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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不妨多点科普和传播意识∗

———喜读«中国质量怎么了»

刘人怀

程虹教授新著«中国质量怎么了»今年六月甫一面世,七月即和柴静、余华等的著作一道荣登畅销书

排行榜.«中国质量怎么了»抓住了备受人们瞩目的“质量”这一话题,写得既深刻又通俗,既严谨又俏

皮,该书得以畅销,理所当然.程虹教授是质量领域重要的专家,他在质量研究特别是宏观质量研究方

面多所创建.把这些创建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给广大民众,并且作为提升公民素质的一部分;我认

为,程虹教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显示了他的独到之处和应有的担当.由此我也产生了几点

联想.

联想一:专家学者要搞点科普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可以说,我国已经阔步迈上了科技大国的快车道;但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我国离科普大国还有较大的距离,我把它概括为“三不多”———参与科普的专家不多,有影响力的

科普著作不多,公众的科普知识不多.
目前我国科普作品就数量而言,还很不够,特别是好的科普作品更是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这些为

数不多的科普作品往往面临着读者不多,甚至没有读者的局面.为什么科普作品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境

地? 归根结底还是专业、优秀、有影响力的科普作者太少的缘故.作者少—作品少—读者少,科普正是

陷入了恶性循环的“三少”窘境;要走出这一窘境,好的科普作者是关键.
好的科普作者必须是专业的,他(她)应该有深厚的专业学养,又谙熟科普规律,精通科普写作.由

于专家学者站在研究的前沿,论述高屋建瓴,剖析问题举重若轻;若他们躬身参与科普工作,其深度和影

响力非一般作者可比,创作的作品才可能摆脱低端、拼凑的嫌疑,显示出科普作品应有的高端大气.«中
国质量怎么了»就很好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质量问题不仅是我国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现象,也
是一个庞大丰富的系统.要科学解剖中国质量,厘清其内在规律,拿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必须是质量领

域造诣深厚的专家,才能游刃有余.
程虹教授是我国颇具影响力的宏观质量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院院长,也是我国宏观质量领域唯一的学术期刊«宏观质量研究»的主编.他是宏观质量领域颇为勤奋

的开拓者: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宏观质量管理»;带领团队建立了众多质量领域的观测基地;基于消费者

感知的角度,发布了«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面向“转型质量”的共同治理»;领导团队完成

了多个重大质量研究课题.可以说,«中国质量怎么了»是程虹多年来重要研究成果的聚合,是科普化的

学术专著.专业的高度奠定了科普的厚度,这也是一部科普著作成功的要素.
科普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弄不好会让人觉得力有不逮,视为畏途;即使是一个卓有成效的专家学

者,要写出普及面广、有效性强,受到大众普遍欢迎的科普著作,也不是一件易事.好在程虹教授驾轻就

熟,他把笔触深入到复杂而又矛盾的中国质量现象背后,条分缕析地发掘藏而不露的诸多质量影响因

１
∗刘人怀,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邮箱:lrh＠jnu．edu．cn.



素,譬如经济社会发展、法律与政策、公民行为与文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等等.由于是专门的质量研究

专家,司空见惯的质量现象,在他的笔下常常发人之所未发,所提问题新颖独特,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务

实,时常让人眼前一亮,受益多多.
从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质量着眼,透过由大国质量、二元质量和转型质量相互叠加而形成的我国

独特的质量现象,作者自如地在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转换角色,从政府的角度探讨质量,从专家的视

域解读质量,从公民的角度感知质量,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剖析质量领域深层次的问题.通过层层解

剖,隐藏于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背后三方面质量问题的经济命题豁然开朗;而且,通过廓清职责,政府、
企业、社会在书中各安其位,各守其责,而又齐心协力致力于中国质量的共同治理.该书特别强调社会、
市场、消费者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和职责.对于目前我国的质量评价,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

糟糕透顶的时代;而该书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

时代.”每当出现质量问题时,人们总是抱怨政府管得太少,而该书却出语惊人:“质量体制中最大的问题

不是政府没有尽责,而是管了太多由市场、社会管的事.”在质量建设中,消费者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旁观

者,也不能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义愤填膺的批评者,该书特别倡导:“人人都是中国质量的建设者”,“中
国消费者质量自觉之日,就是中国质量全面振兴之时”.一个个来自于质量研究前线的前卫观点,挑战、
瓦解着人们固有的观念,让人们感到既是思想的激荡,又是智慧的享受.这种吸引力自然是无法抗拒

的.在现实和网络中,读者好评如潮:“发人深省的一本好书! 爱不释手!”“如醍醐灌顶,几句话便解开

心中迷雾”“本来是买来写论文参考的.没想到完全着迷,让我对未来有了全新的思考空间,突然就

觉得思路豁然开朗,很有启发.”“作者用数据说话,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冲击力!”

联想二:专家学者对学术论文和专著可以有畅销意识

我国每年产出的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但不少都传播有限,昙花一现,最终躺在故纸堆和网络的某

个角落默默蒙尘,不为人知.论文和专著传播有限,当然和他们的专业性较强有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

说,我们的专家学者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观念的盲区,即多少缺乏点传播意识? 对于那些蕴含真知灼

见、启人心智、极具现实意义的论文和专著,却没有用科普的形式去进一步去推广和传播,任其湮灭,是
非常可惜的.曾经有一位老科学家为了推广科普,提倡应该用科普文章对应解释每一篇论文;当然,在
目前的形势下,这不现实,也无需如此苛求.但是,有关经济社会,有关国计民生,有关公民素质和思想

解放的课题,值得好好做做科普大文章,以便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益.
古语有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对于学术论文和专著的科普工作,我想可以加上这样一句:“文而

不俗,行之不远.”这里的“俗”当然不是俗气的“俗”,而是通俗的“俗”,要“俗”得深刻,“俗”得有质量和

品位.
科学的难点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科普著作创作自有其固有的规律.我想不外乎这么几点:

直面生活,贴近现实;深刻其里,通俗其表;形式活泼,语言晓畅.程虹和他的团队一直倡导直面真实问

题的研究.作为学术类科普著作,既要站得高,着眼于从科学上进行规律性的解释;又要立得稳,对现实

中的各种现象进行饶有兴味的实证分析.«中国质量怎么了»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把深刻的质量命题

蕴含在日常生活生动的现象中,把非常专业性的质量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深为浅,让专业之外

的读者一看就明白.“一个国家三个质量”“为何女性的衣橱永远差一件衣服?”“为什么互联网再怎么发

达,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些常春藤学校永远不可能被替代?”“中国的质量究竟谁说了算?”“‘价廉’可以

‘物美’吗?”“技术领先的公司为何会倒闭?”看看书中这些片段,其知识性和趣味性跃然纸上.
在«中国质量怎么了»一书中,作者与其说是一个著名的质量专家,不如说更像一个阅历丰富、可亲

可敬的导游.他带领读者徜徉于国内外一处处质量“风景”,用通俗易懂、趣味横生的语言娓娓道出其前

生后世,引人入胜,启迪人们遐想和沉思.捧读这部书,既有阅读的快乐,又有漫游的趣味;对于读者而

言,有什么理由拒绝双重的快乐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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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三:科普工作需要有激励机制和责任意识

在文件中,科普工作的地位已经很高了.１９９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把科普工作提到关乎国家兴旺,关乎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２０１２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了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科普方面的职责,指出科普工作是全社会的共

同任务.
但现实中,科普工作和它应有的地位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科普不仅陷入了恶性循环的“三少”窘

境,不少专家学者对科普工作也并不关心.一个科研人员,揽到了课题,课题最终验收通过了,任务似乎

也就完成了;课题越多,就越容易确立其在业界的地位.在科研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想起科普.毫无疑

问,科普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被边缘化了.我记得,几年前中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科技工作者认

为:科普和自己关系不大,科普工作有专人做.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 主要是科普工作缺乏激励机制,制约了专家学者参与科普的积极性.科

普工作往往很难有看得见绩效,既不算成果,职称评定时往往毫无分量,经济上也没有什么效益;因而科

技工作者科普动力普遍不足,甚至认为搞科普是上不了台面的低层次的事情,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科技工作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完整过程,包括科学研究、科学应用和科学普及工作.科技

既要创新,又要普及;创新和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分割.科普工作,对公众抛弃成见,引
发、点燃其潜藏的创新火花,不可或缺.但现实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往往把血肉相连的“一体两翼”
活生生割裂开来,重创新,轻普及.

２０１０年,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３．２７％.
这个数字是不容乐观的.近年来,一些突发公共事件为什么常常引发一个个热点科普话题? 例如“非
典”与公共卫生、日本核泄露与“盐荒”、食品质量事故与食品安全等等,莫不如是.当科普往往只有在突

发事故中成为热点,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时,只能昭示这样一个事实:公众科普知识贫乏,我们的科普工

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严重滞后于现实.最近,一个所谓的“气功大师”牵扯的名人之多,让人震惊.提

高公民科学素养与人力资源水平,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话题.科普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
大力推广科普工作,亟需国家增加激励机制,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筹划或者已经行动起来,在培养

科普专业人才、增加科普经费、把科普课题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等方面,都有所动作.科普一方面需要激

励,另一方面也需要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中国质量怎么了»的作者意识到:科普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一部

分,也应该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搞好科普工作,对推进现代化进程是不言而喻的.为消费者提供

有价值和免费的质量数据,重塑公民的质量观念与行为,倡导全社共同参与,做中国质量的建设者———
这是«中国质量怎么了»的写作初衷和责任.

科普不是简单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科学品质、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中国质量怎么

了»一书说:“质量是科学更是信仰.”对于科普工作,在该书作者看来,不仅是造福公民的公益事业,也是

饱含信仰的慈善事业.在搞科普不能获得多少切身利益的现有体制下,程虹教授能够沉下心来,把科普

当做一项事业,确实需要有一种信仰.他走遍大江南北,举办了无数场广受欢迎的讲座,只为让科学的

质量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中国质量怎么了»是他以另一种形式在延续质量科普讲座,撒播科学的质

量观念.欣喜的是,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获得了读者的回应和认同:“质量,突然让我觉得肩上的一

份责任.质量之路,既在共同治理;质量之路,也在每一个人脚下.”
在读«中国质量怎么了»的过程中,我既品尝了喜悦,也读到了责任.对于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科普

著作,我向读者大力推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一睹为快.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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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监测机制的历史、现状和改革∗

蔡守秋

摘　要:环境监测是了解、掌握、评估、预测环境质量状况的基本手段;包括监测组织机构

体制、监测模式、监测技术规范、监测信息资料应用和监测管理制度在内的环境监测机制,是规

范和组织环境监测有效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国环境监测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在监测机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以政府生产环境监测信息和以计划经济方式组织环

境监测的模式,带来环境监测成本过高、数据准确率低、效率低、创新能力低和规模化程度低,
以及非政府性环境监测站(点)难以发展等问题.我国环境监测机制的改革,应采取以政府为

主导、政府和市场共同运作、政府和社会共同生产环境监测信息的模式,即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部门直接领导的环境监测机构和取得环境监测资质、非政府的环境检测机构并存的共同监测

的形式.应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环境监测运行管理模式,逐步促进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市场

化,加强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监测机制;环境质量

环境监测是了解、掌握、评估、预测环境质量状况的基本手段,是环境信息的主要来源.没有技术先

进、科学、有效的环境监测,环境质量的好坏就无从评价;而包括监测组织机构体制、监测模式、监测技术

规范、监测信息资料应用和监测管理制度在内的环境监测机制,则是规范和组织环境监测有效进行、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我国环境监测机制的历史和现状

早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和行业就开始对环境中某些污染物质进行分析,如
水利、地质部门对地下水、地表水进行水化学的常规项目测定,卫生部门对大气、饮用水和作业现场进行

调查和测定.我国的卫生防疫站是１９５３年开始建立的,并在劳动环境监测方面建立了一些制度,如«防
止矽尘危害工作管理办法(草案)»(１９６３年)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单位应该建立定期测尘制度,指定一

定的人员负责测尘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以卫生部门的卫生防疫站为中心的环

境监测网络及环境卫生监测制度开始形成.１９７２年６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

决意见的报告»提出,由卫生部负责提出建立全国“三废”监测检验系统的规划,拟定必要的监测检验制

度.«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１９７３年)就“认真开展环境监测工作”作了专门规

定,要求“以现有卫生系统的卫生防疫单位为基础”担负起监测任务,并规定了环境监测机构的职责.
«环境保护规划要点和主要措施»则提出了“形成健全的环境监测系统”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以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测站为中心的环境监测网络开始形成.中共中央批转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

点»(１９７８年)对“加强环境监测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要求“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设立全国环境

监测总站,并加强同卫生、水利、农林、水产、气象、地质、海洋、交通、商业、工业等部门的协作,合理分工,
密切配合,组成全国的环境监测网络”.«环境保护法(试行)»(１９７９年)将“统一组织环境监测,调查和

掌握全国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提出改善措施”作为国务院设立的环境保护机构的一项主要职责.为了

更好地组织、推进环境监测工作,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于１９８３年７月颁发了«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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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监测的任务、机构的职责与职能、监测站的管理、环境监测网、报告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之后,
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０４年)、«污染源自动监控管

理办法»(２００５年)、«环境监测管理办法»(２００７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４４２Ｇ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２０１２
年)、«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２年)等规章、标准和政策文件.因此,专门的环

境保护监测工作,即使仅从１９７１年周总理指示进行比较系统的环境调查、测定算起,至今也已有４０多

年的历史.根据环境保护部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发布的«２０１１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截至２０１１年底,
全国环保系统共有环境监测机构２５８７个,其中,国家级环境监测站１个,省级环境监测站３６个,地市级

环境监测站３３９个,县级环境监测站２２１１个;环境监测工作人员５４６９８名;环境监测用房总面积

１８９０９８３平方米;环境监测仪器１６９７９５１台(套).仅在２０１１年环境质量监测方面,我国共监测１０９８４
个地表水断面,运行地表水自动监测站９５０个,共监测４３４６个空气点位,运行空气自动监测站２１００个.
环境监测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环境监测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在监测机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
第一,条块分割体制造成各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问题,以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由于

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涉及众多部门,在中央政府层级上,国务院环境保护部、水利部、海洋局、农业

部、交通部、城建部、卫生部等政府部门都设立了环境监测站(或点),这些环境监测站(或点)的人员、经
费、设备、监测任务和监测数据均归本部门管辖,往往出现监测任务重复或不均、监测数据或信息相互矛

盾、监测资源浪费、各部门监测机构形成不了合力等问题.在地方政府层级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和县都设立了环境监测站(点),这些环境监测站(或点)的人员、经费、设备、监测任务和监测数

据均归所在地政府配置和管辖,这为一些地方的政府干预环境监测、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滋生提供了条

件.当监测数据因真实反映出当地的污染程度,以至于影响到政府官员的政绩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指

使环境监测站修改甚至伪造数据的行政干预行为几乎不可避免,以致各地自己监测的结论与国家环境

保护部门监测的结论大相径庭.近年来此类事情屡有发生,不仅影响了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和环境执法

的严肃性,也为某些排污企业逃避责任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以政府生产环境监测信息和以计划经济方式组织环境监测的模式,带来环境监测成本过高、

数据准确率低、效率低、创新能力低和规模化程度低,以及非政府性环境监测站(点)难以发展等问题.
例如,从环境保护部门建立的环境监测体系看,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环境监测站(点)带有浓厚的计划

经济特征.由于从中央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地区)、县甚至乡镇,都设立了隶属环保系统的环境

监测站,形成了环境监测点多面广的格局.政府包办环境监测信息生产,在满足环境监测布点广、任务

多、要求高等环境服务方面,有些力不从心.由于摊子铺得大、安排在监测站的人员多,政府用于环境监

测的投入主要被用来发放监测站人员的工资,没有充足的资金来运行、维护监测设备和进行环境监测技

术改造,致使真正有环境监测能力、达到国家标准的监测站点不多,规模大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环境监测

机构难以成长,阻碍了环境监测服务能力、规模和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由于资金紧张,一些环境监

测机构为了从污染源企业获得好处,不惜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提供虚假监测数据,为本部门牟取利益,
从而丧失了监测站的功能.由于环境监测机构由政府直接领导经营,监测人员由政府选派聘任领导,监
测经费和人员工资由政府财政包干,“吃皇粮、拿公饷、干公事、铁饭碗、无竞争”的机制使监测人员的积

极性难以发挥、技术难以创新、专业优势难以发挥、资产难以增值、竞争力难以增强,结果导致监测成本

过高、数据准确率低、设备运行率低、效率低等问题.由于政企不分,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将大量精力

用于环境监测的基础性维护运行工作,结果削弱了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对环境监测质量的控制、考核和监

督管理.另外,大量的甚至过量的政府性环境监测站(点)的存在(它们往往争要监测任务和经费),客观

上限制、妨碍了非政府性环境监测站(点)的发展.
第三,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等改革进展较慢,阻力较大.在我国加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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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环境监测任务一直是由环保局下辖的环境监测站实施.中国加入 WTO之后,随之环境监测市场

不断扩大,传统的环境监测站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环境监测需求,国家逐步开放了环境监测(实验

室等)领域,一些民营机构实验室成立,并开展业务.例如,２００８年２月,长沙市环保局对机动车尾气检

测实行社会化运营改革,委托湖南恒凯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运营试点公司对机动车尾气

进行检测.随着环境监测民营机构的增加,为了加快中国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市场化或民营化运作,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进行环境监测社会化试点、鼓励非政府环境监机构开展

环境监测活动的政策.例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已经对环境监测的社会化

运行作出明确规定:“国家支持鼓励设施社会化运行服务业的发展”(第六条).几年前,国家环境保护部

已经开展制定«环境监测机构资质管理办法»、修改２００７年«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等工作,这两个法律规

范性文件将包含有关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出台.同时,由于历史

的、现实的各种原因,特别是环境监测领域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某些已经开始的包括环境监测社会化、
市场化在内的改革也呈现步履维艰的状态,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二、有关环境监测机制改革的内容和意义

我国环境监测方面的问题预示着环境监测改革的来临.
据新华网山东频道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电,从去年８月起,山东全省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全部委托

给“第三方”机构运营及比对,省市环保部门共同购买符合质量要求的监测数据,以确保空气监测数据质

量,并降低监测成本.据山东省环保厅介绍,目前山东全省１７市有１４４个空气站,以往的空气质量数据

都是由环保部门监测并发布.按照新的运营方式———“转让—经营”模式(TransferＧOperating,简称

TO模式),空气质量监测将实行“现有设备有偿转让、专业队伍运营维护、专业机构移动比对、环保部门

质控考核、政府购买合格数据”的管理模式.即运营单位购买空气站并负责运营维护及设备更新,比对

单位通过移动监测站对空气站进行整体比对,省市两级环保部门共同对运营单位、比对单位进行质控考

核,共同出资购买符合质量要求的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归省市环保部门所有.山东通过公开招标,已评

选出河北、青岛和厦门的３家运营单位和北京的１家比对单位.通过测算,实行这一新模式,空气站运

行费用将比原有模式降低１５％.这标志着山东省率先在全国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移交第

三方,实行专业化、社会化运营管理,开了全国先河;也表明山东省在推动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运行

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推动 TO模式顺利开展,山东省明确了省信息与监控中心、市级环境监测站、运营单位和比对单

位的相关职责,确保监测数据质量,降低监测运营成本.山东省确定,省信息与监控中心负责制订全省

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文件;负责全省空气自动监测站的质控工作,组织开展标准

溯源和量值传递工作;对运营单位的运行维护、比对单位的移动比对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对空气自动监

测站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负责调查核实、处理解决抽查监测、监控中发现的和各市反映的监测设备、
监测数据问题,组织对存在问题的监测设备进行抽查比对.市级监测站负责对辖区空气自动监测站运

行情况和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协助省监控中心监督运营单位运行维护行为、比对单位移动比对行

为,及时向省监控中心反映运营问题和数据疑问,但不得干预运营公司的正常运营行为.运营单位负责

保障监测设备正常稳定运行和故障维修,保证监测设备运行率高于９５％,监测数据准确率高于９０％;每
天对监测站运行状况和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监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出现故障时必须在１小时之内响应,３
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并报告省监控中心;发现仪器设备、监测数据有问题时要在１小时内报告省监控

中心.比对单位应根据省监控中心要求,对固定站进行同步监测,保证监测设备比对率不低于９５％,比
对准确率不低于９０％;并负责保障移动站的正常稳定运行和故障维修.

从目前山东省的改革措施看,山东省在环境监测方面的改革不仅符合«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

理办法»(２００８年)等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有关规定,而且进一步细化、具体化了«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有关环境监测社会化的内容.因此,其改革的方向和经验值得肯定借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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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环境监测机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和山东省等地有关环境监测改革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环境监测机

制的改革,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环境监测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市场共同运作、政府和社会共同生产环境监测信息的

模式,即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环境保护局)直接领导的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站点,称环境监测机

构)和取得环境监测资质、非政府的环境检测机构(简称非政府环境检测机构)并存的共同监测形式.环

境监测事业主要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环境监测的产品是环境监测数据或环境信

息,环境信息主要是一种公众共用物或公共用品;环境监测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履行环境监督职能、开
展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该成为环境信息这种环境公共用品的主要提供者,环境

监测这种公益事业的主要监管者,在组织发展环境监测方面起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作为环境监测信息

的主要提供者,并不等于政府是环境监测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政府应该根据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情况,确定政府生产和社会生产环境监测信息的合理比例、各自领域,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环境监测

信息的各种需求.国家为实施环境监督管理,评价环境质量状况、确定污染物排放情况、监视环境状况

变化、检验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等,应当开展必需的环境监测.政府应该保留并加强必要的、政府直接领

导管理的、作为国有资产的环境监测机构的建设,提高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率.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
环境质量监测、监督性监测、“三同时”验收监测等仍须依法由有关环境监测机构承担,除此之外的环评

监测、企业委托监测、企业自查认证监测等,可逐步改由社会监测机构承担.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我国现

行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有关规定,企事业单位在本单位管理的区域范围内可以开展环境质量监测活动,排
污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实施自行监测.因此,我国的一些事业企业单位已经拥有相当

强的环境监测技术、设备、队伍和机构,某些大中型企业的环境监测力量已经超过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能力.如果不允许、不充分利用和发挥非政府的环境监测机构参与环境监

测,实际上是浪费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监测资源(包括环境监测技术、设备、人员),这对于企业事业单位

的环境监测能力和我国环境监测事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有关环境监测的法

律法规应该规定,某些环境质量监测可以由取得环境监测资质的机构承担,某些污染源监测也可以由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或委托取得环境监测资质的机构承担.
第二,环境监测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有利于环境监测的目的和任务的实现.环境监测数据是国家或

者地方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编制规划的基础,是各级人民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环境保护

监督执法的依据,是各级人民政府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的重要信息来源.环境

监测的目的是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境规划等

提供科学依据.环境监测运行机制改革不能偏离环境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而应该更好地服务环境监测

的目的和任务.一是有利于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特别是监测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准确率,充分发挥环境

监测信息(数据等)的作用.环境监测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应该有利于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科学、规范、
准确,有利于建立和实行环境监测公告制度,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信息的共享和发布机制,保障公民环

境知情权.二是有利于减少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因部门利益而在进行环境监测时发生的冲突,形
成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合力,减少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冲突,形成上下级行政管理部门的

合力.三是有利于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病,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克服地方本位主

义,克服由于环境监测机构由政府直接领导经营、监测经费、监测人员工资由政府财政包干等弊病.四

是有利于加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对环境监测数据等环境监测信息质量控制工作(质控工作)的考核和监

督管理,让监管更有力,执法更有效.环境监测、环境保护事业的公益特性决定了环境监测市场不能单

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应以实现环境公益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监测市场化之后政府环保部

门的职能不但不应当削弱,反而应当加强.五是有利于提高环境监测效率,有利于降低环境监测成本,
提高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率.六是有利于促进环境监测机构的发展,扩大环境监测机构的规模,发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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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人员的积极性,发挥环境监测的技术优势,提高环境监测专业优势,增加环境监测机构的资产,增强

环境监测机构的竞争力,扩大环境监测服务能力和服务规模,做大做强环境监测产业.
第三,应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运行管理模式,逐步促进环境监测的社会化、市场化.我国环境监

测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的改革方向是社会化和市场化,社会化应该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两

个方面.目前我国«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已经明确污染源自动监测方面的社

会化运行机制①,但在环境质量监测的社会化运行方面还没有明确.环境监测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

涉及许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面临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只有先易后难、逐步进行.例如,山东省

之所以选择空气自动监测先实行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是因为山东省早于２００８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了

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基本实现了对重点排污单位和主要水、气环境的全天候监控;空气自动站产权比较

明晰,均归属省市环保部门,在产权转让的操作上相对简单;而且空气自动监测技术比较成熟,国际上社

会化运行模式比较完善,易于推广.因此,山东省决定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营模式的改革试点

入手,实行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运行.环境监测运行管理模式是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是
涉及环境机制体制的重大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有效可行的运行模式.在环境监测社会化运行

模式方面,山东省采用的 TO模式是一个比较适用、有效的模式.该模式主要包括“现有设备有偿转让、
专业队伍运营维护、专业机构移动比对、环保部门质控考核、政府购买合格数据”等５个方面.即:政府

公开招标社会化机构(非政府环境检测机构中的“运营单位”)购买试点城市的空气站并负责运营维护及

设备更新,公开招标社会化机构(非政府环境检测机构中的“比对单位”)通过移动监测站对空气站数据

进行整体比对,省、市两级环保部门共同对运营单位、比对单位进行质控考核,共同出资购买符合质量要

求的监测数据,监测数据归省、市环保部门所有.该模式实际上是进行环境监测管理体制及工作机制的

改革,将环境质量的监测管理“上收一级”,进一步强化省级宏观管理职能,避免地方行政干预,提高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将污染源的监测“下放一级”,让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联合起来共同监督排污单位,充
分调动市县微观管理积极性.这有利于省、市、县各级环保部门科学划分管理职责,权责更加清晰;有利

于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强化环境监管,降低行政成本.我国应该提倡、支持并逐步加强环境质量监测的

社会化运行.
第四,应该加强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的法治建设.应该制定和修改有关环境监测法规,建立健

全有关环境监测社会化、市场化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该有权对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地域(如矿区、厂区、校区和其工作、劳动场所、住宅等)进行环境监测,其监测数据主要供自己使用.
应该通过法律规范环境监测行为,规定环境监测机构单位的资质认定条件和市场准入条件、监测活动范

围、监测收费办法,以及监测信息的获取、整理、贮存、上报、公布、交流、公开、查阅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
时对有争议的环境监测数据的鉴定、认定和处理作出规定.要建立严格的环境监测机构准入制度,以保

证环境监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环境检测机构应该依法经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取得

环境监测资质证书,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监测范围从事环境监测活动.要建立禁止环境监测机

构对环境监测市场进行垄断的制度,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环境保护领域,保证环境监测市场主体的公平

竞争,促进环境监测机构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使环境监测机构真正摆脱行政干预,成为市场主体.社会

环境监测机构(单位)境外组织、个人或者与国外合作开展科研工作的境内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内从事环境监测活动,并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

的,应当依法经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不得

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秘密,不得危害国家利益.应该制定鼓励非政府环境监测机构积极参加环

境监测,开展环境监测活动的政策措施.要制定和实施信贷、用地、价格、收费等经济激励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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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第２６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运行单位包括社会化运行单位和自运行单位.社会化
运行是指已取得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企业化管理的事
业单位,接受污染物产生单位委托,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其提供自动监控设施操作、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承担相应环
境责任的经营服务活动.自运行是指污染物产生单位自行从事其自动监控设施操作、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承担相应环境
责任的活动.”



加快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激励机制和多元化的环境监测服务业投融资机制,引导、推动和扶持非政府环境

监测机构的发展.环境监测机构应该按照规定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指环境监测活动使用的由国家或

者地方制定的有关布点、采样、样品运输与保存、分析测试、数据处理、分析评价及报告编写等方面的准

则)开展环境监测工作.要明确规定环境监测管理部门、政府环境监测机构和非政府环境监测机构的法

律责任,如伪造、篡改监测数据的法律责任,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TheHistory,CurrentSituationandReformationoftheChinese
EnvironmentalMonitorMechanism

CaiShouqiu
(LawSchool,WuhanUniversity)

Abstract:Environmentalmonitorisabasicwaytounderstand,control,evaluateandpredictthe
qualityofenvironment．Ontheotherhand,theenvironmental monitor mechanism,includingthe
frameworkof monitororganizationsandinstitutes,the monitor mode,thestandardof monitor
techniques,theapplicationofmonitorinformationandthemanagementsystemofmonitor,ensuresand
regulatestheeffectiveoperationaswellas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monitor．There
arevariousproblemsinourenvironmentalmonitor mechanism while weare makingsignificant
progresses．Issuesrelatedtothemonitorinformationofproductionenvironmentfromgovernmentand
environmentalmonitor modeorganizedinacentralplanning manner,suchasexorbitantcostsof
environmentalmonitor,low accuracyofdata,inefficiency,lackofcreativity,smallscale,andthe
difficultiesindevelopingnonＧgovernmentalmonitorsite,etc．,aregoodcasesinpoint．Inorderto
performthereformationofenvironmental monitor mechanism,a modeledbythegovernment,

cooperatedbythegovernmentaswellasthe marketand whichgeneratesenvironmentalmonitor
informationtogetherbythegovernmentandthesocietyisapreferredmethodtobeadoptedinchina．In
otherwords,itisamodalitythatallowstheenvironmentalmonitorinstitutestobeleddirectlybythe
environmentalprotectiondepartmentofthegovernmentandthecoexistenceofbothgovernmentaland
nongovernmentalenvironmentinspectioninstitutes．Differentenvironmental monitor management
patternsshouldbeutilizedtofacilitatethesocializationand marketizationof monitoringandto
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relevantlaw．

Key Words:Environmental Monitor;Mechanism ofEnvironmental Monitor;Environmen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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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制度创新与日本的“质量奇迹”∗

张星久　闫　帅

摘　要:文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认为,日本“质量奇迹”的取得是文化传统与制度

创新合力的结果.这具体包括三个层次:深层次的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的国民的生

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宏观层次的政府各项规制体系,如支持型规制、惩罚型规制等;中观层次的

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

量管理体系等.这三个层次的有序存在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日本;质量管理;文化传统;制度创新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两个以质量闻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为

一个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就与其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质量奇迹”有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奇迹”?
围绕上述问题,学者们发表了不少论著,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和制度规

范.这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宏观层面的政府规制体系,另一方面为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就

政府规制体系而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质量奇迹缘于广泛的政府规制,通过政府干预一方

面对市场失灵进行了矫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进行了保护和扶植.对此,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

所课题组(１９９４)就指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质量奇迹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即“日本作为一

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却导入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调解手段”.莽景

石(２００１)的相关研究解释了日本政府规制的兴起原因,他指出,通过战后的宪政改革,日本“成为一个具

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政党与官僚的长期结盟,导致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的出

现,形成了实际政治经济过程的官僚控制”,这一政治体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进而在协

调与企业的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了较大的优势.车维汉(１９９８)的相关研究介绍了日本政府规

制的具体内容,他指出,日本的经济和质量奇迹主要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制定经

济计划和提供情报信息;采取适时灵活的财政金融政策;以产业政策进行平衡协调、政府对企业实施行

政指导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２００１)的«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规制透析»和谭珊颖

(２００２)的«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等文章,则从微观视角和

具体案例详细论证了政府规制在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相关的研究

也颇为丰富,如杜导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陈建安的«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
论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改革趋势»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美国模式的偏离与回归?»、胡欣欣的

«股份公司制度的机能与股票市场的利弊———关于战后日本股份制特点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

究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１９９８)所编写的«日本经济的活力»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将日本公司

治理结构的特点概括为五点:(１)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企业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更彻底,企业

经营者可以放开手脚干,经营者受到来自股东方面要求分红的压力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来考虑企业的

长期发展.(２)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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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富有凝聚力的组织,成为一个通过职工的录用、训练、福利、升迁等各个环节“把职工完全掌握起

来的系统”.(３)在日本形成了一种“要忠于企业”的近乎宗教式的社会伦理.(４)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

企业不仅消除了企业内部人员的身份等级差别和收入上的悬殊差距,而且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明显小

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企业内部的平等化是发展现代化企业的必然要求.(５)为了追求长期发

展的经营战略目标,日本企业往往把夺取市场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润还重,把市场占有率当做经营状

况的关键指标.
笔者十分认同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即制度规范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国民具有持

久而强烈的、以质量为基本取向的工作伦理,而在这种“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背后,又是以某种特定的

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为支撑.所以,对于日本质量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延伸到对日本人的工作伦理及其

背后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讨论.因此,笔者认为,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成功,是
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包括内在规范(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外在规范(正式颁行的管理制度)体
系相互作用、共同产生的结果或“功能”.居于这一规范体系最深层的,是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

的国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处于中间层次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
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处在表层或宏观层次的是政府的各项规制体系,
包括支持型规制和惩罚型规制等.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日本的质量伦理及其闻名

全球的质量业绩.换言之,这种日本式的“质量取向的工作伦理”,既是其历史、文化传统持久培育、涵养

的结果,同时又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规训作用.下面让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

二、文化精神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先验模式”

在日本文化传统中,蕴含着一些对现代日本管理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观念资本,如忠诚的观念,团
队合作的精神,强烈的规则与标准意识,以及勤奋、敬业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态度等

等.这些观念显然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塑造下,发生了某种

日本本土化的创造性转换,进而对日本国民的工作伦理、质量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忠”的观念对于日本人“服从”与规则意识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儒家,但它在中日两国的价值系统中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
从而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虽然“忠”的直接含义是“忠君”,但是这种

“忠”又是以君主能够“代天行道”、惠民保民为前提的,即必须以君主能够有恩于民为前提条件,否则就

会如孟子所说,如果君不像“君”,视人民如“土芥”,人民不仅不应该“忠”,甚至可以视君主为“寇仇”;一
个大臣如果不是服从内心良知的判断,处处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顾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
妇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这就是有些历史人物如秦桧、严嵩、和珅等生前备受皇帝恩宠,死后却被史家

贬斥为佞臣、奸臣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忠”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质是一种基于良心判断之

上,以君恩为前提条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伦理却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君主或主上的绝对、无条件

的忠诚和服从.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贵族等级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有关.不同于中国的皇帝之上

还有个“天”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

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层面(沟口雄三,１９９５).因此,天皇像神那样是绝对至高无上

的,是不可置疑的.这种绝对的天皇制为日本了树立了绝对观念,即:树立了对原则、对权威的绝对服

从、绝对信守的思想观念.与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贵族制,它是一种由幕僚、各藩构成的贵族等级制,最高

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士农工商”的级别森严而分

明.在这种纵向等级之下,发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诚感和服从意识,全国忠于和服从于天皇,下级忠于和

服从于等级制中的上级贵族.这种“无保留的忠”的产生也和禅宗的传入有关.受禅宗“忘我”、断绝生

死方能“见性成佛”观念的影响,日本文化传统发生一种“死的觉悟”,其“忠”的伦理才进一步走向绝对

化.所以,中国的“忠”说到底是对自我良心的忠诚,日本的“忠则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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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真诚,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的献身精神、敬畏意识和服从精神(梁漱溟,１９８７)”.
中国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够让人面对权威(特别是横暴的君主权力)时保持某种良心的自由和独

立,显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断忠与不忠的权力交给了每个人主观上的“良心”、“良知”,
一旦主观判断出现问题,这样的“忠”就往往在实践中流于每个人“自行其是”、自作聪明,这样的人多了,
什么规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质量标准都难以落实.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断,但在近代的转型过程

中,它所蕴含的对于抽象的规则体系、对法制和权威的敬畏感与服从意识,以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规

则意识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与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相结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敬

畏感、服从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影响下,日本人比较能够养成忠诚于企业和政府组织,服从于上级,以及毫

不走样地遵守规章制度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劳任怨、不辞劳苦的献身精

神和中规中矩的规则意识,而这一切,最终当然会表现为强烈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提供好的产

品质量和服务.日本人一般给人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们的规则意

识所致.
(二)“共同体”意识对日本人团体认同和协作精神的塑造

质量意识也意味着一种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团体利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
放纵私欲,没有整体意识或团体意识,自然就会做事懒惰马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损人利己.而日本

人的质量意识就与他们的团体取向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这种共同体意识、团体意识的

发育主要是受其社会政治结构影响.在日本的那种等级式的贵族体制下,一个人生来就直接地隶属于

某个藩、某个领地,这些藩、领地有着明显的共同体的范围界限,从而容易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另

外,村落在日本历史上也比在中国独立性更强.对比中日两国的乡村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乡

村之间的自由流动迁移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碍,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一个人在某地购

买了田地,就可以迁居到此地,使得中国的乡村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而在传统的日本乡村则共同体

意识、排外意识相对较强,村落有比较严格的规则体系,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进行相对严格约束,同时排斥

外来人员的迁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闭性很强的共同体,而这也有利于日本人团体意识的发育.这种团

体意识延续到现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强烈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使
他们在个人与共同体特别是与企业共同体的关系上,更重视团体、共同体的价值和利益,更倾向于从团

体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当１９９５年阪神大地震袭来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往家

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废墟,日本人没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业震垮了,许多人却

悲痛失声,支撑不住了,可见企业、公司对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正是在这种团体意识的影响下,员工

们很容易产生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将其所服务的社会组织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对团

体的强烈归属感和高度责任意识,在工作中表现出勤奋忘我、吃苦耐劳的“工蜂”精神,与企业、与团体荣

辱与共、对工作质量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这种团体意识也有助于培养

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协作精神.在现代流水线作业的背景下,一个高质量的产品是每道工序、每个员工相

互协调和共同配合的结果,而日本人那种对团体的强烈归属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质量的

产品和服务的现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职分”思想对于日本人敬业精神与认真态度的塑造

一个企业乃至全社会能够持续地(而非在某种外在强制下偶然地)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也意味

着其大部分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专注的、心无旁骛的工作心态,意味着能够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工

作,并能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庄重感.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虽然

也有些“居敬”、“庄敬”、“职分”等观念,对于中国的敬业精神的发育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起来

看,诚如牟宗三(１９９１)先生这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浪漫性太强,英雄气太重,
而‘事功的精神不够’,比较偏重于追求大目标、大事业,缺乏老老实实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这使得

中国人的敬业精神相对不足.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而且饱受地震火灾的侵扰,这
样的地理环境和国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同时也促使他们走向一种追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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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的、内涵发展式道路,从而容易养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壶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这

种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也与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日本是个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

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而日本佛教的“职分”思想也对培育日

本人的敬业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来,佛教从中国唐朝的百丈禅师开始就倡导“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

佛,从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义.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日本战国末年的禅宗僧人铃

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想,认为“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修业之念

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专心于日常之职业生活即为佛法之实践,倡导在世俗生活中开显佛法之真

精神.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其经济活动是合理的.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就是学

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这种思想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对于职业的神圣感和敬重

感,做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到过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这句话,叫做“日本人无小事”,同时也容易对日

本人产生“小气”的印象.这种“小气”的风格甚至经常受到我们一些同胞们揶揄,但是这种“小气”用于

工作时,恰恰使日本人能够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庄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表现出一丝不苟、勤勤恳恳

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也正是靠着这种“小气”,使他们在做事时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种尽善尽美的

“完美主义”原则,把工作当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艺术的美感.可以说,这种对工作庄重、认真、勤奋、敬
业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态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质量奇迹的奥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义所揭示的那样,制度作为一套实现社会秩序的规则体系,包括内在规则系统(内在

制度)和外在规则系统(正式颁布的外在制度)两个基本层面.其中内在规则系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道
德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它们构成了各种正式制度的基础或“先验模式”,各种正式制度实际上是对既

存的社会内在规则的正式确认,而绝非被任意“制定”出来的(韦森,２００５).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起

码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社会资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规范再完美也没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传统中的

一些人生哲学、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伦理,就是日本质量管理规范体系中的灵魂和基础.

三、政府规制与日本质量管理的宏观层面

虽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伦理构成了日本质量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但这种“内在规则”毕竟是依靠员

工的道德自律发挥作用的,难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仍然存在诱发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

能.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本身就蕴含着外部性、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

称和风险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规制,就无法保证企业等社会组织持续地提

供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进而为害社会.基于“内在规则”的模糊特点和“市场机制”的失灵可能,作为“外
在规则”的政府监管与规制就显得必然与必要.那么,在质量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如何发挥规制和监管作

用的呢?
(一)政府规制的前提:协调型的政府—企业关系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分独特.它既不是政府

对企业的简单规制关系,也不是“消极国家”意义的政府对市场的放任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是一种

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企业相互依存的“协调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和企业形成多元的或多渠

道的协调沟通与调控关系.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各种企业法规、金融政策方面的规制,积极介

入企业”(LeeandYamazawa,１９９０).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上,则是在政府各部委与所管辖的民间企事

业团体之间形成长期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关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以产业界为单位,由产业界团体与

政府方面进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则按产业类别设立被称为“原局原课”的部门,专门担当与企业

的交涉,形成一种“关系型控制体系”(孙丽,２００８)或“官民一体”(王德迅,１９９８)的产业协调发展体制.
图１展示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协调的框架结构,这一框架结构具有以下特点:(１)日本政府各部

委之间的管辖范围区分严格,各部委与各管辖范围内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形成了长期的关系;(２)日
本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企业关系”由代表产业界的产业界团体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课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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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进行交涉,具体表现为图中的虚线部分;(３)日本政策的制定权分散于各个掌管工业的部门和其相

对应的产业领域中①,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执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说,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政府各部

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导的作用;(４)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来以亲密友好著称,因为政

府官僚执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导”方式,法律规定外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会议不计其数,政
府视自己为国内产业的促进者,而非铁面无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点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导权、与企业相处融洽并了解企

业动态”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保有紧密的合作.产业

政策、规制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绝不是政府单方面计划行动的结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和影

响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银行１９９４年的报告对此评价道:“日本存在一个能力高、不正行为少的官僚机

构,这样的官僚机构一边从政治的压力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一边利用审议会等和民间企业进行情报的

交换和协作.”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报交流通畅、政府企业关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况下,
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规制标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此,协调的政

府—企业关系是日本政府规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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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政府－企业交涉的框架结构

(二)政府规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

为了保障企业和各社会组织能够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日本政府在发挥规制功能方面的一个突

出特色,就是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依靠严格而健全的法律体系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监

管.从国家规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日本«东银周报»曾在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０日的报道中指出,“日本在

１９９０年受国家规制限制的经济领域占所有经济领域的４１８％,而在同时期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

６６％”.这也使得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政府规制最多的国家.从横向上看,这些规制类法律几

乎涵盖了日本生产与服务的诸领域,包括电力、铁路、通讯、食品、商业等等;从纵向来看,这些规制类法

律几乎涉及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包括市场准入(认证许可)、生产设备新增、进口、市场

售价等等(莽景石,２０００).
日本规制类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规制的内在要求.所谓规制,主要

是指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激励和约束、限制,修正市场

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规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赖性”,它是以法律、
规章、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只有这些法律、规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预企业、经济的行

为才能变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这是日本质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结果.从规制手段实施的时期来看,规
制可以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个阶段.事前规制主要体现为制定绩效标准、规格以及偏差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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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是由各部委制定法律,议会对此进行修改.本来法律的制定应该是议会,而作为政府各部委的官僚仅仅是执行者,但日本的
官僚在法律的制定上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统;事后规制主要表现为对规格、标准的维持进行确认和监督.但是质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点,
一旦造成伤害即无法弥补.因此,日本政府在质量管理上,特别强调“事前规制”,以期通过“预防行政”
收“先下手为强”之功效.在这一管理理念的指导和诱发下,具体到规制类法律上,就特别强调“法律先

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规制类法律健全不仅理所当然,更是为政府规制的顺利施行提供了制度

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规制的手段:支持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

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可以分为惩罚型规制(矫正)和支持型规制(改善)两种类型.就支持

型规制而言,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质量管理能够长期反复进行的根本原

因(张秀敏、高淑娟,２００６).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１)放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同时,积极编制滚动式

的长远规划,以引导和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２)日本政府以经济为杠杆(包括税收、信贷、经济立法等)
对企业进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过各种规制建立了日本银行的“护送船团”方式和主银行制,进而直

接控制了银行和金融业,再通过银行和金融业为企业进行各种贷款支持和产业扶植.(３)日本对中小企

业采取特殊扶持方针,鼓励其提高质量,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等各种

问题,一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另一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政策(参见表１);另外,还从劳动力、技术

情报、原材料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４)日本以“技术立国”为
方针,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为此,政府将技术开发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１７％提高到３％,
将技术开发费中政府负担的比例由３０％提高到４０％,并重点扶植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５)为促进企

业质量发展,日本设置了各种奖励措施,如通产省的“出口企业产品标识制度”和科学技术联盟的国家质

量奖———“戴明奖”等,以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表１　扶持中小企业的机构与政策

名称 内容

专门机构 国民金融公库(１９４９)、中小企业金融公库(１９５３)、信用保证协会(１９５３)

专门政策
«设备近代化资金贷付制度»(１９５４)、«中小企业振兴资金等助成法»(１９５６)、«中小企业近代化促进
法»(１９６３)、«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近代化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投
资育成股份公司法»(１９６３)

　　资料来源:张秀敏、高淑娟,«日本质量管理的三个层次».

就惩罚型规制而言,上述已经提到,日本的规制类法律不仅多而且严,除了国家严厉的法律规制外,
通商产业省还有相关的产业政策的约束,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地强调,企业必须依法照章办事,绝
不允许投机取巧,绝不允许违法乱纪.如若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小的方面而言,将会失去国家政府的信

贷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额的罚金足以会使一个企业及个人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通过对于支持

型规制与惩罚型规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奖优罚劣,从而维护产品质量法规的权威性,促进质

量管理的提升和发展.

四、企业制度与日本质量管理的中观层面

政府质量监管,在整个宏观质量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职能是保证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的安

全.政府当然有促进一个社会总体质量向更高目标发展的任务,但是由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实际上根本

没有办法加以静态确定.更重要的还在于,“更好的质量标准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为就能达成的,它更

多地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公平的质量制度环境,以及取决于企业的自身努力”(程虹,２００９).因此,要想

从“质量安全”迈向“质量发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质量标准,关键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依法进行

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并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自我经营和自我决策.
日本在经济上具有自由化的特点,市场经济也比较发达,日本各企业为了应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压力,

提出了“以质量求生存”的口号,积极进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并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

成果,从中观的企业层面保证了日本的质量管理.概括而言,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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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身雇佣制

日本企业在用工制度上比较普遍地实行终身雇佣制.这种看似不符合市场逻辑的制度模式,其实

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性,符合雇佣双方的权利要求.从企业角度来讲,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稳定而优质

的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培养一个高技术的员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

入,也需要中长期的培训.终身雇佣制度恰恰为此提供了资金与时间的保障,并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形成

了一种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契约关系.因此,企业可以放心对员工进行长期经营和培训,而不用担心

企业员工的跳槽和辞职,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严重人力资本损失及其相关的成本代价.反过来说,受
过培训的高技术员工又会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与质量发展.从职工角度来

讲,有利于规避失业的风险,充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员工安

于本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较小,从业人员离职很困难.一旦辞离原来的企业,一般只能到中小

企业就职,而这些企业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福利设施几乎没有,并且还要被嘲笑为“懒惰、轻浮”之人,因
此,离职的代价是极其严重的,这进而塑造了日本企业员工“既来之,则安之”的思想观念,强化了员工对

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的

发展繁荣与职员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关心企业的经营.如果企业经

营搞活了,不仅能增加奖金,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会得到相应改善.但企业一旦亏损或破产,就会减

少奖金,甚至失业.因而日本企业的职员为了自己所在企业的繁荣不仅能尽力工作,还积极参加技术革

新,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让企业员工形成了一种“干一行,爱一行”的心理观念.总之,终身雇佣制在企

业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既规定着双方的义务又保障着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有了安全感,
有利于创造相互合作及和谐的组织管理气氛,从而间接地促进了质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业在报酬体系上实行年功序列制,主要体现为工龄工资制和工龄升迁制.这种工资制度不

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工资额,而是按照职员劳动熟练程度和对企业贡献大小的工龄来决定

的.同时根据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资标准的规定,使职工每年工资都有所增加.基本工资的增加,决定因

素主要是工龄.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轻人员的工资所得比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贡献度并不

匹配的,与之相反,中老年从业人员的工资所得则会比较多.因此,对于年轻从业人员而言,过少的支付

意味着对企业的变相投资,年轻时的“投资”会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从业人员的这一显性出

资甚至比股东的股票所承担的风险还大,因为从业人员在中途离职和企业破产都可能意味着收益的直

接损失,日本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不得不与企业结成长期一体化的命运.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通过

工龄升迁制来满足从业员工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换言之,对于企业员工而言,物质酬劳、公司职

位与工龄大体呈一种正相关关系,工龄越久,酬劳和职位就越高.这就让企业员工一方面对未来有了预

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创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和企业氛围,
在这样一种现在时态和谐、未来时态可期的工作氛围下,质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当然.

(三)职工中心主义

日本企业“职工中心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历史和制度两个方面.就历史原因而言,二战

后,日本政府通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对既存权力进行了瓦解,对既有资产

进行了分配,进而缩短了专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距离,从根本上变革了日本企业的所有

观;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报酬体系,增强了职工的主人

翁意识,职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不遗余力地为企业做贡献.
具体而言,这种“职工中心主义”主要体现在所有观念、实际操作和最终受益三方面.(１)所有观念

方面,从业人员虽然不是企业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识.股东尽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识.

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采用抽样调查对１００名企业课长进行有关“企业应属于谁?”和“现实中是谁

的?”等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见表２),无论在应然观念上,还是在实然观念上,“属于职工”
的回答分别以８０％和７７％的高比例占据榜首.这进一步表明,日本企业的所有观是以职工为中心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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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观念体系.(２)实际操作方面,日本企业中的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与欧美等国不

同,企业职工进入公司时,没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能逐渐进入经营管理层,而
且还是职工代表.在１９９０年对日本１１３名大企业社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作为社长支持的基础,最
需要重视的主体是职工(６３％),其次是董事(１８％),最后是股东(１２％),可以认为,日本公司从实质上而

言,已经变成了职工的财产.(３)最终受益方面,公司收入虽然首先要满足投资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额则

用于确保公司的未来发展和保证职工的未来利益,因此职工是最终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表２　１９９０年关于公司所属人的调查结果(％)

公司应该是谁的? 现实中公司是谁的?
属于股东 ６７ ５９
属于经营者 １９ ６５
属于职工 ８０ ７７
属于社会 ７０ ２３
属于顾客 ２７ ２６
属于地方 １０ ３

资料来源:伊丹敬之,«日本企业体系».

(四)全面质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联盟理事长铃江康平在一次管

理者大会上所说:“我们国家什么也没有,只有全

面质量管理,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发展它,否
则,我们在国际上战斗的武器就丢掉了.”对于全

面质量管理,日本学者狩野纪昭曾这样解释到:
“它是指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各部门

和阶层都必须在经营者的领导下,以日常管理(各
部门管理)和各种职能管理为基础,实行方针目标管理.”(１９８４)概括而言,就是全员参加、全员管理、全
员教育.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目前的全面质量管理又有了两个新的趋势:(１)向广度、向普及的方向

发展.表现为在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把销售服务工作推进到产品使用全过程,考虑延

长“包修期”,乃至考虑到“社会保险”;注重跨企业组织质量管理协作,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从外部购入的

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为了保证质量,企业间相互真诚的质量保证就极为重要.(２)向纵深、
向提高方向发展.这表现为:重视加强产品形成早期阶段的管理,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设计方案、加
工样品、调整工艺流程等阶段,事先把好关;注意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搞形式主义、突击生产、超负

荷运转;提高人的素质,进行普遍的质量管理教育,把人当成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强调“把质量意识注

入每位员工的血脉之中”.日本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推行,也为日本带来了高质量的奇效.

五、结语

总之,日本质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合力的结果.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两

点结论和启示:(１)好的质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传统以及文化所产生的

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的态度,会对人的质量意识产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质量意识,必须有能够培养忠

诚、服从、合作、求精、敬业等观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制度,这里说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
不是习惯和惯例,好的制度既能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对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日本质量管

理的成功显然是与政府规制、企业政策等制度离不开的.(２)好的质量又源于整体层次功能的发挥.日

本质量的成功是宏观政府规制、中观企业制度以及深层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并且长期坚持的结果,从结构

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会影响到其他层次作用的发挥.这

三个层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
上两点的结论和启示,对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十分突出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

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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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经验比较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一个最新文献评介

李腾飞　王志刚

摘　要:食品安全监管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与热点之一.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国际

经验研究成果的评述,发现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监管模式、制度特点、机制设计与具体的惩罚

机制等问题上.多数学者指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和漏洞,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需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必须加强立法,健全食品安全监

管的法律制度保障,实行“垂直监管”和“集中监管”.具体来说,需要在监管理念、监管制度与

监管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加强供应链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建立第三方检测体系,

特别是应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增强地方政府监管的责任,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

构建一种利益平衡的监管机制.

关键词:食品安全;国际经验比较;监管机制;供应链

食品安全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的公共安全问题,食品质量与安全关系到人类的健康、

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食品危害以及食源性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一直倍受社会关注

(周洁红、叶俊焘,２００７).为此,各国政府纷纷采用技术和法律手段提高食品安全的管理水平,对影响食

品质量安全的因素进行有效监控.目前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等均已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从而保证了食品的质量安全,缓解了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与机制设计还存在诸多漏洞,在预防和监管食品安全方

面仍然力不从心.鉴于此,积极探索先进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和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合理

吸收和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前的覆辙,也有助于我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增强食品安

全监管的效能,保障消费安全.

一、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我国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不断增

强,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日趋提高.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导致食品行业的经济秩序屡屡受到挑战,也
使食品产业链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在这一背景下,学
者围绕食品安全的监管制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属于典型的分段监管模式,也即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王

耀忠(２００５)概括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结构,发现我国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有农业部、卫生

部、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务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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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不仅政出多门,而且相对分散.在这种组织结构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遵循的是有限

准入的市场理念,监管者以“发证”作为主要监管工具(崔焕金、李中东,２０１３).另外,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承担一些监管职能.谢伟(２０１０)论述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食品安全监管

机构的具体设置:在中央政府层面,组建了最高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地方政府层面,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按照责权一致

的原则,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针对我国的这种监管模式,有些学者从理论上进行

了解释.一种观点是从动态社会契约理论的角度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基于政府－市民的监管

思路,即具有二元性(李长健、张锋,２００６);另一种观点则从供应链的角度诠释了食品分段监管的合理

性,并主张建立农业投入品、食品初级农产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加工和食品流通的监管

体系,并配合相应的监管标准,促进已有监管模式的完善(卢剑等,２０１０).上述局面在２０１３年３月进行

的“大部制”改革之后有所改变,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经过职能调整和权限整合初步实现了食品安全

的集中监管.虽然这一机构改革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局部调整,但这意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开始了

新的制度变迁,未来改革的目标是实行集中监管,明晰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并逐步降低协调成本.

(二)我国监管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了现有监管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应对食品安全新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二是监管部门机构设置不

合理,监管重复和监管盲区并存(焦明江,２０１３);三是缺乏风险评估及预测机构,食品监管的标准混乱

(李路平平、汪洋,２００９).比如,王耀忠(２００５)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混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方面食品安全标准分为食品质量标准和食品卫生标准,分别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和农业部负责;

另一方面食品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企业自定标准等多种标准,这些标准之间相

互冲突与不一致.与此同时,具体的监管事务则分别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农业部、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和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机构各自为政,失去了标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如崔卓兰、宋慧宇(２０１０)指出传统以强制为基础的单

一监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严重阻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在服

务型行政背景下,实行多元主体参与、非强制性、更多融入专业技术与激励机制的多元监管方式十分必

要.李长健、张锋(２００６)从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立法困境进行了解读,认为造成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立法漏洞、政府组织机构混乱和传统文化以及城乡二元经济共同

作用的结果.为解决已有监管模式带来的体制性痼疾,刘亚平(２０１１)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实践出发,

提出了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风险规制和引导社会监督等三个方面的建议以破解现有监管困局.

詹承豫(２００７)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五大矛盾,即食品安全的链

式供应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各自为政之间的矛盾、食品检测设备技术落后与食品安全隐患严峻之间

的矛盾、食品生产厂商的小而散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标准化管理需求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危害严重与食

品安全的执法薄弱的矛盾和食品安全社会期望急切与食品安全监管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为此,应该

从近期治标和长远治本两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在近期方面应着重理顺监管体系和组织机构、完善法律标

准,长远方面则着重于政府监管职能转变和行政价值结构的完善.此外,也有学者从缓解信息不对称、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施晟、周德翼、汪普庆,２００８)、实施质量认证体系和可追溯体系(王志刚,２００６;周洁

红、叶俊焘,２００７;郑风田,２００３;周应恒等,２０１３)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思路.

二、主要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与特点

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经历多年的发展,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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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相对独特的监管模式和监管经验.总结这些不同的监管模式,可以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

设计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如张月义、韩之俊、季任(２００７)从监

管机构、法律法规、风险管理等方面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李刚

(２０１０)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国外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认为应借鉴美国经验实行食品安全的联合监管

制度,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网.国家工商总局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在考察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监管制度之后,主张我国借鉴两国食品安全应急机制方面的有益经

验.王兆华、雷家(２００４)通过对国外主要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认为应采取渐进和分级的

模式,推进中国食品工业的标准认证体系.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有必要分别梳

理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

(一)美国的监管模式———法律完备、责权集中

作为多部门监管模式的代表,美国联邦及各州政府具有食品安全管理职能的机构有２０个之多.但

其中具有食品安全执法权的行政部门只有５个:卫生部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农业部的食品安全检验局

和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环境保护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上述监管部门职能划分的依据是根据食物的种

类,这样在对特定食品进行监管时就实现了功能上的集中监管(张月义等,２００７)和权责统一.美国在保

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拥有十分强大的监管体系、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应对特殊领域的特

殊做法,在执法上强调食品安全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毛振宾,２００９).此外,美国２０１１年１月修订实

施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成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法律基础,该法案通过强调预防为主的食品安全

控制理念,加大对食品企业的检查和执法力度以及提高食品安全标准,构建了更为积极和富有战略性的

现代化食品安全“多维”保护体系,确保了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李腾飞、王志刚,

２０１２).

在诸多制度设计中,美国的食品安全召回制度值得关注(Antle,２０００;程言清、黄祖辉,２００３).通常

来说,食品召回是在国家部门的监督下,由生产商自愿执行,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比较少见(Buzby,

２００１).随着食品召回制度的深入人心,美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颇有信心.一般来说,在美国食品召回

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企业得知食品存在缺陷或风险,主动从市场上撤回;另一种是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强制要求企业召回缺陷食品(陈卫康、骆乐,

２００９).无论哪种情况,召回都是在FDA的监督下进行的,其在食品召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Valeevaet
al．,２０００).随着这项制度的深入实施,食品召回有增加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食品质量在下降,反而说

明人们对食品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ChristopheandValceschini,２００８).

(二)欧盟的监管模式———全面具体、统一权威的标准体系

完善具体的标准体系是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突出特点,欧盟国家为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防

控,实施了大量具体、统一的食品技术标准体系.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主要由欧盟食品安全局、欧
盟食品与兽医办公室组成,这一系统是一个国际性的控制与监督系统,可以对成员国食品生产链中的各

个环节进行监督控制(Charlier,２００８).此外,其还制定了一系列强制遵守的食品安全标准(焦志伦、陈
志卷,２０１０).比如,早在１９８０年欧盟就颁布实施了«欧盟食品安全卫生制度».２０００年又颁布了«食品

安全白皮书»,要求制定以控制“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从而将各类法规法

律和标准加以体系化(张志宽,２００５).近年来,随着食品风险不确定性的加大,欧盟将食品安全预警作

为控制食品安全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风险管理措施(Grunert,２００５).根据这一措施,只要监管部门认为

食品对人体健康有潜在的危害因素,就可以采取以预警原则为基础的保护措施,而不必等到有充分科学

数据的评估结论,这就大大降低了食品风险的发生概率.

欧盟的成员国当中,英国和德国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值得引起关注.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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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严格执行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英国保障食品安全的主要管理机构是食品标准局,由其独立负

责食品安全质量的总体事务并制定各种标准(刘桂荣等,２０１０).食品标准局代表女王履行职能,并向议

会报告工作.这种不挂靠任何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方式,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和代表消费者的立场.食

品标准局还设立了特别工作组,由该局首席执行官挂帅,以加强对食品供应链各环节的监控.英国食品

安全监管的成功与食品标准局制定的三条原则密切相关,即消费者第一、公开透明和公正独立(张守文,

２００８).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对食品安全控制的特点是其健全的检测体系(罗丹,２０１０).德国的检测

机构大部分为私营,政府只负责对监管机构的管理和批准,而检测机构通过监测站独立进行质检工作,

并提交检测报告(董娟,２０１１).一直以来,德国政府实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

度,成为德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定性机制.德国的食品监督归各州负责,州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监管方

案,由各市县食品监督官员和兽医官员负责执行.

(三)加拿大的监管模式———供应链的全程监控

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特点是由单一的部门对食品安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这一部门是农业

部的食品检查检验局.由其集中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具体实施联邦政府规定的所有食品的监督、检
验、植物保护和动物卫生检疫计划,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的日常监督、抽样检验和案件查处,食品安

全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并对有关法规和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李刚,２０１０),以确保供应链环节的

食品安全.除了履行上述职能,检验检疫局也负责制定并管理食品检验、执法、监督及控制计划,提出服

务规范;或者发布紧急食品召回令,组织整个食品链的检验、检测和监督活动(周洁红、叶俊焘,２００７).

另外,加拿大的食品监督署负责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产地检查、动植物和食品及其包装检疫、药残监控、

加工设施检查和标签检查,真正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性管理.加拿大的这一监管模式实现了

监管的集中,避免了多头负责带来的责任不清和监管空白问题的发生.

(四)日本的监管模式———严格完善的标准体系和追溯体系

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与我国较为类似,监管责任由多个部门分工实施.近年来,日本监管体制

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该国在２００３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其统一负责食品安全事务的管理和风险

评估工作.食品安全委员会是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协调职能的内阁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实

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对风险管理部门进行政策指导与监督以及进行风险信息的沟通与公开.日本监

管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完备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和追溯体系(孙杭生,２００６),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分

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三个层次(杨明亮等,２００４).日本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基本法»确立

了消费者至上、科学的风险评估和从农场到餐桌全程监控的食品安全理念,要求在国内和从国外进口食

品的每一环节都必须确保食品安全.新世纪以来,日本多次对该法进行修改,比如在２００３年该法增加

了“肯定列表制度”,导致对进口食品的限制越来越严格(施用海,２０１０).

与此同时,日本对所有农产品都实施严格的可追溯管理系统,这是通过其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的

(胡定寰,２００７).根据这一管理要求,日本农业协会下属的各地农户必须记录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

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农协收集这

些信息之后,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将其整理成数据库并开设网页以供消费者随时查

询.目前,日本绝大多数食品企业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都能做到严格自律,基本上布及整个食品生

产加工环节,真正做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可追溯管理(王耀忠,２００５).

(五)韩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多元管理、重典治乱

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韩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力度十分强大,其主要特点是对食品安全实施多元化管

理,并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具体而言,韩国主要从以下四方面保障食品

的安全供应.一是加强政府内部协调,减少行政管理扯皮现象.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政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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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专门负责协调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以避免责任不清和互相扯皮(王中亮,２００７).二是加重对

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让违法企业不敢轻易犯罪.韩国政府将制售有害食品行为定为“保健犯罪”,并且

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故意制造、销售劣质食品的人员将被处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国民健康产生

严重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将被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三是实施明确的责任登记制度.韩国政府决定,

卫生监管人员在完成验收过程后要明确记录本人的姓名,一旦其所验收的食品发生安全问题就要惟其

是问.此外,负责食品安全的地方政府部门也将按照统一的标准对食物中的农药残留量等一系列安全

指标等进行量化评分,从而杜绝了各地在食品安全标准上宽严不一的现象(黄怡、王廷丽,２０１０).四是

设立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实施监督.韩国政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政府举报食品安全问题,一旦被证

实,举报人可以获得高额奖励.

通过总结上述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经验启示.一是应借鉴国外食品安全

管理体制,尽快建立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进一步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理顺和明晰各部

门监管职能(戴孝悌、陈红英,２０１０).在当前食品安全实现集中监管的趋势下,进一步压缩监管部门数

量,合并监管职能.可以按照“从农田到餐桌”的食物链再造食品安全管理流程,组建相对独立的食品安

全机构,实行项目制与全流程管理模式,确保产品质量的可控性及责任的可追溯性(Kahnemanand
Tversky,１９７９;KnetschandSinden,１９８４;Hobbs,２００４).二是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必须各司其职、通

力合作,严格依法办事,共同编织更加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只有对问题食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进一步落实监管措施,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才能真正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和全程监管

(BroughtonandWalker,２０１０).三是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和惩处力度.政府应转变监管企业的思路

与模式,在充分保障其合法权利基础上,变包办代替、保姆式管理为督促、监督企业自觉履行生产经营义

务(Hensonetal．,２０００),使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中,特别要加大对违法企业的行政和刑事处罚

力度,将保护所有企业的惯性思维调整到保护合法企业的正确思路上来,对违法企业必须实行严厉打

击,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提供了有用参考.但是,已有研究相对零碎且不系统,难以从整体上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进行宏观把

握.在总结和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议从以下三点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从而完善我国的食品

监管机制.

(一)理念创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

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链条,其功能是“让公众了解风险管理如何进行以避免公众恐慌”,

发达国家借助这一做法有效控制了食品安全风险,成功化解了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Covello(１９９２)认

为风险交流是利益团体之间有关风险的本质、重要性或控制等相关信息的交换过程.关于风险交流的

范围,Seeger(２００１)认为应该涵盖三个阶段,即危机前、危机时期以及危机后,但是他强调重点应放在危

机前的预防工作上.采用风险交流,可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好交流,培育参与式的监管治理格局,形

成风险界定的有效社会监督(毛文娟,２０１３).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重要发展阶段,食
品安全作为公共危机的一部分,对这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是政府能够及早采取行动、消除危机的关键

(温志强,２００９).

目前风险交流的模式有四种:一是赢得信任模式.信任是一切沟通的基础,任何一项交流都会对信

任产生影响,不是在加强就是在削弱.二是双向对等沟通模式.风险交流是一个特殊的沟通过程,虽然

学者们都强调这一过程应该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但事实上,对于众多的风险事件,尤其是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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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风险事件,处于沟通双方的主体地位很难等同.三是愤怒管理与提前预警模式.这种方法对于理

清公众要求、明确短期沟通目标、指导创作沟通重点信息有重要意义.四是信息突显模式.这一模式可

以采取的手段有主动发布信息、组织记者采访、组织专家解答和组织主流媒体培训等.虽然以上四种模

式各有优点,但总结我国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采用政府风险交流的“民主范式”较为认可.因为风

险交流应是多元的、民主的和参与的(Valeevaetal．,２０００).不仅施政于民、全面告知风险,更应问政于

民,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中,真正强调民众的建言献策,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公众也应由“被
动公众”变化为“主动公众”,主动寻求健康信息、主动提供风险信息和志愿开展互助沟通等.

(二)机制创新———加强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

食品质量安全涉及到食品的生产、加工、储存和销售.整个食品供应链中的交易主体、交易对象繁

多,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安全(洪江涛、黄沛,２０１１;王海萍,２００９).随着消费

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供应链的管理亟待加强,以保证上游原

料供应和下游销售渠道畅通(何坪华、凌远云、周德翼,２００９).供应链管理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广泛引入

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改“末端治理”,为“源头控制”,对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链进行综

合管理.因此,国内外多数学者主张利用供应链管理提高食品安全的监管效能,如 Hennessy等(２００１)

分析了食品供给链中食品质量与治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强调利用供应链改善食品安全的监管管理水平.

VetterandKarantiniis(２００２)等论述了在安全食品的供给中食品产业的领导力量及供应链在保障食品

安全方面具有积极优势.
“瘦肉精”和“速成鸡”事件的发生,折射了农产品供应链环节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生产源头

养殖户的短期逐利行为强烈,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产品质量难以控制.因此,

实施供应链管理并加强链上利益主体的行为约束成为控制食品安全的一种重要机制创新.供应链管理

的核心是形成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魏毕琴,２０１１;李宁,２０１１),也即合理分配供应链环节的农户、

合作社或者超市、加工商等主体的利益,这也有助于消除供应链需求、供给和制造三方的不确定性,避免

食品发生安全质量风险(黄桂红、饶志伟,２０１１).以生猪产业链为例,要形成养殖户和屠宰、加工和销售

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必须建立供应链利益主体之间合作与协调,激励与监督,协商与信任等机制(李艳

芬,２０１１).同时,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应链主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确定适当的质量缺陷产品惩

罚和外部损失的成员分担份额,可以激励制造商和供应商严格履行契约,从而保障产品的质量控制水

平,进而实现供应链上各主体总收益的最大化(鲁丽丽、郑红玲,２０１１).

(三)制度创新———建立第三方检测体系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瓶颈之一就是监管力量的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第三

方检测体系.参照国际成熟经验,独立的第三方检测不仅可以弥补政府检测力量的不足,也有助于提高

质量检测工作的效率,因而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种制度选择.所谓第三

方检测,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相关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由其对食品生产从原料到成品各个环节进行公

证检验,以确保产品质量的一种制度安排(周清杰、徐菲菲,２０１０).近些年来,欧美先进国家在实行由

“农田到餐桌”的食品质量监管中,探索设立第三方检验检测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高秦伟,２０１１;薛庆

根,２００６).例如,美国的食品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美国的监管者很早就采取第三方检测,将常规性检

测工作交给其认可的认证机构或各州的独立检验中心或实验室,政府负责监督第三方“循规蹈矩”.

２０１２年爆发的“毒胶囊”事件折射了我国食品药品监管力量的严重不足,建立第三方检测体系已经

是刻不容缓.据统计,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共计８万人左右,却监管着全国近５０００家药品生产企业、

４０万家药品流通企业、１７０００家医疗器械企业、３４００多家化妆品企业、２０００多家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以及

２３０万家餐饮企业.庞大的企业数量与有限的监管人员形成鲜明对照,解决监管力量不足的挑战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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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加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是弥补政府失灵与力量不足的客观需要(苗建萍、熊梓杰,

２０１０).因此,要构建我国的第三方检测体系,必须从现有社会资源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要发挥

公众的作用(阮兴文,２００９).目前我国有一大批与食品科学相关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还有一

些实力雄厚的专业企业.这些优秀的专业资源将成为有效弥补我国政府资源不足,提高食品质量检测

效率的可行选择,为国民的食品消费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为确保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社会

公信力,这些机构需要接受来自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市场的严格监督.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最高监管者,

因此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要取得社会和市场对其检测结果的认可,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政府对

其出具检测报告的认可,才能使第三方机构获得其生存、发展必要的社会权威性保障.

四、结论与展望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学者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但究其根本,

监管制度的完善被认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从制度设计、体系建立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多措并举.其

次,在理论层面,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对食品安全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的探讨.一是以制度经济学理

论为代表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提出改变当前分段监管体制,改为集中监管或者垂直监管;二是以供

应链理论为代表主张从完善供应链的角度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以保证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三
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为典型的“洋为中用”思路,用发达国家的“他山之石”来完善我国的监管制度.

最后,在实际应用与经济理论分析方面,不少文献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了食品安全监管市场失灵和

政府失灵的经济学依据.

虽然研究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文献颇多,但大多数研究将眼光局限在对国内现实问题的解决方面,

而对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整体来看尚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并且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开展的大部制改革调整了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整合了

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和工商总局对流通环节的监管,体现了食品安全集中监管的思路,这一做法一定程

度上是对国外经验的有益借鉴.但是,具体的改革方向和完善路径仍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如何优化基层

监管、强化“行刑衔接”、实现社会共治、提高食品安全的财政投入以及考虑将食品安全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等方面都成为未来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和研究方向.总之,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和谐,国内

外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开展的已有研究,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其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所提供的

有益探索值得充分肯定,这对后续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必将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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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mparisonandPathSelectionofInternational
ExperienceinFoodSafetySupervision:

aReviewoftheLatestLiterature

LiTengfeiandWangZhigang
(SchoolofAgriculturalEconomicsandRuralDevelopment,RenminUniversity)

Abstract:Recentyears,foodsafetyregulationisoneofthefocusandhotspotinacademia．Based
ontheliteratureoffoodsafetyaboutsupervisionexperience,thispaperfoundthattheresearchmainly
focusedontheproblem ofsupervision mode,system characteristics,anddesignandpunishment
mechanism offoodsafety．However,thereweremanydrawbacksandloopholesinoursupervision
systemoffoodsafety,manyareasareneededtoimprovementifcomparedwithdevelopedcountries．To
improvethefoodsafetysupervisionsystem,ourcountryshouldstrengthenthelegislationtoenhance
thelegalsystemoffoodsafetysupervisionandchangethe“subＧregulation”for“verticalsupervision”

orcentralized supervision model．Specifically,we needtoinnovatethe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echanism,utilizethesupplychainandsetupthethirdpartyinspectionsystem,especiallytoincrease
thepenaltiesforillegalenterprises,strengthentheoversightresponsibilityoflocalgovernmentand
balanceofinterestsbetweengovernmententerprisesandconsumerstoimproveourregulato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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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视角下的特种设备检验体制改革研究∗

刘三江

摘　要:特种设备检验体制是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特种设备检

验体制带有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配置检验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有效竞争约

束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具有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当前的特种设备检验体制改革受到多种因素

的制约,在不同地区的进展不平衡,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上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同时受到利

益协调问题的阻碍.从有利于安全发展出发,以检验性质、定位、作用、责任等理论为基础,通
过对行政监督、技术服务、产品认证三种不同改革路径进行辨析,本文提出法定检验“一分为

二”的改革模式,即企业自检和国家强制性检验分离,同时在设计改革路径时要统筹兼顾改革

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
关键词:特种设备;检验体制;改革;顶层设计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制度建立于１９５５年,经不断改革发展形成了“双轨制”、“全过程”监管体制,
即实行行政监察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双轨制运行体制,同时对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检验

各环节全过程监察的制度.其中,检验环节实行法定检验制度和政府主导并积极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

检验体制.法定检验主要包括生产环节型式试验、监督检验和使用环节定期检验.检验机构主要有质

检事业单位、行业检验机构、企业自检机构等几类.企业对自有设备还进行日常巡检和年检等.还有一

些市场化的专项检测机构,从事无损检测等专项检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特检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为提高特种设备质量安全水

平、防止和减少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特种设备行业的科技进步、提升特种设备监察部门的科

学监管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在现阶段,依然不能成为合格的提供特种设备

质量安全信号的市场主体,不能充分矫正特种设备质量安全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这种

信息不对称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早已由 Akerlof在其１９７０年的经典文献中加以证明.更为

重要的是,现行特检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配置检验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有效

竞争约束机制尚未建立;不同类别检验检测的性质、定位和责任不清晰,法定检验范围偏大、项目过多,
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发挥企业能动作用、给予企业自主权不够,不利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
达地区检验任务过重,欠发达地区检验任务不足,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检验工作量增加很快,系统内检

验力量明显不足,人机矛盾日益突出,发挥社会检验力量又不够,检验盲区死角依然存在;“过检验”与
“欠检验”的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检验质量和效果有待提高;一些检验计费方式不够科学、收费标准

不尽合理,收费与工作量不相匹配,社会承担了较高的安全成本;一些检验机构忽视检验风险和责任,过
度追求检验收入高增长,严重背离了法定检验的公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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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检验(简称特检)体制改革是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事关特

种设备安全事业科学发展,必须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
构建有利于特检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面对上述问题,必须深化特检体制改革.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体制改革路径有关的文献,一类是质量监管体制改革的文

献.关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制度安排的学说,可大体上分为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两类.前者以哈耶

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阐发的自发秩序为代表,主张制度的生成和变革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通
过渐进的、试错的方式不断演变,并不是一个通过主观建构的过程.哈耶克又指出所谓的社会秩序

(SocialOrder)可以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两类,后者是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他所推崇的

是自发秩序.秉持制度变迁学说的学者提出的体制改革的路径都主张循序渐进、以市场机制的自我调

整为动力,更多地将市场主体作为改革的主体.杜伟、高林远(２００２)就强调了制度变迁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的现实重要性,并提出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应从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部分学者

坚持激进式的体制改革,主要追随了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Sachs的制度改革理念和政策安排方式,但
是其在俄罗斯的改革尝试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以这一模式缺乏实践支持.但是,国内一些学者认

为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希望通过这一方面的体制改革一步到位解决

诸多问题,激进主义的改革思路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
当前,“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新共识,即以全局视角对体制改革的各方面、

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协调各种关系,确定目标并为其制定正确的战略、路径,从而提高效益,
降低风险和成本.针对中国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复杂系统,“顶层设计”强调战略思维与系统思想的综合

运用,综合了渐进式变迁和激进主义的优点,更具理论上的科学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竹立家

(２０１１)指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考虑改革发展的价值,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保证制度平衡,并且推进以

制约和监督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吴敬琏(２０１３)指出,当前改革的工作重点是做好改革的总体规划

和重点改革方案设计,强调要梳理出一组牵涉面广、全局性强、复杂交叉、相互依存的重大改革项目,形
成“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实现总体方案的协调推进和重点突破.

在中国质量监管的体制改革方面,国内一些学者做了深刻的研究.程虹、李丹丹(２００９)将市场机制

作为中国宏观质量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出发点,而这一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

制度安排,而核心目标是保障质量安全;还定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质量管理体制的基本属性,分析

了其中存在的消费者缺位和政府越位等主要问题,最后提出市场、社会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的综合改革

是中国宏观质量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和制度安排.程虹等(２０１２)提出,政府质量管理体制的设计决定

了质量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程度.文章通过对美国政府质量管理体制的规律性研究,指出风险驱动、独
立监管和共同治理是这一体制的核心要素,并在借鉴上述一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的质量国

情,提出了中国政府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治理模式.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体制改革路径设计和中国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和制度安排

已经做了相关研究,可以为特种设备检验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设计的借鉴,但是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体制,尤其是特检体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差异化的内在规律,需要专门研究并提出体制改革的制

度安排和路径设计.

二、特检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基于一般理论的探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当前

中国体制改革领域形成的共识.同样,特检体制改革应当做好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提高改革决策的科

学性.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明晰检验性质,找准检验定位,厘清检验责任,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实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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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行管理,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特检事业科学发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安全发展.
(一)特检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特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一是推进检验机构规模化发展.实施联合重组,特检机构

总数大幅减少,约三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将全省质检系统特检机构合并成一个机构,小而散、小而全的状

况初步改观,促进了资源整合、有效配置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二是探索特检市场化改革.将气瓶

检验和无损检测市场化,在电梯、成套石化装置、重点工程压力管道、工地起重机械等领域试点企业自主

选择检验机构,赋予企业自主权,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特别是广东省在电梯检验改革方面,建立电梯“使
用权者”首负责任制,构建以制造单位为主体的电梯维保体系,推进电梯定期检验社会化,建立电梯事故

责任险制度,取得了局部突破.这些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
但是,特检体制改革仍存在突出问题.一是改革停留在较浅层面.特检机构联合重组受到编制、人

事、财政、资产管理体制等诸多制约,大多数省还没有实施到位,已经实施的也主要是形式上整合,形成

一个法人实体困难重重,特检事业单位改革没有实质进展,总体上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确立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模式.二是改革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关于要不要改、何时改和怎样改的争

论与分歧越来越大,有的认为特检的问题和风险日益凸显,必须抓紧改革;有的认为目前状况能够满足

实际需要,特别是在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安全监察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特检体制改革的时机尚

不成熟;有的认为应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进特检市场化;有的认为法定检验属于行政监察的组

成部分或者延伸,属行政性质,不应市场化.三是改革面临不小的阻力.改革涉及监察机构、各类检验

机构、企业以及社会多方面的切身利益,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必然面临重重阻力,改革越深入阻力就越

大.最近,中央决定取消质监部门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增加了特检体制改革新的约束变量和不确定

性,已经推进的特检机构集团化改革面临走回头路的风险.
由于在改革必要性、时机、方向等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不统一,特别是难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特

检体制改革仍面临较大难度、挑战和风险,亟须在改革路径上做出顶层设计,也需要厘清特检体制改革

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二)特检体制改革的原则、路径和模式

１．做到“三个坚持”,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是坚持保障安全.安全是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利益之一.特检是保障特种设备安全

的重要技术手段和支撑,保障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特检工作最根本的使命和职责所在.特检体制改革

必须牢牢扭住保安全这个首要任务,更好地为保安全服务.
二是坚持服务发展.特检工作必须紧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个大

局.特检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为了不断完善特检体制机制,提升检验能力水平,使有限的检验资源发挥最

大的功效,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安全发展.
三是坚持自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检体制改革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个基本要求,不断改

革、优化我国特检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促进各类特检机构全面协调发展,促进安全性与经济性、高
质量与低成本的协调统一,促进特检事业可持续发展.

２．辨析“三条路径”,选择改革的正确道路

对特检体制改革的认识不统一,除了各方利益立场不完全一致外,重要的原因是对法定检验的性

质、定位、作用、责任的界定不清,进而对法定检验管理体制、机制、模式等基本理论与实际问题认识不

清,对改革的路径达不成共识.关于特检体制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走行政监督的道路.法定检验是政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实施的强制性检验,这种检

验是行政安全监察的延伸,具有行政监督性质,应由政府设立的或者授权委托的公益性检验机构为主实

施,不应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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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走市场服务的道路.法定检验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但企业有权选择履行义务的途径和方式,检
验应该市场化,由企业自主选择有资格的检验机构提供检验技术服务,而不应强制由政府指定的检验机

构实施.
三是走产品认证的道路.法定检验是一种产品认证活动,是指由有资格的检验机构证明特种设备

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标准或其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应由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中介组织实施,不应

行政垄断也不应完全市场化,可有限市场竞争.
这三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表面上是要不要市场化的问题,实质上是对法定检验性质的争论.从理

论和实践看,第一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立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需对法定检验的概念、内涵、范围和

方式等理论问题作深入论证,而不能将所有检验笼而统之都看作行政监督性质,搞行政垄断;第二种观

点不全面,无论对检验怎样划分,法定检验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行政监督性质的检验,是为保障公共安

全的需要,具有强制性、公益性和市场外部性,是政府兜安全底线的职责所在,不应看作市场化技术服

务,也不应看作公益服务,因为服务不能搞强制性;第三种观点不可行,生产环节的监督检验在性质和作

用上与认证相似,但使用中的定期检验与产品认证的性质和作用不尽相同,加之我国第三方中介机构发

育尚不成熟,要将大量事业单位性质的检验机构转为第三方中介机构,短期内不可行.

３．采取“一分为二”,确立改革的正确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从保障公共安全的立论逻辑起点出发,可以将法定检验定义为法律法规规定的检

验,进一步细分为企业自检和国家强制性检验两大类别.企业是保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自检保障设

备安全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但其实施自检的方式由其自主决定,根据能力条件可以自己实施,也可以

委托给专业检验机构实施.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代表国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监督检查企业履

行法定义务情况,必要时可强制检验设备安全状况.这种强制性检验可定义为对各类特种设备生产、使
用许可的行政确认,是行政性的,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或其授权委托的机构,依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对获

证企业生产的和已登记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必要检验,判定已颁发的许可是否持续符合要求,进而采取

必要行政措施的行为.由于该种检验技术性强,且受政府能力条件所限,政府一般不自行实施,可以设

立或者授权检验技术机构实施.
为简化论证,现选择争议最大的定期检验作深入分析.按以上“一分为二”理论框架,可将现行特种

设备定期检验拆分为企业自检和国家强制性检验.企业履行安全主体责任,有义务对其使用的特种设

备进行自检,包括日常巡检、按月按季按年定期检查、按检验周期定期检验以及无损检测、安全附件校验

等等,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在此基础上,政府授权检验机构按一定检验周期实施强制性检验,采取抽

查验证的方式,监督检查企业实施设备安全管理和自检情况,政府根据检验结果确认企业及其设备是否

持续符合使用许可条件,并据此分别采取隐患整改、监控使用、暂停使用、不准使用、撤销使用登记、强制

报废等手段,预防发生事故.
将特种设备法定检验拆分为企业自检和强制性检验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一,理论逻辑和概念

更加清晰.改变了以往按技术方法对检验进行分类的做法,而按检验的性质、定位、作用、责任进行分

类,检验法律关系和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清晰.第二,安全责任更加明晰.企业自检体现

了其安全主体责任,强制性检验体现了政府监管责任,各自的性质、定位、作用、责任明晰,改变了目前存

在的企业不自检、依赖法定检验、监察及检验机构代行企业责任的不合理状况,也改变了事业单位、自检

单位、企业等不同性质特检机构从事同种性质检验的混沌状态.第三,与其他方面改革的衔接更加紧

密.企业自检也可以采取自主委托的形式,将自检业务通过市场机制选择不同类型的特种设备检验机

构来完成,从而为检验市场化改革留出了发展空间,企业性质检验机构以接受委托从事企业自检为主,
仍能充分发挥作用;强制性检验以公益事业单位为主实施,强化其公益属性,与“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
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相匹配,既不会对现行体制造成大的冲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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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改变目前公益性特检机构营利化和盲目扩张倾向;将强制性检验明确为行政性质,逐步将检验项

目限定在较小范围,有利于解决特检工作人机矛盾日益突出、一些检验项目及方式不科学、质量不高、收
费不合理等问题.

三、特检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基于实践方式的探讨

特检体制改革的原则、路径和模式确定之后,关键在实践操作方式的安排.在推进特检体制改革的

实践中,有必要澄清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寻求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和支持,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同时把握

好改革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一)澄清特检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在当前特检体制改革的理论研讨和实践中,对特检机构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这会

进一步影响改革路径和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改革之后的利益分配及其公平性,必须予以澄清.
一是关于市场化.检验市场化固然是发展方向,但是,对市场化不能理想化,不能期望通过市场化

解决所有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市场的问题.要分清市场化的对象范围,不能一刀切,把不应市

场化的领域市场化.公共安全及具有行政性质的强制性检验,针对的是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可能发

生的市场外部性,属于规制潜在的市场失灵的领域,显然不应简单地市场化了之.另外,市场化必须从

实际出发,坚持“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激进式改革”,更不能采取“休克疗法”①,把所有检验和检验机构

一下子推向市场,这样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造成混乱.
二是关于国际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走国际化之路无可厚非,但综观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特检

领域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国际通行和统一的模式.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各国公共安全领域并不对外开

放,特检同样如此,各国有各自的模式.仍以定期检验为例,美国实行政府机构检验、认可并监督保险公

司检验的并行模式,加拿大、日本等实行政府监管、成立或授权非营利机构组织实施的模式,欧盟国家主

要实行政府监管、授权第三方机构实施的模式.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应该从基本国情

出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特检模式,而不是简单、抽象地谈国际化.
(二)关注特检体制改革的协调性问题

特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树立并综合运用战略思维与系统思想,统筹兼顾当前改革

试点与长远发展方向,统筹兼顾我国基本国情与国际发展趋势,统筹兼顾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国家宏观

体制改革,统筹兼顾安全监察体制改革与特检体制改革,把握好改革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改革措施

的协调性.
一要把握好改革的重点.对现行法定检验采取“一分为二”分类改革方式,最基础也是重中之重的

工作,就是解决科学分类的问题.要总结历史经验,比较国内外情况,分析现状与问题,把握形势与任

务,加强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厘清各类检验检测的性质、定位、作用、职责及相互关系,进而对检验检测

进行分类,明确各类检验检测实施方式与监管方式.在此基础上,紧跟国家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厘清各

类特检机构的性质、定位、作用、职责及相互关系,进而对特检机构进行分类,明确各类特检机构的组织

形式、运行机制及监管方式.分类方法问题是特检体制改革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
二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特检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特检事业可持续发展,并非对现

行有效体制的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从矛盾比较突出、社会比较关注、条件比较具

备的领域,如电梯和成套石化装置定期检验、工地起重机械监督与定期检验等入手,先行试点,积累经

验.要看到特种设备数量增长较快,检验业务量增量较大,为改革提供了较好条件和回旋余地,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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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克疗法(ShockTherapy)这一医学术语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引入经济领域.
萨克斯根据玻利维亚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
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可能产生“休克”状态,所以被经济学用来表示彻底
市场化的改革模式.



先不动存量、着重改增量的办法,尽量不损害各类特检机构既得利益,力争实现“帕累托改进”①,以获得

相关方对改革的支持.
三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坚持“渐进式改革”,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矛盾,把握好改革节奏,切不可

跳出国家宏观体制改革的大环境,脱离实际,操之过急.特检体制改革与安全监察和事业单位改革紧密

关联,要与国家宏观体制改革衔接配套,以免造成混乱,增加改革风险和成本.特检体制改革还与特检

法制建设紧密关联,比如,“一分为二”必须配套进行特检规章规范的重构,对检验项目、内容、方法等进

行合理拆分,否则特检改革难以操作.而特检规章规范的重构必将是一个逐步加大企业自检、逐步减少

强制性检验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经过一个较长时期逐步过渡到以社会化、市场化检验为主,行政性监督

验证检验为辅的良好状态.

四、结语

现行的特检体制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征,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检验机构的各种

资源,也无法保证及时的为市场和社会提供质量安全的准确信息.不同类别的检验及检验机构,其性

质、地位、作用、责任及相互权利义务关系仍有待厘清,特种设备安全检验供给与社会安全需求之间的矛

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大背景和新形势下,亟须进

一步深化特检体制改革.已进行的特检体制改革仍停留在表层,受到多种体制机制因素的制约,尚未在

系统内部及全社会形成共识,更受到利益格局调整的阻碍,需要重新设计改革的路径.
特检体制改革要在保障安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相

互关系,促进各方角色归位,加快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职能转变和政府监察机构简政放权,将现行法

定检验“一分为二”,即企业自检和国家强制性检验,一方面把该放给企业、社会和市场的权责放开、放到

位,释放社会和市场的活力,一方面把政府应承担的安全监察工作管住、管好,切实做到履职尽责.同

时,从中国质量安全国情的实际出发,坚持“渐进式”的市场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
总之,要把握特检事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的全局,做好改革方案顶层设计,采取“一分为二”分类改

革的模式,增强科学性与协调性,积极稳妥地推进特检体制改革,促进特检事业和特种设备安全事业科

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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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累托改进是基于帕累托最优基础之上的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
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
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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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思索∗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

贾国栋

摘　要: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待

改进之处,主要表现为政府、企业、检验机构的责任不够明确,区域覆盖原则存在执行缺失,法
规标准关系不明晰,现行法规标准与市场经济、技术进步的要求存在差距等.文章认为新公共

管理理论体现了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宗旨,丰富了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内容,为特种设备检验

监管提供了发展动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建立特种设备分类监管体系,
划清法定与非法定检验的界限,实施检验机构改革,开放社会化检验市场,理顺法规与标准关

系,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与技术进步要求相一致的特种设备检验法规标准体系.
关键词:特种设备;新公共管理;检验检测;法规标准

一、引言

现今,特种设备广泛运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生产装置和生活设施.对特种设备的检验监管既关系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事关我

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体系不断健全,但仍存在一些需改进的问

题.特别是最近,频发的特种设备质量事故,让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体系的改进具有了紧迫性.据国

家质检总局统计,２０１３年４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特种设备事故２２起,其中锅炉事故２起,压力容器事

故２起,气瓶事故１起,电梯事故４起,起重机械事故６起,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l起,大型游乐

设施事故l起,房屋起重机械事故l起,其他相关事故４起,致死２１人.与２０１２年同期相比,４月份发

生的事故总起数增加３起,上升１５７９％.
目前,对完善特种设备检验监管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展开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主要

从以下方面进行.一是从国内外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对中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完善的启示,如楚琳

(２００８)就欧盟对特种设备监管方法的研究,提出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法规体系中法规与标准的定位

和相互关系;此外,陈钢、谢铁军、宋继红等(２００７),对国内外特种设备标准法规进行了综合研究.二是

针对具体区域和领域的特种设备检验监管进行研究,如杨伟忠、冯薇平(２００９)以福建省泉州市探索特种

设备监管模式的经验为例,提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应落实企事业单位使用特种设备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并在落实中行使“一票否决”制;李党建、罗文斌(２０１１)以江西为例,提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应实施重

点监管、分类监管和科学监管等;王丽波、刘琪芸(２０１３)通过对黑龙江省森工林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进

行分析,建议应建立特种设备的强制检验制度.三是对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职能和水平进行研究,如风

丽、肖北雁、王文彬(２０１２)提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职能的实施应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关系;符栋良

(２０１３)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在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与使用中的决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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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强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管理水平提出建议.
综上可看出,这些文献多立足于特种设备政府管理部门的单一视角,对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实践进

行建言献策,缺乏对现行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科学性的理论探讨.本文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特种

设备检验监管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对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有效的建议.文章的结

构安排是:第一部分分析研究背景,并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二部分指出我国现行特种设备检验

监管体系的不足;第三部分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根

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质量的提升提出相关建议.

二、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体系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由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日通

过,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在该法正式实施前,特种设备领域的国家最高法规是国务院２００３年颁

布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该条例于２００９年进行了小幅修改,至今已使用１０年.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
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

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特种设备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备、设施,其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运行安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特种设备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联度越来越高.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中央领导报送的专题报告指出,以特种设备为主

要生产设备的行业的主营收入占 GDP的６４１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我
国对特种设备实施分类的、全过程的安全监督管理,涵盖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经营、
使用、检验、检测等各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检验、检测环节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检验检测的

正确实施,对于保证特种设备投用以后的安全至关重要.
我国当前的特种设备检验监管体系,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区域覆盖、检验监察责任落实到位”.

这一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保障特种设备安全和提高地方检验机构的工作积极性,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自主安全责任的不断落实,以及检验检测技术水平的迅速提

高,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待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的检验责任关系不够明确

对于责任,当前正在实施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工作,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

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
节能责任制度,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和节能全面负责;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检验检测工作,对其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承担法

律责任.这些规定,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对于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单位负安全主体责任,是第一责任,政
府负监管责任,检验机构负检验责任.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明显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一些作法仍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在部分工作职

能定位上尚不够清晰,在某些方面存在监管过宽、过细、过度的问题,既有越位、错位又有不到位.由于

这些工作定位上的偏差,客观上形成了“保姆式”的全过程监管方法,使企业产生依赖思想,削弱了企业

安全管理的能动性,模糊了安全责任界限,淡化乃至替代了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在一些地

方,个别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甚至存在特种设备安全就是政府的事,是检验机构的事,与自己无关的错误

观念.
(二)市场配置检验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够

几年来,通过实施检验机构联合重组,在促进检验资源优化配置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我国现

行的特种设备检验管理体制仍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市场配置检验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一个

区域内的全部特种设备采用划块的方式由一家或几家政府所属检验机构承包,一些地方检验工作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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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特种设备全过程安全监察模式示意图

加很快,系统内检验力量明显不足,发挥社会检验力量又不够,导致一部分设备难以检验到位,承担着不

应由政府所属检验机构承担的连带责任.相比监管对象增长的幅度,安全监察人员和检验机构人员增

长缓慢.从图２可以看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安全监察人员年平均增长率约为５５３％,检验机构人员年平

均增长率约为６１２％,与图３现实的监管对象年平均约１３１３％的增长相比,人力资源缺乏与工作量增

加之间的矛盾仍较大.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检验机构的政府主管部门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检验收

入作为检验机构考核目标,导致检验机构公益性质定位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特种设备检验作为一种

对象差异化很大的技术性活动,由于检验市场的相对封闭,导致改革发展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尤其

是技术进步的驱动力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特种设备检验行业整体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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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特种设备监察、检验人员数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通报»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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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全国在用特种设备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情况通报»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三)安全技术规范与检验检测标准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安全技术规范是由负责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部门为了履行职责,落实法律、法规的要求,制订的基

本安全要求;标准是为了达到产品的统一,由各方面协商而做出的普遍性规定.安全技术规范应当以基

本安全要求和管理要求为重点,不过多涉及具体的实现方式和技术方法,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特种设备

安全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特种设备的检验技术领域,一直采用法规规定的形式,在
技术标准领域基本是个空白,这就导致了法规对具体的技术活动规定过细,刚性过强,当外界条件变化

时,无法同步更新,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出现.
以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检验为例,我国目前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技术规范,其基本技术

路线是通过检查和检测发现缺陷,根据缺陷情况评定容器、管道的安全状况等级,根据安全状况等级确

定容器、管线的定期检验周期.这一技术路线的形成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压

力容器缺陷严重,制造质量“先天不足”这一现实,根据“合于使用”的原则对设备进行安全状况分级,将
不能保证安全使用的设备报废淘汰,将虽有原始制造缺陷,但仍能安全使用的设备保留并加以分级管

理.实践证明,当前的定期检验规范适用于量大面广的一般性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定期检验,但随着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定期检验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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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类装置向大型化、高参数方向发展,运行风险和不可预见因素增加,检验难度越来越大,对很多新的

技术问题,当前规范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和基础数据支撑,不能完全予以解决,例如我国很多炼油

装置的原料近年来从低硫、低酸变为高硫、高酸,由于工况趋于恶劣,导致检验检测和结果判定的复杂程

度大大增加,如果检验技术路线和相应的检验规范不以进行失效机理分析为前提,不以掌握设备的剩余

寿命为核心,在检验方法的选取、检验周期的确定等方面,就必然存在较大的盲目性,长此以往,就可能

导致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我国加入 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装置长周期运行的客观需

求,对于流程工业来讲,最有效的降低成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延长成套装置的运行周期.与国外相比,我
国成套装置的停产检修周期要短得多.考虑到单套装置停产对上、下游生产的影响,我国企业的运行成

本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有鉴于此,国内大型承压类成套装置的使用单位,均提出了延长装置检修周

期的要求.但是,由于法规对检验周期的规定是刚性的,这就与长周期运行的要求相矛盾;同时长周期

的首要前提就是安全,没有了安全,长周期也就失去了意义,传统的固定周期、固定检验方法、频繁停机

的检验思路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求.

三、优化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新公共管理理论兴盛于８０年代的英、美等西方国家,是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以

现代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企业等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

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等人事行政环节

上实行更加灵活、卓有成效的管理.
新公共管理理论针对传统行政理论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相应的批判.在传统行政理论中,

政府和市场此消彼长,是一对矛盾关系.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却认为,公共部门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基

础性作用,并与市场机制适当融合,在对政府部门的核心功能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寻求市场机制的扩

张.该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功能,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效率机制来改善公共部门.这是新公

共管理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欧文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也写道:“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私人市场要

优于政府或政治市场.如果能够减少政府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作用,整个经济将会从中受益.市

场与无人负责的官僚制相比,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欧文休斯,２００１)
著名学者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这一内容被各界广泛接

受.其主要包括:１政府应是“掌舵”人而不是“划桨”人.新公共管理理论赞成把政府的决策制定(掌
舵)和决策执行(划桨)分离.为了实现两者分离,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主要集中于掌舵性职能即决策职

能,如拟订法规政策、建立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监督合同执行等.而对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执行职能,
则可通过民营化的方式交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接.２ 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管

理具有相通性.在公共部门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能够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如运用企业管

理理念来构建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在公共部门实施项目预算、业绩评估、顾客至上、产出控制、人力资

源开发等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做法等.这都是政府改革内部工作最有效的方式.３ 实施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通过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成本和效率收益的考评,在既定公共服务绩效目标基础上,对
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并做出系统的绩效评估.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主要是以

“３E”为标准,即经济、效率和效益.４引入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提倡通过竞争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其主张运用市场的力量改造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各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应充分展开竞争,以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５以顾客为中心.新公共管理认为,社会公众是政府的“顾客”,政府要以

“顾客的满意”为宗旨.这就要求政府对顾客需求做出及时反应,提供顾客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并
把顾客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现了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宗旨

新公共管理理论集中体现了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宗旨.正如有学者说“新公共管理主要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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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当问题是运用投入获得产出的时候,效率就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考虑运用

新公共管理,虽然无法保证它就是最佳的治理机制.”(简莱恩,２００４)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施政主

要价值在于三个:经济、效率、效能.提出通过引进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改变政府运作模式,建设

“企业家”型政府,从而实现政府效率、效能的提高,使有限的行政资源配置优化,从而获得最佳的社会经

济效益.而特种设备检验监管是以追求行政活动的高效为目标的检验监管,其宗旨就是为实现“改善监

管方式管理,提高监管效能”开展检验监管活动.可见两者在目标宗旨上趋同,这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指

导特种设备检验监管工作提供了可能.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丰富了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

“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

“顾客”,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主权,坚持服务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政府项目实施的有效

性,表现出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从属和服务于“顾客”的满意度这一中心.在新公

共管理看来,政府是负责任的“企业家”,而公民是其尊贵的“顾客”.特种设备安全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安全,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落实“以人为本”的
核心理念.这就要求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检验监管效率,“毫不利己、勤政为民”,同
时充分考虑公务人员的能力、需要和愿望,将公务人员的行为纳入到合法、合理的范围,更好地塑造勤

政、廉洁、务实、高效的形象.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新公共管理中的“改革政府”理论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发展提供新动力.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

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同时政府还应是具有“竞争力”政府,政府应合理划定管理对象和范

围,合理设置组织机构,并且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使行政组织合理化、有序化并能为公众提供

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这些都为特种设备检验监管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动力.

四、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升我国特种设备检验监管质量

针对特种设备检验监管领域中存在的政府、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的检验责任关系不够明确,市
场配置检验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够,安全技术规范与检验检测标准之间关系不明晰的问题,本文认

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能为这些实践中存在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明确改革方向,提升检验

监管质量.
(一)实施分类监管,明确政府、使用单位和检验机构的责任

在新公共管理学者的设想中,政府应当放松管制,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上,
除核心服务之外,政府应该将任何可能的公共服务交由市场参与者在竞争的基础上提供.这样由市场

和社会竞争基础上提供的服务比政府单方面提供的服务效果要好,同时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明确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责任.面对我国特种设备种类多、数量大、增长快的特征,就要实施分类监管,这样既有利

于监管到位,又有利于提升效能.具体而言,一是对设备的分类监管,机电类设备不同于承压类设备,大
型设备不同于小型设备,固定式设备不同于移动式设备,公共场所设备不同于一般的工矿企业设备,系
统装置设备不同于孤立的单个设备等等,对不同设备,在监管上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并以风险分析为

基础提出科学的、规范的分类监管指导文件.二是对企业的分类监管,企业分类在理念上应该体现企业

主体责任的导向,将企业根据管理水平进行分类,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监管.简单地说,就是,使用单位有

能力管好自己的特种设备,承担好安全主体责任,就放手让使用单位自主管理,政府起监管职能,包括试

行对于一些主体责任能力强的使用单位,采用由企业自行进行设备注册登记的方式;使用单位能力不足

的,管不好的,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没人去管的,政府要承担责任,把它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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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清检验属性,改革检验机构布局,实施政府法定检验和市场非法定检验的统一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当代社会中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政府不能成为

全能政府,政府必须进行改革,成为“有效政府”,“政府要加强责任心,提高适应能力和自身的透明度建

设”;同时,政府要在社会中保持“低姿态”,这并不是忽视和弱化政府职能,而是像奥斯本在«改革政府»
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府要在公共管理中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戴维
奥斯本等,２００６).也就是说,政府要从参办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的大量事务中解脱出来,将社会能管理

好的事务尽量交给或归还给社会管理.
我国特种设备法定检验与非法定检验界限不清;属于行政许可范畴内、采用行政收费的检验项目与

范畴属于技术服务的检验项目界限不清,导致检验机构的公益性形象受到损害,也直接影响了政府监管

的威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论,首先政府应当以监管检验机构的资质为主,而不应

监管检验机构的检验任务,不应由政府按照区域分派检验任务.其次,要明确体现政府责任采用行政收

费方式的强制性检验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延伸,使其成为检验机构的盈利工具.本文认为,所谓法定检

验,即强制性检验,应当是保证设备安全的最基本检验项目,其自由裁量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更多应属于

监督抽查或者形式审查的范畴,代表的是政府的权威,而技术差异化很大、可以由社会机构从事的量大

面广检验行为,应当市场化.当然,要划清这一界限,前提条件之一是要理顺强制性法规与技术标准的

关系.
对于检验机构未来的改革,本文认为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政府保留一部分纯公益性检

验机构,类似于政府实验室,或者目前安全监察机构的延伸,进行以监督抽查为主的强制性检验,检验行

为采用政府付费的方式,机构不直接向受检单位收取费用,对于非强制检验,则完全市场化,由社会化的

检验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来实施.第二种方式是所有的质检系统的检验机构全部转制为公益第三方机

构.公益第三方机构是指涉及公共安全等领域,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政府、社会、公众等之间传递信

任,经过严格的合格评定程序由国家相关认可机构进行认可,并由政府组织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组成的

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公益的第三方性质予以监督的非营利机构.其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能

有投资方;第二,不能有分红;第三,不能上市;第四,不能从事特种设备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

和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对于强制性检验,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检验机构实施,对于其它检验,
由企业自主选择,机构平等竞争.无论从特种设备的安全属性、当前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制现

状,还是国内检验机构的基本情况和长期发展机制看,采用第二种方式,都更具有可操作性.与第一

种方式相比,改革的成本更小,政府与社会的职责划分更加清晰,检验机构也更具有未来发展的可持

续性.
(三)理顺法规标准体系,体现法规的基本安全性和标准的技术性特征

新公共管理主要关注的是效率,当问题是运用投入获得产出的时候,效率就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政府的公共服务要考虑绩效和成本收益.同时,新公共管理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只注重提供服务而不注

重预防,结果当问题变成危机时,再花大量的金钱、精力去进行治疗.新公共管理认为社会更需要预防,
即解决问题而不是提供服务.为此,政府应该把更多的工作放在预防上.在法规和标准的关系上,由于

安全技术规范是政府主管部门为了落实本部门的责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提出的基本安全要求和管

理要求,是实施法律、法规,所采取的具体要求和措施,是政府管理意志的体现,不过多涉及具体的实现

方式和技术方法.安全技术规范可以引用技术标准,但只要能够满足安全的基本要求,任何的实现方式

和技术方法都应当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将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准是产品或方法要求,标准指导产品

的生产或技术方法的实现,侧重环节控制和质量要求(细节),是成熟技术或方法的体现,在满足安全基

本要求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先进与实用、经济成本和各方利益.标准体现各方面的利益,以满足市场要

求为主导,是安全技术规范的技术支撑,标准要清晰表述如何实现及满足基本安全要求,是达到基本要

求的重要(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更新、更高的技术出现时,标准要及时反映科学技术的进步.
法规标准应当相互融合,协调发展,互不排斥,一起构成特种设备法规标准和谐统一的体系.这种关系

１４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落实到检验环节,应当是法规规定基本技术要求和必须进行的强制性检验项目,其他检验,按技术标准

执行.技术标准的要求一方面要符合法规的基本安全要求;另一方面,也应当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不断

更新;同时,标准应该以市场为基础,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映市场需求.
以前文所述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为例,我国当前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范体系,

从其建立的背景看,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二十年前我国承压设备中普遍存在的制造质量“先天不足”的问

题,是一种补救措施,而不是预防机制.如果说,这个体系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的话,那么,面对

当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客观要求,现在要进行的工作,更多是解决“发展”的问题,是“防患于

未然”的工作.如果用“发现缺陷”———“治病”来概括当前的定期检验规范体系,那么未来的体系应当是

“掌握机理”———“防病”.这实际上是一个转变行业现有定期检验观念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适用于量大面广的一般性压

力容器、压力管道,基本沿用现行法规标准;第二个模块适用于有长周期运行需求的大型成套装置和工

况特殊的重要压力容器,这一模块下的法规,仅规定最基本的检验安全技术要求,在此前提下,以充分体

现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为原则,新建补充或者完善与国际技术发展同步的相应技术标准,形成新的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模式.这种模式应当以风险评估和危险源辨识为前提,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检验计

划,允许采用在线检测和合于使用评价,以设备的剩余寿命为检验核心,根据剩余寿命确定设备检验周

期.这一模块包含的技术标准有:典型成套装置、典型设备的检验指导技术标准、风险评估标准、合于使

用评价标准、在线检验检测标准等.

五、结论

特种设备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备、设施,其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

运行安全.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自主安全责任的不断落实,检验检测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待改进之处,主要表现为政府、企业、检验机构的责任不够明确,区域覆盖原则存在执

行缺失,法规标准关系不明晰,现行法规标准与市场经济、技术进步的要求存在差距等.基于新公共管

理理论的视角,本文认为政府应当放松管制,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上,除核心服

务之外,政府应该将任何可能的公共服务交由市场参与者;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

是具有“竞争力”的政府,应合理划定管理对象和范围;政府应考虑效率的问题,应把时间和精力更多放

在预防上.在此基础上,应建立特种设备分类监管体系,按照检验行为性质分类管理,划清法定与非法

定检验的界限,开放技术类检验检测市场,理顺法规与标准关系,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与技术进步要求

相一致的特种设备检验法规标准体系等,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落实“以人为本”、“建设服

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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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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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ofthegovernment,theenterprises,andtheinspectionbodiesisnotclear,the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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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关于«食品安全法»法律责任修订的若干意见

杜仪方

摘　要:鉴于违法成本低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应建立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

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将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首要责任,完善侵

权责任条款、增设自我规制制度和违约责任条款,并设立可操作的赔偿金机制;引入行政赔偿

责任制度,同时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通过司法解释,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

罚相衔接.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

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

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

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７６００万人生病,３２５０００人住院,５０００人死亡(Mead
etal．,１９９９).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１９８４).
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

生产率带来损失.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８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

任”专章共１５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
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

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
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

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

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

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
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

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

“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ＧandＧ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２０１２),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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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６０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

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２００９;高秦伟,２０１２).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

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

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

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

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
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

不绝于耳(国务院,２００８).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

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２０１０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

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

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２０１３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

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

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

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

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

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
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

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Coglianese,

２０１３).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

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２０１０).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

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

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

新等内容(王贵松,２００９).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
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事实上,在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出台前,我国曾出现过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尝试,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典型代表就是食品免检制.在执法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采取免检制的立法本意是使行政机关能够聚焦其监

管重点,让相对优质的企业实现自律,从而在整体上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谢敏强,２００８).然而,食品免

检制度却因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而在公众的一片质疑声中轰然倒塌(沈岿,２００９).究其原因,免检制弊端的

出现并非制度出发点存有问题,而是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忽视了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的设置.当权利和

义务、责任失去对等性时,相关制度也就容易脱离“笼子”的制约.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在确立自我规制制度的

同时,对其认定标准、程序、后续监督以及重点对法律责任等作出细致的安排(田飞龙,２０１０).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国家意义上,自我规制将不再以社会自治为出发点,而是应在法治国家

的框架下展开.换言之,自我规制不仅体现于企业自身激励,而更应以法律责任为约束.和违反法定义

务一样,违反通过自我规制所体现的约定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因此,在对现行«食品安全法»进
行修改时,应在立法中进一步强化企业自我规制理念和具体制度的同时,作为民事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要设定违反自我规制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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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赔偿机制的落实

当然,对于救济制度而言,落实受害者在受到损害后能够获致的赔偿金是救济制度的最终目的.现

行«食品安全法»对赔偿数额的规定在其第９６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

偿金”.然而在实践中却很少有消费者针对食品安全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原因一是因为一般食品价

款都相对较低,即使赔付十倍总价依然不高;二是要获得赔付还需经过漫长且前途未卜的诉讼过程.绝

大多数受害者因此而失去索赔动力,而厌诉的结果又反过来降低了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惩罚性赔

偿制度最终沦为“纸上谈兵”.
鉴于此,为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震慑效果,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通过设置更高比例的惩罚性赔偿

金①或者通过设定最低赔偿金的方式②以加强其惩戒和威慑功能.相对于此,笔者认为,与其画出更大

却难以实现的“饼”以充饥,还不如使得现行民事赔偿责任机制落到实处.毕竟,立法规定即便再多再苛

刻,无法实现依然是水中之月.
通过保险、基金等手段都可以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具可操作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本次修法

过程中被广泛讨论的(«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３).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２０１３年工作重点中,明确要推进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试点.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验证商品损害赔偿制度———SG 标记制度

也许可供借鉴(左峻德,２００１).该项制度规定只要消费者使用SG 标记产品,当发生身体或财物损害

时,就可以获得赔付,最高赔付额度可达一亿日元(约合７００万人民币———笔者注).赔付资金则由业者缴

交一定金额验证费用后向保险公司投保,事件发生后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该制度确保在发生事故后

及时给予消费者以补偿,由于相较于诉讼赔偿程序而言更加快速有效,因此在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效果.
(四)修法的动向

在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中,法律责任章节共１５条规定中,前１０条是有关行政机关给予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所作出的监管处罚责任.与之相对,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却仅一条,并且处于该章规定的靠后位置.
鉴于上文分析,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法»修改中应进一步强化民事赔偿责任.据此,可仿照«产品责

任法»的立法模式,将损害赔偿与行政处罚罚则部分分离,以专章形式规定生产经营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或
即使合并作为法律责任章节,也应将民事责任处于第一位阶,并进一步完善具体侵权和违约责任条文.

针对侵权责任,应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９６条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对损害认定方式、赔偿主体、赔
偿范围、免责情形等内容进行说明.如:“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

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

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

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食品安全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

或者折价赔偿.”
同时,应在«食品安全法»中增加违约责任条款.可参照«合同法»第１１１条及«产品责任法»第４０条

的规定,对食品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不符合食品包装上注明采用的标准的,不符合以说明、实物样品等方

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等等),应当负责更换、退货及承担赔偿损失.
另外,为实现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可考虑增加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用以赔偿金的实际支付.

二、设立行政监管责任体系:行政违法、赔偿与问责

(一)行政在食品安全中的角色转变

如前文所述,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人们确实可以通过单个或者集团诉讼的形式来追究生

６４

杜仪方:建立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①

②

１９９２年,美国７９岁的老妪莉柏克由于被麦当劳一杯价值４９美分的热咖啡所烫伤,最后法院认定咖啡存在质量缺陷并判决由麦
当劳支付天价惩罚性赔偿２７０万美元.这一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案例一经公布即在全美社会形成威慑力,有效提升相关行业食品质量自
律标准.

“一个人买包子,发生了食品安全事件.如果按照十倍惩罚性赔偿,最多赔１００元,不足以威慑违法分子.而设立最低赔偿金,正
好处理此类违法情况.”因此,初步考虑最低赔偿金的标准为１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元(«中国经济导报»,２０１３).



产、经营企业的法律责任,并通过违约或者侵权责任获取赔偿金.然而,由于民事责任本身是建立在实际

发生损害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言,赔偿金也只会给人“为时已晚”的感慨.更何况,通过

单个诉讼而获致赔偿的方式不仅对于个人而言是不经济的,更会消耗社会资源,也无法防止其他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因此,行政以其事前的监督预防功能承担了“从赔偿到安全”这一更具效率的监管角色.
进入到现代,行政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在带来众多

先进生产工艺的同时,也为食品领域带来了农药残留、化学添加剂、合成物、转基因等各项威胁,而这些

威胁在食品自给自足的年代从未有过(Kinsey,J．D．,２００１).食品行业已经面临着来自风险的新挑战

(赵鹏,２０１１).德国学者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认为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

会所制造的各种风险,权力者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将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这种

做法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① 也即,在现代国家理念中,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被重新定义,国家

不仅是一个“必要的恶”,而且同时应当是一个“必要的善”,行政对于公民生活的照顾、对于公害的防治以

及在此基础延伸下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一种法律责任.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

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

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２００７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
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

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

障(朱新力,２００１;杜仪方,２００９).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
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 虽然«宪法»第４１条第３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

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９５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

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

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

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

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６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

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
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

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

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１９９４)”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

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２００４;周佑勇,

２００７).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

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

抗裁量(李建良,２００２).②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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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风险(risk)是指特定时间内某种特定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某种行为引发特定危害的可能性,从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不确定
性,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风险社会理论参见乌尔里希贝克,２００４:«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凯斯孙斯
坦,２００５:«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与环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行政裁量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效果的‘开放性’与‘个案决定权的授权’,故所谓‘裁量缩减’的概念,乃指上述开放性与个案决定
空间一部或全部不复存在,亦即,在个别情形下,原本由立法者所授予的行政裁量空间,发生缩小的结果.”“对于行政裁量仅存有唯一合
法决定可能性的情形,一般称为‘裁量缩减至零’.”参见李建良,２００２:«论行政裁量之缩减»,«当代公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



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１９７８).也

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

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
贵松,２００７;胡建淼、杜仪方,２０１０).

受害者具备起诉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２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
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

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１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

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起诉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

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
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２０００)”.换言之,
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

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

１９７８).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

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

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

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４月１８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

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

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５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

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３).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

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

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

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９５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

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

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

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９５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

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

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

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

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

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

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

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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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２０１２;刘仁文,２０１２).而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

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

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的责任体制.①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

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

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②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１４３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
和第１４４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③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８４至第９４
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９８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

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

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

法»第８４－９４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１４３条所规定的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

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

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

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

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１９９２).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

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８４－９４条而言,«刑法»第１４３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

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

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

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

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

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

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

明确.④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

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１４３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

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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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需要说明的是,«刑法»第４０８条第２款规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事实上是与«食品安全法»第９５条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问责制度相衔接,不属于本节所探讨的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的关系,因此在此不予讨论.

对于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的探讨可参见章剑生,２０１１:«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行政法学研究»第２期.
«刑法»第１４３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１４４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
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类似于食品安全领域,对于醉酒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也分别规定了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９１
条中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属于«刑法»第１３３条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二者的区
别就在于是否构成了刑法条文中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结果,同样,«刑法»第１３３条并没有
就“致人重伤、死亡”的人数和“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大小作出明确说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最高院«关
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第２款中规定了“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同时具备其他情形的,构
成交通肇事罪.据此,行刑之间的划分才相对明确.



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

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

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

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２００８).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
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

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

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

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
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

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

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

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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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及其改革∗

李　鸻　宋华琳

摘　要: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水平较低,未能为药品监管活动提供成本补偿,未能

通过监管收费改进监管效率.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分别适合通过价格、
税收和收费机制来提供,行政监管很大程度上是准公共物品.监管收费的设计应秉承公

平、效率和合法的原则.从药品监管活动的性质、药品监管机构的地位、受益者受益、改进

药品审批绩效及实现药品监管目标的角度,在我国引入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具有可行性.为

此应依法设定药品监管收费,确定药品监管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完善药品监管收费的形成

和调整程序,明确监管收费用途,修订法律规则,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

改革.
关键词:药品监管;监管收费;行政收费;行政法

一、引言

行政监管收费是政府筹集资金所普遍采纳的方法,是进行行政管理,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时弥补所

占用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药品领域的政府监管,不仅通过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且质量可控,保障公众

健康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通过颁发许可、给予认证等活动,给予了申请者在市场上的准入资格,使得申请

人可以借此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因此,根据成本补偿原则、授益原则和效率原则,对申请人收取与服

务成本或管理成本相当的费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域外,药品监管收费不仅是药品监管机构的重要经费来源,而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

确保药品安全有效,提高药品审评的绩效,缩短药品审评的时限,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为此本文将对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现状加以梳理,通过对行政监管收费理论的评介,并结合中

国药品监管的实际情况,为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收费制度的研究,更多是从形式和程序面的关注,关注以怎样的法律位阶来设定

行政收费,行政收费的程序为何(王成栋、葛波蔚、满学惠,２００２;王克稳,２００４).但是,费与税有怎样的

区别,行政监管收费的范围为何? 在实现政府监管和公共治理目标的过程中,行政收费又发挥着怎样的

功能? 对于这些更为实体化的问题,法学界尚殊少研究(江利红,２０１２).

目前,我国已在电力、证券、银行、保险监管领域尝试性地引入了行政监管收费制度.但迄今为止,经
济学界、管理学界对行政监管收费的制度设计,对行政监管中的“使用者付费”理念,也仅限于非常初步的

评介,而殊少结合我国实际领域的探研(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世界银行,２００７).

本文的研究意旨,不仅在于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改革,也试图思考,在中国的政府监管领

域,是否有可能引入“使用者付费”(UserFee)的理念与制度,监管收费的设定主体、收费范围、收费目

的、收费标准、收费调整程序为何.本文试图通过具体领域的研究,来深化我国学界对行政监管收费制

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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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现行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

监管机构的运作,应以监管经费得到充分保障为前提.当行政监管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

不与特定的受益或服务相联系时,应以财政拨款作为其主要经费来源.当行政监管机构提供的服务或

物品有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时,受益人应为其获得的服务或物品支付相应的对价(G．Duff,

David,２００４).这蕴含了行政监管中的“使用者付费”(UserFee)原理,是指行政机关就其提供的特定产

品或者特定服务向特定受益人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国目前较少从“使用者付费”角度讨论行政收费制度的设定及其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４７条第１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

实践中,我国行政收费的设定方式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律、法规、规章等以明文规定的方式来设定

收费,另一种是通过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来设定收费.

作为法律、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４１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６２条对药品监管收费进行了原则性

规定.在这两个原则性条款中,都明确规定,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或核定.在实践中,药品监管收费项目和标准,通常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向国家财政部门、国家

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其审核后批准,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最为普遍的设定监管收费的方式.

我国现行药品监管收费主要包括药品审批收费、药品认证收费、药品检验收费、中药品种保护收费

四项:

(一)药品注册收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①第５８条第１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

何费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

例»②第６２条的规定,依据«药品管理法»和该条例的规定进行药品注册的,可以收取费用.«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③第３条则将药品注册申请包括为“新药申请、仿制药申请、进口药品申请及其补充申请和再

注册申请”.

药品注册收费一般会涉及到评审费用、日常管理费用以及颁发和变更许可证等费用.根据１９９９年

１月２７日财政部、国家计委发布的«关于变更新药审批费等收费项目归属的通知»[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

的规定,新药审批费、进口药品注册审批费、麻醉药品进出口许可证登记费、精神药物进出口许可证登记

费、特殊药品出口准许证登记费变更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取,收费标准仍按照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规定的标准.目前药品审批收费不足以反映药品审评活动的成本,其收费标准相对较低.目前主要药

品审批收费项目及标准,见表１.

(二)药品认证收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２条规定,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

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认证的意义是要求产品或

服务的提供者符合一定的标准或条件,从而保障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了解相应的信息和知识.认证涉

及到确定认证标准,并将其适用于个别被认证者的过程(Kinney,EleanorD．,１９９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９条和第１６条分别规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

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制度,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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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０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第２８号公布,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产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进行认证.认证合格的,发给新

药证书.

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２００４年１月发布的«关于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收费标准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５９号)中,规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中的受理申请费、审核费

及其标准.规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认证管理机构对本辖区内的药品经营企业收取 GSP认证

费,收费标准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并报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备案.各地的 GSP收费标准也和各地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医药产业的结构及规模有一定的关联

性.

表１　现行的药品注册收费事项、标准及依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收费单位

一 新药审批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１ 新药临床研究、人体观察初审费 一、二、三类２５００元,四、五类２０００元 地方局

２ 新药临床研究复审费 一、二、三类３５００元 国家局

３ 新药生产初审费 一、二类４３００元,三、四、五类３５００元 地方局

４ 新药生产复审费
一、二类２５０００元,

三、四类２００００元,五类１００００元
国家局

５ 仿制审批、技术转让初审费 １５００ 地方局

６ 仿制审批、技术转让复审费 １５００ 国家局

７ 试生产转正审批费 １００００ 国家局

８ 国产药品增加规格审批费 相应项目的２０％ 地方局、国家局

二、 进口药审批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１ 进口药品注册审批费 ４５３００ 国家局

２ 一次性进口药品审批费 ２０００ 国家局

三、 特殊药品许可收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１ 麻醉药品进出口许可证 １５０ 国家局

２ 精神药品进出口许可证 １５０ 国家局

四、 药品登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１
申请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标准收
载的品种

５００ 省局

２ 已生产的药品和医院制剂 ５０ 省局

表２　现行的GMP认证、GSP认证收费事项、标准及依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收费单位 备注

一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GMP)认证费

发改价格
[２００４]５９号

１ 申请费
５００ 国家药监部门

低于５００ 省级药监部门

２ 审核费
３００００ 国家药监部门 每增加一个品种可增加３０００元

低于３００００ 省级药监部门

二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GSP)认证费

各省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发改价格
[２００４]５９号

省级药监部门

　

(三)药品检验收费

«药品管理法»第６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依法实施的药品

检验工作.药品检验作为保证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技术支撑,处于技术监督的支柱地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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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检验、监督检验,承担着为药品技术审评、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提供科学、公正的检验数据的职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９).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４１条的规定,对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生物制品、首次在中国销

售的药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药品,在销售前或进口时,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药品检验机构

进行检验,可以收取检验费.

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６２条的规定,实施药品审批检验及«药品管理法»第４１条规定范围内

的检验,可以收取费用.从学理角度考察,审批检验等是以决定是否批准药品注册为目的的检验,对申请

人而言,获得注册申请后有在市场上获得特定收益的可能,因此设置审批检验收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此外,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６１条的规定,药品抽查检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药品抽查检

验是药品监管工作的一部分,是药品事后监管的重要环节,经费更适于由财政来保障.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药品检验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１３
号)的附件中,颁布了相应的药品检验收费标准,规定了５６２个项目的单项检验费用.

(四)中药品种保护费

国务院于１９９２年颁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①,力图通过对中药品种中传统知识的保护,提高中

药品种的质量,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中药事业的发展.

根据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发布的«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中药品种保护审评收费的通知»(价费字

[１９９３]１７８号)规定,申请中药品种保护的企业应向中药品种保护审批委员会交纳中药品种保护、审评

费.目前中药品种保护收费主要包括初审费、复审费、保护品种年费、同品种质量考核费、出口审查费.

表３　现行的中药品种保护收费事项、标准及依据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元) 收费依据 收费单位

一 中药品种保护费 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７８号

１ 初审费 ７０００ 省局

２ 复审费 １５０００ 国家局

３ 保护品种年费 复审费的５０％ 国家局

４ 同品种质量考核费 不超过２００００ 国家局

５ 出口审查费 １００ 国家局

　

(五)小结

我国现行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其设定依据来自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

水平较低,未能反映出药品审评、药品认证、药品检验等监管活动的成本,也未能为其提供成本补偿.目

前药品监管收费用途不明,未能体现通过监管收费,拓展药品监管资源和经费保障,改进药品监管效率,

提高药品监管服务质量的初衷.

三、行政监管收费制度的一般理论

在设计行政监管收费制度时,某种物品或服务的收费补偿机制,是同这种物品的消费特征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除了经营性服务可以利用价格机制以外,提供政府服务的主要是税收或收费两种方式.
(一)物品的消费特征与分类

在公共经济学中,往往可以根据物品所具有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进行分类.所谓物品的排他性是指,

这些物品的使用或消费可以被禁止,反之,在技术上不能禁止他人消费,或者禁止成本过高的物品,则不

具有排他性的特征.物品的竞争性是指某个人对某种物品的使用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当这

５５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①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１０６号发布,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种物品的消费者在边际上增加时,其成本并不发生变化,这种物品则属非竞争性的物品(亚洲开发银行、

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课题组,２００４).

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或服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市

场上销售的各种消费品绝大部分属于私人物品.第二类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在提供

某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人对这种公共物品的使用,同时任何人的享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

享用(ClaytonP．Gillette,ThomasD．Hopkins,１９８７).第三类则是介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

的物品,这些物品或具有消费的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具有消费的排他性而无竞争性,或者只具有有限

的排他性和有限的竞争性.通常将这类物品称为俱乐部物品或准公共物品.针对政府对俱乐部物品或

准公共物品的提供,更适于引入相应的行政监管收费制度.

(二)不同类型物品的供给与成本补偿方式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可以依据物品所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其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

准公共物品.对于具有不同特征的物品,通常会采取不同的供给方式和成本补偿方式(朱小川,２０１２).

１．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等.私人物品在技术上比较

容易分割,且较易形成明确的产权,为有效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私人物品具有效用完全内敛的特

征,这使得价格机制成为提供均衡产出激励的最理想机制.价格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有偿性、自由性和

波动性.

２．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缺乏市场交换的基础,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价格机制在消

费者“搭便车”行为的困扰下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更适于采取强制性的税收征收,来实现社会所需的产出

水平.特别的,当公共物品涉及到公共资源的配置,而配置并非根据相对人的支付意愿或支付能力,更
多基于权利、需求或价值来配置公共资源时,则不适于以收费的形式来提供公共物品(G．Duff,David,

２００４).例如我国教育领域就是以财政拨款为主的体制.①

公共物品的提供一般采取公共财政保障的方式,利用税收制度来补偿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税收

是由代表公众的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与价格制度不同的是,税收具有无

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而进行的一种强制性服务.税收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和公共服务使大众受益,或者说纳税人从公共服务中受益,获得一般补偿.

３．准公共物品

所谓准公共物品是指具有竞争性而没有排他性,或者具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产品,或者只是具有

有限排他性和有限竞争性的物品,例如高速公路、草原、桥梁等(赵全厚,２００７).一般而言,具有“公共”

性质的物品不一定是“纯”公共物品.行政在提供准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会使得特定的受益人获得特

定的收益.

行政监管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其在力图克服垄断与自然垄断、信息缺失、外部性、市场垄断等

缺失,遏制掠夺性定价、不正当竞争,规范稀缺资源配置,促进监管的协调一致(安东尼奥格斯,２００８;

Baldwin,R．,Cave,M．andLodgeM．,２０１２).但是行政监管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服务,除捍卫公共利

益,保障公共福祉之外,还可能令特定受益人获得收益.例如在药品注册审评中,不仅通过事先许可的

形式来维护药品安全,同时获得许可的药品企业也有了进一步在市场上集聚商业利润的可能.

行政监管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使公众与特定受益人同时受益.这使得在包括药品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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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内的监管领域,行政监管具有了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此时提供此种监管服务的成本,应由税收和

“使用者”付费同时予以承担(朱小川,２０１２).

(三)行政监管收费制度设计的原则

行政监管收费的设计应秉承三个重要的原则,即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合法原则.

１．公平原则

在行政监管收费的制度设计时,很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中的分配正义或公平问题.评价某种监管收

费是否公平的一个主要依据,在于其设定是否满足公平原则.该原则认为,人们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服

务中获得的收益来付费,即“谁受益,谁负担”或者“受益多少,负担多少”,体现出直接受益性以及受益与

负担的相称性.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许可、认证、检验活动,令被监管者获得了相应的资质或认可,去从事

相应活动,为此向被监管者收取相应的费用,符合公平原则.

评价监管收费设定是否公平的另一种方法是能力原则.该原则认为,应根据一个人所能承受的负

担来对其征收税费.能力原则引出两个公平概念,即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认为,能力大的人

应承担更多的税赋负担;横向公平则认为,有相似支付能力的人应承担相同的负担.这两种概念具有一

定的操作性,并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２．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监管收费的设置和征收必须要有效率.效率原则包括监管收费结构的经济效率,以

及监管费用征收过程本身的效率.监管收费的设置要使收费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应尽

可能使社会付出最小的代价,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入.

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在药品监管中,相当一部分监管成本也是固定成本,和
药品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系,因此根据成本归属原则,所有企业应承担相同的负担,但这种安排又没有

考虑企业的支付能力;如果考虑公平因素,让支付能力弱的企业少承担监管成本负担,又违背效率原则.

在实际的监管收费设计中,最后所得的收费结构往往是基于公平和效率双重考虑的权衡.

３．合法原则

监管收费设计的第三个原则是合法原则.监管收费的征收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和幅度为限.监管

收费的结构和水平的设定应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求,并引入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监管费征收部门的财务

管理应符合有关规定,并有严格的审计监督.

四、改革中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可能性

(一)药品监管活动的性质与药品监管收费

“药者毒也”,或者说“药物如刀之两面”.药品企业和药品消费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药品

消费者没有能力获得关于药品收益和风险的完整信息,这使得药品企业可能提供虚假的或误导的信息,

向消费者提供不安全或不必要的药品(Katz,２００７).

因此药品领域存在“市场失灵”,这给药品消费者带来了风险.解决药品领域的“市场失灵”,不能仅

限于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事后救济,不能仅靠侵权法、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

法.需开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药品监管,通过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方式相结合,通过“命令－控制型

监管”与激励性监管相结合,通过政府监管与行业的自律性监管、企业的自我管理相结合,来实现药品监

管的目标,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宋华琳,２０１２).

从现代监管理论出发,药品监管带来的主要收益是:从药品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药品监管可以减

少药品生产、经营者从事相关活动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他们对未来活动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从消费者

角度,药品监管旨在从制度上保证消费者获得更多的药品信息和服务,降低因药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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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余晖,１９９７).

药品监管也构成了一种具有不同程度排他性,类似但不同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一方面,药品

监管活动具有非竞争性,即任何一个市场相关者得到监管服务本身,并不会影响其他市场参与者得到监

管服务;另一方面,药品监管具有局部排他性,对于被排除在药品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之外的人,

一般无法获得相应活动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因此,或可将药品监管活动视为准公共物品或准公共服务.

作为准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药品监管应更为科学、专业、独立、透明和可问责.药品监管机构禀赋越

高,监管治理网络越多元,监管自主性就越容易实现,对应的药品监管政策绩效就越佳(胡颖廉,２０１２).

药品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即包括财务自主性(FinancialAutonomy),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间的数据表明,财

政拨款始终占药品监管机构经费来源比例的８０％以上,占药监系统事业单位经费来源比例的５０％以上

(胡颖廉,２０１２).这说明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财务自主性较弱,制约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乃至制约了

必要药品监管活动的开展.

药品监管活动同样有成本,同样需要筹集相应的资金来源.在财政经费不能完全保障药品监管活

动的背景下,当药品监管活动有可确证的受益与可确证的受益人时,以公平且有效率的方式设定药品监

管收费,有助于体现“谁受益,谁负担”的精神,使得监管机构经费相对不受财政预算制约,具有更强的机

构自主性和机构禀赋,以更充足的监管资源,去实现监管目标.

(二)药品监管机构的地位与药品监管收费

在发达国家,传统上政府核心由行政部门组成,施行部长负责制,其活动最终对国会或者总统负责.

专门化的政府监管机构(RegulatoryAgencies)则被视为“无头的第四部门”,其核心特征是独立性和可

问责性,通过让监管机构独立于政治,与其他综合政策制定部门适度分离,确保监管机构决策上的高度

专业化,使其公正、客观地行使监管权(马英娟,２００７).

对监管机构而言,其财务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政府给药品监管机构的拨款一般低于

履行监管功能所需的实际成本,为此应以监管收费作为必要的补充.各国都多对药品许可、药品生产、

药品检验、药品认证等收取一定的监管费用.从理论上看,监管收费是使监管机构与传统行政部门相区

分的一种形式,这既不会打乱国家的预算安排,也有利于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各国药品监管机构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完全靠政府预算拨款,这类药监机构非常少

见,仅见于塞浦路斯、突尼斯、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第二类是完全靠监管收费,如英国、澳
大利亚、荷兰等;第三类是一方面依靠财政预算拨款,另一方面将监管收费作为对预算的重要补充,如美

国等.第三类模式是相对较为常用的模式(Ratanwijitrasin,S．,Wondemagegnehu,E．,２００２).

药品监管收费构成了药品监管机构的重要经费来源.为避免监管机构因预算和经费的压力而影响

其监管绩效,可通过向被监管者收取监管费或年费的方式,作为监管机构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进而增加监管能力.

例如,在药品注册领域,涉及到药物临床试验、新药申请、仿制药审批、进口药审批、非处方药申报、

补充申请、药品再注册等许可任务,药品审评部门的工作负荷日益加重.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药品审评中心作为药品注册管理的技术审评机构,作为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每年在财政计划基

础上,由国家财政部以“财政补助收入”款项给予药品审评中心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支撑药品审评中心

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唯一经费来源.药品审批中心的审评人力资源、信息体系和智力资源都无法

适应日益增长申请量的需要.相较而言,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都将监管收费作为药品审评工作任务

经费的重要来源,这构成了对财政拨款的重要补充.

从保障药品监管机构独立性和专业性,保障药品监管机构有充分资源履行药品监管职能的角度出

发,或可探索通过引入药品监管收费机制,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水平,来实现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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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控的监管目标.
(三)药品监管收费与受益者受益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税收的特性在于普遍性、无偿性和强制性.税收并非

以收益为基础,而是反映了以民主为基础的,代议制机构对纳税人支付能力的判断.无偿性的税收更适

宜于生产和提供那些具有普遍受益的物品,而不究具体每一个人的具体受益程度如何.

对于监管服务这样的准公共物品,采取收取监管费的方法,既有利于实现公平,也有助于增进效率.
因为监管收费体现了受益的直接性,以及受益和负担的对称性.这对受益人是一种有效的激励,而其他

人也无需为此付出额外的负担.

１．对“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的讨论

从学理上考察,监管收费要以存在“可确证的受益”及“可确证的受益人”为前提.例如在美国,１９５２
年颁布的«独立办公室拨款法»(IndependentOfficeAppropriationAct)提出,当任何联邦行政监管机构

向包括团体、协会、组织、公司或者企业在内的任何人,提供工作、服务、报告、文件、利益、特权或同等价

值之物时,行政监管机构应最大限度地实现经费的自给自足(SelfＧSustaining)(Note,１９８０).对该法的

解释也认为,只有监管机构的活动给特定对象带来直接收益时,才能向特定对象征收使用者付费.
在美国的１９７４年国家有线电视协会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认为,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收费考

虑的是该委员会的总体预算,而非被监管者获得的私人利益,因此判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监管收费违

法.① 在１９７４年的联邦动力委员会诉新英格兰案中,法院判决认为相关收费是以被监管者从监管中获

得的私人利益为前提,但监管收费应是“针对特定个人或公司,针对特定服务的特定收费”,在该案中收

费以联邦动力委员会监管整体产业的成本为基础,是不恰当的.②

但有时很难确定监管机构的活动,究竟是让社会全体公众受益,还是给予了特定受益人以利益.

在美国１９９５年的卡维尔诉西雅图市案中,确立了判断行政监管收费正当性的三阶标准:③(１)其主要

目的是为了聚集金钱,实现可欲的公共福祉,抑或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管;(２)集聚的金钱是否只是用

于认可的目的;(３)所收取的费用同费用缴纳者所获得的服务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D．Spitzer,Hugh,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２．中国的药品监管收费与受益者受益

围绕药品监管收费问题,也存在着类似的争议.有观点认为药品监管是为了维护公众健康福祉,而
并非是让特定人受益,因此应以财政预算的形式保证药品监管的经费.但是,并不能因某一监管事项给

社会公众带来受益,就能说明其未给特定群体带来特定的受益.

就我国的药品监管而言,药品审评的确是确保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事前保障,有助于捍卫公众健

康权益和公共安全,促进公众获得创新的药物.但对特定申请人而言,药品许可的尽早获得,将使得其

在市场上占据先机,获得比较优势,获得特定利益.新药的许可与监管,构成了特定药品企业的生命线,
设计精良、制度完备、运转高效的药品上市许可制度,构成了医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与之类似,药品生产许可、药品经营许可制度,构成了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准入壁垒,获得药

品生产许可、药品经营许可的特定被监管者,将有机会从事相应的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医药市场上展

开公平有序的竞争,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利益.
对于法定的药品检验活动而言,药品检验结果有辩明药品真伪之效,还构成了药品监督管理执法的

重要依据,据此进行的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有助于规范药品市场的活动,使得守法的被监管者获得更好

的市场环境,其产品的生产销售免受到假冒伪劣药品的侵害,这使得被监管者获得特定的利益.

９５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NationalCableTelevisionAssociationv．UnitedStates,４１５U．S．３３６(１９７４)．
FederalPowerCommissionv．NewEnglandPowerCo．etal．,４１５U．S．３４５(１９７４)．
Covellv．CityofSeattle,１２７Wash．２d８７４(１９９５)．



因此,药品监管活动不仅有益于公共福祉,而且通过许可、检验、认证等活动,使得守法的被监管者

获得了在市场上从事具有商业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并将不符合条件者排除于市场活动之外,使得被监管

者获得较为良好、公正的制度环境,从而在市场上发展壮大,获得特定的利益.

因此,药品监管也是面向特定市场主体提供的一种监管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故对作为受

益人的市场主体收取监管费,具有相应的正当化根据.
(四)药品监管收费与改进药品审评绩效的关系

１．美国的药品监管收费与药品审评

在美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引入,也在于当时新药上市的“时滞”(TimeLag)现象,公众认为药品

审评过慢,使得美国公众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健康服务和药物治疗;产业界认为药品审评过慢,使得药品

研究开发成本日渐高昂,时间的推移使得潜在创新药品的专利期日益流逝,其相对于仿制药的潜在优势

也日渐减少(Kronquist,AmandaR．,２０１１).

在此背景下美国于１９９２年颁布了«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PrescriptionDrugUserFeeAct,简

称PDUFA)(I),规定所收的监管费,用于人用药品审评工作.在此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

称FDA)利用这些收费来增聘人员,更新药品审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FDA 的药品审评和研究中心

(CDER)、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法规事务部(ORA)以及局长办公室(OC)的人员从１９９２
年的１２７７人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９９０人,增加了５６％.FDA的平均药品审评时间也从１９９２年的３０个

月,降低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５个月(Olson,MarkK．,２００２).

在美国１９９７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II)中,规定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及时、有效的审评

临床研究,以及时的方式来采取适宜的行动,促进公众健康”.美国在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

者付费法案»(III)及２００７年颁布的«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IV)中,都秉承了类似的进路.FDA对优

先审评药物的平均审评时间从１９９３年财政年度的１３．２个月,降低到２００６年财政年度的６个月;正常

审评药物的平均审评时间,从１９９３年财政年度的２２．１个月,降低到２００６年财政年度的１０．３个月.

２．中国以药品监管收费改进药品审评的可能性

医药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有重要的地位,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国医药产业共有

６６２５家企业,总资产１６４０８亿元,２０１２年共完成产值１８２５５亿元.在中国,药品审评也是药品监管部门

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药品审评政策的创新,审评时限的缩短,审评质量的提高,将有助于规范

药品研发秩序,提高药品研发水平,推动药物创新,引导制药业健康发展.

应通过药品审评的法律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改进药品审评工作的实施,让患者早日能用到治

疗艾滋病、恶性肿瘤、罕见病等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治疗优势的新药,以及治疗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

病的新药,促进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维护患者的健康权益.

在我国,药品注册和审评是药品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能,«药品管理法»第５章规定了药品注册制度.

药品审评作为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而且任务量重、政策性强的事项,具有专业背景的药品监督管理

官员也无法对申请者资料的技术要点予以全面的把握,为此构建药品审评的技术支持体系,就显得尤其

重要.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直属事业单位,现有

编制约１２０人,它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技术审评机构,为药品注册提供技术支持.但我

国制药企业数量众多,药品注册申请申报数量多,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人员数量少,药品审评人力资源与

审评任务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审评资源不能保障,药品审评人员处于长期超负荷应对状态,势

必会影响审评质量和审评效率,无法适应当今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影响医药产业创新及公众用药的可

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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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可通过摸清药品审评中的资源和经费缺口,适度提高药品审评收费的标准,建立收费标准、收
费水平与审评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并将审评收费定向用于改善药品审评的人力资源.这首先可使得药

品审评机构增加人员编制,为人员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待遇,吸引有着更丰富经验、学识和资历的人员加

盟药品审评队伍,使药品审评队伍能胜任日趋复杂、更具风险性的药品审评工作.

表４　２００７年各国审评任务及人员情况

美国CDER 欧盟EMEA 中国CDE
审评任务(件) ６５３０ ２５９８ ６５６９

审评人员数量(个) １４００ １１９ １１３
平均任务(件/人年) ４．７ ２１．８ ５８

　　其次,美国«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规定可将药品监管收费用于药品审评的信息化建设.中国也

在着力构建药品技术审评内部组织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将审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整合、标准化,再
加工构建成数据仓库,为审评的决策提供参考信息,从而提高审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满足外界对药

品审评信息的需求(范乙,２００９).可通过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来进一步提高我国药品审评的信息化

程度.
第三,药品审评作为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高度专业性领域,不仅需要有着药学、医学、化学、生物学

等专业知识背景,并具有较为丰富审评经验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仍需倚重对特定领域关注度更高,学识

经验更丰富,学术研究更深入的外部专家.我国现行的药品注册审评中,尚缺乏一支相对固定、有较强

专业背景、较高学术地位、科学公正的专家队伍作为审评支持.通过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有助于弥补审

评部门经费方面的缺口,通过外聘具有更高学识,更多责任心的专家,让第一流的人才为药品审评工作

提供科学咨询建议.
第四,目前我国新药审批费、进口药品审批收费的收取标准依然停留在１９９５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发

文所确定的水平,药品审评收费不能反映审评任务的实际成本,也同药品审评部门的日常经费无直接的

关联性.药品审评收费制度亟待改革,应增加审评收费与审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明确审评收费用途,
将其用于审评资源的征募与审评绩效的改进.

综上,适度提高、合理确定药品审评收费标准,并将费用指定用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审评、药
品审评信息系统的完善以及聘用外部专家等活动,将有助于改进药品审评绩效.审评收费并不会影响

审评工作的公正性,因为审评收费将秉承事先确定的,一以贯之、一视同仁的收费标准,不会偏向特定类

型的药品,不会偏向特定规模的企业.审评经费的充足还将有助药品审评队伍的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增

加审评人员数量,提高审评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更好引入外部专家的治理资源,有效地缩短药品审评时

限,改进药品审评质量.
(五)药品监管收费与药品监管目标的实现

药品监管的目标旨在确保药品监管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以及促进药品的可及性和合理用药.
药品监管收费不仅包括药品审评收费,还包括了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收费、药品检验收费、药品认证收

费、中药品种保护收费等项目,如果能在监管收费和监管支出之间建立有效的机制,将收费用于特定药

品监管项目,将有助于药品监管能力的提高,药品监管队伍的稳定,药品监管人员知识结构的改善及药

品监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以更好地履行各项药品监管职能,确保药品监管目标的实现.

五、推进中国药品监管收费的制度改革

综上,应在深入理解行政监管收费理论的基础上,适度整合我国现有各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依法

设定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明确药品监管收费的范围,适度提高药品监管收费标准,完善药品监管收费的

形成和调整程序,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用途.通过引入“使用者付费”理念,建构药品监管收费制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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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合理化,增强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自主性,使其能更好实现确保药品安全、促进

药品可及性等多重行政任务.
(一)以法律设定药品监管收费

从行政法学中法律保留的理论出发,当行政侵害到公民的权利自由或对公民课予义务负担时,需有

法律根据.而作为针对特定对象就特定事项征收的费用,收费亦是对被监管者课予的负担,为此应以法

律规定为宜.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药品法典或专门药品收费法律中,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

加以具体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４７条第１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

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第４１条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６２条规定了

药品监管中的收费制度,但并未体现监管收费中的“使用者付费”、成本补偿的理念,未能认识到收费与

监管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未来«药品管理法»的修改过程中,应尽可能辟专条对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加以规定,规定药品监管

的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标准形成程序、收费的减免及收费用途.此外,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还

应建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的协作机制,或可联合颁布规范性文件,来进一步界定药品监管

收费标准的形成和调整程序,来说明药品监管活动成本的计算方法,说明确立某一具体监管收费标准所

应遵循的规则与原则.通过法律规则的建构与细化,来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二)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范围

在世界各国对药品收费的项目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都是对药品监管中专业性、技术性更强,需要

更多人力资源和成本耗费的监管事项予以收费,这集中体现于药品许可、生产和经营许可、药品认证等

事项.各国对药品检验收费的情况规定不一,有的是完全由政府支出,有的则规定了药品检验收费.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药品注册、药品认证、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药品检验活动等需要一定的成本

支出,也是令特定被监管人能够从事相应活动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前提,应将这些事项纳入药品监管收费

的范围.收取的费用包括药品审评费、药品认证费、药品生产许可费、药品经营许可费、药品检验费、中
药品种保护费等事项.

(三)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

１．药品监管收费与成本补偿原则

在监管收费的设计中,应尽量确定监管服务的成本,通过测算成本信息来进行预算控制和成本控

制,设计合理的监管收费水平.OECD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应明确确定适宜于收费的每项服务的全部成

本费用,不论收费能否全部或部分地弥补全部成本费用,应弄清每项服务的所有费用.如果收费不能全

部弥补成本,那么应明确政府对该项服务的补助程度;全部成本不仅包括服务的直接成本,还包括与其

他活动分摊的成本,以及诸如折旧和资本成本在内的非现金成本(赵全厚,２００７).
监管收费应体现成本补偿原则,如果监管服务的受益人不支付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政府监管

服务所需的成本,就会给纳税人带来更多负担,造成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交叉补贴”.反之,监管收费

也不能过度高于监管活动的成本,否则受益人的付费将可能构成对其他监管活动的“交叉补贴”.
根据我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３条的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

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

收取的费用.这也体现了监管收费中的成本补偿原则.
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水平过低,未能反映出我国药品检验、审评、许可、认证的真实成本,也未能

根据监管项目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及时调整.为此应适度提高我国药品检验、
审批、认证的收费水平,体现成本补偿的原则,保证药品监管机构收回其从事检验、审批和认证等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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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２．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

可以通过对药品检验、审评、许可、认证等活动的性质、工作负荷、成本及经费缺口的探究,通过对每

一药品监管活动的成本核算,来确定相应监管收费的标准.还可借鉴域外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经验,根
据药品监管活动中的经费缺口,确定需收取监管费的总额,并将其分摊到诸类药品监管收费中,然后再

测算每类药品监管收费的大致标准.

３．针对不同类型的产品或企业收取不同的监管费用

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对新药审评收取更高的审评费用,对仿制药审评收取相对更低的费用.新药审

评会有更为复杂的技术要求,面对更多的风险判断和内在的不确定性,耗费更多的人力资源和工作负

荷,在我国也应对新药注册收取较仿制药更高的审评费用,这更为契合我国当下医药产业结构的实

际状况.
此外,在设计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时,可考虑到被监管方的类型、规模和支付能力,所开发品种的

情况,规定对相应监管收费的减免,这体现了量能收费的精神,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将收费作为监管工具,
引导医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目标.

例如可考虑:(１)对创新药品、儿科用药、罕见药品、基因治疗药品、体细胞治疗药品和组织工程药品

等,可减免申请费用;(２)对年产值或年销售额低于特定金额的中小企业,可减免相应的监管费用;(３)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特定被监管者减免特定监管费用.

(四)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形成与调整程序

在我国,目前政府监管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在未来,制定和调

整药品监管收费标准时,应充分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在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时,应对相关情况进行调

查,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包括被监管企业、消费者及相关部门或单位在

内的意见.
此外,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确定,应考虑到物价方面的因素(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总体变化、上一

财政年度基本工资的总体变化等)、工作量方面的因素(药品审评、药品检验、药品认证总量的变化等)等
等.在美国,自１９９２年以来,每部«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均有日落条款(SunsetClause),每部法案有

效期为五年,在期满后需要获得国会的重新批准,才能继续生效,为此美国已经先后颁布了五部«处方药

使用者付费法案».我国目前的多项药品监管收费标准,还是遵循１９９５年时的规定,已无法适应时代的

要求.
在未来或可引入对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的定期审查机制.具体药品监管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

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应对每项收费项目规定具体的有效期(３－５年).在有效期满后,应由国

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向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重新申报.
(五)规定药品监管收费的用途

在我国部分法律中,为特定收费项目规定了特定用途,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３４条第２
款规定,“排污费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１４条第３款规定,“征收的

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用于大气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并由审计机关依法实施审

计监督.”«水污染防治法»第２４条第２款规定,“排污费应当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对于药品监管而言,它针对的并非一项纯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药品监管有助于公众健康福

祉的保障,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获得了发展自己的资格,使得被监管者能在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市场环

境从事相应活动,从而给予特定被监管者以受益.
为此在“公共服务以财政负担为主,准公共服务以财政和受益者共担”原则的指引下,应对相应的药

品监管活动收取监管费,并明确规定所收取药品监管费的用途,例如可规定所收取的监管费专门用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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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注册、监督管理、应急、稽查和信息化等监管事项,不得挪作他用.这将有助于体现规费设计中的公平

原则,体现“谁负担,谁收益”的精神,让被监管者有缴纳监管费的激励,有助于监管费用的有效征收,改
进监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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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RegulationFeeRegimeanditsReforminChina

LiHengandSongHu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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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thelevelofdrugregulationfeeinChinaisverylow,itcannotprovidecost
reimbursementfordrugregulatoryactivities,cannotimproveregulatoryperformanceviafees．Itcan

provideprivategoodsbypricemechanism,providepublicgoodsbytax,andprovidequasiＧpublic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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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thescopeandstandardofregulationfee,improveformationandadjustmentprocedureindrug
regulationfeeregime．Theusageoffeesshouldbeclarified．Italsoneedstoreviserelatedlawsand
regulations,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andreformofdrugregulationfeesregim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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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

———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国外研究综述

李　酣

摘　要: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产生的质量安全领域的风险需要政府规制来进行治理,这已

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者们研究了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和法律责任规则的共同使用下的社会

效率状况,也分析了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普遍承认政府规制在这一领域

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和解释了质量安全领域的过度规制产生的

政府失灵(规制失灵),以及在过度规制基础上形成的规制不足这一悖论.从文献中我们可以

看到,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虽具有利弊的两面性,但却是治理质量安全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
需要采用信息规制、激励性规制措施、自我实施的规制等方法革除其弊端.

关键词:质量安全;规制;责任;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引言

JosephStiglitz(２００９)写道,当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描述了美国屠宰场中恐怖的卫生状况

的时候,美国人民和美国消费者开始放弃食用肉制品;而美国肉制品包装产业的选择却是恳请政府实施

食品安全的规制,由政府颁发许可证,以重新恢复消费者的信心.美国今时今日的空气和水更为清洁、
人民的寿命更长,原因就在于环境规制.而在当下,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食品、安全和环境规制的世

界———争论的焦点仅仅是是否规制过多、能够用更低的规制成本获得想要的效果,而不在于是否需要规

制(JosephStiglitz,２００９).
在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的背景中,一些学者研究了生产厂商的质量安全责任问题.如 WalterOi

(１９７３)认为:如果在产品市场中,交易双方及交易过程处于完全信息的状态下,采用严格责任的法律责

任追究机制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或者只要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自由选择能力,不需要

直接的政府控制就可以实现质量安全的保障目标.但是 Oi的这一分析受到了 VictorGoldberg(１９７３)
的批评,他认为产品质量安全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者的信息是否完全的问题,所以,在完全信息的假设下

来分析这一问题并得出相关政策含义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即使产权明晰,
科斯定理的推论也不能成立,即市场自身不能够通过交易双方的谈判达成有效率的结果.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质量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George
Akerlof(１９７０)开创性地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他的分析建立在下面三个假设条件的

基础之上:(１)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确定商品质量;(２)高质量商品相对于低质量商品的价格更

高;(３)对厂商而言,不存在进行品质担保的可能.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市场机制在提供质量安全

产品上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除了早期的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研究会将背景设置在完全信息的

环境中,其它大部分该领域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的假设中.虽然在Stiglitz的描述中,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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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包装商人将回复市场均衡的希望一开始就寄托在政府的介入之上;但是在经济学家有关质量安

全责任的早期分析中,即使是承认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也不意味着他们都承认政府进行质量安全

规制的必要性.在经典经济学中,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文献并不认为政府监管是解决这一市场运

行障碍的可供选择的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和法律救济回复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Viscusi
& Moore,１９９３);或者通过厂商对于产品品质的担保(Spence,１９７７);或者是采取保险机制等办法实现

(Geistfeld,１９９５).这些都可以在不需要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的情况下,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有效率

的市场均衡.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充分理论.质量安全中的信

息不对称虽然也不必然要求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但是,正如Stiglitz所观察到的,在世界范围内,食品、
药品和安全领域中的规制普遍存在,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也浩如烟海.本文从政府质量安全规制

责任的作用及其存在的规制失灵着眼,对国外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文献做一归纳和总结.
除引言外,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在应对这一市场失灵中的作用和范

围;第三部分是在质量安全监管领域存在的政府失灵;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展望.

二、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质量安全责任

(一)政府质量安全规制与法律责任的共同使用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认识到,质量安全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风险问题.不对称的质量安全信息对各个主体会带来外部性影响,引发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因而质量

安全领域需要政府规制.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文献探讨了政府规制和法律责任的共同作用下,市
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实现问题.GuidoCalabresi(１９７０)认为,政府质量安全规制与法律责任规则可以

起到相同的作用.StevenShavell(１９８４)最早指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控制过程中,企业所面对的产

品质量法律责任制度和政府监管必须保持平衡.当然,在区分公权(政府规制)与私法(法律责任)调节

的事前与事后选择的时候,他提出了四条理论依据:(１)规制机构和私人部门所掌握的产品风险信息有

所差别;(２)生产厂商在造成质量安全风险之后并没有承担全部损害的可能;(３)生产厂商由于各种原因

却有可能免于责任追究的可能性;(４)政府履行质量安全的监管责任可能存在管理和追究生产企业责任

的成本.在以上四个条件,或称为假设前提的基础上,Shavell提出,符合社会福利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是

找到政府规制与法律责任的结合点,这必然是解决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Rose
－Ackerman(１９９１)界定了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制和质量安全伤害的侵权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
他认为前者是一种公法(PublicLaw),而后者是私法(PrivateLaw).法律上的侵权责任与政府质量安

全立法规制互为补充,两者都是有效的.他提出了两者之间互补的三个条件,普通法的侵权责任只是在

规制不够严厉时候的权宜之计,限于政府规制立法没有涉及的领域.质量安全规制应该尽可能退出侵

权责任能够以更严厉的方式管束的领域.总而言之,在质量安全领域,绝大多数导致质量伤害的行为应

该还是由经典的侵权责任加以约束.质量安全规制应该选择直接的、事前规制的,具有严重危害的产品

责任领域,如健康、汽车和药品等极小的范围.在这些领域,侵权法律责任规则或者法院系统由于缺乏

专业知识,人员缺乏等原因,无法处置这些带有一定技术性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AlessandraArcuri(１９９９)指出,在 GoranSkogh于１９８９年的一篇文献中分析了法律责任规则、政
府规制、私人保险和公共保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优点和缺陷,因此,不同规则的混合使用可能更为有效

率.同时,Arcuri认为,作为不完全信息控制与调节机制的质量安全规制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纠正市

场失灵的方式,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制定有效率的质量安全的规则,比如规制政策制定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用有效的方式向消费者交流质量安全的信息.
在Shavell(１９８４)的分析范式基础之上,很多学者对于政府规制和法律责任机制的共同使用的福利

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CharlesKolstad等人(１９９０)指出,之前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采用安全标准

及庇古税这样的事前规制和侵权责任这样事后措施,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但他们证明,如果存

在不确定性,单独使用侵权法律的疏忽责任规则效率低下,而事前规制可以矫正这一无效率.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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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z(２０００)同样认为这两者存在互补,共同使用会带来更好的福利效应.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如果

财富在质量安全的受害者那里的分布不是一致的,那么并不需要假定政府规制存在执行失误,同样可以

得到以上的结论.RobertInnes(２００４)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政府事前规制和法律事后责任对

于企业履行责任,以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上产生的不同作用.他认为即使政府观察企业履行安

全责任努力程度的成本显著高于监测事故的成本,直接的事前政府规制也可能比事故损害的事后责任

规则要有效.而 YolandeHiriart等人(２００４)证实,如果预防努力不能被验证(Verifiable),在进行如上

所述的这些分析的时候就要考虑道德风险所带来激励机制失效的问题.SebastienRouillon(２００８)理论

上分析了政府规制与法律责任体系如何共同作用,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路径,而且证明两种规

则的共同使用要优于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治理风险的方式,而且这时,这些规制都大可不必规定得那么严

厉.BharatBhole和JeffreyWagner(２００８)的分析建立在假定企业可以通过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两种

方式来履行质量安全责任的假设条件下,政府规制和严格责任法律规则的共同使用在缺乏法官的证明

的情况下依然是更优的.这一推论在企业面临惩罚性赔偿的时候依旧是成立的,只要社会福利与企业

的期望履责成本负相关.
(二)提供信息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有效路径

Arcuri(１９９９)指出,纠正信息不对称的质量安全信息规制是各种安全规则中能够保障消费者自由

选择的首选政策措施.纠正不完全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首先的方案是提供缺失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干

预市场.Schwartz和 Wilde(１９７９)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而 Viscusi、Magat和 Huber(１９８６)提供

了安全规制领域消费者有效利用信息的一些例子.
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应该通过何种手段予以提供,这些信息手段何时是有效的,何时是无效率的,

选择哪一种信息规制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呢? Nelson(１９７０)认为商品按照其包含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的差异,可以分为搜寻品(SearchGoods)、经验品(ExperienceGoods),Darby和 Karni(１９７３)则主要

分析了其中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的例子.Nelson(１９７４)指出,厂商会自觉地向市场发布产品质

量的真实信息,质量安全的政府规制反而可能会扭曲市场对于信息的正常传递渠道,这时 Akerlof所定

义的柠檬市场的市场失灵并不会出现.Klein和Leffler(１９８１)认为 Nelson提出的信息机制能够解决

Akerlof的柠檬市场问题.
在 Milgrom 和 Roberts(１９８６)提出的声誉机制模型中,声誉具有品质担保的作用,价格本身就具有

额外的质量信号的显示功能.这些文献强调了质量安全规制中的信息披露机制,监管规制不应该限制

真实信息的披露.在所有的商品当中,信任品的欺诈最有可能,也是危害最严重的,信息规制在这方面

的效果最好.Rubin(１９９０)发现声誉机制对于那些希望在市场上立足,进行重复销售的厂商而言,有品

质担保的作用.
质量安全规制在这里,主要是一种向消费者传递信息的有效机制.如果是消费者对风险的无知,或

者对有关特定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确定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低估,或者高估风险,从而导致某种无

效率,这是 Asch１９８８年提出的观点.Bardach和 Kagan(１９８２)认为如果消费者的信息不完全来自于消

费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时候,过多的信息披露反而会导致消费者不能阅读或者消化,
这时候,信息的强制披露可能产生负面效应.Pildes和 Sunstein(１９９５)指出,消费者的这种不完全信息

只能通过相关环境的改善得到弥补,如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增强消费者的信息处理能力等.
除了信息规制之外,在政府的质量安全规制中,增加质量安全规则的严格性、修正广告涉及质量或

者安全的内容、赔偿、罚款等补救或者救济措施也在使用.比如,在对生产厂商质量安全方面违规行为

的罚款上,Feistein(１９９０)认为,政府的罚款措施应该只限于真正的欺诈行为;其次,最优罚款金额应该

设定在保证厂商在质量安全上的努力产生适当激励的关键点上.Shavell(２００５)附带谈论了事故责任

中直接规制、矫正性税收和法律禁止方法,即禁令(Injunction)的作用,不过他也承认在到底是单独使用

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MarcelBoyer和 Donatella
Porrini(２０１１)的分析发现:如果提高司法体系的效率,能够提高被规制者的安全履责的水平,进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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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发生概率;这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要求会降低,也会减少企业在责任

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比例.

三、质量安全规制中的政府失灵

规制失灵或者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多种,例如 GeorgeStigler(１９７１)提出的管制俘获理论认为,对于

社会经济中的每一个行业来说,政府规制可能是一种管制的挑战,也可能代表着一种“机遇”.在规制立

法和规制执行两个层次上都可能存在着“政府规制市场”,在利益驱动下,被规制者总会千方百计对监管

机构进行“寻租”,企图影响甚至收买规制立法者和执法者.此外还有公共选择学派所提出的特殊利益

集团理论等等.质量领域广泛存在的各个主体之间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和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所带来

的社会负外部性是政府质量安全规制的理由,但是“诺斯悖论”也告诉我们,“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

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道格拉斯诺斯,１９９４).政府本应从公共利益出发,提供公

正公平的质量安全监管政策,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行为也会出现失灵,监管效率低下,损害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利益,市场失灵下的政府过度规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而政府失灵对

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扭曲作用所导致的后果并不亚于市场失灵本身,甚至更为严重.
(一)过度规制

要探讨质量安全领域的过度规制,首先需要引入规制强度这一概念.规制强度(Regulation
Intensity)现在环境和金融领域的政府规制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采用的概念,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文章在国内外都很多.有一些学者建立了规制强度的相关理论模型,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实

证研究方面.市场主体进入营业领域的时候所受到的在资格、机会、条件和程度等方面的限制条件的严

苛程度就可以被定义进入规制强度,秘鲁经济学家 DeSoto(１９８９)比较了在秘鲁首都利马和美国佛罗

里达州 Temple市设立一个小型成衣工厂需要花费的时间的对比,结果是２８９天比２小时.后来的

Zylbersztajn和 Graca(２００２)以及 Djankov,LaPporta,LopezＧdeＧSilanes和Shleifer(２００２)对不同样本

国家的进入规制强度都进行了测算,尤其是是后者,使用进入管制的程序数、办理程序花费的时间和支

付的货币成本衡量了８５个国家的进入规制强度.
西方国家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出现了放松规制的潮流,许多学者从环境、安全生产、电信和金融等不同

的行业领域出发,研究了这些产业中政府过度规制(Overregulation)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过度规制的表

现或者测度方法有多种,例如美国２０１０年的DoddＧFrank法总长达到了８４８页,是 GlassＧSteagall法案

的２３倍.更为严重的是,每隔一页都要求规制者填入更为详细的内容.这就体现了“过度规制”.

FrederickSawyer(１９７９)认为环境领域的政府规制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许多规制行

为的制定基础是在将粗略的研究结果做了简单的外推,忽视了生态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常会造成

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立,反而使得规制措施实施后弊大于利.JohnMendeloff(１９８６)分析了美

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Administration,OSHA)规制过程中的健康

标准设置(HealthStandardＧSetting),这一过程当中规制过度和规制不足并存,过度规制是源自于用成

本高昂的方式去实现过于严格的标准,规制不足是由于标准设置过程滞后,导致很多风险根本没有得到

应对.OSHA的很多标准制定过程同时存在这两种问题.而且设置过于严格的标准拖累了标准设置

的进度,换言之,是过度规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规制不足.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工会

和产业组织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标准设定被上诉到法院,标准的效果通常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需要规

制机构去证明标准的必要性,而这些机构的资源都是相当有限等等.按照他的计算,在 OSHA 的规制

中,十之八九的相关规制政策都成本过于昂贵,可能花费几百万元美元都不能解救一两个人,特别是

OSHA制定的关于氯乙烯(VinylChloride)的安全标准,要耗费４千万美元才能拯救一条生命.在他看

来,只有有关石棉的标准还算成本合理,４０万美元的成本可以救一个人.他认为 OSHA 改革的方向应

该是将规制的范围扩大同时将规制的严厉程度降低,这样,政府规制的社会福利效果会更好.因为这意

味着,对于被规制者给定的遵守规制的成本,能够防范更多的疾患,这种策略性的变化会带来成本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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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拯救更多的生命.
当然,Mendeloff的计算纯粹是从成本Ｇ收益分析的比较,没有考虑过多的伦理道德因素.也正是因

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计算受到了SidneyShapiro和ThomasMcGarity(１９９１)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计算

存在错误.比如过于依赖事前的成本估算,可能不太准确,另外在估计和测度健康和环境规制的收益的

时候,也难以把握那些过于复杂的因素.
国外此类文献已经探讨了政府过度规制与被规制的微观个体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关系.Gary

Cacciatore(１９９７)推断美国的医药业受到的管制程度是最高的,不仅体现在数量庞大的规制措施,还体

现在这些规制措施详细地决定了医药业提供服务的具体细节.结果导致这些专业人员将更多的“注意”
放在了如何满足政府规制措施的细节要求上,反而忽视了自身的职业判断,很多规制措施不必要地介入

了医药行业的实际操作层面,导致职业精神的削弱.Haring和 Rohlfs(１９９７)的研究认为,美国采取重

要的步骤和措施想推进区域电信行业的竞争,但是,采用的却是更多管制的方式.理论上电信运营商之

间的接入费率应该是通过企业之间的谈判议定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规制者自己决定了.美国在航空、汽
车运输和铁路等行业对于竞争的规制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导致了这些行业价格过高,而服务的质量

却在稳步下降,政府最后不得不自己接管部分产业.他们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的区域电信市场没有过

度的规制,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结果可能更有效率.Curtis和 Schulman(２００６)认为美国的医药规制

影响了医疗健康部门的创新,对其成本费用的降低起了副作用,导致了美国医疗成本增加过快,患者面

对的医疗成本过高.复杂而过于繁琐的规制措施导致了成本的上升,也带来了服务创新的停滞不前.
以上这些研究分析的对象虽然分处环境、医药等不同的领域,但是这其中的政府规制对微观规制对象行

为的过多干预,都对被规制者的行为选择产生了负面效应,甚至可能使得规制的结果与设定规制手段的

初衷背道而驰.
(二)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的悖论

中国古语云“过犹不及”,在规制领域也是如此.对于过度规制和规制不足(Underregulation)之间

悖论的研究最先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JoshuaAizenman(２００９)认为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的平静

期,会导致规制强度的下降,甚至如果这一时间段比较长的话,规制强度甚至可以降低到零,但是这时社

会合意的规制水平是正的.如果金融危机带来比较高的成本损失的话,又会看到过度规制.如果要解

决这一悖论,就需要采取改革规制的结构、使用信息披露方式、增加规制机构在政治中的独立性和采用

“最小谨慎”监管(MinimumPrudentialRegulation)的国际标准等等方法.CassSunstein(１９９０)认为这

种悖论的形成其实是规制策略的自我失败(SelfＧDefeatingRegulatoryStrategies),也就是规制策略导

致的结果和其设计的初衷是相反的.他举例说道,空气清洁法案(CleanAirAct)的实行会导致空气更

脏.这种分析其实在公共选择和福利经济学的文献中相当多,出于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规制机构结果大

都成为花费公共资产而服务私人利益的无谓作用.但是Sunstein也强调,改变这种规制悖论的解决方

法并不是恢复到自由放任的阶段,而是从这些规制失灵的实例中汲取经验教训.
正如Sunstein所提到的环境质量的例子,关于规制过度和规制不足的研究在美国的环境规制中有

较多的体现.Markusen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５)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企业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作用下,美国国内

不同州之间的地方竞争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在环保标准的制定上走上不同的极端.ColinScott
(２０１２)认为现在政府的规制总是雄心勃勃,似乎要规制一切(RegulatingEverything),但在爱尔兰,虽
然规制机构的数量和规制的范围增长显著,但是其规制能力也被显著耗散了,这些规制机构组织上和执

行规制形式上的碎片化,导致其权利被分散,被弱化,但是责任反而加重了.

四、结论和展望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是政府干预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满意的结果,其原因有很多.首先

的一个理论解释可能是政府规制在设立规制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方面存在较大的误差,将政府视为无所

不知的全能者来纠正市场失灵,而忽视了政府实施规制的成本,这种规制本身可能产生的失灵却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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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次,规制作为政府行为,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拥有必要的信息,但是在常态下,规制者关于规制

对象的信息一般要少于被规制者,这种信息约束限制了政府规制的效率,被规制者往往会采取逆向选择

行为.除了这些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关注规制过程中的政府规制强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质量安

全的政府规制当中,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原理,在垄断市场结构中,如果垄断厂商生产的是经验品或者

信任品,那么为了弥补垄断厂商提供产品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数量上的差异,政府规制是必要的;但是政

府采取的规制政策和手段的“强度”可能存在“过度规制”也可能存在“规制不足”,这两种状况下都会导

致政府规制的失灵.
规制过度会影响被规制者自身的积极性,规制不足自然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对于消费者的伤害.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加强规制和放松规制的不同呼声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来临和

消退而转换.可以说,西方国家中存在经济领域中规制放松和社会性领域规制加强两种并存的态势.
从美国来看,其政府从１８世纪末期开始,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在不断加强,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之后,
在涉及卫生、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日渐高涨.在英国、法国等国家,也出现了大规模解除对

航空、铁路、能源和电讯等行业经济性规制的浪潮.
在我国,可能存在相反的态势.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在后续的进程中,我们在解除对于市场经济

的统制之后,市场领域的相关规范还没有完全的树立,在经济性规制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规制方式和

手段.例如,在反垄断领域,虽然已经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但是在执行上还存在很多不完备的情

况.但是,在环境和安全等社会性领域,原本就基本上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以来就没有进行市场

化的改革,总体而言,目前依然处于一个过高程度的规制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放松规制,而
不是加强规制.程虹和李丹丹(２００９)指出,在质量安全领域,政府对于微观市场主体的过多规制会导致

这种责任的“激励Ｇ约束”机制的失衡,进而形成规制失灵.程虹等(２０１２)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质量管理

体制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政府在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规制可能产生一些负

面效应.如董志强等(２００７)认为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形成“政企合谋”,并对这一机制进行了

理论分析.聂辉华等(２０１１)利用中国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数据对此进行了面板数据检验.林闽钢等

(２００８)则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规制失灵.可以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

始关注国内规制领域的政府失灵现象,借鉴了国外的相关规制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用中国的

数据做了计量检验.
正是因为规制失灵的出现,学者们提出了几种治理规制失灵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要取消

政府规制,而是改变政府规制的做法,改变规制过程中规制机构和被规制对象之间的关系,让被规制者

面对正确的激励机制.Laffont和 Tirole(１９９３)创立的激励性规制理论就指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效率和信息租金是一对共生的矛盾,实施规制可以避免企业得到垄断利润,但必须以效率损失为代价,
将激励机制引入政府规制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在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质量安全规制领域,激励

性规制是给予市场主体正确激励的有效方式.另外,Porter和 Kramer(２００６)指出自我规制是一种涉及

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标准与规制过程的制度安排,其标准与规制过程大多由一个组织的成员共同制定,
目的是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这是一种介于政府规制和市场规制之间的中间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方

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规制的不足.与政府的强制性规

制不同,自我规制是由被规制对象自行设计并自我执行的制度安排,而且不是比政府现行规制更加严

格,就是在缺乏政府规制或标准的领域建立新的标准.再有就是放松规制.由于规制失灵的日益明显

以及规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放松规制”的潮流.Marjit等人(２００８)认
为,高度规制的环境造成了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等是扭曲的,因此最好将规制保持在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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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ketFailuretoGovernmentFailure:
ALiteratureSurveyonQualityandSafetyRegulation

LiHan
(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

Abstract:Governmentinvolvementisneededtoregulatethequalityandsafetyissuesunder
asymmetricalinformation,whichisacommonviewbetweenscholars．Economistsanalyzethejoint
usageofgovernmentregulationandresponsibilitystatutes,also,thedomainandmodeofgovernment
regulationaredefined．However,thosescholarsdiscoveredthegovernmentfailureresultedfrom
overregulationinqualityandsafetyregulation,and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isgivento
explainthisparadox．Althoughtherearetwosidesofgovernment’squalityandsafetyregulation,itis
stillthenecessarymethodtocurethemarketfailureinqualityandsafetygovernance．Nonetheless,

informationalregulation,incentiveregulatorypoliciesandselfＧenforcingregulationarerequiredto
overcomeitsdrawb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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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质量安全检验博弈分析∗

张继宏

摘　要:由于特种设备维保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特种设备风险问题.特种设备质量

安全检验中各博弈主体的博弈行为,会引起不同的风险行为.课题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构建

了政府与企业的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通过引入罚金、后果处罚,奖励与行为追责等不同的情景,
分析不同的手段对特种设备安全的效果;通过考察企业间博弈机制,引入不同的扰动变量,会
生成不同的均衡解;对特种设备检验技术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是解决特种设备质量安全风险

的最根本方法.
关键词:特种设备;质量安全;博弈分析

一、引言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娱乐设施、
客运索道、场(厂)内机动车辆等设备设施,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特种设备安全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的长期实践形成了认证认可与监督检查两项基本制度,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更多体现了政府单一主导的形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单一主导的特种设备

安监体制的边际效益不断减少,但负外部性不断增加.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升级,暴露

出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多头管理、权责不分,不能有效应对风险的防范.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要求

一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制与机制.
对于特种设备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梁广炽(２００２)、张宝珠(２００５)、李晓明(２００６)在探讨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机构改革与发展中指出,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在部门

利益的驱动下,有偏离公益机构的倾向.虽然都指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业务应推向市场化的改革,但具

体方法并没有给出.仅是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一些建议,如建议法律授权非营利机构承担特种设备注册

登记和强制性检验职能.罗云(２００５)、周蓉(２００８)、杨振林(２００８)、苗宏亮(２００８)等将安全系统工程和

风险管理理论全面引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按照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的原理、程序和方法,分别就特

种设备重大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控制等主要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别设计了侧重点不同

的特种设备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安全评价模型,丰富和完善了安全生产的评价体系,以促进特种

设备安全监管效率的提高.
在质量博弈相关研究中,Rubinstein(１９８２)提出了一个序贯报价过程的非合作博弈基本框架.

Kessler(２００４)等在Rubinstein框架基础上,研究一个不可验证质量产品的价格谈判博弈,构建买卖方

道德风险问题模型,分析交易配置效率和分配效率的互相作用关系.Reynier(１９９５)等提出了一个供

应商提供产品质量和生产商实施质量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在冲突环境中合同设计与质量控制问题.他

们认为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博弈模型为非零和博弈,通过博弈均衡识别在何种合约参数下能够求得

５７

∗张继宏,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２,电子邮箱:whu_jhzhang＠whu．edu．cn.本文得到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１&ZD１５８)和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BAK０６B０６)的资助,特此感谢.特
别需要感谢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室各位老师对本文的深入讨论与建设性建议.同时,十分感谢匿名评审人的评阅及意
见,文责自负.



合作解.Hsieh等(２０１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了,研究了质量供应商的质量投资和检验策略在四种不

同信息披露情况下,不同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不同的检验利润效应水平.毕军贤等(２０１１)主要在借鉴

Kessler与 Hsieh的模型框架与理论基础上,设计了抽样检验产品质量裁决权模型以及诚信机制设计方

法.蒲洪涛、史晓冬 (２０１１)运用博弈论基础理论建立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与特种设备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管理博弈模型,得出了安全监管成本和处罚力度及检查概率之间的关系.
由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技术性很强,具有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根据Akerlof(１９７０)的柠檬市

场理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市场同样存在“柠檬市场”现象.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市场中,交易一方掌握着充分的事实真相,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于是强势一方受逐利本性驱

使,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扭曲隐瞒安全信息,致使低质量检验检测服务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规模越来越

大,质量高、检验检测到位的质量供应企业逐渐被质量差、检验检测不到位的企业以“劣币驱良币”态势

所替代,形成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柠檬市场现象,致使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由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市场中各利益主体的逐利行为,使得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进入“囚徒困境”,而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机构偏离公益性轨道,增加了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风险.电梯作为城市化的重要标志,随
着经济的发展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电梯的安全监管在社会治理中也越来越重要.由于电梯广泛

应用于人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中,较其他特种设备更突出体现了公共属性、市场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

统一.因此本文以电梯为特种设备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电梯质量安全现状,再运用博弈论的

基础理论证明电梯检验检测市场存在柠檬市场现象,随后根据不同的奖惩情景设计来分析可能的问题,
并提出了特种设备检测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方法.

本文其他部分具体的组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特种设备安全博弈模型,并根据不同的情景

假设进行博弈分析;第三部分根据分析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特种设备安全博弈分析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安全博弈中,博弈主体可分为四类,分别为特种设备生产

单位(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保),使用单位,检验检测单位与监督检查单位.但我国现有特种设备

管理体系中,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通常作为监督检查单位的技术支撑单位,与监督检查单位共同组成

我国特种设备行政监管单位.因此特种设备安全博弈可分为“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与“企业－企业”
之间的博弈.

政府与企业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反映的是行政监管部门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博弈问题.例如,设计单

位在设计过程中是否规范设计,而监管部门是否实施监管行为;生产单位是否按标准或设计生产,监管

部门是否行使监管权力;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登记,监管部门是否进行了行政干涉等等.
情景一 :目前,由于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缺乏监督与规制,也就是对监督检查单位的行政不作为行

为没有任何处罚措施;而对特种设备使用或生产企业选择“非安全生产”主要采取罚款的措施,并将罚金

全部或按一定比例返还给行政监管部门(实际上返还给检验检测技术单位)作为行政经费.鉴于此,建
立如表１所示的“政府－企业”之间博弈支付矩阵.

表１　监督检查部门与生产企业间的静态支付矩阵

生产企业

规范生产 不规范生产

监督检查部门
作为 －c,r F－c,R－F

不作为 ０,r ０,R

　　这里,c表示政府进行监管所耗费的成本(包括检查、信息收集和处理等费用);r表示企业选择安

全生产所获得的收益;R 表示非安全生产所获得的短期收益;F 表示企业由于非安全生产受到处罚的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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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政府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为p ,那么“行者不作为”的概率为１－p ;企业选择规范生产的概

率为q,那么“不规范生产”的概率为１－q.由此可计算政府进行监管所获效用的期望收益为:

E p( ) ＝p× q× －c( ) ＋ １－q( ) × F－c( )[ ] ＋ １－p( ) ×[q×０＋(１－q)×０]

＝p(F－Fq－c)

　　同理,生产企业进行规范生产所获效用的期望收益为:

E q( ) ＝q× p×r＋ １－p( ) ×r[ ] ＋ １－q( ) × p× R－F( ) ＋ １－p( ) ×R[ ]

＝qr－R＋pF( ) ＋(R－pF)

　　在长期均衡条件下,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均衡博弈混合策略的求解方法可得,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行
政作为”的概率为:

p＝
R－r
F

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为:

q＝
F－c
F

我们分析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行政作为”的概率p 与生产单位“规范生产”的概率q 同政府处罚力

度F 的关系.根据

∂p
∂F ＜０,　 ∂q

∂F ＞０

可以得出: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同政府的处罚力度F 呈负相关关系,其含义

表示随着政府处罚力度F 的增大,比如处罚金额上涨,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将减

小.但是,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同政府处罚力度F 呈正相关关系,其含义表示随着政府处

罚力度F 的增加,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将增加.如果处罚力度F 远大于监督检查管理部门

的“行政作为”成本,那么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将接近于１.反过来看,如果政府处罚力度F
与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成本c差不多时,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将接近于０.
因此,对于不同的生产单位(设计、制造、安装、改造及维保),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行政作为成本不完全

相同,对于八大类特种设备的生产单位的行政监管成本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使八大类特种设备的生

产单位都能“规范生产”,政府的处罚力度F 应当设计得更加具体细致,而不能使用统一的处罚力度.
然而,在考察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时可发现:

∂E(p)
∂q ＜０

其含义代表当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增加时,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期望收益将减少.如

果将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视作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特种设备监管机构的处罚所得罚金先上交给特种设

备主管部门,而后主管部门又按一定的比例或全部返还给监管机构,主要是检验检测机构,也就是说F
全部或部分返还,这种假设是基本合理的;监督检查管理部门就会想方设法阻止q 的增加,甚至在办公

经费短缺的时间会想办法让q减少,也就是说监督检查管理部门不愿看到所有的企业都选择“规范生

产”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获得更多的罚没款F .但由于中国特种设备分布差异性极大,在现实中这

种“放水养鱼”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特种设备法定检验量较少的西部地区,而对于特种设备法定检验量大

且检验人员不足的东部地区,各个特种设备检验技术机构为了完成每年的检验任务只能应付了事,走形

式,走过程,乱发证.这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制已经不能应对我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与特种设备数

量的增长,是特种设备安全风险不断增高的主要原因;因此为应对这一困局,对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机构

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必须的.
情景二:由于现行的特种设备监管机制为:特种设备管理局指定特种设备检测技术机构对特种设备

每年进行法定检验,而技术机构率属于特种设备管理局.而由于这种从属关系,使得特设局对下属的技

术机构监管并不到位,而技术机构为了本身的利益诉求而透支政府的信用,不规范检验.而对于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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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行为,目前缺乏有效的监督,仅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开始追责;而没有引发

重大事故时,也仅是公众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指责,形成了对监管部门的条件性处罚.当公众获悉

生产单位从事不规范生产,而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采取不作为策略的时候,则更可能产生“政府玩忽职守

导致生产单位肆意违法”的印象.例如,杭州拼装电梯案,就暴露出监督检查部门对这一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的不作为.这里假设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蒙受了－s的损失,可理解为受到公众的处罚,也可理解为

公众满意度的损失,那么新的支付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引入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有条件的损失

生产企业

规范生产 不规范生产

监督检查部门
作为 －c,r F－c,R－F

不作为 ０,r －s,R

　　根据上述矩阵,重新求解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期望效用函数为:

E p( ) ＝p× q× －c( ) ＋ １－q( ) × F－c( )[ ] ＋ １－p( ) × q×０＋ １－q( ) × －s( )[ ]

＝p F－Fq－c－sq＋s( ) ＋sq－s
　　与生产单位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 q( ) ＝q× p×r＋ １－p( ) ×r[ ] ＋ １－q( ) × p× R－F( ) ＋ １－p( ) ×R[ ]

＝qr－R＋pF( ) ＋(R－pF)

　　在长期均衡条件下,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求解方法可得: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
政作为”的概率为:

p＝
R－r
F

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为:

q＝
F＋s－c
F＋s

与“情景一”比较,在引入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有条件的损失s后,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
的概率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对于发生特种设备重大事故之后才对特种设备监管部门进行追责与

处罚,并不能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这种侥幸心理普遍存在于特种设备管理部门,因而事后追责对于监

管部门提高自身的管理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q,由于分子分母中都增加了s,使得:

F＋s－c
F＋s ＞

F－c
F

也就是说,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增加了.若s远大于处罚力度F ,那么生产单位选择

“规范生产”的概率将接近于１.反过来,如果s足够小,或者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几乎不构成多少损

失,那么对于提升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不会发生多少作用,作用几乎为零.当今经济发展占

主要地位,监管部门很少关注公众对其满意度的评价水平,也就是这种损失并不能影响监管部门的行为

选择,那么对短期改善生产企业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不会发生影响.为了使生产单位进一步提升选

择“规范生产”的概率,可以考虑在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条件损失的机制设计中,政府对生产单位处罚罚

金不作为唯一手段.比如,将公众对监管部门的满意度评价作为特设局干部的考核依据,可有效地促进

特种设备的安全水平的提高.
考虑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期望效用E p( ) 同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q 之间的关系,效用

E p( ) 对q求导有:

∂E(p)
∂q ＝s１－p( )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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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s＞
pF

１－p
时,可知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由此可知,当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非常重视公众

评价时,或者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事后的处罚足够大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将随着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

产”的概率的增加而增加.反过来,如果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追求公众对它的主观高评价,或者避免遭受

重处罚,那么生产单位也比较追求“规范生产”的高概率.
应将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事后处罚,变为公众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日常评价,并且公众评价是

考核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重要指标.这将有效地改善监督检查与生产单位的博弈收益,向着双赢的局

面发展.
情景三:从激励相容的角度分析,监督检查管理部门对生产单位“不规范生产”进行处罚的同时,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策略进行一定的奖励.例如,官方免费宣传,政府设立

专项奖励基金,针对原材料的上涨,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税收上给予一定的减免等等.监督检查管理

部门因以上策略的成本此处设为w .建立新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３.

表３　对“规范生产”企业进行奖励

生产企业

规范生产 不规范生产

监督检查部门
作为 －c－w ,r＋w F－c,R－F

不作为 ０,r －s,R

　　根据上述矩阵,重新求解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期望效用函数为:

E p( ) ＝p× q× －c－w( ) ＋ １－q( ) × F－c( )[ ] ＋ １－p( ) × q×０＋ １－q( ) × －s( )[ ]

＝p F－Fq－c－sq－wq＋s( ) ＋sq－s
　　生产单位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 q( ) ＝q× p×(r＋w)＋ １－p( ) ×r[ ] ＋ １－q( ) × p× R－F( ) ＋ １－p( ) ×R[ ]

＝qr－R＋pF＋pw( ) ＋(R－pF)

　　在长期均衡条件下,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求解方法可得,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
政作为”的概率为:

p＝
R－r
F＋w

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为:

q＝
F＋s－c
F＋s＋w

分析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p ,与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q 值的变

化,由于矩阵中引入了奖励变量w ,使得:

R－r
F＋w ＜

R－r
F

,F＋s－c
F＋s＋w ＜

F＋s－c
F＋s

从而可以得出,政府奖励得越多,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与生产单位选择“规范

生产”的概率越小.这似乎有悖常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十分合理的.对于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进

行检查时,若检查到企业“规范生产”就必须给予奖励,使得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自身收益变小,因而就会

减少对生产单位的监督检查.而生产单位发现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有降低监督检查概率的情况,就会选

择“不规范生产”策略,而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因而,在对优秀企业进行奖励的机制设计中,应避

免特种设备管理部门直接进行奖励,而从其他领域进行奖励,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
情景四:由当前的特种设备发生事故后追究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责任,改为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的

行为追究责任.也就是,不管是否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只要发现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有“行政不作为”情
况,就要追责.这里我们引入对监督检查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没有发生事故蒙受的损失为 －t,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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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４.

表４　由因“后果”追责变为因“行为”追责

生产企业

规范生产 不规范生产

监督检查部门
作为 －c,r F－c,R－F

不作为 －t,r －s,R

　　根据上述矩阵,重新求解监督检查管理部门期望效用函数为:

E p( ) ＝p× q× －c( ) ＋ １－q( ) × F－c( )[ ] ＋ １－p( ) × q×(－t)＋ １－q( ) × －s( )[ ]

＝p F－Fq－c( ) ＋ １－p( ) ×(sq－s－qt)

　　生产单位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 q( ) ＝q× p×(r)＋ １－p( ) ×r[ ] ＋ １－q( ) × p× R－F( ) ＋ １－p( ) ×R[ ]

＝qr＋(１－q)×(R－pF)

　　在长期均衡条件下,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求解方法可得,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
政作为”的概率为:

p＝
R－r
F

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为:

q＝
F＋s－c
F＋s－t

分析监督检查管理部门选择“行政作为”的概率p ,与生产单位选择“规范生产”的概率q 值的变

化,由于矩阵中引入了行为处罚变量t,使得:

F＋s－c
F＋s－t ＜

F＋s－c
F＋s

从而可以得出,特种设备监管过程中的事前行为不规范处罚与事故事后处理,对监管单位的监管概

率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可使企业安全生产的概率得到有效的改善,从长期来看,改善了企业安全生产的

纳什均衡.特种设备生产过程中,只要发现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就进行追责,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
可有效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的概率.

三、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特种设备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并且增速也将不断

上升.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东西差异巨大,也造成我国特种设备数量的分布存在具

体的差异,造就了我国特种设备安全检验市场也存在两种极端现象.在东部地区,由于特种设备安全检

验量巨大,存在收钱发证的乱象;而在西部地区,由于特种设备安全检验量不足,而技术机构为了利益追

求而长期“放水养鱼”.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局,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对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技术机构进

行市场化改革,使得这些技术机构从行政单位剥离,完全去除其行政化色彩;而对于特种设备安全的法

定检验,政府可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采购,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环境,进而保证了监管部门的公正性.
为了更好监督特种设备监管部门的行政作为水平,应将公众对其满意度的评价作为考核特种设备

监管部门干部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而有效地促进特种设备安全水平的整体提升.而对于优秀企业的奖

励,不宜直接进行本领域的奖励,应该进行其他激励机制的设计,从而避免本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降

低了奖励的效果.例如,可对优秀企业实行税收优惠,项目审批可进入绿色通道等奖励.最后要建立科

学的对“检测”行为的追责制度.比如,以前仅是对饮酒驾车发生了重大事故才对司机进行规制与处罚,
其效果很不好———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增加,每年因酒驾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断上升.但随着酒驾

入刑的实施,可以看到因酒驾发生的交通事故明显降低.前者,主要是追究酒驾的后果;而后者,主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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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酒驾这一行为———也就是说不管是否发生事故,只要发现酒驾行为就进行处罚.这一思路,对于建立

科学的检测追责制度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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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应链的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研究∗

祝　捷

摘　要:乳制品安全是中国最受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由于乳制品供应链无法提供对乳

制品质量的担保,因而有必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乳制品监管链和监管方法.但是,我国现有的乳

制品安全监管方法未能注意到乳制品供应链的特征,因而出现监管失灵的现象.基于乳制品

供应链的构成与运行特征,改革乳制品监管方法可以采取构建对称型供应链、统一乳制品安全

监管机构、建立基于双重检验的信任符号提供机制以及引入消费者参与机制等措施.
关键词:供应链;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信息不对称

自２００６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和２００８年“三鹿奶粉事件”后,乳制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最受

关注的民生议题之一(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２０１３).以«食品安全法»为
基准法,国务院分别于２０１０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简称“２０１０年通知”)、

２０１１年颁布行政法规层级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简称“«乳品条例»”)、２０１３年转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简称“２０１３年通知”),将乳制品安全作为我国食

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突破口.尽管上述三规范对于乳制品安全表现出空前的重视,但并未获得良好的监

管效果,也没有改变民众对中国乳制品安全的普遍不信任状况.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监管效果还需时

间发酵,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有的监管方法与乳制品供应链的特征并非完全符合.本文以乳制品供应

链为观察对象,通过对个案和规范的分析,揭示现有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的不足,并基于乳制品供应链

的特征,提出改革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的建议.

一、供应链和乳制品安全

运用供应链理论研究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问题,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研究的“显学”.但是,大多数文

献依循管理学的研究范式,重点研究企业(尤其是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的行为和作用(田源、张文敏,

２００８;刘东、贾愚,２０１０;吴定玉,２０１３),对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作用、方法及其与现行食品安全法规范

的衔接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将供应链这一管理学的概念和研究范式运用于法学研究,是因为供应链

理论与政府监管乳制品安全的重点和过程相契合,能够为解释乳制品安全的本质和政府监管乳制品的

方法提供新的框架.
(一)乳制品供应链和监管链

传统意义的供应链用于描述分布在生产、销售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关系,是指围绕核心企业,从
原材料采购,通过信息、物流、资金流等的管理,产生最终产品,由各级流通销售渠道,把产品送到最终消

费者,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结构模式(马士华等,２０００).食品供应链形成于传统意义的供应

链.由于食品供应的“feedＧfood”(“从种子到食品”)特点,食品供应链常常向上游延伸至农产品的生产

(种植或养殖)环节、向下游延伸至食品的消费环节.乳制品供应链作为食品供应链的一类,上游延伸至

奶畜养殖,下游延伸至消费者食用乳制品的环节,包括奶畜养殖、生鲜乳收购、乳制品生产、乳制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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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食用各环节.«乳品条例»以乳制品供应链的范围为依据,构建法规结构的主干:«乳品条例»第
二章到第五章,分别对应奶畜养殖、生鲜乳收购、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销售的环节.因此,乳制品供应链

不仅是对乳制品生产过程的描述,亦为法律规范所确认.
乳制品供应链具有长供应链(longsupplychain)特征,长供应链隐含着较高的质量安全风险.乳

制品供应链各环节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等问题,对于乳制品安全所需的信息对称和各

环节的互信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安全风险可能出现在供应链的任何环节且具有累积性.为消除因长

供应链带来的乳制品安全风险,我国采取的监管策略是形成一条与乳制品供应链几乎完全对应的

“监管链”,由各环节的监管部门监管相应的供应链参与主体.根据«乳品条例»第４条、第６条和第

５１条,农业行政部门负责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管,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

责乳制品生产环节和乳品进出口环节的监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乳制品销售环节的监督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乳制品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乳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的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组织制定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和统一发布乳品质

量安全事故信息.另根据２０１１年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机构

编制和职责调整有关问题的批复»,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牵头组织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调查、统
一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的职权划归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国务院食安办”),卫生行

政部门相应的乳制品安全监管职责亦划归该办公室.乳制品的“分段监管”的体制因各监管环节衔

接不够紧密,监管力量分散,造成各监管部门对乳制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职能不清、责任不明、监管效

率较低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３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各自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
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相应的,乳制品监管链也从与供应链一一对应的“长监

管链”向仅由农业行政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成的“短监管链”转变.乳制品供应链与２０１３年

前后两个监管链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乳制品供应链与监管链对应图

　　从长监管链向短监管链的转变,表明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乳制品供应链与监管链关系的困境:第
一,长监管链不仅无法消除长供应链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缺失现象,而且在监管链内部容易因缺

乏信息、资源共享机制造成监管困境,并且因协调监管链各参与者的关系而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如卫

生行政部门的食品安全协调职能以及国务院食安办的设立;第二,监管链与供应链一一对应的监管体制

并不能获得较好的监管效果,前者仍然以向供应链各参与主体施加强制性义务为主要方法,既不能重构

乳制品供应链的基本格局,调整供应链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也无法调动供应链各参与主体维护和提

高乳制品安全的能动性.然而,缩短供应链的监管体制改革方式至多只能有限度地解决监管链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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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无法对乳制品供应链内部特征和结构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监管乳制品安全除应继续完善监

管体制外,还应当改革乳制品安全的监管方法.
(二)食品安全与乳制品安全

我国«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定义为一种状态.«食品安全法»第９９条对“食品安全”的立法解

释是: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较

«食品安全法»早颁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定义是“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

的健康、安全的要求”,与«食品安全法»的定义方法相同.«乳品条例»没有对乳制品安全作出明确的立

法解释.由于乳制品与食品构成种属关系,因而我国法律对于食品安全的定义可以扩展至乳制品安全.
据此,我国法律规范也是将乳制品安全定义为乳制品的一种“状态”.上述定义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１９９６年前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相同的.但 WHO 在１９９６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食品卫

生定义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或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到损害的一种担保”,赋予了食

品安全新的内涵.
将食品安全定义为一种担保,充分考虑了供应链对于食品安全的影响.食品安全包括通常的产品

属性和信任属性(CredenceAttributes)两部分构成(Golanetal．,２００３).前者是指消费者基于生活经

验和触觉、味觉、嗅觉等普通感官就能够辨别的质量属性,如乳制品的口味、质地、色泽和外观等.后者

是指消费者基于简单的生活经验和普通感官无法辨别的质量属性,消费者只能基于信任购买或消费食

品,这是其被称为信任属性的原因.如消费者无法通过品尝或以其他日常方式辨别乳制品是否含有三

聚氰胺成分,因而只能基于对乳制品的信任作出购买或消费行为.食品安全的信任属性又分为内容属

性(ContentAttributes)和过程属性(ProcessAttributes).内容属性影响食品的物理性质,而这种物理

性质是消费者难以感知的(Golanetal．,２００３),如消费者不借助专业技术无法辨别乳制品中三聚氰胺含

量.过程属性用于描述食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专业检测设备都无法

辨别过程属性(Golanetal．,２００３).如奶牛饲料是否为有机牧草、是否含有转基因物质以及生鲜奶运输

是否采取全程冷链等过程性因素,都无法通过对乳制品本身的检验获知,更无法由消费者通过经验和感

官获知.乳制品安全的信任属性对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有着极端重要性:消费者在无从知晓乳制品真

实质量状况时,必须建立起对乳制品安全的信任,方能发生消费行为.对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

言,食品安全的信任属性要求生产者和销售者对食品内容和生产、销售过程安全性作出担保.消费者或

许并不信任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但基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担保的信任,因而产生对食品的信任.这也

是从“担保”的角度定义食品安全的重要价值.
遗憾的是,乳制品供应链并不能提供消费者所需的信任担保:１．乳制品供应链是一条长供应链,各

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参与主体无法独自作出有效担保;２．乳制品供应链的生产经

营主体,在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下,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重大信息被集体隐瞒;３．在乳制品安全已

经遭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乳制品供应链各主体的公信力极低,无法满足建构消费者信任的需求.因

此,乳制品供应链自身无法提供对乳制品安全的担保,只能寻求供应链外部主体对乳制品安全提供

担保.

二、乳制品安全的监管方法和监管失灵

“监管”(Regulation,常被译为“规制”)用于描述政府管理市场经济活动,是指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

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关系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史普博,

１９９９).监管的主体是政府,因而监管方法本质上是政府用于改变原先控制市场交易的行政及法律制度

框架(史普博,１９９９).乳制品供应链的特征、乳制品监管链的缺陷、乳制品安全的“担保”本质,决定了政

府必须运用公权力对乳制品安全进行监管.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和前述乳制品三规范规定了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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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管的主要方法,然而,乳制品安全已经发生了监管失灵(王彩霞,２０１１)———这既是人民群众的主观

感受(见表１,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２０１３),也为政府所承认(国务院办公

厅,２０１１).除了法规范执行不力和部分监管人员寻租外,监管方法自身的问题也是乳制品安全监管效

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表１　乳制品与主要产品质量CSI的对比

主观评价项目 消费者质量满意度指数(CSI,满分＝１００)

　乳制品 ６２．６５
作为比较对象的其他食品类产品

　果蔬 ６７．６８
　粮油 ６６．５２
　肉品及其制品 ６２．８２
作为比较对象的产品大类

　一般产品 ６４．７２
　家用电器 ６９．５０
　日用品 ６６．８９
　汽车 ７１．８３
　农业生产资料 ６４．１６

　　　　　　　注:本表根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改编.

　　多数文献未专门研究乳制品安全的监管方法,而是将其放置于食品安全监管方法的框架之下.
英国学者安东尼奥格斯认为,食品安全属于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政府监管,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

是商品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监管的目的是消除和避免这种信息不对称,政
府可以选择干预程度较低的监管方法,而非过度干预供应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奥格斯,２００８).政府

可以选择的监管方法有强制性信息披露、标准、事前批准、经济工具和民法上的责任追究(私的规制)

等(奥格斯,２００８).除此以外,安东尼奥格斯还提及了英国１９９０年«食品安全法»提供的两种政府

干预程度较低的监管方法:１．授权政府颁布«行为守则»,为食品供应商提供指引;２．允许食品供应商

在司法程序中以已经采取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并尽到了审慎注意的义务作为抗辩事由,目的是鼓励

和引导供应商建立食品安全的自我监管体系.安东尼奥格斯的总结既是对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方法

的整理,也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分析框架.以下将根据这一分析框架,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和
乳制品三规范,对我国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进行整理,并基于乳制品供应链的特征,对监管方法失灵

的表现形式和原因进行分析.

(一)信息监管方法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乳制品安全的主要因素.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弥补乳制品供应链各参与主体之

间,尤其是生产经营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乳制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方法.我国的信息监管

方法主要有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部门的安全信息管理制度.

根据«乳品条例»,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安全档案(记录、台账)制度、进
货查验制度、成品外包装标签制度等.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是消除乳制品供应链中各生产经营

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管部门的安全信息管理制度利用了“消费者拟制”的质量安全监管原理(祝
捷,２０１０a),由监管部门运用公权力替代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获取乳制品风险信息,并利用公权

力的信息资源优势,向消费者发布风险信息,如乳制品安全风险的评估、监测和集中披露等.信息监管

方法试图弥补和平衡乳制品供应链中生产经营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构建消费者对生产

经营企业的信任关系.

信息是监管政策的核心(Breyer,１９８２),信息披露和甄别是对信息不对称的最佳回应(桑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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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信息监管方法是与乳制品安全“担保”本质最为贴合的方法,也有利于乳制品安全风险的事前预

防.但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在设计上主要依靠各环节交接时的索证索票方式完成,因而缺乏有效的

外部监管.由于生产经营企业在总体利益上的一致性,容易产生乳制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企业内部

员工的集体沉默(戚建刚,２０１１),从而导致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流于形式.此外,在政绩和责任的双重

压力下,监管部门履行风险评估、监测和集中披露职能的动力有限.因此,本应在乳制品安全监管中扮

演关键角色的信息监管方法,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二)事前监管方法

事前监管方法通过制定安全标准、行政许可和认证的方式,对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事前规范和

控制.«乳品条例»规定的事前监管方法主要有事先制定的乳制品安全标准、对乳制品供应链各环节的

行政许可和对婴幼儿奶粉生产的强制性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体系)认证等.事前监管

方法的原理是监管部门预先制定作为审查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资质的安全标准,并通过检审查乳制品

生产经营企业是否符合标准,借助公权力的公信力形成具有授信功能的外部标志(许可证、认证标志

等),为消费者提供外部可见的信任符号,帮助消费者建立对乳制品安全的信任.因此,事前监管的本质

是将消费者对于公权力的信任转化为对乳制品安全的信任,监管部门以其公信力为乳制品生产经营企

业提供乳制品安全担保.
事前监管方法有效的基础是消费者对于公权力的信任,而此种信任在乳制品监管领域是非常微弱

的.实践中,消费者缺位于标准制定、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寻租、认证机构的趋利偏好都导致了消费者

对监管部门的信任流失.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国政府现有的质量

管理效果“一般”、“不理想”和“很不理想”的人群累计占到接受调查人群总数的９１３２％,认为质量管理

效果“理想”的人群仅为接受调查人群总数的８１％(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

组,２０１３).由此可见,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监管的效果持普遍的不信任心理,事前监管方法的公信力基

础十分薄弱.
(三)强制性监督措施

强制性监督措施,是监管部门运用公权力,向违反乳制品安全规范的生产经营单位施加不利负担的

监管方法.乳制品企业从事法规范禁止的活动,如不履行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未执行乳制品安全标

准、未经许可从事生产经营行为等,都理应承受不利负担.强制性监督措施是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

传统监管模式(奥格斯,２００８)的最后手段.
乳制品三规范所规定的强制性监督措施包括信用惩罚(如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违法行为记录纳

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生产企业的召回和销售企业的追回制度、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以及行政、
刑事惩罚等.这些监管方法对于威慑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惩治和矫正违反乳制品安全规范的行为有

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手段在实践中也遭遇到一些问题:１．大量乳制品企业,尤其是一些小作坊,游
离于国家信用体制之外,信用惩罚的效果并不理想;２．我国当前的食品召回制度仍以生产企业的主动召

回为主、监管部门的责令召回为辅(祝捷,２０１０a),过于依赖生产企业的自觉性,乳制品生产企业召回的

案例数量与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主观感受明显不成正比,甚至曾发生乳制品生产企业消极应对消费

者召回要求的案例;３．由于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有限,能够监督和查处的乳制品安全案件偏少,监督检查

和行政、刑事惩罚的威慑惩治效果并不明显.
(四)经济工具和鼓励性政策

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的监管,经济工具和鼓励性政策是通过经济利益的引导作用,确保生产经营

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或自行作出符合消费者安全需求的管理决策(奥格斯,２００８).乳制品安全三规

范规定的经济工具和鼓励性政策主要有补贴、有奖举报、信贷支持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制度.但是,
由于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消极因素,经济工具和鼓励性政策的监管效果也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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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信贷支持是经济工具中最能发挥引导作用的监管方法.«乳品条例»吸取“三鹿奶粉事件”中
奶站出于经济利益添加三聚氰胺的教训,于第１０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支持奶业发展资金,对
奶畜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并建立奶畜政策性保险制度,对参保奶畜企业给予保费补助.不过,补贴和信

贷支持的监管方法目前仅适用于奶畜养殖环节,而在乳制品安全风险较大的生产环节没有适用.
有奖举报制度是监管部门广泛设立的监管方法.有奖举报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交易(应飞虎,

２００３),监管部门希望通过行政奖励引导掌握乳制品安全信息的公民参加乳制品安全的监管,以弥补监

管部门和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由于我国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存在奖励标

准与信息价值明显不相称、奖励给付程序复杂、举报人必须实名举报和对举报人保密措施有限等弊病

(应飞虎,２０１３),又低估了供应链上各生产经营主体的利益结合程度,有奖举报制度的监管效果因而

有限.
保险制度以商业保险公司为枢纽,利用保费、保率和保险标的价值评估等机制,引导和规范乳制品

生产经营企业的行为,本应是乳制品安全监管的枢纽性制度.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的作用并未显现(梁敉静,２０１１),原因主要是:１．监管部门推进食品安全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分散国

家和企业的财政风险,提高食品安全事故的民事赔付能力,而没有注意到保险制度在乳制品安全监管中

的枢纽性地位;２．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采取自愿保险制度,并未实行强制保险制度,乳制品生产经营

企业又没有足够的动力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制度的功能因而无法发挥作用.

三、基于乳制品供应链的监管方法改革

监管方法失灵所造成的乳制品安全乱象,与消费者对于乳制品安全的主观感受是相一致的.除进

一步加大对现有监管方法的执行力度外,改革乳制品安全的监管方法,发挥监管对乳制品供应链各参与

主体的利益分配与重构功能,提高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提高乳制品安全的能动性,给予消费者具有较高

公信力的信任符号,引入消费者参与监管的机制,恢复消费者对中国乳制品安全的信心,是当前«食品安

全法»修订和乳制品安全法规范深化实施的重点.本文以乳制品供应链的构成与运行特征为基础,提出

改革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的建议.
(一)构建对称型供应链

较长的乳制品供应链隐含着较高的质量安全风险,因此,监管乳制品安全的一个可行思路是减少供

应链的长度.这一思路在婴幼儿乳制品监管中已经获得了初步体现.“２０１３年通知”规定:“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企业须具备自建自控奶源”、“任何企业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不
得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这些规定吸取了三鹿奶粉因奶源问题和贴牌过滥导

致质量失控的教训(张煜、汪寿阳,２０１０),试图整合奶畜养殖、生鲜奶收购和乳制品生产三个环节,强制

要求婴幼儿乳制品生产企业统一从事三个环节的业务,以缩短供应链、降低质量风险.
“２０１３年通知”的本意虽然与缩短供应链长度的理论思路一致,但没有注意到缩短供应链长度后的

利益对称性.随着奶畜养殖、生鲜奶收购和乳制品生产三个环节的整合,这三个供应链环节的内部制约

会被取消,乳制品供应链上会出现一个完全生产者(theCompleteProducer),本已是乳制品供应链核心

企业的生产企业,威权性将获得进一步强化.«乳品条例»规定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更加难以发挥实

际效果,信息不对称的痼疾不仅不会消除而且会更加严重.
构建对称型的供应链,创造一个“完全销售者”(theCompleteMarketer),形成与“完全生产者”的制

衡关系(Golanetal．,２００２),既符合缩短供应链长度的思路,又能强化供应链内部的制约关系.对称型

供应链是指乳制品由包括奶畜养殖业务在内的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而由大型专业市场或大型连锁超市

进行销售的供应链.监管部门应当对经营乳制品的销售企业实行高于一般食品流通许可条件的特别许

可,必要时采取限额许可,以控制乳制品销售企业的数量.对称型的乳制品供应链在生产上体现为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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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自供、订单式生产、统一物流和集中式配货等形式;在销售上由销售者根据市场情况决定订货品牌

和数量,进行集中性进场质量检验,并利用对销售渠道的相对集中控制,对生产者的核心企业地位形成

制衡.
建立对称型供应链,预期的作用主要有:１．形成乳制品供应链的“双核心企业”样态,克服生产企

业作为单一核心企业产生的弊病,推动乳制品供应链各参与主体的利益重构;２．通过完全生产者和

完全销售者,形成相对封闭的乳制品供应链,从而吸纳和限制零散从事乳制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作

坊,逐渐消除小作坊无序生产经营的乱象;３．减少监管环节,简化责任划分机制,提高强制性监督措

施的使用效率.
(二)建立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

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后,我国乳制品监管链随之缩短.分段监管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获

得克服.但是,目前的短监管链仍然是由农业行政部门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分段监管,容易造成政

府监管的漏洞.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分段监管导致监管链内部资源缺乏整合,乳制品安全注定只能采取

被动监管和事后监管的办法,“补救”(Redress)成为唯一的途径(Pei,２０１１).
要完全消除分段监管的弊病,唯有建立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统一承担乳制品安全的监管工

作.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应当具备如下特征:１．覆盖乳制品供应链从奶畜养殖、生鲜乳收购、生产

环节、销售环节到消费环节的全过程,包括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调查、单一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等综合

性职能;２．建立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垂直管理体系,至少应实现类似于当前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省级以下

垂直管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乳制品安全的影响;３．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所实现的是职能有机统

一,对于乳制品安全标准制定、乳制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的资质评定等事项,仍宜由其他部门承担,以
对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形成制约,以形成“职能有机统一、功能合理分离”的部门格局(祝捷,

２０１０b);４．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应运用对全供应链实施监管的有利制度优势,综合运用监管资源和

监管方法,建立“强制措施前移”的回溯性监管,实现乳制品安全监管从惩罚到预防的转变(Rouvièreetal．,

２０１２).结合现行体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作为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承担统一监管乳制品

安全的职责.
综合对称型供应链和单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图１所示的乳制品供应链与监管链对应关系图可

以修改为图２:

图２　改革后乳制品供应链与监管链对应图

(三)建立基于双重检验的信任符号提供机制

由具有公信力的外部主体提供信任符号(如许可证、检验报告、认证标志等),是帮助消费者信任乳

制品供应链的重要方法.有权机构提供乳制品信任符号的根据,是对乳制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的检验

活动,因此,检验机构的公信力,是乳制品信任符号是否具有可信度的关键.乳制品安全的检验工作目

前主要由国有检测机构承担,而国有检验机构大多依附于监管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因而在消

费者的心理上,国有检测机构提供的信任符号,具有较强的公权力属性.在消费者对于公权力监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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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普遍存疑的情况下,单纯由国有检测机构提供的信任符号,显然不具有足够的公信力.因此,有必

要引入不具有公权力性质、独立于乳制品供应链和监管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外资或民营的检验机构).

考虑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趋利性,国有检测机构仍应作为重要的检测主体,补强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客

观性,形成国有检测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分别检验的双重检验格局.

公私部门协同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监管食品安全的通例(Hensonetal．,１９９９).建立基于双重检验

的信任符号提供机制,改变«乳品条例»等法规范规定的单一检测制度,引入公私协同监管的方法,能够

增强具有信任符号的可信度,平衡消费者与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因乳制品安全的内容属性和过程属性

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当然,这一机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主要有对第三方检验机构的监管、国有检验

机构和第三方检验机构因利益趋同导致共同寻租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可以采取由非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评定和监管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办法,增大国有检验机构和第三方检验机构之间的体制区隔,
形成分立且制衡的关系.

(四)引入消费者参与机制

消费者处于乳制品供应链的末端,对于乳制品安全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是乳制品安全的被动接受

者.乳制品安全监管往往根据“消费者拟制”的原理,自我拟制为消费者,反而较少注意到真正消费者的

作用.消费者是乳制品安全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也是乳制品安全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因而不应缺位于乳

制品安全的监管.消费者参与机制贯穿乳制品监管的全过程,而当前急需建立的是消费者参与乳制品

安全标准制定和信息获取的机制.

第一,建立消费者或消费者聘请的专家参与制定乳制品安全标准的机制.乳制品安全标准从源

头上决定乳制品安全.但是,乳制品安全标准制定过程中消费者的制度性缺位,导致乳制品安全标

准更多是体现监管部门和大型乳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意志(董伟,２０１１).２０１０年４月,卫生部颁布

的食品安全国家安全标准«生乳»(GB１９３０１－２０１０),其中蛋白质含量低于发达国家同类标准,而菌

落总数高于发达国家同类标准２０倍.公民赵某要求卫生部公开该标准制定时的会议纪要,遭到卫

生部拒绝.赵某提起针对卫生部的行政诉讼,仍遭不利裁判(杨于泽,２０１２).由本案可见,普通消费

者获取标准制定过程的信息尚且困难,更遑论参加标准的制定.事实上,即便卫生部向消费者公开

标准制定的会议纪要,甚至允许消费者参加标准制定的会议,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消费者也无法有效

参与标准的制定工作.因此,在乳制品安全标准中体现消费者的利益,应当建立消费者参与制定乳

制品安全标准的机制.考虑到标准的专业性,宜允许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聘请专家参加乳制品安

全标准的制定.

第二,将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主观评价纳入乳制品安全信息的收集范围.根据“２０１０年通知”,
监管部门对乳制品安全信息的收集范围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信息数据,以及从奶源、采购、生产、出厂、

运输到销售终端的信息,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主观评价并不属于乳制品安全信息的收集范围.这一

规定既未关注到消费者主观评价在乳制品安全监管中的重要地位,也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见表２).
据此,监管部门在收集乳制品安全信息时,应当将消费者对于乳制品安全的主观评价纳入收集范围,并
将消费者的评价,作为制定和执行乳制品监管方法的重要依据.

表２　政府获取质量安全信息来源的消费者需求

问项 选项 统计结果(％)

您认为政府获取质量安全信息的来源应该是?

消费者使用信息 ７４．７４
产品检验信息 ７０．４６
企业监管过程信息 ５８．２７
产品销售过程信息 ４５．５６

　　注:本表引自«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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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监管是公共机构针对社会共同体认为重要的活动所施加的持续且集中的控制(奥格斯,２００８).乳

制品安全是当下社会共同体认为的重要议题之一.包括乳制品在内的食品安全监管,与其他行政事务

的监管不同,供应链的特征是构建监管制度和设计监管方法时必须关注的因素.基于乳制品供应链的

特征,检讨现有乳制品安全监管方法及其失灵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对于乳制品安全监管方

法的完善因而有着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本文即是在此方面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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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RegulatoryApproachtotheDairySafety
BasedontheCharacteristicofSupplyChain

ZhuJie
(LawSchool,WuhanUniversity)

Abstract:DairySafetyisoneofthehottestissuesinChina．Becauseofthelackingofguaranteefor
thequalityofdairyproducts,itisnecessaryforthedairysupplychaintoconstructscientificaswellas

practicalwaytoensurethesafetyofdairyproducts．However,Chinascurrentregulatoryapproachto
dairysafetyfailstonotethecharacteristicsofdairysupplychain,resultinginthephenomenonof
regulatoryfailure．Basedonthecompositionaswellastheoperationalcharacteristicsofdairysupply
chain,shapingthesymmetricalsupplychain,establishingunifieddairysafetyregulator,delivering
trustsymbolsfrom doubleＧlevel mechanism ofinspection as wellasintroducing consumers

participationcontributethewaysofreform．
KeyWords:SupplyChain;DairySafety;RegulatoryApproach;Information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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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

———“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

程　虹　刘　芸

摘　要:文章基于“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益一

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创新路径.联盟标准是由某一产业中的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

制定的标准,反映了成员的内在利益,适应了行业和技术的变化,因而能得到较好的执行.我

国现行标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制定者与使用者在利益上缺乏高度的一致性,存在强制与自愿、
稳定与变动、制定和执行的利益冲突.文章建议,改革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建立由政府标准和

团体标准(包括联盟标准)共同构成的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

主体的共建、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标准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能的共享.
关键词:利益一致;一般理论;标准体制;案例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标准体制中的标准类型主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由于企业标准

反映的是单一企业的内部利益,影响范围有限,故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除企业标准之外,我国的各

类标准,无论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还是强制性标准或自愿性标准,均由政府组织制定、实
施和监督.这种政府主导的标准体制,存在两大问题:标准制定多,有效执行少;标准滞后于行业和技术

的变化需求.为此,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加强标准化工作规划、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的全国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TC)及分技术委员会(SC)、考核 TC、SC的标准制定质量等;但这两个主要问题,依然

困扰着我国的标准体制.因此,必须从新的视角研究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在国外,标准大多由市场和社会自愿协商产生,且实施率非常高.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制定机

构———国际标准化组织(简称ISO),本身即为非政府机构,且制定的标准大多为自愿性标准,由市场和

社会主体自愿采用.因根植于各方的利益需要,由参与者协商一致而制定,ISO所制定的标准在全球被

广泛认可和采用,如ISO 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９００１,截至２０１２年,已被１８４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１０１２７２个组织所采用①.多数发达国家已建立政府标准大量采用、援引社会自愿性标准的体制,如美

国标准体制主要由自愿性标准构成,由非政府性质的标准化组织在自愿协商基础上制定标准(OMB,

１９９８),目前已有超过６００个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约５万项自愿性标准(Breitenberg,２００９),标准化组织之

间彼此竞争,其中２０家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全美９０％的标准②.欧盟标准体制也是如此,除了政府的技

术法规和指令外,大量的是由社会组织所制定的自愿性标准,即使政府的技术法规也不设详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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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社会组织制定自愿性标准作为补充(EuropeanCommission,１９９９).国外的标准体制实际上是

由两大类型的标准共同构成,一类是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政府标准,另一类是主要满足市场利益需要的

社会标准.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我国涌现了一种现行标准体制之外的新标准类型,即联盟标准.联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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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联盟标准并不在政府的现行标准体制内,也没有行政强制力的执行机

制,但却受到了全国诸多地区和行业中的企业普遍欢迎,还得到了地方政府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大

力支持.为什么一种存在于国家标准体系之外的联盟标准能够快速发展,这对我国现行标准体制意味

着什么? 本文将基于这一案例的分析,研究联盟标准对我国标准体制创新的意义.
本文提出: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定者与使用者缺乏内在利益的高度一致

性,要解决标准制定多,有效执行少,以及标准滞后于行业和技术发展的难题,就必须从体制上使标准制

定者与使用者实现内在利益的一致.
在本部分提出研究的问题后,论文的结构作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是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

工业洗水机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接下来,在第三部分,基于我国联盟标准的发展,提炼出标准体制内在

利益一致性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具体分析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存在的利益矛盾;最后,从利益一

致性的角度,提出我国标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政策建议.

二、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联盟标准的诞生①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以下简称“沙湾镇”)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个有着８００多年历史

文化的岭南古镇.沙湾镇是我国目前生产规模最大的工业洗水机制造基地,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沙
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历经了初创、规模化、危机和创新崛起等四个发展阶段.标准这条主线贯穿发展各

个阶段的始终,尤其是联盟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更是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由衰转盛的主要原因.虽然

沙湾镇的工业洗水机联盟标准只是我国众多联盟标准中的一个,但却以其突出的成效,成为我国联盟标

准的典型案例.
(一)无明确标准依据的洗水机行业的初创和发展

沙湾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西与佛山市顺德区隔河相望,南接广州市南沙区,东与番禺区石碁镇毗邻,
距广州城区２７公里,顺德区２１公里,到香港和澳门均为６４海里,处于穗港澳交通的重要枢纽地带②.

沙湾镇是我国洗水机最早的生产地,广州市番禺同心机器厂(前身为１９６９年成立的社办企业)在

１９７８年引进国外技术后,生产了中国第一台工业洗衣机.工业洗衣机,是对日常人工洗涤的机械化,通
过进水、洗衣、排水、脱水等程序,达到织物干净、柔软的目的,尤其适用于宾馆、酒店、医院、洗衣房的各

类纺织品洗涤.工业洗水机,是对纺织品进行特殊洗涤的工业机械,在工业洗衣机的基础之上,增加了

多元化成衣处理功能,包括在洗涤中加以石头、酵素、强碱、高锰酸钾等物料,以达到做旧、褪色、破损和

增加雪花点的效果,这种“破坏”性的处理功能,对于牛仔服装生产尤为需要.由于工业洗水机是由工业

洗衣机发展而来,一直沿袭的是针对工业洗衣机的轻工行业标准,即 QB/T２３２３－１９９７«工业洗衣机»,
后在２００５年修改为 QB/T２３２３－２００４«工业洗衣机».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沙湾镇周边的广州市增城区、中山市大涌镇、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等地

区③,牛仔服装产业已形成产业集群,对生产上游的工业洗水机设备产生了大量的需求.由于沙湾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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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资料主要源自项目调研中所收集的番禺洗染机械联盟的内部资料,以及对番禺区沙湾洗染机械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梅的
访谈.

资料来源:广州市规划局,２００４:«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总体规划(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由于不同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的时间有所不同,因此为了叙述准确,这里统一按目前的行政区划,即:广州市增城区、中山市大涌

镇、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



工业洗水机行业的先发优势,从同心机器厂分离出来大量工业洗水机领域的管理、经营和技术人员,在
沙湾镇创立了大小不等的４０多家工业洗水机企业.再加之沙湾镇独特的交通区位,特别是广东当时对

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优势,使得沙湾镇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就占有了国内工业洗水机设备制造行业７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了全国同类企业８０％的数量,产品还远销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３０个国家和地

区.

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的兴盛和发展,除了广东特殊的政策和独特的牛仔服装生产的区域需求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工业洗水机行业当时处在几乎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政府根本来不及,也
没有能力去制订这一行业的相关政策和标准,而只能要企业参照当时已有的工业洗衣机标准.正是标

准的模糊性,给企业以创新的空间,使创业者能够更多地按照市场的需要来驱动行业的发展.

(二)标准滞后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危机

随着工业洗水机行业进入者越来越多,一方面促进了行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带来了更为激烈的

竞争.然而,竞争并没有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相反很多企业利用没有标准的空间,在材料、工艺和性能

等方面,采用更能满足低价格竞争的制造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因为较低的价格反而更有竞争力,以至于

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制造价格更低的产品.当时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的混乱,是由于在规模化的

市场交易中,没有基础性标准的规范所导致.

工业洗水机相较于工业洗衣机而言,由于在洗涤目的上存在根本的差别,因而在程序上工业洗水机

没有工业洗衣机标准所要求的脱水程序,也无法实现洗涤后洁净率的要求;由于要耐石磨和抗强酸强

碱,工业洗水机需要更为坚固的材料;而且工业洗水机要进行持续批量的生产,对环保、节水减耗方面产

生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时洗水机所参照的工业洗衣机行业标准,只规范了织物含水率、振动性能、液
位控制、排水时间、加温时间、洁净率、机械损伤等主要性能指标,不能满足工业洗水机的特殊要求.由

于缺乏适用于工业洗水机的参数标准,无法判断产品是否合格,由此产生了交易中低价格产品的空间.

在行业发展早期,没有标准能促进行业的发展,是因为标准的缺失,能为填补空白性功能需求的产品,创
造发展的空间.然而,在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需要与产品更为匹配的标准,对市场秩序加以规

范.在规模化阶段,如果缺乏标准规范,必然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更多的“劣币”会导致任何“良
币”失去存在的空间,行业发展的危机随之而来.当时,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面临的状况正是如此,大
量的低质产品充斥市场,导致买家对沙湾镇出品的工业洗水机产生了普遍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已经严

重危及到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的生死存亡.

(三)标准规范行业竞争的迫切需求

２００６至２００７年,沙湾镇工业洗水机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到达了顶峰,其中最大的几家龙头

企业所受的打击最大.同心机器厂、骏业宏达洗染机械公司等几家大企业,深感这样的无序竞争,

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为此,集体请求当地政府来帮助治理无序的市场秩序.然而,政府也缺乏

有效的治理手段,由于所面对的市场并没有规范的标准,根本就没有依据来判定什么是低质产品,

反过来只能要求行业加强自律.作为行业内的企业因为恶性竞争,早已是剑拔弩张,也没有有效

的手段进行自律管理.同样,就在距沙湾镇不远的中山市大涌镇,作为红木家具产业聚集区,在

１９９８年就由红木家具生产厂商联合制订了意在规范红木家具的标准,这些厂商因为在国家标准

体系中,都找不到同类型的标准,只好将其称为企业联盟标准①;与沙湾镇仅一河之隔的佛山市顺

德区,于２００５年也由两家燃气具制造企业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

自己达成一致,制定了冷凝式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联盟标准,结束了这两家企业之间长达１０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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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而言,１９８８年中山市大涌镇所制定的«红木家具»标准被视为联盟标准的“雏形”,由于国家标准体系内没有联盟标准
之说,所以按照企业标准方法进行管理,并将其命名为企业联盟标准.



恶性竞争.红木家具、热水器行业所面临的情况,与当时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是依靠企业自发建立联盟,制订约束共同行为的标准.在这种经验的启

示之下,看似无路可走的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提出模仿红木家具、热水器行业制定联盟标准的

方法,规范本行业的竞争.这一提议迅速得到了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大部分企业的赞成,更得

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番禺洗染机械标准联盟”①正式成立,由沙湾骏业宏达洗染机械公司、同心

机器厂、乐金洗染设备公司、昶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晟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强业机械有限公司、艺
煌洗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７家龙头企业组成,并确立了由这７家联盟企业专家所组成的“番禺洗染

机械联盟标准起草专家组”.联盟成立６天后就赴顺德学习,并于当晚在顺德顺峰山庄召开会议,通
过了«番禺洗染机械联盟章程»,明确了联盟成员的相关责任与义务.随即,联盟在ISO１０４７２Ｇ１Ｇ
１９９７«工业洗衣机安全要求»、美国 UL１２０６Ｇ２００３«工业洗衣机安全要求»等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沙

湾镇半数工业洗水机企业当时技术水平能达到的联盟标准.联盟标准扩大了工业洗衣机标准的涵盖范

围,将织物普洗、洗染、漂染、石磨洗染机械统一称为工业洗水机,并解决了生产中工业洗水机与工业洗

衣机标准之间的矛盾,在该项联盟标准中将工业洗水机定义为“不带脱水功能的工业洗染机械”.在材

质上,为了适应工业洗水机特殊洗涤的要求,规定了滚筒内外均采用不锈钢材质.此外,为了规范工业

洗水机生产,规定了载荷率、滚筒长径、滚筒长度、电机功率、采用轴承型号、重量等各类关键参数.这份

联盟标准在６月份基本形成,并于７月征求各相关方和专家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标准的内容表达和格

式要求.联盟的参与单位高票通过后,于８月８日发布 DBL４４０１００/T１Ｇ２００７«工业洗水机»,成为广州

市第一个联盟标准.

从成立标准联盟,到正式发布联盟标准,前后不到４个月时间,这样的速度是因为该项标准由沙湾

镇工业洗水机行业中的专业企业来制订,标准中的技术问题,以及标准的高低,都是这些企业的行业常

识.可见,联盟标准的快速制定,并不等于不专业或粗糙,也决不会被少部分龙头或落后企业所“绑架”,

而是在行业多年专业经验常识的基础上,满足了大部分企业的共性需求.

(四)标准实施促进行业的再度崛起

联盟制订标准是为了应用,因而规定凡是符合联盟标准的产品,统一贴上“联盟标准防伪标签”,由

此保证标准的实施.７家主要参与标准制订的企业,在标准通过后立即按照要求调整模具,修改产品说

明书,使产品在安全、性能、材质、结构、能耗等各项指标,都符合联盟标准的要求.各家企业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主动向联盟举报那些不遵守联盟标准的厂商,使得联盟标准的执行达到１００％.联盟标准还

使工业洗水机交易有了透明、可操作性的依据:在联盟标准制定前,因为没有依据证明自身的产品质量

水平,番禺晟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一直说服不了斯里兰卡的客户购买其产品,在客户了解了联盟标准,

特别是晟业机械达到联盟标准的信息后,客户很快就与其签订了采购合同.客户依据联盟标准选择产

品,使得近一半未能达到联盟标准的原有沙湾镇工业洗水机企业被淘汰.联盟标准也为政府的监督抽

查提供了规范的依据:２００７年联盟标准制定前,沙湾镇工业洗水机监督抽查检验合格率仅为１５．８％,

２００９年大幅度上升到９０６％,２０１０年后达到了１００％.

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联盟标准制订和实施后,不仅联盟内的７家企业大幅度提高了产品质量水平,而
且有力地带动了其他企业纷纷加入联盟,目前成员数量已扩展到２２家.联盟标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

十分显著,２０１２年的行业产值,较之２００７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行业从此踏上复兴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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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盟名称虽为“番禺洗染机械标准联盟”,但实际上主要是由沙湾镇洗水机企业组成,随后有部分番禺区、广州的企业加入.该
联盟是立足于沙湾镇,辐射番禺区乃至广州市的区域性组织.



三、联盟标准利益一致性的理论分析

沙湾镇工业洗水机联盟标准是全国联盟标准发展的缩影.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９月,浙江省已经在７３
个块状经济产业制定并推广实施了１２０项联盟标准①;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５月,广东省已制定实施各类联

盟标准２８３项②;在电子信息、新能源、半导体照明等新兴行业,联盟标准更是发展迅速.联盟标准作为

一种行业成员自主参与制定并执行的标准,在现行标准体制之外得到有力的成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反映

了这些成员的自我利益,标准的制定者和使用者在内在利益上达成了一致.
(一)联盟标准充分反映了参与者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内在利益需求

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管理标准或工作标准,最大的作用都在于对秩序的规范.市场经济是一种规

则经济,其中,由市场自然生发的“看不见的手”,能基于价格的自由竞争进行调节,构成了市场经济最基

本的秩序.由于这种秩序是市场自生自发,能自动调节不良行为,因此可以称为“自然秩序”.然而,仅
靠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无法解决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尤其是产权保护,需要政

府运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进行秩序维护,确保交易公平,这就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秩序———“法治

秩序”.自然秩序与法治秩序,占据市场经济秩序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的中间地带,还有大量不能被这

两种秩序所规范的空白领域,如一个行业共同的产品验收标准,某一新兴领域职业资格的确认等,这些

领域既不能靠本身有利益冲突的企业自发地规范,也难以依靠没有足够资源和反应速度的政府通过制

定法律进行规范.居于自生自发和人为组织之间的范畴,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Hayek,

１９７３).于是,在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和人为组织的法治秩序之间,产生了政府强制程度与市场自生程

度都处于居中水平的“标准秩序”.标准秩序,是一种基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自愿选择所形成的秩序规

范,由于这种自愿选择反映了参与者的一致意愿和共同利益,所以看似自由,实际上却有强烈的内在约

束力.标准能够使所有参与者利益皆得到增强,而那些不愿意执行标准的成员,要么是有超越这一共同

标准的更高标准,要么就会被标准所规范的这一领域所淘汰.因此,标准实际上作为一种市场秩序的制

度规范,弥补了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不足,能够在两者都治理不到的领域实现社会成员的一致性秩

序.自然秩序、标准秩序和法治秩序,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制度规范,可以表达为以下的市场经济秩

序图(见图１):

图１　市场经济秩序图
　

观察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可以从如上三种秩序加以衡量.进一步的分析是:自然

秩序是内生于市场本身的,几乎是一种市场的自发性选择;而法治秩序,可以依赖移植和模仿加以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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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屈凌燕,２０１１:«浙江:联盟标准推动块状产业转型升级»,新华社９月２８日.
数据来源:陈锦汉,２０１２:«大力实施联盟标准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标准化»２０１２专刊.



建立.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为何迟迟不能向更成熟

的市场经济演进? 原因就在于,标准秩序没有得到建立,只是在市场经济的两端建立了秩序,而大量的

中间空白领域,因为没有标准秩序的发育而得不到有效治理,只能在绝对的自由竞争和过度的政府强制

之间进行波动,不能通过标准秩序的弥补,建立起比较平衡的市场经济秩序.

联盟标准之所以在我国得到快速的发展,主要因为其反映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秩序要求,即逐步形成

规模的市场主体,开始在自然秩序和法治秩序之间,寻求一种能够反映市场主体自我利益的新秩序,这
种新秩序的主要实现方式就是联盟标准.运用联盟标准进行治理的领域,要么是一些新兴产业由于快

速变化,导致政府根本来不及进行秩序供给,要么是一些过度竞争的产业由于恶性的自由竞争,使得整

个行业缺乏最基本的自律.这些行业要得到正常的发展,行业内的企业只能自行组织,制定规范自我行

为的各类标准.实际上,联盟标准是基于企业和行业生存发展的基本利益需求而产生,沙湾镇工业洗水

机联盟标准的制定就是如此.中山市大涌镇红木家具联盟标准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产生,南方生产的

红木家具运往北京等北方地区后,由于气候干燥易导致家具开裂,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北京消费者协会的

一次产品评价中,来自大涌镇的红木家具就因此被判定为全部不合格.面对这一影响大涌镇红木家具

行业生死存亡的市场危机,大涌镇红木家具企业只能联合起来,共同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联盟标准.

联盟标准是为满足企业和行业生存发展的利益需求,由市场主体自主制定,进行自我规范的秩序选

择.因为标准秩序的缺失,导致企业在混乱的市场竞争中无法生存,行业也亟需建立规范以得到持续的

发展,于是企业主动发起成立联盟,自主制定联盟标准,从而实现对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的补充.同时,由
于制定标准的市场主体本身也是标准的使用者,因此所制定的联盟标准能较好地满足参与者的利益需

求,所建立的基础性制度装置,可以实现对企业生存与行业发展的促进.这种市场主体自主规范市场秩

序,保障企业生存与行业发展的标准产生方式,就是联盟标准的制定机制(如图２所示).

图２　联盟标准的制定机制
　

(二)联盟标准具有参与者自愿执行的内在动力

一项标准能否被执行,并不取决于执行的本身,再多的强制力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标准都能得到良

好执行.标准能否被有效执行的关键,取决于标准的制定,只有当标准的制定反映了使用者内在利益

时,这项标准才能被真正执行.就标准本质含义而言,“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

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ISO/IEC,１９９６),标准是有共同利益

需求成员的自愿选择,参与者制定标准的唯一目的即执行标准,通过执行标准实现成员的共同利益.标

７９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准能否被执行,跟标准制定的科学性、程序性、规范性并没有太大关联,与之关联最为紧密的是利益,否
则标准仅徒具外在形态,而缺乏提高标准使用者利益的核心需求.全国首个温泉联盟标准,就是广东省

珠海御温泉度假村与贵州、重庆、江苏、安徽、浙江等５省同行,为改变温泉行业重硬件、轻服务的现状,

共同提出并制定的标准.该项标准满足了这些企业的共同利益需求,一经制定即得到参与者的共同执

行,而且全国其他地区的５０多家同行企业,主动接受珠海御温泉关于该项联盟标准的培训,共同执行温

泉联盟标准.实际上,为行为者提供保障其最佳利益机会的、精心构造的合适的制度安排,能产生有利

于全体最佳利益的结果(Ostrom,１９９３).联盟标准由于保障了参与者的内在利益,因此有助于标准的

执行,从而提升联盟的共同利益.

联盟标准具有成员自我约束的执行机制.标准若得不到执行,损害的将是所有联盟成员的共同利

益,所以大部分成员有强烈的动力执行标准,并对联盟内其他参与者的执行状况进行约束.执行机制包

括对标准执行的认证以及标识应用等,实现对不执行企业利益的威慑.如百度、腾讯和金山网络组成的

安全联盟,通过制定的互联网安全标准,对申请认证的网站进行“安全联盟认证”,不符合认证的将被禁

止使用认证标识;对于已获得认证资格的网站,一旦违反联盟标准的要求,也会被撤销认证标识,这样的

约束机制使参与的企业不得不严格执行联盟标准①.

联盟标准之所以能得到较好的执行,除了有效的执行约束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执行成本低廉.规

则设计需要考虑可见的服从成本,包括检查违规的安排和制定惩罚的费用等(North,１９８１).联盟标准

这一规则的服从成本,包括监督检查成本、惩罚成本等,这种标准的执行成本对于联盟成员而言极低.

这是由于联盟成员都来自同一个行业,成员彼此间的信息相对透明,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执行联盟标准,

其他成员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而是基于经验就可以得知该企业执行的状况.一旦有成员被发现不执

行联盟标准,不仅会失去联盟成员的身份,而且可能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蒙受损失最大的是那些没有

执行标准的成员.联盟标准不仅以其利益的一致性保障了标准的执行,更重要的是通过有限成员的组

成,使得执行的不确定性和执行的监督成本都大大降低.规模较小的集体,成员间具有相互间讨价还价

的激励因素(Olson,１９６５).因此规模较小的联盟,可以避免由于成员过多而导致的“搭便车”,其成员

能更好地执行标准,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秩序供给,这就是上面所分析的燃气热水器、工业洗水机等联盟

的成员规模,一般都在３０家左右的原因所在.

联盟标准满足了使用者的核心利益,能实现成员有效的自我约束,同时执行成本较低,因此具有参

与者自愿执行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在满足使用者利益的驱动下,联盟成员有较强的自我约束,从而不

需要投入过多的执行成本即可实现执行目标,能进一步强化使用者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

满足使用者利益,将联盟控制在执行成本较低的规模,从而更容易实现有力的执行约束,从而提升标准

使用者的核心利益.在满足核心利益、实现自我约束和较低执行成本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愿执

行的联盟标准执行机制(见图３).
(三)联盟标准构建了适应行业和技术变化的自适应利益机制

生物的演进在于能够自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适者生存”所指的生物对外部环境的适

应能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衡量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视乎一项标准能否自动地适应行业和

技术的变化.要达到这一要求,不能靠外在力量的推动,只能来自标准所规范行业成员的自我改变和自

我适应.因为,随着行业和技术的发展,尤其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新的功能、技术

和需求不断涌现,这就对标准提出自我适应的更高要求.由于联盟成员都是来自于行业内的专业企业,

这些成员对行业的变化有着最为专业的掌握,对未来技术趋势也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所以能够对标准提

出层出不穷的创新设计,并且能让标准不断地适应行业新的变化需求.如全球领先的电信解决方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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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华为公司,仅在世界电信联盟组织的一次标准会议上,就可以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员一起,

提出１１项新的标准建议草案①.联盟成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是联盟标准能快速、灵活反映行业和技术变

化的原因,基于成员对标准满足利益一致性的专业判断,能够快速地创造新的标准,贴近这一行业成员

的共同利益需求.

图３　联盟标准的执行机制
　

一项标准是否适用,实际上是不断“试错”的结果,反映创新需求的标准更是如此.联盟标准是成员

基于共同利益的自愿选择,这种自愿是指成员可以自由选择同一领域中任何一项联盟标准,通过不同联

盟标准相互竞争的结果得出是否适用的判断.联盟标准的非强制性,就在于不强迫与该项标准有关的

企业执行,标准的执行只依靠对使用者的利益驱动来实现.衡量联盟标准是否有效,也不在于是否由某

个联盟来制定,或该联盟标准是否有程序性的一致通过,最重要的是这项标准能被多少家企业执行.即

使是某个机构和企业,乃至个人制定的标准,只要能够被更多的行业成员执行,那么这项联盟标准才是

真正适应了行业和技术变化的标准.联盟标准的竞争性,使得行业组织的成员能够通过比较,选择更适

合的标准.为了争取更多的成员使用该项联盟标准,制定者才有足够的动力不断修正标准,使标准能被

广泛采用.联盟标准的自愿性和竞争性,使更能适应行业和技术变化的标准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从而

在实践中实现了不断适应行业和技术变化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中山市大涌镇有红木家具联盟

标准,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浙江省东阳市也有本地的红木家具联盟标准,不同地区的联盟标准在竞

争中实现了对行业和技术变化的更好适应.

联盟标准之所以能够适应,甚至引领行业和技术的变化,还源于其利益所得的驱动.联盟标准的利

益并不单纯地体现在成员一致执行所带来的行业秩序的改善,还在于一项好的联盟标准可以带来显性

的经济收益.因为一项先进的联盟标准,凝聚了大量的前期技术投入和行业经验的积累,如果联盟标准

只能被其他社会成员无偿采用,那么作为联盟标准的制定者,就没有动力不断完善和提高标准水平,只
有当联盟标准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和技术需求.如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作为一家长期从事石油化工行业装置设备检测服务的专业机构②,基于自己的经验积累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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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已经研发出一套先进的石油化工检验检测认证标准.正是由于这项标准受到了中国石油、中国石

化等大型用户的欢迎,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特种设备检测机构也会是这项标准的潜在使用者,才激励中国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愿意为这项标准不断地进行研发投入,并明确地将“标准的供应者”作为自己机构

未来的战略定位,之所以这样定位,无非是制定标准能为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带来持续的经济利益

回报.联盟标准要适应并要引领行业和技术的创新,最大的激励就是来自于联盟标准的制定者可以从

中获得直接的收益,为了使收益更具可持续性,联盟标准的制定者才会主动开发引领行业和技术创新的

新的标准.

因此,联盟标准实际上是企业基于专业判断而制定,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给予优秀标准的制

定者以丰厚的经济回报,从而实现对行业和技术变化的自我适应.联盟标准的这种自我适应主要表现

为,联盟企业在自身的技术与经验优势上,通过将最新的创新成果反映在标准中,从而拥有在竞争中的

更大优势,使标准制定者获得更多经济收益,促使其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同时,联盟企业适应行业与

技术变化所制定的标准,在追逐持续经济收益的背景下,同一领域的标准相互竞争更为激烈,使成员不

得不继续提升其技术能力,以制定更符合市场需要的标准.正是在专业能力支撑、同类竞争择优和经济

收益驱动三者的作用下,联盟标准不断自我适应行业与技术变化的利益需求,形成了联盟标准的自我适

应机制(如图４所示).

图４　联盟标准的自适应机制
　

综上所述,联盟标准无论是制定机制,还是执行机制和自适应机制,推动其运转的动力都源自利益

需求,实现了标准制定者与使用者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因而,标准的利益一致性,是由本身就是标准使

用者的市场和社会主体,自主制定符合使用者利益的标准,实现成员自愿执行标准的目标,并以成员自

我适应为核心,满足行业和技术变化的需求,从而在最高水平上实现标准制定者与使用者的利益.具体

而言,标准是在自我适应机制的刺激下,制定机制立即反应,并通过更多成员的自愿执行机制,促进了标

准制定者制定更多符合使用者利益的标准.此外,标准使用者在自愿执行的过程中,发现利益不符的问

题,可以立即通过自适应机制进行反馈与调节,在新一轮的标准制定中得以体现.由此,在自主制定、自
愿执行、自我适应的相互作用下,实现了标准内在利益的一致性,可以扩展为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

架(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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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图
　

四、我国现行标准体制的利益矛盾

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实质上就是由政府对大部分的标准进行组织管理,无论是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

标准,还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除企业标准之外的所有标准都由政府组织管理,即使是企业

标准(主要指企业的产品标准),按照有关规定,也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①.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标准管理,既要承担标准的各项功能,又要满足标准各相关利益者的要

求,然而政府并不能实现如此复杂的利益需求.实际上,这种政府主导的标准管理体制,既难以体现政

府在标准上的强制性利益需求,又抑制了社会其他各方对标准利益的多元化需求.依据联盟标准的一

般性理论框架,以下将主要展开对我国标准体制的利益矛盾研究.

(一)强制与自愿的利益矛盾

政府作为社会整体的正式代表,具有社会公认的强制性公权力,因而所制定的标准需要限定在强制

性范围之内,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明确承诺“将我国强制性标准等同于技术性法规”②.与政府公权

力的强制性相一致,政府所制定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标准,需要强制执行.然而,在实际标准制定中,带有

公权力的政府不仅要制定强制性标准,同时还要制定自愿性标准③,这使得政府这一制定主体,以及标

准的使用主体,陷入到两难之中.同时还会导致政府对自身标准制定责任的不确定,引发社会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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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章第六条:“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
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一章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资料来源: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定»,质技监局标发[２０００]３６号.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章第六条:“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第二章第七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第三章第十四条:“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因此,推荐性标
准虽由政府制定,但具有自愿性质,为了保持前后叙述的一致性,这里统一称为自愿性标准.



诟病:一方面,将一些新出现的行业和技术还未形成相应标准规范的领域,归咎于政府没有及时地制定

强制性标准;另一方面,又责备政府插手干预了本该由市场和社会进行标准治理的领域.我国标准体制

的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这种政府定位的泛化,看起来政府对标准似乎无所不管,实际上政府既没有管

好应该聚焦的强制性标准,又抑制了社会对自愿性标准的供给.

所谓强制性标准意味着必须执行,而自愿性标准则意指自由选择是否执行,因此这两种标准定位的

领域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对社会而言,需要加以强制的是安全、健康、环保等公共性、基础性和通用性领

域.通过在上述领域制定强制性标准,可以保证市场和社会的基本秩序,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因此发达

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强制性标准的技术性法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政府可强制的范围之外,有大量领

域由于还处于创新的探索和实践之中,政府没有精力和能力进行标准治理,因而可以通过多个自愿性标

准的竞争,选择出更优的标准.实际上,政府标准作为一种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可以通过政府

采购的方式,交由市场提供,利用市场竞争的优势,降低服务成本,从而提高服务质量(罗英,２０１２).与

之相反,政府主导自愿性标准的制定,实际上在这些本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形成了政府对

标准制定的垄断.自愿性标准之所以能被称为自愿,并不是不需要执行,而是因为在自愿的领域,基于

市场和社会多样化的需要,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并行标准,这些标准的优劣以及适合与否,并没有形成唯

一的判断,还需要通过探索,才能产生出更具一般性的标准.政府对自愿性标准的管理,不仅无助于标

准的执行,反而阻碍了标准的创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的权力在标准领域过于宽泛,部分的社会

主体会推动政府制定更利于自身利益的标准,从而利用政府的权力遏制竞争对手,导致在标准领域的不

正当竞争.这使得政府所制定的标准偏离其本义,成为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产物(李酣,２０１３).

(二)稳定与变动的利益矛盾

标准的目的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尤其是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需要

共同执行的秩序规则.因此要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最佳秩序,需要投入比小范围标准秩序更多的资源和

运行成本,出于这方面考虑,政府标准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以尽可能实现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有效规

范.此外,政府所制定的标准,基于长期经验积累而形成,是能够为社会大多数主体所接受的通用性规

则.由于标准内容本身业已成熟,且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因而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能够为市场和社会提

供更好的预期,使得每一个被政府标准约束的主体,都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采取自己的行动和

选择.

在政府标准所规范的社会稳定秩序之外,还有大量领域需要建立具有变动性的秩序.由于这些领

域中,新的行业需求和技术变化是市场和社会主体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标准制定上需要有与之

相适应的灵活性和变动性.正是因为这些领域还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秩序,抑或是已有的秩序已不能

反映行业成员新的利益需求,所以需要不同的市场和社会主体,探索制定竞争性的标准.通过标准的不

断“试错”和优化,最终形成更为人们所接受和合意的规则(廖丽,２０１３).实际上,这种通过灵活变动而

形成的标准,往往会成为政府标准的来源,如美国根据１９９３年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A－１１９通告以及

１９９６年的“国家技术转让与推动法案”中对联邦政府监管和采购“依靠自愿性标准”的要求,从１９９８年

到２０１２年,已有３５７９项自愿性标准替代了政府特有标准①(Donaldson& Rioux,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财年,

美国联邦机构就新采用了４２３项自愿性标准,相较于２０１１年增长了一倍(Rioux,２０１３).

相比而言,我国现有标准在稳定与变动上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最为常见的是对所谓“标龄”的判断

上.标龄是指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未被修改的年限,我国标准常被诟病的问题就是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标

龄过长,尤其是在“十一五”初期,国家标准的平均标龄长达１０．２年,平均制修订周期为４．５年.虽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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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府特有标准,是指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和采购中所使用的标准.



在国家标准平均标龄已缩短至５年,平均制修订周期缩短至３年①,但仍被社会认为标准更新速度慢、

制定周期长,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这种批评混淆了政府标准与社会标准

的区别,政府标准是经过社会公认的稳定秩序的表达,其内在的稳定性要求标龄会更长,标龄过短只能

证明该项政府标准制定的不成熟或修改的随意性.政府标准之所以受到上述批评,其根本原因来自于

我国标准体制,将政府所制定的标准与应由社会制定的标准混为一谈,既要满足政府标准稳定性的需

求,又要求政府标准通过快速变动来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利益需求.标准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实际上是相

互对立的,标准不稳定就不能形成社会一般性的秩序,标准不变动则不能满足某些领域对新秩序的需

求.这一对矛盾的利益需求,根本不可能由政府这一个利益主体同时满足,政府标准基本要求就是稳

定,而标准的变动性需求,只能由市场和社会主体实现.
(三)制定和执行的利益矛盾

标准的制定是为了执行,然而我国现行标准体制中,政府在标准制定方面的无所不包,影响了标准

执行目标的实现.在我国的标准制定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分别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地方(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三类

不同政府主体组织制定,往往容易出现同一领域中不同类型标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随着行业相互的

渗透和技术的交融,行业彼此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难以确定,更加剧了涉及多行业的标准出现大量交叉

与矛盾的现象.此外,无论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或者是地方标准,均是对某一个行业统一秩序的

规范,由于三类不同政府主体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导致政府标准出现重复、交叉与矛盾,使得标准无法得

到有效执行.
标准制定多而执行少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政府标准化管理部门,基于利益最大化而主动选择的结

果.对政府标准化管理部门而言,会对其工作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按照政绩评价的要求,在标准化

管理过程中选择最能显示其部门成绩的重点工作.标准的执行有更多繁杂的环节,而且很大程度上需

要其他部门的配合,以及投入更多的“扯皮”成本.同时,标准执行的成效也不能简单地用数据来证明,
从而很难在上级面前显示部门的政绩.标准的制定则不然,一般说来,标准制定的权力大多为标准化管

理部门所掌握,在很多情况下,其他部门以及企业,会来请求标准化管理部门予以帮助,这样使得标准化

管理部门更容易得到权力的满足感.同时,标准制定相对于执行而言,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产出则是用

标准制定的数量加以衡量,其政绩在上级面前无疑更能得到数字化的显示.尤其在标准的制定作为政

绩考核指标的背景下,标准化管理部门有更大的利益驱动来制定更多的标准,即使明知这些标准不会被

很好地执行,也会有较大的动力去“生产”更多的标准.

五、政策建议

要创新我国的标准体制,使之更能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从制定者与使用者内在利益一

致性的逻辑出发,科学地界定政府在标准体制中的职能和定位,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体在标准制定和

执行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

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在标准领域都有各自的空间和定位,前者代表的是政府标

准的利益,后者代表的是社会标准的利益,只有通过二者的共建,才能建立起满足全社会需要的标准体

系.政府主体代表的是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主要体现为安全、健康、环保等基础通用性标准要求.
由于政府发布的标准具有强制性,因而只能限定于需要社会统一执行的领域范围内.政府主体运用标

准,除了通用性和规范性要求外,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治理工具,该工具既带有强制性,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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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１:«标准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于法律又比较灵活,能够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主体代表的是团体利益,这种团体

既包括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也包括部分第三方社会组织,甚至某些服务于行业的独立机构,因为可以从

服务某个行业的标准中获利,因此会有动力制定供行业使用的标准.以上团体,包括行业协会、产业联

盟、科研机构和企业,所制定的是主要供某行业多个成员共同使用的标准,称之为团体标准.团体标准,

代表的是某一个团体的利益,因此会在同一个领域中出现多个团体标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放开社

会标准制定主体的限制,实际上是通过标准体制的创新,吸引了更多的标准供应者.通过不同标准主体

的充分竞争,生产出更能满足社会多元利益需要的各类标准.多个社会标准主体的参与,也符合标准创

新的不确定性特征,在各个主体的试错和探索过程中,能产生更为高水平的标准.我国标准体制的改

革,就是要通过政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使得标准既能满足政府的公共利益需

求,又能满足市场和社会的多样化利益需求.

(二)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

标准作为一种治理的手段,所需要规范的领域无处不在,因而要实现有效的标准治理,需要政府标

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这种共治实质上是指政府标准主要治理公共领域的秩序,团体标准主要治理私

人领域的秩序.公共秩序即需要政府去强制规范的领域,私人秩序则是市场和社会中的成员,为了各自

行业的利益,而自愿选择的规则.政府标准是在安全、健康、环保等公共领域,对社会所有成员利益的增

进,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制度供给.政府标准不仅能使市场和社会拥有基本秩序,而且能大大减少市场交

易的不规范,并为市场和社会主体提供明确的预期.政府基于自己资源和专业能力的限制,不可能在一

些新出现的行业或变化很快的技术领域,制定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标准.这些领域的标准需求,只能由更

具多元化的团体标准来供给,来帮助治理公共领域之外的秩序,即社会一般秩序基础上的次级秩序.在

社会一般秩序的基础上,人们对标准实际上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这些多元化的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次级

秩序,分别满足了不同行业的利益需求.次级秩序彼此间的竞争,既能够促进各自秩序的完善,又能满

足不同秩序的需求.多元化的次级秩序需求,是多个不同团体标准存在的理由.市场和社会的成熟,一
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一般秩序和多个次级秩序的共存.一般秩序是由政府标准加以规范,主要侧重于治

理社会的公共领域;次级秩序则是由团体标准进行规范,主要治理私人领域.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

治,使得社会在一般秩序的基础上,又能形成多个不同类型的次级秩序,将政府监管与社会自治有机地

结合,从而实现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因而,应将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两类

标准.

(三)标准的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能的共享

标准最为基础的功能,是要满足全社会的一般性需要,在总结行业发展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及

公共利益的基础底线进行规范.在关系社会日常运转的通用性领域,标准同样需要发挥基础性功能,为
社会提供统一、兼容的规范.由于标准的基础性功能规范的是社会基本秩序,因而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能为市场和社会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标准既是对已有秩序的一种规范,同时又可以引领新秩序的形

成.这种新秩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能够为提出者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标准还具有创新性功能.政府

标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内,其作用都只能是基础性的,即满足基本和通用要求,而不可能满足创新要求.

创新从本质上讲,是市场和社会中的精英,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独特能力,而在某些领域实现的突破.创

新是风险偏好者自我投入和探索的结果,因此没有义务将其创新性成果免费地让渡给政府成为标准.

反之,创新往往也伴随着风险,政府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标准,将可能存在风险的创新成果进行公共性

固化.因此,标准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和社会.在自由交易中,市场主体将自己的技术或

管理模式的创新形成标准,通过认证和许可的方式让其他主体使用,并从标准使用授权中获得创新收

益.当社会有越来越多的成员愿意使用该项具有创新性功能的标准后,政府可以“搭市场的便车”,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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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标准制定主体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将该项具有创新性功能的标准进行援引,使之成为新的具

有基础性功能的政府标准.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掌舵”(Osborne& Plastrik,

１９９８).政府标准为团体标准提供了基础性功能,使得团体标准能够在一般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具有创

新性功能标准的应用;另一方面,团体标准的创新性功能,又为政府标准的基础性功能添加了新的可能

性,使得政府标准的基础性功能得到不断地进步与提高,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共享关系.

我国标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是要遵循标准利益一致性的理论逻辑,确立不同利益的标准制定主

体,使标准制定者与使用者在利益上达成一致.由于标准利益的多元化需求,就需要形成政府标准制定

主体和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由两个不同主体分别制定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应该

成为我国标准的两个主要类型,分别代表政府的公共利益,以及市场与社会主体的团体利益,这样既能

实现一般秩序的建立,又能提供多个满足市场和社会自治的次级秩序的建立.政府标准制定主体和社

会标准制定主体由于具有了内在利益的一致性,就能提高各自标准的可执行性,同时又能更好地适应行

业变化和技术创新的需要,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发挥标准治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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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StudyonCoalitionStandards

ChengHongandLiuYun
(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

Abstract:Basedonacasestudyofthenewlyemerged“coalitionstandards”inChina,this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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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质量奖实施效果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浙江省４２４家企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熊　伟　王娟丽

摘　要:为引导和激励企业追求卓越的经营质量,提高企业综合质量和竞争能力,各地纷

纷设立政府质量奖.然而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的各个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尚需进一步

验证.本文随机抽取浙江省范围内４２４家企业作样本,进行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各要素对企

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明确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的作用,以及作用途径和程度.研究表明,大
企业比中小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的成效更为显著;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中各个要素对企业绩

效的作用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过程控制、技术能力、知识管理、顾客关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领导力、战略策划、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质量奖;企业绩效;影响机理

一、引言

政府质量奖是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县)以政府或政府首脑的名义设立的奖项,该奖项

以政府财政为支持,按照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据规定的程序,遵循具有先进性、公认的评价准则,
对在系统开展质量管理活动中取得显著的、可比较的成就的组织或个人进行表彰,以促进企业或个人关

注与保护顾客、员工、股东、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社区等相关方的利益(张兵,２０１２).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政府质量奖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张东风等(２００４)介绍美国

国家质量奖的施行情况指出,有７９％的企业认为美国国家质量奖及其评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企

业质量的提高,有６７％的企业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李军(２００４)从考察项目和

内在框架两个维度比较分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质量奖———戴明奖、波多里奇奖和欧洲质量奖,得出结

论:我国不仅要在理论和体系上学习世界先进奖项,更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

质量奖.李婷(２００６)基于文化的视角对美日国家质量奖进行了对比及分析,认为历史背景、企业文化和

企业质量文化是造成美日国家质量奖存在差别的深层次原因.顾言慧等(２００８)综述了戴明质量奖、波
多里奇质量奖、欧洲质量奖,以及中国质量管理奖的评价标准,并将其与２０００年版ISO９０００的评价标

准进行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李钊等(２０１０)分析了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８年美国政府质量奖———波

多里奇质量奖评价标准、企业申请数量和企业申请类型的变化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加强质量宏观管理

提供参考.吕青等(２０１２)介绍了美国波多里奇质量奖、EFQM 卓越奖(原欧洲质量奖)、日本戴明奖活

动开展的最新情况,并在分析这些奖项评审标准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政府质量奖发展的趋势.这些文

献从多个角度介绍和分析了政府质量奖,但目前尚未有文献就我国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进行研究.
为引导和激励企业追求卓越的经营质量,提高企业综合质量和竞争能力,推进“质量强国/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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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中国质量奖”、众多省政府质量奖相继出台,各地市/县(区)也纷纷设立政府质量奖,质量奖活动

在全国掀起了热潮.然而,政府质量奖究竟对企业是否有利,其中各要素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影响途径

及其程度又如何,环境动态性会不会对质量奖影响企业绩效起到调节作用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在浙江省范围内随机调查获取４２４个企业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使用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

对浙江省推进质量奖工作的状况实施调查和分析,对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的要素(领导、战略、市场、资
源、过程和测量)等自变量对企业绩效因变量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明确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的作用,以及

作用途径和程度,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二、浙江省政府质量奖实施现状分析

对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根据地区、行业的不同,得出浙江省推进

政府质量奖的区域分布情况、行业分布情况;根据公司类型和公司规模的不同,得出浙江省推进政府质

量奖的情况等.
(一)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区域差异

本次调查共４２４份调查问卷,其中杭州３５份、宁波７６份、温州２２份、嘉兴４７份、湖州６０份、绍兴

７２份、金华３９份、衢州１１份、舟山２１份、台州２５份、丽水１６份.

表１　浙江省各地级市样本导入卓越绩效的时间汇总

行政区域 ２００３前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尚未导入 样本汇总

３３０１００ ３ ０ ０ ４ ４ ７ ８ ２ ７ ０ １ ３５
３３０２００ １ ２ ９ １５ ８ １３ １４ ８ ３ ０ ２ ７６
３３０３００ １ ０ ０ ５ ２ ２ ２ ３ ４ ０ ３ ２２
３３０４０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９ ２１ ９ ４ ０ ０ ４７
３３０５０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８ ６ ３５ ０ ８ ６０
３３０６００ １ ３ ６ １１ ８ １３ １４ ６ １０ ０ ０ ７２
３３０７００ ０ １ ０ ２ ４ １ ５ ８ １０ １ ７ ３９
３３０８００ ２ ０ ０ １ ０ ４ １ ２ ０ ０ １ １１
３３０９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６ ９ ０ １ ２１
３３１０００ １ １ ０ ０ ５ ４ ２ ６ ６ ０ ０ ２５
３３１１０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３ ４ ０ ０ ６ １６
Total １０ ７ １５ ４４ ３３ ５６ ８１ ６０ ８８ １ ２９ ４２４

　　注:其中,杭州市３３０１００,宁波市３３０２００,温州市３３０３００,嘉兴市３３０４００,湖州市３３０５００,绍兴市３３０６００,金华市３３０７００,衢州市

３３０８００,舟山市３３０９００,台州市３３１０００,丽水市３３１１００,下同.

表２　浙江省各地级市样本企业获奖等级汇总

行政区域 ０ １ ２ ３ ４
省级以上奖励/
导入企业数

样本汇总

３３０１００ ２５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５
３３０２００ ６ ６１ ５ １ ３ ４:７４ ７６
３３０３００ ９ ３ ３ ４ ３ ７:１９ ２２
３３０４００ １８ １９ ７ ３ ０ ３:４７ ４７
３３０５００ ５２ ２ ４ ２ ０ ２:５２ ６０
３３０６００ １ ５６ ９ ６ ０ ６:７２ ７２
３３０７００ １９ ６ １２ １ １ ２:３２ ３９
３３０８００ ２ ０ ５ ４ ０ ４:１９ １１
３３０９００ １３ ５ ３ ０ ０ ０ ２１
３３１０００ １９ ２ ２ ２ ０ ２:２５ ２５
３３１１００ １０ ０ ５ １ ０ １:１０ １６
Total １７４ １６４ ５５ ２４ ７ ３１:３９５ ３５

　　注:０表示样本企业尚未获得任何级别的质量奖,１代表已经获得区县级质量奖,２代表已经获得地级市质量奖,３代表已经获得省质

量奖,４表示已经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或全国质量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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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知道浙江省各个地区推行质量奖的差异性,杭州市的样本企业普遍集中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导入政府质量奖,宁波市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先后有大量样本企业导入政府质量奖,温
州、嘉兴、绍兴等地集中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推行政府质量奖;而湖州市集中推进卓越绩效是在近三年,
衢州、舟山、丽水三地推进卓越绩效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强化.本次调查的４２４个样本企业中,到调查日

为止尚未导入政府质量奖的企业有２９家,卓越绩效导入率约为９３１６％,尚未获得任何级别质量奖的

企业１７４家,约占样本企业的４１０４％;已经获得区县级质量奖的样本企业１６４家,约占样本企业的

３８６８％;已经获得地市级质量奖的企业５５家,约占样本企业的１２９７％;已经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或全

国质量奖的企业仅有７家.从表２可知,７家已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或全国质量奖的企业,宁波和温州占

据６家;２４家已获得省质量奖的企业中,温州４家、嘉兴３家、绍兴６家、衢州４家.杭州和舟山企业在

推行省级以上质量奖方面尚需要加强.
(二)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行业差异

表３　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行业差异汇总表

行业代码 ０ １ ２ ３ ４ ２００３年前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行业汇总

１３ １３ ４ ２ ０ ０ ０ ７ １０ １９
１４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２ ４
１５ ４ ５ １ ０ ０ １ ５ ４ １０
１７ ９ １９ ２ ３ ０ １ ２１ １０ ３３
１８ ５ ２ ３ ２ ２ ２ ５ ６ １４
１９ ５ ０ ２ ２ １ １ ７ ２ １０
２０ ８ ２ ３ １ ０ ０ ７ ６ １４
２１ １３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１１ １４
２２ ２ ５ ２ ０ ０ ０ ６ ３ ９
２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２４ ２ ３ ０ ０ ０ ０ ３ ２ ５
２６ ５ ９ １ ３ ０ ２ ９ ６ １８
２７ ５ ３ ０ １ ０ １ １ ７ ９
２８ ２ ４ ２ ０ ０ １ ４ ３ ８
２９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３０ ３ ７ １ １ ０ ０ ８ ４ １２
３１ ６ ２ １ １ ０ ０ ５ ４ １０
３２ ６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７
３３ ４ ８ ２ ０ ０ ０ ８ ５ １４
３４ ６ ８ ４ ０ ０ ０ ７ ９ １８
３５ １５ ２１ ２ １ ０ ２ ２２ １４ ３９
３６ ９ ３ ２ １ ０ １ ６ ７ １５
３７ １６ １４ ９ ４ ０ １ ２４ １３ ４３
３９ ２３ ３１ ８ ２ ３ ２ ４２ １７ ６７
４０ ３ ５ ２ ０ ０ ０ ８ ２ １０
４１ ３ ０ ０ １ ０ ０ ３ ０ ４
４２ ０ ５ ３ １ ０ ０ ９ ０ ９
４４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７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２
５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６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汇总 １７４ １６４ ５５ ２４ ７ １７ ２２７ １５１ ４２４

　　注:行业代码取前两位,１３代表农副食品加工业,１４代表食品制造业,１５代表饮料制造业,１７代表纺织业,１８代表纺织服装、鞋、帽
制造业,１９代表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２０代表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２１代表家具制造业,２２代表造纸及纸制品

业,２３代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２４代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２６代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２７代表医药制造业,２８代表化

学纤维制造业,２９代表橡胶制品业,３０代表塑料制品业,３１代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３２代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３３代表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３４代表金属制品业,３５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３６代表专用设备制造业,３７代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３９代表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４０代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４１代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４２代表工艺品及其

制造业,４４代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４７代表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５１代表铁路运输业,６５代表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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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中可知本次调查共涉及到３３大类行业,其中制造类２８大类,调查样本超过１０个以上的行

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１８),饮料制造业(１０),纺织业(３３),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１４),皮革、毛皮、羽
毛(绒)及其制品业(１０),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１４),家具制造业(１４),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１８),塑料制品业(１２),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１０),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１４),金属制品业

(１８),通用设备制造业(３９),专用设备制造业(１５),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４３),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６６),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１０).纺织服装、鞋与帽制造业出现２家省政府或全国

质量奖,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有１家企业获得省政府或全国质量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卓越绩效推动成果显著,已有３家企业获得省政府或全国质量奖.
(三)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类型差异

本次调查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统计涉及:国有或国有控股、集体、私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

投资、其他共计７大类型.

表４　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类型差异

企业类型
企业获奖等级

０ １ ２ ３ ４
横向汇总

１ ７ ４ ４ ２ ０ １７
２ ４ １ １ ０ ０ ６
３ ８０ ７１ １８ ６ ２ １７７
４ ５８ ５６ ２４ １３ ５ １５６
５ ６ １３ ２ １ ０ ２２
６ ８ １２ １ ０ ０ ２１
７ １１ ７ ５ ２ ０ ２５

纵向汇总 １７４ １６４ ５５ ２４ ７ ４２４

　　注:１代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２代表集体企业,３代表私营企业,４代表股份制企业,５代表外商投资企业,６代表港澳台投资企业,

７代表其他企业.

从表４可知,本次调查的１７个国有企业中,已有２家企业获得省质量奖,４家获得地市级质量奖,４
家获得区县级质量奖;６个集体企业中,获得区县级质量奖和地市级质量奖的分别为１家;１７７个私营企

业中,获奖企业达到９７家,８家荣获省级以上质量奖;１５６个股份制企业中,获奖企业达到９８家,其中

１８家获省级以上质量奖;２２个外商投资企业中仅１家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外商投资企业中也有１家

获得地市级质量奖.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是浙江省推行卓越绩效的主力,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纷纷主动导入卓越绩效提升经营绩效.
(四)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规模差异

本次调查以企业所填２０１２年底员工人数为标识划定企业规模,将企业划分为小型企业(０~３００
人)、中型企业(３０１~１０００人)、大型企业(１００１~５０００人)、超大型企业(５００１人及以上).

表５　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企业规模差异

企业规模
企业获奖等级

０ １ ２ ３ ４
横向汇总

０~３００人 ５６ ２０ ２ ０ ０ ７８
３０１~１０００人 ７２ ７３ １６ ９ １ １７１
１００１~５０００人 ４４ ６５ ３０ ９ ２ １５０
５００１人及以上 ２ ６ ７ ６ ４ ２５

　　从表５可知,浙江省实施政府质量奖的样本企业中,小企业为７８家,中型企业１７１家,大型企业

１５０家,超大型企业２５家.在省级及其以上质量奖获奖企业中,企业规模都在３００人以上;地市级质量

奖的获奖企业中,５３家是中型以上企业;区县级质量奖获奖企业中,１４４家为中型以上企业.这说明浙

江省中型企业在推进政府质量奖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资源保证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政府对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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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府质量奖的推进需要给予倾斜和鼓励.

三、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本文具体采用SPSS等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样本分布以及信度、效度判断分析,并在此基础

上利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尝试性地将层级回归方法用于政府质

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构建出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检验卓越绩效模式各个要

素对企业绩效和转型升级的直接作用,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一)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利用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我们先对样本的基本概况给出说明.首先对被调查人员的基本信

息作描述.

表６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企业样本特征

特征 特征分布
频次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１３代表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９ ４．４９ ４．７２
１４代表食品制造业 ４ ０．９４ ５．４２
１５代表饮料制造业 １０ ２．３６ ７．７８
１７代表纺织业 ３３ ７．７８ １５．５７
１８代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４ ３．３０ １８．８７
１９代表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０ ２．３６ ２１．２３
２０代表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１４ ３．３０ ２４．５３
２１代表家具制造业 １４ ３．３０ ２７．８３
２２代表造纸及纸制品业 ９ ２．１２ ２９．９５
２３代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 ０．４７ ３０．４２
２４代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５ １．１８ ３１．６０
２６代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８ ４．２５ ３５．８５
２７代表医药制造业 ９ ２．１２ ３７．９７
２８代表化学纤维制造业 ８ １．８９ ３９．８６
２９代表橡胶制品业 ２ ０．４７ ４０．３３
３０代表塑料制品业 １２ ２．８３ ４３．１６
３１代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０ ２．３６ ４５．５２
３２代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 １．６５ ４７．１７
３３代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４ ３．３０ ５０．４７
３４代表金属制品业 １８ ４．２５ ５４．７２
３５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９ ９．２０ ６３．９２
３６代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５ ３．５４ ６７．４５
３７代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３ １０．１４ ７７．５９
３９代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６７ １５．８１ ９３．６４
４０代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０ ２．３６ ９５．７５
４１代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４ ０．９４ ９６．７０
４２代表工艺品及其制造业、 ９ ２．１２ ９８．８２
４４代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０．２４ ９９．０６
４７代表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２ ０．４７ ９９．５３
５１代表铁路运输业 １ ０．２４ ９９．７６
６５代表零售业 １ ０．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续表６
企业样本特征

特征 特征分布
频次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行政区域

杭州市 ３５ ８．２５ ８．２５
宁波市 ７６ １７．９２ ２６．１８
温州市 ２２ ５．１９ ３１．３７
嘉兴市 ４７ １１．０８ ４２．４５
湖州市 ６０ １４．１５ ５６．６０
绍兴市 ７２ １６．９８ ７３．５８
金华市 ３９ ９．２０ ８２．７８
衢州市 １１ ２．５９ ８５．３８
舟山市 ２１ ４．９５ ９０．３３
台州市 ２５ ５．９０ ９６．２３
丽水市 １６ 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企业性质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１７ ４．０１ ４．０１
集体企业 ６ １．４２ ５．４２
私营企业 １７７ ４１．７５ ４７．１７
股份制企业 １５６ ３６．７９ ８３．９６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２ ５．１９ ８９．１５
港澳台投资企业 ２１ ４．９５ ９４．１０
其他 ２５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０~３００人) ７８ １８．４０ １８．４０
中型企业(３０１~１０００人) １７１ ４０．３３ ５８．７３
大型企业(１００１~５０００人) １５０ ３５．３８ ９４．１０
超大型企业(５００１人及以上) ２５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从表６可知,本次调查的行业主要聚焦于制造类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占样本中的比例较大;调查样本中,宁波、嘉兴、湖
州、绍兴占据的比例都超过１０％;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两者比例累计为

７８７４％;从企业规模来看,本次调查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占据７５７１％.
(二)政府质量奖调查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用SPSS软件对各主要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用信度系数Cronbach’sAlpha来衡量同一

概念下各测量题目的一致性.在信度分析部分,本文检验卓越绩效和企业绩效各量表的信度.

表７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测量变量 测量指标 CITC 删除该题项后a值 Cronbacha值

领导力

领导力１ ０．５７２ ０．７５１
领导力２ ０．６４１ ０．６７７
领导力３ ０．６４４ ０．６７３

０．７８０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１ ０．５７４ ０．７５７
企业文化２ ０．６９３ ０．６２８
企业文化３ ０．６００ ０．７２９

０．７８３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１ ０．６９７ ０．８４８
社会责任２ ０．７６０ ０．８２１
社会责任３ ０．７６５ ０．８１８
社会责任４ ０．６９２ ０．８５１

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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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测量变量 测量指标 CITC 删除该题项后a值 Cronbacha值

战略策划

战略策划１ ０．７４４ ０．８７１
战略策划２ ０．８１２ ０．８４７
战略策划３ ０．７８０ ０．８５８
战略策划４ ０．７３１ ０．８７８

０．８９４

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关系管理１ ０．６７１ ０．８４３
顾客关系管理２ ０．６５８ ０．８４７
顾客关系管理３ ０．６９７ ０．８３６
顾客关系管理４ ０．７０７ ０．８３４
顾客关系管理５ ０．７１４ ０．８３３

０．８６７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１ ０．６７０ ０．８２７
人力资源２ ０．６６９ ０．８２８
人力资源３ ０．７２４ ０．８１３
人力资源４ ０．６４９ ０．８３３
人力资源５ ０．６４６ ０．８３４

０．８５７

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１ ０．６７３ ０．８５７
过程控制２ ０．６９７ ０．８５１
过程控制３ ０．７２１ ０．８４５
过程控制４ ０．７２１ ０．８４５
过程控制５ ０．７１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７５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１ ０．７３０ ０．７７５
知识管理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９１
知识管理３ ０．７０６ ０．７９７

０．８４８

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１ ０．６６２ ０．８８３
技术能力２ ０．７４３ ０．８７３
技术能力３ ０．５７７ ０．８９４
技术能力４ ０．７６８ ０．８７０
技术能力５ ０．７２０ ０．８７６
技术能力６ ０．７２６ ０．８７５
技术能力７ ０．６８９ ０．８７９

０．８９４

组织绩效

组织绩效１ ０．７１３ ０．７６８
组织绩效２ ０．６９６ ０．７８２
组织绩效３ ０．６３７ ０．８０５
组织绩效４ ０．６３８ ０．８０３

０．８３４

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１ ０．６９４ ０．８５９
转型升级２ ０．７３８ ０．８４９
转型升级３ ０．７４５ ０．８４７
转型升级４ ０．７６５ ０．８４２
转型升级５ ０．６２６ ０．８７４

０．８８０

环境动态性

环境动态性１ ０．７４０ ０．７６１
环境动态性２ ０．７３４ ０．７６７
环境动态性３ ０．６７２ ０．８３１

０．８４６

一般来说,Cronbacha值大于０６０,则表示被测量量表的信度可接受,如果 Cronbacha值在０７０
以上,表示量表具有高信度.本文同时采用 CITC (CorrectedItemＧTotalCorrection)指标来修正测量

项目.卢纹岱(２００２)认为信度筛选的标准有两个,同时成立就可以删除该题项:一是修正后题项总相关

系数(每个题项的得分与剩余题项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即CITC小于０３;二是删除此题项能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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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信度,即使得a值增加.从表６可知,各个变量的Cronbacha值均在０７以上,并且CITC值均大于

０３,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在因子分析前,应该检验量表中指标间的相关性.检验相关性的方法主要有 KMO 样本测度

(KaiserＧMeyerＧOlkin MeasureofSampling Adequacy)和 Bartlett球 形 检 验 (TestofSphericity).

KMO样本充足度测度是用来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是否很小,其值愈接近１表明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Bartlett球形检验是用来检验相关阵是否是单位阵,用以反映因子模型是否是不适宜的(卢纹岱,

２００２).
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是一种用来分析决定某些变量的本质及其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也是

检验结构效度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Kerlinger,１９８６),目的在于浓缩数据,通过对多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研究,寻求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用少数几个因子来反映原有变量的主要信息.提取公因子的方

法采用主成分方法 (该方法假设变量是因子的纯线性组合),因子旋转方法采用方差最大旋转

(Varimax,一种正交旋转方法),抽取因子特征值大于１的标准,或抽取因子的多少采用卡特尔陡阶标

准(卢纹岱,２００２).本文的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根据问卷设计选取因子数目.本文的因子分析结

果见表７,各个变量的 KMO值均大于０７０,且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说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各个因

子载荷值均值０７０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８　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项目 因子 注释 变量 项目 因子 注释

领导力

企业文化

社会责任

领导力１ ０．６６１
领导力２ ０．７７３
领导力３ ０．７９０
企业文化１ ０．６４０
企业文化２ ０．６８１
企业文化３ ０．６７１
社会责任１ ０．７９０
社会责任２ ０．８３２
社会责任３ ０．８３７
社会责任４ ０．７６１

KMO
值为０．８９１

知识管理

技术能力

知识管理１ ０．８８３
知识管理２ ０．８７６
知识管理３ ０．８７０
技术能力１ ０．７４７
技术能力２ ０．８１０
技术能力３ ０．６７０
技术能力４ ０．８４６
技术能力５ ０．８１３
技术能力６ ０．８２２
技术能力７ ０．７９０

KMO
值为０．７３１

KMO
值为０．８７７

战略策划

战略策划１ ０．８５８
战略策划２ ０．９０１
战略策划３ ０．８８１
战略策划４ ０．８４８

KMO
值为０．８３９

组织绩效

组织绩效１ ０．８３１
组织绩效２ ０．８２８
组织绩效３ ０．８１０
组织绩效４ ０．８１４

KMO
值为０．７６９

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关系管理１ ０．７９２
顾客关系管理２ ０．７８３
顾客关系管理３ ０．８１４
顾客关系管理４ ０．８２４
顾客关系管理５ ０．８２８

KMO
值为０．８６１

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１ ０．８０７
转型升级２ ０．８４１
转型升级３ ０．８４７
转型升级４ ０．８６０
转型升级５ ０．７５２

KMO
值为０．８４５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１ ０．７９５
人力资源２ ０．７９６
人力资源３ ０．８３８
人力资源４ ０．７８１
人力资源５ ０．７７８

KMO
值为０．８５６

环境动态性

环境动态性１ ０．８９１
环境动态性２ ０．８８８
环境动态性３ ０．８４９

KMO
值为０．７２２

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１ ０．７９３
过程控制２ ０．８１０
过程控制３ ０．８３０
过程控制４ ０．８３０
过程控制５ ０．８２２

KMO
值为０．８４０

　　注: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１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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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研究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中的几个变量

同时进入方程法,以企业绩效和转型升级作为因变量,以浙江省政府质量奖作为自变量,将环境动态性

作为调节变量,探讨政府质量奖各个子维度变量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归分

析采用四步法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Jaccard&Turriei,２００３):(１)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各个控制变量;(２)
在回归方程中包含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一次性加入三个自变量;(３)在回归方程中包含各控制变量和

自变量的情况下,加入调节变量;(４)在回归方程中包含各控制变量、自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的情况下,加
入三个交互项,检验交互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根据 Aiken&West(１９９１)和 Jaccard&Turriei
(２００３),为降低多重共线性,本文在做调节效应检验时,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１．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９是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环境动态性对企业绩效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所有变量的 VIF
值均在２５以下,小于１０,根据 Hairetal．(１９９８),我们认为本文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不显著.

表９　政府质量奖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效应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b β b β b β b β

常数项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２∗∗

企业类型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企业所属地区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自变量

领导力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０
企业文化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２
社会责任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８∗ ０．９４０∗

战略策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顾客关系管理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３
人力资源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４５１ －０．４５３
过程控制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８ １．０８７ １．０９１
知识管理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９３１ －０．９３３
技术能力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２
调节变量

环境动态性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３∗∗ ２．６５０∗∗ ２．６５０∗∗

交互项

环境动态性∗领导力 ０．４５４ ０．４５５
环境动态性∗企业文化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５
环境动态性∗社会责任 －１．７４３∗ －１．７５１∗

环境动态性∗战略策划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环境动态性∗顾客关系 －１．４６９ －１．４６６
环境动态性∗人力资源 ０．９４０ ０．９４０
环境动态性∗过程控制 －１．６３９ －１．６３９
环境动态性∗知识管理 １．７３２ １．７３０
环境动态性∗技术能力 －０．５２６ －０．５２６

R２ ０．０３９ ０．２５５ ０．３２４ ０．４００
校正R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３４ ０．３０３ ０．３６７

F ５．６１７∗∗ １１．６６３∗∗ １５．０３９∗∗ １２．０６７∗∗

ΔR２ ０．０３９ ０．２１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６
ΔF ５．６１７ １３．１４０∗∗ ４１．５４２∗∗ ５．６０４∗∗

样本数 ４２４ ４２４ ４２４ ４２４

　　注:∗ 表示p＜００５,∗∗ 表示p＜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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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引入三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较小(R２＝００３９),F 值均达

到显著水平,表明企业规模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企业类型和所属地区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步,引入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检验在控制变量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在增加了领导力、

企业文化、社会责任、战略策划、顾客关系管理、人力资源、过程控制、知识管理、技术能力后,模型２显著

(F＝１１６６３,p＜００１),对团队创新的解释力达到２４％,较模型１具有更高的解释力(ΔR２＝０１９５,

ΔF＝１３１４０,p＜００１).模型２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中,只有技术能力对企业

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p＜００５).
第三步,引入调节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添加了环境动态性变量后,模型３显著(F＝１５０３９,p＜００１),

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为３２４％,较模型２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ΔR２＝００６９,ΔF＝４１５４２,p＜００１).
第四步,引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环境动态性对卓越绩效构成要素和企业绩效关系

的调节作用.在增加了交互项后,模型４显著(F＝１２０６７,p＜００１),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达到４０％,
较模型３具有更高的解释力(ΔR２＝０．０７６,ΔF＝５．６０４,p＜００１).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与环境动

态性的交互作用显著,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β＝－１．７５１,p＜０．０５);其他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作

用系数均不显著.

２．政府质量奖对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１０是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环境动态性对企业转型升级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所有变量的

VIF值均在２５以下,小于１０,根据 Hairetal．(１９９８),我们认为本文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不显著.

表１０　政府质量奖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效应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b β b β b β b β

常数项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２∗∗

企业类型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企业所属地区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自变量

领导力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企业文化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社会责任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７１５∗ ０．７１５∗

战略策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０．７６１ ０．７６１
顾客关系管理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５３９ ０．５３８
人力资源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４４６ ０．４４６
过程控制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３３８ ０．３３９
知识管理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８２
技术能力 ０．２３０∗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５∗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４∗

调节变量

环境动态性 ０．４４０∗∗ ０．４３９∗∗ ３．３７６∗∗ ３．３６９∗∗

交互项

环境动态性∗领导力 ０．２１４ ３．３６９
环境动态性∗企业文化 ０．０５７ ０．２１４
环境动态性∗社会责任 －１．０８４ ０．０５７
环境动态性∗战略策划 －１．２５９ －１．０８７
环境动态性∗顾客关系 －０．８９９ －１．２５６
环境动态性∗人力资源 －０．７２１ －０．８９５
环境动态性∗过程控制 －０．４１２ －０．７１９
环境动态性∗知识管理 １．０３２ －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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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b β b β b β b β

环境动态性∗技术能力 －１．２４４ １．０２８
R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９１ ０．４４５ ０．５５９

校正R２ ０．０１６ ０．２７０ ０．４２８ ０．５３５
F ３．２６１∗ １３．９５５∗∗ ２５．１４５∗∗ ２２．９５６∗∗

ΔR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８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４
ΔF ３．２６１ １７．１３６∗∗ １１２．９３３∗∗ １１．４３２∗∗

样本数 ４２４ ４２４ ４２４ ４２４

　　注:∗ 表示p＜００５,∗∗ 表示p＜００１.

第一步,引入三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解释力较小(R２＝００２３),F 值

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企业规模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企业类型和所属地区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步,引入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检验在控制变量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在增加了领导力、

企业文化、社会责任、战略策划、顾客关系管理、人力资源、过程控制、知识管理、技术能力后,模型２显著

(F＝１３９５５,p＜００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解释力达到２９．１％,较模型１具有更高的解释力(ΔR２＝
０２６８,ΔF＝１７１３６,p＜０．０１).模型２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质量奖构成要素中,只有技术能力对

企业转型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p＜００５).
第三步,引入调节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添加了环境动态性变量后,模型３显著(F＝２５１４５,

p＜００１),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为３２．４％,较模型２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ΔR２＝０１５４,ΔF＝１１２９３３,

p＜００１).
第四步,引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环境动态性对卓越绩效构成要素和企业转型升级

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增加了交互项后,模型４显著(F＝２２９５,p＜００１),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解释力达

到５５９％,较模型３具有更高的解释力(ΔR２＝０１１４,ΔF＝１１４３２,p＜００１).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

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作用系数均不显著.

３．回归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从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模型可知,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大企业比中

小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的成效更为显著;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中各个要素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从大到小

排序依次是:过程控制、技术能力、知识管理、顾客关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战略策划、社会责

任、企业文化,但是本次调查研究发现: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可能存在负向作用,但没

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环境动态性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它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

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当环境动态性水平越高时,承担社会责任将不一定带来较好的企业绩效.
本次调查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转型升级有着显著影响,较大规模的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实力较快

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技术能力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尤其重要,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培育自身的

技术能力.其他要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正向影响,但尚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
作用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过程控制、人力资源、顾客关系管理、战略策划、知识管理、企业文化、领导力、
社会责任.环境动态性作为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环境变化与竞争动态性直接倒逼企业转型

升级.

四、政策建议

通过本次对浙江省内实施政府质量奖的现状调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个

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推进政府质量奖实施的深度与广度,平衡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规模差异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知道,由于各个地区推行卓越绩效的先后及其力度不同,各个地区推行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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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杭州市政府层面虽然于２０１１年推出质量奖,但本次调查的样本企业普遍

集中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早已导入政府质量奖;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地推行政府质量奖的力度较大,其
他地区推进卓越绩效的力度和范围有待进一步强化.浙江省内推行卓越绩效的力度和成效方面,后续

需要进一步平衡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推出适合本地企业的卓越绩效导入模式.
政府部门应引导各个行业企业主动导入政府质量奖,树立各个行业中实施卓越绩效的典范,以鼓励

政府质量奖在各个行业深入推进,努力减少政府质量奖在各个行业中的差异性.下一阶段为保障浙江

省“千争创万导入”活动的顺利进行,各级政府需要对中小企业政府质量奖的推进工作给予政策倾斜和

智力支持,并积极探索适于中小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的方案.同时,还要持续完善政府质量奖在省内实

施和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激发中小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的积极性.
(二)努力贯彻政府质量奖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法,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摸索最佳实施路径

当前许多中小企业在实施政府质量奖过程中,对如何系统运用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提升综合绩效

存在较多疑惑.因此,当前政府方面需要强化政府质量奖的宣传力度,为企业实施政府质量奖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重视行业协会在政府推行政府质量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将政府质量奖与行业协会中的先

进管理方法相结合,确保推行政府质量奖符合各个行业的实际与打造各个行业的亮点和特色;应该加强

对企业负责人的宣传和引导,让负责人在企业里起带头作用;加大对保质保量实施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的

奖励扶持力度,提振企业的积极性和信心;组织政府质量奖方面的专家学者为省内各层次企业提供常规

性培训,为企业培养大批卓越绩效实施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且鼓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政府质量奖实

施的最优路径.
(三)始终坚持推行以企业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系统,驱动企业在高速成长中转型升级

在后续大力推行政府质量奖过程中,需要鼓励企业通过对现有目标和绩效指标进行系统梳理,建立

和完善系统的绩效管理体系,健全战略目标和绩效测量指标体系.按照平衡记分卡的思路和卓越绩效

评价准则对经营结果的要求,寻找、确定监控企业、部门和各岗位绩效测量的详细指标,并分别按照日、
月、年监控的频次和主责部门进行分类管理.对关键绩效测量的预测参考行业内标杆和竞争对手的绩

效,并依据绩效对比结果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改进措施,以不断超越竞争对手,赶超标杆,成为行业的领

导者.根据企业职能部门对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支撑相关度,将总体战略目标分解到部门绩效目标,在
此基础上部门根据职能工作实际分解和落实到个人,从而形成完整与系统化的绩效测评系统.因此,政
府应当积极引导企业制定有效的战略规划,提高对经营活动与竞争行为的预测性,特别强化对员工、社
会、顾客、供应商、股东等五大相关方的战略承诺,通过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责

任感,推进企业转变经营理念、调整产品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四)跟踪夯实企业信息化与管理系统整合的基础,构建企业知识管理平台和运作模式

当前许多制造企业由于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到位或缺乏信息化建设的相关资金,信息化建设普

遍落后于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建议企业系统梳理、完善信息管理体系,识别和开发信息源,尽快

制定与实施ERP、CRM 等信息化建设规划,并将原有的信息管理模块加以有效集成与升级.具体在知

识管理方面,企业需要系统梳理、建立和完善知识管理流程以及管控、激励机制;完善企业的知识地图及

知识库,并进行动态管理和知识资产的应用.在政府层面上,首先应当持续跟踪企业信息化进展,督促

企业加快信息化步伐,指导企业将知识管理模块纳入信息化平台构建之中,特别是鼓励企业挖掘企业员

工知识并加以有效管理,摸索企业知识管理的独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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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GQAevaluationcriteriaonfirm performanceindescendingorderare:processcontrol,technical
ability,knowledge management,customerrelationship management,humanresource management,

leadership,strategic planning,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culture． Meanwhi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was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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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消费者评价∗

———基于我国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范锐敏

摘　要: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是一种外部监督.按照运行的全过程,可分为

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我国当前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但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

职能发挥不力.根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研究者对我国

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消费者组织还未完全被消费者知晓,
且其事前质量公共教育监督职能还没有有效满足民众的需求;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的

职能也未能充分发挥;其组织还没有成为消费者质量救济的有效维护者.同时,我国消费者组

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发挥作用存在地区不平衡问题.针对这些结论,本研究提出建议:通过

电视媒介和公众网络等多样化形式拓宽宣传渠道,采取多种质量教育方式增强消费者组织的

质量公共教育社会监督职能,变革消费者组织与政府质量部门的合作方式,大力构建便民的质

量侵权纠纷救济机制.
关键词: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２年１月,北美一个消费者组织“ConsumerWatchdog”,在消费者的强烈要求下,要求美国环保

署对伊兰特车型的油耗进行重新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该组织就现代汽车公司“大肆宣扬伊兰特百公里

油耗５．９升”的行为,对该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广告提起诉讼.最终,韩国现代汽车公司表示,由于车窗标

签上的油耗标定有误,将对北美地区１１０万车主进行赔偿.这是一宗“北美消费者组织对现代汽车公司

的起诉事件”,也是国外消费者组织在质量监督事件中发挥重要职能作用的众多事例之一.
反观我国近年来频发的质量安全事件,如２００８年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２０１０年“丰田汽

车召回”事件,２０１１年“双汇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和“地沟油事件”,２０１２年白酒“塑化剂”事件、
肯德基“速成鸡”事件等等,在处理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或机构对这些质量问题的处置和

惩罚,而较少看到消费者组织发挥有效的质量监督作用.在这些多次发生的质量安全事件中,从消费者

感知的角度看,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究竟发挥如何?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质量社

会监督职能? 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本文运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

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２０１３),从消费者评价的视角,对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进

行初步的实证分析,期望对我国消费者组织有效发挥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文章结

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

界定,并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框架.第四部分运用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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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对策建议,并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

二、文献综述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对消费者组织的职能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随着质量问

题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对消费者组织在质量问题治理中应发挥的职能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一)消费者组织特性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较早,对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问题,最先引起这些国家学者们的关

注.RichardH．Buskirk和JameT．R(１９７０)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当

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使消费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与救济,并且消费者保护不应局限于强调生活的

物质层面,而应将保护的重点从“生活水准”的强调,转移到“生活品质”的层面上.CreightonL．B．
(１９７６)认为,消费者自治和消费者保护不同.消费者自治是对产品和资源配置在物质和权利上的控制,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而消费者保护则是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我国学者梁慧星(２０００)认为,尽管消费者协

会的产生,应当具备社会团体所共有的属性,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消费者协会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官

办的社会团体,较之于国外的消费者组织和国内的其他社会团体,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现出诸多不同之

处.敖双红(２００８)在论述中国消费者组织转型中,指出市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可能完

全竞争.特别是在消费者谈判能力极低的情况下,利益几乎被经营方占有.“消协”的出现使得消费者

的谈判地位大为改观,并随着消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消费者谈判能力会继续增加.
(二)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界定研究

学者们对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认定持有不同观点.针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

费者组织的七项法定职能,刘正操(２００８)认为,我国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职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直接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二是通过大众传媒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予以揭露、批评.张军(２０１０)认为,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其形式可以分为事前监

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如出现在对消费者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消费教育、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

和咨询服务”是一种事前监督;而“开展消费调查、消费体验、评议商品和服务”是一种事中监督;大量出

现在对消费者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的“接受处理投诉、公开批评等”属于事后监督.李建刚(２０１２)则认为,
我国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职能,只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第二项职能,即“参与

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
(三)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的特点研究

丁世和(１９９０)认为,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具有及时性和广泛性、实践性和权威性、客观性和公正

性、最少保守性和消极性的特点.孙颖(２０１０)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很多消费者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进行

比较测试以及提供可靠的资讯;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组织则主要负责一些基本需求,
如进行消费者教育,代表消费者利益与企业进行谈判,参与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等.

(四)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存在的问题研究

侯先锋和刘晟(２００９)认为,我国消费者协会实践中过于偏重事后救济职能,而忽视其事前预防职

能.王伟娜(２００９)认为,我国消费者协会事前教育引导等救济职能和事后调解职能发挥效果不佳.叶

弘(２０１２)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第１项和第２项职能,没有落

在实处,缺乏实效.蔚海星(２０１２)认为,我国消费者组织缺少实现监督职能的有效载体和有效渠道,其
不仅缺少专业媒体的宣传,而且网站建设尚不成熟,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只在法制节日才对其有所提

及.并且,我国消费者组织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不够畅通,有些查询和建议不能得到回复,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效果.
(五)消费者组织参与质量治理研究

伯顿韦斯布罗德(１９７４)提出,政府与市场在各自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局限和不足导致了非营利

组织的功能需要.它可以为需求较高的人群提供额外的公共物品,也可以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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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物品.亨利汉斯曼(１９８０)最早提出契约失灵理论,通过深入分析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和优势,认
为非营利组织的“不得分配赢利约束”特性,实际上是在市场上出现契约失灵的情况下,对生产者的机会

主义行为的另一种有力的制度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契约失灵现象的发生.程虹

(２００８)最先在国内提出,对质量的宏观管理,应采取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的方式,其中社会就包括

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李长健、张锋(２００８)运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

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引入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执行成本等经济参数进行分析,提出在整合现有社

会监管资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性监管模式的路径选择.方升、周敏(２００８)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析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认为应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监督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运用比较、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方法,对消费者组织的职能进行理论上

分析,较少采用实证方法分析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

三、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监督”,在英文里是“supervision”,一般是指监察督促.其中,“监”为监视、监察之意;“督”为督促、
责罚之意.“社会”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现实中由于对“社会”
的不同理解,对社会监督含义的理解也不同.当把“社会”看作一个人类有机体系统时,“社会监督”是指

来自社会一切领域的监察督促,类似于监督机制的总称,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当把“社会”理解为政

府、企业之外的监督力量时,就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本文将采用社会监督的狭义含义.
质量社会监督,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非政府的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对经济社会关系中质量主

体的活动进行的合法性监督.质量社会监督的主体,主要是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非政府主

体.质量社会监督的客体,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质量活动和质量监管部门的质量行政执行活动.
质量社会监督主体可分为:公民质量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质量社会监督和舆论媒体的质量社会监督等.
质量社会监督的运行过程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消费者组织,是指由消费者组成,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刘清生,２００２).在我

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

成立,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在我国,消费者组织主要有两

种类型,一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地方各级消费者协会;二是其他消费者组织.由于消费者协会在我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本文所指消费者组织,即指中国消费者协会.
(二)理论假设

第一,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大多数消费者认为政府不是唯一有效保护消费者质量

权益的主体,但还有部分消费者并不知道消费者组织这一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体.同时,人们普遍认识

到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教育的职能可由社会组织来具体实施,但又认为目前我国消费者组织供给质量公

共教育不足,无法满足人们的质量公共教育需求.
第二,消费者组织的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认为消费者组织参与政府质量监管的渠道不

足,是导致政府质量监管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消费者组织的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在遭受质量侵权后,较少会寻求消费者组织来

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质量侵权救济.
第四,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价,在我国不同区域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组织七项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是:(１)向消

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２)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３)就有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４)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
调解;(５)投诉事项涉及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可以提请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应当告知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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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７)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是对经营者商品和服务质量实施的一种外部监督职能.这一

职能只是消费者组织社会监督职能所包含的内容之一.消费者组织除了对经营者商品和服务的质

量行使社会监督职能外,还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数量等实行社会监督.学者张军对消费者组织社

会监督职能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划分,能较全面地反映消费者组织对商品和服务全

过程和全方位的社会监督.这种科学划分也适合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区分.本文采用

事前、事中和事后这三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划分,对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进行研究分

析.如发生在消费者质量侵权行为之前的“质量教育引导、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中的质量信息和质量

咨询服务”等,属于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而“开展质量的消费调查、参与有关质量政府部门的质量

监督检查、进行商品比较实验”等,属于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大量发生在对消费者质量侵权行为

之后的“受理并调查消费者的质量问题投诉、调解消费者质量侵权纠纷、支持消费者提起质量侵权诉

讼”等,属于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本文运用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相关数据,从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社会

监督职能、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三个维度,对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

职能的基本评价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区域消费者关于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价进行

进一步实证研究.相关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分析框架图

四、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２年在全国２６个省、区、市的

４８个地区进行的基于消费者评价的宏观质量观测.该项观测共发放问卷３７３６份,回收问卷３４１６份.
经甄别,有效问卷共计２８６５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７６７％.从此观测调查中,可得出消费者对消费者

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基本评价情况较全面的数据.
(一)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１．消费者组织自身信息传递

　　消费者组织要有效行使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须首先让消费者完全知晓消费者组织.依据宏观

质量观测数据,虽然有近４５３８％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不是唯一有效保护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主

体,但却有３３３１％的被调查消费者并不知道消费者组织.这说明消费者组织自身信息传递部分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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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传递面狭窄.如表１和图２所示.

表１　政府对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

您觉得政府对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是唯一有效的吗?
不是 ４５．３８％

说不清 ４１．６８％
是 １２．９５％

图２　消费者组织的被知晓程度

２．质量教育公共服务提供

对质量具有把关能力的消费者才更有利于对质量的监督,而严把质量关的消费者群体的形成,则需

要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进行质量的相关教育.根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８２０１％的消费者没接受过质量

教育公共服务,其中４７０２％的被调查消费者听说过但没接受过质量教育的公共服务,有３４９９％的被

调查消费者不仅从没听说过质量教育的公共服务,更谈不上接受过此服务.另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显

示,４０８４％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履行质量教育的公共职能重要,而有４８９９％的被调查消费者也

认为政府履行质量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能可由社会组织具体承担.这说明,政府提供质量教育公共服务

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可部分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如表２、表３和表４所示:

表２　政府的质量教育公共服务接受度

您接受过政府质量教育的公共服务吗?
听说过但没接受过 ４７．０２％
从没听说过 ３４．９９％
接受过 １７．９９％

表３　政府的质量教育公共服务重要性

公民对政府履行质量教育的公共职能重要性的认知

重要 ４０．８４％
一般 ３３．２０％
很重要 １９．７６％
不重要 ４．４０％
很不重要 １．８１％

表４　社会组织履行质量教育公共职能的认知度

您觉得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教育的职能可以由社会

组织来具体实施吗?

可以 ４８．９９％
说不清 ３６．１５％
不可以 １４．８６％

(二)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关于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根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６９２３％的被调

查消费者认为,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力.对此,５１６４％的被调查消费者认为政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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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由此看来,政府应充分履行质量监管职能,并
实行对质量监管的多元治理.特别是消费者协会应积极履行自身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参与到政府的

质量监管和治理中.如表５所示:

表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协助政府质量监管的参与力度

您认为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监管不力 ６９．２３％
如果您认为现有政府质量管理的效果不理想,您觉得原因是: 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 ５１．６４％

(三)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

对于我国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价,从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来看,当购买到有质

量问题的产品时,被调查消费者只有近１８３％的人选择找消费者组织来进行质量维权.这表明,消费

者组织还没有取得广大消费者的完全信任,并未成为消费者质量维权的主要依靠.如图３所示:

图３　购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消费者的维权途径

(四)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消费者评价的地区差异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现将通过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区域样本,对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评

价所产生的区域差异,作进一步分析.按照中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区域划分方法,可将全国分为东部、中
部和西部三个不同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和海南等１１个省市,而我们采用的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的样本中,包含了东部地区的所有１１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８个省,我们的样本中除去黑龙江,包
含了其他７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

古１２个省、区、市,我们的样本中缺少西藏、青海、云南和甘肃的数据,包含了其余的８个省、区、市的数

据.
东、中、西三个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认知有一定差异.第一,

关于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从消费者知晓消费者组织的认知程度来看,西部地区有

３３８２％的消费 者 不 知 道 消 费 者 组 织,这 一 数 据 比 例 高 于 东 部 地 区 的 ３０２３％ 和 中 部 地 区 的

３０８８％.另外,从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提供质量公共教育职能的认知来看,中部地区的消费者认为

质量公共教育职能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为５３５５％,高于东部地区的４５８８％和西部地区的

５０９８％.第二,关于消费者组织事中质量社会监督职能,从消费者对消费者组织参与政府质量监管

不足的认知来看,中部地区６３３５％的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参与渠道不足”,这一数据高于东部地区的

４６５５％和西部地区的５４９０％.第三,关于消费者组织事后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在质量侵权纠纷发

生后,消费者选择消费者组织来维权的比例,西部地区消费者为６０４％,这一数据高于东部地区的

３３８％和中部地区的１６９％.从这些数据看出,由于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人

文、社会因素差异,加之消费者组织在不同地区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发挥不同,使我国中部地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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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消费者组织事前质量公共教育监督职能和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的职能的基本评价,要
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对消费者组织的知晓程度和事后质量维权的社会监督职能的基本评

价,西部地区消费者则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消费者组织还未完全被消费者知晓,且消费者组织的事前质量公共教育监督职能还没有

有效满足民众需求.
第二,我国消费者组织事中协助政府实施质量监督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第三,我国消费者组织还没有成为消费者质量救济的有效维护者.
第四,我国消费者组织的质量社会监督职能发挥作用存在地区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１．通过电视媒介和公众网络等多样化形式拓宽宣传渠道

目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已拥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如每年举办的３１５晚会,设立的１２３１５热线、«中
国消费者»杂志和官方网站等.但这些宣传尚不尽如人意,如被调查消费者中知道消费者组织的仅只占

６６．６９％,其社会影响力和在民众中的知晓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
首先,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关系到绝大多数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重大质量问题,消费者组织应

当进行深入有效的调研,积极跟进,持续施加舆论压力,并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质量安全事件在电

视媒体上曝光,以敦促政府完善质量治理结构,成为质量治理社会变革的主动力.正如哈贝马斯在«在
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所提到的,“随着组织复杂性提高和媒体覆盖面

扩大而越来越专业化、多重化的活动角色,所具有的发挥影响机会是不同的.但是,活动者通过公共交

往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必须使公民公众信服才行,而使他们信服的,必须是那些有关他们觉得与己有

关议题的可理解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提议.”
其次,消费者组织在加强其现有媒体资源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播媒介,在网络民众聚集

的微博、微信、社区信息交流平台等网络渠道,宣传扩展其影响.同时,与网民进行质量信息和质量权益

线上交流和互动,充分让民众了解其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
最后,消费者组织还应积极开展多种手段的宣传,可采用国外社会组织的有关做法:“以网站为中心

根据地,以电子邮件为战略导弹,以分支机构为军事基地,以游行、集会、演讲等为常规武器,以政策制定

者为精确打击目标,以传统媒体为航空母舰.”(毕研韬、高海燕、周永秀,２００６)

２．采取多种质量教育方式增强消费者组织的质量公共教育社会监督职能

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教育内容的重点应放在:(１)教授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鉴别知识;(２)教
授消费者充分知晓自己享有的质量方面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采取何种途径能更有效地解决自身的

质量侵权纠纷,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消协“消费教育”和国家部门“质量教育”途径,采取多样化的质量教育形式,如

举办消费者质量教育研讨会、质量知识讲座、质量知识竞赛,成立质量教育学生社团,发放质量教育宣传

资料,开办消费者质量教育中心等各种形式,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农村,多方位开展质量教育

工作.

３．变革消费者组织与政府质量部门的合作方式

消费者组织在与政府部门脱钩,改变与政府原有的附属关系,形成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同时,应建立

与政府的新的合作关系,从而对质量问题的治理形成合力.这种新的合作,应建立在现今政府职能转变

的基础上,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质量问题治理的合作.具体通过政府制定公开招标、项目发包、
项目申请、委托管理等公共服务购买方面的法规,以契约明确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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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契约化管理模式.

４．大力构建便民的质量侵权纠纷救济机制

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也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额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

质量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仍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诉讼中.消费者质量侵权纠纷特有

的“标的小”、“时效性强”、“数量多”、“较分散”等特点,使其无法与我国现有的正式解决机制兼容.因

此,实践中很少有消费者,通过消费者组织的现有机制解决质量权益纠纷.要么部分直接与经营者解

决,要么自己一忍了之.
针对实践中的现象,在现有消费者组织充当质量侵权纠纷调解主体和代表消费者独立提起公益诉

讼之外,建议在我国各地消费者协会内,与人民法院合作设立“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对消协今后调解不

成的投诉案件,巡回法庭将直接启动简易程序,利用消协的前期调查材料作为证据,在巡回法庭当场立

案、审理,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诉调结合的质量侵权纠纷处理机制,构筑消费者质量维权绿色

通道.可喜的是,实践中我国已有地区建立了这样的“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如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全州

县人民法院消费纠纷巡回法庭在县消费者协会挂牌成立.笔者认为需将这一机制在全国推广和普及.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本文仅采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２０１２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对我国消费者组织

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消费者评价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根据本研究目前的局限,下一步将在以

下方面继续进行深化和优化研究:第一,引入更多的指标参数,构建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

的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第二,以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工作职位等属性信息为因

素,逐步开展基于消费者属性信息的我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评价研究.第三,对于我国消费

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评价的纵向时间序列比较,也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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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EvaluationofChineseConsumerOrganizations
SocialSupervisionFunctionRelatedtoQuality:

BasedonEmpiricalAnalysisofChinese
MacroＧQualityObservationData

FanRuimin
(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

Abstract:Theconsumerorganizations’socialsupervisionfunctionofqualityisanexternal
supervision．Inthelightoftheoperatingperiod,itcanbecategorizedassupervisioninadvance,

supervisionduringtheprocess,andafterwardssupervision．Althoughmanyaccidentsrelatedtoquality
securityhavehappenedthesedays,theconsumerorganizations’socialsupervisionfunctionofquality
isstillinaweakposition．Accordingtothedatafrom macroＧqualityobservationconductedbyWuhan
University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in２０１２,theempiricalanalysisofconsumer
organizations’socialsupervisionfunctionofqualityindicatesthatthepublicisnotfullyawareofthe
currentconsumerorganizationsandconsumersorganizations’forwardssupervisionofpubliceducation
havenoteffectivelymettherequirementsofChinesecitizens;thefunctionofhelpingthegovernment
tocarryoutthequalitysupervisionduringtheprocesshasnotbeenfullyrealized;theorganizations
have not been the activists of protecting quality for consumers．Meanwhile,the consumer
organizations’socialsupervisionfunctionofqualitydiffersfromvariousregions．Suggestionscanbe
advisedbasedontheseconclusions:itisnecessaryto widenthepublicitychannelsbydifferent
mannerssuchastelevisionsortheinternet,enhancetheconsumerorganizations’socialsupervision
functionof quality by applying different education methods,changethe way how consumer
organizationsandthegovernmentcoordinatewitheachother,establishaconsumerＧorientedstructure
toresolvethequalitytort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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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锐敏:中国消费者组织质量社会监督职能的消费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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