车服务,
相对于私人网约车而言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二者公平竞争的结果最有可能呈现出专职出租车为主,私
人网约车为补充(提供共享服务、弥补高峰期或偏远路段运力不足)的发展格局.

最后,如果因政策变化导致了出租车业者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损失,则政府有必要给予适当补偿.这

种情形应限于政府推出新政策时对旧政策执行遗留问题的处理,如:政府向企业或个人有偿出让出租车经

营权时附有限制许可总量的承诺,而当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出现,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实施放开数量

限制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等新政,导致出租车经营者资产明显贬值.在这个意义上,杭州市在放开出租

车牌照的数量及价格管制同时退还当初收取的出租车经营权出让金,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过渡办法.
(三)选择如何规制

确认存在需要防范的风险之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选择如何规制.就辅助原则(theprinciple
ofsubsidiarity)而言,只有“特定公众和组织无法自主实现某种目标时,高一层级的组织应该介入,但仅

限于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并且,高一层级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只能处理那些低一层级的社会团体或

者政治组织无法独立处理而高一层级的机构又能更好完成的事务”(熊光清,２０１２),因而并非所有的风

险都需要政府出手;就比例原则(余凌云,２００２)而言,在确认需要政府干预时,也需要在多种可能的规制

方式中选择真正合乎比例的某一种或某几种.
我国实证法上,这种选择之基本精神的最佳体现(刘莘,２００６),当推«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通过

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

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

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网约车这一新兴客运活动的风险规制,也可以运用«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类似的层次来分析政府

应当如何具体确定对网约车相关风险的规制.
首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政府不应干预.在网约车活动中,个人通过约车软件完成

拼车和搭便车等民事活动,就属此种情形,参与者作为完全责任能力的民事主体,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订立和

履行合同,应当风险自担责任自负.若非存在欺诈胁迫或违约等情形,国家公权力机关无需也不应介入.
第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应当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网约车软件

的“加价”功能,就属此种情形.价格是竞争市场上供需双方找到对方的信号,它是市场发挥有效分配有

限资源功能的关键所在.对价格的干预必然带来市场机制的失灵.网约车软件的加价功能,是运用市

场机制分配有限资源的一种方式.它的出现,使得原本很难打到或打不到车的乘客有可能打上车,而且

移动互联网还使得不同司机/车辆之间的竞争(即“竞价”)成为可能,使得有需要的乘客能够以更低(比
没有竞价时)的价格与司机成交.限制竞价的结果只会是“有价无市”,因为理性的司机会发现出车不合

算而选择休息(“交班”),同时导致有需要的乘客无车可坐;整体而言,这是社会资源的双重浪费.
第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规制应当采用自律优先的合作治理(朱迪弗里

曼,２０１２)的方式.网约车兴起不过数年时间,尚无行业组织.但是,如前所述,立法滞后带来的不确定性

已经给从业者造成了现实的麻烦,因此,从业者们为了交易的便利,试图自行建立相关规则.如２０１５年３
月１６日,合并后的滴滴快的发布了«互联网专车服务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标准»,内容涉及提供网约车服

务的车辆和司机的准入条件、营运中对车辆的实时追踪全程记录,还建立了司机和乘客的双向评价机制以

及交通事故的先行赔付保障机制.展示了约车平台作为中介机构的管理意愿和管理能力.事实上,因为

“身临其境”,约车平台的确能够更直接地发现相关问题,以更低成本收集管理所需信息,提出有针对性的

具体对策.与政府相比,约车平台也能更直接便利地完成对司机/车辆的核查,对日常运营的实时监测和

事后追责等.只是,同样因为“身临其境”,平台有出于偏私(如排挤新的竞争对手等)设置不合理条件的可

能,因此,这种“自律”规范的合理性不能免于政府的监督.这时的政府监督,更多是“后备”式的,即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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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自律”规范有问题时才出手纠正或补正.可以预期的是,在发挥网络平台的优越性和积极性的前提

下,辅以政府的“后备”监督,应可达成网约车领域平台自律加政府监督的合作治理状态.
第四,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规制方式能够解决的,不应采用许可制(以普遍禁止为前提事先批准)等

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和自由限制更多的规制方式.政府风险规制可采用多种方式:如信息披露、标
准、事先批准/许可、经济工具(费和税)、公有制、价格控制、特许等(安东尼奥格斯,２００８).对具体规

制方式的选择,应合乎比例原则,即所选择的手段能达成所欲目标(适当)、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必要)、
且相对于达成的目标而言,所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狭义合比例).以拟议中的网约车辆８年报废规定

为例,此规定目标显然在于安全性考虑.但这一手段是否能达成目标、是否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以及代

价是否合理,均是有疑问的.因为车辆的实际性能与行驶年限并不必然相关:使用频率极高且保养不善

的５年龄车辆完全可能比８年龄车辆的车况更糟糕,从而更不安全.如果采用对实质车况的“强制检

验”手段,同样可以达到保障车辆性能符合安全标准的目标,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却没有“强制报废”那么

严重.即使经过测算,实质性能检测实施成本高于采取以车龄为报废标准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有必要

区分不同的报废时限:私人网约车是私家车主利用业余时间机动提供服务,每年提供客运服务的实际时

间,远低于全天候在岗的专职的士,因此对于的士而言合理的报废时限,对于私人网约车辆就不尽合理.
而且,考虑到乘客可能宁可乘坐车龄较长但行驶里程较短而不是车龄短但行驶里程长的车辆,在坚持车

辆性能检测均应达到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信息披露强制这一更温和的规制方式,即强制网约

车向消费者披露车龄、行驶里程等信息,同时将是否乘坐的决定权交还给消费者.

五、结语

网约车服务的兴起,以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和小汽车的普及为前提条件,居民出行需求多样化

是其驱动因素,公共交通供应相对不足则是其激化因素.虽然当前全球多国均面临着网约车作为一种新

兴出行方式、新兴商业形态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的不同,决定了不可能存在普适的

应对之道.如美国人习惯于依赖法院寻求纷争的解决,因此在美国,甚至一些原本政策/政治色彩浓厚的

问题都可能被“法律化”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以预期在网约车问题引发的一系列诉讼中美国法院将又

一次通过诉讼澄清相关规制制度.但在中国,出现网约车这种新状况,首先处理相关纷争的,通常是一线

行政部门而不是法院;同时作为不承认案例法的制定法国家,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也更多

地寄望于立法机关而不是法院来发展法律.但是,无论是通过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部门来处理,应对得当

的前提是对问题本身有真正的了解和判断,因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首先立足于对实践经验的观察.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当前网约车的不同模式,其共同的特点和优势在于运用了移动互联网技术,

大大降低了供需双方找到彼此并达成合意的成本.在现行法下,多种网约车实践实际上也拥有合规发

展空间,不宜一律认定其为不合规或违法.在现行法下合法性有疑问的私人网约车,不同于专职司机以

营运车辆提供的网约车服务,其独有的优势在于整合社会闲置运力,机动性地提供个性化的客运服务;
正是这一特点,能够补充传统客运服务的不足,并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在规制中不宜忽略此独特优势.
为网约车实践提供了应用技术支撑的网络平台,则因为有条件(也有动力)比政府更加便利地实施对车

辆和司机的监管,对于网约车相关规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总之,网约车这种市场自发涌现并已

经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政府不宜简单以其冲击旧秩序为由就一禁了之.就交通安全风险、个
人信息安全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等已经被认知到的具体风险而言,政府应当积极关注并研究如何防范,
但在确定如何规制时应当秉持辅助性原则并应受到比例原则约束.当然,对于一项在全球范围内也不

过才出现数年的新事物,企图在当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相关问题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认识到,当新

问题出现时,规制思路和方法本身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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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车新规看经济活动中政府的缺位与越位∗

———一个市场管制与寻租的理论模型

李宏瑾

摘　要:近期出台的专车新规实际上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能否真正发挥更好作用的一个

缩影.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寻租与“被俘获的政府”是“政府失灵”
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文章通过构建一个静态混合博弈模型,说明针对市场中的经济人寻租采

取加大惩罚寻租措施、奖励监管者和加大失职监管者惩罚力度等措施,都仅在短期有效而长期

仍会陷入管制与寻租困境.政府干预市场力量的存在是经济寻租行为的必要条件,因而最大

限度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与干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环境.本文为理解政府如何在诸如专车等新兴行业和市场经济中的作

用,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市场经济;管制;寻租;互联网专车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进入以中高速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如何真正

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将决定未来中国在迈向结构优化升

级和创新驱动新常态过程中的宏观经济质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市场和创新作用的认识已取得了

共识,但在具体改革进程和政策实践中,各种政策监管措施往往以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长远发展、扶
助创新等名义,但究竟是顺应创新活动,还是扼杀市场发展,则应具体考察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
显然,如果是以规范市场秩序的名义而将创新者的利益强行剥夺,固化原有利益格局,那么政府无疑是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近期出台的互联网专车管理新规,为我们考察政府如何在

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近两年的迅猛发展中,以滴滴打车、Uber为代表的互联网专车行业,始终面临着监管法规滞后的政

策风险.近期由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虽然为新兴行业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法规框架,但从«暂行办法»的具体规定来看,很多针对经营专车的企

业资格、从业车辆及从业驾驶标准等详细规定,带有明显的行政许可色彩,不符合市场开放的互联网行

业精神.政府似乎仍是以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思维来规范专车市场,而这只能最终固化原有的出租车市

场并最终抑制专车行业的市场创新.那么,为何政府良好的政策初衷却带来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政策效

果? 显然,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专车行业极大地冲击了原有政府主导下的出租车行业市场利益格局.
虽然创新仅是技术或商业模式的进步,但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冲击传统行业和原有利益格局.在自由

竞争形势下,传统落后行业逐步被新兴行业取代,从而实现经济的结构优化升级,这就是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体现,政府的作用本应是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促进新旧行业市场竞争的公平合

理.因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应是纠正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促进市场有

序竞争和分配的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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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和２０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目前

我国针对各层次市场的监督管理和制度规定种类非常齐备,另一方面,当前政府仍对经济具有很强干预

力量.即便不考虑逐渐淡化的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仍可通过直接的正式手段和

间接的非正式手段影响微观主体的决策,政府完全有能力提供良好的市场监管环境;但是,很多情况与

干预初衷相违并与政府的能力相悖.以“公共利益”为名的监管实际情况却是政府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不

作为,政府并未在资源配置中纠正市场失灵并发挥更好的作用,而是“越位”与“缺位”并行.
显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着悖论,而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表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管制与干

预,可以给私人部门带来垄断利益.高额垄断权力本身就是稀缺排他性资源,就是经济“租”.因而,追
求垄断权力(尤其是追求政府干预的需求)的行为就是寻租(rentＧseeking),成为具有超强市场干预能力

的政府环境下的普遍行为,而这也就很容易地理解寻租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专车管理新规,正为我们理

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本文将以专车管理新规为出发点,借助博弈论的方法来探讨市场和管制的关系及由此带来的管制

和寻租困境的解决办法.下面的论述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对管制和寻租理论进行简要的综述;
第三部分引入一个管制和寻租博弈模型,以揭示政府管制及其带来的寻租困境;第四部分就管制寻租困

境提出三种对策,并通过不同对策结果的比较指出传统的“加大惩处力度”、“高薪养廉”和“运动式反腐

败”等方式在长期内都是无效的;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管制与寻租的理论综述

早在１９５０年代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就表明,在局部非厌足性偏好且完全竞争性价格下资源配置一定

是帕雷托最优的,这与瓦尔拉斯定律是定价的,社会整体福利将达到最大化.但是,现实中由于垄断和信

息不对称等现象的存在,上述条件并不一定完全具备,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市场出清,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和资源无效配置,对市场干预和监管的理论根源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与市

场失灵类似,政府干预同样会失灵.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往往引进本国发展并不必

需的高技术,而非适于本国实际的技术,因为高技术信息不对称更为普遍,技术引进的代理者更容易收取

贿赂,尽管这对该国而言并非利润最优的.现实中的政府管制往往维护既得厂商利益,使得特定利益集团

能够取得稳定的超额垄断利润.因而,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公共选择理论指出(Stigler,１９７５;Buchanan,１９８６),
政府并不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大化目标,而主要是通过特定利益集团选取产生的并为这些利益集团服

务的机构.大企业利益集团主要为了避免竞争,通过垄断权力维持超额垄断利润.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

相当于理性的经济人,与利益集团和市场参与者一样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如果缺乏对政

府必要的制度约束,那么正式的监管部门将不可避免地被利益集团“俘获”,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参与“寻
租”行为,与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初衷相违背.很多经济学、法
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如Tullock,１９６７;Krueger,１９７４;Posner,１９７５)都对政府管制而引发的寻租问题

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涌现出关税和配额中的寻租问题、策略性寻租理论、寻租与风险厌恶、均衡寻租行为、
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公共物品提供与寻租理论等一系列研究成果(Tullock,１９８０;AppelbaumandKatz,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Hillmanand Katz,１９８４;Longand Vousden,１９８７;Katz,etal．,１９９０;Nitzan,１９９１;
Gradstein,１９９３,等等).

根据 Tullock(１９９３)的定义,寻租就是在政治中利用一定的资源获取特权的过程,一些人在这一过

程中的所得大于另一些人的损失.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都可能成为寻租主体并从事寻租活动,因而寻

租本质上必然表现为腐败的经济后果.大量研究都针对寻租和腐败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

讨论.虽然有的早期研究表明,相对于已有政策扭曲,寻租和腐败在大规模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提高

经济效率(Leff,１９６４);在进行公共服务时采取价格歧视的政策能够获得全部剩余(Liu,１９８５),因而优

于完全垄断情形.不过,多数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认为寻租和腐败存在巨大的危害(如寻租的负面成本理

论,JadlowandJadlow,１９８８;Dougan,１９９１).Lenway,etal．(１９９６)有关美国钢铁行业的经验分析表

明,寻租和行业保护降低了美国钢铁行业的经营绩效,削弱了创新并抑制了行业发展;在寻租代理变量

方面,Magee,etal．(１９８９)采用律师和物理学家的比例,Murphy,etal．(１９９１)采用大学工程专业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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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专业的学生比例,两项研究都将其与 GNP进行回归,结果都表明寻租与经济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Graham(２０００)则对税收中的寻租活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院外游说活动直接或间接增加了经济

的成本.Claessens,etal．(２００８)则对竞选活动中的政治影响与融资能力进了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存在

显著的相关关系.AdelinoandDinc(２０１４)对金融危机后政府对金融机构救助行为的实证分析发现,金
融机构对政府的游说活动与其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应对危机的刺激性政策明显受到了寻租活动的干扰,
从而影响了危机政策的效果.

除了大量经验研究以外,在信息经济学微观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政治经济学重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

重点,很多学者(如Besley,２００４;Zhou,２００５)都针对政治家与企业、院外游说和利益集团的关系进行

了深入研究.所有的理论研究都表明,寻租活动及其引发的腐败将危害经济增长.以Shleifer等为代

表的法经济学还表明(如ShleiferandVishny,１９９３,１９９４;Murphy,etal．,１９９３),寻租在收益上具有明

显的递增性质,因此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寻租行为,而寻租将对新型经济活动产生较日常经济活动更大

的伤害,从而扼杀促进经济活力的创新行为.在 Uzawa(１９６５)和 Lucas(１９８８)的基础上,Pecorino
(１９９２)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寻租并不会鼓励人力资本积累,这将阻碍经济发展.Arefievand
Baron(２００６)、Dejardin(２０１１)等还在内生增长框架下,构建了寻租与税收、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关

系的理论模型.

三、管制和寻租博弈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正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转变.在新旧体制交替过

程中非常容易出现制度的真空和缺失,引发转轨时期市场和政府各种行为的失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自

改革开放以来无时无刻不处于微妙的变化过程.就企业而言,从依附于政府转变为市场活动主体,企业的

目标和效用函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老利益格局相互交替.互联网专车行业和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就是

新旧利益的代表.但是,政府仍然存在很强的经济干预能力.这样,市场中的经济体就可以通过生产利润

并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生产活动,或者通过超额垄断利润从事无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寻租活动,以这两

种方式获得利润.寻租相当于市场中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博弈,这与公共选择理论是一致

的.这里,可以通过一个静态混合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这里主要是借鉴泽尔腾(Selten)的混合策略纳什均

衡模型进行分析,我们的分析受到谢识予(１９９７)的有益启发,李宏瑾(２００８)对模型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假定存在着利益集团(经济人)和监管者两个博弈主体,经济人的策略是寻租和不寻租;监管者的策

略是监管和不监管,具体的博弈支付矩阵如下 :
寻租和管制博弈基本模型

监管者

不监管 监管

经济人
寻租 R,－D －S,０

不寻租 ０,I ０,０

　　如果监管者不监管,那么经济人将获得 R的

寻租收益,由于公共利益受损监管者将面临 D的

损失;经济人不寻租没有收益,监管者相当于搭了

不寻租的便车,因而监管者将获益I.若监管者

监管将扼制经济人的寻租,经济人损失为S,而由
于监管要付出成本,设其与扼制寻租的收益(即I)相抵,这样监管者的获益为０;经济人不寻租时其收益

为０,而由于监管成本与收益相抵,因而监管者的收益为０①.
可以发现,上述博弈并不存在纯粹策略纳什均衡.当监管者不监管时,经济人得到 R的获益,不寻

租将获得０,这样寻租优于不寻租;当监管者监管,寻租将损失S,不寻租的获益为０,因而经济人最优选

择是不寻租.类似地,如果经济人寻租,监管者不监管损失为 D,监管的获益为０,监管要优于不监管;
而当经济人如果不寻租,监管者不监管将获得I的收益,而监管的收益则为０,因而不监管要优于监管.
可见,这个博弈中并不存在一个占优策略,没有纯粹的纳什均衡解.因而,可以考虑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分析,设经济人寻租概率为p,监管者监管概率为q.
如果经济人不寻租,无论政府是否监管其收益都将为０,即U１(０,q)＝０,如果经济人寻租,那么将

获得U１(１,q)＝R×(１－q)＋(－S)×q＝R－(R＋S)×q的期望收益,两者的无差异条件为U１(０,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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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主要是出于简便分析的考虑而将监管收益与监管成本之和赋值为０;不过,如果不为０,那么该博弈很有可能出现纯粹策略
纳什均衡,而我们主要是分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U１(１,q).均衡条件的解为q∗ ＝
R

R＋S
.监管者监管概率q＞q∗ 时,经济人不寻租;若q＜q∗ ,则

经济人将寻租;若时,寻租与不寻租没有无差异,这里设其寻租.
同样,若监管者监管,无论经济人是否寻租其收益都将为０,即U２(p,１)＝０.若监管者不监管,将

获得U２(p,０)＝(－D)×p＋I×(１－p)＝I－(I＋D)×p 的期望收益.由此得到均衡条件解p∗ ＝
I

I＋D
.若经济人寻租概率p ＞p∗ ,监管者将监管;若p ＜p∗ ,监管者将不监管;当p＝p∗ 时,监管

与不监管无差异,这里设其监管.

这样得到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p∗ ＝
I

I＋D
,q∗ ＝

R
R＋S

.经济人将以 I
I＋D

的概率进行寻租,

监管者将以 R
R＋S

的概率进行监管.对经济人而言,当监管者监管的概率足够小时(q＜q∗ ),才会从

事寻租.可见,如果仅在诸如治理整顿特定时期加强监督,而在常规工作中放松监督,那么经济人在监

管风头过去之后就会尝试重新进行寻租.我国经济始终存在着一放就乱、一治就死的现象,上述分析为

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
类似地,对监管者而言,只有经济人寻租概率足够大(p ＞p∗ )才会监管.如果寻租机会较小,就

不会进行过多的管制;而如果市场存在较大垄断并不完全时,通常情况下政府都会对市场进行某种程度

的管制和干预.
另外,当p＞p∗ 表明监管者要开展监管,p＜p∗ 则不监管,也即违法概率一定大政府才会有足够动力

监管.因而,降低违法概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加强市场信息和政策的公开透明度,通过市场的自发力量实

现均衡,从而可以减少政府监管.对不同市场的管制与不管制存在不同的收益,因而如果管制有益将引发监

管过度和政府各部门的争权,从寻租中获得一些好处;反之,如果管制收益不大或成本太高,那将不会监管并

形成监管的真空.这样,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现实中会出现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同时并存的现象.

四、解决对策措施及比较

对于监管与寻租博弈的困境,可以考虑加大经济人寻租成本、加大监管者奖励、加大对监管失职惩

罚三种解决对策措施.
(一)对策措施一:加大对经济人进行寻租的成本

经济人寻租一旦被发现,其处罚额由S提高到S１①,在监管者策略不变的情况下经济人的寻租期望收

益为负,也就是U１(１,q∗)＝R×(１－q∗)＋(－S１)×q∗ ＝R－R×
(R＋S１)
(R＋S)＜０,或U１(１,q∗)＜U１(０,

q∗),经济人不寻租期望收益将大于寻租期望收益,经济人就不会进行寻租,也即降低了寻租发生的概率

(p１ ＜p∗ ).监管者不监管的收益将提高,即U２(p１,０)＝I－(I＋D)×p１ ＞U２(p∗,０),从而得到新的

均衡使q∗ 也随之下降.在q１ 新监管概率下,寻租和不寻租的期望收益相等均衡条件,U１(０,q１)＝U１(１,

q１),可得监管概率:q∗
１ ＝

R
R＋S１

,(q∗
１ ＜q∗ ).这样,U２(p１,０)＝U２(p１,１)成为监管与不监管的均衡

条件,解得新的寻租概率p∗
１ ＝

I
I＋D

,(p∗
１ ＝p∗ ),博弈重新达到新水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由此可见,单纯加大处罚寻租成本,尽管可以获得短期收效,但并不会减少寻租行为.随着时间的

推移还会逐步弱化监管作用,因为增加寻租成本仅可以降低监管者的监管概率,这相当于放松监管却无

法降低寻租概率.由此,只有“乱世”才应用“重典”,过高惩处(重典)只能对猖獗的寻租 (乱世)立竿见

影,而一旦恢复就应取消重典,否则再重的惩罚也不会完全消灭寻租,反而可能会因为过重惩罚产生更

大损害.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历数轮运动式的清理整顿,但只在短期取得效果而长期收效甚

微,甚至越管越乱.由于没有从制度的深层次上进行根本改革,经济人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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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号下脚标表明对策措施情况,下同.



规则”之下,都会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二)对策措施二———加大对监管者监管行为的奖励K
如果K ＞I,就能够得到(不寻租,监管)的纯粹战略纳什均衡解,博弈双方的支付就为(０,K).但

是,这将加大监管对象的成本,因为如果经济人不寻租,监管者就会获得I的不监管的机会收益,这相当

于双重监管(多收取了I－K),从而有违市场公平,在现实中也很难实行,因而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
如果K ＜I,经济人以概率p∗ 寻租,监管的收益将大于不监管的收益(U２(p∗ ,１)＝p∗ ×K＋(１

－p∗ )×K＝K ＞－D×p∗ ＋I(１－p∗ )＝U２(p∗ ,０))①,这样就会进行监管,经济人不寻租.但这仍

只存在短期效果,长期来看,无论经济人寻租与否,监管者将获得U２(p２,１)＝K 的监管期望收益,不监

管期望收益为U２(p２,０)＝I－(I＋D)×p２,由均衡条件U２(p２,１)＝U２(p２,０),可得p∗
２ ＝

I－K
I＋D

;无

论监管与否,经济人的均衡条件U１(１,q２)＝U１(０,q２),有q∗
２ ＝

R
R＋S

.由此,经济人寻租概率为p∗
２ ＝

I－K
I＋D

时,整个博弈又与之前相同并开始了新的混合博弈过程,并没有提高监管的概率.

由此可以说明高薪养廉并不一定是成立的.对市场干预较大的部门,高奖励并不一定使其不被俘

获,这些部门也很难主动放弃权力.同时,现实中也很少会有企业主动向权力小的部门开展寻租.
(三)对策措施三———加大对监管者失职的惩罚成本D
如果出现寻租而监管者并未有效监管而出现失职,若对监管者惩罚由 D上升至 D３,监管者在经济

人同样混合策略下不监管的期望U２(p∗ ,０)＝I－
(I＋D３)×I

I＋D ＜０,监管者不监管的期望收益小于监

管的期望收益,U２(p∗ ,０)＜U２(p∗ ,１),经济人将不寻租而监管者选择监管.与前面类似,这个方式

也只期待短期效果,在长期无论经济人是否寻租,由U２(p３,１)＝U２(p３,０)的均衡条件,可得p∗
３ ＝

I
I＋D３

;无论是否监管,由U１(１,q３)＝U１(０,q３)的寻租与不寻租均衡条件,可得q∗
３ ＝

R
R＋S

,从而又

得到新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这样,监管概率不变而寻租概率将下降.
由此也可理解为什么运动式反腐败的失效,因为即便是加大了对监管者失职情形的惩罚力度,也只

会使之加大短期监管强度,一旦经济人降低寻租概率,监管力度又将重新恢复原来的水平.
(四)各个对策措施比较

这里,对加大经济人寻租成本、加大监管者奖励、加大对监管失职惩罚三种对策措施进行简单的比

较②;三种对策新的均衡条件分别为:(p∗
１ ＝

I
I＋D

,q∗
１ ＝

R
R＋S１

)、(p∗
２ ＝

I－K
I＋D

,q∗
２ ＝

R
R＋S

)、

(p∗
３ ＝

I
I＋D３

,q∗
３ ＝

R
R＋S

).

对策措施二和三的监管概率等于原均衡条件,但寻租概率小于原均衡条件;对策一中寻租概率等于

原均衡条件,但监管概率却小于原均衡条件,因此对策措施二和三对于对策一而言是严格占优的.不

过,如果监管概率不变,无法比较对策略二和策略三的经济人寻租概率,但对策二中加大监管奖励 K相

当于加大了监管成本,因此对策措施三略微占优对策措施二.由此,占优策略分析表明,加大惩处失职

监管者是最优策略,适当奖励监管者是次优策略,劣策略则是加大寻租成本.不过,无论哪种对策长期

都无法摆脱管制寻租的博弈困境,因而,消除寻租条件的制度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③.只有建立良

好的制度安排,真正避免政府干扰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途径.

五、结论性述评

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为我们从经济和法治层面建设全面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完整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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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２(p∗ ,１)－U２(p∗ ,０)＝K －I＋(I＋D)×p∗ ＜K －K ＋(I＋D)×p∗ ＝ (I＋D)×p∗ ,而I、D、p∗ 均大于零 .
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其他对策措施,如在发生寻租时给监管者以重奖(K＞I),或是寻租时奖励监管行为I,等等,但这些对策要么

不存在严格占优的纳什均衡,要么没有纳什均衡解,故不在讨论之列.
例如,即使不监管条件下寻租收益R→０,至少可得到一个弱占优(不寻租,不监管)的纳什均衡解.



伟蓝图.对于诸如互联网专车这类新兴的行业,政府是根据新兴行业的特点,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在防范

市场风险的同时,给予市场最大的发展空间,还是以规范市场发展之名固化原有行业利益格局,正是考察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静态混合博弈方法的理论分析表明,奖励监管者、加大惩罚寻租和加大

处罚失职监管者的对策措施都只是短期有效.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串谋和政府相关部门不作为只是问题的

表象.当然,本文并未采用Tirole(２０１５)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有效激励的新规制经济学分析寻租对

专车等新兴产业的影响,这需要采用动态博弈框架并对政府和经济人的目标函数进行更细致的刻画,也是

今后研究的方向.不过,我们的模型对不同混合均衡条件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变量的动态因素,其
结论与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的主张并不矛盾.显而易见,寻租的必要条件是政府拥有干预和

管制市场的能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毕竟,市场主体为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行寻租活动是每一个经济人

的天然内在属性.因而,有效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是未来中国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这将最终决定未来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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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流大学”概念不同认知的逻辑学困境与展望∗

刘志民

摘　要:对“一流大学”概念的认知,目前大体上有三种不同模式:整体比较型、同类比较

型和同学科比较型.无论哪种认知样式,都有其逻辑学上的困境:“整体比较型”一流大学是所

有大学集合中的第一等级要素,但不能反映其内涵的全部与特质;“同类比较型”一流大学,是
在同类(同行业、同专业、同层次等)大学集合中,实力第一个等级的大学集合,其概念困境是

“临近属概念”(大学)发生了质变,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学科比较型”一流大学是在所

有大学中某个学科实力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个等级的大学集合,但其概念的逻辑学困境是颠

覆了逻辑定义的“外延相称”原则,定义域集合与陪域集合之间是偏函数.要量化其边界和统

一其标准非常艰难,多元认知及其标准选择将不可避免,使用“前若干名大学”替代“一流大学”
概念应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一流大学;认知;逻辑学;困境

“一流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意志和不少高校追逐的目标.但从现有的

文献来看,无论是一流大学的内涵,还是外延都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对世界一流这个概念至今还

没有一致的解释,关于如何建立一所世界水平的大学,定义是主观的.从逻辑学角度来讲,概念是反映

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产物,由内涵与外延组成,包括名称、定义、特征、水平、实例,定义的逻辑方法是被

定义项＝种差(特有属性)＋邻近属概念.“一流”是形容事物的等级和类别,在字典中的定义是“第一

等”(firstＧclass/firstＧrate/topＧnotch).因此,可以认为“一流大学”就是“第一个等级大学”的集合.但

是,由于对“一流大学”的“种差”和“临近属概念”的认知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模式.在可资比较的

范围内(如师资、科研、人才培养、学术声誉等),目前人们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大致有以下三种样式,每种

样式似乎都有逻辑学上的困境,乃至悖论.

一、“整体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

“整体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一流大学”是在所有大学集合中,整体实力第一个等级的大学.例

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一流大学排行榜”评价标准正是基于整体比较认知.２００９
年,该中心首次提出了“中国一流大学”的概念和标准,并且在当年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
首次公布了“中国一流大学排行榜”.评选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一流学者、一流学科、一流成果、一流效

益、一流管理.从２００９到２０１４年,其评价的一流大学数量由２０所增加到２６所,见表１.
有人认为,美国的前１２４个综合性大学和１００名文理学院都是美国一流大学;也有人认为,能进前

５０名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名校;还有人认为,根据“取法乎上”原则,综合实力排名世界前１００位、有１５
个以上的学科进入 ESI、有１０位左右具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顶尖专家、教师年人均产出的 SCI(含

SSCI)论文在１篇以上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按此认知遴选的大学,其综合实力名列世界(国家或区域)前茅,具有绝对比较优势,社会公认度较

高,是绝对意义上“一流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北大、清华是被公认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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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武大版２００９－２０１４“中国一流大学排行榜”变动情况

年份 数量(个) 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及选择原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２００８年招生数据(普通高等院校１９２４所),选取前１％的学校作为中国一流

大学;一流大学必须是研究型重点大学,根据２００９年重点大学排名结果,再评出综合排名前２０
所重点大学为“中国一流大学”;２０１０年评价标准及数量结果与上年相同

２０１１ ２５
在２０１１年大学评价中,共有１２５所重点大学,选取前２０％的大学,即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

榜中前２５所大学作为中国一流大学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６
从２０１２到２０１４年,在全国２４１０所高等院校中,选取重点大学１３１所,按照前２０％的比例(即

前２６所)的重点大学为中国一流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武大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一流大学一样.按此认知,“一流大学”应不加任何定语,与类别、层次、类型等无关,且比较的是学科整

体加总实力,不强调大学特色.在此视域下,“一流大学”是所有大学集合中的要素,是一个“下位概念”,
假若称之为P集合,则有P＝{A∣ A∈A}.但是,由于不考虑大学种类和学科特色,某些学科一流的

大学或特色院校就不可能入列;同时,个别学校也许没有一流的学科,但按综合实力排名也许会跻身一

流大学行列.这好比某个单项第一的运动员就不能被称作一流运动员,而评选了一个五项全能运动员,
其单项指标又不是一流的情况一样.从逻辑学上来讲,主观给予的定义域集合与客观理解的陪域集合

就会形成单射函数,但其值域f(x)只是上域的一个子集,不能反映内涵的全部,出现“非满射”现象,在
被定义项(X)与定义项(Y)之间形成差集:X－Y＝{x|x∈X,且x∈ Y }.

按此认知模式,假如人为规定了一流大学定义的“种差”标准x ———无论是绝对的(如选择大学集

合中的前x等)或是相对的(如选择大学集合中的前x ％等),则会有对应的f(x)个元素存在,“一流大

学”的数量就可表示为:１£f(x)£¥.由于“种差”取值缺乏统一的标准(是一个变数x ),就会犯逻辑学

上的“标准混乱”错误,选取结果也会多种多样.这种认知结果,势必会导致大学的综合化趋同.

二、“同类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

“同类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一流大学”是在同类(同行业、同层次、同类型等)大学集合中,实力第

一个等级的大学集合.这类一流大学在同类大学中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但其本质上是“一流××
大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流大学”.例如,中国校友会网对一流大学的认知与评价正是基于这一

模式.从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４年,在该网评价遴选的中国五星级以上的一流大学名单中,仅大陆的学校就由

２４所增加到了６６所,特别是２０１４年在其不同的版本中还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详见表２.再如美国的德

克萨斯农工大学、瑞典农业大学等是“一流农大”,在以“农”冠名的大学集合内是一流大学,但在世界所

有大学集合中,却不能称作“一流大学”;再如某些军事、体育、艺术等类型的大学,也有类似的情况.但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又很普遍,譬如说“一流运动员”实际上是“一流××专业的运动员”,“××”通
常被省略.

“同类比较型”一流大学,实际上是一个辩证“复合概念”,是通过概念限定得到的,除了具体性和抽

象性外,还具可变性与相对性等特征,此视域的“一流大学”社会公认度低,甚至不认可.在称谓中,可能

常常会省掉“××二字”定语,与绝对意义上的“一流大学”概念混为一谈.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来讲,
这样的分类本身就是对“一流大学”概念的恣意歪曲.如按此种认知,“一流大学”的数量表达式就为

∑mixj ,mi 是任意行业、层次或学校类型,xj 则是每类任取的不同实数.

“同类比较型”一流大学实际上是由绝对的“单称命题”,变成了相对的“特称命题”,临近属概念“大
学”发生了质变;不是全体“大学”集合,而是“××大学”的集合.这实际上也是直言命题的变形推理,通
过改变作为前提的直言命题形式,从而得出结论的推理.这里的“一流大学”其实也是个复合上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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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陆大学５星级以上排名变动情况

年份 中国大陆五星级一流大学以上的数量 中国大陆六星顶尖级大学名称

２０１０ ２４所,其中:“六星级大学”有７(２＋５)所,
五星级大学”有１７(１０＋７)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

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

２０１１ ３６所,其中:六星顶尖级７(２＋５)所,
五星级一流２９(２２＋７)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

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２０１２ ４２所:六星顶尖７(２＋５)个,
五星一流３５所(２８＋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

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等为六星级

２０１３

４６所,其中:六星顶尖８(３＋５)所,五星一流

３８所(研究型)(未计１１所“２０１３中国一流

大学名单(专业型大学)、“中国一流独立学

院”(应用型８所)和中国一流民办大学(应

用型１０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
央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

２０１４ ４９所,其中:六星顶尖９所,五星一流４０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音

乐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美术

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

２０１４ ６６所,其中:中国一流大学(２７所)＋中国一流行业特色型大学(８所)＋中国一流特色专业型大学(９所)＋中

国一流独立学院(１０所)＋中国一流民办大学(１２所)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校友会网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公布数据整理而成.

概念,而“同类中最佳的大学”变成了下位(种)概念,概念的限制不当,使得外延变窄,颠覆了逻辑定义的

“外延相称”原则,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假若将所有“大学集合”称P集合,将“同类型的大学”集合称之为 Q集合,则有 Q＝{A∣ A￠A}.

现在的问题是:Q∈P,还是 Q∈Q? 若 Q∈P,那么根据第一类集合的定义,必有 Q∈Q,但是 Q 中任何

集合都有 A￠A的性质,因为 Q∈Q,所以 Q￠Q,引出矛盾.若 Q∈Q,根据第一类集合的定义,必有 Q
∈P,而显然P∩Q＝Φ,所以 Q￠Q,还是矛盾,这实际上就是“罗素悖论”(Russell’sparadox)在“一流大

学”认知上的体现.

三、“学科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

“学科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在所有大学集合中,某个学科实力具有绝对优势(第一个等级)的大

学.例如,在２００８年之前,武书连等在«中国大学评价»中,就发布了学科比较型的国内一流大学名单.
其评价以学科为核心,在任意一个学科门类中排名第１的学科或是农、理、医、管、工前２－６名的学科,
每年共选出１５或１６所国内一流大学.然而,从２００９年起,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发生了根本转变,其选择

标准转向了“整体比较型”,数量也从１５所增加到了１９所,见表３.事实上,在 QS、台湾大学、上海交大

等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除了整体排名外,也都区分了学科类型.
学科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故按学科评价的大学等级易得到具有同学科大学或学者的认可,但

却不一定受全社会公认和所有大学认可.例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其特色学科(农科)是世界一流的(已
有１３个涉农相关学科进入世界ESI前１％),但总体实力在世界１５０名之后,故其是绝对的“世界一流

涉农大学”,但很难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社会对一流大学的期望是整体实力应当是第一个

等级.因此,不管类型如何,也不管学科实力有多强,要真正进入“学科比较型”一流大学行列,还必须具

有一定的总体实力.在我国,目前不少高水平的行业特色性院校都将自己的发展定位描述为“世界一流

××大学”,但其参照标杆却是××学科领域最强且综合实力相对靠前的综合性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

农业大学”的学校为例,大多将美国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及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为标杆,这
类学校要么是由具有优势学科的行业性院校转变或合并为综合性大学的(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由瓦赫

宁根农业大学改名而成),要么本来就是以某类学科为其优势或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

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学是其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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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流大学”同样也是通过概念合取(逻辑加)获得的,“一流大学”概念发生了质变,变成了一

个“复合上位概念”(属概念),是具有一流××学科的大学,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实际上是一所具有“世
界一流农科的大学”,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按此方法确定的一流大学的数学表达式

是:∑mixj ,mi 是任意学科,xj 则是每个学科任意所取的不同实数.

“学科比较型”一流大学认知同样颠覆了逻辑定义的“外延相称”原则,概念的限制不当,使得外延变

窄.如果“一流大学”的输入集合是X,输出集合是 Y,也同样存在:X∈ Y,还是 Y∈ Y的逻辑学悖论

问题.如果既要强调学科优势,又要强调整体实力,这里的“一流大学”实际上是P集合(所有大学)和

Q集合(相同学科大学)的交集P∩Q.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概念划分的规则之一就是“子项排斥”,划
分后子项的外延必须互相排斥,否则就会犯“子项重叠”的错误.如果既要进行大学学科分类考察,又要

结合整体实力,就会存在逻辑学上的“子项重叠”考察现象.在此情况下,f 是多对一的,但非完全;定
义域集合X中的有些元素与陪域集合 Y中的有些元素不相关,Y中的元素也会与 X中的元素不相关.
定义域集合与陪域集合之间是偏函数,而不是函数关系.

表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国内一流大学评价结果及指标说明

年份 数量 入选的国内一流大学名称与变动情况 入选依据及标准变动情况说明

２００２ １５

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
京农业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在任意一个学科门类中排名第１的学科或是理学前３
名、工学前６名、农学前２名、医学前３名),共选出１５
所国内一流大学

２００３ １５
与２００２年相比,增加: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减少: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０３年,对«２００２中国大学评价»中提出的一流大学标
准作了部分修改:１．删除了原来的“每年授予博士学位
不少于１００人”的条件;２．在中国一流大学项下增加了
“必须是研究型大学”

２００４ １５
与２００３年相比,增加:天津大学;

去除:武汉大学

１．在中国大学评价中,获得工学前６名、理学、医学、管理
学、文学前３名、农学、经济学、法学前２名、历史学、教育
学、哲学第１名的大学;２．必须是中国研究型大学

２００５ １５ 与２００４年相比,没有变化 标准与２００４年相同

２００６ １５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没有变化
２００６年农学第２名是南京农业大学,但因南农的科研
成果总量没有达到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而没有进入中国
一流大学

２００７ １６
与２００６年相比,增加: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去
除: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标准与上年度相比,增加了研究１型大学为中国一流
大学

２００８ １６ 与２００７年相比,没有变化 标准与上年度相同

２００９ １５ 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去除:中国农业大学
２００８年招生的普通高等院校１９２４所,选取前１％的学
校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研究型重点大学,入选研究１型
大学(前３０名),综合排名前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５ 与２００９年相比,没有变化 标准与上年度相同

２０１１ １５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没有变化 标准与上年度相同

２０１２ １９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增加:中国农业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减少:华中科技大学

在中国大学评价中,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大学:１．
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居全国大学前２５名;２．教师绩效居
全国大学前２５名;３．本 科 毕 业 生 质 量 居 全 国 大 学 前

２５名

２０１３ １９
与２０１２年相比,增加:华南理工大学;去除华东
理工大学

标准与上年度相同

２０１４ １９
与２０１３年相比,增加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去除
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标准与上年度相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武书连等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中国大学评价»国内一流大学评价结果及入选依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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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与展望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对“一流大学”定义的认知,目前大体上有三种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对一流大学

定义的“种差”都没有确定的量化边界;对“邻近属概念”的认知,也有很大差异,见表４.
表４　不同“一流大学”认知模式比较

认知类型 同类比较型 同学科比较型 整体比较型

认知表达 在同类大学中整体一流 在所有大学中某学科一流 在所有大学中整体一流

一流等级 相对一流 比较一流 绝对一流

公认程度 低 中等 高

概念困境 定义过窄 外延变窄 单射函数

可能的效应 交叉融合不足 非均衡发展 综合化趋同

　　无论哪种模式的认知,似乎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都有其逻辑学上的不足,甚至悖论.严格意

义上的“一流大学”,不考虑专业特性等因素,但又不能反映其内涵的全部与特质;宽泛意义上的“一流大

学”,增加定义限制,则会使概念限制不当,使得外延变窄,颠覆逻辑定义的“外延相称”等原则;如两维考

察(总体实力与行业特色或学科优势相集合),则会出现子项重叠,违背“子项排斥”原则.因此,无论如

何给“一流大学”下定义,都会出现逻辑学上的困境乃至悖论.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概念“种差”的不

同认知,则会在被定义项(X)与定义项(Y)之间形成差集:X－Y＝{x|x∈X,x∈Y 或及x∉Y}.总之,
“一流大学”概念的模糊性使得无论哪种认知均存在“种差”量化边界及“临近属”限定问题,多元认知与

多标准现象将不可避免.正如JohnVaugh(２０１０)所说,“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要看你的目的何在,
也许既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也有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的话比较好”.这种说法既反映出对“一流大

学”定义限定的无奈,同时也预示着对其标准选择的多元化.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５０多个“国家大学排名”和１０多个“世界大学排名”,在这些国家与世界级的大

学排名中,大多采用了“TOP５０”、“TOP１００”等绝对量化值.这说明,在实际操作中,“一流大学”的概

念是常常是被“前(TOP)X名大学”术语替代的,这些大学实际上就是绝对意义上的“一流大学”.可以

分学科等进行比较,但大多都有具体的“TOPX”量化值,且标明是某某学科领域内的前若干名的大学,
即 TOPXUniversityinYsubjects,这些大学应是相对或比较意义上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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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ofproportionalit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ofdomainandthatofcoＧdomainisof
partialfunction．Itisverydifficulttoquantifyitsborderandunifyitsstandard．Therefore,diverse
cognitionandmultiＧstandardswillbeinevitable．It’sbettertoutilizetheterm “TOPXUniversity”to
replacetheconcept“firstclassuniversity”．

KeyWords:FirstＧclassuniversity;cognition;logics;dilemma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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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研究∗

陈　越

摘　要:中外合作高校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项战略选择.政策

因素深刻地影响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对其进行优化具有一定的逻辑必要性和实践紧迫性.
中外合作高校的相关政策必须在目标理念、执行过程、要素组合方式、实施手段四个方面进行

优化,做到四个统一:即质量保障与人才保留相统一;“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相统一;明确定

位与合理规划相统一;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相统一.
关键词: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人才流失;教育主权

中外合作高校是“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含外国学士以上学位教育)且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在相关政府文件中有诸如“中外合作大学”“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独立

设置的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独立设置高等学校”等多种名称.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１１
所中外合作高校,其中８所已建、１所筹建和２所拟建(深圳吉大昆士兰大学、北理工－莫斯科大学(深
圳)).

从中外合作高校设立条件及相关重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的中外合作办

学一直都是在政策的支持下逐渐繁荣起来的”(王璞、李玲玲,２０１３).随着国家更多专项政策的出台,我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发展势头强势,空间潜力巨大.然而,我们必须厘清目前办学中存在

的问题,追寻产生的政策性根源,优化相关政策,才能引领中外合作高校走内涵发展、合作共赢的办学

之路.

一、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和实践紧迫性

(一)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

政策质量优化的逻辑必要性是指其发展与相关政策出台之间的逻辑联系,即政策质量优化有助于

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再由实践催生了政策的出台及优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对此,由二者的时

间节点对照可见一斑(见表１).
表１　中外合作高校与相关政策时间节点对照表

相关政策出台 中外合作高校设立/筹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１９９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１９９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１９９８)、«中华人民共
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２００１)

长江商学院(２０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２００３)、«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２００４)

宁波 诺 丁 汉 大 学 (２００５)、西 交 利 物 浦 大 学
(２００６)、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学院(２００６)

«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０)、«教
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１)、«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
见»(２０１３)以及２０１１年以来各省出台的相关政策

上海纽约大学(２０１０)、温州肯恩大学(２０１１)、昆
山杜 克 大 学 (２０１２)、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 圳)
(２０１２)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２０１５年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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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中外合作高校设立的时间及其相关重大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可以清楚发现:我国中外合作高

校的发展与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时间具有一定的重叠性,证实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进一步推动中

外合作高校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国家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竞争力,必须要

优化中外合作高校相关政策,决定了研究的逻辑必要性.
(二)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实践紧迫性

随着中外合作高校办学实践的发展,中外合作高校办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亟待进一步优化

相关政策以引导与规范中外合作高校的建设,决定了研究的实践紧迫性.

１．办学质量低于预期

首先,中外合作高校本身办学质量缺乏保障.PhilipG．Altbach(２０１０年)立足于美国高校海外办

学的角度对其办学质量表示质疑,认为无论从师资、生源、校园环境、还是从东道主国情以及可能面临的

风险来说,美国高校在海外办学都很难可持续发展.PhilipG．Altbach(２０１１)再次质疑“海外分校有未

来?”并进一步细化对教授质量时间、管理水平方式、生源质量数量、学术自由环境、持续资金投入、大学

权力博弈和其他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研究,认为其办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生源

质量和师资队伍.一是生源质量,虽然部分中外合作高校已经开始参考高等分数,并将其分数线划归

“一本线”,但是面对传统的“公立高校观”和“出国留学潮”中缺乏显著优势,仍然在吸纳顶尖人才方面处

于弱势.二是师资队伍,专家名师中充斥着“候鸟型”“假期型”甚至“周末型”外国教授,“讲座”课程、“集
中授课”成为教学中的常态.常任教师中难以吸引高精尖人才.

其次,部分中外合作高校的办学定位过高.比如某校的定位为“亚洲第一、世界顶尖”,且不论合作

的中外双方高校在距离“亚洲第一”“世界顶尖”尚存在的距离,过高的预期本身就会使得学校在建设过

程中容易出现脱离实际、盲目投资等情况.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该校被报道“人均５２平宿舍配６０００元台

灯”.网友纷纷评论硬件过硬(甚至于奢华),同时担忧软件(教育质量)太软.

２．中方高校受益较为有限

首先,异地办学导致中方高校与中外合作高校距离较远,因而中方高校在诸如学生互派、教师交流、
学科互建、管理互助、科研合作方面受益有限.所谓异地办学指的是中方高校与其参与共建的中外合作

高校位处不同城市,甚至不同省份,如西交利物浦大学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而西安交通大学位于陕西省

西安市;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位于广东省珠海市,而北京师范大学位于北京市;
昆山杜克大学位于美国北卡罗莱那州达勒姆,而武汉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这种异地办学的情况拉

大了国内高校与其合作办学机构的实际距离,增加了学生间学习、教师间交流以及学校间互助的实现难

度,原本期望的人才培养、教师交流、学科建设、科研合作以及形象推广等目标并未能通过加强与国外高

校的交流合作得以实现.
其次,中方高校与中外合作高校的实质性合作有限.目前的中外合作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者间存

在形式合作或短期内合作,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中外合作高校本应为中方高校带来的辐射作用

和反哺作用有待加强.

３．加重人才流失

中外合作高校在其官方网站上大力宣传学校学生的出国率,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

合国际学院(UIC)就宣称在其近５０００名毕业生中有２０００多名同学去到境外２００多所大学读研深造

(数据来源于 UIC官方网站).西交利物浦大学则宣称其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分别有９６％、９０％、８０％的

学生赴世界知名大学继续攻读硕博士研究生(数据来源于西交利物浦官方网站).虽然,根据教育部公

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生归国率持续增长,但至少可以证明留学美国的学生归国率远低于这一

数据.PhilipG．Altbach(２０１３)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和印度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

８０％留在了美国.”与近年来中国的人才流失成为西方国家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新动力相对的是由我国

投入大半的中外合作高校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的流失,甚至可以说,中外合作高校成为了人才流失的

“加速器”,这与我国中外合作高校政策目标理念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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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拉大

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公布的“２０１４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指出“据调查,目前中国留学行业产业规模约

达到了２０００亿人民币 其中,留学生境外支出所占份额最大,达８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

１７００亿元人民币.与此相较的是,全球“教育服务贸易额也在不断提升,２００９年已经超过了３００亿美元”.
其中“美、英、澳、法、日５个发达国家占据了将近８０％的教育服务市场中国仅占有０．６５％ ”.

中外合作高校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并未能够起到缩小贸易逆差的作用,反之,拉大了教育

服务贸易逆差.原因在于:一是中方投资远高于外方投资.中外合作高校中存在“地方政府斥巨资”以
公共财政投入补贴中外合作高校建设,中方高校提供较多的人力物力支持.比如«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境外资金的比例应低

于５０％”.二是外方收益高于中方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办

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中外合作高校是“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收取高额学费,从国

外公民获取的资金少于从中国公民获取的资金.这种投入产出分配的不对等,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向了

国外,导致我国教育输入与教育输出严重失调、教育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

５．我国教育主权受到影响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教育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坚持独立自

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中明

确了将维护教育主权放在了中外合作高校建设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中有碍教育主权的现象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渗透.“如果说二战前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新殖民主

义则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归结为对文化与精神的渗透”(荀渊、陈丽媛,

２０１３).中外合作高校多采用国外原版教材,由外国教授授课,有利于开阔学生国际思维的同时,但也直

接或间接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文化.
二是主权让渡.“教育主权让渡指各国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把自己具有的教育权力部分出让给国

家组织或超国家体使用,以实现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教育、更好培养人才和壮大国家实力的目的”(茹
宗志,２００８).中国在 WTO的 GATS协议中 VATS协议中,在９个领域中对教育主权进行了让步,但
未承诺跨境交付,未承诺与中外合作办学以国民待遇,保留了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权和定价权,对自

然人流动方,对其居住时间也有一些限制.但是中外合作高校的出现对以上的保留提出了质疑,进一步

影响推动了教育主权让渡.

二、中外合作高校办学中问题的政策性根源

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同时其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相关政策中溯源.
(一)政策目标缺乏合作共赢理念

我国中外合作高校实际上存在三个合作主体,包括国外高校、国内高校和地方政府.三方在办学目

标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见表２).
表２　中外合作高校三方合作方的主要目标

合作主体 主要目标

外方高校 经济创收、人才吸纳、形象推广

中方高校 人才培养、教师交流、学科建设、科研合作、形象推广

地方政府 提高地方文化实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地方教育新提升

　　然而目前我国中外合作高校办学的相关政策未能实现以上三方办学主要目标的有效整合.首先,
虽然中外合作高校较好地满足了外方高校关于人才吸纳和形象推广的目标,但其首要目标———经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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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未能得到较好满足.有关政策对办学中的营利性质的规定比较模糊,比如,«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规

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第三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

动和改善办学条件”(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再次强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第二十八条);«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

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中反复申明“坚持中外合作办

学的公益性原则”.这些规定削减了外方高校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外合作高校的发展.
其次,中方高校参与办学的主要目标没有得到相关政策的保障.现有中外合作高校相关政策只规

定了合作办学必须由国内高校参与,对其应当履行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规定,相反对其权益的规定不够

明确,缺乏对中方高校合作办学目标理念实现的应有保障.
最后,«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申请设立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第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外合

作办学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

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第八条)中外合

作办学中的教育主权和领导体制问题一直纠结不清、条块分割、异常复杂,市级政府在中外合作高校中

具体扮演怎样的角色? 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 具有哪些权限? 如何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划清职责范围

等等问题难以厘清,因而市级政府出资办学以提高地方文化实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地方教育

新提升的目标理念也难以确保.
(二)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理论上,公共政策执行存在“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附加性执行”(陈振明,１９９８)和
“抵触型、僵化型、滞后型、折扣型、结构型”(陈庆云,１９９６)等问题.«实施办法»中要求“被邀请的外国教

育机构应该是国际上或者所在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教育机构”(第十二条).然而,温州肯恩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的肯恩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却通

过审批,批准设立.
可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执行主体的素

质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政策执行客体配合度较低,甚至存在刻意欺瞒等现象;三是政策文本存在话语

模糊、边界不清等现象.如“国际上或者所在国”(所在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未必是优质的教育资源)、
“优质教育资源”(何为优质? 优质的标准?)、“合理回报”(多少为合理?)等用词容易让政策执行的主客

体产生困惑.
(三)政策要素组合方式不科学

政策的基本要素是主体、客体和手段.中外合作高校政策中主体、客体和手段在组合方式中存在较大

问题.一是主客体混乱.政策的主体通常是政府部门,但是由于中外合作办学中地方政府通常充当合作

办学中的一方,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既是政策主体也是政策客体,造成政策主客体混乱的现象.
二是政策主体与政策手段的不匹配.中外合作高校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是加强监管,而监管的主

体却一直集中在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时间、能力、精力有限,很难以有限的行政力量对体系庞大、结构复

杂、并将日益增加的中外合作高校进行监督.
三是政策客体间关系不平等.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客体是指参与中外合作高校办学的外方高

校、中方高校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理应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关系.事实上,虽然«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六十二条),必须与国内某一高校合作,且“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第二十五条),但是中方高校在合作中依然处于被动地位.比

如,外方高校 A原拟定与中方高校B在C市合作建设中外合作高校,然而由于细节问题,三方未能达成

一致,中方高校D与E市在以“斥巨资、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下获取了与A的合作机会.可见,目前中

方高校和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三者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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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工具不完善

长期以来,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敏感度极高,一方面是政策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是政策的制约者.«中
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２００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２００３)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２００４)签订和出台以后,中外合作高校出现加速发展的势

态,同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后又出现了短暂

的停滞状态,可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其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实施手段不完善,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
后评估间失衡(见表３).

表３　中外合作高校政策实施手段的相关政策

政策实施手段 相关政策 层面 时间

事前审批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８月

关于启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申请表»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
请表»等事项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８月

关于设立和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申请受理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９月

关于发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备案和项目批准书编号办法(试
行)»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关于启用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等
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关于下发«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编号办法(试行)»的通知
教育部、劳动 和 社
会保障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关于重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文件送达时限等问题
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下一步有关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关于进一步做好申请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形式审查和实质内容初审工作的通知

教 育 部 国 际 合 作
与交流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

事中监控

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４年８月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下一步有关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７年４月

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事后评估 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７月

三、中外合作高校政策质量优化的现实途径

为了解决目前中外合作高校办学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弥补相关政策中的不足,切实实现相关政策质

量优化,我们必须做到四个“统一”.
(一)政策目标理念中做到质量保障与人才保留相统一

中外合作高校的政策必须做到能力培养与人才保留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

培养学生的能力,也要把人才保留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中外合作大学的１＋２＋１/２＋２/３＋１等学年模

式下必须坚持“鼓励回国”,为人才强国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人力支撑.一方面,在能力培养过程中适当参考

国际大学排名,切实把引进“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强校、名校”“世界名校”等政

策落到实处.例如,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公布了新条例,禁止印度大学与非全球排名前５００名的大

学合作.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参考权威的大学排名,“在我们对外国教育机构缺乏足够了解的情

况下,不失为一个判断途径”.我国在相关实施细则中可以添加对于外方高校的排名要求.
另一方面,加大人才“保留”政策力度,积极引导走出去的中外合作高校学生回国.既要保障和鼓励

“来去自由”,促进中外合作高校学生国际素质的提高,同时实施人才激励机制、提高人才待遇、营造人才

创新环境.例如,将中外合作高校毕业生中的优秀人才纳入“万人计划”“百人计划”的范围,为我国实施

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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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执行过程中做到“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相统一

在中外合作高校政策执行过程中,“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主要针对不同的两个问题提出的.“依
法科学”是针对行政主体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防惩结合”主要针对行政主体如何规范中外

合作高校办学主体行为而提出.“依法科学”要求政策执行主体必须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政策、
法律为依据,以缓解由于素质问题而造成的选择性执行、过度执行和错误执行的出现.“依法”的前提在

于“法”的科学性,即文本明晰、逻辑合理,上位法与下位法无矛盾冲突等.同样“依法”也需“科学”,拒绝

生搬硬套,甚至于“抠字眼”的僵硬“依法”.
“防惩结合”则要求中外合作高校行为规范过程中要制定相关的防范机制与惩罚机制,既要构建谨慎

的准入机制,以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周密的审批程序保证我国教育机构的质量,又要健全我国的中外合作高

校政策中的惩罚机制,以综合性惩罚机制代替单一的惩罚机制.例如,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法律责任”
一章中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惩罚,多次提到的“１０
万元以下”的处罚,相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中可能攫取的不法收入来说惩罚力度过小.惩罚额度过小导致不

法分子铤而走险,不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而可以辅以行政拘留、列入黑名单等方式杜绝此类情况

的出现.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都需要以明晰的文本话语为基础.
(三)政策要素组成中做到明确定位与合理规划相统一

中外合作高校办学离不开政策的指导,政策中模糊定位将会阻碍政策执行,特别是落实政策要旨、
正确执行的要求.例如,“中外合作高校”的性质模糊成为执政过程中的难题.私立与公立、营利与非营

利成为中外合作高校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政策要素间必须合理规划安排,以合理的政策手

段正确搭配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也是中外合作高校发展的必要前提.
首先,政策的主体不仅在于政府部门或者行政人员.目前,政府部门成为中外合作高校审查、监督

的主体,其任务之艰巨、对象之繁琐、责任之重大显而易见,并难以保障.事实上,群众是政府最雪亮的

眼睛,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多元治理主体已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现实选择,多元监管主体成为

必然选择.其次,地方政府在参与中外合作高校办学中而成为政策客体,在接受上级政府管理的同时,
更重要是接受第三方的监督约束.最后,政策主客体与政策手段间也必须进行合理规划,政策手段必须

切实可行,真正做到通过正确的手段实现理想的目标.
(四)政策实施手段中做到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相统一

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是行政的一般程序.根据表３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有关中外合作高

校办学的事前审批政策较为丰富,除了在各项政策法规关于“设立”的条文中对中外合作高校审批进行

了明确规定外,还出台了一些专门针对中外合作高校事前审批的政策文件;而事中监控方面出台的专门

性文件则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复核和秩序规制上;事后评估方面除了在相关文件中对中外合作本科院校

办学法律责任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以及对办学进行评估以外,并没有出台专门性文件.
这种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的政策比重失衡将会对中外合作高校办学的后续发展产生制

约,因而其在建立以后缺乏政策的规范与指导.可喜的是,近年来关于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的政策虽然

发展缓慢,但是已经开始逐渐增多.在以后的中外合作高校合作办学中,我国应当以政策引导为主,加
强宏观调控,减少微观干预,加强对事后评估政策的构建,鼓励和引导相关评估机构对中外合作高校进

行质量、效果、规范等方面的评估,并适当引至中外合作高校的管理之中,将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与事后

评估相结合,对中外合作高校办学进行全过程管理.

四、结语

中外合作高校是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政策依赖性.但在办学中存

在着办学质量难以保障、中方学校受益有限、人才流失问题严重、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拉大、教育主权受到

影响等问题,它们与政策目标缺乏合作共赢理念、政策执行过程出现阻滞、政策要素组合方式不科学、政
策实施体制不完善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进一步优化办学政策,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执行、政策要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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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等,努力实现能力培养与人才保留相统一、“依法科学”与“防惩结合”相统一、明确定位与合理规

划相统一以及事前审批、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相统一,对指导具体办学实践应该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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