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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

程　虹

摘　要:将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推向“质量时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论

文从“质量时代”的内涵出发,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的现实与理

论必然性,提出质量自觉、群众感知、质量驱动、平衡增长和充分的质量信息是“质量时代”的５
个主要特征.论文还从改革政府质量监管、标准体制、质量中介、质量评价和创新“中国制造”
品牌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时代;基本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经济要实现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

变”;李克强总理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在中国质量大会上,提出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在前

后４个月的时间,都提出了同一个命题,表现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新思考和新判断.我国从１９９５年就提出要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而明

确提出我国经济要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却还是首次,因而有必要对“质量时代”这一问题展开

深入的理论研究.
“质量时代”的提出,其背景就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在“速度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而其内涵与“速

度时代”有显著的差异:就是将我国经济从现有的以“数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到以“质
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要以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为基础,以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为手段,以要素投入的创新和配置为方法,以微观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为动力,实现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

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最终发展目标.

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质量时代”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必然性

为什么要将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时代”? 答案就是我国现有的以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

长,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难以为继,只有转向“质量时代”才能破解发展的难题.这是问题导向

下经济增长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上分析,重要的不是

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而是要回答需求拉动怎样才能实现.影响需求的因

素有很多,但产品服务质量不高,显然是一个直观上就能观察到的基本因素,这也正是我国必须要进入

“质量时代”的理论逻辑.总体来说,我国人均 GDP水平还不高,促进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

任务,而只有有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
(一)“质量时代”是破解我国经济增长难题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的３５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在经历“速度时代”的辉煌之后,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GDP增长率已连续３年下滑,投资效率不高且不可持续、人口红利正在减退,对外贸易

增长疲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和货币政策效益递减.产生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以上问题,究其根

本,还是缺乏微观质量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国一直没有夯实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赖以提高的微观产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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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基础.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不高,必然导致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我国的产

能大量过剩,表面上是投资过度造成的,但实质上则是投资所形成的产能缺乏差异化的质量竞争能力.

２０１３年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７２％,全行业销售利润率几乎为零,在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每年

还需要从日本、德国等地进口数以千万吨的高端钢材,而且进出口钢材的价差达到每吨４００~５００美元.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是来自于我国钢材供应的微观企业主体,缺乏对高质量钢材的生产和开发能

力.我国发行了超过１２０万亿的货币(M２),但流动性却依然紧张,其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大量的货币都

沉淀到了一些低质的产品生产领域,这些因为质量差而无法销售出去的产品,就成为了沉淀大量货币的

“黑洞”.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企业,目前的基本战略就是投资的扩大和数量的扩张,这在我国改革开放

初期的短缺时代还有合理性,而当我国经济已经总体进入到过剩时代的今天,这样的战略必然在宏观上

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严重问题.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难题,最大的问题导向就是应该破解作为

微观主体的企业,要真正地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发展最基础的战略这一难题,这样才

能从微观上支撑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
(二)“质量时代”将促使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但这一政策目标始终得不到很好地

实施.从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也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政府主导体制等原因,导致了需求

拉动难以实现.但是,这些解释却无法回答在同样有这些约束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阿里巴巴、美国的

苹果这些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公司,却能创造那么大的需求? 实际上,除了价格、收入这些因

素外,更能影响需求的是供给的创新,而供给创新的本质,就是企业要能创造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即使

是在产品大量过剩的条件下,人们之所以愿意不断地购买新的产品,只能是来自于这个产品在同类产品

中,具有更独特和更高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即使已经拥有了大量同类型服装,却还愿意购买新的

服装的原因,因为这件新的服装在色彩、款式或面料的质量上有独到之处.从稀缺性的角度来分析,一
个产品要从技术创新上来实现稀缺性并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从质量性能上来实现则要容易得多,
哪怕苹果只是从色彩上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都会产生大量新的需求.所谓一流的企业创造需求,二流

的企业满足需求,三流的企业破坏需求的含义,也是从质量与消费者需求的关系上作出的判断.怎样创

造需求,除了技术上的革命性创新和发现新的需求外,更多的需求创造就是来自于在同类产品中进行质

量创新,从而让消费者在需求上实现升级换代.质量创新是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反映原材料和中间产

品、最终产品、生产方法、产业组织方式和市场等全流程和全周期的,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标的“创造

性毁灭”.这种创新可能并不需要在研发上的高额投入,也不需要太多先行的技术积累,却可以用较小

的成本拉动消费需求.宏观上影响总需求的微观基础,就是我国的企业没有能力通过质量的创新来创

造新的需求,只有真正转向企业的“质量时代”,才能创造我国的“消费时代”.
(三)“质量时代”能够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分享的包容性增长.而２０１３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９３％,相比财政收入１０１％和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１２２％的增长都要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一直在接近０５的高位,这些

都与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相距较远.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在 GDP中的占比长期不合理,也就是居民

收入的占比明显偏低.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的经济发展就

是速度导向的,这一导向赖以实现的基础必然是企业大规模地模仿和产品的同质化生产,只有这样的微

观生产方式才能支撑宏观上的高速度.而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既然是模仿和同质,就必然只是简单地

使用劳动者的体力,而不会发挥劳动者的熟练技能和知识能力,这样劳动者的工资在相对同质化供给条

件下,就不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速度时代”依赖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供给,而“质量时代”依赖的则是

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当劳动力从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时,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享比例必然大幅度提

高,从而在微观上支撑了宏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要实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增长,而

２０１３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３７．６亿吨标准煤,煤炭依然占据一次能源消费的７０％;环境污染日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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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全球１０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７个,经济增长总体上仍未摆脱高消耗和高污染的模式.
质量的本质是能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这一需求的表现形态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

价格,因而价格的差异是对同类产品进行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在相同的投入条件下,质量水平越高,
价格也必然会越高.我国之所以必须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只能

以质量的提高,来对冲资源消耗日益紧缺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风险.如果质量水平不能提高,企业缺

乏质量竞争力,仅仅是资源消耗的低产出和因此而导致的环境质量恶化,就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

二、我国经济增长进入“质量时代”的主要特征

“质量时代”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有着显著区别于“速度时代”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在“质量时

代”,质量自觉成为最显著特征,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社会不

同的主体都将质量的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中国经

济的转型升级.相应地,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 GDP,而是以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作为最终评价,
这是“质量时代”的又一突出特征,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厘清了GDP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活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时代”速度和质量不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质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新

动力,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建立在坚实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上,这是“质量时代”区别于“速度时

代”的重要特征.相应地,在“质量时代”,经济结构将因为微观质量提高的有效支撑而更为优化,使平衡

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新特征.最后一个特征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以较为充分的质量信

息作为运行的基础,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为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提供制度

条件.
(一)质量自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范式

１．质量自觉的解释

质量自觉是“质量时代”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消费者等主

体对于质量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质量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质量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简言之,
质量自觉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类主体对于质量意识、质量战略、质量管理、质量安全、质量发展与质量

创新的觉悟.质量自觉是质量发展意识在市场主体决策中的内化反映,其将质量提升与质量创新从适

应外部监管、满足市场现有需求的约束性要求,转变为社会主体增强产品服务质量差异性、创造市场潜

在需求的目标性追求,是遵守质量规制向创建质量文化蘖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质量自觉代表了各类

主体行为模式的转型,使质量发展目标在市场主体行为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日趋稳固,使质量发展的社会

示范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不断增强,最终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使遵循质量自觉行为范式的社会主体,
最终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

２．质量自觉的意义

在“质量时代”,确立质量自觉的价值观将使追求质量的强烈自我意识在各类主体得到普及,从而使

质量要求的约束性作用和质量目标的指导性作用均显著增强.在国家层面,质量自觉使“质量时代”的
发展理念得到树立,使国家战略理念和发展方向自觉地由数量和速度为主导转向以质量发展为目标、以
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性提高为核心,为进入“质量时代”奠定坚实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在企业层面,质量

自觉能使企业主动探索和形成新的质量经营、质量价值和质量竞争观念,为企业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和发

展动力;在社会层面,质量自觉将最终引致“消费者主权社会”的形成,使消费者普遍通过“用脚投票”等
方式形成硬的质量约束,保障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

３．质量自觉的具体表现

在“质量时代”,质量自觉具体表现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类主体日益主动和自发的质量行动,最
终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范式,最终凝练成社会普遍认可的质量价值观和质量愿景.对于政府,质量

自觉的行为范式使“质量强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得以确立;经济发展的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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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数量和速度导向转变为质量导向;质量治理体系的改革日趋主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追求质量的内

生动力;政府部门的质量管制措施不断自觉调整,从而更有利于全社会持续的质量进步.对于企业,质
量自觉的行为范式使质量战略成为企业家高度重视的核心竞争战略;企业通过持续性质量创新来满足

新的市场需求的经营行为日益普遍;企业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不断向质量领域倾斜;质量人才的引

进、质量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的自主学习日益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质量管理、质量竞争和质

量创新不断从简单的生产质量向服务质量、供应链质量延伸.对于消费者,质量自觉的行为范式使消费

者质量选择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日益重视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异的主动鉴别;自主性的质量学习日益

普及,推动消费者质量素质和质量知识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主权意识和联合意愿日益加强,促进各类

质量消费者组织的自主发育,公益性的质量索赔和质量诉讼行为日趋主动.
(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评价依据

１．GDP是手段而生活质量是目的

GDP是一定时期内经济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总和.生活质量是指社会提高

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意程度.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即为老百

姓创造更高的福利水平,提供更好生活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质量时代”,不再为了 GDP而

GDP,而是将 GDP的增长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并且生活质量也成为决定 GDP增长的评价标准.
“质量时代”依然重视GDP,是因为它是实现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有了持续增长的GDP,才可能提高老

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增长是互为促进的关系,有 GDP的增长

才有生活质量的提高,只有满足生活质量提高的 GDP增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２．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被老百姓所分享

“质量时代”要求经济增长成果要能够更好地被老百姓所分享,具体表现为: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中,劳动者报酬比重要合理,并以不低于国民总收入增长的速度增长;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用于改善老

百姓公共福利的社会性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保障社会发展的底线水平;社会总体

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更多普通的劳动者收入增长能够相对于其他阶层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质量从经

济角度分析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投入的维度,也就是质量的投入能够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外一个

就是产出的维度,也就是从结果上更加公平和均衡,具体就分配而言,就是使社会中每一个主体具有更

多的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更高质量的生活.

３．老百姓的评价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标准

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既包含客观性指标如 GDP、人均收入等,也包含了主观性指标如幸福感、
感知评价等.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经济增长的绩效,对于“质量时代”的发展目标而言,基于老百姓

的实际感知评价更具有优势也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从质量定义的角度来分析,质量就是一

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实际上质量的评价是由固有特性的客观评价与满足要求的主观评价共同

构成.就经济增长而言,GDP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是固有特性的客观体现,而这一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与

科学性衡量,则必须有赖于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和主观评价.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统一的,也就是

说GDP的客观指标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这还取决于分配的公平性、社会福

利的均衡性和环境的友好性.要实现这两者的统一,其根本还是要将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和主观评价作

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标准.
(三)质量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１．质量创新既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又是长期动力

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包含投资、消费、对外贸易、财政货币政策等,长期动力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科
技进步以及制度等方面.质量创新可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因为质量创新可以改善产品性能、
提高其可用性或者改善经济性,从而可以迅速地刺激新消费热点的产生,进而派生新的投资需求,也可

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产品库存量,提高整个经济的货币流动性;质量创新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资源的投入产

出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程度,改善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并且可使得经济产生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大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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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断地拉动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
“质量时代”,质量创新既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增长,又可以在长期中成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的发展

动力.

２．质量创新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质量创新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一样,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

新或是管理创新,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使得产品的质量性能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获得更高的

市场收益,质量创新是科技创新或管理创新在产品服务上的终端表现形态.科技创新本身也不是绝对

的目的,而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带来产品在性能、工艺和功能上的进步,进而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满

意的提升.从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质量创新,但没有质量创新的实现,科技创新

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管理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产品质量创新的实现,只有

最终提高了产品质量竞争能力的管理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质量创新既可以牵引对其他创新的需

求,又是其他创新的重要目标和成果载体,是整个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创新对我国建设成创

新型国家,尤其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经济重要的新的发展动力.

３．质量创新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

“质量时代”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不同生产主体在产品服务质量上的竞争,而不是依赖于劳动力、资
本和资源的数量投入.竞争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企业增长模式的改变,将更多地以质量为最终目标,提高

技术能力、管理水平和劳动者技能,也就是说企业只能走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这种微观主体在增长模

式上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善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使我国的经济走上内生型的发展

道路.具体而言,企业为了冲抵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长期压力,只有依靠提高产品质量并进而获得更

高的产品附加值,这对企业来说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而是一个由经济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必然选择.无

论企业现有的发展模式现状如何,都只能也必然选择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和契机,市场对产品服务质量的选择,开始形成倒逼机制,促使

我国的企业必须以质量为核心实现转型升级,进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实现向内生增长的转变.
(四)平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

１．产品结构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向价值链的高端

价值链是指企业内部经营“增值活动”的总和,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不同阶段,所创造的价值就有所差

异,价值链从低端走向高端就是要让企业尽可能拥有产品生产过程中较高的增值活动.我国经济结构

失衡的基本表现,就是产品生产的数量大,而获得的价值比例低,总体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要进

入价值链的更高部分有多种方式,如引进新技术、改善服务、内部管理流程创新等,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

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因为产品的价值实现最终要体现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消
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越高,其市场价格也就越高,只有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占据质量创造的核心环节且具

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才能够获得更高的价值比例.在“质量时代”,我国将主要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
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以质量促进产品的升级,从而在保持我国产品规模数量优势的同时,形成以

质量为核心的价值优势.

２．产业结构从同质化走向异质化

同质化是指同一产业中不同品牌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质量性能、功能、外观等方面的大量趋同,无
法满足市场持续提高的质量需求,造成多数企业缺乏质量的核心竞争力,而只能通过扩大产品规模来获

得利润,这是我国在“速度时代”的主要产业结构特征.异质化是指同一产业中不同品牌企业所生产的

产品具有质量的差异性,使得任何一个品牌的产品都能够满足某一细分市场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从而具

有相应的溢价能力和竞争优势.衡量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产品品种和种类的多样化,一般来

说,一个企业在同一个产品领域能够生产更多不同的品种,那么这个企业的质量竞争能力就越强,因为

它能满足更多消费者不同的质量需求.“质量时代”就是要通过差异化的质量创新,使产品质量充分满

足市场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使产业内部产品类型不断拓展、产品功能不断丰富、产品附加值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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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得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的总体利润率不断提升,最终使得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３．区域结构从城乡二元的质量走向一体化的质量

城乡二元质量是指由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性所决定的,相对发达的城市质量与相对落后的农村质

量并存的一种发展状态.二元质量使得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产

品、服务和工程质量,影响了农村地区的消费增长,进而抑制了我国总体消费需求的释放.“质量时代”
将促使质量的发展在城乡之间趋于一体化.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提高以及交通物流条件的改善,特别

是电子商务等消费方式的兴起,农村居民将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随着质量

服务不断地向农村区域延伸,农村所能够获得的质量公共服务也将逐步与城市一体化.城乡质量的一

体化进程,将不断释放出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力,形成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实现城乡

经济更为平衡的增长.
(五)较为充分的质量信息成为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基础

１．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是否拥有充分的质量信息

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关键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于价格信息的不对称,质量信息不对称

是影响市场经济高效运行更难解决、更为关键的问题.质量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市场供给和需求主

体质量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异,生产者对质量信息进行隐瞒,消费者缺乏准确质量信息的获取渠道,产生

较高的质量信息搜寻成本;造成价格信号无法正确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异,引发市场交易中劣质商

品驱逐优质商品的“柠檬市场”问题的出现,造成交易主体间相互信任的丧失,最终导致市场消失.在

“质量时代”,将不断地发育和完善更为充分的质量信息,从而使市场供给和需求双方掌握的质量信息趋

于对称,价格信号能对质量差异进行准确反映,质量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加通畅,质量信息的搜寻成本不

断下降.我国市场经济的真正完善,最根本的还是要取决于在制度设计上,能够使得买卖双方的质量信

息不断趋于对称,这将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２．市场中质量安全的防范取决于质量风险信息的获取

“质量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充分防范,并有效避免大规模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为此,必须获取充分的事前质量风险信息.质量风险信息是对市场交易主体多次重复博弈情况的记录,
反映了交易主体质量安全多维度的历史状况.通过对质量风险信息的掌握,市场主体能够形成质量安

全状况的理性预期,能够对质量安全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预估,从而能够针对各种质量安全状

况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案安排.在“质量时代”,基于市场主体多方评价、质量大数据为核心的质量风险

信息搜寻机制将逐渐建立,质量风险信息的获取机制将更加灵敏高效,日益充分的质量风险信息将推动

质量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更为有效.

３．充分的质量信息主要由市场中介主体提供

充分的质量信息和完善的质量信息市场是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质量信息是市场交

易的必备要素,也是交易双方的内在需求,是经济成本必须支付的重要内容.质量信息的经济属性,决
定了其必然由专业性的市场中介主体来提供.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市场中介机构的质量信息服务可获

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因而具有供给充分、优质质量信息的强内在激励;在竞争机制条件下,市场中介机构

的质量信息服务面临其他大量现有和潜在同业机构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使其具有供给充

分、优质质量信息的紧外部约束.可以说,“质量时代”一定是专业性的质量信息中介机构大量产生的时

代,这些机构既可以为买卖双方提供公正的质量信息,又可以为政府的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进
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我国经济增长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建议

要促进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进入“质量时代”,就必须在政策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这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微观企业主体真正去追求“质量第一”.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质量时

代”的到来.改革首先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通过放松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来承认和确立企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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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其次,要改革质量重要的基础支撑的标准体制,确立市场和社会的标准主体地位,通过不同的

标准竞争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再次,要改革质量中介机构的设置方式,确立质量服务机构的市场主体

地位;第四,要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考核方式,将质量的考核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最后,要改革“中
国制造”的产业发展模式,真正使“中国制造”成为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微观质量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激活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

１．政府过多的质量管制抑制了企业追求更高质量的行为

在“速度时代”,我国政府建立了涵盖产品质量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督的质量规制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的基本质量安全,为我国的质量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然而,政府质量管

制过多,抑制了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过多和过于繁琐的质量管制,导致企业疲于应付,仅仅是为

了通过或达到政府的质量管理要求,就已经消耗了企业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对众多的中小型企业而言,
就更没有精力去追求更高的质量.同时,我国很多的质量行政管制行为,往往是为了应付质量安全事件

的发生而随机出台的,致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质量预期和标准,并必然产生大量的质量投机行为.更有危

害的是,政府过度的质量审批和管理,导致企业利用政府的审批和认可,来作为自身质量水平的信号,而
不去追求更高的、更有个性化的质量能力.可以说,政府不必要的过多的质量管制,正是造成企业质量

主体责任不能真正履行的制度障碍.

２．坚决取消不必要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

政府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必须严格控制在健康、安全、环保等涉及公共利益和基础通用领域,严格

限定质量事前审批的目录,并实行最严格的目录审批管理.即使是对确有必要实行事前审批的质量事

项,也应该变事前的审核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主要由企业通过第三方的方式来自我声明是否达到了政

府的审批标准.变“非准勿入”为“非禁即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减少对企业的现场检验和监督检查,
实行“吹哨人”制度,鼓励企业内部的质量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严格限定行政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如确

有必要的涉及安全等领域的认证,也应该纳入政府的行政审批管理.同时,强化企业对是否达到政府质

量标准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对披露做假和不真实的纳入“黑名单”管理.通过这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其目的是要让企业不能借助公权力来回避自身的质量责任,通过还权于企业,让企业成为质量的责任主

体.同时,政府质量管制的改革,也为企业的更高质量追求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

质量能力.

３．质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竞争要素

在“质量时代”,转变政府质量管理职能和改革政府质量管制方式,根本目的在于激发企业追求质量

的内生动力,使质量成为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竞争要素.通过精简不必要的质量事前审批行为,使得政

府质量信号和质量标识对于企业自主质量行为的过度行政干预基本消除,质量责任和质量发展的要求

最终落实到企业自身.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自身质量信号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不断进行质量创

新以满足消费者更高的质量需求,不断加强质量自律和质量控制以释放有效的质量信号,将成为企业保

持与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内生选择.最终,质量要素在企业竞争战略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使质量目标内化为企业主体的自觉追求,形成质量创新的微观基础.

(二)改革现有标准体制,完善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１．我国现有标准体制只能导致产品质量的同质化

我国目前的标准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政府决定标准,而企业只能接受政府的标准,并将其作为自

身产品质量唯一可识别的外部信号.所有的同类产品,都只能标注政府的标准,实际上根本无法向外传

递不同企业的质量水平.而实际上政府制定的标准,反映的是该行业大部分企业都能达到的质量水平,
而不是更先进的质量水平(否则就涉嫌以政府权力来保护企业的垄断).在这样的标准体制下,必然导

致企业质量行为的逆向选择,那就是企业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其产品就能够在市场上销售,而对于

那些质量能力较强的企业来说,即使其能够生产出更高标准的产品,由于不能在产品上标注其使用的更

高标准,也无法被购买者所识别,在价格上也不能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从而就会放弃对更高标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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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标准体制,会使企业理性地选择仅达到政府标准,以尽可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最终使得产品质量趋

于同质化.更严重的是,质量水平仅达到政府标准的企业,反而由于其成本较低,更能采用低价竞争的

方式,将质量能力较强但成本较高的企业排挤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性原因.

２．社会团体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
标准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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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使用和重复

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所以标准实质上就是有共同利益需求的成员,自愿选择的结果,这种自愿选择

由于大家都愿意共同遵守,所以形成了自愿基础上的强制.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我国在限定政府强制标

准的基础上,应该大力鼓励企业联盟、社会组织和各类社团参与和发布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称之

为社会团体标准.社会团体标准是指由某一行业或某一产业内成员自愿形成的组织,为了本行业或产

业的共同利益,经协商一致而共同制定并执行的标准,这一类标准由利益相关的企业自愿制定,又具有

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只有社会团体标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在“质量时代”的标准供给,将从

政府标准主导转向团体标准主导.

３．社会团体标准的标识化才能实现“优质优价”
企业在其产品上标注团体标准标识,可以向购买者直接传递出该产品的生产采用了比政府标准更

高的标准这一质量信号,这代表了产品在安全、性能、功能等质量的某些方面比仅达到政府标准的产品

要更好.有了这种可信的质量信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被消除,企业就能够依据其使

用的标准对产品进行相应的定价,其选用的标准越高,所能进行的定价也就越高.消费者也能够较为准

确地对质量与价格的组合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产品所标注使用的标准越高,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

就越高.由于产品实际使用标准标注的显性化,不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愿意竞争性地追求更高的标

准.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在既定成本下,使用更高的标准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从而提高其市场

收益;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产品使用的标准越好,就越能满足其需求.在这种标准标识

制度下,市场从“劣币驱逐良币”就转变为“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实现优质优价.
(三)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大力发展市场化的质量中介机构

１．大量国有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必须去行政化

我国目前有２．６万家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其中约８０％是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性质,其行政化色

彩阻碍了我国质量服务市场的发育,不利于有效质量信息的提供.我国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行政

化主要表现为:对行政部门的依附性,我国的国有检测机构分属于２７个部门,其业务收入主要是来自于

政府部门的强制性检验、检测、认证等业务,而真正面向市场的业务比例非常低;没有提供有效质量信息

的激励和约束,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没有市场的外在约束,因此并不会因为服务能力差而退出市场,
也不会因为服务能力好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市场的分割严重,由于国有检测机构分属不同的地区和

部门,每个机构为了生存往往会采取各种行政干预的方式来阻碍其他质量技术机构进入到本地区或本

行业,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占我国大多数的国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行政化,是我国质量中介市场

发展的重要障碍.

２．质量中介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市场主体

质量中介机构的本质是为买卖双方提供质量信用的第三方机构,其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市场交易

的需求,具有鲜明的市场属性.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将现有的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转变为真正的市

场主体,同时培育一大批各类市场化质量中介机构.将我国所有政府所属的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与

相关的政府部门完全脱钩,成为面向市场的经营性主体,用管办分离的方式打破质量技术服务市场的地

方和行业壁垒,允许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进入到质量技术服务市场,开展充分的竞争.质量中介的信用

与其规模成正比,应在国家层面通过整合的方式组建若干规模较大的质量服务集团,同时在各个省区组

建区域性的质量服务集团.政府对于所有质量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进行统一监管,政府的质量技术服务

需求一律向市场主体公开招标,以竞争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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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力发展提供“比较试验”等质量信用服务的市场主体

比较试验组织是面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信息的一种市场化的质量信用提供主体,其能够有效地提高

消费者的质量信息获取能力,因为它一方面在产品属性的检测标准中使用了比政府标准更加严格的标

准,另一方面还加入了消费者的实际感知评价.通过商品比较试验的信息,消费者不仅能够在同等价格

水平下对比质量,而且可以在同等质量水平下对比价格.在这一机制下,仅满足较低标准而质量水平较

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企业只有不断地满足更高的标准才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从而促进

标准的不断进步.应借鉴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商品比较试验上成熟的做法,建立我国的商品比较试

验组织.广泛鼓励社会组织、非盈利机构、公司等主体进入到比较试验领域,在质量信息的发布上进行

充分竞争,促进商品比较试验机构的良性发展.
(四)改变经济考核方式,建立以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依据的评价体系

１．现有经济考核方式导致对于增长质量的逆向选择

当前以 GDP数量为主的经济考核方式,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投资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
因为投资是政府较为容易控制,且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这使得经济增长以投资为主导的

模式长期得不到改变;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并不愿意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期内

对于 GDP增长作用不明显的领域,而主要用于产业发展等经济性领域,甚至通过大规模负债的方式来

不断获得投资的资金,这使得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感知程度不高;在产业选择上,政府往往为了短

期利益而不惜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或者通过种种政策优惠引进一些规模大但附加值不高的转移

型产业,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持续性增长.这些做法都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目标相背离.

２．引入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质量时代”经济增长评价的核心是质量,即老百姓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感知.基于老百姓感知的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速度时代”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质量逆向选择的行为.只有收入

和实际的消费状况才是老百姓感受最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方面,因而政府需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善居

民的实际收入和提高其消费水平,使得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于消费的增长;老百姓同时更加关注经济

发展对于社会福利的改善状况,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这是决定其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极其重

要的方面,因而促使政府更多地用于这些公共事务的发展;此外,老百姓更希望经济的增长不以损害其

生活的环境为代价,以及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为稳定的就业,因而可以避免高消耗、高
污染和转移性强的产业.因此“质量时代”应建立起全面反映老百姓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内容

主要包含:物质福利(包括收入、消费、生活成本、投资创业等)、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以及

个人生活(闲暇时间、精神生活、预期寿命)等多个方面.

３．放开社会第三方组织的质量评价

“质量时代”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应采用第三方的社会机构来评价.第三方评价机构是指利益独

立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评价机构或组织,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专业评价公司等.对于一个

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服务,政府应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第三方机构采购.这些第三方的评

价机构独立对各个地区的老百姓开展调查,并发布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数,使得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

真正地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通过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结果的发布,让老百姓可直接地对各个地区的经

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对比和排名,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政府管理者产生压力;投资者也可以以此作为

参考标准来评价一个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进而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经济增长质量好的地区将

更能够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从而让各个地区真正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的内在发展激励.
(五)跳出产品低价竞争的陷阱,打造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

１．现有的产品质量竞争模式无以为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都由于整体质量水平不高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总体处于

劣势.为了争夺微薄的利润,企业通常单一地选择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的市场竞争模式.在工程承

包、电信基础设施和交通设备等领域,中国产品在向国外市场销售时,往往在国内厂商之间掀起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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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低了我国整个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也常引起进

口国的反倾销诉讼,进而丧失了大量的贸易份额.企业从这种质量竞争模式中获利极为有限,而且常常

被剥夺市场进入的机会,这些都导致我国企业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进行包括质量创新在内的各种创

新活动.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低水平徘徊,我国整体的产品服务质量水平也难以提高.我国企业这种“损
人不利己”的产品质量竞争模式,侵蚀了他们自身长期发展的根基,以单个企业短期利益的实现损害整

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更因为其不利于我国产品服务质量水平的整体上升而无法支撑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的提高.

２．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内涵

“中国制造”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符合一定质量要求和相关标准的,千千万万个微观产品加总而形

成的集合.“中国制造”所代表的这一产品集合,有别于“在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加工”的产品.“中国制

造”与“德国制造”和“瑞士制造”一样,代表了一个国家总体制造水平,具有国家品牌意义.“中国制造”
是中国产品高端质量的代名词,微观上由每一件优质产品来支撑,宏观上则是通过微观产品质量累加出

来的国家品质的象征.“中国制造”以其代表中国产品高品质的国家品牌形象,有助于帮助我国产品和

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３．打造“中国制造”的方法

打造“中国制造”的国家品牌,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统一规范“中国制造”的标准和标识

的使用原则,借鉴“瑞士制造”和“德国制造”标识对于产品在本国生产的成本或原料使用比例要求,“中
国制造”标识产品的原产地比例应该达到或者超过５０％~６０％,以区别于仅能显示在中国境内经过加

工环节,大部分价值增值过程在境外的现有中国制造标识.其次,运用开放式的认证认可标准管理机

制,以市场需求推进“中国制造”的标准创新,发挥“中国制造”的相关标准在促进我国企业产品质量创新

上的作用,进而推动相关产业和我国整体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为申请或者正在使用“中国

制造”标识的企业提供国际标准、劳动力培训等质量公共服务,帮助这些企业维持和提升产品质量水平,
以满足“中国制造”的品质要求.第四,借助政府力量,在国际上不同场合,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制

造”的正面形象.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是“质量时代”产品服务质量的集中体现,也是微观

的产品服务质量提升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为重要的质量载体.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将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推向“质量时代”,是我国经济发展

一次重要的战略性选择,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有质量的增长.这一目标的实

现,取决于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使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实现从“速度时代”向“质量

时代”的转变,关键是要冲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革为主要的手段,使企业成为质量创新和质量责

任的真正主体,在微观上构建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坚实基础,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微观

产品质量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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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质量:联结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中观质量∗

宋明顺　朱婷婷　戚彬芳

摘　要:质量的概念可分为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两个层面,并由此形成所谓的大质量观.
而宏观质量和微观质量之间还缺少一个中间变量将这两者联结起来,这个中间变量可以定义

为中观质量.首先介绍了四元质量的概念,即零元质量、一元质量、二元质量和三元质量的概

念与内涵,并举例证明各维质量的存在,然后讨论其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并解释四元质量的

逻辑递进关系,给出了质量金字塔结构,依此构成中观质量,它可将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有机

联系起来,构建科学的大质量观.
关键词:宏观质量;微观质量;中观质量;四元质量;大质量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

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表明今后推进我国沿着科学发展道路前进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追求

经济的发展质量.发展质量是经济发展满足整个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程度,它由信誉、市场规则与

标准话语权、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等核心要素构成.发展质量又可称为宏观质量,发展质量或宏观质量是

近几年质量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程虹,２０１０).产品质量则是学术界传统的研究领域,产品质量

主要包括硬件产品、软件产品、流程性材料、服务和工程质量.相对于发展质量,产品质量又称为微观质

量.将质量的概念分成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由此形成所谓的大质量观(郎志正,２００２).按照研究范

式,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应存在逻辑关系,但目前无论是质量学术界还是质量实务工作者对质量概念的

理解仍停留在微观质量的层面上,且主要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定义的质量为基础.ISO 将质量定

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该定义可解释为产品特性满足标准和顾客要求的程度,是属于

微观质量的概念,难以形成大质量观.大质量观的形成必须基于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有机结合,宏观

质量应包括微观质量,微观质量应决定宏观质量.在宏观质量与微观质量之间,还缺少一个中间变量将

这两者之间联结起来,这个中间变量可以定义为中观质量.中观质量的内涵必须能解释上述微观质量

与宏观质量的逻辑关系,所以必须从新的视角扩展ISO的质量概念,才能科学构筑大质量观.为此,本
文提出了四元质量的概念,并依此构成中观质量的内涵,它可将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有机联系起来,构
建科学的大质量观,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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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质量观关联图

　　四元质量是中观质量的核心要素,其实际是从四个维度解释质量,它包括零元质量、一元质量、二元

质量和三元质量.零元质量又可称为道德质量,一元质量又可称为符合性质量,二元质量又可称为适用

性质量,三元质量又可称为卓越质量.若将中观质量看成是一个质量方程,则这个方程有四个变量,即
这个方程是一个四元方程,并由零元质量、一元质量、二元质量和三元质量构成.中观质量将质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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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维度,其目的是引导不同类型的企业侧重自身最需要关注的质量水平层次,使企业高效获得利益,
并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零元质量

(一)零元质量的内涵

零元质量(道德质量),是指组织生产的产品,满足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的程度.零元质量其实就是

反映组织的“质量诚实”或“质量信用”水平.笔者认为,质量就是使产品符合道德规范.所有组织零元

质量水平的集成,则反映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质量诚信”或“质量信用”水平.
(二)零元质量的例证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经常会发生一些严重的零元质量问题.比较典型的有国外的美国芝加哥屠宰

场事件、日本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和国内的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见表１.

表１　国内外出现零元质量问题的事件

事件 产生的原因 导致的结果

芝加哥屠宰场事件
(辛克莱,２０１０)

美国芝加哥屠宰场用死猪肉、发霉变质的香肠、
被毒死的老鼠制成香肠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

上销售.

不仅引起美国国内消费者的恐慌,同时也造成

国际市场对美国食品实行全面封锁,致使美国

畜牧业 呈 现 半 颓 废 状 态,造 成 了 国 家 的 信 用

危机.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
(邢国均,２０１０)

丰田汽车公司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一味追求数

量上的扩张,致使在汽车零部件上出现重大的

质量问题,如动力转向故障、引擎故障等,造成

多起伤亡事故.

丰田公司由于严重的零元质量问题致使近８５０
万辆汽车被召回,使丰田汽车的信用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打击,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 聚 氰 胺 毒 奶 粉

事件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在婴幼儿奶粉中添加工业用的三聚氰胺以提高

蛋白质含量,致使食用该奶粉的６２００多名儿童

肾脏受损,确认４名患儿死亡.

三鹿集团发生了严重的零元质量问题,并最终

使企业破产倒闭,不仅损害了行业自身的信誉,
也给全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三)零元质量的测量方法

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零元质量,需要我们应用相关的测量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判断企业是否满

足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零元质量满足道德的要求,而道德是通过政府、社会、媒体等方面来保证和体

现的.政府可以通过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健全强制性法律体系、引导企业诚信建设、构建社会责任标准

和认证等方法来促使企业质量符合道德要求,是保证零元质量的核心力量;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可以

通过监督、举报、投诉等方法对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而且消费者还有权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对监管部

门的不作为追究责任;媒体是产品质量安全的急先锋,在产品质量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揭露方面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有学者提出媒体比政府更有动力披露食品安全问题.政府、社会公众和媒体共同对

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测量,保证企业质量的基础———零元质量工作顺利进行.所以,检测产品是否符合零元

质量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法律诉讼、诚信标准、社会责任标准、顾客投诉、媒体舆论等方法.而通过上述检

测方法发现有零元质量问题的企业,将直接危及到企业自身的生存,所以零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四)零元质量的管理方法

为实现产品符合道德质量的要求,保证测量检验方法顺利进行,需要我们采取具体的质量管理方法

和措施.零元质量的管理方法有:政府和社会监管、社会责任标准、质量文化、媒体披露等.其中质量文

化可分为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道德层,而道德层位于质量文化金字塔的顶层,既是质量文化的核心

内容和最高境界,又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郑立伟,２００８).这种政府、消费者、媒体三位一体相互

协同的监管模式,可以对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施压,促使生产经营者重视道德质量问题.
综合上述零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现对其进行一个总结,并以图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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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零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

(五)关于零元质量的总结

以价值观为核心,以道德精神为灵魂的企业质量文化和社会质量文化建设是提升零元质量水平的

基础;贯彻和落实各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及实施各类社会责任认证是企业自我提升零元质量水平的重

要手段;加强政府质量监管是提升零元质量水平的外部保障.凡是出现零元质量问题的企业,直接危及

到企业自身的生存,所以零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财产、动植物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经营企

业,应把质量文化建设、风险意识教育、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放在企业管理工作的首要地位,严把零元质量

关,以打造高风险产品品牌为目标引导自身发展.如达能集团、娃哈哈集团、农夫山泉集团与恒天然集

团近年来都被卷入质量安全风波中,使企业遭受巨大名誉和财产损失.这种食品和饮料巨头集团应该

更加关注零元质量,对内以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严格要求自身,对外打造消费者值得信赖的产品品牌,
双管齐下,促使企业获得更高效益,健康发展.

二、一元质量

(一)一元质量的内涵

一元质量(符合性质量),是指产品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程度.产品的生产企业应按相关标准要求

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应用相关的检验仪器对其进行检验,判断其符合标准要求的程度.一元质量

是一种客观质量,菲利普．克劳士比(２００６)把质量定义为“符合要求”,并认为质量是有形的,是可以测量

的.一元质量水平实际反映的是标准的水平,标准的水平高,一元质量水平可能就高.一元质量是产品

质量最主要的质量形态,经常用合格与不合格来描述,企业的每个产品、市场上的每个商品都有符合标

准的证明和标志.
(二)一元质量的例证

每个企业都有相关的产品检验工种和部门,他们的工作是检验产品的一元质量.我国各级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是检验所抽查产品的一元质量水平;各国的出入境检验

检疫部门对进口商品所进行的检验,是检验所抽查进口商品的一元质量水平;各种产品质量认证机构所

进行的产品认证,是对产品符合一元质量要求出具的书面证明.我国实行的CCC产品认证是对产品达

到相关标准要求给出的证明.截至２０１２年３月,CCC认证范围已发展到２２大类１６３种产品,覆盖了涉

及人身健康安全和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１０个行业,累计获证企业近８８万家,累计发放近６１８万

张CCC证书(施京京,２０１２),即６１８万种产品达到了一元质量的要求.
(三)一元质量的测量方法

标准和检测设备及设施是检测一元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技术标准制定水平直接决定了一元质量

水平,检测水平(包括仪器的先进性、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一元质量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水平,而提

高检测水平的主要方法也是通过标准化来进行的.例如,执行ISO１００１２Ｇ１、ISO１００１２Ｇ２标准,可以确

保企业检验部门的计量水平;从事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机构,宣贯ISO/IEC１７０２５标准并获得实验室

认可以及国际互认,为一元质量提供技术保障.合格率是判断一元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企业生产

的产品合格率低,便说明该企业的一元质量水平低.所以,一元质量的主要测量方法是用标准、检测设

备及仪器、合格率等表示,以判断企业一元质量水平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以及其符合标准要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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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元质量的管理方法

一元质量是一种客观质量,主要通过检测产品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标准来体现,所以质量检验是一

元质量管理最主要的方法.大部分质量检验都是抽样检验,抽样方案的合理性和抽样方法的客观性直

接决定了一元质量的可靠性,抽样方案和抽样方法有许多成熟科学的方法,并被制定成标准,只要选择

合适的抽样标准,便可使抽样的可靠性得到有效保证.产品认证也是保证一元质量的重要手段,ISO对

产品认证的定义为“第三方通过检验评定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样品型式试验来确认企业的产品、过程

或服务是否符合特定要求,是否具备持续稳定地生产符合标准要求产品的能力,并给予书面证明的程

序”.通过产品认证可以从客观上(由第三方)保证企业一元质量的可靠程度.所以总结得出一元质量

的主要管理方法是质量检验、统计技术和产品认证等,以保证产品检测顺利进行,并及时采取措施提高

一元质量水平.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一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现对其进行总结,并用图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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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一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

(五)关于一元质量的总结

标准、检测设备及仪器是企业提升一元质量水平的基础;质量检验、统计技术是企业提高自身一元

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产品认证是企业提高一元质量水平的外部保障.供应链中的中下游企业、零配件

和半成品生产企业、外协件生产企业、来料加工企业和订单生产企业,一元质量是这类企业的生命,符合

标准是其最高要求.如P&W 公司、GAT转动技术公司、劳斯莱斯集团等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企业,在
按严格按照标准生产产品的基础上,打造国际知名品牌,让使用该产品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信赖并购买.
所以,一元质量是这类企业的生命,是其打造供应链产品和订单生产产品品牌的必要途径.

三、二元质量

(一)二元质量的内涵

二元质量(适用性质量),是指产品满足顾客要求或市场需要的程度.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朱

兰(２００３)认为,质量就是适用性,产品质量就是产品在使用时能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二元质量其实质

是顾客质量或市场质量.当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得不科学、不合理,即便是产品质量达到一元质量水平,
但不满足顾客的要求,就没有市场,没有效益.

(二)二元质量的例证

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虽然满足了标准的需求,但由于不满足市场的需求而造成生产过剩、库存积

压.具体案例见表２.
(三)二元质量的测量方法

检测产品是否符合二元质量即满足消费者或市场的需求,可以用顾客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方法表

示.企业不能闭门造车,主观判断自己的服务态度、产品质量、价格等指标,而应考察所提供的产品与顾

客期望、要求的吻合程度,即顾客的满意程度.而顾客满意度的提升有助于销售量和市场份额的提升,
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联系.只有及时地检测顾客的满意度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才能使产品既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可为预测市场趋向,为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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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满足标准但不满足市场需求的企业

企业 具体原因 导致后果

美国铱星公司

因终端笨重、容量不足、通信时延长、频谱利用率低和不能提供

基于手持机实现的个人移动通信业务等质量问题而无法形成稳

定的客户群.标准滞后于市场的要求.

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７日正式宣布

破产.

诺 基 亚、爱 立 信

公司

在智能手机时代未能开发出适用的新标准的产品,还是按原标

准生产产品,使产品质量停留在原来的一元质量水平,不能满足

顾客的新需求,因而失去了移动手机的市场.

最终诺基亚、爱立信公司被苹

果和三星公司所替代.

武汉柴油机厂

除去管理不善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其产品质量市场目标

不明确,盲目内斗;产品更新换代困难重重,再生的 机 会 一 再

失去.

最终导致武柴在与常柴的竞争

中失败,并迅速破产.

(四)二元质量的管理方法

二元质量的管理方法有市场营销、全面质量管理、质量体系认证、顾客关系管理和满意度测量等.
全面质量管理的目的在于获得通过顾客满意和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

(宋明顺,２０１２);质量体系认证是产品认证的延伸,获取认证的企业不仅规范了市场的行为,提高了顾客

满意度,赢得市场信誉,还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陆关新,

２０００);以“顾客是上帝”为核心理念的顾客关系管理,能够改善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使客户资源得到

合理利用;顾客的满意度测量,即测量顾客对其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已被满足

的程度的感受.上述质量管理方法都侧重关注顾客满意,企业通过检测顾客的满意度以及市场的需求

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以生产出拥有适用性质量的产品来获得效益.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二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现对其进行总结,并用图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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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二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

(五)关于二元质量的总结

因此,提高二元质量水平,满足顾客需求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提高和改进二元质量水平的方法

和手段有很多,市场调研是其中之一.科学的市场调研方法能体察到顾客实际的需求和潜在的需求,并
制定新标准,生产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这是市场导向的提高二元质量水平的方法.例如海尔集团为四

川农户生产的地瓜牌洗衣机和为中亚地区生产的双动力洗衣机,是市场导向提高二元质量的成功案例.
创新创造市场或创新驱动需求,这种需求是由创新成果引领的,科技创新成果创造了顾客的需求,是顾

客意料之外的需求.例如苹果公司运用突破性技术研发的智能手机,执行的是蓝海经营战略,直接创造

了市场,带来了顾客意料之外的需求,从而提高了二元质量水平.顾客关系管理,是提高企业适用性质

量的有效方法.«ISO/TS１０００４:２０１０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监视和测量指南»标准,也是提高二元质量的

重要手段.对于其产品直接面向终端市场的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来说,提
高和改进二元质量是其质量工作的核心,如希尔顿集团和沃尔玛公司等.二元质量是这类企业的生命,
是打造面向消费者的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品牌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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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元质量

(一)三元质量的内涵

三元质量(卓越质量),是指企业追求卓越经营的程度.日本著名质量专家狩野纪昭(２００２)认为,质
量的第三层次,也就是魅力质量,是通过满足消费者潜在需求使新产品或服务达到意想不到的新质量.
三元质量其实质是企业的经营质量及核心品牌建设的水平.企业以低成本的投入、卓越的经营给顾客

带来超值的享受,让企业产生超额的利润.若企业仅停留在二元质量的水平上,不一定会给企业带来丰

厚的利润.
(二)三元质量的例证

有许多企业的产品有市场,但效益低,甚至是无效益.具体企业与其产品见表３.

表３　有市场份额但利润低的企业

企业与其产品 销售成果 直接原因

浙江嵊州的领带
其市场份额可占世界的６０％,但利润却不到１％,适用

性质量水平很高,但效益较差.
这些产品没有成为国际品牌,生产这些

产品的企业没有达到卓越的境界.

德国 大 众 公 司 的 汽

车与本地汽车

德国大众公司在中国销售汽车的利润是１１．３％,而中国

本地汽车的利润不到３％.
德国大众公司是国际著名品牌,而我们

的汽车制造商却不是.

国外 智 能 手 机 与 国

内智能手机

２０１２年,苹果用不足２０％的销量赚走了超过５５％的利

润,三星则赚走了约４１％的利润,而国产智能手机占据

了国内市场销量的一半以上的份额,中兴、华为更是跻

身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５位,但利润却只赚４％.

国产手 机 给 人 的 印 象 仍 停 留 在“低 端”
“廉价”,而国外厂商积累的品牌效应在

用 户 中 的 影 响 远 远 大 于 国 内 的 手 机

厂商.

(三)三元质量的测量方法

品牌的核心是品质,打造品牌的路径是企业要追求卓越.三元质量是满足卓越的要求,使企业能以

较低的成本和较低的市场份额赚取较高的利润.检测三元质量可以用财富５００强、品牌５００强、品牌市

值等方法.财富和品牌的排行榜不仅创立了世界各国企业的排行榜,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对企业魅力质

量的测量标准和评价方式,而两者之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品牌５００强排行榜;品牌市值即指上市公司

因品牌创造的市场价值,应用品牌市值来要求上市公司才能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品牌强国,比以国家品

牌代替市场品牌而挤入市值排名的垄断企业更能获得利益.
(四)三元质量的管理方法

三元质量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卓越绩效模式等.其中三元质

量最重要的是它的品牌效应,所以可以用品牌管理的方法进行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和卓越绩效模式都以

顾客为中心,强调企业的领导作用,追求卓越管理,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以上几种三元质量管理方

法,可以使企业端正自己的盈利模式,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更是实现我国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

良好途径.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三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现对其进行总结,并用图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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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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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三元质量的总结

品牌的核心是品质,打造品牌的路径是企业要追求卓越.提升卓越质量的方法有很多,如营销策

略、广告营销等,但事实证明六西格玛管理和贯彻«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标准是打造品牌、追求卓越、提升

卓越质量的最有效和应用最广泛的方法.西门子公司、路易威登、耐克等以品牌取胜的企业,以较低的

成本和市场份额,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这类企业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追求卓越质量,打造品牌效应.但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心存基业长青、永续发展,追求卓越质量是其必备的条件,是打造卓越品牌

的必要途径.
综上所述,零元质量满足道德的要求,一元质量满足标准的要求,二元质量满足市场的要求,三元质

量满足卓越要求.而且,满足要求的程度依据维度数的增加而逐渐加强.针对上述对零元质量、一元质

量、二元质量和三元质量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的研究,现对其进行综合,并用表４进行表述.

表４　每个维度的质量及它们的测量方法和管理方法

质量的维度 测量方法 管理方法

零元质量
政府监管、法律诉讼、社会责任标准、诚信标准、顾客投

诉、媒体舆论等

政府和社会监管、社会责任标准、质量文化、
媒体披露等

一元质量 标准、检测设备及仪器、合格率等 检验、统计技术、产品认证等

二元质量 顾客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
全面质量 管 理、质 量 体 系 认 证、顾 客 关 系 管

理、市场营销、满意度测量等

三元质量 财富５００强、品牌５００强、品牌市值等
品牌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卓越绩效模式、市

场营销等

五、中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逻辑关系

一元质量、二元质量、三元质量存在着逻辑递进关系,企业要追求三元质量,必须同时满足一元质量

和二元质量.零元质量是基础,无论是一元质量、二元质量还是三元质量,当零元质量出现严重问题时,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质量之塔会轰然倒塌,一切都化为乌有,全部归零.所以,中观质量概念的解释结

构是一个金字塔,称之为质量金字塔,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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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质量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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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金字塔将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联系在一起,使宏观质量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宏观质量的

核心元素是信用、标准话语权、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品牌数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用水平取决于质量信

用或质量诚信,而零元质量是构建质量信用的基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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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中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逻辑关系

是国际标准话语权,代表着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影响力,控制标准则控制市场.高水平的

一元质量建设是推动标准建设的重要方式,
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而高水平的标准又

依赖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国际市场占有率与国际市场竞争力密切相

关,只有追求高水平的二元质量才能有高水

平的市场占有率.国际品牌数量的多少直接

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品牌

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

展水平.例如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的国际品

牌５００强排名,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

的品牌数量一直排名前五位,这五个国家也

是世界上经济发展质量最高的国家.追求卓

越、打造品牌是提高三元质量最有效的手段.
综合以上观点,中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整体

逻辑关系可见图７.

六、大质量观

以四元质量为核心的中观质量将微观质量(产品质量)与宏观质量(经济发展质量)自然而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科学的大质量观,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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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大质量观

０２

宋明顺等:四元质量:联结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中观质量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从提升微观质量着手,着力使企业、产业的产品质量水平从零元至三元递进、
融合式地上升,才能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不断地转型升级,使经济发展迈入质量时代.所以,大质量观

是以提升产品质量为基础,持续推进产品质量水平以零元、一元、二元、三元质量四个维度为方向发展,
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经济发展观.

微观质量是产品满足要求的程度,不同的质量要求体现了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当产品满足

零元质量要求时,经济发展具备了良好的社会质量诚信体系,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标志;当产

品满足标准的要求时,若标准是国外的标准,或国内低层次的标准,我们的经济处在劳动密集型模式的

水平,具有计划经济的形态;当产品满足市场需要时,若主要技术依附国外,则是有市场的、低效益的粗

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当产品在市场上对消费者产生魅力,产品具有高技术含量,市场由自定标准主导,这
就是品牌经济,是集约型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处于高质量水平,即宏观质量水平高.所以,微观质量、宏
观质量围绕中观质量的四个维度,相互融汇,不断递进,形成大质量的经济发展观.

综上所述,本文阐释了三个创新的论点.首先,针对企业的类型与企业个体,中观质量有不同的解

释.对于不同的企业类型来说,由于中观质量将产品质量分为四个维度、四个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应

重点关注能提高其经济效益的质量维度.如有关食品安全的企业应重点关注零元质量,提升企业的道

德水平;供应链产品和订单生产产品的企业应注重一元质量,把符合标准放在首位;生产性和服务性企

业应重点关注二元质量,即时刻关注顾客需求;而每个企业都应注重三元质量,打造品牌,追求低成本、
高利润.而对企业个体来说,四元质量呈现逻辑递进关系,应逐步提升质量水平,比如应避免过度追求

创新、市场、品牌效应而忽略社会道德,引起信用危机.企业只有在满足低维度质量后,才能往更高维度

发展.
其次,中观质量的零元质量对应诚信、一元质量对应科技创新、二元质量对应市场竞争力、三元质量

对应品牌竞争力,将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要素与中观质量一一对应,说明中观质量联结了经济发展质

量,为以后定量研究国家的宏观质量发展、科学设计宏观质量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取决于产品质量,只有脚踏实地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才能提

高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已证明这一命题,这三个世界上宏观质量水平最高的

国家,其微观质量都具有明显的标志,如美国的微观质量特色是创新质量,日本的微观质量特色是精益

质量,德国的微观质量特色是可靠性质量.因此,只有高水平的产品质量才能保证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发

展质量,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和提高社会的质量治理水平乃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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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ceptofqualitycanbedividedintotwoaspects,macroandmicroqualityand
thusformedthesoＧcalledgreatqualityoutlook．Theshortageofintermediatevariablebetweenmacro
andmicroqualitytolinkthemtogethercanbenamedasmediumquality．Thispaperintroducesthe
conceptofquaternaryquality,namelyzeroquality,unaryquality,binaryqualityandternaryquality,

andthen givesexamplesto provetheexistenceofeach dimension,as wellasdiscussesthe
measurementandmanagementmeasuresofthesefourqualities,andfinallyexplainstheirprogressive
logicrelation,whichconcludedtheresultofqualitypyramidandconstitutedtheconnotationof
mediumqualityaccordingly．Qualitycancontactthequalityofmicroandmacroorganicallyandthus
builtthescientificgreatquality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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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质量联盟内企业动态合作机制研究∗

李　星　范如国　郑开元

摘　要:基于集群质量联盟中的每个参与企业在合作初始都愿意根据一个各方都同意的

最优共识原则来分配各自的支付,以及集群合作中的支付是可以转移的两个假设前提下,构建

了集群质量联盟内多企业间动态合作微分博弈模型,提出了集群合作下的整体理性要求与个

体理性要求.研究表明:在集群质量联盟内的多企业动态合作联盟中,当参与合作的每个集群

企业都采取根据当前时间及其相应状态下制定的最优策略时,该合作联盟整体的收益值随着

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而集群合作联盟在合作结束时间的收益值等于合作联盟中所

有企业在终点所获得的报酬进行相应贴现后的贴现值总和.
关键词:质量联盟;合作博弈;合作安排;整体理性;个体理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然而,在
集群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部分企业为争夺客户盲目实施差异化,一些企业以牺牲

产品质量为代价,进行恶性竞争,从而严重破坏了整个产业的竞争秩序,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甚至导致整个产业消亡.如何解决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呢? 结束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集群企

业积极参与标准合作,组建标准联盟.
而集群企业加入该联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收益,如获取和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分担 R&D风险

等,因而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是合作联盟形成的基础,它是有效保障各方收益的关键,而利益的分配不

公会直接影响到合作联盟的稳定性.同时,集群质量联盟内企业间的合作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互赖

－互动－互信－互惠的动态过程.显然,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环境下,集群质量联盟内企业间的合作将变

得更加困难,合作的复杂性也将大为增加,而这种复杂性对集群合作联盟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带来了挑

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构建了集群质量联盟内多企业动态合作微分博弈模型,并对集群质量联盟内企

业在合作过程中的整体理性要求和个体理性要求进行了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标准联盟相关问题均进行了相关研究,只是国外学者对标准联盟的研究较多,
而且时间相对较长.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标准联盟形成的动因.Katz和Shapior(１９８５)研究认为,只有具有相当实力的公司才有

可能实行独占标准策略,否则就会选择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参与技术标准联盟.李庆满(２００９)认为产

业集群产生技术标准联盟的动因主要包括在产业集群内外建立最佳的竞争秩序,共享企业间资源、分散

技术研发与标准运作风险,争夺标准主导地位、打造事实标准,利用网络效应获取竞争优势四个方面.
二是关于联盟标准发挥的功能作用问题.程晓明(２０１１)认为联盟标准在规范企业间的有序竞争,提高

产业的整体质量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联盟企业的行业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邹小勇、
闰俊强(２０１３)认为标准化在中山市产业集群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帆(２０１４)从技术、规模经济、制
度三个角度对联盟标准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做了理论分析.付洪光(２０１２)认为在产业集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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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联盟标准发挥着巨大的协调与促进作用.何英蕾、黄怀(２０１２)研究了联盟标准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促进作用.三是关于联盟标准的构建与治理问题.曾德明和朱丹等(２００７)通过分析国外成功的技术

标准联盟的治理结构,提出要充分考虑联盟成员的利益.王德富(２０１０)认为,技术标准联盟治理机制包

括协商谈判机制、信任机制、知识产权披露机制和利益转移机制.李庆满、杨皎平(２０１２)对集群视角下

中小企业技术标准联盟的构建与治理进行了研究.吴文华、曾德明(２００６)对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

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四是关于联盟的伙伴选择与类型问题,华金科和曾德明(２００７)从管理与文化、信
息化、研发能力、市场能力、技术标准能力５个方面提出了伙伴选择的指标体系.谭静(２０００)提出我国

企业组建标准联盟的两种方式:积极加入国外大公司发起的标准联盟,国内的行业中几家领导企业共同

组建标准联盟.曾德明、方放和王道平(２００７)依据企业之间的技术关系把标准联盟分为混合式、多企业

协作式和折中妥协式３种.严清清和胡建绩(２００７)则将其划分为纵向联盟、横向联盟和互补品企业联

盟.五是关于技术标准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分析.易训华(２００６)研究了产业集聚与技术标准的关系,
提出了产业集群内的联盟标准.侯俊军(２０１２)研究了高技术产业技术标准化与产业集聚的相关关系,
表明两者存在相互的正相关关系.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理论研究,更多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几乎

没有,而且对于联盟标准内的多企业动态合作机制问题研究也是极其有限,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实际利

用微分动态合作博弈来对集群质量联盟内的多企业动态合作问题进行研究.

二、集群质量联盟内多企业动态合作微分博弈模型构建

在给出集群质量联盟内多企业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前,本文给出了以下２个假设:
假设１:集群质量联盟中的每个参与企业在合作初始都愿意根据一个各方都同意的最优共识原则

来分配各自的支付.
在集群质量联盟中,由于每个合作参与企业都是理性的,如果企业参与合作获得的报酬并不能满足

其个体理性,也就是说,如果合作结束后该企业获得的报酬低于其非合作情况下的报酬,他往往是不会

加入到合作来的,这样合作就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合作的初始阶段,每个企业都同意联盟对于他们

的合作支付所采用的分配方式,他们才会参与合作.另外,当合作参与企业在合作初始都同意根据最优

共识原则来分配其支付时,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尽量忠诚于合作联盟,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自身

的利益.而且这个最优共识原则就指定了企业之间如何合作以及如何分配各合作参与企业的所得.
假设２:集群质量联盟中合作的支付是可以转移的.
在集群质量联盟中,由于各合作参与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的每个时间点都会获得一个瞬时报酬,因

此,如果支付是可以转移的,各合作参与企业不仅可以比较自身在不同时间点所获得的报酬,而且还可

以比较不同合作参与企业间获得的报酬,这样就可以提高他们对合作联盟的信心,只不过参与者在不同

时点所获得的报酬需要进行相应的贴现后才能比较.
根据杨荣基和彼得罗相的研究,本文建立一个由集群质量联盟内n 个企业组成的动态合作博弈模

型.假设博弈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为t０ 和T,则T－t０ 为博弈的持续时间.博弈的初始状态为

x０,博弈的状态空间为X∈Rm,x(t)表示状态变量,其允许的状态轨迹为 x(t),t０ £t£T{ },而xi(t)∈
Xi∈Rm 表示企业i在时间点t的状态变量,此状态变量随着时间不断地发生变化.si∈S 代表企业i
的控制,因为它代表一条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策略路径,而si(t)表示企业在时间t的控制.

另外,根据假设２,我们可以对集群质量联盟内参与合作的不同企业所获得的报酬进行比较.不同

企业在不同时间点所获得的报酬需要进行相应的贴现后才能比较,给定一个随着时间转变的贴现率r
(t).对于t∈[t０,T],集群质量联盟内的每个企业在时间点t０ 后的时间点t的所获都需要根据贴现因

子exp[－∫
t

t０
r(θ)dθ]进行贴现.在每个时间点t,假设企业i都会获得瞬间报酬fi[t,xi(t),si(t)],

而在合作的结束时间T ,假设企业i将获得终点报酬pi(xi(T)).最后,我们用xN (t)＝ [x１(t),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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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２(t),,xn(t)]表示在时间点t所有企业的状态变量;用x０
N ＝ [x０

１,x０
２,,x０

n]来表示所有企业的初

始状态.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集群质量联盟内每个企业所获得的报酬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每个企

业在时间点t所获得的瞬间报酬;二是在合作结束时每个企业获得的终点报酬,即:

Ri xi(t),si(t)[ ] ＝∫
T

t０
fi[t,xi(t),si(t)]exp －∫

t

t０
r(θ)dθ[ ]dt＋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fi()≥０,pi()≥０　i∈ [１,２,n] (１)
而博弈状态的动态变化取决于:
dxi

dt ＝gi[t,xi(t),si(t)],xi(t０)＝x０
i,i∈ [１,２,,n] (２)

三、集群质量联盟内企业间的合作安排分析

在这样一个动态的集群合作博弈中,要使合作能够取得成功,就必须既要保证满足合作联盟的整体

理性,又要满足合作联盟中每个企业的个体理性.整体理性要求,各参与企业共同议定的合作策略能导

致帕累托最优解法,而个体理性要求沿着博弈最优轨迹的每时每刻,合作参与企业的个体理性都必须得

到维持.
(一)整体理性要求的满足条件

这里,假设在这个集群质量联盟内有K２ ∈N 个企业组成一个新的合作联盟,因而这些企业就可以

在多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我们来对这个集群质量联盟的支付进行分析,而为了满足整体理性要

求,就必须实现(１)的整体收益最大化,即满足以下条件:

max∑i∈K２
Ri[xi(t),si(t)]＝max∫

T

t０∑
K２

i＝１
fi t,xi(t),si(t)[ ]exp －∫

t

t０
r(θ)dθ[ ]dt{ ＋

∑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３)

并受制于以下的动态系统:
dxK２(t)

dt ＝gK２[t,xK２(t),sK２(t)] (４)

对于上述最优化模型的求解,本文主要参考贝尔曼的动态规划理论,于是可以得到:
定理１:如果最优控制集合 sK２

∗ (t,xK２(t))＝φK２
(t０)∗ (t,xK２(t)){ } ,且φK２

(t０)∗ (t,xK２(t))＝
[φ１

(t０)∗ (t,x１(t)),φ２
(t０)∗ (t,x２(t)),,φk２

(t０)∗ (t,xk２(t))]为模型(３)的最优解法,当且仅当在 [t０,
T]内,存在连续可微函数V(t０)(t,x(t)),满足以下的贝尔曼方程:

－Vt
(t０)(t,x(t))＝max ∑

K２

i＝１
fi[t,xi(t),si(t)]exp[－∫

t

t０
r(θ)dθ]{ ＋

Vx
(t０)∑

K２

i＝１
gi t,xi(t),si(t)[ ] } (５)

满足边界条件:

V(t０)(T,x(T))＝∑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６)

其中,V(t０)(t,x(t))表示在初始时间为t０ 的原博弈中,在时间为t和状态为x(t)时,合作整体在

时区 [t,T]的价值函数.
证明:在时间为t和状态为x(t)时,合作整体的最优价值函数可以表示为:

Vt
(t０)(t,x(t))＝max∫

T

t ∑
K２

i＝１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

∑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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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
K２

i＝１
fi[t,xi

∗ (t),φ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

∑
K２

i＝１
pi(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７)

满足边界条件:

V(t０)(T,x∗ (T))＝∑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且
dxi

dt ＝gi[t,xi
∗ (t),φi

∗ (t,xi
∗ (t))]

假设除了最优控制集合 sK２
∗ (t,xK２(t))＝φK２

(t０)∗ (t,xK２(t)){ } ,存在另外任意s(t)∈S ,其相

应的状态轨迹为x(t)时,那么,式(５)就暗含了下列数学关系是成立的:

∑
K２

i＝１
fi[t,xi(t),si(t)]exp －∫

t

t０
r(θ)dθ[ ] ＋Vx

(t０)(t,x(t))∑
K２

i＝１
gi[t,xi(t),si(t)]＋

Vt
(t０)(t,x(t))£０ (８)

∑
K２

i＝１
fi[t,xi

∗ (t),φi
∗ (t,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

Vx∗
(t０)(t,x∗ (t))∑

K２

i＝１
gi[t,xi

∗ (t),φi
∗ (t,xi

∗ (t)]}＋Vt
(t０)(t,x∗ (t))＝０ (９)

将式(８)和式(９)扩展到区间 [t０,T]内,我们可以得到:

∫
T

t０∑
K２

i＝１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V(T,x(T))－V(t０,x(t０))

＝∫
T

t０∑
K２

i＝１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V(t０,x(t０))≤０ (１０)

∫
T

t０∑
K２

i＝１
fi(t,xi

∗ (t),φ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V(T,x∗ (T))－V(t０,x∗ (t０))

＝∫
T

t０∑
K２

i＝１
fi(t,xi

∗ (t),φ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

∑
K２

i＝１
pi(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V(t０,x(t０))＝０ (１１)

由式(１０)和式(１１)可得到以下数学关系式:

∫
T

t０∑
K２

i＝１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

K２

i＝１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
T

t０∑
K２

i＝１
fi(t,xi

∗ (t),φ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

K２

i＝１
pi(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因此,这也说明了最优控制集合 sK２
∗ (t,xK２(t))＝φK２

(t０)∗ (t,xK２(t)){ } ,且φK２
(t０)∗ (t,xK２(t))

＝[φ１
(t０)∗ (t,x１(t)),φ２

(t０)∗ (t,x２(t)),,φk２
(t０)∗ (t,xk２(t))]为此合作博弈的一个最优解法.

从定理１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集群质量内的多企业动态合作联盟中,当参与合作的每个集群企业都采取根据当前时间及其相

应的状态下制定的最优策略时,该合作联盟整体的收益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发生改变,而在每个

瞬间收益值的变化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合作联盟在每个时间点所获的瞬间报酬的贴现值;二
是集群合作联盟中所有企业状态的最优变化为合作联盟整体的收益值所带来的变化.同时,集群合作

联盟在合作结束时间的收益值等于合作联盟中所有企业在终点所获得的报酬进行相应贴现后的贴现值

总和.
６２

李星等:集群质量联盟内企业动态合作机制研究



(二)个体理性要求的满足条件

根据假设１,集群质量联盟中的每个企业在合作初始都同意某一个特定的最优共识原则,因此,我
们假定在这个最优共识原则下各合作企业的支付分配向量为:

ηN (x０
N ,T－t０)＝[η１(x０

N ,T－t０),η２(x０
N ,T－t０),,ηn(x０

N ,T－t０)]
也就是说,在集群质量联盟中每个参与合作的企业都同意在 [t０,T]中,企业i应该获得的报酬为

ηi(t０,T－t０).
根据本文所给出的个体理性的定义,理性的集群质量联盟合作参与者在一个合作方案中所谋求的

报酬,必定不会低于非合作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时间为t０,初始状态为x０
N 时,以下条件必

须满足:

ηi(x０
N ,T－t０)≥δi(x０

N ,T－t０),i∈ {１,２,,n}
其中,ηi(x０

N ,T－t０)表示集群主体i参与合作所谋求的报酬,δi(x０
N ,T－t０)表示集群主体i非

合作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收益.
关于ηi(x０

N ,T－t０)的求解,本文根据沙普利定理,于是可以计算出在时间为t０,而状态为x０
N 时,

企业i的分配支付:

η
(t０)i(x０

N ,T－t０)＝ ∑
K２∈N

(k２－１)! (n－k２)!
n! [V(t０)K２(x０

K２,T－t０)－V(t０)K２\i(xt０
K２\i,T－t０)]

其中,K２\i表示企业i不属于企业联盟K２,V(t０)K２(x０
K２,T －t０)表示联盟 K２ 的合作利润,而

[V(t０)K２(x０
K２,T－t０)－V(t０)K２\i(x０

K２\i,T－t０)]表示企业i 在参与联盟后对联盟K２ 的边际贡献,
(k２－１)! (n－k２)!

n! 表示有关联盟K２ 的加权因子.

根据前文所述,集群主体非合作情况下所获得的价值函数即为模型(１)和模型(２),而对于模型(１)
和模型(２)的求解,我们参考文献[２１]反馈纳什均衡解法,以及参考文献[１４]相关定理,于是可以得到:

定理２:最优策略集合sK１
(t０)∗ (t,xi(t))＝δK１

(t０)∗ (t,xi(t)),且δK１
(t０)∗ (t,xK１(t))＝[δ１

(t０)∗ (t,

x１(t)),δ２
(t０)∗ (t,x２(t)),,δk１

(t０)∗ (t,xk１(t))]为此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反馈纳什均衡解法,当且仅当

在 [t０,T]内存在连续微分函数U(t０)i(t,xi(t))满足以下的偏微分方程:

－Ut
(t０)i(t,xi(t))＝max{fi[t,xi(t),si(t),δj

(t０)∗ (t,xj(t))]exp －∫
t

t０
r(θ)dθ[ ] ＋

Ux
(t０)igi[t,xi(t),si(t),δj

(t０)∗ (t,xj(t))]} (１２)
满足边界条件:

U(t０)i(T,x(T))＝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１３)

其中,i∈K１,j∈N\K１,U(t０)i(t,xi(t))表示企业i在初始时间为t０ 的博弈中,在时间t和状态

为x(t)时,它在以后的时区 [t,T]的价值函数.
证明:在时间为t和状态为x(t)时,企业i∈K１ 的价值函数可以表示为:

Ut
(t０)(t,x(t))＝∫

T

t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T

t
fi[t,xi

∗(t),δi
∗(t,xi

∗(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

∗(T))exp －∫
T

t０
r(θ)dθ[ ] (１４)

满足边界条件:

U(t０)(T,x∗ (T))＝pi(xi(T))exp[－∫
T

t０
r(θ)dθ]

且
dxi

dt ＝gi[t,xi
∗ (t),δi

∗ (t,xi
∗ (t))]

假设除了最优控制集合 si
∗ (t,xi(t))＝δi

(t０)∗ (t,xi(t)){ } ,存在另外任意s(t)∈S ,其相应的状

态轨迹为x(t)时,那么,式(１４)就暗含了下列数学关系是成立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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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xi(t),si(t)]exp －∫
t

t０
r(θ)dθ[ ] ＋Ux

(t０)(t,x(t))gi[t,xi(t),si(t)]＋Ut
(t０)(t,x(t))≤０

(１５)

fi[t,xi
∗ (t),δi

∗ (t,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

Ux∗
(t０)(t,x∗ (t))gi[t,xi

∗ (t),δi
∗ (t,xi

∗ (t)]＋Ut
(t０)(t,x∗ (t))＝０ (１６)

将式(１５)和式(１６)扩展到区间 [t０,T]内,我们可以得到:

∫
T

t０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U(T,x(T))－U(t０,x(t０))

＝∫
T

t０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U(t０,x(t０))≤０

(１７)

∫
T

t０
fi(t,xi

∗ (t),δ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U(T,x∗ (T))－U(t０,x∗ (t０))

＝∫
T

t０
fi(t,xi

∗ (t),δ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

U(t０,x(t０))＝０ (１８)
由式(１７)和式(１８)可得到以下数学关系式:

∫
T

t０
fi(t,xi(t),si(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T))exp －∫

T

t０
r(θ)dθ[ ]

≤∫
T

t０
fi(t,xi

∗ (t),δi
∗ (t,xi

∗ (t)))dtexp －∫
t

t０
r(θ)dθ[ ] ＋pi(xi

∗ (T))exp －∫
T

t０
r(θ)dθ[ ]

从定理２中可以看出:
集群企业在非合作情况下,当其它的企业都采用根据当前时间及其相应的状态而定的最优策略时,

集群企业i∈K１(K１ 表示非合作性联盟)的价值函数的值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转变,而在每一瞬间转

变的减数则等于它的时间报酬的贴现值与状态的最优变化进展为价值函数的值所带来的转变之和.而

它在结束时间所获得的报酬等于该企业的终点报酬进行相应贴现后的贴现值.

四、结束语

本文构建了集群质量联盟内多企业动态合作微分博弈模型,提出了合作情况下的整体理性要求与

个体理性要求,研究表明在集群质量联盟内的多企业动态合作联盟中,当参与合作的每个集群企业都采

取根据当前时间及其相应状态下制定的最优策略时,该合作联盟整体的收益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

地发生改变.而集群合作联盟在合作结束时间的收益值等于合作联盟中所有企业在终点所获得的报酬

进行相应贴现后的贴现值总和.同时,集群企业在非合作情形下,当其它的企业都采用根据当前时间及

其相应的状态而定的最优策略时,集群企业的价值函数的值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转变,而在每一瞬间转

变的减数则等于它的时间报酬的贴现值与状态的最优变化进展为价值函数的值所带来的转变之和.而

它在结束时间所获得的报酬等于该企业的终点报酬进行相应贴现后的贴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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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规则与法学研究∗

———初探法学中质与量问题

熊秉元

摘　要: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尝试探讨奥运规则和法学之间的关联.借着对奥运规则和变

化的描述与分析,希望萃取出一些智识结晶,烘托出法学研究的某些特质.主要的体会,可以

简单归纳如次:第一,奥运规则追求的是公平竞赛,法律追求的是实现正义;公平重视过程,而
正义重视结果.第二,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多少高低,可以

藉度量衡的仪器;一旦对“量”和“质”有争议,就可以透过“程序”来处理量和质的“实质”问题.
第三,无论是奥运规则还是规则的变迁,对法学而言,都反映出“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

关键词:奥运规则;法学研究;经济分析

一、引言

本文尝试探讨奥运规则和法学之间的关联,而且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因此,重点有三:第一,
奥运规则本身;第二,对法学研究的启示;第三,针对前两者,由经济分析所编织出的“故事”.当然,探讨

的旨趣所在,值得先交代清楚.
首先,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Buchanan,１９８０)尝言:人生如戏(竞赛),而竞赛的规则有很多种①.有

的规则,是让生手也能上场一较短长;有些规则,是让运气的成分加重,增加竞赛过程的起伏;有些,则是

让弱势的人(handicapped),也能参与,等等.法学所探讨的法律,是众多游戏规则之一,自然值得由较

广泛的视角琢磨究竟.
其次,现代奥运,由１８９６年开始举办,至今不过比一个世纪稍长,中间还因为战乱而中断.然而,奥

运的竞赛规则,在某些方面,是人类社会最精致的规则之一(禁药和性别检测等,下详).奥运规则的性

质和变迁,对于法学研究自然有许多启示.而且,“法律和文字”(lawandliterature),探讨法律和文学

之间的关联:由法律看文学,由文学看法律,已经是一个受人瞩目、成果丰硕的研习领域(Posner,

Richard,A,２００９).相形之下,竞技与法律(lawandgames),由法律看竞技(如何追求公平?),由竞技看

法律(街角篮球规则的身影如何?),似乎也是智识上有待开垦的土壤!②

最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格勒(１９８４)尝言:经济学者的责任,是把经济分析弄得“客观、正确

而有趣”———经世济民的重责大任,不在其中.同样的,法学是学术活动,也可以变得“有趣”一些.本

文尝试,不只要阐明奥运规则和法学间的关联,而且希望能烘托出法学研究“有趣”的面向.
本文的结构,简单说明如下:第一部分是背景说明.第二部分,将针对奥运竞赛,论述规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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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熊秉元,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电子邮箱:hsiung＠ntu．edu．tw.姚先国和史晋川对初稿的批评指教,作者深深感谢.对于
文中的所有观点和内容,作者当负全责.对相关资料的搜寻,冯姣、吕成龙贡献良多.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性别(sex)和性向(gender),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在相当程度上,(被认定)是客观的;但是,染色体的差别,只是对绝大多数
人而言适用.对于亿万人口中的极少数、变性人、双性人等,染色体的尺度模糊.哪一种尺度是合宜的,还是要诉诸于相关的人,权力
权重下的共识.

关于法律与竞技的论述,相关的文献并不多.Lastowka(２００６)论述了法学理论与体育竞赛理论,两者之间的重合以及紧张关系;
Malaby(２００７)强调,竞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程序;Lastowka(２００９)认为,竞技的规则与法律的规则并不一样,两者之间的目标也
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将法律适用到竞技的过程中,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Thorhauge(２０１３)强调了在对游戏进行研究时,规则的
重要性.



第三部分,描述奥运规则的重大变迁:选手由业余变职业,对性别辨认的处理,以及对禁药的检测.而

后,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论述和“规则/法律”有关的重要经济概念.第五部分,是进一步思索奥运规则

和法学间的关联,以及本文的其他含义.最后的第六部分,则是提出本文的结论,以及后续研究可能的

课题.

二、奥运规则①

两个石头,孰轻孰重,容易比较;两幅画,哪一张漂亮,不容易比较.两车相撞,谁对谁错,可能介于

两者之间.也就是,轻重、美丑、是非,都涉及价值的排序(ordering);要决定适当的排序,难易程度不

同.一旦需要排次序,显然就隐含采取了某种量尺(measure);度量衡可以决定长短轻重大小,但是是

非和美丑 等 排 序,却 必 须 依 赖 其 他 的 量 尺.奥 运 会 里 的 裁 判,是 一 个 好 的 参 考 坐 标 (reference
framework)②.

(一)胜负之间

跳高和撑竿跳的比赛场地,有一位裁判坐在跳竿旁边;拳击赛时,除了场上的裁判以外,圈外还坐了

四位裁判(评判员应分别坐在四个不同方向的位置);跳水、艺术体操、花样滑冰、体操等,场边有七至九

位裁判.不同的安排,意味着操作不同的量尺;三者之间的比较,饶有兴味.
跳高和撑竿跳,情形最简单;选手一跳而过,竿子有没有掉落,一目了然,全场观众都眼见为证.似

乎,一位裁判坐在竿子旁边,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在选手过竿时,万一有突发情况(强风或地震,或场

中骚扰),就要由裁判决定,观众帮不上忙.另一方面,花样滑冰和体操项目,选手表演之后,裁判针对

“技巧”和“艺术”两个项目打分数;然后,所有裁判的分数加在一起,算出平均数,就是选手的成绩.
拳击赛的情形,刚好介于其间.如果对手之一被击倒在地,只要不是因为低拳(lowblow)违规,十

秒之后站不起来,胜负立判;全场观众眼见为证,就像跳高和撑竿跳,竿子有没有掉落一样.如果双方打

完三回合,就由场边的裁判决定胜负.每位裁判,每回合打分数,三回合分数加总,选出赢家;然后,五位

裁判 的 决 定 放 在 一 起,由 票 数 决 定 胜 负,少 数 服 从 多 数.因 此,最 后 结 果,可 能 是 “一 致 决 议”
(unanimousdecision),也可能是“分歧决议”(splitdecision).

对拳击赛的裁判而言,重点是放在两人的差异上;对花样滑冰等的裁判而言,雕凿自己心中的量尺,
更为重要.由简单到困难,可以想象成一道光谱(aspectrum);光谱上有很多点,代表不同性质的排序.

(二)质量之间

奥运的众多竞技项目里,有些项目明显重视“量”———举重、铅球、铁饼、跳高等;有些项目明显重视

“质”———马术、花样滑冰、跳水、体操等.在决定胜负上,衡量的方式不太一样;“量”可以诉诸于某种度

量衡的工具,而“质”只能诉诸人(裁判)的判断.不过,质量之间的曲折,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推敲.
很明显的,量和质之间,其实不容易截然划分,而往往是彼此影响.一百米的速度,以时间长短决

定;看起来是“量”,背后却是由“质”决定:肌肉匀称程度、起跑反应、体能状态等等.众多“质”的因素,影
响了最后“量”的结果.还有,不能直接处理“质”,只好退而求其次用“量”来替代.譬如,短跑有没有偷

跑,是“质”的判断.但是,肉眼已经无法处理,只好诉诸于替代方案———在起跑架下有电子传感器,鸣枪

后０．１１秒内离开起跑架的选手,就被“认定”是偷跑.因为,根据研究,人类听到声响而反应的速度,最
快是０．１１秒!③

仔细琢磨,数量其实是质量的特例.在质量的光谱上,有高下的刻度,是“排序”(ordering);有些排

序,可以用度量衡等数字来表示,就是“数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点像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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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则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奥林匹克官方网站:http://www．olympic．org/(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最后登录).
关于基准点和参考坐标的论述,可以参见 Hsiung,Bingyuan,２００９,“BenchmarksandEconomicAnalysis,”ReviewofLawand

Economics．
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见 McCrory,P．,２００５,“TheTimeLordＧMeasurementandPerformanceinSprinting”,BritishJournalof

SportsMedicine,３９(１):７８５－７８６．关于反应时间的研究,可以参见 Smeets,Jeroen,B．J．,andBrenner,Eli,１９９４,“TheDifference
betweenthePerceptionofAbsoluteandRelativeMotion:aReactionTimeStudy”,VisionReasearch,３４(２):１９１－１９５．



(货币)价格,是众多价值(美丑是非善恶对错等)之一;而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高下的排序.奥运所揭

橥的目标,“更高、更远、更快”,看起来是追求“量”的改善,其实是追求“质”的提升!

三、规则的变迁

奥运项目繁伙,历年来竞赛规则有许多变化.但是,在较高的层次上,规则上有三个重要的变迁;和
个别项目无关,却和整个奥运有重大的相关.其中之一,已经尘埃落定———放弃对业余参赛的坚持;另
外两者,还在蜕变的过程里———辨认性别和检测等等.这一节里,简单回顾这三者.

(一)弃守业余

现代奥运伊始,强调运动精神,坚持参与者必须是业余身份.获得奖牌的选手,如果被查出曾经接

受金钱,奖牌将被取消.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十项全能金牌得主,美国的索普(Jim Thorpe,１８８８－
１９５３),被检举曾接受报酬,参加半职业的竞赛,取消金牌,潦倒酗酒终生①.

然而,随着体育和商业关系日益密切,厂商以各种方式,赞助明星运动员.业余的坚持,名存而实

亡.另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以政府之力长期培训的运动员,早已不再是业余.再加上各种职业

球赛(美国的棒球和篮球、欧洲的足球),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可观.这些球员参加

奥运,将带来数以亿计的观众和以百亿美元计的衍生利益.
在这些因素的交互运作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于决定,由１９８４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放弃

“业余参赛”的限制.奥运大门打开之后,观众人数、转播和广告收益等,果然大幅增加.和“业余时代”
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放弃业余限制,至少有两点启示.首先,在奥运早期,当各国多数的运动员都是业余身份时,要维持

业余的资格限制,相对容易.可是,当职业选手(由政府或观众资助、支持)成为多数时,四年一度的奥运

要捍卫业余这种非主流价值,困难度愈来愈高.其次,奥运精神里,其实包括许多成分,业余身份,只是

其中之一.其余的价值,诸如公平竞争、激发潜能、追求卓越等等,也很重要.放弃其中之一,并不致于

损灭奥运精神.相反,职业球员/选手加入后,奥运的娱乐性上升,全球民众参与程度增加,是其他价值

的发扬和提升②.
(二)性别之辨

在股票市场里,不会对男女投资者作出区分;在超市车站戏院机场里,也不会.可是,自奥运开始举

办,男女同场、但是分开竞技(除了混合项目之外).
在观念上,区分男女争议不大———男女分开竞技,比较公平.然而,在实际操作上,随着科技的进

展,这项工作反而愈来愈困难.早期,区分男女的方式直接、粗糙而原始.在外观上,以喉结、胡须、胸部

等直接判断.因为性别问题只针对女性参赛者,后来要求所有女性退去衣物检查.这种作法,当然引发

争议.而后,是根据染色体来区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女的染色体结构,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地球上几十亿人口里,能在奥运场上竞技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人.这些人在体能方面,和绝大

多数人不同.同样的道理,在这些人里,就是有极其特殊的染色体结构,是居于男女之间的模糊地带.
要归入男性,又有女性的特征;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援用最先进的生化科技,在这些极其少数的特殊

个案里,都不能有一刀两断的判断③.自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起,国际奥委采取的最新作法是:针对有争议

的个案,由专家委员会分别认定,而不是明订区分男女的标准.
在奥运历史上,因为性别问题而造成奖牌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最有名的个案

之一,是北欧籍的福克(FoekjeDillema,１９２６－２００７).她在１９４８年伦敦奥运会比赛中,勇夺女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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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奥林匹克网站:http://www．olympic．org/jimＧthorpe(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最后登录).
对此,启示还在于:操作规则,必须面对成本效益.当职业和业余的界线愈益模糊时,奥运放弃坚持业余的身分,成本效益的内

涵,就是不同价值冲突时的取舍.
在奥运会中,涉及的性别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性别欺骗以及变性人.具体内容参见 Reeser,JC,“GenderIdentityandSport:is

thePlayingFieldLevel”,BritishJournalofSportsMedicine,３９(１０):６９５－６９９,２００５．



米短跑和女子２００米短跑两项金牌;而后,经人检举,经过查证,认定为男性,追回奖牌;２０年后,她已嫁

为人妇,成家生子,国际奥委会重新认定她是女性,奥运成绩和奖牌,再次得到承认.
在日常生活里,男女之分不是那么重要;男扮女装,女作男装,所在多有.即使性别的认定出错,后

果也不致特别严重(男生到女装部试衣、进女子厕所,等等).然而,在四年一度的奥运场上,男女之分却

是锱铢必计,差之毫厘,得失千里.引发的联想之一,是能否有替代方案,不“一定”要分出男女?!
(三)禁药问题

某些(化学)物质,会影响运动员的表现;基于公平竞赛的原则,禁止使用,完全合情合理.然而,观
念上简单的事,在操作上却并不容易.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国际奥委会目前的做法,是公布“禁用物质”以及和禁用物质“相关”的物质.检

验的方式也愈趋严谨.然而,道高一尺,有些问题确实难解.
譬如,有些药品(如莫达非尼),是用来发挥医疗作用.可是,这些物质也有副作用,对运动员的体能

有增进的效果.因此,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必须先提出声明;经过查证,竞赛资格和成绩都有效,如果事

先不声明,事后验出,将取消成绩①.问题的微妙处,就在于某些药品,在一般人口中,施用的比例很低;
可是,在奥运选手里,施用的比例,却远高于普通人施用的比例②.那么,如果其中有些人确实是“造
假”———假借医疗理由达到增强体能目的———如何区分? 或者,这些奥运选手们,本来就是人口结构中

的特殊群体,比例高于一般人口无可厚非?
由此也可见,高举公平竞争的目标,当然众议佥同;可是,要实现到何种“程度”(degreeoffairness),

却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四、经济分析

前面两节,是奥运规则和变迁的描述;是对事实的陈述,这一节里,将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尝试提出

一些阐释(interpretations).对于同样的事实,阐释的方式当然不是唯一.
(一)目标函数

经济分析里,探讨行为者(个人、家庭、厂商)时,通常会明确界定行为者的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消费者,通常追求效用最大;厂商,通常追求利润最大;政策规划者,往往追求透过“社会福

利函数”(socialwelfarefunction),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界定目标函数,使分析的焦点明确,而且有助于判断影响行为者的主要因素.对奥运而言,很明显

的,涉及很多的层级,各个层级的目标未必一致.在最高的层次上,奥运的目标,可能是追求“运动精

神”,同时追求“更高更远更快”.而后,随着职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衍生的商业活动和利益,奥运的

目标也参与其他的成分;譬如,四年一度的运动嘉年华会,主办国借机展现国威、刺激经济;奥委会本身,
则是维持世界体坛共主、独霸的地位,享受垄断者(monopoly)的荣宠和优渥!

然而,无可否认的,在奥运竞赛项目这个层级,“公平”是重要的目标函数,游戏规则的设定和调整,
都是试图使竞赛更为公平.两个例子,可以稍稍反映.对于花样滑冰、体操、水上芭蕾等,由一群裁判各

自打分,再集体加总.为了能过滤掉偏心和“爱国裁判”等因素,最高分和最低分略去不计.还有,跆拳

道项目,四个裁判分坐比赛场地的四个角落;选手击中对方得分,必须有三位(及以上)的裁判,在一秒钟

之内同时按钮,才算有效.毫无疑问,奥运竞赛对于“公平”的毫厘计较,和法律对于“正义”的追求,有许

多相通、可以彼此借鉴之处.
不过,即使“公平”是奥运规则的重要目标(之一),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譬如,男女分开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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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的规定,可以参见«国际奥林匹克反兴奋剂规则»第３条,http://www．olympic．org/Documents/Games_London_２０１２/AntiＧ
doping/IOC_AntiＧDoping_Rules_London％２０_２０１２Ｇeng．pdf(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最后登录).

如莫达非尼这一药物,可以用来治疗嗜眠症,在美国人中,得嗜眠症的人只占到０．０２~０．０５％,但是在美国２００３年田径运动会上,
共有６名运动员被发现用了莫达非尼.



技,是为了公平;跆拳道、拳击、举重、柔道等,依体重分级,也是为了公平.可是,为什么田径(特别是短

跑跳高等),不依选手的身高分级竞赛? 为什么三铁(铅球、铁饼、标枪),不依体重或身高分级?①

(二)均衡和变迁

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均衡”(equilibrium),这是指一种状态(社会现象)有两种特性:稳
定和重复出现.既然是稳定和重复出现,就隐含了某种规律性(regularity).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可以

尝试捕捉,是哪些因素(条件)支持了这个均衡.
当奥运只允许业余参赛者时,参赛选手真的可能是以打铁维生,顺便练练举重或铅球.随着商业活

动的发展、各种职业联盟的出现以及(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对选手有计划的培训,要维持业余参赛这种均

衡,愈来愈困难.一旦规则改变,不分职业或业余,奥运的支持条件,已经迥异于往昔.
在２１世纪初的今天,“业余”已经早已不是奥运的支持条件之一.目前的均衡,除了各国政府的支

持之外,主要是各种职业竞技组织(足球、篮球、台球、乒乓、田径、自行车、高尔夫等等).职业联盟,又由

相关的产业(衍生产品、转播、广告代言等等)所支撑.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成为奥运最主要的支持力

量.当然,这意味着利弊参杂(amixedblessing):一方面,选手的待遇收入提升;器具设备训练等条件,
大幅改善;运动员(和衍生行业),已经成为像演员一般的一个行业.另一方面,商业考虑和专业化的发

展之下,奥运(和体育竞赛)已经愈来愈像另一个演艺事业(showbusiness).这种均衡和奥运早期以

“竞赛”为主的均衡,在性质上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科技的突飞猛进,当然对奥运和奥运规则带来重大的影响.击剑和跆拳道选手身上的电子传感器、

终点在线的瞬间照相、起跑点上的偷跑与否,都是仪器取代人力诸多例子的点滴而已.然而,除了“科
技”这个因素之外,其实最重要、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的扩大.

随着二次大战结束,世界各地经济蓬勃发展,战乱威胁相对减少;因此,消费品的市场大幅扩充,民
众所得上升之后,自然增加对娱乐的需求.各种职业联赛,提供民众一年四季重要的娱乐.四年一度的

奥运,和常年进行的职业赛事之间,刚好是互补品和替代品;而且,彼此鱼帮水,水帮鱼,互蒙其利.推动

时代巨轮的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和经济活动;对奥运和奥运规则的变迁轨迹,也是如此.

五、奥运和法学

上一节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阐释奥运规则的意义;这一节同样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但是阐

释奥运规则和法学间的关联.
(一)公平和正义

毫无问题,奥运规则的主要特性,是追求“公平”;“公平”,当然是一种特别的价值.同样的,法律的

主要特性(之一),是追求“正义”;“正义”,自然也是亘古以来人们追求的重要价值.
公平和正义之间,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而由奥运的规则和演变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点.首

先,公平所强调的,通常主要是在过程(process),而不在结果(outcome);相形之下,正义所强调的,则往

往是结果②.以奥运为例,“公平”是指在竞技时,彼此在起跑点上是公平的,竞赛的过程也是公平的;至
于在终点在线,谁摘金谁夺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正义则不然.对于起跑点和过程,正义这个概念不

直接相关;但是,对于终点在线的“结果”,却会评估是否合于“正义”.
其次,既然公平和正义都是价值,在追求时自然要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要作出取舍.但是,因为公

平强调过程,而正义强调结果;因此,两相对照,公平是比较中性(neutral)的概念,没有明显的道德成

分.结果是否合于正义,明显地需要借助相关的价值考虑;因此,正义的道德性成分,要浓厚清晰得多.
这种对比,由奥运规则上和一般法律(特别是刑法),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相形之下,司法体系,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是在操作法律———正义的量尺;那么,法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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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Khosla,T．指出,拳击、举重等项目是根据选手的体重来进行打分;跑步和跳跃类的比赛,与选手的身高密切相关.因此建议在制
定奥运规则的时候,需要根据选手的身高来打分.

法学中的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但有些时候,程序正义并不一定能导致实体正义.



所操的量尺,比较像奥运三种裁判规则的哪一种呢? 形式上,司法体系的裁判,和三种竞技都有共同之

处.基层法院里,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位法官决定是非,像是跳高和撑竿跳;中级人民法院里,
三位法官(或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议决,好像是拳击赛;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里,合议庭由三到七人组成,
又像是花样滑冰和体操的裁判①.不过,形式之外,精神上,司法体系的运作方式,比较接近拳击赛———
至少在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司法机关里,是如此.

以中级人民法院为例,三位法官开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针对案件,三位法官陈述自己的意见;然
后,如果意见一致,就是一致决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就投票决定,以多数意见为准.这和花式溜冰以裁

判的分数总和为准决定胜负,显然不同.另外一点既明显又微妙的差别,是拳击赛里,只有两位参赛者;
花式溜冰等,参加最后决赛的可能有六七位.两位拳手竞技时,裁判只要针对眼前的两人,分出相对的

高下.两位拳手,就像法庭里的原告被告;裁判不是和一个抽象的尺度比较,而是在双方之间作出比较.
花式溜冰等,前后有六七位竞赛者,裁判可能两两相比;但是,每一位表演过后,裁判必须运用自己心中

的尺度为基准,评定分数.
(二)实质和程序

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刻度,可以透过度量衡的仪器决定;质的刻

度,透过人(裁判)的判断.可是,前面已经论证,“量”是“质”的特例;质是更完整的光谱,而量是这个光

谱上的一部分.
一旦对“量”的度量衡有争议,就表示涉及的是更根本的“质”的问题.这时候,既然不能在实质上

(substantiveelement)处理,只好诉诸程序(proceduralmeasures).奥运对性别的处理,清楚地反映了

这一点重要的体会.原先,男女染色体的结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差别是明晰可辨.可是,对于亿万人

口中的极少数,包括体能和天赋迥异于常人的奥运选手,染色体的结构极其特殊.
对于这些少之又少的特例,奥委会的专家们,经过长时间尝试;希望能找出明确有效的“标准”,以区

分当事人的性别.然而,反复尝试之后,奥委会发现徒劳无功.最后(也就是现在)的做法,是组成专家

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考虑各种资料证据,再作出最终的判定.很明显的,这是以“程序”的方式,处理棘

手的“实质”问题.
对于法学而言,这当然有重要的启示:官司的真相未必能昭明,但是借着严谨可靠的“程序”,司法体

系希望能维持法律的有效运作.
(三)规则和工具

奥运的竞赛规则,希望使竞赛更为公平;但是,除此之外,也含有其他的考虑,虽然着重的程度有大

小之分.譬如,规则可以使竞赛更为紧凑(乒乓球由一局２１分,改为一局１１分),对选手更为安全(拳
击、跆拳、西洋剑等戴上护具),使观赏娱乐性更高(沙滩排球和水上芭蕾等),使参赛者范围扩大(刀锋战

士等).规则的调整,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希望发挥或达成某种目标,或实现某种价值.
由此可见,在性质上,奥运规则是一种“工具”,是有功能性的内涵.就近取譬,对法律也有许多解

读.法律是艺术,法律是国家暴力,法律即生活,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法律即规则”,无疑是很有说服力

的一种阐释.结合前面这两者,就得到对法律较完整的认知: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 还有,前面提

到,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抽象来看,就是“概念即工具”———借着

运用不同的概念,希望发挥某种作用,实现某种价值.
这三点体会———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要直接由法律条文(法学)归纳提炼,

并不容易.然而,借着奥运规则本身、和奥运规则的变迁,反而比较容易中性、客观、不带道德情操的,烘
托出这三点智识上的结晶.由奥运规则到法学研究,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启示.

六、结论

本文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尝试探讨奥运规则和法学之间的关联.随着对奥运规则和变化的描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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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审判组织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８条的规定.



分析,希望萃取出一些智识结晶,烘托出法学研究的某些特质.
主要的体会,可以简单归纳如次:第一,奥运规则追求的是公平竞赛,法律追求的是实现正义;公平

重视过程,而正义重视结果.第二,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多少高低,
可以藉度量衡的仪器;一旦对“量”和“质”有争议,就可以透过“程序”来处理量和质的“实质”问题.第

三,无论是奥运规则和规则的变迁,对法学而言,都反映出“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
现代奥运肇始至今,不过一百廿年左右;然而,因为四年一度的盛会众所瞩目,因此竞赛规则演化精

致的速度,远快于法律缓慢的蜕变.探讨奥运规则和规则的变化,可以对法学研究有许多启示①,当然,
运动法律(sportslaw)是一个相关的课题,但并不是本文关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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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aspect．BasedonthedescriptionandanalysisofthecontentandchangeofOlympicrules,it
isexpectedtoobtainknowledgeandintelligence,andfoilthefeaturesofjurisprudentialstudy．The
mainexperiencecan beconcluded asfollows:Firstly,the Olympicrulesconcentrate onfair
competition,whilelaw pursuestherealizationofjustice．Whatfairnessemphasizesisprocess,

whereasjusticeemphasizestheresults．Secondly,someofthecompetitioneventsofOlympicslay
emphasisonquality,whileotherspayattentiontoquantity,whichcanbemeasuredbymeasuring
instruments．Oncethereisadisputeaboutqualityandquantity,theessenceoftheproblemcanbe
settledthroughtheprocedure．Thirdly,howevertheOlympicruleschange,theyreflectthefactthat
bothrulesandconceptsaretools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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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制度设计与地方实践∗

李腾飞　周永刚　王志刚

摘　要:食品安全是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为促进食品安全现状的改善和

实质提高,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并从该机制的理

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等方面作了深入思考和细致回答.同时,为避免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出现异

化和形式化,重点对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做了系统构建和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地方

政府在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大胆实践.最后,文章就食品安全纳入政绩

考核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讨论与展望.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绩考核;问责制;委托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乎到民众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更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公

共管理机构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各级政府对于食品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履行监管职能的效果

直接关系着食品质量的高低和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过度追求经

济效益最大化而常常忽略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导致其对食品安全

的监管缺乏足够的激励.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多与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不

力有关,这种态势已经成为影响食品市场秩序稳定、监管政策目标实现和居民消费信心提升的最大因素.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作为规范人们行为动机的社会规范框架,对人的行为起着直接的激励

导向作用.仔细分析导致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力背后的行为逻辑可以发现,国内现行的政绩考

核制度安排在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由于,以GDP为核心的干部晋升考核制度倒逼地方政府

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形成一切让位于经济的执政逻辑.此外,从负向激励来看,食品安全的

监督问责制与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完善,对责任官员的追究流于形式化,缺乏必要的威慑力.作为食品安

全监管的责任主体,治理食品安全首先需要治理官员,而治理官员的关键是设计激励制度从而改变其注

意力偏好.政绩考核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将其与食品安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则势必会对

改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提高其监管效能.国务院

已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３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

政绩考核,要求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但这一原则规定尚未明确具体考核机制,也未细化考核事项,“考
核谁”“谁来考”“考什么”都处于未知状态,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缺乏相应文献.鉴于此,为研究设计食品

安全政绩考核的有效机制,本文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总体设计、指标体

系、保障机制和地方实践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和制度建构,以期能够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建立健

全国内政绩考核机制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政绩考核是指上级组织对下级领导干部执政情况的考察和评价,政绩考核的标准和考核结果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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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的行为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已有文献对政绩考核机制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政治学从权力的配

置和制约等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制度设计.现有文献对政绩考核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政绩考核机制与制度设计、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以及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的初步探讨等,这
些研究为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首先,关于政绩考核机制的研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政绩考核机制存在的根源在于政府间的信

息不对称,因此为降低下级政府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上级政府必须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下

级政府的行为更符合其利益诉求,从而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王志锋,２００５).那么,政绩考核机

制应该如何设定呢? 蔡立辉(２００２)认为政府绩效考核是由收集资料、确定评估目标、划分评估项目、绩
效测定及评估结果使用等组成的行为体系.然而,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在当前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下,各
级官员对于经济指标 GDP表现出极大的崇拜(张晖,２０１１).对此,郭志鹏(２００６)认为政府官员的这种

激励并非源于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为了满足上级或者争取政治竞争位次,
是行政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扭曲和制度软约束引发的“权威扩散”所带来的结果.张永军和梁东黎

(２０１０)针对此种情况提出了逐步改变晋升激励的考核指标体系的构想,建议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合理

配置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田伟(２０１２)则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制度设计出发

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在现行的目标责任制考核方式下,地方官

员所面临的多重任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这是导致地方官员激励结构失衡(经济职能强化而公

共服务职能弱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政绩考评体系的研究方面.针对当前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的问题,学者们相继给出了应对之

策.庄国波(２００４)就绩效考核体系中重经济指标、轻民生指标的“一俊遮百丑”现象,提出政绩考核需要

坚持官员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目标的可行程度和政绩的可信程度等四个考核维度,以促

使干部政绩考核能够准确、科学、可比较和可操作.类似地,孔德春(２００４)基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

度设计了一套考评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析法和 DEA 模型相结合的考评模型.
方起军和张卫民(２００６)强调,政绩考核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并从量化考核指标,扩大群众参与、施行

政绩公示和实行分类考核等四个方面就如何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悦和王建中(２０１１)
从政府考评机制的角度出发,基于指标体系构建的导向性、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和可用性等原则,依
据模糊层次综合分析法建立了绿色政绩考评指标体系框架.

最后,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机制的研究.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

量和政府的公信力,各地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呼声不断增强,这也成为中央政府将食品安全

纳入政绩考核的直接推动力.孙瑞灼(２０１１)认为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领导对食品

安全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将食品安全与官员的“官帽”挂钩,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是一个

控制食品安全的可选路径.与此同时,张玉胜(２０１１)从避免政绩考核流于形式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纳入

政绩考核的具体做法做了分析.安慧林(２０１１)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有８９５％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将食品安全与官员的升迁挂钩,赞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一票否决制”.相应地,陈庆贵(２０１１)认为

这种做法值得在全国进行推广,并形成制度性规定.由此可见,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既具有现

实的可行性,也符合民众的心理期待,创新和转型监管模式已是大势所趋.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已有研究对于政绩考核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理

论支撑,但就如何将食品安全监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鉴于此,为了弥补上

述不足,本文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就如何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进行理论探讨和制度构建,并对考核指

标和考核运行机制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细密的实践回答,以期能为提高食品安全的水平,
增进政府政绩考核效度提供借鉴.

三、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的制度设计

由于政绩考核机制对官员具有强烈的激励功能(表扬、排名、荣誉、升迁)和约束机能(批评、调离、撤
９３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职),因此有什么样的导向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３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要求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责任.
如何将监管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迫使官员有足够的激励履行食品监管职责,自然成为制度

设计者需要着重关注的方面,因为这将关乎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制度经济

学原理和委托代理理论,考虑到现有食品安全的治理架构和发展趋势,本文认为食品安全政绩考核的制

度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考核的主体和内容,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考核指标体系.
(一)食品安全政绩考核的主体和内容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安委”)作为其协调食品安全的高层次议事协

调机构,并延伸至各级政府.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各级食安委在技术及实践等方面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

势,由其作为食品安全的政绩考核主体较为合适.此外,从职能上看,该机构主要负责研究部署和统筹

指导食品安全,落实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相关部门做好食品监管工作,其专业性和相对

独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核的公平性,因此由各级政府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担当考核的主体在目

前的食品安全治理架构下最为恰当.
考虑到食品安全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并综合已有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研究,食品安全政绩考

核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程度的考核.这一内容主要包括食

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交叉或空白的解决情况、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档案、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情况以及食品安全的督查和考核评价.二是对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考核,目的在于

准确反映行政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努力及重视程度.针对已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特征,这一考

核内容需要涉及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查处、问题乳粉及乳制品清缴、瘦肉精及地沟油专项整

治、餐厨废弃物管理和食用油综合治理、鲜肉和肉制品品种综合治理等方面.三是有奖举报制度的落实

情况.这一指标主要用来考察政府对食品安全公众参与性的重视程度,为提高公众参与度,政府有责任

积极实施食品安全举报有奖奖励制度并进行宣传,其中举报奖金的兑现程度、兑现额度和兑现及时性可

以看作是对这一考核内容的重要体现.四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这是与政府的监管责任相适应的,
是强化政府的内在激励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考核内容不仅需要涉及地方政府是否制定或修订了应急

预案情况,还应包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五是食品安全信息公

布与宣传教育工作情况.这一考核内容主要用来反映地方政府是否有健全的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常态

化的监管信息公告以及食品安全的信息沟通与舆论宣传措施.
(二)食品安全政绩考核的指标设计

在明确食品安全政绩考核的主体和内容的基础上,为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便于政绩考核和

量化责任,有必要将这些内容细化为具体的指标体系.通过对当前我国的政绩考核体系(表１)的分析

后可以发现,已有指标体系虽然相对全面地考察了政府绩效的主要内容,但多围绕着GDP增速、投资规

模和财政税收等经济指标,对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相对欠缺.食品安全考核机制

的嵌入无疑将进一步优化现有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其更加符合新形势下政绩考核的现实需求.这一做

法将改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结构,有效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扭转食品安全的治理颓势.
在食品安全监管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主要从制度完备、监管工作和食品安全满意度三个维度展

开,并将其作为一级考核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行政考核指标的特点,进一步细化为１１个二级指

标和２６个三级指标,具体如表２所示.为增强政绩考核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此处增加了一些弹性的奖

励项和惩罚项.在奖励项设置方面,对出台«食品安全法»配套性地方法规、食品安全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或者经验做法在全国获得推广、查处或破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等情况的给予相应的加分奖励;在惩罚项

设置方面,如果在本行政区内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隐瞒不报造成人员财产严重损失的情况实行“一
票否决”制,并取消这些行政区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及同等级荣誉的资格.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必须纳入依法考核的范畴,也就是要严格执行现行食品安全法及行政规章和行政法

规的要求,以确保政绩考核的法制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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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现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指标分类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可持续发展 政治文明建设

指标含义

经济发展涉及到经济增长、经

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经济发展

的结果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发展重点针对当前

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与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密切

相关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必须正

确处 理 好 人 口、资

源、环境的关系

政治文明建设以改进党的

领导方式、提高执 政 能 力

为重点

指标细分

GDP、财政收入、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招商引资、对外出口、
非农产业比重、工业经济效益、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

均纯收入等９项指标

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医

疗卫生、文化体育、就业

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

和社会稳定、安全生产

等７项指标

人口 自 然 增 长、国

土 与 资 源 保 护 利

用、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建设等３项指标

领导 班 子 和 干 部 队 伍 建

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统

战群团工作等５项指标

　　注:指标参考«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及评价办法»,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２００４.

表２　食品安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制度建设完备程度

监管工作开展程度

食品安全满意程度

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实行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开展程度

有奖举报制度落实程度

食品安全事故处理程度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程度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程度

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程度

政府监管满意程度

企业生产安全信任程度

消费满意程度

明确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事机构

监管人员数量

列入财政部门的监管经费数量

建立监管部门信用档案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分析和应对处置制度

日常监管信息公告情况

违法犯罪案件信息公告情况

处理食品生产企业非法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

奶制品、“瘦肉精”和“地沟油”等的综合治理情况

食品安全问题举报线索处理程度与及时性

兑现举报奖金与举报宣传情况

制定或修订应急预案情况

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情况

食物中毒和食品安全事故信息通报情况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情况

打击“黑窝点”“黑作坊”情况

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情况

对相关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情况

信息沟通和舆论宣传引导工作

农产品种养殖环节责任落实

食品生产环节责任落实

流通环节责任落实

餐饮服务卫生责任落实

居民对政府监管努力的满意程度

对企业的生产安全的信任程度

对日常消费安全的满意度

四、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的保障机制

经验表明,某事项一旦被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在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其将会明

显改观.但是,食品安全领域的考核却有着特殊性,如果不能设计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和指标体系,反
而有可能导致绩效考核“变相鼓励”官员“作假”,甚至在查处食品安全事件时为了“成绩”去“捂问题”的
不良后果.因此,为避免使考核带来负激励和流于形式等问题的发生,完善政绩考核制度的保障机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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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格外重要.
(一)制订科学细化的考核体系,促进考核主体的多元化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需要地方政府将考核压力转化为顺理成章的基本工作机制,为避免考核指

标设计的概念化和形式化,进一步细化考核事项就显得十分必要.事实表明,科学的考核体系是促进考

核制度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这一体系除了要明确考核主体、考核对象、考核程序以及考核结果等级之

外,确保考核的相对独立性也必不可少.为确保考核的公平性和代表性,在考核主体当中可以制度性地

规定考核评价成员必须包括上级官员、食品监督部门、专家群体以及民众代表等多元化主体,为发挥群

众的广泛监督力量,建议逐渐加大民众代表的比例和考核权重.此外,为避免形式主义积弊,考核形式

需要变过去的僵化考核方式为灵活机动的考核方法,逐步改变“年中和年终”考核的时间规定,推行不定

期考核制度,并保障考核的常态化,从而实现考核制度的切实执行.
(二)落实考核责任制,强化对考核者的约束

政绩考核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部门和相关主体,因而部门间的相互支持与配合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政绩考核还事关被考核者的政治前途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安全,因而必须严格执行规定,坚
决避免政绩考核过程中失实失真行为的发生.对于考核者而言,需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保持独立性,确
保其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同级和上级个人意志)的干扰.在确保考核主体独立性的同时,一方面整合现

有资源,强化考核者的责任意识,明确其在提供考核数据、负责审查等方面的职责;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督

查制度,对懈怠渎职,提供虚假信息,考核结果失真、失实或违反纪律的人员,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处分;对出现重大失误、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只有严格考核约束,才能形成一个环环相扣

的责任链条,从而向地方政府和主要领导施加更大的“领导责任压力”,形成一个闭合的制度回路,发挥

食品安全政绩考核的正面效应和正向激励.
(三)建立考核监督制度,确保监管工作制度化和常态化

建立考核监督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渠道,充分利用媒体、消费者和第三方机构等各种

监督资源的优势,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实行领导干部的政绩公示制度;另一方面应将食品安全

政绩考核的内容、过程及结果常态化公布,以增加考核的透明度,主动自觉接受广大利益相关群体的

监督和质疑.通过实施全方位的监督制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监督检查氛围,确保考核结果的真实

性.为防止一些地方对“食品安全政绩考核”产生负面反弹,避免制度创新导致形式主义和监管异

化,还需要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现阶段,以年为单位的定期化政绩考核

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形成一种稳定的考核预期,容易导致被考核主体采取突击或投机性行为,出现

考核的迟滞化和虚泛化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常态化和不定期性的考核机制安排可有效降低

公务人员上述行为的发生.此举将打乱地方政府稳定的考核预期,自觉形成持续监督的激励,实现

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的转变.

五、地方实践与探索

随着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已成为各地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的有力举措.在此背景下,自２０１２年７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以
来,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已经进行了相关探索,北京、上海、广州和浙江等地相继将食品安全纳入

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尝试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目前已有十几个省(市)推行这一制度

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如表３所示.一些地区在积极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过程中,为其他地

区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比如,深圳为了整合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权,规定街道综合执法机构承担了部

分原属于卫生、质监、工商等部门的监管职能;上海则为了实现统一监管,推行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食品

安全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委、经委、质检、工商、卫生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食品

安全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对表３的分析可知,云南、山东和河南等省份属于较早建立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制度的地区,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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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部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规范性文件及制度规定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主要规定

２００７．１２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的通知»

１．食品安全纳入政府工作年度目标考核;２．对食品安全问题

突出或本行政区域内一年多次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

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２００６．１１ 山东省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食品安全责任目标

考核办法的通知»

１．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和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及责任

追究制;２．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直接监管部门年度工作计划

和考核内容;３．食品安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四个等级

２０１１．１２ 山西省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山西省食品安全目标责任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１．食品安全责任目标考核纳入省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２．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制订考核细则、组织抽查和年终目标

考核;３．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一票否决”

２０１１．１０ 江苏省

«江苏省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办

法»和«江苏省食品安全工作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办法»

１．食品安全考核工作由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２．考核方式包括自查和现场考核;３．监管工作有重大突破或

制度创新的实行考核加分;发生重大事故的“一票否决”

２０１２．１２ 天津市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食

品安全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
１．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考核评估机制及考核评估细则;
２．考核工作属地管理,实行食品安全主要领导负责制

２０１１．１１ 河北省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食

品安全整顿工作评估考核的通

知»

１．建立食品企业主体责任;２．食品安全整顿考评设特别加分

项、特别减分项,根据分数高低对各设区市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进行排序

２００５．１２ 云南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云南省食品安全工作目标

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对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具体工作由省

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２．考核分政府考核和部门考核,对部门

的考核分为综合部分和技术指标两部分;３．根据考核结果分

等级并进行奖惩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省政府发布的文件整理所得.

随着食品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更多的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以山东省

为例,该省不仅明确强调建立食品安全政绩考核机制,而且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对政绩考核的实施主体、
预期目标、考核原则、考核内容和程序及考核结果等级等方面均做出了细致的规定.此外,该省的济南、
滨州、运城、枣庄和寿光等地级市也在此基础上制订了相应的制度规范,这有效地保证了食品安全政绩

考核机制的有效实施.
虽然各地关于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的制度探索和创新经验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仍存在诸

多共性,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考核由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并制订考

核细则.自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并将其作为各地食品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以来,
从各地的做法来看,食品安全的考核工作大都由各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考核方案和实施细则也由

其具体制订.二是在考核的原则方面坚持综合评价与责任目标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责任落实与

责任追究,定期考核与不定期抽查的有机统一.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不仅有利于考核责任的落实

和强化,也保障了考核机制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三是明确规定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出台的文件详细地

列出了考核的对象、考核的环节、考核的程序以及考核的结果等级.除了推行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总负

责制之外,也对食品安全的直接监管部门和非监管部门的责任做了具体规定.通过构建食品安全的责

任体系,明确了各部门的权责,更好地推进了食品安全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四是严格落实“一票否决

制”.为增强地方政府的监管激励,不少地区开始尝试在政绩考核过程中,将食品安全问题列入“一票否

决”范畴,即一旦该地区出现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其政绩考核就为不合格.以山西省为例,该省规定对发

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市人民政府或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实行“一票否决”,被“一票否决”的政府部门

取消其进入先进或优秀的资格,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年度公务员考核不得评优并做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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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检查.五是对考核结果的处理和考核工作的制度保障.考核结果都将上报上级政府并进行公布,根
据考核等级对相应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理.为避免考核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越权渎职等道德风险行

为,地方政府均进行了严格的制度设计.此外,为保障政绩考核工作的顺利实施,山东省还将经费保障

等配套制度纳入考核范围.

六、结论与展望

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后将极大地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促使其对食品安全倾注更多的

注意力,促进各级地方政府切实将食品安全工作的外在压力转变为增强监管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实现食

品安全责任在部门间的有效传递,确保整个食品产业链体系的安全可控,形成坚实的责任链条,帮助地

方政府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巩固食品安全的产业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是以增加代理成本为

代价的.为确保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制度能够切实有效,还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考核

制度的全面铺开.目前,虽然已有十几个省市建立了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制度,并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性文

件,但是从整体上看,该制度的推广范围和深度仍然有限,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增强考核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按照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原则,在科学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确保考核方法科学,
考核程序公平和考核参与主体公正.三是要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用的重要依据.只有真正将食品安

全绩效考核结果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挂钩,才能发挥考核的激励约束功能.四要积极

进行监管职能的整合和调整.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制度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其他制度的配合与支撑,特别

是要整合监管职能,改变分段监管带来的弊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创新的帷幕已经拉开,各
级政府食品安全的职能调整势在必行,唯有实现制度、人、财、物的有效整合,才能构筑起食品安全的钢

铁长城,维护食品产业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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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含金量∗

———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周光伟

摘　要:在回顾中国GDP含金量的文献综述、概念阐释和总体度量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
出中国 GDP含金量命题可以理解为中国 GDP含金量存在未知或不足的问题,具有内部逻辑

一致性.为弥补该命题合理性分析缺失的不足,基于证伪主义、经济环境界定和 GDP主义发

展观三个观照角度分别证明了中国 GDP含金量命题具有基于比较可靠经验证据的不可证伪

性,与 GDP核算理论所依赖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的本土经济环境下的充分性,现实应用积极

价值的必要性,最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GDP含金量;命题;合理性;证伪主义;经济环境

近年来,中国 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学界一定关注.一个共识是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 GDP数

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逐步弱化 GDP指标作用或淡化 GDP主义发展观的时期,某种程

度上中国 GDP含金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对于一个新的学术命题,中国 GDP含金量命题

(简称该命题)合理性分析是经济学规范分析框架的必要逻辑环节,但目前最基本的论证过程尚有所缺

失,也引起了对该命题为真的一些质疑,因而应该进行命题合理性分析(即真伪辨析),奠定该命题研究

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

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逻辑和科学道理.真命题则与之相反,既符合客观事实,又符合一般事理逻

辑和科学道理.本文基于证伪主义、经济环境界定和GDP主义发展观三个观照视角对该命题合理性分

别展开论证.

一、中国GDP含金量命题的提出

(一)研究进展回顾

中国 GDP含金量主要研究进展可以概括为(韩彪、周光伟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文献综述.按照中国GDP含金量研究的基本逻辑,对其概念阐释、实证研究、相关命题研究(集

中表现在中国 GDP数据质量评价命题、GDP“缺陷”命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命题和中国 GDP质量命

题)等现有基本成果进行了总体概括和述评,指出关于中国 GDP含金量研究应该在增加命题合理性分

析、系统阐释概念(主要包含“金”的含义解析及其思想来源分析)、进一步凸显实证研究理论高度(主要

包含 GDP含金量度量和影响因素分析)、深化与相关命题比较研究、完善理论分析框架等领域继续努

力,以期构建该命题的研究体系.
(２)概念阐释.中国 GDP含金量研究建立在对其内涵和外延的不同阐释基础上,不同的阐释直接

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视角、范围、方法和内容.而GDP含金量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而且是

随着社会经济和认识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动态性,因此对含金量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界定存在相当难度.
含金量的字面意思是所包含的纯“金”(纯“金”可视为含金量达１００％)的数量或程度.GDP含金量指在

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

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

６４
∗周光伟,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zgw＠szu．edu．cn.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 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

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 GDP;实际使用

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

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 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 GDP.
(３)总体度量.中国 GDP含金量状况的量化是该问题由定性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从 GDP含金

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发,构建出度量 GDP含金量指数的由２９个基础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基于对

GDP含金量函数的理论推论,采用主成分分析,度量出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层面的 GDP含金量指

数值呈总体下降的基本面,与GDP规模基本面存在很大差异,这说明GDP规模的扩大可能并不意味着

有含金量的 GDP的增长.
(二)该命题的基本内涵

命题(proposition)是指对事物的陈述,是一种思维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对研究对象有所断定的思

想.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该命题可以理解为中国GDP含金量具有存在性,或者中国GDP应该考察含金

量问题,或者中国 GDP含金量存在未知或不足的问题,或者中国 GDP与 GDP核算理论所定义的 GDP
相比具有不能被忽视的差异.通俗地说,中国 GDP具有成色未知的问题,甚至并不能达到其应达到的

足金成色.一般而言中国 GDP成色本应该达到１００％(可称之为含金量饱满).如果含金量达到

１００％,那么即使该命题成立,也没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因为只是对一个常识进行了论证而已.然而

其成色未知或不足,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三)该命题具有内部逻辑一致性

一般而言经济学的概念是反映经济矛盾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反映着经济过程各种规定性的统一,
具有科学、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两种属性,其内涵是指特定范围的经济矛盾本质属性的规定,外延则是对

概念反映的对象范围及其数量关系等的规定.根据中国 GDP含金量研究进展回顾,GDP含金量研究

遵循比较合适的基本逻辑:对现有基本成果述评之后,探索性解析了中国GDP含金量概念,指出概念中

“金”的一般阐释和具体阐释,接着基于对完整经济活动过程的微观解构,提出和解释了七种特定的

“金”,并对探析视角进行了合理性分析,最后根据 GDP含金量函数的理论推论,度量全国层面的 GDP
含金量指数.可见对于该命题,研究形式比较规范,研究逻辑层层推导,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闭环,
尤其是GDP含金量概念解释比较清晰,能反映相应经济矛盾的本质属性,具有明确的研究边界,也不存

在逻辑谬误,即该命题具有内部逻辑一致性.

二、基于证伪主义的观照

(一)证伪主义方法论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指认该命题具有合理性的重要方法论依据(波普尔,１９８６;赵磊,２０１１).波

普尔提出:普遍的经验陈述虽然不能“证明其正确”,但可以通过反驳它们的一系列尝试而得到检验,科
学规律虽然不能被“证实”,但却可以被“证伪”(反驳),即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

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中国成

为显学,“能证伪的才是科学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已然成了理论或命题是否“科学”
的权威标准.“证伪”原则可以实现的关键有三点:①“可证伪”以经验检验为基础.既然对猜测或假说

进行检验要依赖于“重复的观察和实验”,那么“证伪”就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辨的行为,而是具有鲜明

经验色彩的实践活动.②“可证伪”是指方法和手段的可证伪.如果“可证伪”必须以经验检验为基础的

话,那么实现经验检验的方法和手段就必须是“公认的”或科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唯我”的(即自我认定

的).③“证伪主义”是“实证主义”下的一个蛋.对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任何“证伪”,都只能通过以观察和

实验为基础的“证实”来完成,因为任何“证伪”都必须依据已经验证(其实就是“证实”)的知识为前提.
没有“证实”,就不会有“证伪”.简言之,科学理论的本质是可证伪性,即可能被哪怕是少量的事实推翻

却没有被推翻.
(二)该命题具有不可证伪性

结合该命题,可证伪性是指是否能够找到实践或经验证据表明中国 GDP含金量是已知或饱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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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所在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是否具有支持性或反驳性的鲜明经验色彩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支持性

(或反驳性)的相应证据,那么,只能属于形而上学,没有任何“科学含量”.
经过对有关GDP资料的分析,并没有找到中国GDP含金量是已知或饱满的经验证据,相反现实中

存在很多实践表明中国GDP含金量存在未知或不足问题.经验证据的主要类型有实际经济现象、中国

GDP核算方法、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切实感受、直觉和常识等,其表现形式则有客观现实、社会舆论和

研讨观点等,据此进行逻辑启发和延展.
首先,在具体经验证据检验时可以参照(周光伟等,２０１３)对于 GDP含金量中“金”含义探析的合理

性分析,阐述了从所提视角探析“金”含义的原因、出发点、逻辑原点等.概括起来就是,中国 GDP长期

快速增长和GDP崇拜过程中出现或伴随的一些问题或经济现象包括产出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市场机制

不完善、非市场缺陷、贫富差距悬殊、国际分工劣势、浪费过度、经济系统非正常影响非经济系统等.这

些实际经济现象是证认(corroborate)该命题合理性直接而有力的主要事实和经验证据.
其次,中国GDP核算主要使用生产法,在分行业核算时会针对不同行业使用生产法或收入法,其中

生产法核算要求以验收入库作为产出质量合格的标准,但实践中存在产出出厂之后合格率不足１００％
的现象.

再次,GDP数据增长的同时,GDP给人们带来效用满足的感受也应该相应增加,但根据一般经验,
该效用满足普遍没有同等增加或者负效用明显存在,通过社会调查或综合散布于报刊、网络的普遍信息

便可得到这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切实感受.
最后,其它证据.“直觉”按照«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

行为或能力”.直觉和常识是一种不容易明确表述的证据,但对直觉和常识有着起码的尊重,有助于打

破理论霸权和感知本质.综合公开或私下场景讨论以及相关杂志就该命题学术论文的审稿意见、申请

相关研究基金的专家意见①等,专家和一般经济活动主体等各界都表达出中国 GDP含金量存在问题的

直觉和常识性判断,这些集体性判断也提供了一种积极佐证②.可见 GDP指标值的解释能力在人们感

受、直觉和常识中有所不足,因而让人质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真实收入、经济福利等相关指标与 GDP
规模数据之间的一致性.与之相反,该命题却可以对一系列GDP指标值不能解释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合

理解释,就我国GDP含金量存在成色不足问题,指出GDP数据包含的真实经济信息价值低于绝对数量

所体现的经济信息价值.实际上已有学者对该命题研究开展了若干间接的相关命题研究(韩彪等,
２０１２).

可见立足我国丰富的经济实践活动和理论成果,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思维和模式,开展该命题研

究,构建中国GDP含金量研究体系,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和

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奇迹”,深化认知中国经济增长实践,形成系统、科学的判断.总之,经验

证据不是否定该命题,而是支持和肯定了该命题,使其具有不可证伪性,可以被看作得到证认,并且暂时

被接受.

三、基于经济环境界定的观照

(一)方法论来源

在方法论上,本文参照了田国强的观点(王小卫,２００６).田国强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

架基本上应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
进行评估比较.可见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首要部分或步骤是界定经济环境,包括经济人特

征、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信息结构等.本文对GDP核算理论所依赖的经济环境与本土经济环境进行了

比较分析,使该命题具有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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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 GDP含金量博士论文选题,在开题讨论、专题沙龙中,几乎一致认为该选题具有一定的新意,也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值得以博士论文形式推进一步.«经济学季刊»编辑、南京大学银兴经济研究基金评委会、«深圳大学学报»编辑、«统计与决
策»编辑,在审稿意见或本期导读中也给予了类似评价.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显示:GDP 崇拜(得票率 ６６１％)、公权力滥用(６３５％)、既得利益群体(６２２％)、人治式领导
(５９５％)、官本位回潮(５８４％)、政绩考核模式弊端(３７６％)、社会参与不足(３５０％)、理论支撑不够(２８３％)、政令不畅(２５６％)、速
度型思维惯性(２４５％)等位居科学发展前十大障碍.这也为本文的三个观照角度提供社会舆论层面的积极佐证.



(二)经济环境比较分析

GDP核算理论根植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准则,构
成社会全部交易规则有效性的基础.GDP概念产生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渊源基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

要求,基本适应了当时西方世界社会经济环境状况,比如西方世界二战后经济复苏对经济增长度量指标

的要求强烈、市场经济发达、经济对自然环境负面影响不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欧美

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 GDP核算理论创建时已经构建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形成

了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库滋涅茨系统地研究了国民收入的定义、概念和计算方法,提出用市场价

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来取代传统的按要素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现行以 GDP为主要

指标的SNA核算体系,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物品和服务都是以其交易的货币价值进行核算的,即以

市场化的产出来衡量经济的增长和进步程度.从SNA的初创、发展到成熟阶段可以看到,SNA是根据

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设计的,主要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分析、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以生产理论

和市场理论等为基础理论(孙静娟,２００５).其实基于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环境,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

法三方等价等基本原理方可实现.
我国经济制度环境则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活动不是在一个相

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处于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置换计划经济的规则体系进程中,资源配置的主要

方式由计划调节逐步转向市场调节.这一时期及目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

渡阶段,不是一种纯粹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突出特点是带有不可忽视的计划经济残留色彩的市场经

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前文经验证据分析中,市场机制不完善、非市场缺陷等就是我国

现实经济环境的证据.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历程反映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依然处于不断完

善的进程中: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

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步骤、目标和任务(１９９３年至今),其中２０１２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最新资料,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始终没有被高收入发达国家(主要是指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
所承认①.市场化程度测度一直是学界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原玉廷等,２００５),但学界也没有对我国是否

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给出定论,大多数研究致力于测度其变动趋势,也有少数学者基于某测度方法判断中

国已经达到市场经济国家(韩士专,２００８).进一步,即使在国内,不同区位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市场化程度,经济环境界定也是不同的,对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 GDP)的理解和运用也是不同的.
因此必须要考虑这一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的 GDP含金量命题.

关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特征,诸如动机、目标函数、行为特征和范式、作为市场主体的素质(如市场

规则认知度和参与市场活动能力)、市场经济意识等,我国与欧美国家都存在明显差异.简言之,欧美国

家经济人(典型是资本主义厂商和消费者)特征可以采取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先验性地确定是

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只要激励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参与生产的行为即可,同时可

以得到诸多案例的实证检验.但我国的市场经济主体不能够简单地依据他们是否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一方面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里,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比较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在特有的历史人文环境因素中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基于官本位观念对公共权力的追逐、“光宗耀祖”
理想、对家族面子的追求、极端利己主义、强调社会人际“关系”规则的作用等,影响了纯粹市场机制的制

度框架设计、安排及其绩效,导致市场主体行为逻辑基础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尤其是我国具

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文化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其基本格局.总

之,在我国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集合的耦合难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经济因素分析的

层面上,还应涉及到政治体制、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分析.
从信息结构看,我国由于非市场因素影响力比欧美国家更大,于是比欧美国家市场信息存在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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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加入世贸组织的１５年后即２０１６年,世贸组织成员应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不对称性,增大了市场机制运行中的摩擦力.
(三)该命题具有本土经济环境下的充分性

根据经济环境界定比较分析可知,本土经济环境与 GDP核算理论所依赖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具
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二者不能置于一个完全统一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不能在完全一致的话语逻辑、体系

和平台上展开对话,中国 GDP指标存在明显的中国本土语境特征.比较方法论的选择理由是:第一,
“环境决定论”.人类的知识、才能、直立行走和言语等人类个体特征都是后天社会实践和劳动的产物,
人类社会环境对婴幼儿身心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生物学研究中发现,一个先天条件健康的生物幼体

由于在出生后置于不同的生存环境,成长为不同性征的成年个体,比如将人类幼体置于人类社会环境中

可以成长为正常的人类个体,但置于动物生存环境则成长为具有与某种动物社会适应的动物个体.第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原理.在处理经济理论与本土国情关系时,一般的合理逻辑是着力分析外来经济理

论的本土化问题,进行本土化的经济研究思路(林毅夫,１９９５).可见从该命题存在根由上看,既有我国

经济环境这一外生性因素分析,也有 GDP核算理论中国化这一内生性因素分析.
至此,根据“环境决定论”和理论与实践结合原理,可以合理推断出,由于经济环境界定存在比较明

显的差异,GDP核算理论与本土经济环境没有完全契合,在我国本土经济环境中的适用性不够“饱满”,
导致我国GDP核算结果与核算理论本来的要求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不能代表包含了与核算理论

内在要求一致的应有经济信息,最终中国 GDP及其含金量这一研究对象存在其独立性和特殊性,需要

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此外,可以从演化的角度看 GDP含金量,探寻 GDP指标中国化的演进和变迁

路径.

四、基于GDP主义发展观的观照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官员以 GDP论英雄,存在“GDP崇拜”情结,走的是 GDP主义的发展道

路.GDP主义发展观是指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绩效考核中,把未经含金量调整的 GDP指

标值作为核心甚至唯一量化指标,以GDP规模数据增长来近似代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尤其在我国

本土经济环境中,GDP指标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地位重要的经济体以及在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该发展观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中心建设的真实状况,还关联到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

荣.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就是根据他所解释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如果现象越重要,那么能够解释这个现

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关系的理论,也就越重要(林毅夫,２００６).其实 GDP作为反映经济运行宏观状况的

基础指标,在政府、学界和商界都是极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然而,有含金量的GDP才是宏观经济的正确参考资料,尤其是我国GDP指标面临的问题已经积累

到了一定程度,GDP的飞速增长在今天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破坏性以及不可持续的发展性,这直接昭示

了 GDP主义发展观的巨大危害.但该命题研究旨在通过增强数据真实性,来增强可比性,比如国际比

较项目中各国 GDP数据的可比性、GDP核算理论和实践的可比性以及 GDP数据与人们实际感受的可

比性等,最终在数据真实性和可比性的逐步统一中,体现GDP的原本属性和固有价值,进而可以更加深

入剖析 GDP主义发展观的巨大危害.
可见,开展该命题研究,可以更加清楚认知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更好运用真正的 GDP

核算理论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政府、社会、学者等各界根本利益所在.退

一步说,即使经过一系列深入研究之后,该命题在科学性上最终证明确实是个伪命题,这也不影响该命

题研究的价值.一方面因为对一些不能确定真伪的命题开展研究(含证伪),也是一项积极的科学认知

成果和不可或缺的科学研究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因为 GDP主义发展观影响过于宽广和深远,由于缺失

必要的科学研究而带来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巨大的,开展研究至多是当前科学研究资源日

益富足情况下的若干消耗,不研究则冒着本国和世界经济遭到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巨大损害的风险,
二者权衡,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基本决策方法,自然应该选择姑且认为该命题具

有合理性,进而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此外,从价值观演进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制定渐

入包容性增长或内涵式经济发展的新发展观,该命题研究有助于为该新发展观提供积极的支撑依据.
总之,基于 GDP主义发展观关照角度,该命题具有比较明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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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本文首先指出中国 GDP含金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应该进行命题合理性分析(即真伪

辨析),奠定该命题研究的理论和逻辑基础,然后回顾中国 GDP含金量命题的文献综述、概念阐释和总

体度量研究进展,指出中国GDP含金量命题可以理解为中国GDP含金量存在未知或不足的问题,且具

有内部逻辑一致性,接着基于证伪主义、经济环境界定和GDP主义发展观三个观照角度分别证明:没有

找到中国 GDP含金量是已知或饱满的经验证据,相反现实中存在很多实践表明中国 GDP含金量存在

未知或不足问题,该命题具有不可证伪性;根据“环境决定论”和理论与实践结合原理,可以合理推断出,
由于经济环境界定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GDP核算理论与本土经济环境没有完全契合,在我国本土经

济环境中的适用性不够“饱满”,具有在本土经济环境下的充分性;GDP主义发展观影响过于宽广和深

远,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基本决策方法,该命题具有明显的必要性,最终研判出该

命题具有合理性,是个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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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非线性成长背景下乳制品质量提升的理论与案例∗

隋月红

摘　要:文章在我国经济非线性成长视角下,尝试以微观典型案例揭示我国乳制品质量提

升的理论.理论模型中,放弃了被广泛利用的 CES技术,尝试性地提出将可变价格弹性作为

产品质量的刻画手段,得出仅当个人收入提升才有利于产品质量提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利
用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乳制品行业数据进行论证,并衔接典型案例.最后,利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分析得出光明乳业海外并购案是我国经济非线性成长背景下乳企提升产品质量的

可行途径.
关键词:质量;乳制品;并购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１９６０)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划分为５个阶段,分别为

传统的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后续研究对该理论提出了

疑问并致力于对其不断地予以完善.其中,经济成长的非线性以及阶段之间的演化机制是深入的焦点.
针对我国经济成长的经验,赵伟(２００９)指出我国已接近或正在完成成熟过渡阶段,将启动大众消费阶

段.李培林(２０１０)则认为我国的经济成长从起飞阶段直接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罗斯托(１９６２)描述的

成熟阶段的特征有:经济活动中现代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运用;经济变化日新月异,新产业替代老产业

速度加快;人们开始摆脱贫困而注重生活质量,不再为了建立特定部门(产业)而牺牲当前的舒适.近年

我国产品制造中的质量问题频频发生,在此,可以理解为我国在“成熟阶段”存在一些未完成的部分所

致,这与已经踏入“大众消费阶段”的经济发展不匹配.从长期来看,若“走向成熟阶段”的完成是必经之

路,中国经验则为阶段之间的演化机制研究提供了现实样本.
我们将在以上现实背景下,以乳制品行业作为代表性行业进行研究,这是由乳制品的生产特征决定

的.乳制品的生产连接国内的农业、制造和检测等制度环节,从生鲜乳环节到乳制品加工环节这个过程

中,在时间和空间上要求在短距离内完成,进一步地说,它的产品特征在时间上的要求,决定了从奶牛饲

养到加工环节整个生产过程有一定的不可分割性,严格地在空间上限制了这一过程几乎都在国内或短

距离内完成,除了饲料、加工设备等可贸易产品的进口以外.进一步从消费视角来看,«２０１１年世界乳

业形势»的观点:“２０１０年全球乳制品贸易占总乳产量的份额为７％(低于１０年前的１６％),这使我们清

楚地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同时强调了下面的事实,即全球绝大部分的乳从未进行过国际贸易,大部

分都在本地消费掉”.因此,我们认为我国乳制品行业发展折射出的经济现象充分地展示了全球化经济

背景下我国自主经济发展的水平.结合我国经济从起飞阶段直接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的现实背景,乳
制品行业发展的研究对加强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成熟的地方变得极具参考性.

二、我国乳制品行业发展的非线性

我国乳制品行业的发展以２００８年的奶粉污染事件为分水岭,由快速地线性发展走向困境,映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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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成长的非线性,从生产角度来看,还存在诸多发育不成熟,属于“走向成熟阶段”中未完成的部

分;另一面是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已经踏入大众消费阶段,乳制品消费迅速作为高档食品在国内消费中得

到大众性普及①.
(一)供给由快速发展转向停滞

比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与印度、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德国的牛乳产量,图１显示我国奶牛乳

供给在２００５年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２００８年后生产规模几乎保持一个停滞或略微下降的水平.我

国乳制品出口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图２(见下页)显示我国乳制品的出口也是在２００５年开始提升,２００８
年转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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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奶牛乳产量

(二)消费需求增长迅速

利用液体乳消费量、奶和奶油及乳制品的进口量进行分析.液体乳特有的保质和保鲜(时间短)要
求,最能反映自供给乳品消费的一个指标.表１揭示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国内消费者对乳品消费释放的巨

大需求,以９６％的增长率位居第一,但人均消费量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同属于亚洲的日本相比,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图２反映的是海外乳品的消费,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进口一直大于出口,显著地趋势

变化是以２００８年为分水岭,出口缩水、进口规模非常规上升,２０１２年进口额是２００８年的近３９倍! 比

较 A、B进口,发现这种非常规的进口增加是来自乳粉的进口,正是与２００８年奶粉事件密切相关.综

上,我国消费者对乳制品需求快速增加,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呈现出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寻求更高品质海外

乳品.

表１　液体乳消费量与人均收入

消费量(kt) 人均量(kg) 增长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中国 １２３０ １０６６２ １２５３８ １２８０９ ９．６ ＋９．６
俄罗斯 ２７７２ ９７９９ ９９２６ １０５０２ ７４．０ ＋３．５
印度 － ４４０６０ ４５１１６ ４６６５４ ３９．８ ＋２．９
美国 ２４９７９ ２５０１１ ２５１６８ ２４７９８ ７９．９ －０．４
日本 ４５７１ ４３７０ ４１７３ ４１７３ ３２．７ －２．３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乳品工业»中历年«世界乳业形势»数据计算得来.

(三)非线性发展下的市场价格

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时,往往出现市场价格上涨.表２中我国支付给奶农的平均奶价的变化传递

了两个信息:其一,农村与城市平均奶价趋于收敛,标志着作为高档食品的乳制品在国内普及,这是个明

显进入大众消费的特征.其二,乳制品的大众消费推高了奶价,奶价从２００５年的农村价１８．２９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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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斯托描述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美国时,认为高档食品是大众消费阶段迅速普及的耐用消费品中必不可少的一
项.

根据ZMP、IDF各国家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EUROSTA和美国农业部数据,２００６年我国位居全球乳产量第３,位于印度和美
国之后,排名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德国之前.因此,选取这６个国家.



１００kg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９．４９美元/１００kg,涨了２．７倍.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发现,２００９年我国奶价逆势

上涨,攀升为最高价.２０１０年新西兰平均奶价涨至５１．１２美元/１００kg,其中也不乏有中国进口驱动,见
图３.数据统计表明:新西兰全球全脂乳粉出口量的１６％进入了中国市场.以上分析表明,国内乳制品

成为大众普遍性消费品,与国内乳制品生产的停滞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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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A是SITC(Rev３．０)编码为０２２(奶和奶油及乳制品)进出口数据;B是０２２编码下乳粉

的进出口数据,即０２２２１和０２２２２的加总.数据来源:联合国 UNCOMTRADE数据库.

图２　乳品贸易

表２　支付给奶农的平均奶价(单位:美元/１００kg)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中国城市 ２７．９２ ２８．８８ ３６．７９ ３７．４０ ４２．７５ ４９．４９
中国农村 １８．２９ ２１．３５ ３２．８５ ３０．２１
俄罗斯城市 ３２．４７ ２１．９ ３０．８７ ４０．８２ ３０．４３ ４４．７６
俄罗斯农村 ２１．６５
美国 ３３．４ ２８．４４ ４２．４０ ４０．７０ ２８．５０ ３６．０５
印度 ２０．５８ ２０．５５ ２７．５０ ２９．４１ ２８．８４ ３７．０８
德国 ２７．６ ３４．３４ ４５．２２ ４９．７７ ３３．５９ ３８．８９
新西兰 ２４．８８ ３２．９７ ３９．４１ ３０．４５ ３０．１８ ５１．１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乳品工业»中历年«世界乳业形势»数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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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我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SITC(Rev３．０)编码为０２２的进口国别

　　综上,我们发现乳制品开始作为大众消费食品在国内普及,但是这种需求并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
国内乳制品的供给水平亟待提高,亦揭示了乳制品行业发展的非线性.

三、文献与理论模型

在建立理论模型之前,在此对文章的主题———产品质量模型进行简要的回顾.涉及到产品质量的

理论模型可以归入三条线索:第一,垂直产品差异视野.在经济学框架下,产品差异区分为水平型和垂

直型,其中垂直型是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Flam 和 Helpman(１９８７)在垂直产品差异和南北贸易的研

究中,较早地提到了南北国家生产产品的质量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高收入人群消费更多北方提

供的产品(高质量).模型中产品质量由单位产出质量的劳动投入表示,不过它是一个外生变量,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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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为高质量产品生产方、南方锁定为低质量产品生产方.第二,产品创新视野.Grossmen 和

Helpman(１９９１)建立了基于质量阶梯的增长模型,产品质量的刻画引入了一个新的质量变量,产品质量

升级表现为一种一维的向上跳跃,用λ表示质量跳跃跨度,产品质量是一个λ的函数.产品质量升级的

动力来自寡头竞争,将每个创新者视为必须直面自己最终黯淡前景的个体,在他们之后的技术进步将使

得他们现在的创新产品很快变得落伍,产品研发推动了产品质量升级.第三,企业生产率视野.这是一

个企业(异质性)层面的研究,Hallak(２００９)在 Melitz(２００３)模型基础上建立了生产率与质量模型,将质

量变量设计在成本函数中,对于企业而言,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需要克服较高的固定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

变动成本,只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克服这些成本,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越高.综上

并比较,我们发现Flam 和 Helpman(１９８７)认为高收入群体会选择高质量产品,然而产品质量是一个外

生变量.在 Grossmen和 Helpman(１９９１)及 Hallak(２００９)为代表的研究中,注重企业生产在产品质量

提升中的作用,弱化了来自需求的机制.从模型的适用性来看,以企业生产引致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并

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研究背景的论证中,我们清楚地发现我国乳制品行业中呈现出消费

者对质量的需求超出了国内企业的质量供给能力.从建模的技术来看,Grossmen和 Helpman(１９９１)
及 Hallak(２００９)得到的结论是由建模技术决定的.他们的模型在消费行为的处理上均采用 Dixit和

Stiglitz(１９７７)提出的固定替代弹性(CES,constantelasticityofsubstitution),这种建模技术在经济学

模型中被广泛地运用,具有操作便利性.然而,CES框架下的两个观点———差异性产品之间固定的替

代弹性与固定的需求价格弹性,它们的适用性是用以刻画产品种类之间呈水平性差异,但是并不能符合

经济意义地去处理产品种类之间的质量差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市场规模差异,产品空间

(varietyspace)并不是无限的,即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会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其二,不同质量产

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是一致的,因为消费者效用的增加不会以消费更多不同层次质量的产品的形式增

加,而是会以选择更高质量产品的形式提升效用,因此,反映在技术上就是质量差异产品之间的替代弹

性并不是不变的,以及需求价格弹性也未必固定.因此,我们的理论模型放弃了 CES,采用的是

Hummels(２００９)构造的变动需求价格弹性,以及 Lancaster(１９７９)提出的有限产品种类空间(finite
varietyspace).根据 Hummels(２００５)和 Khandelwal(２０１０)的研究,将产品质量定义为给定价格条件

下更高的市场份额,意味着价格变动对数量变动的敏感程度揭示了产品质量的高低,因此,在理论模型

中,我们提出以变动价格弹性刻画产品质量,它的好处正是弥补了 CES难以刻画的产品质量差异的经

济意义.同时,以变动需求价格弹性刻画的产品质量强调的是消费者在产品质量提升中的作用,正好契

合了当前我国乳制品行业发展现状,凭借该手段建立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情景.
(一)需求函数

效用函数包括同质异质产品数量,函数为:

U＝q１－μ
０ [u(qω|ω ∈ Ω)]μ,０＜μ ＜１　st．q０＋∫ω∈Ω

qωpω ＝I

其中,q０ 是同质产品的数量,qω 是差异化产品的数量,pω 是差异化产品的价格,同质产品的价格

数量化为１,I表示收入.
差异化产品用圆周上的点表示,每个点表示不同的产品,圆周长为单位１.产品的质量是消费者选

择的结果,即对每个消费者都有自己最偏好的产品,定义为“最优质量”产品,用ϖ 表示.消费者购买的

产品离ϖ 越近,效用越高.
引入补偿函数h(qω,vω,ϖ;γ),vω,ϖ 是ϖ 与ω 最短的距离,定义０≤vω,ϖ ≤１,γ表示消费购买最优

质量产品的强烈程度,１≥γ≥０.h(qω,vω,ϖ;γ)的特性为:(ⅰ)h２(qω,vω,ϖ;γ)＞０,h２２(qω,vω,ϖ;γ)＞０
和h１２(qω,vω,ϖ;γ)＞０;(ⅱ)h(qω,０;γ)＝１,h２(qω,０;γ)＝０.进一步将补偿函数写成:h(qγ

ω,vω,ϖ)＝１＋

qγ
ωvβ

ω,ϖ ,β＞１.因此,差异化产品的效应函数定义为:u(qω,ω,ϖ)＝
qω

h(qω,vω,ϖ).

那么,消费者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意味着u(qω|ω ∈ Ω)＝max[ qω

１＋qγ
ωvβ

ω,ϖ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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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算约束在同质和差异性产品的消费可以写成:

q０＝(１－μ)I (２)

∫ω∈Ω
qωpω ＝μI (３)

式(３)是消费差异性产品ω′的约束条件,式(１)的最大化解,

qω′ ＝μI/pω′,qω ＝０当ω ≠ω′,这里ω′＝argmin[pω(１＋qγ
ωvβ

ω,ϖ|ω ∈ Ω)].
(二)市场均衡

垄断竞争的厂商生产差异化产品,假设生产技术相同,仅投入固定数量的劳动α,边际劳动成本为

c.在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进行两阶段的非合作博弈,每个厂商首先选择生产的产品种类,然后在

第二阶段选择价格,且每一种产品只由一个厂商生产,进入或退出是自由的.最终,消费者偏好的最优

质量产品平均地分布在圆周上,圆周上的人口规模为 L.以上条件下,均衡是零利润的纳什均衡,即单

个厂商的价格和产出相等,差异化产品平均地分布在圆周上.因此,任一个产品的需求ω ∈ Ω是:

Q＝dμzL/p . (４)
(５)式中d是两个产品之间最短的距离,z是有效的单位劳动,假设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收入可以

写为I＝zL .

需求弹性求得ε＝１＋
１
２β

(p
μz

)
γ

(２
d

)
β

＋
１－γ
２β

＞１① (５)

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数量为:p＝cε/(ε－１)Q＝
α
c

(ε－１) (６)

由于花费在差异化产品上的比重是μ ,均衡时的企业数量从式(６)得出企业数量是:

n＝μI/PQ＝μzL/αε (７)
由于圆周长为单位１,因此,d＝１/n＝αε/μzL (８)

利用式(６)~(８),式(５)可以写为ε＝１＋
１
２β

[ cε
μz(ε－１)]

γ

(２μzL
αε

)
β

＋
１－γ
２β

(９)

由此,我们得出了用需求弹性ε表示的产品质量,该值越小表示对于价格的变化,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越无弹性或不敏感,即更偏好选择最优质量的产品.
(三)比较静态分析

以下分析L和z对均衡时的需求弹性的影响.根据式(９)可以得到:

∂ε
∂L

L
ε ＝{２ε[μz(ε－１)

cε
]
γ

(２μzL
αε

)
β

＋
γ

β(ε－１)＋１}
－１

(１０)

根据(１０)得到１＞
∂ε
∂L

L
ε ＞０,结合(７)和(８)∂d

∂L ＜０,∂n
∂L ＞０,我们的分析是:(a)需求弹性随人口

规模增加而增加,即消费者对价格变得更敏感,在选择最优质量产品时,会受到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但
增加的幅度小于人口增长率.(b)L↑ →d↓,n↑ ,即人口规模扩大,厂商数量增加,每个厂商面临的

市场变得更窄②,同时,消费者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增加,但根据式(７),发现增加的产品种类(企业数

量)会被ε的增加抵消掉一部分;(c)L↑ →ε↑ →p↓,Q↑ ,即人口规模扩大使得需求弹性变得更敏

感,产品价格下降.ε越大,p 越接近c,表示厂商得到超过边际成本的部分越少,越不利于厂商进行产

品质量提升,因为没有多余的资金来实现新一代产品质量提升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当价格下降时,厂商

通过供给数量的增加保持原有的收益.综上,我们得出:
结论１:在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尽管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更多,但变得更敏感的需求弹性拉低了

产品价格,使厂商没有过多的超过边际成本的部分用于提升新一代的产品质量.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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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篇幅省略了价格弹性的推导过程.
兰彻斯特(１９７９)市场宽度的概念,它是指单个产品被消费者购买的区间,例如,市场宽度的两个极点０和１分别对应的是完全竞

争市场和垄断市场.市场宽度与人口的密度有关,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对单个产品的购买力,但是会减少每个产品的市场宽度,每个厂
商之间需要一个更窄的间隔来获得跟之前相等的收益.结果零利润时,每种产品的市场宽度收缩.



继续由式(９)得出:∂ε
∂z

z
ε ＝(１－

γ
β

){２ε[μz(ε－１)
cε

]
γ

(２μzL
αε

)
－β

＋
γ

β(ε－１)＋１}
－１

(１１)

尽管式(１１)显示１＞
∂ε
∂z

z
ε ＞０,即总收入的增加同样会使得需求弹性变得敏感,但是观察个体收入

效应,式(１１)的－
γ
β

．．．{ } －１ 部分显示了,在总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个体收入的增加会降低ε,结合式(６)

意味着个体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产品价格.综上,我们得出:
结论２:在总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个体收入越高,越会降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消费选择中会更

倾向于选择最优质量产品.
(四)开放条件下的分析

开放经济中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假设外国与本国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一致的进入成本.两个国

家具有各自的李嘉图式比较优势,用成本表示:

cH
k ＜cH

k＋１ ,cF
k ＞cF

k＋１

以上,上标 H 表示本国,上标F表示外国,k表示产品种类.
同质产品的运输无贸易成本,但差异化产品的运输存在“冰山”贸易成本,并且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

相等:tHF
kω ＝tHF

kω ＝t≥１,对于所有的ω∈Ωk,k＝１,２．．．.均衡时,每个国家专注于生产边际成本更低的

产品.因此,跟封闭经济相似,均衡时本国相对外国厂商的需求弹性:

εHF ＝１＋
１
２β

[ ckτεHF

zH (εHF －１)]
γ

(２zHLH

αεHF
)
β

＋
１－γ
２β

.

那么,L和z对均衡时候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影响分别是:

∂εHF

∂LH

LH

εHF
＝{２εHF [z

(τεHF －１)
cτεHF

]
γ

(２zHLH

αεHF
)
β

＋
γ

β(εHF －１)＋１}
－１

(１２)

∂εHF

∂zH

zH

εHF
＝(１－

γ
β

){２εHF [zH (εHF －１)
cτεHF

]
γ

(２zHLH

αεHF
)
－β

＋
γ

β(εHF －１)＋１}
－１

(１３)

式(１２)和(１３)反映了当本国人口规模扩大和总收入增加时,本国相对外国的需求价格弹性都会变

得更敏感,但只有个体收入增加时,这个效应才是负的,因此,得出:
结论３:在本国和外国的产品生产技术相同的条件下,增加个体收入,会使需求弹性变得不敏感,倾

向于选择本国生产的产品,即使本国产品价格更高.
该结论表明当我国个体收入增加时,我国乳企努力的方向是至少应该保证在生产技术上与国外保

持相当的水平,因为需求弹性不是那么敏感,加上进口需要克服的运输成本部分,实际上,国内乳企在面

临国际竞争中,在开发新一代更高质量产品中拥有一定的成本空间.特别是,像乳制品更倾向于在本地

被消费掉的产品,保质和保鲜性特征使得本国产品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成为本国消费者的最优质量

产品.

四、进一步利用数据的论证

(一)封闭经济条件

充分利用乳制品特有的产品特征,选取液体乳零售价格和消费量,分析我国乳制品的需求弹性.液

体乳是乳制品中保质和保鲜性时间要求最短的产品,一定程度上,更短的时间要求决定了生产的本地性

与难以分割性,产品也更倾向于在本地被消费掉,俨然一个封闭经济.
前已论及,需求弹性受到价格和收入影响,需求函数写成:Q＝f(P,I,Ω).
继续分解为:

ΔQ＝ΔPΔf
ΔP ＋ΔIΔf

ΔI＋Ω′＝ΔP∂f
∂P ＋ΔI∂f

∂I＋Ω′ (１４)

式(１３)将消费量的变化分解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进而,计量模型是: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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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Qt)＝αLog(Pt)＋βLog(It)＋e.
时间序列的计量结果为:

Log(Q)＝－６．１９Log(P)＋３．１９Log(I)＋３．８９
　　　　　(－５．５５)　　　　(９．７５)　　(２．９８)①

,R２＝０．９４,F＝７１．５８ (１５)

利用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液体乳零售价格、液体乳消费量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验证,表３中

Q、P和I是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历年变化趋势,弹性是未剔除收入效应的需求价格弹性.式(１５)显示我

国液体乳消费中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显著,其中,收入效应会抵消掉一部分替代效应带来的负影响,
另外Log(P)的弹性系数大于Log(I)的,意味着乳制品是正常品.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液体乳各变量数据

年 Qt Pt It 弹性 企业数增长率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１ １９３．５０ ９９．９ １０９．２３ －４８２．７１ ６．３７

２００２ ２８８．７０ ９９．３ １２２．６６ －５４．５８ １５．２１

２００３ ４７３．９０ ９９ １３４．９１ －１２８．９７ ２１．４３

２００４ ６５５．８５ ９９．４ １５０．０３ ６８．９４ １３．３７

２００５ ７９２．５２ １００．２９ １６７．０９ １９．４３ ８．４９

２００６ ８３９．８４ １０１．２９ １８７．２５ ５．７１ ３．９１

２００７ ９７２．３６ １０４．２３ ２１９．５２ ４．８３ １．６７

２００８ ８６６．８３ １２２．３７ ２５１．２９ －０．８２ ３．７０

２００９ ９５８．５４ １２４．０８ ２７３．４８ ６．９４ ７．９４

２０１０ ９８０．４９ １２７．６８ ３０４．２９ ０．７９ １．８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２４．３９ １３４．０６ ３４７．２９ ０．９０ －２２．５０

　　注:企业数来自«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中按２００２年«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编码１４４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行业的企业数,城镇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液体乳零售价格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液体乳消费量来自历年«世界乳品形势»统计数据.

　　表３的数据可以把我国以液体乳为代表的乳制品行业发展划分为３个阶段:(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低

价格和高销量阶段.液体乳价格下降的这４年也是企业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４年,同时,负的且较大值

的需求弹性,意味着此阶段的消费更偏向于选择产品的价格而不是质量,也反映了此阶段是不利于乳企

进行产品质量改善的.(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价格和销量齐步向前阶段.尽管价格的上涨减缓了消费和企

业增加的数量,但仍旧保持上升的趋势,证明乳品正逐渐成为大众普及的商品.此阶段的需求弹性快速

下降,消费者对乳品的消费中价格不如过去敏感,有转向注重质量的意识.(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需求弹性

缺乏阶段.收入和销量持续上升,需求弹性小于１,表示消费者在液体乳的消费中几乎不受价格影响,
倾向于最优质量产品.企业数的增幅继续下降,摆脱了过去激烈竞争的状态,直至２０１１年的负增长,这
与国家质检总局在２０１０年发布的«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和«企业生产乳制品许

可条件审查细则»有关,细则要求乳品企业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必须重新申请生产许可,而到

２０１１年３月份没有领到许可证的企业将被责令退出市场,国家政策对乳品质量的控制也反映了规范的

竞争为质量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开放条件

这部分简化为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我国乳制品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分析,该期间反映了我国人均收入

增加的乳品的消费与选择②.图２已揭示２００８年后的乳制品进口的超常规增加反映了我国消费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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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里是t值,绝对值大于１．９６表示回归结果在９５％的水平上是显著的.
按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以图表集法衡量(熨平价格和汇率波动)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计算我国 ２０１０年收入比 ２０００年增长了

３５５９％.



以进口替代方式寻求更高品质的乳品.进一步从进口国别来看,图３中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２年进口的前５位

都是全球著名乳制品高产高质量的国家,体现了我国消费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增加使得他们倾

向于选择象征着质量更高的国外乳制品.
综合封闭和开放条件下的论证,我们发现的重要信息是,我国消费者收入的提升所带来的需求弹性

变得不敏感,为国内乳企进入产品质量升级阶段提供了良好的需求环境.但是,开放条件下的消费者选

择,也反映了国内乳制品生产质量与国外先进生产商存在的明显差距.

五、典型案例:光明乳业并购折射出的乳业发展路径

以上,从理论模型到论证始终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得出结论:我国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为乳企既

提出了高质量要求也提供了产品质量升级的条件,意味着当前国内乳企可以采用凭借高销售价格为消

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经营模式,而不是以低价格去赢得市场.因此,下面以乳企(生产)为中心,探讨

该背景下的企业行为.
文章以国内乳业首个成功海外并购案———光明乳业并购新西兰信联乳业为例,研究国内乳企与国

外生产商存在技术差距的背景下,我国乳企凭借海外并购主动寻求海外优质资源弥补国内供给上的不

足,成为其提高生产质量的选择.
(一)事件描述

光明乳业并购可以从两个时间点上来看,首先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认购了新西兰信联乳业５１％的股

权,后续起到举足轻重的事件是光明乳业旗下的信联乳业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７月在新西兰上市.从经济成

长阶段论来看,光明乳业并购意图与发展战略明显地带有一些非线性特征,实质上,海外并购并不是我

国乳企拥有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海默提到的垄断优势,而是以此弥补国内乳制品生产中存在的不成

熟,满足当前愈加重视乳制品质量的消费需求.具体而言,光明乳业通过并购一边提升乳品质量一边满

足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归纳为三点:其一是获取生产优势———新西兰稳定的优质奶源与信联乳业

先进的技术和质量标准等方面经验.其二凭借并购提升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规模.在国内市场上,以
高端进口婴幼儿奶粉身份新进入利润丰厚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２０１１年正式建立了培儿贝瑞品牌;海
外市场面向新西兰乃至全球范围,并购后迅速投建二号工厂定位于高端原料和高端成品的供应基地.
其三,获得了更广阔的海外资本融资平台,为持续发展获取了有利支持.下面以光明乳业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进一步论证这种发展模式与可行性.

(二)光明乳业乳品质量提升的证据

利用理论模型对产品质量提升的刻画———需求弹性的不敏感或给定价格条件下更高的市场份额,
在此,结合财务数据我们将产品质量归于两方面:第一,称之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结果,企业行为体现在

商品生产与劳务提供成本的增加,即会计上的营业成本,因为更高质量的产品需要更为复杂的组成部

分,那么生产成本就会随着新一代产品的出现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表现在产品销售规模的增加,即产

品质量是大部分消费者选择的结果,以选择单位质量价格最低的产品为标准,这就成为了观察营业成本

上升的一个限制条件———既定成本下的销售规模增加.第二,是生产与技术方面,产品质量的提升需要

R&D投入,将从利润获取和资产结构变化来判断.
表４显示营业收入逐年增加条件下,占有较大比重的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也逐年上升,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并购活动及其之后有更高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营业成本增加反馈着为乳品质量提升付出了更

多的成本,以及销售费用的增加表示为扩大市场份额付出的费用.图４反映的是光明乳品销售收入的

地理分布,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并购后,无论是总销售收入还是国内销售收入都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且

２０１０开始海外市场销售从无到有,且扩张速度很快.
表４中成本上升的同时,营业利润和单位成本营业收入也在逐年增加,２０１２年的营业利润是２００７

年的９．０２倍,这部分的增加意味着光明乳业能够有足够的超出边际成本的部分用作乳品质量的提升.
９５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表４　收益的同比与趋势分析报表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营业收入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６８ １．４４ １．１７ ０．９７ ０．９０ １
营业成本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６２ ０．６７ ０．６８ １．６０ １．４０ １．１２ ０．８９ ０．８８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４ ２．２３ １．５０ ０．９３ ０．７４ １
销售费用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２９ １．６０ １．３６ １．１４ １．０３ ０．９７ １
管理费用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５７ １．２６ １．００ ０．９８ １．６４ １
财务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７１ ３．４４ １．９５ １．３４ １．２０ １
营业利润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０ ９．０２ ５．０８ ５．３０ ３．８６ －１２．３８ １
利润总额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５３ ０．８８ ０．８８ ０．６９ －１．１７ １
净利润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６７ １．３５ １．１３ ０．６４ －１．３３ １
单位成本营业收入 １．５４ １．４９ １．５２ １．６１ １．４９ １．４７

　　注:表格的左边是同比分析;右边是趋势分析.数据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光明乳业年报数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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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市场地理分布(单位:元)

　　从生产视角来看,产品质量的提升与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投入不无关系.表５的趋势分析,显
示２００８年奶粉事件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在２００９年都有一定的缩水,光明并购案(２０１０年)后,固定

资产开始增加,作为转变成未来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增长幅度是２００７年的２．１倍,之后它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固定资产,意味着生产规模会有个持续的扩大.表５中还反映了光明乳业在并购当年获取了较

大比重的商誉资产,该指标与消费者的认可有关,在 Munich等(２０１０)关于行业层面的无形资产和商誉

的调查中,发现在商务活动中商誉与无形资产对消费者的认可有一定的重合部分,调查显示消费品的价

格中有４５９％是分配给了商誉.在无形资产部分,表６显示了光明通过并购在２０１０年获取了非专利

技术和契约型客户关系资产,２０１２年又出现了专利技术.综上,我们认为具有生产不可分割性的乳制

品行业,光明乳业在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占资产较大比重且持续增加前提

下,无形资产和商誉比重适当的提高是该企业在技术和消费者认可双方面提升的证据.
(三)该模式的可行性:一个简化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评价

至此并不能作为本文的结束,进一步对并购的绩效分析是对该模式是否可行的一个全面的评价.
我们以短期和长期绩效评价,分别采用事件分析法和财务指标法.

表５　资产的同比和趋势分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固定资产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０ １．５５ １．４９ １．１９ ０．９３ ０．９３ １
在建工程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７．３６ ３．５０ ２．１０ ０．９６ １．４８ 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６５ １．４８ １．３２ １．２３ １．０９ １
无形资产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６．８７ ７．０４ ３．５６ ２．９９ ２．９１ １
商誉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３．３６ ３．３６ ２．０３ ０．７１ ０．７３ １
资产总计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２４ １．７７ １．４４ ０．９９ ０．９７ １

　　注:资产总计所有细分项目未全部罗列.

０６

隋月红:我国经济非线性成长背景下乳制品质量提升的理论与案例



表６　无形资产的构成 (单位:百万元)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４０．７７ １１８．６４ １２２．０７ １４５．０８ ２８６．９８ ２８０．１０
　———土地使用权 ３７．７５ １１０．６９ １１４．９８ １１６．１３ ２６１．６７ ２６０．６２
　———非专利技术 ３．０２ ２．９３ ２．５５ ４．２７ ３．６９ ２．９０
　———商标权 ５．０１ ４．５３ ４．３６ ５．３４ ４．９１
　———契约型客户关系 ２０．３２ １６．２８ １１．５４
　———专利技术 ０．１３

　　数据来源:同上.

１．短期绩效

通过收集光明并购信联乳业(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前后８个交易周的数据,按照单样本事件研究法

分析市场对并购活动的反应,我们用股票价格计算的超额报酬率(TheAbnormalRateofReturn,AR)
和累计超额报酬率分析.其中,AR是账面报酬率减去正常报酬率,计算公式是AR ＝R′－R ,R′＝
(Pi,j －Pi,j－１)/Pi,j－１ ,R是以 A股大盘的增长率作为正常报酬率.

图５显示并购后的报酬率超过了并购前的,且双样本t检验也证明了并购前后的报酬有显著差异

(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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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

图５　短期绩效分析

表７　双样本t检验

零假设 i．Mean(BeforeＧAfter)＝０ ii．Mean(BeforeＧAfter)＝０ iii．Mean(BeforeＧAfter)＝０
备择假设 Mean(BeforeＧAfter)≠０ Mean(BeforeＧAfter)＜０ Mean(BeforeＧAfter)＞０
检验结果 Pr(T＜t)＝０．０４９５ Pr(T＜t)＝０．０２４７ Pr(T＞t)＝０．９７５３

　　注:Before、After分别表示并购前和后的超额报酬率.

　　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即并购前与并购后的超额报酬率的均值不相等;ii的结果显示并购后的超

额报酬率均值高于并购前,意味着光明并购在短期上有显著绩效.

２．长期绩效

借鉴陈健等(２００５)、阎大颖(２００９)和杜阳群等(２０１０)评价并购的长期绩效的财务指标,我们采用的

指标见表８.
表８　长期绩效评价指标

获利能力

总资产报酬率(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利润率(GPM)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净利率(RMOR)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现金流回报

总资产现金流比率(OCFTA) 经营现金净流量/总资产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OCFNI) 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销售现金比率(OCFS) 经营现金净流量/销售额

托宾 Q值 (期末流通市值＋非流通股资产净值＋长期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期末总资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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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杜阳群等(２０１０)修正的托宾 Q值计算公式.



　　(１)获利能力

表９显示光明乳业总资产报酬率在２００８年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购年２０１０年实现了一个跳

跃性上升,之后几乎保持一个稳定水平.将ROA分解成销售息税前利润率与总资产周转率的乘积,显
示光明在并购后走的是以销售利润率提高推动资产报酬率的提高,伴随的降低的总资产周转率与市场

份额扩大有关(见后).在主营业务利润率和营业净利润率方面,图６显示它们基本在并购后有小幅度

的上升.
表９　ROA及分解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总资产收益率 ５．２３％ －６．９８％ ３．００％ ３．８５％ ３．５６％ ３．７３％
销售息税前利润率 ２．４５％ －３．６４％ １．６２％ ２．３８％ ２．３０％ ２．４３％
总资产周转率 ２０４．１７％ １７９．５０％ １９４．６７％ １８９．５９％ １７６．６３％ １６４．８４％

　　数据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光明乳业年报数据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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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GPM和RMOR

　　(２)现金流回报

图７中三个现金流回报趋势几乎保持一致,整体是一个上升趋势,值越大表示现金流回报越大,即
并购带来了更多的现金回报.不过２００８年和并购后一年都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在此,以盈余现金保

障倍数为例进行分析,该指标在２００８年时小于０,因为当年净利润为负,分解来看是营业收入与投资收

益的减少,以及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所致①.２０１１年该指标的下降又是由于净利润稳步上升和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所致,从数值上来看,盈余现金保障倍数０．３３,它大于０小于１,本
期净利润为正,说明本期净利润存在尚未实现的现金收入,本期应收账款的增加正是尚未实现的现金收

入.根据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如图８),它在２０１１年上升说明了本期

应收账款的增加是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导致赊销增加(参见娄兆麟,２００８),也说明了光明乳业并购

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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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各项现金流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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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减少系上年出售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的影响所致,销售费用的增加系上年出售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
公司的影响及本年营销费用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存货报废损失,详见２００８年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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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指标

　　(３)托宾 Q值

托宾 Q值越大表明绩效越好,图９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托宾 Q 值基本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综

上,我们认为光明乳业并购具有一定的长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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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托宾Q值

六、结论与思考

文章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为标尺,将我国经济视为一种非线性成长,这种背

景下我们选取了突显该特征的乳制品行业研究.文章的结论或创新点归纳为:(１)理论上提出利用需求

弹性作为刻画产品质量的手段,得出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经营会出现低价与高产出搭档,不
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当个人收入增加时,需求弹性下降,消费者才更多地偏向选择最优质量产品;开放

条件下,个人收入增加时,国内乳企应该采用高价格加高品质的经营模式,而不是用低价格去赢取市场.
(２)尝试新的写作形式,在理论模型和案例相互关系的处理上,或许我们的研究放弃了传统的、固有的写

作形式,它们之间更像一种递进关系,不是严格的验证关系.衔接二者的是国内乳制品行业数据的实

证,它证明了我国居民收入的提升确实降低了乳制品消费中对价格的敏感度,意味着更注重对产品质量

的消费,为我国乳企提高生产质量提供了良好的需求环境.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论证,消费者的选择揭示

的是国内乳企生产与国外先进生产商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由此,引出以企业为中心的案例研究,得出

在乳制品行业非线性发展背景下,乳企的海外并购实现了一边提升乳品质量一边满足快速增长的国内

需求,最后,绩效分析支持了该模式.
综上,研究的政策寓意有三个:其一,我国作为市场规模大国,面对经济总收入增加之时,应该更关

注收入的分配,因为只有居民收入的增加才有助于乳制品质量的提升,才能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一

个良好的需求环境;其二,在居民收入提升的条件下,无论是面向国内还是国外竞争,企业应该采用的是

高价格＋高品质模式,而不是过去的低价格＋高产出模式;其三,开放条件下,对于乳制品企业,企业“走
出去”方式是一种当下适宜的选择,因为乳制品生产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利用国际商品贸易的方式,更
多地是对国内乳品的替代,而难以从生产分工上,去弥补国内企业生产或质量控制技术的不足.最后,
发现企业“走出去”的深层含义仍旧是促进国内经济成长,这种方式或许是弥补国内未完成的“成熟阶

段”来满足已经到来的“大众消费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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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为何难以满足?∗

———来自南京的实证调查

刘　华　李璞君

摘　要:当前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高质量农产

品的需求十分迫切,但事实研究表明高质量农产品市场存在“叫好不叫座”情况,高质量农产品

的市场需求难以满足.以有机农产品为例,利用南京城市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旨在发现购

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内在联系,揭示造成二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７０％以上的消

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有购买意愿,但是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支付能力、消
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意愿支付溢价、对其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

以及周围环境等因素显著地影响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对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健

康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现实选择;差异性;Logistic回归

一、引言

当前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十分迫

切,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高质量农产品市场并不景气,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亦没有真正转

化为实际购买力,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并未能得到真正满足.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消费者的购

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为何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在市场研究中都是

通过了解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反映出消费者的需求,根据上述需求的测定可以向生产商和营销商提

供相关的数据,为其开展相关的生产和营销决策提供参考,进而减少因不了解市场需求造成的市场风

险.然而消费者购买意愿数据能否反映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其数据的真实性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

疑,在高质量农产品市场出现“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其实也折射出消费者在假设情景下对产品的购买意

愿与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下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目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数据仍然被广泛采用,为了提

高这类数据的可利用性,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并了解造成

该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旨在发现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内在联系,揭示造成二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

素,以期为生产者和营销商更清楚地认识有机农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提供可供参

考的依据,对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及政府对有机农产品的政策导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采用的主要研究方

法有两种.其一是利用实验室或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下获得反映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数据,借
助一些计量模型从统计上得出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估计.Hensher和Bradley(１９９３)关于人们对交通工

具选择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之间具有互补性;Kumar和 Krishna(２００６)先使用反

映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数据对消费者决策行为建模,然后用反映其现实选择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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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之间的相关性.Loomis(１９９３)通过考察消费者对具有不同特征和

不同价格的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获得消费者对不同旅游产品的偏好,然后采用旅行成本法(travelcost
method)来评价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现实选择,但是文中没有考虑哪些因素会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与现实选择不一致.在研究差异性的文献中,钟甫宁、易小兰(２０１０)针对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

与购买行为进行了分析,宣亚南、崔晓春(２００４)在研究中发现,消费者为迎合绿色消费趋势,口头上表示

愿意购买生态标识食品,在现实中却不愿为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的环境付费.
有研究表明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知会提高支付意愿,但未必影响实际的购买行为,而对私人产品属

性的认知则直接影响了实际的购买行为(戴迎春、朱彬、应瑞瑶,２００６).通常高质量农产品既具有公共

产品的属性也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既对人体健康有益同时生产过程又有益于环境,所以很容易得到人

们在认知上的认可,但是并不必然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导致购买意愿和现实选择上的差异.目前

国内鲜有文献将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结合起来分析,对二者差异的影响因素

缺乏深入的剖析.本文以有机农产品为例,利用南京城区居民的调查问卷数据,试图分析消费者对高质

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更好地解答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难以满

足的难题,以便为生产商和营销商更准确地预测市场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假说、模型选择与变量设计

(一)研究假说

由于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还不高,人们用于高质量农产品消费支出的增加能力十分有限,大多数消

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仍然以价格低廉作为优先选择的标准(严文杰等,２００７),而高质量农产品相对于常规

农产品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必将导致价格偏高.高质量农产品的价格一般比同类普通农产品的

价格高２~６倍(康明丽等,２００３),因此,在价差较大的情况下,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难以接受,甚至将

高质量农产品归为奢侈品(罗少郁,２００７).消费者在做出实际购买决策时,相比于其在回答对安全的农

产品消费偏好问题时,更倾向于考虑预算,产品的价格因素对消费者做出实际购买决策的影响也会比购

买前高(Azevedo等,２００３).虽然有消费动机,但是由于收入的约束使得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进而造成

购买意愿和现实选择的不一致.
在发达国家,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信任程度很高,如Boccaletti和 Nardella(２０００)对意大利高质

量蔬菜和水果支付意愿进行的定量研究中证明了这一点;Loureiro(２０１１)对消费者在高质量苹果、常规

苹果以及使用可持续性生产方式生产的苹果之间选择行为的研究表明,高质量苹果是消费者的最理想

选择.在方平、周保吉(２０１１)等人在南宁市的研究中发现,南宁市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农产品支付比普

通农产品更高的价格,但是这个支付意愿价格为普通农产品的１１６倍左右,这一支付意愿低于高质量

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在国内,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危机席卷中国市场的背景下,使得购买意愿在信任危机

的威胁下往往不能转化成现实消费,从而造成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不一致.
在孙香玉、戴迎春(２００５)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的消费者习惯权衡某一价格下是否愿意购买而不

说出支付意愿,人们还根据别人的支付意愿来调整自己的支付意愿.消费者会为了迎合消费趋势,而选

择公众舆论所提倡的绿色消费产品(宣亚南、崔春晓,２００４).与此同时,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个人特征和家庭人口模型、家中是否有１８岁以下的孩子和家中是否有６０岁以上的老人等家庭特

征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而且还会影响他们对有机农产品的现实选择(Loureiro
等,２００３;周应恒等,２００８).

根据实际情况和已有文献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１: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愿意支付的溢价越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越

大;相反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溢价越高,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越趋向一致.
研究假说２: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信任程度越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越显著.
研究假说３:周围环境的变化(如社会舆论)及邻居亲朋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购买行为,会影响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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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购买行为;如果周围环境和邻居亲朋倾向于购买有机农产品,则将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

择的差异性,使其更趋向于一致.
研究假说４: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了解程度越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越显著;

反之,对高质量农产品了解程度越高,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越趋于一致.
研究假说５: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越高,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越一

致,反之,差异越显著.
研究假说６: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结构等)会对消费

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可能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

异性会越明显;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越趋向一致性.
(二)模型选择及变量设计

本研究以高质量农产品中质量要求最高的有机农产品为例,通过南京市消费者关于有机农产品的

认知、购买意愿和消费行为的调查与分析,首先考察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是否存在差异,在此

基础上运用相关性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造成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开展定量

分析,实证性地检验和识别这些因素对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的影响.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异性,因变量为“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与否”,结果有“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为二元选择变量.设定“一致”
时取１,“不一致”时取０.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形式为:

pi＝F(α＋
n

j＝１
βjXji)＝

１

１＋exp(－α＋
n

j＝１
βjXji)

(１)

根据(１)式整理得:

ln( pi

(１－pi)
)＝α＋

n

j＝１
βjXji (２)

其中,pi表示第i个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概率,xj表示第j个影响

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自变量,α为常数项,βj 为回归系数,公式(２)的左

边等式表示第i个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机会比的对数.
根据上述研究假说,本文将影响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因素设为１３个解释

变量.其中通过对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价格调查发现,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是普通农产品价格的３~５
倍,问卷中设定了消费者愿意为有机农产品支付的价格相对于普通农产品价格的倍数.消费者认定在

其支付能力范围内,表示愿意支付高于普通蔬菜的溢价越高,说明在现实选择中越能够实现有机农产品

的购买.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这一变量,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来识别,分别是:“您是否信

任市场上的有机农产品?”“您认为现在市场上的有机农产品品质怎样?”“您是否相信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过程是严格按照其标准来生产的?”其答案选项包括“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相信”“比较信任”“非常

信任”等５项.按照李克特量表法,为这些选项分别赋值１~５,分值越高表明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

任程度越高.文中用问卷中“您周围选择购买有机蔬菜的亲戚朋友有多少?”来刻画消费者的周围环境,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包括“几乎没有”“很少”“一般”“比较多”“非常多”等５项,按照李克特量表法,
将这些选项赋值１~５,分值越高意味着消费者的周围环境越有利于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消费者对有机

农产品和有机认证的了解程度这一解释变量,问卷设置了３个最基本的关于有机农产品和有机认证的

问题来进行考察,消费者回答正确的题目数量越多,其对有机农产品越了解.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家人

健康关注程度这两个变量,问卷设计了“您平时是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答案为:“不关注”“不太关注”
“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５项,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将上述选项赋值１~５,分值越高意味着消费者

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越高.为了解消费者的健康意识,问卷设计了“您对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关注

如何”这一问题,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将答案“不关注”“不太关注”“一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５选项

赋值１~５,分值越高,表明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越高,对家人更加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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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有机农产品,主要考虑到有机农产品是高质量农产品中质量要求较高的,其购买意愿与现

实选择之间的差异较为突出,能更好地反映本文要研究的主题;调查地点选择在南京市城区,南京作为

江苏省的省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规模较大,作为二线城市,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意义.与此

同时,南京的有机市场相对较为活跃,有机农产品的专卖店几乎覆盖南京各大城区,本文调查的消费者

无一例外都听说过有机农产品.本文选取南京市１０个具有有机农产品专卖店的大型农贸市场,涵盖白

下区、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下关区、江宁区、秦淮区这六个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这些农贸市场人流

量大,并且消费人群具有多样性,因此样本的代表性更强.由于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消费者对有

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情况,因此,目标群体必须为家庭主要购买者,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２２０份,剔除不符合目标人群要求的问卷及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１９８份.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被访者女性多于男性,年龄在３１~４０岁居多,受教育程度大多在

大专以上,家庭月收入一般在６０００~１６０００元范围内,职业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和专业技

术人员为主,被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规模平均为３．７人.总体而言,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收入、家庭人口

规模等基本符合当前南京市区的特征,但是相对而言,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偏低和受教育程度偏高.可

能的主要原因是,本次调查集中在南京市区,以随机填写为主,晚间人流高峰期在大型农贸市场门口随

机抽样,一般上班族较多.所以被访者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所占比例很高.
在１９８个受访者中,有１３２个消费者在购买蔬菜时,以有机标识作为购买蔬菜的首要依据并且表示

出明显的意愿,表示愿意购买有机蔬菜.也就是说,这些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有购买意愿,其所占的比

例为７６８％.然而在这些表示有明显购买意愿的人中,有８个是从未购买过的消费者.在剩下的１２４
人中,有５２个消费者日常购买的有机蔬菜达到了其所购买的蔬菜总量的５０％及以上,占对有机农产品

有购买意愿样本的３９４％.以上结果表明,当前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消费者所

占比例较低,大多数南京市区居民对有机农产品在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方面存在差异性.
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愿意为有机农产品支付的平均价格是普通农产品价格的１８２倍.市场调查

显示,有机农产品的价格一般是普通农产品的３~５倍,在冬季可能有所下降,但依旧与人们的心理预期

相差甚远.意愿支付溢价与现实价格存在差距,将会导致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异.在考察消费者

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时,设定１~５表示程度由低到高,均值为３３９,在“一般关注”以上;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均值分别为４２６和４６８,普遍表现出对食品安全问题

和家人健康的极大关注.
从表１可以看出: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在４１~５０岁的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存在差异的样

本所占比例最高;而年龄在２１~３０岁的消费者对应的这一比例最低.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及以上

消费者中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不一致的样本所占比例最高.从家庭人口规模来看,家庭人口规模为５
人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样本所占比例最高,家庭人口规模为３人和４人的表现出购买意愿与

现实选择一致和不一致的样本平分秋色的情况.家中没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的比家中有６０岁以上老人的

家庭,表现出更明显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不一致性.而家中有１８岁以下孩子的样本,表现出不一

致性的比例较高.从家庭月收入情况来看,一般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元和６０００~９０００元,呈现高比例的购买

意愿与现实选择的不一致性;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呈现一致性

占比上升的趋势,与研究假说６相符.

四、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各个影响因素对差异性的影响.本文通过计算解释

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上述各影响因素是否与购买意愿和现实选择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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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关.从表２中的结果来看,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溢价和消费者对有

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这４个变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呈

正相关关系.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了解程度和消费者周围的环境影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与消费

者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呈正相关关系.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规模、是否

有１８岁以下的孩子和６０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对食品安全和家人的关注程度,与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

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相关程度较小.
表１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的统计描述结果

特征
有购买意愿的样本

购买意愿与现实
选择不一致的样本

购买意愿与现实
选择一致的样本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年龄

学历

家庭

人口

规模

收入

职业

有１８岁

以下孩子

有６０岁

以上老人

男 ５４ ４０．９ ３０ ５５．６ ２４ ４４．４
女 ７８ ５９．１ ５０ ６４．１ ２８ ３５．９
２１~３０岁 ３４ ２５．８ １８ ５２．９ １６ ４７．１
３１~４０岁 ７２ ５４．５ ４６ ６３．９ ２６ ３６．１
４１~５０岁 ２２ １６．７ １６ ７２．７ ６ ２７．３
５１~６０岁 ２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１００．０
６０岁以上 ２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１０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２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１００．０
高中或中专 ８ ６．１ ４ ５０．０ ４ ５０．０
大专 ５０ ３７．９ ２８ ５６．０ ２２ ４４．０
大学本科 ６６ ５０．０ ４４ ６６．７ ２２ ３３．３
硕士及以上 ６ ４．５ ４ ６６．７ ２ ３３．３
１人 ０ ４．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人 ５６ ４２．４ ２ ３３．３ ４ ６６．７
３人 １６ １２．１ ２８ ５０．０ ２８ ５０．０
４人 ５０ ３７．９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５人 ２ １．５ ４０ ８０．０ １０ ２０．０
６人 ２ １．５ ０ ０ ２ １００．０
７人 ０ ０．０ ２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１４ １０．６ １０ ７１．４ ４ ２８．６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元 １８ １３．６ １０ ５５．６ ８ ４４．４
６００１~９０００元 １８ １３．６ １４ ７７．８ ４ ２２．２
９００１~１２０００元 ３２ ２４．２ ２０ ６２．５ １２ ３７．５
１２００１~１６０００元 ２８ ２１．２ １４ ５０．０ １４ ５０．０
１６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元 ６ ４．５ ４ ６６．７ ２ ３３．３
２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６ １２．１ ８ ５０．０ ８ ５０．０
机关企事业 ４０ ３０．３ ２４ ６０．０ １６ ４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２ ３１．８ ２８ ６６．７ １４ ３３．３
商业服务业 ２６ １９．７ １０ ３８．５ １６ ６１．５
生产运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专职家庭主妇 ２ １．５ ０ ０．０ ２ １００．０
学生 ２ １．５ ２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其他 ２０ １５．２ １６ ８０．０ ４ ２０．０
没有 ２８ ２１．２ １４ ５０．０ １４ ５０．０
有 １０４ ７８．８ ６６ ６３．５ ３８ ３６．５
没有 ２０ １５．２ １４ ７０．０ ６ ３０．０
有 １１２ ８４．８ ６６ ５８．９ ４６ ４１．１

样本量 １３２ ８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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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解释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家庭月
收入

家庭人
口规模

有１８岁
以下孩子

有６０岁
以上老人

意愿支
付倍数

了解
程度

信任
程度

食品安
全关注

家人健
康关注

周围
环境

相关系数 ０．１２ －０．０１－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关系在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影响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上述相关性分析只是检验了单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及其作用方

向,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影响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

实选择一致性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３为模型回

归结果,可以看到消费者意愿支付溢价、对有机农产品的了解程度、周围环境的影响都在５％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对农产品的信任程度、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

表３　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显著性水平

消费者意愿支付溢价 １．０４１ ０．０２３
对有机农产品的了解程度 ０．６３８ ０．０３９
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４
食品安全意识 －１．５８５ ０．０００
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 ０．０６９ ０．４００
周围环境影响 ０．７１１ ０．０３０

个人社会经济特征

性别 ０．１５７ ０．７２３
年龄 ０．１９７ ０．４７９
受教育程度 －１．００６ ０．００３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９６ ０．６５０
家庭月收入 ０．３２３ ０．０１０
是否有１８岁以下孩子 －０．００６ ０．９９０
是否有６０岁以上老人 －０．４３５ ０．４７８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支付意愿溢价水平显著地正向影响其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

一致性,这一变量在回归模型中通过了５％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市场调查发现,与普通农产品相

比,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普遍较高,但不同季节有机农产品的供应价格更为稳定.消费者愿意为有机

农产品支付的溢价越高,那么从购买意愿到完成支付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就

越容易一致,研究假说１得到验证.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地影响其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

选择的一致性,研究假说２得到验证.回归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程度每提高一个单

位,对有机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发生比将增加１４２０倍.周应恒等(２００４)对南京市超

市消费者的调查也表明,食品安全的信息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态度而影响其对安全食品的购买意愿,改善

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信任状况,可以促进对食品安全潜在需求的转化,显著提高我国消费者对

安全食品的购买意愿.
消费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一变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其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

实选择的一致性.当消费者周围有许多朋友购买有机农产品,周围有有机农产品专卖店,他们将更有可

能实现购买行为,研究假说３得到验证.模型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消费者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每提高

一个单位,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发生比将增加１０３５倍.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其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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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了解程度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研究假说４得

到验证.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了解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

致的发生比将增加８９３％.马骥、秦富(２００９)对北京市城镇消费者的研究表明,对安全认证农产品具

有较高认知能力的消费者购买过有机农产品的比例达到６５％,且随着对安全认证农产品认知能力的下

降,购买过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也逐步下降.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以及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越高,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越一致,反之,差异性越

显著.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其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

现实选择的一致性.但对家人健康的关注程度却对一致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被
访者普遍对家人健康关注程度较高,没有明显的差异,消费者都关心家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一变量无

法识别消费者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差异性的影响.研究假说５得到基本验证.
在消费者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都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有机农产品购买

意愿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并

不是增加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比例而是差异性越来越显著.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严

重,高级知识分子因更谨慎而不相信市面上有机产品的品质,本次调查是在南京城区进行,选择大型农

贸市场人流高峰期抽样,集中在下班时间的一般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上班族,可能对结果有影响.而收入

的增加可以从表３中明显看出,收入每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

发生将增加３８．１％.研究假说６得到部分验证.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南京市区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有机农产品为例,考察了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

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差异性情况,进而实证分析了影响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

一致性的因素.研究发现,尽管６７％的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有购买意愿,并且具有较为强烈的食品

质量安全意识,但目前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的消费者所占比例较低,大多数消费者

只停留在具有购买意愿而未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行列,验证了本文一开始的设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
费者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个人特征因素;消费者家庭月

收入是正向影响其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家庭特征因素.此外,消费者对高质

量农产品的意愿支付溢价、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了解程度、对其信任程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程度和周围环境对其的影响等因素,也会较显著地影响他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的

一致与否.
根据以上结论,针对解决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问题、如何消除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购买意愿与

现实选择的差异性,得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适度降低高质量农产品价格是

有效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提高购买意愿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重要经济措施.生产高

质量农产品的厂商和营销商应有效地控制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适当地降低销售价格,
这样将有利于迎合消费者的购买价位.其次,由于在高质量农产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之消

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认知和信任程度均较低,一方面应加大对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监管和规制力度,
充分披露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信息,为有意愿购买高质量农产品的消费者降

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增加其实际购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通过宣传和产品促销等方式,加强对

高质量农产品的宣传,提高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认知水平,例如可以通过生产商组织“高质量农产

品生产基地开放日”活动,高质量农产品生产者、运营商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基地网站建设,经
销商提供“免费品尝”等活动,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农产品的知识,增强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

信任.再次,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认知度较低,因而不能实现从意愿到现实选择的转化,应该由政

府部门主导、生产企业辅助出台相关公益培训政策,针对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的消费者,开
展有关高质量农产品产业的生产、质量标准及监管措施的公益培训或知识普及等活动,进一步提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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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整体认识水平.最后,因为目前有机市场比较混乱,所以消费者更多的是担心高质

量农产品的品质,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经济实力实现有机农产品购买的消费群体,由于对高质

量农产品市场缺乏信心,而始终停留在有购买意愿而无实际行动上.面对这样的问题,工商质检等政府

部门应该统一高质量生产标准,谨防假冒伪劣产品混迹市场,重树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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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factorwhichinfluencedthedifferenceoftheirpurchasingwillingnessand
behaviorwhentheyfaceorganicproduce．Familyincomeisthefamilialcharacteristicswhichimpact
thedifference．Inaddition,thereareotherfactorswhichimpactoncustomerspurchasingwillingness
andrealisticchoiceoforganicproducesignificantly,liketheextraprice,thedegreeofunderstand,the
degreeoftrust,whetherconcernonfoodsafetyissuesandpurchasingcondition,etc．Onthisbasis,

wemakesuggestionsaboutthehealthydevelopmentofhighＧqualityagriculturalmarkets．
KeyWords:HighＧqualityAgricultureProducts;PurchaseWillingness;RealisticChoice;Difference;

LogisticRegressionModel
■ 责任编辑　刘芸

３７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２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质 量 研 究
JOURNALOFMACROＧQUALITYRESEARCH

　Vol．２ No．４　
Oct．２０１４



企业质量安全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国际比较∗

李　酣

摘　要:近年来国内外质量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国外此类事件多由纯粹的风险因素所致,
而在中国,主要原因却是企业质量安全责任履行不力.进一步的,企业质量安全责任不履行的

主因在于,促使企业主动履行质量安全责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存在较多的缺陷.从政府激励

措施、惩罚性约束、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等方面来看,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都

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设立质量奖、发挥其引领作用,加大惩罚性赔偿

力度,发挥消费者主体的监督作用这几个方面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当

前失衡的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回复平衡.
关键词:质量安全责任;激励－约束;国际比较

一、引言

“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质量安全事件基本上都是由

企业自身的责任缺失造成的.以２０１２年国内发生的“毒胶囊”事件为例,其内在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可

预见的产品风险,而是胶囊和药品生产企业对于法律和标准的违反,也是对企业质量安全市场主体责任

的违背.企业应该是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这么多质量安全事件的不断产生,如果不是产品本身的内在

风险因素导致的,那么,显然在企业方面发生了问题.企业不履行质量安全的市场主体责任,如果不是

风险因素的原因,那么就在于促使企业履行这种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出现了失衡.Orth和 Krska
(２００１)认为,对于一些企业的产品市场营销策略而言,奖项是一种产品质量好的信号,常被用来做营销

宣传.Wilson和 Worosz(２０１４)则发现,类似“零容忍”这样的惩罚性约束措施,虽然也难以实现绝对安

全,但也是有一定效果.Groth(２０１４)则将消费者组织作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机构.国内学者如

程虹等(２００９),分析了我国质量管理和责任体系中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另外,如齐向

东(１９９７)、王利明(２００３)、李珂等(２００５)、顾言慧等(２００８)这些学者,分别研究了中国质量安全体系

中消费者教育、惩罚性赔偿、质量奖等机制的内容和现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系统地对这些措施和

机制在国内外的差异进行对比,没有分析中国企业面临的质量安全责任激励和约束机制与国外相比

存在哪些缺陷,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补救,而这些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除引言外分为三个

部分:第二部分是从理论上分析“激励－约束”机制失衡和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不履行之间的逻辑

关系;第三部分从中外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外质量安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差异;第四部分是文章

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企业质量安全责任 “激励－约束”机制的机理分析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早已证明,在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让企业履行质量安全的

市场主体责任,必须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制度和机制,否则,单凭市场自由竞争,在高质量的产品上

就会存在供给不足(泰勒尔,１９９７).在机制设计理论当中,“激励－约束相容”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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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主体在一种制度安排之下,使得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周围环境和系统实现价值最大化的

目标相吻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赫维茨,２００９).从而,“激励－约束相

容”是责任机制有效运转,发挥责任机制在质量安全治理中作用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和企业家视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其从事生产经营和赚取

利润的阻碍,然后这些企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逃避法律的规制,或者对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进行

种种的寻租活动,以打开管制的缺口呢? 显然,这些企业经过理性的计算,逃避这些规制耗费的成本要

远小于企业违法生产经营获得的超额利润.这种逃避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
是在当前失衡的质量安全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之下进行的.如果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于质量安

全方面,面对的是平衡而有效的责任“激励－约束”机制,那么,企业选择是否履行质量安全责任时,在成

本和收益的两端都要重新考量这些因素的作用,理性计算的结果可能是积极履行质量安全的市场主体

责任.
从国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的实践经验、国外保障市场机制有序运行的制度和组织机制的特点来看,

对于企业的质量安全责任,从激励机制上,主要是设立质量奖,通过奖金和品牌社会美誉度,以及先进企

业在质量管理上的引领示范,促进企业履行质量安全市场主体责任.从约束机制的角度讲,主要有惩罚

性赔偿、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社会组织监督这几种类型.惩罚性赔偿主要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

经济制约,促使企业将这种可能性内化到其成本－收益分析中,进而做出履行质量安全责任的决策.消

费者教育是通过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发挥其在市场机制中“用脚投票”的能力来反制质量安全产品的提

供者可能的逃避责任行为.消费者组织更多的是发挥对于企业的社会监督作用,在某些国家,也可以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法律援助.所以,下文我们主要从以上几种机制来对比分析国内外在质量安全激

励和约束机制上的差异.

三、中外企业质量安全责任“激励－约束”机制的国际比较

在中国当前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机制中,“激励－约束”不相容体现在不同质量主体上,也体现在不

同质量主体的不同维度上,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一些领域,即使与发展

中国家比较,某些“激励－约束”机制也处于发展滞后、功能缺失的境地.
(一)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激励措施———质量奖

对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企业给予质量奖的称誉和相应物质奖励,始于日本,逐渐被欧盟诸国加以采

纳,并在美国得以完善.质量奖对于企业追求卓越,为市场和消费者生产质量安全的产品,是一个重要

的激励手段(程虹、李丹丹,２００９).
设立质量奖可以有效发挥对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激励作用.从日本、欧盟和美国设置质

量奖的过程、内容和效果上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质量奖颁发历史已久,形成了完整的评估理念和行之

有效的评价体系,引导并激励区域内的企业按照这些质量奖推崇的价值观和目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已
经成为促使企业提供优良产品和服务的富有成效的激励措施.中国虽然在地方政府层面已经对质量奖

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有不少省市设置了奖励金额可观的地方性质量奖;但是,全国层面质量

奖的设立和实施才刚起步,缺乏对企业质量安全责任进行国家层面激励的整体思路和手段,影响还较为

有限.此外,不同层次的质量奖主要由政府设立和评价,对于企业积极履行质量安全责任能否形成广泛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二)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约束机制———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措施通过对消费者造成质量伤害的企业施加超过商品本身标的价格和损害额的罚款方

式,来惩戒生产者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重大过失或者恶意的行为,威慑和防止企业在产品领

域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机制健康运行的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虽然

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太常见,甚至对其理论基础有争议,但这种机制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推行了两百来

年,早已成为这些国家约束企业履行质量安全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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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国和地区推行质量奖情况

国家 质量奖的简况 质量奖的效果

日本

设立于１９５１年的戴明奖是世界三大质

量奖的发轫,也是日本质量管理的最高

奖.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对二战后

日本企业统计质量控制的创新和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的美国质量专家戴明博士.

戴明奖,尤其是戴明应用奖(DemingApplicationPrize)的颁布实施,
对日本企业提高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的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久米

均,２００４).其途径是通过想申报该奖项的企业按照戴明奖的规范来

完善自身的质量管理方法,加之已获奖企业在使用这种质量管理方

法上的有价值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刺激其他企业学习和遵循这种质

量管理体系.

欧盟

欧洲质量奖是欧洲最富声望的组织奖.
自１９９２年由欧洲委员会、欧洲质量组织

和欧洲质 量 基 金 组 织 共 同 发 起 设 立 以

来,每年颁发一次.欧洲质量基金组织

负责该奖的评审和管理.

欧洲质量奖的目标不局限于产品质量,更要求组织(不限于经营性的

企业)不断更新质量经营模式,以组织的卓越性向消费者提供价值创

造.每个申报该质量奖的组织都可以得到第三方专业评审人员对其

组织卓越性的评价和反馈,并得到这些专家的咨询和帮助,以此来推

广该质量奖的理念(王鲜华,１９９９).

美国

波多里奇奖于１９８７年设立,由于是通过

国会立法的形式设立,加之每年由总统

亲自颁奖,所以规格很高.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０多年间,美国共有９５家企业得奖,其中包括

制造业企业３１家,小型商业企业２３家,服务业企业１５家,以及其他

的医疗服务、教育和非营利性组织.除了这些获奖企业之外,波多里

奇质量奖树立的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已经被上百万个美国组织采用.
组织针对这一评价准则进行自我评估和改善,从而实现了竞争力和

绩效的提升(李久鑫等,１９９８).

中国
２０１４年颁发了首届中国质量奖,政府质

量奖体系在地方层面也不断扩展.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国共有２３个省(区、市)、９０个市(地、州)设立了地

方性的政府质量奖(朱立毅,２０１３).

表２　惩罚性赔偿在各国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国家或地区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探索及典型案例

英国
１７６３年 Hucklevs．Money案开创了惩罚性赔偿的历史起源(王利明,２００３);１９６４年 Rookesvs．Barnard
一案中设立了惩罚性赔偿的三条适用的原则,规定在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下才给予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美国

在惩罚性 赔 偿 上,美 国 司 法 实 践 有 三 大 典 型 案 例.首 先 是 影 响 广 泛 的 Liebeckv．McDonald＇s
Restaurants案例;然后是赔偿金额巨大的FordPinto案例,赔偿额度达到１．２亿美元;另外还有影响到

一个产业的集团诉讼(classaction)案例—石棉案.无论是在其应用条件,还是赔偿金额的计算上,惩罚

性赔偿制度在美国的发展都较为完善(王利明,２００３).

欧州大陆
早期,法、德等国在学理上基本上否认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在国内外压力下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合

理性(石睿,２００７).

日本 对惩罚性赔偿仅仅做学理上的探讨(李珂等,２００５),还缺乏实践案例.

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虽然属于大陆法体系,但是作为其市场竞争法律基础和重要内容的«公平交易法»和«消费者保

护法»,都在法则和实施细则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原则.如«公平交易法»第３２条中规定,在

损害额以上的赔偿,最高可以达到损害额的３倍.在«消费者保护法»第５１条中规定,如果对消费者的

损害是企业的故意所导致,惩罚性赔偿最高可达损害额的３倍,如果是企业过失导致,惩罚性赔偿金最

高仅为１倍(杨立新,２０１０).

中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２倍赔偿的额度,而«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可以有高达１０倍的损害赔偿.另

外,在«侵权责任法»中也对惩罚性赔偿做了原则性规定.

　　中国消费者在受到产品质量问题侵害的时候,并没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在司法实践中,中国的

法院在给予生产者惩罚性赔偿方面也常常不能支持消费者的诉求.即使是«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十倍

赔偿”,对于通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可以牟取暴利的经营者来说,约束力度显然也不够.这都表明我国质

量安全法治中对企业承担质量安全市场主体责任的惩罚性约束不足.反观国外,虽然在整个大陆法的体

制中对于质量安全责任的惩罚性赔偿还存在学理上的障碍和实践上的匮乏,但是,至少在英美法系的国家

之中,对于企业主体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都有严格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来约束,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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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约束机制———消费者教育

“激励－约束”相容的质量安全责任约束机制的建立,除了要对生产者从鼓励措施和惩罚性赔偿两

方面进行规制之外,也要充分发挥质量安全产品的需求方———消费者的作用.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

体系中对消费者的素质和能力进行系统的培育,已经成为约束企业履行市场主体责任的非常重要的手

段之一.

表３　中外国民教育体系中消费者教育的比较

国家 国民教育阶段的消费者教育内容

日本

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社会科和家政科的课程内容中,有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教育的内容.小学阶段以所

在区域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为重点.初中阶段开始要求学生思考和理解社会生活中企业的作用及其社会责

任,以及保护消费者的重要性.在高中阶段,让学生理解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与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变化

的关系,以及家庭、企业和政府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周晓虹,１９９９)

美国

美国有超过３０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实行了推广消费者教育的政策,但在这一课程是必修还是选修、以及

相关理念的推行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６个州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对所有学生都进行消费者教育.超过

２/３的州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开始实施这项教育内容的５年前相比,现在消费者教育的相关课题更容易被学

生所接受,而各州对其重视的程度在加深.从消费者教育的内容上看,美国的消费者教育包含了四个方面:
(１)消费者决策制定;(２)经济学相关部分;(３)个人财务;(４)消费者权力和责任.(Ross,１９９６)

菲律宾

菲律宾教育部与该国贸易产业部一起在中学里开展消费者教育项目,意图使得消费者成为更明智、更有辨识

力和更负责任的消费者.这两个部门一起开发了９８种课程范例和１０多个课程单元作为消费者教育的材

料,并在公立和私 立 的 中 学 积 极 加 以 推 广.这 些 课 程 包 括«菲 律 宾 消 费 者 法»(theConsumerActofthe
Philippines),«价格法»(thePriceAct)、«标准法»(theStandardsLaw)以及消费者权利和责任等有关内容.
(Olmos,２００８)

波兰
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波兰消费者委员会和波兰政府的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办公室一起在该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中

推广欧盟委员会的消费者教育项目,并将之推广到超过４００所中小学.(ChristineKnights,２０００)

斯洛伐克
在小学和初中,与消费者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已经通过家政经济学、伦理学和环境研究等课程得到了介绍.其

中,主要的消费者权益的议题包括消费者权利、环境保护以及饮食安全等内容.(ChristineKnights,２０００)

德国 德国的消费者教育贯穿从幼儿园到国民教育,再到成人教育的全过程.
中国 在大学以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基本上没有消费者教育的内容,更不用说消费者教育的专门课程和教学单元.

　　不仅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十分滞后,即使与波兰、斯洛伐克等转型国家,以及与菲律宾等发

展中国家比较,中国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推行消费者教育的发展程度也有一定的差距.在中国,以消费者

协会为中心的消费者教育只是面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虽然中小学“社会课”教学大纲中有关于消费的

基本知识点的设置,但是直接与消费者质量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有关的内容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涉及.
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及其教学内容极度缺乏对消费者质量安全能力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消费

者在维权途径、对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等方面不具备基本的能力,也无法合理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约束机制———消费者保护社会组织

除了消费者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与健全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的要求不相适应以外,在另一方面,中国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上的不健全也限制了消费者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消费

者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也是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的重要一环.
在当前中国,全国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只有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家,其它行业性和区域性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组织发育并不完善.而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数量众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虽然自

１９８７年９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加入了国际消费者联盟(ConsumerInternational),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该协会仍然是中国大陆唯一加入该组织的消费者权益相关组织.反观其他国家,往往不止一家消费者

权益组织成为该联盟的会员,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巴西和印度这样的“金砖”国家中,都有较多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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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际消费者联盟(Consumer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并经作者统计整理.

图１　世界主要国家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的消费者社会组织的数量

　　除了数量的匮乏之外,我们从中美两国主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接受消费者有关质量安全问题

的投诉数量等数据对比来看,作为当前唯一的全国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在质量

安全中的作用也在下降.
首先,从总量上看,自２００５年之后,中国消费者向中国消费者协会反映有关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

数量就呈现下降趋势,已经从２００４年的７２万件以上的高点,下降为２０１１年的３０万件.这几年质量安

全事件频繁爆发,从各种媒体反映的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来看,消费者对这一问题应该

有更强烈的敏感性,进而有更多的负面意见显现,但是数据却呈现相反的趋势.反观美国,成立于１９１２
年的BetterBusinessBureau(以下简称BBB),是一个非官方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有１１６个地区性分支机构.在美国,除了立法之外,BBB承担了维护消费者利

益的主要职责.该组织接受的消费者投诉也从２００２年６０万件的水平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９０余万件,总
体而言,１０余年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另外,从消费者投诉中反映的质量和安全两个方面的问题来看,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的这１０年中,消费

者向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投诉也呈明显的下降态势.

　　数据来源: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和美国BBB官方网站公布的年度全国投诉情况,并经作者

统计整理.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美国BBB受理的消费者投诉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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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公布的年度全国投诉情况,并经作者统计整理.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有关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投诉

　　不管是接受消费者投诉的总量,还是其中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投诉的比重,都可以清楚地显现

出,以中国消费者协会为代表的中国质量安全社会主体在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有效约束机制上发挥的

作用有限.当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如独立性缺乏,职能定位不准,等等(孙颖,

２０１３).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费者的社会组织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和约束企业履行质量安全责任上却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除了以上分析的这些激励和约束措施之外,还有政府通过向企业推行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以及运用

投资及金融杠杆促进企业履行质量安全的社会责任等激励性措施.另外,改变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对于

企业的过多规制,防止政府对于企业履行质量安全市场主体责任的负向激励,也是发挥企业质量安全责

任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从本文所做的国际比较分析来看,无论是质量奖的推广和实效、惩罚性赔偿约束

的力度和执行、消费者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和提升,还是消费者社会组织功能的培育和实现,中国与世界

上很多先进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导致了企业在质量安全市场主体责任的履行上,既缺乏正

向驱动力,也没有相应的惩罚和约束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质量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
要想改变目前中国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机制中普遍存在的“激励－约束不相容”的困境,建立符合责

任本质和适合责任机制发挥作用的新体制,其关键就在于正确设立激励和约束政策措施,让质量安全的

市场主体在责任体系中起到基础作用,发挥其积极性(程虹,２０１０).首先,对于企业,一方面应该通过提

高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加强对于企业主体履行质量安全责任的约束;另一方面,应该完善企业承担质量

安全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如引入美国的卓越绩效评价制度,参考１９８８年实行的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

量奖,发挥国家和区域层面 “质量奖”的示范性激励作用.其次,要充分发挥消费者在质量主体责任机

制中的“用脚投票”选择能力.通过中小学教育、社会宣传等多种途径推进消费者能力和素质教育.在

发挥已有的社会教育模式作用的同时,也要广泛借鉴日本和美国等国在国民教育序列中进行消费者教

育的成熟经验.另外,在国家进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背景下,积极培育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组

织,推动建立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质量安全领域的消费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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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投入对区域食品安全状况的影响研究∗

———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余红伟

摘　要:通过在互联网上广泛搜集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报道,并以问题发生的地点为依据

统计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各省份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数量,与地区宏观经济发展与政府

财政投入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公共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

出和农林水务支出对食品安全的作用显著.其中,地方政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以及农林水事

务各项财政支出每增加１个百分点,食品安全新闻报道数量将分别减少０９０７、１５１８、０３４２
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中存在着执法投入不足、环境保护支出

薄弱、农业生产基础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
关键词:财政投入;食品安全事件;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食品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每年大约有４８００
万名美国人(每６个美国人中就有１人)罹患食源性疾病,约有１２８０００人住院,还有３０００人因此死

亡①;在加拿大,每年大约有２２０万人因食品安全而患病.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

２２０万人因食品或水源的不安全而死亡.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治

理要求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所关注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如转基因食

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现阶段食品安全所侧重的是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而引发的问

题,如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等非法生产经营.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制定与实施强制性的法规来保证食品质量、维护公共安全是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的财政投入是保障这些政策法规具体落实的有效资金支持,会直接影响政府食

品安全问题监管的效果.２０１０年中国财政支出决算数据显示,全国用于食品安全财政投入约占财政总

支出的０３４％②.同年美国政府年决算案中仅“健康研究和食品安全”一项就占到美国财政总预算的

１１０％,保证食品数量与营养安全的“食品和营养援助”项目更是占到２７５％,两项合计约占财政总预

算的３８５％③.美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的财政投入比重是中国政府的１１３倍.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而

言,中国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财政投入还显得十分薄弱.
已有学者对中国政府财政投入对食品安全影响进行了研究.胡虎林(２０１２)以浙江省为例探讨了当

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指出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会进入一个多发期,与我国当前的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常东亮(２０１１)研究了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收入增长与食品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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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间的关系,指出居民的收入增长推动食品生产和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与相对滞后的食品安全

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之间的矛盾,在缺乏有效对冲和缓和机制的情况下,引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彭

亚拉等(２０１２)研究了我国食品安全财政投入现状,比较分析了我国其他民生项目的财政投入,指出我国

食品安全财政总投入严重不足、增长率低,提出我国食品安全年财政投入应占国家财政投入总量的１％
左右.现存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考察政府总体财政投入对食品安全状态的影响,而针对中

国省级区域政府的财政投入对地区食品安全影响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如何用数据

准确地描述省级区域的食品安全状况.一个比较普遍被接受的方法是通过不同省份的消费者发放预先

设计的问卷调查来获得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以此来定量刻画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状态,如王志刚等(２０１２)
从城乡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２１个省市的调研问卷为基础,并利用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法对食品安

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问卷调研数据反映的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观心理预期.另一种更为

客观的数据是地方政府部门在实际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检验检测、执法查处等数据,反映的是实际食

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情况,要比消费者问卷的数据更为客观准确.但是由于中国严格的行政

体制制约,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取这类与他们工作息息相关的部门数据比较困难,更何况要分别获取中国

内陆的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这将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本文将考虑用一种新的描述地区食品安全状态的方法来避免通过政府部门难以获得客观数据的困

境.本文通过搜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互联网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新闻报道,并运用同时段的中国

省级相关财政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系统地考察地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经济市

场化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

二、数据获取及模型构建

(一)食品安全数据的获取

我们选取中国权威的官方媒体对各地区食品安全事故报道的数量作为描述地区食品安全状态的变

量.选取在中国影响最大、信息发布最为权威的若干家综合性门户网站,通常在这类网站上发布的新闻

信息可认定为真实有效的.ChinaZ．com 是中国权威的网站排行发布平台,排名方式包括 Alexa排名、

Google的PR排名、百度权重以及ChinaZ．com 给出的综合统计.通过查询可获得各项排名前十的“门
户网站”,最终选取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３家权威新闻门户网站,腾讯网、新浪网、网易、搜狐等４家

综合性信息门户网站,如表１所示.

表１　ChinaZ．com上新闻网站的排名

排名 综合统计 Alexa排名 PR排名 百度权重

１ 人民网(新闻) 腾讯网(综合) 人民网(新闻) 人民网(新闻)

２ 新华网(新闻) 新浪网(综合) 新华网(新闻) 新华网(新闻)

３ 腾讯网(综合) 搜狐(综合) 腾讯网(综合) 腾讯网(综合)

４ 新浪网(综合) 网易(综合) 新浪网(综合) 新浪网(综合)

５ 网易(综合) 凤凰网(资讯) 网易(综合) 网易(综合)

６ 搜狐(综合) 光明网(新闻) 搜狐(综合) 搜狐(综合)

７ 凤凰网(资讯) 新华网(新闻) 凤凰网(资讯) 凤凰网(资讯)

８ 央视网(新闻) 人民网(新闻) 央视网(新闻) 央视网(新闻)

９ 和讯网(财经) 中华网(综合) 中国网(新闻) 和讯网(财经)

１０ 中国网(新闻) 中国网(新闻) 中国新闻网(新闻) 中国网(新闻)

　　在以上７家综合及新闻类门户网站搜索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对国内各食品安全事故的新闻报道.采

取人工点击逐条筛选记录的方式,在各网站“食品”或“健康”专题进行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的搜索,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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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新闻按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间与所在省份进行分类,共收集新闻报道８６３４篇,各网站来源分布如

图１所示.

图１　食品安全新闻报道来源分布
　

　　进一步通过对报道来源、所转载网站及报道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剔除相互转载及事件内容重复的新

闻报道,最终获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各省区市食品安全事故新闻报道有效数量１５９０条,如表２所示.
(二)政府财政投入数据的获取

地区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来影响食品安全状态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均有可能

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①,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

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

运输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社保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他支出等１２项主要支出内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各项累计支出金额与比例如下表３所示.通过对每项财政支出进行

逐一相关分析,就可以确定主要起影响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
同时,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程度不同会影响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对食品安全治理的效

率.研究过程中必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等相关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三项指标来描述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与市场化程度(樊纲,２００３):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即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外向型经济发展程

度,进出口占 GDP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程度,非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此外,增加地区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作为描述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一并考虑到研究中.
关于政府财政投入与描述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数据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
(三)计量模型

以上获取的数据形成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对于此类数据本文考虑利用固定效应

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Cit＝GitB１＋XitB２＋C∗
i ＋Ai＋uit (１)

其中Cit 是第i个省第t年平均食品安全新闻报道数的对数②,Git 代表政府不同类型的财政投入,

Xit 是一组其他可能影响地区食品安全状况的解释变量,C∗
i 是第i个省的固定效应,Ai 是第t年的虚

拟变量,uit 是随机扰动项.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OLS),使用带时间虚拟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可

以同时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因素和不随地区变化的宏观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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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取对数的有效性,对食品安全事故报道数为０的年份,将０调整为０１后再作计算.



表２　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数量地区统计

地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总计

广东 ９９ ６２ １１ ２４ ３２ ３５ ２６３
北京 ３９ ５８ １６ ２２ １３ ３７ １８５
山东 ５３ ８９ １４ １０ ８ １１ １８５
江苏 ３１ ２７ ６ １２ ５ １２ ９３
重庆 ８ ４９ ３ ９ ８ ６ ８３
浙江 １９ ２０ ８ １６ ３ １２ ７８
上海 ２１ ２０ ５ １３ ６ １０ ７５
湖北 ８ ２０ ９ ９ ９ ９ ６４
湖南 ２３ １９ ７ ９ １ ３ ６２
陕西 １２ ２５ ３ ６ ３ １０ ５９
辽宁 ８ ２９ ２ ３ ４ ３ ４９
福建 １６ １６ ２ ２ ３ ８ ４７
河南 １５ １１ ４ １１ ０ ５ ４６
四川 ６ １０ ２ ６ ９ ８ ４１
安徽 ９ １２ ５ ２ ３ ９ ４０
云南 ８ ８ ２ １ ３ ７ ２９
河北 ２ ７ ５ ２ ２ ５ ２３
广西 ９ ８ ０ １ １ ２ ２１

黑龙江 １ ７ ０ ５ ２ ５ ２０
海南 ２ ９ ３ ４ １ １ ２０
甘肃 ４ ４ １ ２ ４ ３ １８
天津 ４ ５ ２ ２ ０ ３ １６
吉林 ２ ３ ５ ０ ２ ２ １４
贵州 ３ ６ ０ ２ ２ １ １４
山西 ３ ２ １ ０ １ ３ １０

内蒙古 ８ １ ０ １ ０ ０ １０
江西 ３ ２ １ ０ １ ３ １０
宁夏 ２ ３ ０ ０ ０ １ ６
新疆 ２ ２ ０ ０ １ ０ ５
青海 ０ ２ ０ ０ １ ０ ３
西藏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地方财政项目(亿元)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累计和 百分比(％)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５２１７２．０９ １２．３５
公共安全支出 ２６０２５．６５ ６．１６
教育支出 ７２５８３．５４ １７．１８
科学技术支出 ８９３７．９６ ２．１２
文化体育支出 ８１３６．８８ １．９３
社会保障支出 ５０７０３．４８ １２．００
医疗卫生支出 ２６８５６．３３ ６．３６
环境保护支出 １２０８１．６２ ２．８６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３５１８１．２１ ８．３３
农林水事务支出 ４２４６２．４２ １０．０５
交通运输支出 ２４６５０．４５ ５．８４
其他支出 ６２６４６．７４ １４．８３
总计 ４２２４３８．３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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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运用计量软件Stata实现各变量对食品安全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将所有数据输入到Stata中,对
各类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食品安全报道数量(条) １８６ ８．５４８ １３．７４６ ０ ９９
政府公共安全投入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６．２１９ １．２５０ ３．４７８ １０．７８５
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１２．９８３ ３．３６４ ６．０１０ ２２．１３０
政府社会保障投入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１２．５７８ ３．４６４ ５．７６９ ２５．４９１
教育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３．７４３ ２．０８０ １．７５９ １３．８３０
科学技术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３５２ ０．２２９ ０．１２８ １．４３１
文化体育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４８３ ０．４６９ ０．１５２ ３．４４９
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１．４３８ ０．９３８ ０．３８７ ６．３１４
环境保护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７３７ ０．５６９ ０．０８４ ３．３７６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７３７ ０．５６９ ０．０８４ ３．３７６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２．７８７ ３．１０４ ０．５０１ ２０．８８５
交通运输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１．５７６ ２．１６９ ０．０９７ １３．４４６
其他支出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９２８ １．４３７ ０．０８３ １３．０３６
进出口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３１５ ０．３５８ ０．０２７ １．６６７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１８６ ０．４０７ ０．０８７ ０．２８３ ０．７６５
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 １８６ ０．６７６ ０．１１６ ０．２６６ ０．８８１
地区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万元) １８６ ０．４６２ ０．１３０ ０．２６０ ０．９６６

　　选取不同类别的政府财政投入分别与经济对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程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程度以

及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等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结果显示政府公

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等财

政投入项目对地区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和农林水事

务支出的影响非常显著.同时,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与经济

对外程度对食品安全作用不显著,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程度对食品安全影响比较显著.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表５所列的各项

财政支出中,虽然仅有公共安全、农林水事务和环境保护三项与食品安全事件显著相关,但是所有１２项

财政支出变量的模型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在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上,增长财政投入就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地区食品安全状态.
具体而言,政府财政公共安全支出与其他解释变量所构成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公共安全

财政支出每增加１％,食品安全事故数将减少０９０７％.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各部门行

政管理与执法建设的基本经费以及推进政法执行保障体制改革的费用①.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在食品安

全领域的监管与规制的投入不足,特别是质监、工商、食药等地方部门应加大对食品安全监管与执法的

财政支出.中国特有的食品安全的规制结构中,工商局、质量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是垂直管理,与地

方政府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而卫生局、农业局、商务局等则实行属地关系,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我国

分税制的税收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将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到直接有行政隶属的职能部门,而
对由中央垂直管理的行政机构的投入则相对较少(李永友,２００９).这种行政管理体制的区别直接决定

了地方政府财政不会在工商、质监和食药等部门进行投入,造成食品安全资金链末端未充分延伸到基

层,致使源头监管资金严重不足,基层执法力量薄弱,不能从法规制度上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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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影响食品安全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①

模型
财政投入占

GDP比重(％)
进出口占

GDP比重(％)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非国有投资占社
会总投资比重(％)

人均食品消费
支出(万元) 常数项

公共安全投入

模型(１)
－０．９０７

(－２．６６)∗∗∗
１．３２８
(０．８６)

１．０４０
(０．１８)

４．２６３
(１．３６)

４．９８２
(３．７８)∗∗∗

－３．５９０
(－１．１０)

公共服务投入

模型(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４５９
(０．３０)

０．３１７
(０．０５)

７．４３６
(２．４７)∗∗

３．７８６
(２．８９)∗∗∗

－５．８７２
(－１．８２)∗∗

社会保障投入

模型(３)
－０．１７３
(－１．２９)

０．７５３
(０．４９)

０．６９６
(０．１２)

６．２００
(２．００)∗∗

４．３７０
(３．２８)∗∗∗

－５．１０６
(－１．５７)∗

教育支出

模型(４)
－０．１９０
(－１．０２)

０．７３４
(０．４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１)

６．８２３
(２．２６)∗∗

４．９６３
(２．９４)∗∗∗

－５．３１６
(－１．６４)∗

科学技术支出

模型(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０)

０．３９８
(０．２５

０．２４９
(０．０４)

７．４２１
(２．４７)∗∗

３．８５４
(２．９５)∗∗∗

－５．８４６
(－１．８２)∗∗

文化体育支出

模型(６)
－１．１５０
(－１．５２)

０．８５３
(０．５５)

０．７４５
(０．１３)

６．３５８
(２．０９)∗∗

４．６３８
(３．３８)∗∗∗

－５．３３５
(－１．６６)∗∗

医疗卫生支出

模型(７)
－０．４１０
(－１．１２)

０．６８０
(０．４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２)

６．３７８
(２．０５)∗∗

５．１２５
(２．９８)∗∗∗

－５．２２５
(－１．６１)∗

环境保护支出

模型(８)
－１．５１８

(－３．０９)∗∗∗
１．１９６
(０．７９)

１．５６７
(０．２７)

３．７２１
(１．１９)

５．６６４
(４．１４)∗∗∗

－３．９０６
(－１．２３)

城乡事务支出

模型(９)
－０．５１７
(－０．２３)

０．４４８
(０．２９)

０．２１１
(０．０４)

７．２３８
(２．７３)∗∗

３．９７５
(２．７８)∗∗∗

－５．７４８
(－１．７７)∗∗

农林水事务支

出模型(１０)
－０．３４２

(－２．７９)∗∗∗
１．３１８
(０．８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２)

４．０８３
(１．３０)

６．３９３
(４．１４)∗∗∗

－４．０９９
(－１．２８)

交通运输支出

模型(１１)
０．１４８
(１．２１)

０．２９８
(０．１９)

１．３５８
(０．２２)

８．２６１
(２．７０)∗∗∗

２．７４３
(１．７７)∗∗

－６．６０８
(－２．０３)∗∗

其他支出

模型(１２)
－０．５２５
(－０．３５)

０．４７１
(０．３１)

０．２５２
(０．０４)

７．２７４
(２．４２)∗∗

３．７７５
(２．９５)∗∗∗

－５．７４１
(－１．７８)∗∗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每增加１％,食品安全事故数将减少

１５１８％.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在企业节能减排、城镇污水和空气处理及农村环境治

理等方面.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会直接污染大气、水源和农田,给食品种

植、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均会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农村环境的日益恶化,将直接影响农作物赖以生长

的阳光、水、土、空气这四大要素(刘玲玲,２００６).这说明我国工业排放污染的治理还亟待加强,食品生

产与流通环节的环境保护还十分欠缺.这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

绩效考核,造成政府容易忽略环境治理这种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财政支出,在当前财政分权制

度下,地方政府容易把更多资源投入能直接推动 GDP增长的投资中,而即使面对损害地方环境保护的

生产企业,往往要么公开为污染企业辩护,要么否认污染企业与受害事实之间的明确因果关系,甚或对

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态度暧昧乃至网开一面,造成地方环境污染持续恶化,进而影响地区食品安全.
解决此问题当务之急是应改变过去单纯考核地方经济增长的做法,建立起一套对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

考核指标体系,激励其主动投入更多的财政到环境保护中来,为地区食品安全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
同样,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农林水事务各项支出每增加１％,食品安全事故将减少０３４２％.

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主要包括对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农业生产技术及设备的补贴以及农业

综合开发的扶持等,说明地方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的基本扶持与补贴十分薄弱,成为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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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食品安全状态的源头问题.根据世界农业的发展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投资比较率的值应接近或

者超过１.在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我国投资比较率均在０２左右.说明我国农业的投资极端不足.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都在１０％以上;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６２４％,下降了４个多百分点(任燕,２０１１),这也反映出我国地方财政支持农

业的力度减弱.此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近年来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

和推广应用的比重极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１％,大大低于

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这些原因都使得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的源头环节———农业生

产的基本投入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无法为食品安全提供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妨碍了食品安全的有效

治理.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地区政府财政投入对食品安全状况的影响.
选取权威新闻网站上各省份的食品安全事故报道数作为描述食品安全状态的目标变量,避免了从地方

政府层面获取数据的难题.与地方政府１２项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项目分别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
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与农林水事务三个方面的财政支出会显著影响地区的食品安

全状况,突出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中存在着执法投入不足、环境保护支出薄弱、农
业生产基础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

除此之外,本文也研究了市场性因素对地区食品安全的影响.１２个模型结果显示,市场性因素变

量(进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以及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普

遍比政府财政投入的系数大,说明这些变量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地区的食品安全状态.特别是非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两个变量对食品安全状态呈现放大式影响.
社会投资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状态的主要市场因素.在当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快

速发展更易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１２个模型中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解释变量的模型系数均

为正值,表明进出口占 GDP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和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比重的加大,会使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率增加.同时,地区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变量在每个模型中均与食品安全事故数显著相

关.食品市场中的安全风险,会随着消费者购买的增多而被放大,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食品市场的发育不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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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效应

张群祥　奉小斌

摘　要:质量管理实践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绩效,迄今学界研究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立

足于中国本土情境,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研究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通过９
个省(市)不同行业３８３份调查问卷,实证分析了本土企业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
探究了情境变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对创新

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技术战略导向对基础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和过程创新绩效关

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对核心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也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核心实践与产品创新

绩效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关键词:质量管理实践;创新绩效;技术战略导向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不断推进,质量对维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为企业

质量管理实践的导入与推行提供了新契机.与此同时,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创新愈加成为企业获取持

续竞争优势的通用赢家准则(winningordercriteria).为此,在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

如火如荼兴起的当下,传统以标准化为表征的质量管理实践会不会阻碍创新,即质量管理实践是有利于

促进还是抑制创新绩效? 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结论尚存

较大分歧:一方面,Prajogo和Sohal、Kim 等认为公司导入质量管理实践将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氛

围,促进知识共享与组织变革,成为推动组织创新的驱动力量和运营平台;另一方面,Slater和 Narver
等学者认为质量管理实践强调标准与规制,易于形成惯例,使组织陷入粘性(stickiness)与能力陷阱,形
成核心刚性(rigidity)与路径依赖,引致组织陷入非本地发明的窘境(NotInventedHere,NIH),从而抑

制组织的创新.但从现有研究来看,“抑制观”更多是逻辑演绎和理论推理,并未获得足够的实证研究支

持,因而其理论可靠性备受质疑.上述异质性观点亟需从理论与实证上对两者关系进行澄清,以廓清分

歧,释疑实践者的困惑.
此外,进一步文献研究表明质量管理实践呈现出对环境依赖性的特征,即不同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

对创新绩效存在差异化的影响,两者表现为一种权变关系.但目前对其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整体性割

裂(disintegration)和因果模糊等问题,尚缺乏有针对性探究情境变量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

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在梳理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研究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通过９
个省市不同行业３８３份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本土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细化探

究情境变量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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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与假设

(一)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质量管理实践是指企业为了改善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所实施的各种管理措施和计划.鉴

于质量管理实践框架划分标准不一,本研究传承Flynnetal．等研究的质量管理实践分类框架,将质量

管理实践解构为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两维度,以更好地符合企业质量管理实际,其中基础实践由高层领

导承诺、员工参与和顾客导向构成,而核心实践则由持续改进、过程管理与供应商关系组成.另外,由于

创新的内涵丰富,创新的类型划分不一,为体现创新的多重属性要求和本质特征,本研究基于 Read、

Gopalakrishnan和Damanpour等的双核心分类方法,把创新界定为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创新和过程创

新.在此基础上,细化分析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１．基础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础实践由高层领导承诺、员工参与和顾客导向构成.从领导承诺来看,领导承诺对创新的支持体

现在有形支持、工具性支持及社会情感支持三个层面.具体地,创新过程需要足够资源的支持,包括人

员、资金、实验设备及其它有形资源投入,领导承诺对获取这些创新过程必备的资源至关重要.而在工

具性支持方面,当员工提出新创意时,领导经过审慎评估后,提出建设性反馈意见以明确创新的方向;当
遇到批评时,扮演鼓吹者(advocator)角色,以保护员工的创意.此外,根据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Theory),当员工感知到领导的情感支持时,将激起其积极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增强员工的创

新内隐动机和创新效能感,从而提升员工的创造力.
以顾客为导向意味着企业需从市场动态获取创新的理念或者搜索顾客未满足的新奇需求,从而引

致企业开发并导入新产品以适应持续变化的客户需求,通过创新为顾客创造价值.Hult和 Hurley认

为顾客导向构成组织创新的前因,其接受的新思想和需求信息促进新产品开发和创新.此外,SantosＧ
Vijandeetal．研究也表明顾客导向企业通过攻击性(aggressiveness)与前摄性(proactiveness)行为触发

公司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来响应客户动态的需求,从而有效促进产品和过程的创新.
此外,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及创新的一体化不断推进,员工参与对组织创新成功的作用日益凸显.员

工是产生、推进和最终实现创新的主体.特别地,创新过程经常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需要员

工的高度参与.通过参与过程让员工自由思考,不必担心受到诘责,以鼓励员工带来新思维和新创意.
另外,依据组织行为理论,员工参与能够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增强对创新的认同感,触发其积极的心理

情感,提升员工对创新角色的自我认同、创新意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实现从“我是”(I
am)到“我愿”(Iwill)再到“我能”(Ican)的创新心理演进过程,从而提高组织的创新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１a: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对产品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１b: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对过程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２．核心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前文界定核心实践包括持续改进、过程管理与供应商关系.持续改进对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

关注的焦点.Roffe认为持续改进鼓励变革和创造性思维,促进企业的关键诀窍(knowＧhow)思想形

成,从而诱导创新.McAdam,Armstrong和 Kely也秉承类似的观点,认为持续改进的文化与创新共

存,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导入持续改进一段时间后将导致组织的创新.而 Lorente,Dewhurst
和Dale发现持续改进中的学习使员工增加相关顾客、竞争者和市场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产生新的创意,
促进创新.Abrunhosa和 Moura则提出持续改进中鼓励创新的文化,可减少员工害怕受到惩罚的恐惧

与不安全心理,为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激发员工的前摄性和创新潜能.
过程管理激励企业开发出最好的惯例,用以建立学习基(learningbase),支持组织的创新活动.具

体而言,惯例可让企业发现并采用有效的过程和方法,而有效的过程和方法可让员工有冗余时间进行创

意开发和创新性问题解决.此外,通过应用惯例,企业能够建立更短、更有效的开发循环,使得组织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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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顾客需求,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惯例对组织结构和过程创新非常重要,惯例纳入的多元化流

程和技能帮助员工提升他们的管理系统或职能,从而有利于流程的创新.因此,组织以惯例为基础可有

效展开创新活动,因为它们更注重关键过程,避免不增值的活动,从而触发产品和过程创新.
此外,供应商作为制造商外部合作网络的接入点,为创新带来了丰裕的知识、信息、技术资源和专用

性资产,而供应商的关系管理即体现在对这些重要资源的维护上.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和交流,能够形

成信任的氛围,在信任关系下,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能够真诚地交流与磋商,不必担心对方的背叛和算计.
基于开放的心智与对方进行沟通,以克服知识共享的障碍和知识转移的粘性,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知识的

吸收和创造,获取更多的新知识和创新方案,从而弥补自身的弱势和不足,规避创新风险,促进企业创新

能力和绩效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２a: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对产品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H２b: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对过程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情境变量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１．情境变量的识别与引入

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绩效是组织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特性相匹配的函数.在质量管理实践中,情境

因素不仅纷繁复杂,而且动态变化,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文献研究表明,影响质量管理实践导入的情

境因素包括组织特征、管理特征与外部特征等多种要素.从企业内部来看,公司战略是企业在市场中的

定位与总体行为规划,关涉企业运作的诸多方面.质量管理实践作为一种管理策略必然受到企业战略

定位的影响,即质量管理实践必须与战略相匹配.Prajogo和Sohal认为企业采用不同战略将导致质量

管理实践强调不同要素,相应地,必然影响质量管理实践的导入成效.如企业采用差异化战略(提供更

好产品满足顾客需求)与成本领先(关注消减成本和浪费)两种不同的战略将会显著影响质量管理实践

的实施效果.因此,企业的战略导向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战略导向的要素

构成及其维度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强调战略的激进程度,有的注重战略导向的内容.由于本研究

的主题是探析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基于内容视角聚焦于企业战略的技术性维度(即
技术战略导向),细致考察其对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

２．技术战略导向对基础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

技术战略导向是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而确定的一系列技术目标和技术手段.在高技术战略导向的

企业中,领导的承诺与支持能够形成对新事物的开放性态度,鼓励冒险和风险承担的精神,以及自主性

探索的氛围.在此氛围的感召下,员工能够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探索,激发他们更高水平的创新积极性

和主动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产品与过程创新绩效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创新实施阶段,高层领导

的承诺也特别重要,不仅能够很好地整合全组织的资源支持那些可能导致昂贵失败的创新,而且能够有

效地协调解决个体与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高技术导向战略的企业,领导的承诺对产品和过程

创新绩效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此外,高技术战略导向企业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因此能够很好地强化以顾客为导向的原则.通过从

市场上不断搜索顾客未满足的新奇需求,获取创新的理念,引导企业开发适应性新产品以响应客户动态

需求,从而更好地提升产品和过程创新绩效.相反,对于低技术战略导向企业而言,因创新的资源制约

及创新的文化和氛围不强,难以充分利用顾客导向原则获取的客户需求和信息进行新产品开发,因此呈

现出较低的创新绩效.
再有,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高技术战略导向对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愈加重要.在高技术战略

导向企业中,企业通过采用新系统、新技术与新创意等多元化策略以应对外部环境的竞争.如此,员工

对企业的成长更充满信心,从而提高他们的参与水平,在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中提升创新的自我实现

价值,探索性提出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案,更好地实现产品和过程的创新.以上研究说明,高技术战略导

向企业,领导承诺、顾客导向与员工参与基础实践对产品与过程创新绩效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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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３a:基础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技术战略导向越高,基础实践对

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H３b:基础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技术战略导向越高,基础实践对

过程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３．技术战略导向对核心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影响

高技术战略导向企业注重创建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文化和氛围,提升研发人员的素质,更倾向于将资

源和注意力投入到相关的研发领域中.如此,可为持续改进提供实物资源与精神支持和人力资本的支

撑,引导企业主动探索新机会,鼓励员工进行冒险,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促进员工自主性学习和知识的

共享,以创造性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促进产品和过程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样,高技术战略

导向的企业有清晰的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对过程管理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知,更有意愿和能力强化过程

管理中的重复性(repetitionroutines)和增强型(enhancingroutines)惯例,用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
最后,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供应商参与愈加成为企业成功创新的重要基石.在此情势下,高技术战略

导向企业为了实现创新的目标更重视供应商的管理,强化供应商的参与.如此,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

中,通过“干中学”“用中学”以及技术的交流互动实现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和渗透,促进双方知识的共享、
吸收与整合,并创造新的交叉知识,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以上研究表明,在高技术战略导向企业

中,持续改进、过程管理与供应商关系核心实践对产品与过程创新绩效的影响将更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３c:核心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技术战略导向越高,核心实践对

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H３d:核心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技术战略导向越高,核心实践对

过程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以下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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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概念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涉及本研究中相关的数据.调查集中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２
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现场发放、EＧmail发送与关系网络发放等方式进行调查,抽样的区域包括浙江、上海、
江苏、广东、江西、湖南、河北、山东与陕西等中西部９省市,共发放问卷３８３份,回收２５４份,剔除不完整

及存在明显矛盾的问卷３９份,有效问卷２１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５６１４％,企业背景统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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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企业基本特征统计(N＝２１５)

指标 企业数 比例(％) 指标 企业数 比例(％)

企业

性质

企业

规模

成立

年限

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 ４１ １９．０７
集体企业(含集体控股) １４ ６．５１
民营企业(含民营控股) １３４ ６２．３２
外资企业(含外资控股) ２６ １２．１０
１００人及以下 ３６ １６．７４
１０１~３００人 ６３ ２９．３０
３０１~５００人 ７２ ３３．４８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２５ １１．６４
１０００人以上 １９ ８．８４
３年及以下 ２３ １０．７０
４~５年 ４５ ２０．９３
６~１０年 ８１ ３７．６７
１１~２０年 ４９ ２２．７９
２０年以上 １７ ７．９１

所属

行业

样本

区域

电子与通讯 ２９ １３．４９
机械制造 ７４ ３４．４２
生物制药 １７ ７．９１
化工与纺织 ４３ ２０．００
新材料 １４ ６．５１
冶金与能源 １６ ７．４４
其他 ２２ １０．２３
浙江 １４０ ６５．１２
上海 １０ ４．６５
江苏 １３ ６．０５
广东 １４ ６．５１
江西 １１ ５．１１
湖南 ７ ３．２５
河北 ６ ２．７９
山东 ９ ４．１８
陕西 ５ ２．３４

(二)变量测量

参考Flynnetal．、Prajogo和Sohal等研究,用高层领导承诺、员工参与和顾客导向三个指标测度基

础实践,采用持续改进、过程管理与供应商关系三个指标测量核心实践.创新绩效则借鉴 Costa和

Lorente与 Kimetal．等研究,从产品创新绩效与过程创新绩效两方面进行测量.技术战略导向在参考

Ritter和 Gemunden、郑梅莲和宝贡敏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技术先进性、研发投入、风险承担性与新

产品开发程度四个指标测量技术战略导向.以上指标采用Likert７级量表的形式对变量进行测量.
本次问卷设计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程序和规范,首先系统搜寻国内外相关文献,寻找与各维度相关的

量表,确定初始的测量类目,然后在相关领域专家(两位副教授)研讨与企业调研交流的基础上,对题项

设计与语言表达等进行修正完善.最终确定基础实践的１５个测量类目、核心实践１２个测量类目、产品

创新绩效４个测量类目、过程创新绩效４个测量类目,以及技术战略导向４个测量条目.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１６．０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项目分析(itemanalysis),将量表总得分的前２７％
与后２７％进行分组对比,以删除对不同被调查者差异不显著的指标,结果发现原问卷中的“高层领导追

求长期目标”“公司经常对员工进行有关质量工具和方法的培训”与“公司在产品设计时充分考虑技术、
经济与成本等因素”３个测量条款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予以删除.

本研究以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变量的内部一致可靠性,结果如表２所示.Cronbachsα系数全

部符合 Nunnally所提出的门槛值(α＞０．７),表明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本研究对效度的检验主要考虑内容效度(contentvalidity)与构念效度(constructvalidity).鉴于

所有测量条款均来自相关研究的文献,且被以往研究广泛证实,在正式调查之前又进行了专家论证和预

研,因此,各测量条款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构念效度是指测量量表能测量理论的概念或特质的程度.应用因子分析法检验测量的建构效度,

结果见表２.每个因子的载荷均大于０．５,所有因子载荷均与以往文献基本一致,因此,本研究的测量具

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四)相关分析

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本研究主要利用SPSS１６．０统计软件对研究变量进

行简单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３.根据表３可知,解释变量基础实践、核心实践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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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变量产品创新绩效和过程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这初步验证了主效应研究假设.调节变量技术

战略导向也分别与各解释变量及结果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下文将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

分析方法对调节效应进行细致检验.

表２　信度和效度

指标 因子描述 因子载荷 Cronbachsα 指标 因子描述 因子载荷 Cronbachsα
LC１
LC２
LC３
LC４
LC５
CO１
CO２
CO３
CO４
EP１
EP２
EP３
EP４
CI１
CI２
CI３
PM１
PM２
PM３

领导承诺

顾客导向

员工参与

持续改进

过程管理

０．７５２
０．７４４
０．６６１
０．６８４
０．６５１
０．６８８
０．６４９
０．５８１
０．５４３
０．７１４
０．６７６
０．６５１
０．５８４
０．７７５
０．７４２
０．６７８
０．８２１
０．７８０
０．７１３

０．７８１

０．７５２

０．７８３

０．８５２

０．８２１

SR１
SR２
SR３
SR４
SR５
CP１
CP２
CP３
CP４
GC１
GC２
GC３
GC４
SO１
SO２
SO３
SO４

供应商关系

产品创新绩效

过程创新绩效

技术战略导向

０．７５６
０．６９２
０．６７６
０．６０７
０．６５１
０．７８２
０．７６５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８
０．８０９
０．８１６
０．７８１
０．７４５
０．８０１
０．７９４
０．７８６
０．７６２

０．７８５

０．８７１

０．９０２

０．８１３

表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变量间相关关系(N＝２１５)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基础实践 ４．２１３ ０．９３２ １
２．核心实践 ４．５２１ ０．８１３ ０．２７８∗∗ １
３．技术战略导向 ４．２１６ ０．７９４ ０．２４９∗∗ ０．１６８∗ １
４．产品创新绩效 ４．５２０ ０．９１２ ０．３２４∗∗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６∗∗ １
５．过程创新绩效 ４．４５３ ０．８３４ ０．３８１∗∗ ０．１８３∗ ０．２０８∗∗ ０．３４９∗∗ １

　　注:∗表示P＜０．０５,∗∗表示P＜０．０１(双侧检验).

三、实证结果

回归分析是一种研究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统计方法.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研究运用SPSS１６．０
软件采用多元层级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但为了保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科学,首先

需要检验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问题.多重共线性一般可以用方差膨胀因子(VIF)
指数来进行判定.计算结果显示,基础实践、核心实践、技术战略导向的 VIF分别为１２４１、１１０５、

１１８２,远小于１０,表明本研究模型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序列相关性一般采用

DurbinＧWatson(DW)值进行判断,通过回归分析得到本研究的 DW 值为１９１６,接近２,可以判定本研

究各模型中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
在以上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四步回归法对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进行检验:(１)在回归方程中

加入各控制变量;(２)在回归方程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两个自变量;(３)在回归方程包含控制变

量与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４)在回归方程包含控制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基础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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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检验交互项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在每一步骤中,分别对回归系数、R２和F
值等进行检验,判断其显著性.另外,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等学者的建议,在做调节效应分析时,
需要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潜在风险.本研究对所

有连续性预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把处理后的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两两相乘得到交互项,用于后续回

归分析.
(一)产品创新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表４是质量管理实践、技术战略导向及交互项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以下根据层级回

归分析方法,逐步检验假设.
第一步,首先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三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龄),结果显示控制变

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较小(R２＝００８５),仅有企业年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控制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弱.
第二步,引入质量管理实践的两个维度,检验在控制其他企业特征变量的情形下,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在纳入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两个变量后,模型２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达到２３．０％,较模型

１具有更好的解释力(ΔR２＝０１４５,p＜００１).模型２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

实践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００５).假设 H１a、H２a得到验证.
第三步,在回归模型２中进一步引入调节变量.在增加技术战略导向后,回归结果显示模型３对产

品创新绩效的解释力为４６２％,较模型２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ΔR２＝０３７７,p＜００１).
第四步,纳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技术战略导向对质量管理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关

系的调节作用.在添加交互项后,模型４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达到５４．５％,较模型３具有更高的解

释力(ΔR２＝０４６０,p＜００１).回归结果显示:基础实践与技术战略导向的交互作用显著,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为正(b＝０１７９,p＜００１);核心实践与技术战略导向的交互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以上结果表明,技术战略导向能够促进基础实践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但对核心实践与产品创新

绩效的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H３a得到证实,假设 H３c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

表４　产品创新绩效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２
　企业性质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５
自变量

　基础实践 ０．２４０∗∗ ０．２４３∗∗ ０．２１６∗∗

　核心实践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６
调节变量

　技术战略导向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４∗

交互项

　技术导向∗基础实践 ０．１７９∗∗

　技术导向∗核心实践 ０．０７２
　R２ ０．０８５ ０．２３０ ０．４６２ ０．５４５
　校正 R２ ０．０７３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４ ０．５２２
　ΔR２ ０．１４５∗∗ ０．３７７∗∗ ０．４６０∗∗

　　注:表中列出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模型２~４中的ΔR２是指与模型１相比较;∗p＜０．１０,∗∗p＜０．０５.

(二)过程创新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依循上述数据分析的方法和步骤,表５是质量管理实践、技术战略导向及交互项对过程创新绩效的

回归分析结果.以下根据层级回归分析方法,逐步验证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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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首先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三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龄),结果显示企业年

龄显著,其余两个控制变量对过程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较低.
第二步,引入质量管理实践的两个维度,检验在控制其他企业特征变量的情形下,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在增添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两个变量后,模型６对过程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达到２３４％,较模

型５具有更好的解释力(ΔR２＝０１２９,p＜００１).模型６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
心实践对过程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００５).因此,假设 H１b、H２b得到证实.

第三步,在回归模型６中进一步引入调节变量.在纳入了技术战略导向后,回归结果显示模型７对

过程创新绩效的解释力为４０．９％,较模型６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ΔR２＝０３０４,p＜００１).
第四步,引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技术战略导向对质量管理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关

系的调节作用.在添加交互项后,模型８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解释力达到５２０％,较模型７具有更高的

解释力(ΔR２＝０４１５,p＜００１).回归结果显示:基础实践与技术战略导向的交互作用显著,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为正(b＝０１９５,p＜００１);核心实践与技术战略导向的交互作用也达到显著水平,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为正(b＝０１２９,p＜００５).
以上结果表明,技术战略导向能够显著促进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对过程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假

设 H３b、H３d得到证实.

表５　过程创新绩效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６
　企业性质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６
自变量

　基础实践 ０．２１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７∗∗

　核心实践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６∗

调节变量

　技术战略导向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９
交互项

　技术导向∗基础实践 ０．１９５∗∗

　技术导向∗核心实践 ０．１２９∗

　R２ ０．１０５ ０．２３４ ０．４０９ ０．５２０
　校正 R２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８ ０．３８９ ０．５０４
　ΔR２ ０．１２９∗∗ ０．３０４∗∗ ０．４１５∗∗

　　注:表中列出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模型６~８中的ΔR２是指与模型５相比较;∗p＜０．０５,∗∗p＜０．０１.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学界研究分歧,探讨了中国情境下质量管理实践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细化分析

了技术战略导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影响,构建了整合质量管理实践、创新绩效与技术战略导向的研究概

念模型,通过９省市２１５份调查样本数据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发现本土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

Prajogo和Sohal、Fengetal．、Kimetal．等人研究结论一致,而 Gima、Slater和 Narver等人“抑制观”的
理论推理并未得到证实.由于基础管理实践的导入强调领导承诺、顾客导向和员工参与,这能够形成有

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并为创新提供多种有形和无形资源的支持,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欲望、动机及积

极的心理,增强其对创新的认同感,从而推进企业的多元化创新.另外,持续改进鼓励创造性思维和开

展多元学习,以及过程管理建立的重复性和增强型惯例,形成有效的开发循环和管理系统,这些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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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渐进与突破式产品和过程创新.
其次,研究发现,技术战略导向对基础实践与产品和过程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H３a、

H３b).这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战略导向企业易于形成有利于学习和创新的组织文化与氛围,
更能够获得领导承诺和支持,以整合企业的资源支持建立更高层次能力的创新活动.同时,强化顾客导

向的原则,更好地搜索、获取顾客未满足的新奇需求与创新理念,通过触发员工参与创新的热情,创造性

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实现产品和过程的创新.
同样,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战略导向对核心实践与过程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H３d).即企业技术

战略导向越高,核心实践对过程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由于高技术战略导向企业更有意愿将核

心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持续改进中,通过强化过程管理中最好实践建立起来的多元惯例,帮助员工建立学

习基,以促进员工自主性学习,搜索、获取创新所需的多元化知识和技术专用性资产,整合创造出新颖知

识,从而更好地促进过程创新绩效的提升.
最后,本研究结果并未支持技术战略导向对核心实践与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H３c).导

致技术战略导向调节效应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企业质量管理核心实践特别是供应商关系

构建尚停留在低层次的品质控制与价格管理上,仍未形成与供应商长期合作、让其参与到企业产品开发

中来的战略联盟关系,不能进行开放心智的沟通与积极互动,不利于专业技术特别是诀窍(know－
how)类隐性知识的转移、共享与创造,制约了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因此,导致核心实践与产品创新绩

效关系受到技术战略导向的调节影响较小.鉴于此,企业必须转变思维观念,重新评估供应商的职能与

角色,构建与供应商互惠合作的联盟关系,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本研究探索了本土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立足于情境视角,深入分析了技术战略导向

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影响,为我国以卓越绩效模式为代表的质量管理实践的兴起与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与理论依据.但本文仅是情境变量影响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探索性研究,许多工作有待后

续研究完善.首先,在研究样本上,所选择企业样本的数量、行业类型等有待进一步丰富,以使研究结论

更具普遍意义.其次,在假设检验过程中,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横截面数据的不足在于需要

辨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如果采用纵向(longitudinal)数据来研究,结论将更明晰.最后,质量管理实践

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强调对情境因素的依赖性.本研究虽然考察了组织内部因素———技术战略导向

的调节影响,但组织外部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未来研究需要采用多变量结合法,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特

征两方面综合考察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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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qualitymanagementpracticesfosterorhinderinnovation?Currently,theresearchfindings
arestilldifferences．Basedonrelatedliteraturesreview,thisresearchproposesthetheoreticalmodeland
hypothesisunderChinesecontext,thentheauthorsempiricalanalysistheimpactoflocalqualitymanagement
practicesoninnovationperformancethroughtheinvestigationof３８３questionnairesfromnineprovincesand
cities．Onthisbasis,thisstudyalsoexploresthemoderatingeffectsofsituationalvariablesontherelationship
betweenquality managementpracticesandinnovationperformance．Theresultsshowthatbothquality
managementinfrastructurepracticesandcorepracticeshavepositiveeffectoninnovationperformance,and
technologyＧorientedstrategy moderatestherelationshipbetweeninfrastructurepracticesandprodu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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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butthe moderatingeffectsofcorepracticesandproductinnovationperformanceis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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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研究∗

陆　剑

摘　要: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发展有

利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农产品质量信用机制,有利于产生品牌效应,建立农产品质量约

束机制,有利于节约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的行政成本,建立农产品质量监控机制.农产品质量

安全保障机制建设需实现视域转换,即重点从农产品监管转移到农产品生产主体的监管.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蒋永穆、高杰(２０１３)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不同农业经营组织机构中,农户生产高质量和低

质量农产品的净收益不同,决定了其生产决策的不同.提高农户经营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任国元等(２００８)、李芳芳等(２０１１)认为以农业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借助农民专业合作

社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并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生产组织模式是解决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

的重要出路.通过鼓励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弥补政

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低效率,降低社会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组织成本;同时,依靠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优势和规模优势,从根本上加强农产品生产源头的质量监控与管理,通过优化

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来实现农产品优质安全的目标(曾艳、陈通,２００９;王庆、柯珍堂,２０１０;苏昕、王可

山,２０１３;陈曦等,２０１４).现有文献对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注不够.除农业专

业合作社以外,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发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如何? 在实

践中,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关联性如何? 在未来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机制的

法律制度构建中,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如何? 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虽然诸多具体问题需要

一一回应,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对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

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是在源头,即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但我国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产

品生产结构导致农产品质量监控难以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产品安全的首要屏障和根本基础,为
保证老百姓“米袋子”和“菜篮子”安全,农业部通过实施“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制度,但我国的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覆盖面有限.大力推行全程标准化生产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即“三品一标”产品,推进全程控制.虽然“三品一标”工作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三品一标”产品总量也只占全国食用农产品商品总量的４０％(李哲敏等,２０１２).
我国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需要沿着“生产者—产地销售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路线流通,流
通线上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影响.若在末端检测发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沿
着流通路线确定谁是责任者很困难.普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在于生产者,但由于普通农产品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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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产品,农户作为生产者往往采用简易包装,甚至没有包装,给农产品质量责任追溯制度的运作带来

难度.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最大的现实是以家庭分散生产经营为主,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面

广量大、小而分散.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为主的现实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生产

环节的质量控制和政府监管,家庭生产农产品的质量既取决于其农业生产水平,也取决于对投入品的质

量控制,事实上造成了政府监管部门无法全面实施农产品质量监管,更无法统一农产品质量,造成农产

品市场中劣质农产品供给难以禁绝.
第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是法律责任机制的落实,但“有责任无主体”的问题已经

严重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与实现,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运作实践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成型、壮大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从法律制度设计来看,加大农产品生产者和

销售者的违法成本和法律责任无疑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构建的主要思路.但无论是加大行政处

罚的力度还是加重民事责任的强度,包括设置便于消费者获得民事赔偿的法律程序制度,其最终落脚点

仍在于对制售有毒有害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惩罚.但如何确定农产品的生产者是从源头对农

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监管的难点所在.主要难点就在于我国农业生产者众多、农业生产规模总体较小、
种植农产品的品种较为杂乱,因此无论是对普通农户的监管,还是对普通农产品生产的监督,均面临着

行政成本巨大所带来的监督不能问题.
克服我国现有农业生产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所带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难问题,已有研究注意

到从法律主体入手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农产品质量认证与监管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型与壮大又保障了农产品质量的安全,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运作中已有体现:一方面,农产品质量认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多种形式并存的“三品一标”认证主体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提

高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与订单生产的认证制度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所生产的农产品

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合作社联结分散农户的集合性形成了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统一选种、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生

产技术规程、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生产模式使分散生产的产品质量趋于统一,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把质

量控制技术和管理措施贯穿于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等各环节,有利于保证农产品质量的

安全.
总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无疑应当是责任机制,特别是法律责任的制度设计

及运行,但不可忽视的是“有责任无主体”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与实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第三,家庭农场是家庭经营和大户的升级版,具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正在成为农产品生产的主力

军.家庭农场主体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其进行主体构造有利于

解决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中“有责任无主体”的问题.２００６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标志着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重要的法律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对于法律责任主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主体所指向的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但对于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却并未提及.“家庭农场”的概念在

国外早已有之,“家庭农场”在政策层面最先出现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推

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家庭

农场等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所谓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
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总体来看,家庭农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它是家庭经营和大户经营的升级版;另一方面,作为对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基本经营制度

的完善,大户经营只是在既有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框架内的微调,而家庭农场制度则是整个家庭承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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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升级版.相比于大户经营,家庭农场主要是利用家庭劳动力,部分使用自有土地,较少受到土地流

转成本与雇工成本的制约;家庭农场作为法人主体,其内部经营管理和外部监督均更为规范和便利,通
过土地等资产抵押方式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的难度较小.与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相比,家庭农

场“船小好掉头”,其经营自主性更强,而农业生产主要由家庭成员承担,其内部运行与生产监督的成本

更低.家庭农场更贴近当地社区,可以充分依托地缘和血缘关系,减少交易谈判成本,稳定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合同.正是由于家庭农场所具备的诸多优势,其发展颇为迅猛.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共有符合

统计标准的家庭农场８７．７万个,其中从事种养业的家庭农场占总数的９８．２％.总体而言,家庭农场更

适合我国“家户制”的文化传统,是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最为适当的法律主体,是对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的一次重大升级,将会成为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其进行主体构造有利于解决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中“有责任无主体”的问题.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制度价值

２０１４年７月和８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对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黄石市大冶市、宜昌市宜都市,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和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等地家庭农场进行了实地调

研(下文简称“三省调研”).调研人员深入农户,走访村镇干部,采用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调

研.调研发现,从法律制度层面构造家庭农场主体,对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分述

如下:
(一)有利于通过选择机制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职业农民信用补强农产品质量信用

第一,家庭农场是现有家庭分散经营的升级版,有利于通过选择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

营.我国的户均地块数量虽然不是最低,但平均地块大小和家庭经营规模在全球都是最低,分别只有

００８７公顷和０５３公顷.土地细碎化造成了土地利用的浪费.据统计,土地细碎化浪费了中国大约

３％~１０％的土地有效面积,使生产每吨谷物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１１５元,土地生产率降低了１５３％.
土地细碎化还可能影响农户的新技术采用.三省调研发现:家庭农场几乎均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农场的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特别是核心家庭成员,一般家庭劳动力

人数在３~５人.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三省调研的绝大多数家庭农场均存在短期雇工和长期雇

工的现象.如武汉市新洲区三叉路村宏华祥家庭农场年度雇工人数约２０６人次,每年花费１０万多元,
并有４到５个长期雇工,雇工主要是家里亲戚;宣城市郎溪梅渚镇镇东村石头山苗木种植家庭农场,平
时采茶有３００多农工,种植苗圃长期雇工４０多人,且雇工要错开农忙季节;南昌市新建县小桥村小溪桥

农场所请雇工均为本村农民,一般为临时雇工,长期雇工有３０人,因为种植葡萄对劳动力的要求较高.
通过家庭农场这种选择机制,将真正愿意和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和农民留在农村,有利于实现我国

农业生产后继有人,持续发展.
家庭农场从规模上看,已经初步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由于在农村种田的比较收益较低,多数农村

青壮劳力出外打工,使耕地集中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必然趋势.调研发现,多数家庭农场规模在２００
亩以上,因种植种类和当地耕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粮食种植一般规模较大,如三省调研中规模最大

的就是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桃源农场,该农场从１３个自然村共流转土地３０００多亩,种植水稻和小麦.
«新建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亦规定种植水稻的至少规模要达到５０亩(一年两熟)或１００亩

(一年一熟).从全国情况来看,２０１３年３月,农业部首次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显示:家
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１３３５公顷,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０５公顷的近２７倍.其中,
经营规模３３３公顷以下的有４８４２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５５２％;３３３~６６７公顷的有１８９８万

个,占２１６％;６６７~３３３３公顷的有１７０７万个,占１９５％;３３３３~６６６７公顷的有１５８万个,占

１８％;６６６７公顷以上的有１６５万个,占１９％.与美国户均耕种２００公顷、欧盟国家２０~３０公顷相

比,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家庭经营所具有的监督费用低和激励效应大的优点是规模经营

所不具有的,规模经营并不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也就是说,土地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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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土地的产出率没有关系,只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况且,规模经营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排斥劳动

力,背离了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不能片面追求经营规模,应
以追求土地产出率为首选目标.通过家庭农场这一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地使用权流转方式集中

农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是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是相适应的.
第二,家庭农场制度有利于寻找理想农民:单个农户到职业农民的转换,有利于对职业农民的个人

信用进行约束,以职业农民信用补强农产品质量信用.在三省调研中发现,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

种样态,资本农业企业表现为牟利性较强、流动性较大,在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控制后,易于对农民

和集体构成压制,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易造成农地的非农利用,资本下乡最终未必能造福农民,农民与

其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在实践中面临着变异或异化的危险,有相当数量的合作社

仅仅是以合作社的名义,旨在对接政府的相关补贴政策而临时组建,这种“拉郎配”恰恰会挤压真正具有

内生动力的合作组织的利益空间.相较于上述两种样态,家庭农场对于选择理想农民的制度优势最为

明显.家庭农场是真心要搞农业,农场主的农业经验与农业热情是其他主体形式所不具备的;家庭农场

经营规模适中,单产递减有限.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践中证明,以夫妻二人

为主要劳动力,专门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管理

和劳动监督成本,最大程度地发挥“所有者精神”.在农业企业和多数专业合作社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并

未得到彰显,而更多表现为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附属者和参与者.通过家庭农场作为选择机制,规
避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题,有利于选择真正对农业生产有志向的农民从生计走向职业.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角度考量,家庭农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寻找理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农民

成为一种职业而非一种身份,有利于以职业农民信用补强农产品质量信用.一个市场主体只有达到一

定规模,才能对其未来发展有比较确定的预期,也才能使其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一致,甚至长期利益更

优于短期利益,从而使信用缺失失去原动力和基础.家庭农场正是在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产生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于普通农户,其规模更大.信用机制缺失的实质,是失信方只想拥有利益而不愿履

行义务,这就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挑战财产关系和财产规则.因此,法律制度必须让失信方付出沉重的代

价,只有令其得不偿失,才能规范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行为,承担其应有的法律责任.作为家庭农场

而言,普通农民的身份将逐步向职业农民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加强对职业农民的规范力度,对违

反职业道德的农民给予相应的处罚,同时加强政府对职业农民的监督与管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职业

农民给予行政处罚,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加强职业农民的市场准入和禁入的限制,从而提

高职业农民的公信度,以职业农民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通过将职业农民的个人信用与家庭

农场的主体信用进行有效连接,将极大提升家庭农场及其所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用等级,夯实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道信用防线.
(二)有利于催生品牌效应,以内部监督强化农产品质量约束机制

在三省调研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农场均采取企业化经营模式.从法律主体的生成角度来看,在
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均有部分县市地方政府制定了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如新建县专门出台了«新建

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宜昌市夷陵区、宜都市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宜都市就要求,必须养殖

山羊１００头、养猪存栏５００头、水产面积５０亩、综合性农场１０亩以上的才可申请成立家庭农场.首先

由农户自愿申报,经管局核查,主管农业副镇长审批,再由相关部门(水产局、环保部门等)认定合格后,
由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家庭农场作为法律主体的产生需在农经管理部门按照地方标准进行初步认

定的基础上,由工商管理部门发放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家庭农场的经营

运作中,均按照企业化模式进行运作,包括有标牌,即有营业执照,并有注册资金,家庭固定从业人数一

般不少于２人,有固定场房场地和管理设备,设立家庭农场标牌,相关生产管理制度齐全,并需上墙

公布.
部分家庭农场注重进行品牌建设,如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桃源农场２００９年开始进行水稻加工,并

创办福源米业有限公司,每年加工水稻一万五千吨,利用自己家庭农场所生产的水稻进行加工,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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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标,其水稻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较大.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补贴政策也鼓励家庭农场进行品牌建

设,如宜都市就对家庭农场注册商标进行奖励;其他地方也对示范农场进行奖励,鼓励家庭农场创出品

牌.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更多的是资本和人的集合,而对于家庭农场而言,无论是品牌还是商标均属

于家庭农场所有,从利益角度考量,作为家庭主体比其他主体更具有进行品牌建设的利益冲动.
通过品牌的塑造以及本身所独具的内部监督成本较小的优势,家庭农场相比于家庭分散经营在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在三省调研中发现,多数家庭农场在生产上实行“五统一”,即
统一品种、规格、操作程序、时间以及生产资料,有效控制和保证农产品质量;家庭农场注重认证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部分家庭农场积极注册农产品商标,形成

品牌效应,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占有率.与专业合作社内部存在合作成本的问题,即存在“搭便

车”的问题,导致监督成本高企不同的是,家庭农场在监督成本方面显著降低.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而

言,生产环节的内部监督是关键,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主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一种普遍存在

的经济现象,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是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家庭农场主要由家庭成员负责经

营运作的正式制度,与雇工之间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关系型控制制度,构建了纵横交错的立体监控

体系,实现了家庭成员与雇工之间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连带责任.这种基于内部的高效的监督机

制成为家庭农场保障其产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
综上,家庭农场的品牌建设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而基于内部的监督成本较低是其发展的重大

优势,这两个环节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均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三)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依托家庭农场自我管理建立农产品质量监控机制

三省调研发现,家庭农场已经普遍采取市场化经营的策略.调研发现,由于种粮的比较收益较低,
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数量不多,从事养殖业、林木花卉、茶叶等为主要类型,究其根源,家庭农

场的运作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农机具、化肥、种子等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均是以市场为面向,
在此方面,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几乎没有任何功用.而家庭农场的兴起对于建立农产品质量保障机制意

义重大,其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实现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方位监管,节约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的行

政成本.这一点相比于农业公司更有优势,农业公司由于处于垄断地位,他们往往通过与农户之间的不

平等契约增加自身的利润,而将风险转嫁给普通农户,农户势单力薄只能靠选择偷工减料,滥用化肥农

药甚至是造假等手段来追求效益最大化.面对众多分散的签约农户,由于监督成本过高,无论是农业公

司还是专业合作社均难以逐一对农户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三

省调研发现,相比于家庭分散经营,各地对家庭农场及其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管理更加规范.如新洲区方

杨村兴源家庭农场和三叉路村宏华祥家庭农场不但接受基层经管站等部门的全方位监督,包括用药、养
殖的水质标准、土壤的质量,基层经管站还对其用药、种子、养殖技术等进行多方指导.而家庭农场自我

管理亦较为严格,由于家庭农场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家庭经济的现实发展,因此,在家庭农场内部,家庭各

主要成员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对于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自我管理更为到位.
在农产品质量监管方面,行政成本高企的问题无法回避.由于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

成本优势,基层人民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进行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

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形成庞大的组织,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运行成本.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

收益比例,导致地方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监管.调研发现,家庭农场的运作特别是农产品的生产不

但接受农经部门的指导,还需接受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管.家庭农场的兴起有利于克服以往政府监管部

分对分散农户和大量农产品监管成本过高的问题.由于家庭农场的农产品均是按照统一标准生产,质
量监测部门只要进行小部分抽样检测就可以了解该家庭农场整个同类产品的合格程度,大大减少了质

量监测人力物力的投入,并且也避免了漏检情况的发生,有效地提高了质量检测部门的工作效率,节约

了大量的行政成本,便于建立完整的农产品质量监控体系.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视域转换:从产品到主体

虽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颁布实施多年,但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依然比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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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形形色色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普通消

费者对此尚不满意.而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农产品生产的主体分散导致其责任缺失的问

题.虽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５４条将农产品质量缺陷民事侵权责任改为无过错原则,但是农产品生

产者、加工者并非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由何种主体来承担农产品

质量安全责任需要加以明晰,否则法律责任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违法成本,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无法得到保

障.建立农产品追溯机制的落脚点仍在农产品生产责任主体制度.所谓可追溯系统就是在农产品供应

的整个过程中对农产品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存储的质量保障系统,其目的是在出现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时,能够快速有效地查询到出问题的原料或加工环节.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农业经营主体采取

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由此来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
据此,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是以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制度搭建为抓手,其重点仍是构建农

产品生产主体制度,而落脚点仍在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个构成部分中,农
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虽然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的构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家庭农场

的作用更为突出.未来家庭农场无疑将成为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主力军,将有效集成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有效整合我国传统家户制农业生产模式,成为农产品特别是大田作物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种养业

生产环节应主要采取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家庭农场是我国传统农户经营的升级版,通过家庭农场有

效地融入农业生产之中,完善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信誉机制、生产过程干预、质量监督等,是破解农产

品质量安全困境的一条现实路径.这一路径的本质在于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的重点从农产

品的监管转移到通过产品追溯主体,进而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机制、约束机制和监控机制,
以构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将市场信用内化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识中,将法律责任融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构造中,将监控机制嫁接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中,这才是实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机制建设的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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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方式与措施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分析∗

———基于计算机仿真的方法

汪普庆　李晓涛

摘　要:近年来,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积极探索和改革,对保

障食品安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运用基于主体建

模的方法,建立一个食品供应链的计算机仿真模型,以此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仿真实验,探讨

政府监管方式和措施对相关行为主体的影响及其监管效果,并得出通过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有
利于供应链的组织结构趋于紧密的纵向协作,进而有利于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最后,
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应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将分散的小农户联结起来、利用供应链的内

部治理机制来控制农户的行为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监管;食品安全;仿真

一、引言

食品安全关系到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关系到政府和

国家的形象.为了应对人民日益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克服在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检测和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立足于实践和现实情况,学习借鉴发达

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机制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自

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了多次重要改革,例如２０１０年２月６日国家食品安全

委员会正式成立;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成立,而此次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

革将原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监

管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整合,组建为正部级直属国务院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从而实现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实施统一监管,由“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
的监管模式转变为集中监管模式①.此外,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并于２０１４年对该

法进行首次修订.
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改革取得进展并获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将食品

安全源头监管留在农业部门,未能整合到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从而未能实现真正意义

上全程监管和无缝监管,为食品安全监管留下了隐患.其实,源头才是食品安全最难管、出现问题最多

的地方;２亿多分散的小农户是我国食品安全最难治理的部分(郑风田,２０１３).此外,我国政府往往出

台一些法规政策后,当短期的效果不明显时,就匆忙重新出台另外一些新的法规政策,没有注重制度的

持续性、连续性以及长期效果.因此,在考虑微观主体的适应性行为的情况下,研究政府监管方式和措

施对相关行为主体的影响及其监管效果,以及如何提高监管效率,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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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旧的体制相比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改革后的新监管体制主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
部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组成.



二、文献综述

食品安全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这就必然需要通过引入政府来进行监管.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实行食品安全监管.针对市场失灵,政府的监管提高了社会福利

(Boom,１９９５).美国学者Starbird(２００５)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检测、处罚和食品市场中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道德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得出对抽样检测程序的监管是一个有效的工具的结论.
为了更好地实施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近年来发达国家开始对食品安

全监管进行成本效益方面评估的研究.相应地对企业执行食品加贴标签法规、实施 HACCP等的成本

进行了评估研究(Michael,１９９２;Antle,１９９５、２００１;Unnevehr,２０００).
此外,一些学者和机构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了分析与调查(DeWaal,２００３;GAO,２００５).欧美

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逐步趋向于统一管理、协调、高效运作的架构.其中职能整

合、统一管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显著特征.不少国家纷纷将食品安全的监管集中

到一个或少数几个部门,并加大部门间的协调力度,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
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比较国内外食品安全监

管体制,以及据此提出相关建议对策.其中对欧美食品安全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多(秦富等,２００３;王
耀忠,２００６;周永刚等,２０１４).李光德(２００４)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

迁特征和局限性;周洁红(２００５)以浙江为例,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和检验体系等方面深

入地探讨了蔬菜的政府管理问题;徐金海(２００７)通过食品安全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表明,政府监管的有

效性取决于不断降低监督检查成本、降低以缺陷食品冒充安全食品坑害消费者而获得的额外预期收益,
以及加大对违规的惩罚力度.周小梅(２０１０)从食品安全管制的供求角度进行了分析.

本文将考虑微观主体的适应性行为,以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运用基于主体建模(AgentＧBased
Modeling,ABM)的计算机仿真方法,通过一系列的仿真实验,探讨政府监管方式和措施对食品安全水

平的影响.

三、仿真模型

本研究基于中国现实将重点关注食品安全源头环节①,并运用基于主体建模的方法,相应地建立一

个仅包括(初级农产品种养殖)农户、食品企业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部门三类主体,以及他们之间互动行

为规则的食品供应链仿真模型.此外,本研究选取现货交易与合同交易形式作为两种不同供应链的组

织结构.
该供应链仿真模型由三类主体构成:n 个农户;m 个食品企业;x 个监管部门.假设初始状态下,某

个初级农产品生产基地有n 个同质的农户,每个农户每期生产s单位的产品.农户生产的产品有安全

和不安全两种类型②.由于质量安全属于信用品属性,因此产品的真实质量只有生产者自己知道,其他

交易者无法识别.交易市场中有m 个食品企业,他们每次交易随机在农户中抽取b 个农户进行配对.
如果某个企业转换为合同企业,则合同企业将与其交易的农户签订合同,建立固定的交易关系.这里的

企业自由采购和企业与合同农户固定交易(即“公司＋农户”),分别对应着两种供应链的组织结构(即市

场型和合同型),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政府的不同部门则对农户和企业分别进行监管.
(一)政府监管部门Agent建模

政府主体是针对供应链的不同环节进行质量安全监管的部门.在该模型中有两个监管部门,一个

部门负责对生产环节的农户进行监管;另一个部门负责对企业进行监管;其目标是提高产品合格率从而

保障质量安全,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对产品进行抽检、罚款等.政府监管者对农户的抽检频率为θ１,对农

户的单位产品罚款为F１;对企业的抽检频率为θ２,对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检的频率为α,对企业的单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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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于农药残留超标是当前威胁我国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即其问题主要发生在种养殖环节,因而,选取该环节为研究重点.
这里安全产品主要是指农药残留符合国家(国际)标准的产品,反之为不安全产品.



品罚款为F２.
(二)农户Agent建模

每个农户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并将其产品买给某个企业.农户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每个农户都有自

己的属性:农户身份(合同农户或非合同农户)、诚信度、财富量、转换门槛.农户的具体决策行为如下.

１．诚信度更新决策

对于是否生产安全的产品,每个农户都有一个诚信度(Honesty),它表示抵御利益冲击的忍耐程

度.这里的利益冲击主要来源于不安全生产与安全生产两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期望收益的差别,当政

府对农户的检测频率较低或罚款额较小时,不安全生产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对于合同农户,无论

是自己被政府抽检到(不论是否被检测出问题),或是自己的邻居被抽查到,或是与自己交易的企业被政

府检测出问题,则其诚信度值都将迅速增加,且根据(２)式更新;如果合同农户、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合

同企业都未被政府抽检到,或是合同农户未被政府抽检到,且自己的合同企业未被政府抽检出问题,则
其诚信度值将少量减小,且根据(１)式更新.对于非合同农户,如果自己未被抽检到,且自己的邻居也没

被抽查到,则其诚信度值将少量减小,且根据(１)式更新;对于非合同农户,只要自己或邻居被政府抽检

到(不论是否被检测出问题),则其诚信度值将迅速增加,且根据(２)式更新.

Honestyt＋１＝(１－d＋)Honestyt＋d＋ minimal_Honesty　　　　　　　　　　　 　　　　　(１)

Honestyt＋１＝(１－d－)Honestyt＋d－ 　　　　 　　　　　　　　　　　　　　　　　　　(２){
其中,Honestyt 表示某个农户t交易时期的诚信度,当其值为１时,表示完全讲诚信,当其值为０

时,表示完全不讲诚信,即抵挡不了任何利益的诱惑;d－ ∈(０,１)表示负面经历的影响因子,d＋ ∈(０,１)
表示正面经历的影响因子①,且d－ ＞d＋ ,表示负面经历有更大的影响;minimal_Honesty 为诚信度的

最低值.

２．生产决策

农户有两种生产方式:生产安全的产品和生产不安全的产品,每个农户的生产决策都是由经济利益

计算、诚信度、权重和随机因素四部分共同决定.

λki＋(１－λ)ρ＞ Honesty (３)
如果(３)式成立,则生产不安全的产品,反之则生产安全产品.其中,λ∈(０,１)为权重,ρ∈(０,１)

为一个任意随机数,ki∈(０,１)表示农户生产不安全产品与生产安全产品两种情况的期望收益之差被标

准化后的一个值②.

３．产品销售决策

生产决策确定之后,农户将其生产的产品卖给企业而获得收入,其所得收入减去生产成本,如果有

罚款,则扣除罚款,最后得到的就是该农户的利润.其利润将改变农户财富量的属性.这里假设每个农

户每期出售其生产的全部产品(即s单位的产品),且无论农户所生产的产品是否安全,农户与企业之间

的交易市场都有一个统一的成交价格③,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为P１:

P１(t)＝λCl＋(１－λ)Cs＋ε(t) (４)
其中ε(t)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一个随机项,即市场价格是随机波动的;Cs 和Cl(Cs＞Cl)分别为生产

安全和不安全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当农户所生产的产品被政府检测出问题,则对农户进行罚款F１

(对每单位产品的罚款),并改变其诚信度值.

４．转换决策

本模型考虑到农户主体具有学习能力,因而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可以相互模仿并相互转换.当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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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的负面经历主要指如果农户被政府抽查到,这种经历会对农户起到一定威慑,从而促进农户提高自己的诚信度;与之相应,
正面经历主要指农户未被政府抽查到,这种经历会使农户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如果自己生产不安全的产品也不会受到惩罚,因而诚
信度会略有降低.

对于非合同农户,i＝１,ki＝k１＝[(P１－Cl)(１－Ө１/n)＋(P１－Cl－F１)Ө１/n－(P１－Cs)]/(Cs－Cl)＝(Cs－Cl－F１Ө１/n)/
(Cs－Cl),k１ 的含义为:不安全生产方式(低成本)与安全生产相比给非合同农户所带来的利益诱惑;对于合同农户,i＝２,ki＝k２＝[Cs

－Cl－F１Ө１/n－F３αӨ２/mbs＋(F１＋F３)αӨ１Ө２/nmbs]/(C′s－Cl).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逆向选择和市场失灵,市场未能形成“优质优价”,只有一个混同的均衡价格.



同农户发现合同农户的收益较高时,就可能学习模仿合同农户而转换为合同农户;反之,合同农户就可

能脱离“公司＋农户”转换为非合同农户.转换需要考虑以下问题:首先是转换的前提,必须在合同企业

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合同农户与非合同农户之间的转换.其次为转换条件,农户进行转换需要考虑

转换前后不同类型农户的收益比较、转换成本和一些制度性因素(信任和道德等)等.这里转换条件主

要考虑收益比较①,每个农户与自己邻居中不同类型农户的平均收益进行比较.最后为转换的阈值G
(即转换的门槛),假设两者的差距超过一定的范围才能够发生转换.

λ(π′i－πi)/π′i＋(１－λ)ρ＞G (５)
其中,λ∈(０,１)为权重,ρ∈(０,１)为一个任意随机数,πi 为某个农户当期的利润,π′i 为该农户邻居

中不同类型农户当前的平均利润,G 为不同类型的农户之间的转换阈值,表示抵御冲击的忍耐程度,它
反映了转换的阻力.

(三)企业Agent建模

企业以自由现货市场交易或合同交易方式从农户那里采购产品,并对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分级、清
洗和包装等),然后将其与供应链的下游客户(如:农贸市场、超市等零售商)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利润.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属性:企业身份(合同企业或非合同企业)、财富量、转换门槛.企业的具体决策行

为如下.

１．产品销售决策

企业先采购农产品,然后出售产品获取利润.公司有两种采购方式:自由采购和固定采购.非合同

企业在市场上自由采购,即每期每个非合同企业随机在自己的邻居中选取一定数量的农户配对交易;合
同企业则随机在自己的邻居中选取一定数量的农户,与之形成“公司＋农户”组织,并与其合同农户进行

固定交易.
企业将其采购的产品进行简单处理,卖出(卖给零售商或下游客户)后所得收入减去采购成本(购进

时的市场价格),如果有罚款(F２),则扣除该部分,最终得到利润,其利润将改变企业财富量的属性.这

里假设企业与其供应链下游客户之间的交易市场都有一个统一的成交价格P２:

P２(t)＝(１＋δ)P１(t) (６)
P２ 随着P１ 波动而变动,且比P１ 大一定的比例,δ∈(０,１),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销售价格比农户的

销售价格多一个固定的比例.

２．惩罚农户

当非合同企业被政府检测出有问题时,由于是随机交易,并且农户数目较多,每次交易企业并不能

记住与其交易的具体农户,因此,非合同企业并不能查出哪些农户的产品出了问题②,于是被检测出问

题的非合同企业只能自己承担全部来自监管者的罚款.当然,当政府的抽检频率较低时,非合同企业对

农户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仍然采用机会主义行为,继续随机采购产品,这种情况可能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毕竟被检测出有问题的概率很低.

对于合同企业,当被政府检测出其产品有问题,将接受政府的罚款,同时,他能查出生产不安全产品

的农户.这是由于合同企业与合同农户之间已经建立了固定的交易关系,互相比较了解;而且合同农户

生活在同一社区,农户之间对各自的生产情况也比较熟悉,生产安全产品的合同农户无论出于自身利益

或是与合同企业之间的信任,还是出于担心对集体惩罚的威胁,他都会协助企业查出那些生产不安全产

品的合同农户.总之,这里考虑合同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可以查到那些生产不安全产品的合同农户③,但
有一定的调查成本(Ci).当合同企业查出生产不安全产品的农户后对其进行罚款,假设对生产不安全

产品的合同农户实施每单位产品F３ 的罚款④.对生产不安全产品的农户的惩罚除了迅速增加生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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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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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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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换成本,比如合同农户在“公司＋农户”组织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减少市场价格带来的风险,享受
企业提供的科技支持与服务等,这些将构成合同农户的转换成本,当然,非合同农户相对比较灵活和自由(不受企业的约束).这里对转
换成本和制度性因素的考虑是通过权重、随机因素和转换阈值来体现的.

非合同企业可以自己对每个农户进行检测,但费用很贵,且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因而不现实.
合同企业一般对合同农户的生产行为有一定的控制,比如分片或分块管理,建立可追溯系统等.
这里的罚款可以是扣除部分押金的形式实现.



安全产品的农户的诚信度,同时也影响到同一合同企业下其他合同农户的诚信度.

３．转换决策

考虑到企业主体具有学习能力,因而合同企业与非合同企业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当非合同企业发现

合同企业的利润率较高时,就可能模仿学习合同企业,进而转换为合同企业;反之,就可能解散“公司＋
农户”而转换为非合同企业.转换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是转换的前提,必须在合同企业和非合同企

业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他们之间的转换.第二是转换的条件,企业进行转换可能会取决转换前

后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率比较、转换成本和一些制度性因素等.这里主要考虑利润率的比较,取各自类

型企业在当期的平均利润率进行比较.第三是转变的阈值,此处假设两者平均收益的差距超过一定的

范围才能够发生可以转换.其转换决策如下:

λ(v′i－vi)/v′i＋(１－λ)ρ＞β (７)
其中,λ∈(０,１)为权重,ρ∈(０,１)为一个任意随机数,vi 为某个企业当期的利润率,v′i 为与该企业

不同类型的企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β为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转换阈值.

四、结果与讨论

基于上述仿真模型,然后用仿真工具 NetLogo① 将其实现,并进行相关的仿真实验,并对相关结果进

行解释和讨论.在仿真实验中,一些基本的参数描述如下表②,其具体仿真实验内容、结果和分析如下.
表１　仿真中基本参数的特征

参数 取值 描述

x ２ 政府监管部门的数量

m ７ 企业的数量

n ７７ 农户的数量

s ５０ 在每个时间周期中每个农户的产量

Cs １．５ 生产安全产品的成本

Cl １．０ 生产不安全产品的成本

C′s １．４ 以合同方式生产安全产品的成本

P１ [１．３５,２．０５]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

P２ [２．０２５,３．０７５] 企业与下游客户之间的交易价格

μ ０．３５ 正态分布的均值

σ２ ０．３５ 正态分布的方差

δ ０．５ P２ 比P１ 大的比率

λ ０．７ 权重

(一)对农户进行罚款

实验一为设计在引入合同前后两种情景,且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设定不同的对农户的罚

款,模拟其对合格率的影响.通过比较仿真结果可以得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政府监管部门

对农户的罚款额度逐步加大,产品合格率也逐步提高,见图１.
相对于引入合同前的情景,在引入合同后且合同能得到较好发展的情景下,产品合格率较高.
(二)对企业进行罚款

实验二为在与实验一相同的条件下,通过设定不同的对企业的罚款,模拟对合格率的影响.通过比

较仿真结果可以得出:在引入合同前的情景下,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罚

款额度逐步加大,产品合格率没有明显变化;在引入合同后的情景下,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政府

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罚款额度逐步加大,产品合格率有所提高,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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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软件 NetLogo是一种灵活的基于主体(agentＧbased)编程语言和集成的建模环境,而且该应用软件广泛地应用于不同学科,如社
会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科学(Sklar,２００７).此仿真模型的实现所用的工具为 NetLogo５．０．４版本.

仿真模型和实验中的参数主要是根据一些实地调研和相关数据而进行设定的,每一次仿真实验运行１００个时间周期(timeＧtick),而
且假定４个时间周期代表现实中的１年,这样１００个时间周期就代表２５年.此外,为了使实验数据更加可靠,每次实验都重复进行多次,这
里选取重复１０次,然后取平均值.



图１　政府对农户的罚款对合格率的影响
　

图２　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对合格率的影响
　

(三)对农户进行抽检

实验三为同等条件下,设定不同的对农户的抽检概率,通过比较实验结果可以得出: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随着政府监管部门对农户的抽检概率逐步加大,采用合同交易形式的农户的比例相应逐步增

加,同时,产品合格率也相应地逐步提高,如图３所示.
(四)对企业进行抽检

实验四为同等条件下,设定不同的对企业的抽检概率,通过比较实验结果可以得出: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随着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的抽检概率逐步加大,采用合同交易形式的企业的比例相应逐步增

加,同时,产品合格率也相应地逐步提高,见图４.

图３　政府对农户的抽检对合格率的影响 图４　政府对企业的抽检对合格率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和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合同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有利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进而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在合同形

式中,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压力和信号可以传导到合同农户,合同企业会对其合同农户自发进行质量安全

方面的控制.反之,在自由市场交易形式下的企业无法将相关信号传递给交易农户.第二,提高政府的

监管力度(罚款和抽检率)有利于合同形式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对农户的监管力度

越强,越有助于合同农户数量的增加,也有助于增加合同企业的规模,进而越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对企业的监管力度越强,越有助于合同企业的发展,进而越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因此,政府应该

大力发展和扶持各种形式的组织(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农超对接”,甚至完全纵向

一体化等),将数量众多的分散小农户联结起来,使之组织化、结构化,并很好地融入现代化的纵向协作

的供应链当中.这样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和效果,进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其次,考虑到政府实施罚款的困难性(主要是指因征收罚款而引起与生产者的冲突),现阶段政府应

以加大抽检概率为主,以罚款为辅,这样监管的效果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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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对不同环节的监管效果的差异,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在前期阶段,在同时监管农户和企

业的情况下,以监管农户为主,促使农户加入各种形式的组织,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后期在同

时监管供应链中各主体的情况下,以监管供应链下游的“链主”(核心企业)为重点.通过该方式,可以充

分利用供应链的内部治理机制来控制农户的行为,同时提高政府监管效率,进而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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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评价

吴庆田　刘　淘

摘　要: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是高校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过程存在很强的多

主体性、模糊性和随机性.文章将云模型引入不确定语言多准则决策领域,进行知识的定性定

量转化与语言值的集结,建立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

价模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教师个人背景与教学素质、教学技能与教学责任

心、教学内容、教学效果四个准则层共３９个指标构成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通

过实证分析检验了该方法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高校教师教学质量;云模型;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

一、引言

教学是高等院校的核心功能之一,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是其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开
展对高等院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对于引导教师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

积极的意义.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张,高校教师队伍也日益庞大,很多年轻博士、硕士或从

事其他行业的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充实到了教学岗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受过教育教学方面

的训练,岗前培训也有走过场之嫌,因为他们是先从教再培训,而培训的内容与教学水平的提高也不存

在多大的联系;与此同时,各高校在激烈的竞争排名中,越来越重科研轻教学,使得教师面临极大的职称

晋升、岗位聘任压力,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影响了教学效果.由此导致了高校教师的整体教学

质量不够理想,这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担心和质疑.因此,高校教师教学

质量管理成为各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要提高高校教师课堂教学

质量和水平,首先得对其教学质量做出科学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质量管理.
评价需要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借助全面、客观、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而目前大多数高校在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操作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教学管理的角度展开的,要么根据学校的相应奖惩办法给教师

增加或扣除相应的分数;要么以数量衡量质量,即以教师完成的课时量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之一,课时量

越多的教师业绩等级越高(这可能歪曲教师的教学质量等级,因为过多的课时量可能会分散教师精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要么以少数专家或领导听课打分、少数学生评教打分的方式作为评价的

手段,这种评价难免有主观片面性,也可能流于形式甚至出现情感扰动问题.这些指标设计与评价方法

不仅存在主观片面性、评价主体单一性,更缺乏以教师与课程为分析对象的微观基础以及质性评价,未
能对教学的内在规律进行客观、科学考察.

在理论上,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起源于２０世纪初期,至今没有停止过.教学评价理论发展

也经历了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估几个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强调教师个人特征和品

质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如 Cattell(１９５６)、Barr(１９８３)、Ryans(１９８６)、Berliner等,被后人称为“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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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Ｇbox)研究;６０年代后,学者们才将评价的重点转向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教学内容和学生互动

中去,如Dunkin&Biddle(１９９６)、Rosenshine& Furst(１９７１)、Medly(１９７７)、Kyriacou(１９９７)、Wood、

Rosenshine&Stevens(１９８６)、Berline& Tichenoff(１９８６)等;８０年代末期开始,教师教学效果的研究已

经超越课堂行为,重视分析教师知识、教师信念和教师自我效能感与其教学质量的关系,如 Richardson
(１９９６)、Philipoou,(１９９３,１９９９)、Kyriakides等(２００２).

国内学者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就构建

了包括教师语言表达、教学内容的讲解、教学方法的使用、板书清晰工整程度等简单的评价指标,以学生

打分,计算被评教师的加权平均分数的方法,少数学者采用马尔柯夫链(Markov)评估模型对教师教学

质量进行评价.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教育部分别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学校永恒的话

题”和要求“把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后,关于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文献才大量涌

现,相关的制度设计与模型构建不断推陈出新.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从教师课

前教学准备、教师自身素质,到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再到课后教学效果,但不同学者各有侧重,且具

体子指标也不尽相同.从教学质量评价方法来看,目前理论界和实践中通常使用的几种评价模型和方

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或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如丁家玲和叶金华(２００３)、陈正(２００４)、
马立等(２００５)、严军花等(２００７)、黄玲花(２００９)、魏媛(２０１１)等等,马尔可夫链法如王冲林(２００８)、邹杨

等(２００８),主成分分析法如金昌录等(１９９６)、闫在在(２００６)等等,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如叶宗裕(２００９)、王
吉权(２０１１),神经网络法与数据挖掘如吕云玲(２００９)、舒重胜(２００８)、左国平等(２０１１),灰色关联分析法

如方刚(２００８)、粗糙集理论如岳丹丹(２００９)、张如(２０１１),支持向量机(SVM)如徐高欢(２００７)等.这些

方法将评价者的思维过程系统化、数量化、模型化,消除了偶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

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比传统方法科学、合理,提高了评价的可信度.但是,科学、全面、客观的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涉及的主体多、内容多,评价指标的描述多为定性自然语言,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因而它既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目标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过程,采
用传统的数学模型已经难以准确完整地进行描述.而已有的这些评价方法大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

技术的研究,有的评价指标量化缺乏科学依据,有的不能同时很好地体现评价指标的模糊性和随机性,
有的在确定二级指标权重上的主观随意性大,有的评价过程缺乏生动直观性,使评价结果可信度难以提

高.同时,现有文献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主要考虑显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等变

量,忽视了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内在禀赋,即教学素质和教学技巧的变量.有鉴于此,本文从系统工程的

角度出发,设计出同时包含高校教师教学质量显性变量和内在禀赋变量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能把

模糊性和随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定性的语言值与定量数值之间自然转换的云模型,并将其引入高

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这一具有不确定性语言多准则群决策的问题中去.

二、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模型的构建

我们依据李德毅(２００５)提出的云模型,针对决策问题中知识的不确定性表示问题,提出基于云理论

的知识表示和偏好集结方法,构建一种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模型.
(一)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问题及其决策者评价值权重的确定

对于一个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问题,设有m 个方案A＝{A１,A２,,Am},n 个决策准则C＝
{c１,c２,,cn},对应的准则权重向量为W ＝{w１,w２,,wj},且wj∈[０,１],w１＋w２＋＋wj＝１.

设S
~

为方案A 在准则C 下的评价值,令S
~
＝[si,sj],显然S

~
为区间语言值.假定有k 个决策者D＝

{d１,dk},对应的权重向量未知.令决策者dk 所对方案Ai 给出的评价矩阵为Rk＝(ak
ij)m×n,则决策

者dk 评价所有方案时的不确定度为:

Ψ(RK)＝
m

i＝１

n

j＝１

len(ak
ij)

２t＋１
(１)

且决策者dk 所给出的评价矩阵与其他所有决策者所给出的评价矩阵的偏差程度称为偏差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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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k
ij,at

ij)＝ (ak
ij－at

ij)＋(ak
ij－at

ij)２ 表示两个不确定语言变量的相离度,则偏差度为:

fk＝
t≠k


m

i＝１

n

j＝１
DS(ak

ij,at
ij) (２)

利用“决策者信息不确定度”和“决策者偏差度”确定决策者权重.一般来说,决策者所给出的评价

矩阵的不确定度越小,则说明该决策者的决策越精确,应给予较高的权重;同样,某一决策者与其他所有

决策者之间的偏差度越小,则说明该决策者的决策比较精确,应给予更高的权重.因此基于决策者评价

的不确定度可得出决策者dk 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客观权重分别为:

λ１
k＝

(１/Ψ(Rk))


l

t＝１
(１/Ψ(Rk))

　　　λ２
k＝

(１/fk)


l

t＝１
(１/fk)

根据对这两个客观权重的不同偏好取定两个数α、β来综合这两个客观权重,可得决策者dk 的最

终权重为:

λk＝αλ１
k＋βλ２

k(０≤α,β≤１,α＋β＝１) (３)
(二)利用云模型进行决策信息转化和偏好集结

首先转化决策信息,将区间语言值[Si,Sj]转化为两朵云,令si→yi＝(Exi,Eni,Hei)和sj→yj＝

(Exj,Enj,Hej),并在这两朵云的基础上扩展得y~＝([Ex,Ex],En,He),则称其为区间云.其数字

特征用期望区间[Ex,Ex]、熵En、超熵 He 三个数值表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区间云简记为y~ ＝

([Ex,Ex],En,He),其中,a—＝min{ai,aj},a
—＝max{ai,aj},则:

En＝ En２
i＋En２

j ,He＝ He２
i＋He２

j (４)
然后采用生成浮动云的方法进行偏好集结,计算各决策者评价值的综合云.设两朵相邻区间云A１

＝([Ex１,Ex１],En,He)和A１＝([Ex１,Ex１],En,He)可生成浮动区间云,表示两朵区间云表达的定

性概念中间的空白语言值.若生成综合区间云的数字特征为A＝([Ex,Ex],En,He),则有Ex
~

＝w１

[Ex１,Ex１]＋w２[Ex２,Ex２](w１＋w２＝１,w１,w２ 为属性权重值)

En＝
w１Ex１En１＋w２Ex２En２

w１Ex１＋w２Ex２
　　　He＝ He２

１＋He２
２

Ex１＝
Ex１＋Ex１

２
,Ex２＝

Ex２＋Ex２

２
,Ex＝

Ex＋Ex
２

(５)

(三)计算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的综合评价值

首先计算被评价者的评价值与正负理想值的hamming距离.设y１
~ ,y２

~ 为任意两个区间云,F 是区

间云的集合,d 是一个映射,即:F×F→R,d(y１
~ ,y２

~ )为两朵区间云y１
~ ,y２

~ 之间的距离,则y１
~ 和y２

~ 的

Hamming距离为:

d(y１
~ ,y２

~ )＝
１
２ １＋

En１＋He１

Ex１

æ

è
ç

ö

ø
÷Ex１－ １－

En２＋He２

Ex２

æ

è
ç

ö

ø
÷Ex２

æ

è
ç ＋

１－
En１＋He１

Ex１

æ

è
ç

ö

ø
÷Ex１－ １－

En２＋He２

Ex２

æ

è
ç

ö

ø
÷Ex２

ö

ø
÷ (６)

则正理想方案为y~＋ ＝([maxExi,maxExi],minEni,minHei),负理想方案为y~－ ＝([minExi,

minExi],maxEni,maxHei),被评价对象的区间云y~i 与正负理想方案的hamming距离分别为:d＋
i ＝

d(y~i,y~＋ )d－
i ＝d(y~i,y~－ )

然后计算综合评价值d∗
i ,计算公式为:

d∗
i ＝

d＋
i

d＋
i ＋d－

i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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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越小,被评价对象越优.

三、基于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的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需要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但指标体系的设计目前在国内并无权威的可供

借鉴的范式,本文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由于影响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因素比较复杂,必须从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我们选取中南大学商

学院五位讲授“金融学”课程的教师,根据高校教师的教学特点以及本文采用不确定语言值作为评价值

的要求,设计了生评(即学生评价)、自评(即教师自己评价)和专家评价调查问卷,从教师个人背景与教

学素质(包括性别、教龄、职称、学历层次、普通话水平、教师课堂形象和内在气质、表达和思维能力、教学

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学术品格、性格‹如外向型程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知识丰富程度、专业知识结构、科
研能力、专业实践经验与能力等方面)、教学技能与教学责任心(包括课堂时间分配的合理程度、多媒体

课件水平、网络教学平台运用水平、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创新程度、对学生的启发激励技能、课堂组织方

法、课程内容熟练程度、教学进度适度、所能认识学生的比例、讲课激情程度、对学生的约束技能、布置与

批改作业情况、考核形式多样化情况)、教学内容(包括实际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是否相符、讲述内容充

实性与信息量、重点和难点突出、对学科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把握情况、理论联系实际或有效地使用实

例讲解情况、教材选用质量、指定的阅读参考材料质量)、教学效果(包括教学计划完成情况、教学目标达

到程度、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把握程度、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程度、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的影响、对学生治学与做人态度的影响、学生考试成绩)四个方面设计了４２个问题,最后还设计了一个

问题(第４３个问题),要求评价者对教师总体教学质量给出综合评价,共４３个问题构成的调查问卷,其
评价值采用不确定语言值,分为 A[差－较差]、B[差－一般]、C[较差－一般]、D[较差－较好]、E[一般

－较好]、F[一般－很好]、G[较好－很好]五种不确定语言值七种不确定语言区间.
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我们对调查问卷进行预测试.以电子邮件形式共发放问卷４５份,回收４２份,

回收率为９３３％.剔除无效问卷２份,共回收有效问卷４０份,问卷有效率为８８９％.为了采用

SPSS１３０对数据分别进行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我们将不确定区间语言值转换为实数,对
五个等级的语言标度S－２、S－１、S０、S１、S２ 分别赋值为０、１、２、３、４.分析显示:V１(性别)、V３４(教材选用

质量)的CICT(总相关系数)值分别为０１０１和００６４,是十分低的,因而将此两项从整体量表中删除;
整体量表 KMO值为０８４１,近似卡方值为３４７３５６,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小于０００１,二者均

高度显著到达显著程度,且在因素分析中,变异数具体旋转后因素 V２４(所能认识学生的比例)析出系数

未达到显著要求,因此将其删除;CronbachsAlpha系数检验的量表整体信度值和分量表的信度值均大

于０７５.由此得到正式问卷由删除 V１、V２４和 V３４后的３９个问题组成,也即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由４个准则层３９个评价指标共同构成,见表１.
(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实证检验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

中至关重要.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为此,我们设计了高校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邀请２０位教育专家对影响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四个准则指标之间的

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判断,采用Saaty１－９标度法对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构造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判断矩

阵,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各因素的相对权重,并对对调查问卷进行一致性检验,将通过一

致性检验的１７位教育专家对于高校教师教学质量同一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到教育专

家群体集中判断的综合权重,即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最后综合权重系数:教师个人背景与教学

素质、教学技能与教学责任心、教学内容、教学效果分别是０２４０３、０３０６８、０２４７６、０２０５３.
(三)正式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调查问卷针对每一位被评价教师分别发放生评、自评和专家评价４１份、１份、１０份共５２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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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号 指标层

高校教师教学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

教师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０．２４０３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０．３０６８

教学内容

０．２４７６

教学效果

０．２０５３

１ 教龄

２ 职称

３ 学历层次

４ 普通话水平

５ 教师课堂形象和内在气质

６ 表达和思维能力

７ 教学过程中的科学精神

８ 学术品格

９ 性格(如外向型程度)

１０ 创新意识和能力

１１ 知识丰富程度

１２ 专业知识结构

１３ 科研能力

１４ 专业实践经验与能力

１５ 课堂时间分配的合理程度

１６ 多媒体课件水平

１７ 网络教学平台运用水平

１８ 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创新程度

１９ 对学生的启发激励技能

２０ 课堂组织方法

２１ 课程内容熟练程度

２２ 教学进度适度

２３ 讲课激情程度

２４ 对学生的约束技能

２５ 布置与批改作业情况

２６ 考核形式多样化情况

２７ 实际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是否相符

２８ 讲述内容充实性与信息量

２９ 重点和难点突出

３０ 对学科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把握情况

３１ 理论联系实际或有效的使用实例讲解情况

３２ 指定的阅读参考材料质量

３３ 教学计划完成情况

３４ 教学目标达到程度

３５ 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把握程度

３６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程度

３７ 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影响

３８ 对学生治学与做人态度的影响

３９ 学生考试成绩

最终问卷有效率为９２３％.为检验量表的构面效度,首先进行因素分析,找出量表潜在的结构,使量表

变成一组彼此相关较大的变量.由于量表的准则值为区间语言值,那么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检验结果 KMO值为０８３６,大于０７,结果可接受;近似卡方值为３７８３６８,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概

率小于０００１,二者均高度显著到达显著程度.
在准则值为区间数的量表信度分析中,采用 CronbachsAlpha系数检验量表信度,得到整体信度

８１１

吴庆田、刘淘: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值为０．８１４,分量表的信度值都在０７９以上.对于 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的取值评价标准,一般

认为在０７到０９８之间属于高信度.显然,整体信度值和分量表信度值两者均处于０７~０９８之间,
因此信度较理想.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

(一)不确定语言群决策的决策矩阵

本文的有效决策者分为三类:被评价者本人(１份)、授课学生(３８份)、专家(１０份),采用层次分析

法所确定的准则层权重,利用 WAA算子分别将授课学生的３８份数据和专家的１０份数据进行集结,得
到这两类评价者的综合评价数据,与被评教师的自评数据一起,形成三类评价数据,得出三类决策者的

决策矩阵,如表２至表４所示.
表２　教师自评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S０,S０] [S－１,S０] [S１,S２] [S２,S２]

教师二 [S－１,S０] [S－２,S０] [S０,S２] [S１,S２]

教师三 [S１,S１] [S２,S２] [S１,S２] [S０,S０]

教师四 [S１,S２] [S０,S１] [S－１,S０] [S－２,S０]

教师五 [S１,S１] [S２,S２] [S２,S２] [S０,S１]

表３　专家给出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S０,S１] [S１,S０] [S１,S２] [S２,S２]

教师二 [S０,S１] [S０,S０] [S０,S２] [S２,S２]

教师三 [S１,S１] [S２,S２] [S１,S２] [S０,S１]

教师四 [S２,S２] [S１,S１] [S－１,S０] [S－２,S０]

教师五 [S１,S２] [S２,S２] [S２,S２] [S０,S２]

表４　学生给出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S０,S１] [S－１,S－１] [S０,S２] [S１,S２]

教师二 [S０,S０] [S－２,S－１] [S１,S２] [S１,S２]

教师三 [S０,S１] [S２,S２] [S１,S２] [S０,S１]

教师四 [S１,S２] [S０,S１] [S－１,S０] [S－２,S０]

教师五 [S１,S２] [S２,S２] [S１,S２] [S０,S２]

(二)确定决策者权重

依据公式(１)和(２)计算得出三类决策者评价的不确定度和偏差度分别为:

Ψ(R１)＝３f１＝２３．８３;Ψ(R２)＝２．８f２＝２５．３;Ψ(R３)＝３．８f３＝２５．４７
取定α＝０４,β＝０６,依据公式(３)综合这两个客观权重可得三类决策者的最终权重为:

λ１＝０．３４８,λ２＝０．３４６,λ３＝０．３０６
(三)转化决策信息

依据公式(４)把各决策信息转化为综合云(y＝(Ex,En,He))的形式,如表５至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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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教师自评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５０,３．９３,０．１) (４４．１１,４．４０,０．１９)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２６)

教师二 (４４．１１,４．４０,０．１９) (３４．５７,１１．５２,０．２８) (６５．４３,１１．５２,０．２８)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教师三 (６９．１,０,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５０,３．９３,０．１)

教师四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４４．１１,４．４０,０．１９) (３４．５７,１１．５２,０．２８)

教师五 (６９．１,０,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表６　专家给出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２６)

教师二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５０,３．９３,０．１) (６５．４３,１１．５２,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２６)

教师三 (６９．１,０,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教师四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６９．１,０,０．１６) (４４．１１,４．４０,０．１９) (３４．５７,１１．５２,０．２８)

教师五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６５．４３,１１．５２,０．２８)

表７　学生给出的评价矩阵

指标
评价对象

个人背景与
教学素质(C１)

教学技能与教学
责任心(C２)

教学内容(C３) 教学效果(C４)

教师一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３０．９,６．３７,０．１６) (６５．４３,１１．５２,０．２８)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教师二 (５０,３．９３,０．１) (２１．３６,７．１２,０．３１)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教师三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教师四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５５．８９,４．４０,０．１９) (４４．１１,４．４０,０．１９) (３４．５７,１１．５２,０．２８)

教师五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２６) (７８．６４,７．１２,０．３１) (６５．４３,１１．５２,０．２８)

(四)采用生成浮动云的方法进行偏好集结

计算决策者d１、d２、d３对五位教师评价值的综合云分别为:

A１
１(６９．５９,３．７４,０．４６)　A２

１(５６．９９,８．７０,０．５４)　A３
１(７３．７９,２．９７,０．４５)　A４

１(５２．７８,６．５２,０．５０)

A５
１(８１．７６,０．７２,０．４４)

A２
１(７３．４７,３．８６,０．４９)　A２

２(６８．２０,４．８８,０．４４)　A３
２(７５．２０,３．０７,０．４７)　A４

２(６０．７８,２．５５,０．４６)

A５
２(８６．４１,３．７０,０．５６)

A１
３(５９．１５,７．９０,０．４９)　A２

３(５９．７９,７．９０,０．４９)　A３
３(５９．７９,６．４６,０．５５)　A４

３(５２．７８,６．５２,０．５０)

A５
３(７９．８５,６．１６,０．５８)

(五)计算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的综合评价值

依据公式(４)计算得到综合评价云:

Y１:(６７．７４,４．９０,０．８３)　Y２:(６１．７２,６．５７,０．８８)　Y３:(７３．７１,３．３３,０．８１)　Y４:(５５．５５,５．０２,０．８４)　
Y５:(８２．７８,３．４０,０．９２)

依据公式(６)求各被评价者评价值与正负理想值的hamming距离为:

y＋ ＝(８２．７８,３．３３,０．８１),y－ ＝(５５．５５,６．５７,０．９２)

d＋
１ ＝d(y１,y＋ )＝１６．６３,d－

１ ＝d(y１,y－ )＝１３．９５
d＋

２ ＝d(y２,y＋ )＝２４．３７,d－
２ ＝d(y２,y－ )＝６．２１

d＋
３ ＝d(y３,y＋ )＝９．０７,d－

３ ＝d(y３,y－ )＝２１．５１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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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４ ＝d(y４,y＋ )＝２８．９５,d－

４ ＝d(y４,y－ )＝１．６３
d＋

５ ＝d(y５,y＋ )＝０．８１,d－
５ ＝d(y５,y－ )＝３０．４

依据公式(７)计算综合评价值d∗
i 得:

d∗
１ ＝０．５４３８１９,d∗

２ ＝０．７９６９２９,d∗
３ ＝０．２９６５９９,d∗

４ ＝０．９４６６９７,d∗
５ ＝０．００５８８６

由此可知,被评价的五位教师中,“教师五”的教学综合质量最高,“教师三”次之,“教师四”排名

最后.
根据上文层次分析法所确定的指标权重为教师个人背景与教学素质０２４０３、教学技能与教学责任

心０３０６８、教学内容０２４７６、教学效果０２０５３,利用 WAA算子,对所有有效被访者在问卷第４３题中给

出的整体评价信息的评价结果进行集结,得到排序为:A５＞A３＞A１＞A２＞A４.
基于云模型的评价方法与问卷调查的被访者给出的评价结果比较如表８:

表８　评价结果比较表

评价对象
评价方法 A１ A２ A３ A４ A５

基于云模型的评价方法排序 ３ ４ ２ ５ １
被访者给出的整体评价排序 ３ ４ ２ ５ １

　　由表８可以看出,基于云模型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计算出来的评价结果与利用 WAA 算

子集结而得的被访者在调查问卷最后一题直接给出的排序结果完全一致,表明本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

性.相较而言,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能较好地解决群决策中由于评价信息不一

致而给决策结果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适合决策者比较多的大群体决策问题.具体到高校教师教学

质量评价上来看,影响教师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不同评价者(学生、同行教师、教学管理者)评价标准不

完全一致,评价信息大多带有定性特征,因而,采用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具有先天优势.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云模型引入不确定语言多准则决策领域,进行知识的定性定量转化与语言值的集结,这在国

内外研究中尚属少见,而将由此构建的决策模型应用于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中,更是一种创新.通过

运用基于云模型的不确定语言多准则群决策方法,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得到了较好的融合,克服了已有文献对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观随意性,能使高校教师教学质量

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可靠,为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有效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诚然,教师教学质量

的评价还不止于此,还须形成以人为本的发展性教学评价理念,建立评教信息反馈与交流的双向沟通机

制,及时向被评教师反馈评教结果的信息,并就该结果与其交流,既使教师及时了解并不断反思自己的

教学进步与不足之处,又使管理者能发现教师的优缺点和发展空间,帮助教师改进和提升教学水平,促
进教师个人成长,使教师真正成为发展性教师,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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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政策的质量评析∗

———基于“福利效能”视角

曲绍旭

摘　要:我国对养老服务政策质量评判标准的认识有所偏差,认为若合理安排服务主体就

能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这影响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因此,完善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评

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福利效能为视角对现有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评判要素进行分

析,包括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来完善供给主体;从资源协作、人力资源安排、进程管理等方

面优化服务过程;通过引入第三方来改进评估方法.
关键词:养老服务;福利效能;质量

一、引言

受人口寿命延长及生育率逐步降低的双重影响,我国人口结构愈加老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年,６５岁及以上人口达到１２２８８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１％”①.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之弊端使

得养老问题雪上加霜.现阶段养老服务的研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愈加趋向于养老服务的环境、机
构、供给等要素的优化分析.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服务模式的创新、管理职能的拓展等多方面共同作

用,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功能,这对解决缓解老龄化之负面影响及提高老年人自身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国务院老龄工作主管部门已经明确,我国老年人照料服务体系坚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

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方向建立完善”(钱雪飞,２０１１).
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是以我国“老年人居多、社区发展不完善及机构不健全”为现实背景而发展

起来的.但它也因没有权衡好政府、市场、社区的相关地位而使得资源无法优化配置,也因难以有效衡

量福利效能而使得供给主体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同时,养老服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管理

制度分散、贯彻力度不强、投入机制不足等问题(张卫、张春龙,２０１０),进而影响养老服务的效果.
以笔者之见,以上问题之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对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理解有所偏差,认为完善的制

度安排就是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最好标准.但以现实观之,除制度安排外,养老服务政策的实施、评估

等方面对其质量的提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开展,服务主体将更加多元,而
政策质量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现实条件之下,有必要完善养老服务政策的质量评价.这不仅适时,而
且适势.

养老服务政策质量评判不仅靠政策的实施,更应涉足评判标准的建设,只有通过一个完美的度量标

准,才能对政策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现有对社会养老服务政策质量标准的研究趋于多样化,与其说是客

观评价,不如归结为主观臆断,对具体标准也很少提及,多数集中于主体、项目的融合.如有学者认为主

体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质量提升之必需;有学者认为专业养老院、老年公寓、社区居家养老、家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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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这四种养老模式相互补充、和谐共存,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养老政策提升服务质量(吴诺,２０１１);有学者

把养老服务政策的质量进行分类,包括养老服务基础通用标准、机构养老服务标准、居家养老服务标准、
社区养老服务标准和业务支撑标准(侯非、秦玉婷、张隋,２０１３).以上标准都部分诠释了社会养老服务

政策的要素,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或把社会养老服务政策进行分类,各个突破式地建立标准,或者集中

探讨某一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视角.
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福利效能”这一参考标准,首先对“福利效能”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并

从中挖掘其对养老服务政策评价的意义.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福利效能”的视角,进一步提出完

善养老服务政策质量评价体系的方法.

二、福利效能的理论阐释

正如英国学者诺曼巴里所述,“‘福利’是社会科学中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它容易引发政治学和经

济学中诸流派的激烈论战”(诺曼巴里,２００５).福利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几乎所有的学科,涉及政治学、
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者对其研究的视角、方式、内容也不尽一致.从哲学的角度,福
利被看做“共同利益”的善,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应该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利益的增

长;经济学将福利理解为效益,从边际收益的视角出发,将福利水平的提升描述为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社
会学将福利拓展至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研究人的福利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社会结构、社会

体制、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资源分配等深层问题(范斌,２００６);管理学虽然没有具体专门研究过社会福

利,但其对效益的最终解释却与福利的理念相适应.
福利的研究如此宽泛,对其进行总结也愈加困难,以笔者之见,若从方法论的角度观之,福利则被理

解为人们的主观评价,即幸福感的衡量.这对福利的理解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福利是一种综合

性的评价,需要多重要素对其进行考量,涉及诸多标准;另一方面表明福利是主观性的体现,从人们的感

觉好坏可做出判断.虽然福利经济学从序数效应论之角度探讨了福利的效率问题,但却很难解释福利

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地域)的认知差异.也就是说,福利的体现是具有时空观念的,比如低保政策在

最初之时可起到帕累托最优之效果,但若政策一直未变,以过去的低保金就很难满足现有的生活水平,
政策效率亦非常低下;再比如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贝弗里奇模式造就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

家时代,但后来的结果表明,自社会保障的“黄金时代”之后,福利国家饱受财政赤字、福利病等问题困

扰,效率也愈加低下.由是观之,福利不仅要体现出效率,而且要有效率的衡量标准.
本文以福利(更切确地说是社会福利)为研究主体,通过对福利的理解,试图找寻提高其效率的要

素,为养老服务政策福利效能(或者称之为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根基.福利要体现出现率,但效率的出

现亦有可能会降低福利水平.比如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福利主义与效率主义呈现矛盾之势,一国家

若想实施福利主义的社会保障政策,它必须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尽可能实现平均主义,反之则

是效率主义.因此,本文以效能(Effectiveness)代替效率的理念内涵,试图采取柔性的方式分析政策的

衡量准则.效能的最初含义是指达到或完善系统目标之程度,对其解释也集中于才能、效率、功效等

方面.
鉴于研究学科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管理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对效能进行进一步阐释.管理学认为

管理效能(ManagementEffectiveness)是指“管理部门在实现管理目标所显示的能力和所获得的管理效

率、效果、效益的综合反映”(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２００９).而德鲁克(１９６６)认为,效能是指选择适当

的目标并实现目标的能力,或者说组织效能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程度.由是观之,管理学对效能的解释

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其一,效能具有目标属性.管理目标的最终阐释集中于效能的提升,或者说,效
能的价值参考始终贯穿于从制定到完成方案的过程中.其二,效能具有综合属性.效能不仅包括效率,
还包括效果和效益,效率是管理过程中的优势反应,而效果则是对整个管理体系的评价,效益的范围则

扩大到管理中的人、事、物的评价因素.其三,效能具有能力属性.效能是一种管理能力的体现,这种能

力不仅指管理中人的能力,更是指管理中系统的综合能力,是各个要素的协调.与管理学的研究指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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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政学对效能的解释更加集中于结果的体现,认为行政效能是指“行政管理活动达成预期结果或影

响的程度”(龚培兴、陈洪生,２００３),具体而言,行政效能指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水平,其构

成要素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效果、满意度等方面.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相对于效率而言,
效能更加注重管理实施的影响程度、管理效果的满意程度,相对于功能而言,效能更加注重过程、结果的

衡量与评定,效能的终极目标已然超脱了效率评价,更多是与目的性、工具性、尺度性、全面性等福利特

征联系在一起”(曲绍旭,２０１４).
基于对福利和效能的理论阐释,本文认为,福利效能是指对社会福利政策评价的理念综合,这些理

念不仅包括诸如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效率有关的要素,还包括意义、效应、结果等评价要素,是
一种综合的考量.

对养老服务来说,福利效能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多元化体系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可从学

者对养老服务多元化合作体系的研究中看出端倪.对社会养老服务多元合作体系的研究肇始于理念的

阐析,主要集中于服务责任、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福利效能探讨(杨金星,１９９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
究内容越发集中于探讨服务的可行性、服务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陶开宇,２００５).从现有成果看,学者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优化系统、完善模式对提高福利效能的意义.在系统建设方面,从协作或合作视

角研究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管理的创新(敬乂嘉、陈若静,２００９);在区域模式方面,如通过借

鉴苏州市“虚拟养老院”的服务模式(张国平,２０１１)、北京市的凭单制度购买养老服务模式(张汝立、隗苗

苗、许龙华,２０１２)所取得的实际经验,来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合作体系.

三、福利效能视域下养老服务政策质量评价体系的完善

按照 Gilbert和 Terrell(２００４)的分析,完整的社会政策应包括:社会性分配的基础(basisofsocial
allocations)、社会供给的本质(natureofsocialprovisions)、服务输送体系的结构(thestructureofthe
deliverysystem)以及财务模式(modeoffinance:sourcesoffundsandsystemsoftransfer).以笔者之

见,“社会性的分配基础”主要指社会政策的主体设计,“社会供给的本质”和“服务输送体系的结构”主要

指社会政策的输送过程,“财务模式”主要指对社会政策结果的考量.以之为基础,养老服务政策质量评

价的涵盖范围应包括服务提供主体、服务传递过程以及服务效果分析等方面.
福利效能作为功能性的评判工具,对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衡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在

福利效能的视角下,养老服务政策若想达到质量提升的目的,必须在主体安排、服务传递、服务评估等方

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优化、改进,以此构建完整意义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供给主体

现在的养老服务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政府在养老服务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①政策的制定者.主要为老年人群体及其家庭成员颁布政策与法律.②资金的供给者.政府可利用社

会财政的一部分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支持,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③风险的分担者.政府在养老服务的

供给过程中会出现“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方面,政府很难做到了解每位老年人的信息,亦
不能针对其需求做出完全有效的服务对策.这种弊端就会导致效率低下之现象,从而影响服务质量的

提升.市场在养老服务中主要通过民办养老机构来体现.民办养老机构在服务的内容、质量等方面要

高于公立养老机构,但要使民办养老机构追求福利最大化,这既不现实,又难以操作.因此,完全市场化

的养老服务亦不现实,我们需要在养老服务的供给方面厘清市场化与非市场化,“凡是能够由市场调节

的问题就放手让市场力量去解决,只有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由政府力量去解决,这也正是现代市

场经济的根本创新路径选择”(俞宪忠,２００４).这样才能赋予市场在养老服务政策供给中的主动权,提
升服务质量.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效果较为明显,以民办社工机构为例,民办社工机构不仅能有效

吸引与培训人才,更是开展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社工机构能有效推动政府的职能改革,并对社会管理

之创新具有一定的帮扶作用.“目前我国持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１２３８万人,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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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增长到２４００多家”.① 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参与、卫生服务、知识能力等方

面.同时,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具有正外部性,不仅能短时间内解决老年人问题,更能长时间推

动老年人的福利提升.但社会组织服务在我国刚处于起步阶段,在服务购买方式、政府资源的分配、组
织的持续性发展等方面正面临诸多问题,这导致许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亟需改革.

现有的养老服务政策虽然强调多主体发展,但实际上政府依然起决定性作用.如市场的政策基本

由政府来决定,社会组织需要向政府购买服务,独立性较差.虽然“国家在提供福利上的确扮演着重要

角色,但绝不是对福利的垄断”(Rose,１９８６),由政府单独主导养老服务的供给,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由是观之,养老服务政策所产生的福利应为社会多元合作之下的附属品.

既然主体融合(多元化)能在资源、效率等方面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宋言奇,２０１２),那么,应该

如何有效地融合各主体的功能,从而达到政策质量提升之目的呢? 正如前所述,福利效能强调能力性,
对养老服务主体来说,这种能力性不仅指单个主体功能的发挥,而且更加强调主体整合的服务效果.因

此,面对养老服务多元化的既有现实,应让能力较强的服务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最大化地形成独立性或

半独立性的养老服务主体供给模式.以养老服务目前之现状,需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建立灵活性

的供给主体.一方面,社会组织多由专业性人员组成,与市场合作,可弥补机构养老在心理慰藉、能力提

升等方面服务内容的欠缺,同时亦可完善机构养老服务的专业性,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社会组

织与政府可形成服务外包的购买合作,社会组织在购买政府的服务外包项目后,因合同需要,要在政府

与老年人之间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这也促成了稳定服务机制的形成,有利于服务质量的提升.在传统

的养老供给模式中,政府养老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在这种方式的影响下,社区工作人员有可

能受到信息不全、难以顾及等因素影响,从而弱化服务质量.社会组织可通过与社区合作的方式,选派

专门的工作人员参与社区的养老服务过程,一来可提高服务传输效率,二来可弥补社区工作人员的短视

行为,与社区共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优化养老服务政策传递过程

养老服务政策一经推出,就要通过服务供给主体传递给客体(受益者).从主体到客体的过程中,服
务的传递过程对政策质量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即是说,采取不同的传递方式、方法、内容,其最终的

服务质量亦会发生变化.养老服务如由政府完全提供,传递过程会严格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上级部门

制定目标→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状况颁布相关政策→执行,而服务质量的评价机制则难以介入.如

由市场完全提供,虽然服务传递过程因市场机制的灵活而具有便捷性,但会因盈利取向而把一部分老年

人的服务需求拒之门外.因此,养老服务的传递在注重数量之同时,更加要注重质量的提升,在两者的

均衡发展中拟合出完善的、优化的、效率高的传递机制.
那么,何为有效的服务政策传递机制? 以笔者之见,养老服务政策传递质量还要多加考虑福利效

能,因为福利效能会更加注重综合属性,能从多角度来考虑养老服务的传递过程.因此,要从资源协作、
人资安排、进程管理等管理要素进行切入,切实提高传递的效果.

(１)养老服务政策传递过程的要素协作.养老服务政策在传递过程中的资源主要涉及硬件与软件

等要素.硬件要素包括与养老服务有关的设施与资源,如养老院、民办非企业、财政支持等;软件因素主

要包括主要政策的执行力、信息传递等.硬件与软件因素要有效地结合才能提升服务质量.如对养老

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来说,虽然组织内部的管理较好,但若没有得到政府服务外包合同,就很难生存下去.
如若协作不利,则阻碍了养老服务政策的传递过程,进而对服务质量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２)养老服务政策传递过程的资源安排.养老服务涉及的主体资源众多,而单一的主体并不能实现

良好的福利传递,需要安排多主体合作.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协作不仅能在各主体间取长补短,有效解

决功能不足等问题,而且能形成优势政策的合力,提升服务质量.
以目前观之,人力资源安排对养老服务政策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养老服务传递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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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凤凰财经网,“民政部:我国民办社工服务机构达两千多”http://finance．ifeng．com/a/２０１４０３１９/１１９２３７７２_０．shtml,
２０１４－０３－１９.



仅需要社区、街道的管理人员,更需要其他的专业人才参与其中,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背

景下,专业人才更需要广泛地介入到各类养老服务活动中.对养老服务来说,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
的服务理念,能有效减轻老年人的个人烦恼,化解老年人面对的人际冲突,缓解部分老年人的贫困状况.
因此,要努力使行政人员、养老服务人员、市场中的人员在福利传递过程中达到有效地组合,提升服务

质量.
(３)养老服务政策传递过程的进程管理.养老服务由主体传递到客体是在一定的时限范围内完成

的,而在福利效能之视角下,我们要尽量缩短这一传递进程,减少中间不必要的环节所造成的福利损失,
提高服务质量.这需要我们对养老服务政策的传递过程进行进程管理,优化服务传输效果.一方面,我
们需要简化中间的管理环节.要改变以往“政府→社会→老年人”的福利传输方式,直接形成“政府＋社

会→老年人”的服务方式,后者主要采取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推出服务产品的方式,由社会组织购买政

府所推出的养老项目,之后由社会组织直接对老年人进行服务.另一方面,要在保质量的前提下,有效

利用时间.养老服务政策传递效率的提高能有效缩短时间,但亦有可能损害公平,因此要在保证服务质

量的前提下,尽量实行高效的运作机制.养老服务政策要尽量利用市场和社会组织等服务主体来完成,
这是因为两者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形成服务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对服务质量的提升也起到了帮扶

作用.
(三)改进养老服务政策评估方法

养老服务政策的评估能有效督促服务主体,使其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进而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
可以说,养老服务政策评估是最具代表性的质量评价指标,但以目前观之,我国缺乏系统性的、综合性

的、可操作性的养老服务评估体系.因此,当务之急需要建立与完善养老服务政策的评估方法.毋庸置

疑,养老服务政策效果之最终目标在于老年人社会福利的提升,“福利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必须具备使能

条件(enablingconditions,社会使个人具备了提升和发挥能力的条件)、心理健康的资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通过社会功能正常发挥和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实现幸福的目标”(彭华民,２０１１).因此,养老

服务政策评估方法的建立之基就在于最大化满足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需求.
从现有的评估方法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政策的评价多集中于对自身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但经过社会政策所设计的公共产品并不能使所有老年人受益,甚至还会出现“负外部性”而使得某些人

福利受损,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政策进行效果评估;同样,专家又太客观性,缺乏主观的

能动性,亦不能得出真正结论.
那么,如何才能优化养老服务政策的评估方法,进而提高服务质量? 以笔者之见,需要在福利效能

的视角下,建立客观化、科学化的评估标准.原因在于:其一,福利效能本身就强调客观性,它是服务在

服务对象上的一种客观反映;其二,福利效能强调全面性与系统性,与科学化的理念吻合.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养老服务政策应该采取引进第三方评估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三方的评估

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第三方具有独立性,能站在不同的视角制定科学的评估体系.
如若引进第三方进行养老服务的政策评估,需要注意:①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养老服务

政策的评估涉及项目非常之多,有些项目如服务次数、服务时间等能较为容易的建立标准,但有些项目

如社会融合、心里提升方面则需要采取主观性的态度评估.②服务标准的上下限制定.对养老服务评

估的分数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意义在于为今后服务标准的制定奠定经验基础.③评估资源的协

作.养老服务评估涉及康复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方面,具有复杂性,因此要在评估开始之前进

行有效的资源协调,这样方能达成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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