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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

摘　要:根据质量观测的调查数据,２０１３年我国总体质量指数为６３７４分,达到了及格水

平.其中四大观测维度中,质量安全指数最高为６５８９分;公民质量素质指数次之,为６５７６
分;质量满意指数第三,为６４５１分,只有质量公共服务指数得分不及格,为５７８２分.相较于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质量安全年度发展基本稳定;产品质量满意度略有下降,但服务、工程与环境

质量满意度均有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显著;质量公共服务有所发展但仍较为滞后;公民质量意

识超前于其质量知识与质量行为能力.基于质量状况的年度分析,提出未来质量发展的重点

是提高对于质量满意度的重视,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质量公共服务能力,通过

社会力量加快消费者质量知识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质量观测;质量发展;观测报告

一、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调查背景介绍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武大质量院),于２０１２年起每年连续开展对中国质量的大

规模调查项目———质量观测.与现有的基于产品或企业的质量评价方法不同,质量观测主要是基于对

消费者的调查来进行质量评价.由于消费者对质量有着最为直接的感受,因此基于消费者的质量观测

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质量信息.２０１３年的质量观测调查内容,沿续了２０１２年的计量模型:通过对质量安全、
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务和公民质量素质四大维度的加总(计算权重分别为３０％、３０％、２０％、２０％),即得

到区域总体质量指数(简称TQI).为了实现区域和年度的对比,２０１３年的质量观测将２０１２年的２２６个调

查问项,调整为１００个定量打分的问项.该项调整使得２０１３年的调查问卷相比２０１２年,不仅在调查时间

上有所下降,而且问卷的回收率、有效回答率以及问项的信度等方面均提高到较高的水平.

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的调查范围涵盖了我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２个城市,包含了４个直辖

市、３１个省会(首府)以及副省级城市、５７个其他城市.调查抽样分为城市抽样和农村抽样两个部分.
城市抽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职业来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同时还充分体现了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受教

育程度等多个维度的分布特征.质量观测的所有环节均由武大质量院独立完成,调查员主要是由武汉

大学在校大学生组成,经过严格的筛选、培训,组建了由２５５名大学生组成的观测队伍分赴全国进行调

查.调查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式方式,要求每一位调查员熟悉所有调查内容并详细记录被访者的回答,以
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访者的诉求.基于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形成的８２．４万条数据,本报告分析得出２０１３年

度我国总体质量指数以及质量安全、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务和公民质量素质四大维度的水平,提炼总

结２０１３年度我国质量水平相较于２０１２年的具体变化,并对２０１４年的质量状况进行展望.

二、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统计方法

(一)宏观质量观测模型

２０１３年宏观质量观测问卷设计,在２０１２年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与修改.根据已有的

１１

∗报告主要执笔人:罗连发、陈昕洲、李艳红、李酣、范锐敏、邓悦,电子邮箱:luo０７０８sky＠１６３．com．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１１&ZD１５８)、“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BAK０６B０６)、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７、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２)和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软课题“团体标准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及管理制度设计”的资助,特此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文责自负.



文献研究以及中国质量发展的国情,对中国宏观质量进行观测的模型设计如图１所示.质量发展的绩

效与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是两个基本维度,其中质量的绩效用质量满意与质量安全两个维度来度量,质
量发展的制度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２０１３年的问卷沿袭了２０１２年的观测模型,在具

体内容设计时,则围绕着质量安全、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务、公民质量素质四个维度来展开.① 这四个

维度的含义分别是:

①质量安全是指消费者对于区域质量安全、质量风险和质量伤害整体情况的评价.

②质量满意是指消费者的质量需求或期望被满足的程度.

③质量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对社会所提供的质量安全监管以及为促进质量水平提升而提供的服

务总和.

④公民质量素质是指消费者对于质量知识的掌握和了解程度、质量道德和文化水平,以及质量维权

能力和意识等方面的素质.
评价一个区域的质量状况,首先应当考察该区域的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的质量安全,以及消费者

对质量的满意度;其次,该区域的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的能力,也就是一个区域公民的质

量素质;最后,质量的公共规制和公共服务,也是区域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这四个维度有内在的

逻辑性,共同构成了一个面向消费者进行区域质量状况的评价体系.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问卷具体的内容

结构如表１所示.
以上四个维度的观测指标,共计为１００道调查问题.在问项评分上,各个调查问题均是采取１~１０

分计分评价方法,分值越高代表在该子项上的表现越好.

图１　宏观质量观测模型

(二)区域和样本的抽样方法

１．调查地区的抽样

２０１３年度的调查抽样总体上按两个原

则来实施:一是要形成全国的加总分析,因而

样本要在全国有代表性,反映全国的总体状

况;另一个是要能够满足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重要城市的排名需求,因而省份

和城市内部的抽样要具有代表性.按照以上

原则,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调查共抽取了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２个城市,１０７个区(县)(少数城市有

两个或以上区,如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如图２、图３所示.

２．调查样本的选择

在所调查的城市里,本年度的调查样本的个体抽样方案与２０１２年一致,即分为城市抽样和农村两

个层次的抽样.城市抽样按职业大类抽样,农村抽样按不同收入层级抽样.每个地区根据人口总量的

不同抽取６０~１００个样本.②

(三)统计方法

１．观测维度的权重设定

为得出区域总体质量指数,需要对质量安全、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务和公民质量素质四大观测维

度进行加权计算.因而需要得出该四大维度的计算权重.本项目采用了较为通用的德尔菲法(专家打

分法)来确定具体的权重.打分的专家包括高校宏观质量研究人员、质量综合管理部门的管理者、企业

高层等共５０位质量专家.通过各位专家的打分,经过具体统计计算,质量安全、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

务和公民质量素质四大观测维度各计算权重,分别为３０％、３０％、２０％和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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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年质量观测问卷内容结构

观测维度 观测领域/结构变量 观测指标/具体调查内容

区域

总体

质量

指数

质量安全

质量满意

质量

公共

服务

公民

质量

素质

产品

服务

工程

环境

产品

服务

工程

环境

总体形象

质量投入

消费环境

质量预警与预防

信息提供

质量教育与救济

质量意识

质量知识

质量行为

对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大领域分别进行安全性和满意度的

总体调查,并针对具体行业进行专项调查,具体内容如下:

产品包括食品、粮食、油、肉、乳制品、家用电器、药品、电脑、日用

消费品、化妆品、儿童用品、服装、电梯、农业生产资料;

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物业、通讯、金融;

工程包括自住建筑、道路、公共建筑;

环境包括水、空气、植被、声、土壤.

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对政府质量监管的信任度

质量投入

打击假冒伪劣

质量诚信建设

质量投诉的响应速度

公民质量权益保护

买到假货的可能性

退换货处理效果

质量安全预警

质量安全事件处理

对质量违法者处罚

质量信息的信任度

质量信息公开性

质量信息及时性

质量信息的方便性

质量信息的指导作用

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质量宣传与教育

消费者组织

对自己质量意识的评价

企业质量意识

不投机取巧的可能性

标准意识

对员工的质量素质的投入

反复检查意识

后果意识

对优质高价的认同度

对常用质量知识的掌握程度

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

对质量标识的了解程度

对企业质量保障能力的评价

对企业在质量安全中承担首要责任的认同度

对质量维权程序的了解程度

公民质量素质对于质量的重要性

了解产品质量信息的主动性

购买到假冒产品以后,举报的可能性

购买到假冒产品以后,退货的可能性

留存发货的主动性

使用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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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质量观测的抽样省份地图

图３　质量观测的抽样城市地图

２．区域总体质量指数计算方法

第一步,计算区域的单项得分:

　　区域的质量安全指数QSF＝
１
N∑

N

j＝１
QSFj,

区域质量满意指数CSI＝
１
N∑

N

j＝１
QCSIj,

区域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指数QGS＝
１
N∑

N

j＝１
QGSj,

区域公民质量素质指数CQA＝
１
N∑

N

j＝１
CQAj,

其中 N为区域内调查样本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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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区域总体质量指数:
区域总体质量指数:TQI＝质量安全指数(QSF)×３０％＋质量满意指数(QCSI)×３０％ ＋质量公共

服务指数(QGS)×２０％＋公民质量素质指数(CQA)×２０％.
(其中,TQI、QSF、QCSI、QGS、CQA均为百分制,满分为１００分)
(四)问卷回收情况与样本分布

１．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质量观测共计发放问卷６５６０份,回收问卷６３００份.经问卷甄别,有效问卷共计６２１７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９４７％.与２０１２年相比,有效问卷回收率提高了１８个百分点,具体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２年调查与２０１３年调查有效回收率对比

发放问卷量(份) 回收问卷量(份) 有效问卷量(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

２０１２年 ３７３６ ３４１６ ２８６５ ７６．７
２０１３年 ６５６０ ６３００ ６２１７ ９４．７

２．调查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实际共覆盖了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２个城市.调查的抽样分布东部和中部的样

本比例略低于人口比例,西部的样本分布高于人口分布比例约４５个百分点,但总体上样本在区域上与

人口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

表３　调查的样本分布状况

区域 省市 区县数 样本量 百分比 样本区域占比(％) 人口区域分布(％)

东部

北京 ２ １００ ２．０８
天津 ２ ９０ １．８７
河北 ３ ２１７ ４．５２
辽宁 ３ ２４０ ５．００
上海 ２ １００ ２．０８
江苏 ３ １６７ ３．４８
浙江 ３ ２１６ ４．５０
福建 ２ １６０ ３．３３
山东 ３ ２４２ ５．０４
广东 ３ ２６４ ５．５０
海南 ２ ６６ １．３７

３８．７７ ４１．２３

中部

安徽 ３ ２４０ ５．００
河南 ３ ２２０ ４．５８
湖北 ３ ２３９ ４．９８
湖南 ３ ２１１ ４．３９
江西 ２ １６８ ３．５０
山西 ２ １６０ ３．３３
吉林 ２ １４０ ２．９１

黑龙江 ２ １５９ ３．３１

３２．００ ３１．４０

西部

广西 ２ ９４ １．９６
内蒙古 ２ １６０ ３．３３
重庆 ２ １１０ ２．２９
四川 ２ １６９ ３．５２
贵州 ２ １６１ ３．３５
云南 ２ １０９ ２．２７
陕西 ２ １７６ ３．６６
青海 １ １００ ２．０８
宁夏 ２ １３５ ２．８１
新疆 ２ １９０ ３．９６

２９．２３ ２４．７６

　　注:东中西部划分有多种方法,本报告主要按经济发展程度来划分.首先将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省区市确定

为西部省份,其次将沿海省市确定为东部地区,其他为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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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质量指数与调查结果

(一)全国总体质量指数的统计结果

如表４所示,２０１３年我国的总体质量指数(TQI)的分值为６３７４分,四大维度的统计结果分别为:
质量安全６５８９分,质量满意６４５１分,公民质量素质６５７６分,质量公共服务５７８２分.

表４　全国总体质量指数及四大维度统计结果

全国总体质量指数(TQI)６３．７４

观测维度 统计结果(分)

质量安全 ６５．８９
质量满意 ６４．５１
质量公共服务 ５７．８２
公民质量素质 ６５．７６

(二)调查结果

１．质量安全的调查结果(见表５)

２．质量满意的调查结果(见表６)

３．质量公共服务的调查结果(见表７)

４．公民质量素质的调查结果(见表８)
表５　质量安全指数

分类 问项 得分

产品

产品总体安全性 ６２．８３
企业生产安全产品的信任度 ６１．６８
食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１．３７
　粮食(米面等)安全性 ６８．２９
　食用油的安全性 ６４．２５
　肉类的安全性 ６３．２９
　乳制品的安全性 ６２．９０
家用电器的总体安全性 ７０．９７
药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６．７７
电脑的总体安全性 ７０．４３
日用消费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５６
化妆用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２７
儿童用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８５
服装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５４
汽车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２１
电梯的总体安全性 ６５．３７
农业生产资料的总体安全性 ６６．５８

服务

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总体信任度 ６３．８４
医疗服务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５６
公共交通的总体安全性 ６５．８０

工程

工程的总体安全性 ６４．６８
自住住宅的总体安全性 ６９．１８
道路的总体安全性 ６５．１７
公共建筑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２５

环境 环境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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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质量满意指数

分类 问项 得分

产品

产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２．０８

食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１．４４

　粮食(米面等)质量的满意度 ６７．４８

　食用油质量的满意度 ６３．２５

　肉类质量的满意度 ６２．３５

　乳制品质量的满意度 ６２．４５

家用电器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７０．０４

药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５．６８

移动电话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９．０３

电脑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９．６１

日用消费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７．１４

化妆用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１．９５

儿童用品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３．２８

服装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７．５６

汽车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７．２８

电梯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４．３１

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５．７１

服务

服务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４．６６

教育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４．７３

医疗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１．８５

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４．２３

物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２．０３

通讯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５．５９

互联网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５．７９

金融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６６．２７

工程

工程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３．７４

自住住宅的质量满意度 ６７．８８

道路的质量满意度 ６３．６７

公共建筑(如办公楼、学校、医院等)的质量满意度 ６７．０１

环境

环境质量的总体满意度 ６２．１３

　水资源环境质量的满意度 ６１．６８

　空气环境质量的满意度 ６０．９７

　植被环境质量的满意度 ６３．４４

　声环境质量的满意度 ６１．４３

　土壤质量的满意度 ６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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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质量公共服务指数

分类 问项 得分

总体形象
政府企业质量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５８．４４
对本地政府质量监管部门的信任度 ５７．１０

质量投入

对本地政府对质量投入的重视程度评价 ５７．６３
本地政府打击假冒伪劣/专项整治的效果 ５６．３８
对本地政府质量诚信建设效果的评价 ５７．６２
本地政府对质量投诉的响应速度 ５６．４１
公民质量权益被政府重视的程度 ５６．９７

消费环境
日常生活中买到假货/过期产品的可能性 ５３．５４
买到有瑕疵或者过期产品后,退换货的处理效果 ５７．２０

质量预警与预防

政府对质量安全的预警效果 ５６．２３
政府对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处理的及时性 ５９．４５
政府部门对质量违法者处罚的合理性 ５８．１７

质量信息提供

对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的信任程度 ５９．７４
政府对质量信息的公开性 ５７．７１
政府发布质量信息的及时性(重大节假日、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后等) ６０．２４
获得政府发布的质量参考信息的方便性 ５８．２４
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对您消费的指导作用 ６０．１０

质量教育与救济

政府部门对质量受害者的保护力度 ５７．８２
政府进行质量的宣传与教育活动的力度 ５９．００
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效果 ５８．３３

表８　公民质量素质指数

分类 问项 得分

质量意识

对自己的质量意识评价 ６９．１５
企业能将质量信用放在首位的程度 ６３．７８
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宁愿亏本或多花些精力,也不投机取巧的可能性 ７１．２７
自己在完成某项具体工作或任务时,对标准和流程的重视程度 ７１．８２
企业对员工的质量素质的投入程度 ６６．２３
在工作和生活中会自觉检查的可能性 ７０．６４
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事情后果的重视程度 ７３．２８
对于“质量好的产品,应付出更高的价格”这一说法的认同程度 ６９．７９

质量知识

对常用质量知识的掌握程度 ５９．３９
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 ５６．６７
对质量标识(如:QS、３C等)的了解程度 ５７．０６
对所在单位质量保障能力的评价 ６４．５１
对“企业在质量安全中承担首要责任”的认同度 ６９．３６
对质量维权程序的了解程度 ６０．１６
公民个人素质对于质量的重要性 ７１．９２

质量行为

购买东西前,了解该产品的有关质量信息的主动性 ７０．１９
无意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会举报的可能性 ５９．４５
无意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您会退货的可能性 ６７．４８
消费以后留存发票(或者消费依据)的主动性 ６６．５１
使用当地质量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 ５６．６０

８１

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２０１３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



(三)总体质量指数城市排名

如表９所示,通过对各个城市的宏观质量指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是苏州市,是所有城

市中唯一一个超过７０分的,而排名第一的苏州市与排名第十的上海市相差超过了５分,差距较大.在

前十个城市中,天津与南宁得分相近,武汉与大连得分相近,杭州与长春得分也比较相近.苏州、青岛、
天津、南宁、大连、合肥、长春等城市都不是传统的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态环境好,适
合居住,民众对环境满意度较高.相较于过去大量人才涌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不同,现在民众对上

述这些城市的综合评价更高.武汉由于近年来市政工程建设投入较大,在环境和质量治理上有显著改

善,因此市民评价比过去有明显提升.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是上海的传统优势,环境、服务、工程等方面

都有不错的评价,所以上海能进入前十.

表９　全国主要城市宏观质量指数前十名

排名 城市 区域质量指数

１ 苏州 ７１．４５
２ 青岛 ６９．９２
３ 天津 ６９．０２
４ 南宁 ６８．９８
５ 武汉 ６８．４４
６ 大连 ６８．３４
７ 合肥 ６７．４９
８ 杭州 ６６．９７
９ 长春 ６６．７９
１０ 上海 ６６．１６

　　注:为考虑可比性,排名的城市为全国３５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

四、四大维度的主要统计结果与基本分析

(一)质量安全的统计分析

１．总体质量安全性及格,产品质量安全性排名末位

从图４可以看出,工程总体安全性最高,分值为６４６８;服务质量总体安全性第二,分值为６４４０
分;环境总体安全性第三,分值为６３３７;产品质量总体安全性６２８３分.消费者对于工程安全性评价

还是比较高的,这和我国工程质量管理较为规范,居民感受较为间接都有关.服务总体安全性第二,无
形服务不同于有形产品,服务中安全性表现更为隐蔽.

图４　２０１３年质量安全四个方面总体评价

２ 儿童用品、化妆品和食品的安全性排名最后

在调查的１１类产品项目中,家用电器的得分最高,为７０９７分,其次为电脑,得分是７０４３,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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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区间.排名最末的三个项目是儿童用品、化妆品和食品,其得分分别是６３８５分、６３２７分和

６１３７分.这三个领域也是日常生活中安全性较为敏感的领域,消费者一方面会有较高的安全性期望

值,另一方面会将发生的质量安全事件效应扩大化.因此,儿童用品、化妆品和食品应成为质量安全监

管较为重点的领域.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３年不同类别产品质量安全性分值

３．城市质量安全状况好于农村

如表１０所示,通过对比城市和农村的质量安全性可以发现,城市大多数观测指标的质量安全性分

值都高于农村的质量安全性分值,只有对食品的总体安全性、粮食(米面)的安全性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总

表１０　城市和农村消费者对质量安全评价分值

观测项目 城市 农村 城市高出农村(％)

产品

所消费产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１６ ６１．９８ １．９１
食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１．２９ ６１．５９ －０．４９
　粮食(米面等)安全性 ６８．０３ ６８．９６ －１．３５
　食用油的安全性 ６４．５０ ６３．６１ １．４１
　肉类的安全性 ６３．５５ ６２．６２ １．４８
　乳制品的安全性 ６３．１７ ６２．２１ １．５４
家用电器的总体安全性 ７１．３３ ７０．０２ １．８７
药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７．１４ ６５．８２ ２．０１
电脑的总体安全性 ７０．９９ ６８．９７ ２．９３
日用消费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９．１１ ６７．１３ ２．９５
化妆用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８４ ６１．７８ ３．３３
儿童用品的总体安全性 ６４．１７ ６３．０２ １．８３
服装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８９ ６７．６３ １．８８
汽车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８９ ６６．４５ ３．６８
电梯的总体安全性 ６５．３７ ６５．３６ ０．０１
农业生产资料的总体安全性 ６６．５３ ６６．６８ －０．２３

服务
医疗服务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７５ ６３．０５ １．１０
公共交通的总体安全性 ６６．１７ ６４．８５ ２．０４

工程

工程的总体安全性 ６４．９６ ６３．９４ １．６１
自住住宅的总体安全性 ６９．２３ ６９．０４ ０．２６
道路的总体安全性 ６５．５１ ６４．２９ １．９０
公共建筑(如办公楼、学校、医院等)的总体安全性 ６８．３３ ６８．０４ ０．４４

环境 环境的总体安全性 ６３．６６ ６２．６１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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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全性三个指标是城市低于农村.农村地区能够主要靠自己种植获得农产品,因而对于食品安全性

的评价分值更高.而城市高于农村的项目中,以汽车和化妆品的安全性分值最为突出,这与汽车和化妆品

本身的品质水平相关.汽车的安全性与其价格也存在关联,更高的售价意味着更多的安全配置和更好的

材料,而且汽车作为高价商品,城市购买的汽车档次总体上要高于农村.同样,在城市由于拥有更高的收

入水平,并且有更多的大型商场和超市提供更为高端的化妆品产品,所以其安全性会更为有保障.
(二)质量满意的统计分析

１．产品质量满意指数略有下降,服务、工程与环境质量满意指数均有提升

在四大质量领域中,服务质量满意指数由６２３０分增长为６４６６分,增长了３７９％;工程质量满意

指数增长了４９％;环境质量满意指数增长了３０３％;而只有产品质量满意指数为６２０８分,较２０１２年

度下降了４０８％,表明我国质量总体状况在改善的同时,产品质量有所波动.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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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四大领域质量满意指数年度对比

２．家电、电子类产品在产品质量满意指数中排名前列,食品排名末位

在产品质量满意指数中,全部达到了及格水平.家用电器、电脑、服装排名前三位,而儿童用品、化
妆品和食品排名最末三位,但只有家用电器的满意指数达到了“较好”水平.说明相对于质量安全而言,
我国产品质量的满意性还较为薄弱.见图７.

图７　产品质量满意指数

３．服务质量满意指数提升显著

在调查的六大类服务中,除了通讯服务的满意指数较２０１２年有０１１分的下降以外,其他五类服务

的质量满意指数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其中在２０１２年得分不及格的医疗、物业和公交三项服务,在

２０１３年达到了及格水平.相对于产品而言,２０１３年的服务质量满意指数进步更为显著.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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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服务质量满意指数

４．道路仍然是工程质量中的薄弱点

２０１３年度工程质量满意指数总体在６０至７０分之间,处在及格的水平.自住住宅质量满意指数以

６７８８分的排在首位,表明当前住宅工程建设质量是比较有保障的,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质量满意较高.
公共建筑(办公楼、学校、医院等)质量满意指数以６７０１分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表明消费者对公共建

筑的质量满意具有基本的认可度.道路质量满意指数以６３６７分排在末尾,与２０１２年相比仍然没有得

到改善.见图９.

图９　２０１３年度工程质量满意指数

５．声环境、空气质量满意指数有所提升

对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环境质量满意指数,发现整体环境满意指数有所好转,其中植被和水资源环境

质量满意指数有轻微降幅,声环境和空气质量满意指数有大幅提升.植被满意指数略有下降,从２０１２年

的６４３３分降为２０１３年的６３４４分;水资源满意指数略有下降,从６２００分降为６１６８分;声环境质量满

意指数从５８６１分提升到６１４３分,提升幅度为２８２％;空气质量满意指数从５９３１分提升到６０９７分,升
幅为１６６％.见图１０.

图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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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公共服务的统计分析

１．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是明显的短板

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总体未达到及格水平,其中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总体投入、总体形象以及为消

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等三个方面的短板尤其突出,得分分别为５６８３分、５６８３分和５７００分,消
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总体上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还较低.见图１１.

图１１　政府质量公共服务得分

２．消费者对政府的消费环境建设最为不满

在质量公共服务的六个结构变量中,消费者对于消费环境评价最低,得分为５６．８３分,低于质量公

共服务平均分０．９９分.因此,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最大的短板在于不能真正地面向消费者提供有效的

公共服务,特别是当消费者购买到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时,缺乏有效的解决途径,维权成本高.同时消费

者对于政府的质量投入评价也较低,得分为５７００分,低于总体０．７２分,表明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中,
真正面向消费者的服务式投入还不高.见表１１.

表１１　质量公共服务六大结构变量得分排序

结构变量 得分(降序) 排序

质量信息提供 ５９．２０ １
质量教育与救济 ５８．３８ ２
质量预警与预防 ５７．９５ ３
总体形象 ５７．７７ ４
质量投入 ５７．００ ５
消费环境 ５６．８３ ６

３．农村各项质量公共服务指标均低于城市

调查数据显示,在质量公共服务的各项指标中,所有选项的得分都是城市的状况要高于农村:质量

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并且这种质量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是多维度的.在

调查的质量公共服务２０个问题中,城市得分高于农村０５分以上的问项共计有１５个,如表１２所示.
其中,城市得分高于农村１０分以上的问项,共计有６项,分别是:退换货的处理效果、质量信息的指导

性、政府处理质量安全事件的及时性、质量投诉的响应速度、买到假货的可能性和质量投入６个方面.
这６个方面主要反映了消费环境、质量信息提供和质量投入的状况.我国虽然出台了不少保护农民质

量权益的专项措施,如加强了对于下乡家电产品的监管,不断地强调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监督;但
是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仍然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实施的消费环境与信息提

供方面不足.由于农村地区比较分散,质量公共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同时农村在信息传播上处于天然

的劣势,农村质量问题更不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处于质量公共服务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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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城市高于农村的质量公共服务指标排序

分类 问项 城市 农村 城市－农村

总体形象
政府企业质量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５８．６８ ５７．８２ ０．８６
对本地政府质量监管部门的信任度 ５７．２７ ５６．６３ ０．６４

质量投入

对本地政府对质量投入的重视程度评价 ５７．９３ ５６．８５ １．０８
本地政府打击假冒伪劣/专项整治的效果 ５６．６１ ５５．８０ ０．８１
对本地政府质量诚信建设效果的评价 ５７．８３ ５７．０７ ０．７６
本地政府对质量投诉的响应速度 ５６．７８ ５５．４４ １．３４
公民质量权益被政府重视的程度 ５７．２０ ５６．３９ ０．８２

消费环境
日常生活中买到假货/过期产品的可能性 ５３．１８ ５４．４５ －１．２７
买到有瑕疵或者过期产品后,退换货的处理效果 ５７．７８ ５５．７１ ２．０７

质量预警

与预防

政府对质量安全的预警效果 ５６．２８ ５６．１０ ０．１８
政府对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处理的及时性 ５９．９０ ５８．２８ １．６２
政府部门对质量违法者处罚的合理性 ５８．３６ ５７．６５ ０．７１

质量信息

提供

对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的信任程度 ５９．７４ ５９．７３ ０．０１
政府对质量信息的公开性 ５７．７２ ５７．６６ ０．０６
政府发布质量信息的及时性(重大节假日、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后等) ６０．３１ ６０．０３ ０．２８
获得政府发布的质量参考信息的方便性 ５８．４６ ５７．７０ ０．７６
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对您消费的指导作用 ６０．５５ ５８．９２ １．６３

质量教育

与救济

政府部门对质量受害者的保护力度 ５７．９３ ５７．５４ ０．３８
政府进行质量的宣传与教育活动的力度 ５９．１８ ５８．５３ ０．６５
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效果 ５８．４８ ５７．９６ ０．５１

４．社会组织对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效果不佳

如表１３所示,在质量公共服务的２０项调查问题中,“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效果”得分为

５８３３分,处于“不及格”层次;在所有调查的１００个问题中,该指标排名第８４位,即为倒数第１７位.同

时,消费者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只有５６６７分,低于及格线水平,在１００道题中处于倒数第６;农
村人口对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更低,为５５２３分,在１００道问项中排名倒数第４.这说明,消费者对质

量社会组织的了解并不多,认知度偏低.
表１３　关于社会组织的调查问题得分

关于社会组织的调查问题 得分 排序

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效果 ５８．３３分 第８４位(倒数第１７位)

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
５６．６７分 第９５位(倒数第６位)

其中农村:５５．２３分 倒数第４位

(四)公民质量素质的统计分析

１．公民质量知识能力欠缺

在具体的公民质量知识掌握上,有三项低于及格线,四项高于及格线.其中对于质量社会组织

的了解、对于质量知识的了解以及对于质量知识的掌握是公民质量知识的主要短板,得分在６０分以

下.见图１２.

２．消费者在消费前收集信息的主动性很强但事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不强

从公民质量行为的５个指标得分可以看出,“购买东西前,了解该产品有关质量信息的主动性”得分

最高,超过７０分,说明公民在购买产品之前,会花时间主动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减少与企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相反,消费者“使用当地质量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排名末尾,得分为５６６０分;“无意购买

到假冒伪劣产品后,会举报的可能性”得分为５９４５,处于“不及格”的层次.可见我国消费者针对质量

问题的投诉举报意识和行动能力都是不强的.见表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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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表１４　公民质量行为的得分和排名

质量行为 得分 排名

购买东西前,了解该产品的有关质量信息的主动性 ７０．１９ １
无意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您会退货的可能性 ６７．４８ ２
消费以后留存发票(或者消费依据)的主动性 ６６．５１ ３
无意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会举报的可能性 ５９．４５ ４
使用当地质量投诉举报热线的主动性 ５６．６０ ５

３．文化程度与质量素质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

如图１３所示,公民的文化程度与质量素质之间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与公民的质量

素质整体上呈文化程度越高质量素质就越高的趋势.文化程度与公民的质量意识、知识、行为之间也呈

现相同趋势,说明文化程度的提升会带来公民质量意识、知识和行为的提升.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文
化程度的提升所带来的相应质量知识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而文化程度的提升对质量行为的影响次之,
文化程度的提升对质量意识的提升所带来的影响最小.公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对质量知识的提升也起到

一定作用,同时质量意识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作用较小,说明质量意识的提升不一定需要依靠文化程度

的提升,通过相关的专门质量知识学习也可以提升自身的质量意识,保护自身的质量权益.

图１３　文化程度与居民总体质量素质的关系

五、总体结论及年度展望

(一)我国重要领域质量安全基本稳定,质量满意应成为质量发展的重点

年度数据对比显示出我国在食品、药品等关键领域的质量安全水平已经稳定在６０分以上.食品中

粮食的安全性得分为６８２９分,药品的安全性得分为６６７７分,均远高于６０分的及格水平,甚至连消费

者日常生活中最为不放心的乳制品,其质量安全性得分也达到了６２９０分.这些说明目前我国消费者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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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领域的产品安全性已经给予了基本认可,即使在一些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行业领域,公众对于其

质量安全性的评价也没有持续地出现下降.此外,通过年度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我国正处在从以质量

安全为主导向以消费者满意度主导的质量发展模式转变,消费者对多数产品的质量安全性的评价都超

过对质量满意度的评价,说明了随着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增多,买方市场的趋势逐步形成,消费者将成

为主导质量提升的主体.因而企业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必将把得到消费满意作为提升质量

的主要驱动力.这将促使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激发企业的质量创新活力,从而使

我国的整体质量发展方向发生转变,质量水平得到更进一步提升.
(二)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短板已经显现,应通过更为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来提升质量公共

服务水平

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中的各项指标,在消费者的评价中均没有达到及格水平,显示出我国政府在质量

信息提供能力、质量救济能力和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着制度性缺陷,这实质上显示出我国当

前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社会发展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现实.这一现实的迫切

需要,也必将引发政府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弥补政

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投入主体,但是供给的方式应逐步由政府大包大

揽式的投入和管理,转向以政府为主,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参与的新格局.例如,在市场上的质量供给

安全底线之上,政府应该放开,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制定高于质量安全底线,高于政府标准水平的团体

标准,由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自律,通过市场竞争实行质量的优胜劣汰.此外,无论是教育、医疗、公共

交通服务以及质量公共信息的供给上,降低这些公共服务业发展的投资门槛,扩大外包和政府采购的比

例,放宽公共事业的特许经营准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这些公共事业领域,市场在当中都会发挥

重要的作用,从而弥补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中的不足.
(三)消费者质量素质的短板制约我国质量水平的提升,亟需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在提升消费者知

识能力方面的作用

消费者质量素质是保障消费者日常购买产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基本权益的重要能力.拥有较高质

量知识的消费者,不仅能够更好地避免质量伤害和权益受损事件的发生,而且丰富的质量知识还可以通

过自身的选择更好地促使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目前我国的消费者质量素质令人堪忧,初中

文化程度及其以下的消费者质量知识得分不高,均未达到及格线;农村地区的消费者质量知识得分低于

城市消费者得分;中西部地区消费者的质量知识得分大部分低于东部地区消费者.这些调查数据充分

显示出我国目前除了需要加强对消费者的质量知识教育和传播以外,十分需要通过市场和社会的参与

来弥补消费者能力先天的不足,毕竟消费者对于质量知识的了解和对质量信息的收集是有限的,消费者

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仍旧处于弱势.因此,亟需通过市场竞争和社会组织的引入来降低消费者的质量信

息获取成本,例如通过检验检测认证组织的整合,以及产品的比较试验来更好地提供产品质量信息,从
而解决普通消费者和质量供应者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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