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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质检改革路　实现质量强国梦∗

支树平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质检工作来看,要求实行

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快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要改革市

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管理体制等等.文章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抓质量、保安全、促发

展、强质检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如何进行质检改革路的探索,怎样才能实现质量强国梦,认为

改革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改革是质检发展的必由路.
关键词:质量强国;改革创新;质量治理;质检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全面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动员全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特别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质检工作看,全会提

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市场监管

体系,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的行政执法体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管理体制等等,对质检事业改

革发展提出了直接要求.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质检系统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深入探索质检改革路,奋力实现质量强国

梦,把中国特色质检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抓质量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突出强调质量,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提质增效升级的发展,提质就

是要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环境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如何以质量升级推动

经济升级,是需要着力破解的大课题.必须乘势而上,认真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大胆探索质量发展的

新路,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健全法规、制定规划、出台政策、夯实基础、落实责

任、奖励惩处等宏观管理手段,提高质量治理能力,促进质量升级和经济升级.
(一)抓宣传发动,在推动质量共治上下功夫

质量工作正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期.作为质量主管部门,必须深刻领会中央关于质量形势的科学

判断,带头宣传中央关于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质量共治局面.一是推动

政府抓质量.政府对质量安全负总责.推动政府加快质量强国、质量强省(市)建设,通过质量统计分

析、质量状况通报、质量工作考核、示范区建设、区域整治等多种手段,给各级政府出点子、压担子,让各

级政府进一步重视质量、抓好质量.特别要认真组织质量工作考核,完善考核规则和评分细则,推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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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质量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二是推动企业抓质量.企业是质量责任主体.必须严格落实企业质

量首负责任制,督促企业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设立质量管理机构,推动在大中企业全面实施首席质量官

制度.深化产品质量担保责任的落实.探索和实施质量问题先行赔偿、质量责任保险、质量安全约谈等

制度,形成上下游环节层层追溯的约束机制,倒逼生产经营者强化质量管理,落实质量责任.三是推动

全社会抓质量.提升质量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借助全国质量月和世界计量日、标准日、认可日等,广
泛开展群众性质量活动.充分发挥行业组织、新闻媒体、广大消费者和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等社会力量

的作用,促进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监督.健全质量违法举报奖励制度,完善质量纠纷行政民事调解和公

益诉讼、小额诉讼等制度,调动全社会监督质量的积极性.通过宣传发动,大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浓厚氛围.
(二)抓管理创新,在改善质量宏观管理上下功夫

按照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的要求,大力推动质量宏观管理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一是加强质量统计分析.完善国内产品和进出口商品质量

指标体系,推动将产品质量指标纳入国家统计指标体系.强化微观质量与经济发展宏观质量的融合分

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建立质量诚信体系.加快推进全国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

据库系统和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完善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全面推进«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主动发布制度.加快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对严重失信违法的企业,在经济上重罚,在法律上严

惩,在社会上曝光.三是完善质量激励制度.制定«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完善中国质量奖评选表彰工

作,建立健全以中国质量奖和省级质量奖为主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宣传首届中国质量奖获奖组织和

个人,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健全品牌价值评价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和出

口食品农产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四是夯实质量发展

基础.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是世界公认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必须进一步夯实.深入贯彻

实施«计量发展规划»,加强计量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加快构建国家计量科技创

新体系、国家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深化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快重要标准制修订,推动中国

标准“走出去”,努力实现内外销产品标准水平逐步一致.加快认证认可制度创新,积极参与认证认可国

际规则制定,推进认证认可的国际互认.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检验检测资质管理制度,推动检验检测产

业加快发展.此外,建立一批质量创新基地,推动实施重大质量改进和技术改造项目.加强质量人才队

伍、质量研究机构和质量教育学科建设,培养一批质量科技领军人才和专业人才,广泛开展中小学质量

教育社会实践.要推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一线工人的质量意识和技能.
(三)抓提档升级,在提升质量发展水平上下功夫

以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为抓手,大力推动产业质量升级,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推动重点产

品质量提升.深入开展儿童用品、家用电器、食品包装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电线电缆、车用汽柴油、压力

管道元件等重点产品质量提升行动,培育一批具有带动引领效应的质量提升示范项目.加快国家重点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研究探索电

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新模式,促进电子商务产品以及市场采购出口商品质量提升.二是推动制造业质

量提升.重点支持制造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重大标准研制项目.启动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专项扶持计

划.利用国际市场的倒逼机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质量,打造知名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在保持传

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逐步替代多年以数量和价

格为优势的出口增长模式.三是推动服务业质量提升.促进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融资租赁、认证认可、
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强化服务业质量标准化工作,制定服务信息公开良好行为

规范.加强服务业质量管理,探索服务企业质量分级规则,加大服务认证推进力度.推进服务质量统计

监测试点,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等行业开展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试点.

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保安全

安全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安全生产人命关天,是一条不可逾越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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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质检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尤其要增强“红线”意识,筑牢科学监管的安全防线.
近年来,质检系统突出强调“六个严格”———严格风险分析,严格准入制度,严格企业监管,严格监督抽查

和检验检疫,严格执法打假,严格处置突发事件,构成了保安全的完整链条,必须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
同时,也将大力改革创新,主动顺应职能调整和形势变化,突出监管重点,兜住安全底线.

(一)更加注重“三项安全”的监管

相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当前监管保障能力还比较薄弱.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

求,在尽量减少事前审批,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监督作用的同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监管的重点放到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领域上来,切实管住管好.为此,必须集中监管

力量,聚焦“三项安全”.一是关系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消费品安全.突出对儿童用品、食品相关产品、
纺织服装、电子电器以及电子商务产品等重点消费品的监管.二是以电梯、气瓶、游乐设施、客运索道为

重点的特种设备安全.突出对学校、医院、车站、码头、商场、公园、餐饮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特种设备的

监管.三是关系疫病疫情传入传出以及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和反欺诈进出口商品的国门安全.
突出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突出危险化学品、废物原料、核生化有害因子、特殊物品,突出与消费者密切

相关的进口商品特别是进口食品农产品的监管.凡涉及“三项安全”的,将加大全过程监管力度,列出监

管目录,既抓宏观又抓监管,既管事前也管事中事后;其他产品和领域,将强化“监管之监管”,发挥市场

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加强事中督查和事后问责,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二)更加注重安全风险的防控

安全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海因里希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２９次轻微事故和３００
起未遂先兆,以及１０００起事故隐患.这一法则,强调的就是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六个严格”也是首先强

调严格风险分析.质检工作涉及面广,链条很长,尤其要强化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切实把风险防控作

为保安全的重要手段.着力完善风险监测和预警平台建设,积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新

技术,大力推进质检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全面建立口岸疫病疫情、进出口商品特别是进口食品农

产品、国内产品风险监测和产品伤害监测体系.建立完善监管工作的信息反馈和会商机制,科学确定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逐步推行食品进口商提交自检报告,加强进口食品标准外项目的监测,强化进

口食品的风险管控.今年６月１５日是口岸核心能力达标验收的最后期限,这也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

组织的郑重承诺,逾期不达标的口岸将提请国务院暂时关闭.
(三)更加注重监管制度的完善

新的监管任务和监管模式,催生新的监管制度.一是加快完善分类监管制度.制定质量信用分级

分类管理制度及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扩大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分类监管实施范围,完善进出口工业产品

分类管理制度,依据产品风险等级和企业诚信度、质量保证能力,实施差别化监管.二是加快完善质量

监督抽查制度.规范抽查结果和后处理结果“双公开”机制,健全监督抽查闭环监管体系.建立完善总

局与地方局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监督抽查及后处理工作的统筹协调.探索建立产品质量市场反溯机

制.三是加快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推进召回行政监管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建立进口食用饲

用农产品以及儿童用品、家用电器产品等关系人身财产安全的消费品召回管理制度,加大缺陷汽车产

品、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力度.完善进口不合格商品的退运销毁、通报召回、责任追究等处置措施.四是

加快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制度.以推进电梯监管改革为突破口,形成强化监察、监督企业、分类监管、
多元共治的责任链条.加快“９６３３３”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建设,鼓励推广电梯、客运索道安全责任保险,落
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五是加快完善特殊区域检验检疫监管制度.合理划分工作流程和分工,强化“一
线”监管,完善疫病疫情防范、媒介生物监测防控和食品安全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同时,完善“二线”管
理,有效防范自由贸易试验区、特殊监管区等区域性质量安全风险.

(四)更加注重大案要案的查处

继续组织开展食品相关产品、儿童用品、手机等重点产品“质检利剑”行动.开展汽车产品打假治劣

专项行动,对农资、建材、电线电缆等重点产品进行专项整治,开拓网购产品执法打假新领域.加大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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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进口商品的通报召回力度.注意从群众投诉举报中发现重大违法线索,大力加强“１２３６５”系统建

设,今年６月底前初步具备并发挥信息采集、风险预警、统计分析、应急处置等功能.

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促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

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对质量效益提升提出迫切的要求,对质检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

样的角度看,质检工作领域更加广阔,责任更加繁重,必须密切关注、认真研究,找准定位和抓手,大胆改

革创新,更有效地发挥服务发展、促进发展的作用.
(一)优化市场环境

重点处理好质检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一方面,进一步简政放

权,该放的放到位,为市场发育提供服务保障.引入“负面清单”模式,除直接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

和反欺诈的行政审批事项,其他的将逐步取消.对于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或由基层质检部门管理更

便捷有效的职责事项,将坚决下放.加快完善配套政策,保留或下放的将推行网上审批,规范程序,提高

效率;取消的将加强事后监管,防止一放了之.各级质检部门要对现有的审批事项进行再清理,确保在

本届政府任期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更加充分地用好

各种必要的监管手段,该管的要管得住,努力净化市场环境.坚持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不讲诚信、进出口

逃避监管、伪造和骗取检验检疫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大力规范市场秩序.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

害严重的问题,集中整治问题多发、事故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地区,破除地方保护,维护公众利益.通过优

化消费环境、改善供给质量来激活消费需求.还将依法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提高执法公信力、威慑

力.
(二)促进转型升级

紧扣中央关于重点领域改革的部署,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更加精

准地搞好质检服务.一是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发挥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农业标准体系,开展美丽乡村、村
级公共服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标准化试点,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主体,加快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

型升级;支持农业“走出去”、境外种植和返销农产品进口,保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围绕绿色低碳清洁发展发挥作用.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的硬约束.
对钢铁、水泥、电线电缆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试点实施工业生产企业质量评价制度,分行业制修订并

严格执行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依法严格准入和强制退出.加强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城市能源计量示范

及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开展重点行业能源计量和能耗限额标准工作监督检查,继续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

进工程.推进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加快万家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和认证步伐.三

是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发挥作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提升质量,包括城市更新、工业再造、
绿色智能发展等,都必须在质量要求上设“硬杠杠”,在提升质量水平下硬功夫.质检部门将认真落实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部署,出台质量提升配套措施,做好相关标准化工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会同有关部门严格建筑标准,强化质量管理,提高建筑质量.四是围绕区域发展发挥作

用.根据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定位,科学制定质检支持政策,不搞大而化之的支持意见,不搞名目繁多的

优惠政策.既要符合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要维护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努力提高质检支持政

策的适用性和精准度.
(三)服务开放战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内陆沿边开放、多边双边区域合作,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落实服务举措.一是提高进出口通关便利化水平.扩大“一次申报、
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试点,推动口岸管理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推进中国电子检验

检疫主干系统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单一窗口”.加强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扩大属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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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口岸放行等改革试点,完善绿色通道、直通放行制度,推行检验检疫集中审单、集中查验,提高通关效

率.研究探索跨境电子商务放行模式,做好跨境电子商务政策试点工作.二是完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

系.加快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综合信息平台,积极推动和参与相关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制修

订,做好研究和应对工作.加大多双边评议、交涉和企业技术帮扶力度,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国家安

全和利益.三是深化质检国际交流合作.完善双边磋商机制,认真做好自由贸易区质检相关谈判及协

定的实施,深度参与新的国际经贸谈判的规则制定.加强“两岸四地”质检领域交流.四是服务“走出

去”战略.利用各种恰当机会,积极主动地向国外推介我国性价比高的优势产品和技术装备,推广中国

标准,唱响中国装备.及时积极扩大国内紧缺的设备、技术、资源、产品进口,促进外贸平衡发展.

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强质检

把法治质检、科技质检、和谐质检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的部署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改

任务结合起来,加快完善中国特色质检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技术体系和工作机制,推进中国特色质检工

作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强化理论政策研究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质检理论政策研究非常迫切、尤为紧要.深化中国特色质检理论研

究,重点是质检发展规律、质量强国建设等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各业务领域的宏观

政策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和战略思维,加强国际交流和比较研究,形成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和政策建议,破解质检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扩大中国制造、中国质量、中国质检的宣传,引领中国特

色质检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强化法治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化建

设并重,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能、调节经济、推进改革,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法治质检建设指

明了方向.一方面,抓好顶层设计.重点推进消费品安全法立法研究,切实做好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

合、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组织机构代码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推动计量法修订、进出口食品安全监

管条例和设备监理条例等立法工作.完成总局内部管理制度的立改废工作.另一方面,强化执行与监

督.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列出权力清单,加强执法监督、评议、考核和业务督察,提高工作执行力,严肃

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特别是徇私枉法、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防止苗头性问题转化为系统

性风险.全面推行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制度.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深入开

展部门规章执行情况大检查.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大幅增长的新情况,认真做好复议和

应诉工作.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探索建立法治质检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三)强化科技创新

结合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与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加快构建科技质检创新体系、支撑体系、保障体系和

服务体系.一是创新科技管理机制.加强质检科技战略管理,调整技术机构结构布局,推进科技基础设

施开放,建立公开透明的科技资源管理机制.完善专家咨询和科技成果推介平台,加强质检科普宣传.
二是加大科研力度.加强质检领域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实施质检创新

“２０２０计划”,全面提升质检技术支撑能力.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一批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提高成果转化率.三是增强技术机构活力.围绕产业布局和创新发展,统筹规划检验检

测机构建设.建立基层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检验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鼓励检验检

测认证机构组建技术联盟,推动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建立完善分

级分类动态管理机制,严格技术机构管理.
(四)强化队伍建设和内部管理

改革发展的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队伍建设.一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和廉政建设.巩

固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组织开展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反对“四风”突出问题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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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加大纪检

监察、巡视和审计监督力度,完善“一审双查”工作模式,强化领导干部离任和任中经济责任审计,严肃查

办违纪违法案件.抓好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集中轮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民质检、质检为民”理念,广泛宣传质检系统道德模范典

型.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继续做好离退休干部和工青妇工作.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落实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各

级领导班子建设,从严管理干部.改进年轻干部培养工作,注重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加强一线专

业人员的配备、培训和日常管理.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加强质检总局党校和网络培训平台建

设,充分发挥党校主阵地作用,实现网络培训全覆盖.加大直属检验检疫局内设机构调整力度.加强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实施基层专业技术骨干到总局直属技术机构进修制度,探索建立动植检岗位资质

管理制度.三是加强机关内部建设.推进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完善绩效管理制度,提高机关管理效能.
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提升经费保障水平,加大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力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

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

定».
改革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改革是质检发展的必由路.质检系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围绕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坚定信心,锐意改革,扎实工作,奋力开拓中国特色

质检事业的广阔前景,为加快实现质量强国梦,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质检系统新

的更大贡献.

ExplorethePathofInspectionReform,Realizethe
DreamofProsperingtheNationwithQuality

ZhiShuping
(SecretaryofGeneralAdministrationofQualitySupervision,

InspectionandQuarantin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Abstract:Third PlenarySessionofEighteenhas madethebigdecisionstodeepenreforms
comprehensively,andproposedtomakethemarketplayadecisiveroleintheallocationofresources
andmaketheroleofgovernmentplaybetter,whichwillopenanewprologueofreformandopening－
up．Intheviewoftheworkofqualityinspection,itrequiresaunifiedmarketaccesssystem,the
reformofmarketsupervisionsystem,thereinforceofthedevelopmentofstrategies,plans,policies,

standardsdevelopmentandimplementation,speedingupthereform oftheclassificationofpublic
institutions,establishingtheunificationofpowerandresponsibilities,authoritativeandefficient
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system,thereformofmarketaccess,customssupervision,inspection
andquarantinemanagementsysteminFreeTradeAreaandsoon．Itholdsthatweshouldimprove
quality,ensuresafety,promotedevelopment,strengthenqualityinspectionunderthespiritofreform
andinnovation,anddiscussdeeplyhowtoexplorethequalityreformpathandhowtorealizethe
dreamofprosperingthenationwithquality．Reformisthestrongestvoiceinrecenttimes,andthe
onlyroadqualitydevelopmentmust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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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去年发布首部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后,反响强

烈,影响深远.今年,秉承首部观测报告之精髓,在完善方案、量化指标、重在对比的基础上,该
院又推出第二部年度质量观测报告———«２０１３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

我国总体质量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得出了全国总体质量指数及其他分项指数———这一指标

体系被命名为“珞珈质量指数”.受该院课题组委托,本刊自今年始,每年连续独家官方发布

“珞珈质量指数”.本期特设“专题:珞珈质量指数”,以飨读者.

２０１３年珞珈质量指数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

一、总体质量指数

全国总体质量指数

(TQI)６３．７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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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质量指数

１．各地区总体质量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总体质量指数(TQI)
１ 天津市 ６９．０２
２ 吉林省 ６８．０１
３ 辽宁省 ６７．６６
４ 湖北省 ６７．５９
５ 山东省 ６７．５６
６ 浙江省 ６７．０１
７ 四川省 ６６．８８
８ 云南省 ６６．４９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６．２４
１０ 上海市 ６６．１６

２．各地区质量安全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质量安全指数

１ 天津市 ７０．０７
２ 吉林省 ６９．８４
３ 辽宁省 ６９．２６
４ 山东省 ６９．０１
５ 浙江省 ６８．９６
６ 湖北省 ６８．８９
７ 山西省 ６８．４３
８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８．３１
９ 四川省 ６８．２３
１０ 上海市 ６７．９６

７



３．各地区质量满意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质量满意指数

１ 天津市 ７０．０７
２ 吉林省 ６９．８４
３ 辽宁省 ６９．２６
４ 山东省 ６９．０１
５ 浙江省 ６８．９６
６ 湖北省 ６８．８９
７ 山西省 ６８．４３
８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８．３１
９ 四川省 ６８．２３
１０ 上海市 ６７．９６

４．各地区质量公共服务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质量公共服务指数

１ 天津市 ６７．０２
２ 山东省 ６３．４８
３ 吉林省 ６３．３７
４ 辽宁省 ６２．３１
５ 浙江省 ６２．１６
６ 湖北省 ６１．９５
７ 云南省 ６１．６４
８ 四川省 ６１．４６
９ 福建省 ６１．４２
１０ 山西省 ６０．６８

５．各地区公民质量素质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公民质量素质指数

１ 湖北省 ７１．０３
２ 吉林省 ６８．９３
３ 辽宁省 ６８．６３
４ 浙江省 ６８．２０
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８．０８
６ 四川省 ６８．０８
７ 河北省 ６８．０６
８ 天津市 ６８．００
９ 山东省 ６７．９３
１０ 上海市 ６６．８６

６．全国主要城市质量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城市 城市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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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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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各地区产品质量满意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产品质量满意指数

１ 天津市 ７０．６７
２ 山东省 ６９．７１
３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８．４０
４ 吉林省 ６７．７９
５ 辽宁省 ６７．００
６ 福建省 ６６．８１
７ 浙江省 ６６．２５
８ 四川省 ６５．３３
９ 山西省 ６４．１９
１０ 湖北省 ６４．１８

８．各地区服务质量满意指数(前１０位)

排名 地区 服务质量满意指数

１ 天津 ７５．２５
２ 辽宁省 ６９．２５
３ 山东省 ６８．９３
４ 浙江省 ６８．８９
５ 吉林省 ６８．５２
６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８．４３
７ 湖北省 ６８．２３
８ 四川省 ６８．０９
９ 上海 ６７．７６
１０ 云南省 ６７．４４

三、重要结构性质量指数

１．四大领域的总体质量安全指数

序号 观测指标 质量安全指数

１ 产品安全指数 ６２．８３
２ 服务安全指数 ６４．４０
３ 工程安全指数 ６４．６８
４ 环境安全指数 ６３．３７

２．主要产品类别的质量安全指数

序号 项目 质量安全指数

１ 家用电器 ７０．９７
２ 电脑 ７０．４３
３ 日用消费品 ６８．５６
４ 服装 ６８．５４
５ 汽车 ６８．２１
６ 药品 ６６．７７
７ 农业生产资料 ６６．５８
８ 电梯 ６５．３７
９ 儿童用品 ６３．８５
１０ 化妆用品 ６３．２７
１１ 食品 ６１．３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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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四大领域的总体质量满意指数

序号 观测指标 指数分值

１ 产品满意指数 ６２．０８

２ 服务满意指数 ６４．６６

３ 工程满意指数 ６３．７４

４ 环境满意指数 ６２．１３

４．主要产品类别的质量满意指数

序号 项目 指数分值

１ 家用电器 ７０．０４

２ 电脑 ６９．６１

３ 移动电话 ６９．０３

４ 服装 ６７．５６
５ 汽车 ６７．２８

６ 日用消费品 ６７．１４

７ 农业生产资料 ６５．７１

８ 药品 ６５．６８
９ 电梯 ６４．３１

１０ 儿童用品 ６３．２８

１１ 化妆用品 ６１．９５

５．质量公共服务指数

序号 观测指标 指数分值

１ 政府总体形象指数 ５７．７７

２ 政府质量投入指数 ５７．００

３ 消费环境指数 ５６．８３

４ 政府质量预警与预防指数 ５７．９５
５ 政府质量信息提供指数 ５９．２０

６ 政府质量教育与救济指数 ５８．３８

６．公民质量素质指数

序号 观测指标 指数分值

１ 公民质量意识指数 ６９．４９

２ 公民质量知识指数 ６２．７２

３ 公民质量行为指数 ６４．０５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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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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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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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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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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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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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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出现转折∗

———我国质量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分析

程　虹　李丹丹

摘　要:通过连续的年度质量观测调查和对比分析,我国总体质量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中国质量发展出现转折.调查显示:我国质量总体状况呈现明显的上升

趋势,食品药品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领域的安全底线基本筑牢;质量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虽有进

步但仍未达及格水平;公民质量知识、能力落后于其质量意识;质量稳定发展的基础尚不稳固.
基于数据分析,得出我国质量未来发展的四个总体趋势性特征:质量满意需求超过质量安全需

求的历史性变化正悄然发生;质量安全状况已经进入一个向上发展的通道;微观产品质量与我

国经济增长呈现密切关联性,将成为驱动我国经济质量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要素;质量

公共服务的短板将越来越影响我国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促使我国必须

大力推动政府质量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调整质量治理方略,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破解我国质

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大质量公共服务力度,将现有的以政府宏观结构调整为主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的做法,转变到主要依靠微观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驱动经济发展质量的道路上来.
关键词:质量观测;质量状况;发展趋势

一、引言

从感性和学理两个方向出发判断中国质量状况,往往处于矛盾和两难的境地,甚至大相径庭.就感

性而言,不时爆发的质量安全事故与弥漫不去的不满和忧虑,似乎当仁不让可以成为中国质量“岌岌可

危”的最好写照;然而另一方面,我国质量状况果真如此糟糕,又是什么驱使我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出口

国,且我国人均寿命近十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 因而,在质量评价方面,亟需建立基于学理和大数据的

科学评价体系,以廓清现象的迷雾,探寻质量的本质.目前,对于我国总体质量评价的数据或报告并不

缺乏;但基于第三方调查的、定量的、年度连续的总体质量评价尚属突破.自２０１２年始,武汉大学质量

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了基于第三方的、连续的全国性宏观质量评价调查活动;通过消费者感知和模型建

构,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宏观质量评价体系;依据调查提出的相应对策建议,为我国政府的质量决策和质

量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于去年发布首个基于消费者调查的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分析了我国

总体质量状况并提出了基于转型质量的共同治理的政策思路.报告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质量治理中的

基础性作用”的成果已被政府质量综合管理部门所采用,促进了我国质量治理制度的发展,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影响.今年在延续原有质量观测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调查方案,将已有的定性指标全部定量

化,获取了我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９２个城市抽样调查数据８２４万条;经过模型计算和年度对比

分析,新近出炉的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力图更加全面、深入地剖析我国质量状况的一般性特征及未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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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总体质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基础尚不稳固

调查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总体质量在质量安全、质量满意、质量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

增长;但依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尤其产品质量的增长出现了一定波动,政府质量公共服务得分依然较低,
公民的质量知识能力不足,导致质量可持续性发展基础仍然不稳固.

(一)总体质量指数为６３．７４分

２０１３年度我国的总体质量指数(TQI)总得分为６３７４分,在及格线之上.这表明我国政府和企业

不断重视质量发展,成效已初步显现:质量水平在总体上并不是处于质量普遍性不安全、质量水平极低

的状况.在四个具体的指数上,质量安全指数为６５８９分,质量满意指数为６４５１分,质量公共服务指

数为５７８２分,公民质量素质指数为６５７６分.除了质量公共服务的评价为“较差”之外,其他三项指标

均达到了６０分以上的“及格”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质量在质量安全、质量满意以及公民质量素质方面

均已经达到了社会基本满意的水平,总体质量发展出现好转的趋势.
(二)质量安全年度发展基本稳定

２０１３年产品质量安全指数为６６５２分,与２０１２年得分基本持平,仅相差００６分,两年度的得分均

在６５分以上.两个年度中都是质量安全指数要高于质量满意指数:２０１２年质量安全指数高出质量满

意指数４５６分,２０１３年高出２０１分.２０１２年对于质量安全评价中,６０８８％的消费者的评价是介于

“较好”和“较差”的中间水平,并且评价为“较好”以上的比例要高出“较差”以下的比例１０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年质量安全状况进一步趋稳,在四个质量评价维度中,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性的评价排名第一位,
领先于公民质量素质、质量满意以及质量公共服务.以上数据表明,在质量安全领域总体发展的状况是

稳定的.虽然质量安全事件仍然无法避免,但是消费者总体上对于质量安全的评价已经达到了基本满

意的水平,对于我国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质量安全有了基本的信心,且年度对比中可以发现我国的质量安

全状况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三)服务、工程与环境的质量满意指数增长,产品质量满意指数略有下降

质量满意(包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个方面)的总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２０２分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

６４５１分,增长了４０１％;服务质量满意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２３０分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４６６分,提升幅

度为３７９％;工程质量满意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０７６分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３７４分,提升幅度为４９％;
环境质量满意度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０３０分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１３分,提升幅度为３０３％;但与此同时,产
品质量指数出现了下降,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４７２分下降为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０８分,下降了４０１％.这表明我国

质量满意性总体在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四)质量公共服务所有发展,但仍然相对滞后

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指数为５７８２分,较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１４２％,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２年基

数较低,仅为５０１分.同时应看到,我国的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仍然是我国质量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其

总得分排在其他三个评价指标(质量安全、质量满意、公民质量素质)之后,也是唯一一个低于总体得分

的指标,较总指数低了５９２分,拉低了区域质量的总得分.近年来,我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大对于

质量治理的投入,加之市场的质量竞争程度不断提高,政府对消费者的质量公共服务有所提升.但是总

体而言仍然没有达到消费者满意的水平.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方面主要是政府对于质量的消费环境的构

建,包括对于假冒产品的打击、市场消费环境的维护等方面,其总体得分为５６８３分.此外对政府的质

量投入的满意指数也较低,得分为５７分;这主要是政府在质量公共投入中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投入

太少,因而导致其评价较低.
(五)公民质量意识超前于其质量知识与质量行为能力

公民质量素质指数为６５７６分.这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在质量素质方面整体上达到了及格水平,与
我国质量发展总体及格的水平是相适应的;消费者对质量的要求对于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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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在公民质量素质中,得分最高的是“质量意识”,为６９４９分,接近“较好”水
平;质量行为能力(即采取实际的质量维权行为的可能性)其次,得分为６４０５分;质量知识评价(包括对

于质量标识的认知、对维权程序的了解、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等方面)最低,为６２７２分.这一调查结

果反映出我国的公民质量素质中,存在质量意识超前于质量知识能力和质量行为能力的结构性问题.
虽然社会公众的质量意识在进步,产生了较高的质量需求,但支撑其质量需求实现的具体知识还较为欠

缺,这是造成我国质量发展基础不稳固的重要因素.
表１　地区总体质量指数前１０名

排名 地区 总体质量指数(TQI)

１ 天津市 ６９．０２
２ 吉林省 ６８．０１
３ 辽宁省 ６７．６６
４ 湖北省 ６７．５９
５ 山东省 ６７．５６
６ 浙江省 ６７．０１
７ 四川省 ６６．８８
８ 云南省 ６６．４９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６．２４
１０ 上海市 ６６．１６

(六)质量指数的地区排名

考虑计算的复杂性以及篇幅,本文仅给出了我国各

省级行政单位(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体质量指数

的前１０位.在质量总指数排名中,天津、吉林和辽宁排

名前３位.在前１０名中,东部地区占到了５个,中部２
个,西部３个,表明质量的发展总体上与经济发展的水平

是相适应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其质量的整

体发展水平也就较高.同时也注意到,西部有３个省区

的排名进入了前１０名,说明了质量的总体评价与消费者

的预期水平也有较大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消费

者对质量的期望水平也就较高,实际感知水平与预期有

一定的差距,因而评价可能不高.

三、质量满意需求超过质量安全需求的历史性变化在我国正悄然发生

(一)质量安全需求和质量满意需求的内涵

质量安全需求是指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具有基本的安全性能(不会对人身或精神产生伤害),质量

满意需求是指产品质量具有更好的体验性、更高的性价比或符合更高的产品标准.从这一界定可以看

出,质量安全需求考察的是产品质量是否达到了社会所容忍的基本底线———安全性;而质量满意需求考

察的则是产品在满足安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能力,它是产品质量不断地提升和创

新的结果.因此,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需求,把握当前我国质量需求的层次对于明

确我国的质量治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满意度的评价普遍低于安全性

根据２０１３年度的质量观测数据(表２),所有产品的质量满意指数全部达到及格水平.其中,家用

电器、电脑、服装排名前３位,儿童用品、化妆品和食品排名最末三位.消费者除了对极个别项目在安全

性评价方面略低于满意度之外,在其他所有的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类别中,消费者对于满意度的评

分,都明显低于对安全性的评分.安全性与满意度间的这种差距,在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和环境质量中,
显得更为明显,平均差值在１３０分左右,明显高于产品质量.基于“食品(总体)”项下各分类的消费者

评分,以及对“食品”本项的安全性与满意度绝对分值的考虑,作者认为:消费者对食品总体的安全性评

价略低于满意度,来自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笼统的心理担忧;而涉及到具体的食品类别,因有较为具

体的评价感知,亦符合满意度低于安全性的特点.
对表２中消费产品的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对于日用消费品、化妆品、服装、汽车、家用电器、电脑

等产品类型,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对其再次购买也更依赖于消费体验,因而消

费者恰恰对这几类产品的满意度评价比安全性评价更低.相反,儿童用品对安全性而不是体验更敏感,
儿童也很难明确表达对产品的体验,因而安全性与满意度的差值较小.

此外,在我国质量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质量安全性全面领先于质量满意的状况

(表３).在调查的１６个产品项目中,所有项目的安全性评价都超过了满意度评价,其中家用电器、服
装、化妆品、药品、日用消费品等项目的安全性评价与满意评价的差值均１分以上.这表明,消费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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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消费者对安全性与满意度的分类对比

观测对象
安全性
分值(１)

满意度
分值(２) (１)－(２)

产品(总体) ６２．８３ ６２．０８ ０．７５
食品(总体) ６１．３７ ６１．４４ －０．０７

粮食 ６８．２９ ６７．４８ ０．８１
食用油 ６４．２５ ６３．２５ １
肉类 ６３．２９ ６２．３５ ０．９４

乳制品 ６２．９０ ６２．４５ ０．４５
家用电器 ７０．９７ ７０．０４ ０．９３

药品 ６６．７７ ６５．６８ １．０９
电脑 ７０．４３ ６９．６１ ０．８２

日用消费品 ６８．５６ ６７．１４ １．４２
化妆用品 ６３．２７ ６１．９５ １．３２
儿童用品 ６３．８５ ６３．２８ ０．５７

服装 ６８．５４ ６７．５６ ０．９８
汽车 ６８．２１ ６７．２８ ０．９３
电梯 ６５．３７ ６４．３１ １．０６

农业生产资料 ６６．５８ ６５．７１ ０．８７
医疗服务 ６３．５６ ６１．８５ １．７１
公共交通 ６５．８０ ６４．２３ １．５７

工程(总体) ６４．６８ ６３．７４ ０．９４
自住住宅 ６９．１８ ６７．８８ １．３

道路 ６５．１７ ６３．６７ １．５
公共建筑 ６８．２５ ６７．０１ １．２４

环境(总体) ６３．３７ ６２．１３ １．２４

表３　农村地区产品的安全性与满意度对比

安全性 满意度 安全性－满意度

家用电器 ７０．０２ ６８．４４ １．５８
服装 ６７．６３ ６６．１５ １．４８

化妆品 ６１．７８ ６０．４０ １．３８
药品 ６５．８２ ６４．５４ １．２８

日用消费品 ６７．１３ ６５．９３ １．２０
粮食 ６８．９６ ６７．８０ １．１７

食用油 ６３．６１ ６２．５２ １．０９
肉类 ６２．６２ ６１．６５ ０．９７
电梯 ６５．３６ ６４．５０ ０．８７
汽车 ６６．４５ ６５．５９ ０．８５

乳制品 ６２．２１ ６１．３６ ０．８５
产品(总体) ６１．９８ ６１．２６ ０．７２

农业生产资料 ６６．６８ ６５．９７ ０．７１
电脑 ６８．９７ ６８．３０ ０．６７

食品(总体) ６１．５９ ６１．１３ ０．４６
儿童用品 ６３．０２ ６２．９９ ０．０３

质量的满意度需求超过质量安全性的需求是一个普遍性

的现象,即使在质量较为滞后的农村地区也呈现同样的

趋势.
(三)质量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改变

质量安全性得分全面超过质量满意的得分,表明了

我国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趋势变化,那就是我国现在的总体质量状况已不再是底线的安全性问题,而
是满足安全要求之上的顾客满意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质量安全的总体安全性已经被消费者认

可,但消费者对某项产品的满意度评价,不仅是基于产品的基本功能和安全性能,更多包含了对该产品

的品牌、体验性、个性化功能、服务态度与能力、性价比、品位等内容的综合考量,以及与消费预期、与理

想状况的对比等.质量发展的这一根本性改变将促使质量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不应只关注

于质量安全的监管投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产品的事前监管和检验上;而应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关注

事后的消费者体验,以及提升企业质量能力的公共服务上来.对于企业来说,不应仅限于满足基本的质

量安全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主要是基于安全、环保、健康等最基础的要求);当前消费者对于质量的需求

已经转向更高的体验性要求,因而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向更高的体验性标准看齐.
(四)高度重视质量的体验性、经济性和功能性等满意性方面

质量满意需求超过质量安全需求的重大转变,无论是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还是政府的宏观质量治

理,在２０１４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国质量发展中消费者对于质量体验的高要求与质量满意总

体程度不够,导致我国消费水平释放不足.只有生产出满意度高的产品才能够创造出新需求,才能不断

地形成消费热点,从而促进企业的再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质量发展中,政府和企业应积

极地适应这一转变,才能促进质量的进一步发展,并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应加大对

于企业的质量创新能力提升的公共服务,如设立政府质量奖,加大对于企业的标准导入与文献服务的投

入;加快建立能够基于消费者体验而进行产品质量评价的商品比较试验,让消费者能够对产品的安全性

基础之上的经济性、体验性等质量满意性的需求进行评价,让企业形成追求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质量需求

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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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安全呈现总体向好的根本性逆转

(一)持续性的质量安全下滑趋势已得到遏制

质量安全性是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领域,是质量治理的底线要求.长期以来,质量安全事件频发,
社会舆论认为我国质量状况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步;但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的质量观测调查结果共同

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状况并没有出现全局性风险.２０１２年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指数为６６５８分,

２０１３年为６６５２分,两年度仅相差００６分;而家用电器的质量安全性已经达到７０分以上的较好水平.
所有２４个质量安全性调查指标全部都在６０分以上,即使是社会公众极为敏感的乳制品行业,其安全指

数也达到了６２９０分.公众对于质量的安全性需求虽然离“较好”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与质量发展的

其他领域相较,已经是最为接近“较好”水平的一个领域.通过对两年的质量安全评价数据分析,可以看

出我国的质量安全状况已经进入到一个向上发展的通道.
(二)食品等关键性领域的质量安全底线基本筑牢

在质量安全评价中,食品、药品、化妆品是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领域,也往往是公众质量安全评价较

低的行业领域;但通过质量观测的年度数据比较发现,食品、药品、化妆品等关键领域的质量安全性得分

均在６０分以上.食品中粮食、食用油、肉类、乳制品等项目的安全性分别为６８２９分、６４２５分、６３２９
分和６２９０分,均超过及格线.２０１３年药品的安全性得分为６６７７分,较２０１２年度增长了２６８分,增
长幅度为４２％.化妆品的质量安全性得分为６３２７分,超过了质量满意度０６分.

从区域层面上看,我国质量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食品等关键性领域的质量

安全也在及格线以上,质量发展的底线在农村和西部地区也得到了保障(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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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村地区在几个领域的质量安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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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部地区在几个领域的质量安全得分

　　在一些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行业领域,公众对其质量安全性的评价也没有出现持续地下降,总体在

６０分的及格线上所有增长,尤其是在药品的安全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增长.这表明我国质量安全的底

线已经基本筑牢,再发生大规模的影响恶劣的质量安全事件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我国的质量治理将

主要从质量安全的治理向质量满意的治理转变.
(三)理性治理我国质量安全问题

一方面,面对我国质量安全状况已经发生总体向好的逆转趋势,未来应调整我国质量治理的总体战

略,根据质量安全风险程度,缩减质量安全监管的领域和范围,尤其是要减少由政府主导的对质量安全

的运动式的治理,政府的质量投入应更多地转向提升企业质量能力、提高公民质量素质等方面上来.具

体而言,在家用电器、汽车、粮油和日用消费品等领域,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质量安全水平,属
于质量安全风险较低的领域;因此在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中,应该放松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将力量投入到

更需要质量安全监管的领域.对于上述安全风险较低的领域,可以减少监管力度,降低大规模的监督抽查

和大规模打假活动的频率,或者取消部分质量安全风险极低的政府监督检验项目.
另一方面,在标准治理领域,应改变单一的政府标准供给模式,促进多元标准的供给.在市场上的

质量供给安全底线之上,政府应该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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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制定高于质量安全底线之上、高于政府标准水平的团体标准.并允许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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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和销售包装上标注承诺高质量水平的执行标准和第三方机构的认证标识,主动提供质量担

保书,让企业能够在安全性标准之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质量竞争.

五、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成为驱动经济发展质量的创新要素

(一)产品质量波动与GDP波动趋势基本一致

２０１３年度质量满意出现下降的领域主要是在产品领域,总体的质量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４７２分下

降为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０８分,下降了４０８％.其中下降的主要领域集中在食品和汽车两个领域,下降的幅

度分别为０７％和３１％.在人们生活中,这两个领域一个是基本消费品,另一个是较高层次耐用消费

品.它们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质量的下降对于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如国产乳制品的质量始终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导致我国国产乳制品的总体发展环境仍然非常困难;
因质量问题,２０１３年汽车召回数量猛增,占到了全年汽车销售总量的２４１％,对于汽车行业造成了较大

的冲击.
产品是我国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质量的波动性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据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２０１３年 GDP总体增长率为７７％,与２０１２年的增长率持平,消费者对于 GDP
增长的贡献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１８％下降为２０１３年的５０％,依靠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
这与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的年度下降趋势相一致.区域层面产品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的得分,与区

域GDP增长速度具有正相关性(如图３、图４):产品质量安全指数与区域 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１６,产品质量满意指数与区域 GDP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７６分,后者高于前者５２％;对于一个区域的经

济增长来说,质量的满意性的效应将更大.
以上均表明,产品质量的波动与我国总体和区域的经济增长波动具有内在一致性,产品质量已经开

始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３　区域产品质量满意指数与GDP增长率 图４　区域质量安全指数与GDP增长率

　

(二)服务质量的上升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

２０１３年度总体质量水平有所进步,其主要原因是服务质量满意指数有了较大进步.２０１３年,我国

服务质量满意指数较上一年增长３７９％,其相对位次也从第二位变为第一位.在可进行年度比较的７
个服务业领域,除了金融和通讯服务两个行业领域略有下降外,其他的行业领域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

升.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满意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１２８分增长到了２０１３年的６５７９分,增长幅度为

７４％;公交、医疗、教育等２０１２年的服务质量短板,其质量满意指数在２０１３年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增

长.这表明我国服务业的总体质量水平出现了大幅向上增长的年度变化.见图５.
我国服务业满意指数增长,与我国服务业的实际增长也高度吻合.２０１３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

长率为８３％,占 GDP的比重为４６１％,首次超越第二产业而成为三次产业中的第一大产业(超过２２
个百分点),年度增长率也超过了第二产业０５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增长率为１０６％,超过了货物出口

３．３个百分点.这都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质量水平的提升,与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总体表现是正

相关的,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改善的重要因素.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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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服务质量满意指数的年度对比

表４　质量满意度与增加值变动率

项目 满意度变化 产业 增长率 出口 增长率

产品 －４．０８％ 第二产业 ７．８％ 货物出口 ７．３％
服务 ３．７９％ 第三产业 ８．３％ 服务出口 １０．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三)牢固树立依靠微观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驱使经济发展质量的战略思维

质量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动已经在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质量将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

个极其重要的要素.要真正将我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应高度重视微观的产品

和服务质量.对于政府来说,应将以宏观结构调整为主的经济发展质量政策转移到促进微观的产品和

服务的质量发展上来,建立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通过团体标准的实施鼓励企业强化在质量领域的

竞争,加快质检技术机构的市场化整合,以推进质量信息的市场化供给.向企业宣传质量是企业生存的

根本,让企业树立起以质量为生命的基本理念;同时要加大对于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树

立起重视质量的基本观念.

六、加大改革力度破解我国质量发展的短板

(一)质量公共服务直接影响质量发展

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发展的水平,从根本上说是由一个区域的质量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按照制

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基本定义: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诺斯,１９９９),质
量制度就是指决定人们质量行为的一些制约或规则,其中政府是制定规则最为重要的主体.因此,为了

促进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政府将设定一定的质量规则,这些规则主要包括:对质量安全标准的设定、对
质量违法行为的处罚、对质量竞争规则的设定、对企业提升质量能力的激励、为社会提供质量信息等多

个方面,它们都属于质量制度.由于这些制度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性质,本文将此统一称为质量公共服

务.好的质量公共服务,可以提供较为有效的质量信息,降低交易双方的质量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好地

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能够对好的质量行为进行激励,对不好的质量行为进行约束,降低质量安全风险

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促进本区域的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世界上质量强国(如美国、德国、瑞士等)质
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有效的质量制度对企业等质量主体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二)质量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影响我国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１．质量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虽有进步但仍未达及格水平

比较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３年政府质量公共服务得分(表５)可以发现,２０１３年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与上

一年度相比有了一定进步,在质量安全监管的有效、质量安全预警、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理以及对消费者

质量权益的保护等方面都较２０１２年有了进步.这表明政府通过各种努力在加强质量治理能力的自身

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前一年相比,质量公共服务仍没有一项突破６０分的及格线.相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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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２０１３年“消费者保护效果”和“质量安全预警效果”的得分,较于“质量事件处理效果”以及“质量安全

监管效果”的得分更低.同时,图６数据表明政府面向消费者的质量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不高,尤其是对

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以及质量信息的公开性成为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方面.以上数据共同表明,政府的服

务功能弱于监督功能,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内部最大短板在于服务的供给不足.
表５　政府部分质量公共服务评价的年度变化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变化率(％)
质量安全监管有效果 ５０．５４ ５８．５７ １５．８９
质量安全预警效果 ５４．９７ ５６．３８ ２．５７
质量事件处理效果 ５４．８２ ５９．６２ ８．７６
消费者保护效果 ５３．０４ ５７．９５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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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面向消费者质量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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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质量公共服务六大结构变量中的消费环境评价最低

调查数据显示,在质量公共服务的六个结构变量中,消费

环境的得分最低.在消费环境这一结构变量下,“购买到假

货/过期产品的可能性”和“退换货的处理效果”,这两项指标

的得分低于总体质量公共服务(５７８２分)１３６分和０６２分.
这说明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对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意见比较

大.此外,消费并不仅仅是一种即时的购买行为,还应当包含

后续的服务;当购买后出现退换货纠纷,并寻求政府的公共服

务进行解决时,消费者对于处理质量纠纷的效果是较为不满意的.这种与消费者利益切身相关的质量

公共服务和救济措施,能够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因此,在购物时消费者自身的质量权益未能

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质量公共服务的不满.

３．区域市场化水平与政府质量监管效果之间正相关

从图７可以看到,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满意度与本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满意度也随之不断提升.这表明在质量治理中,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作用并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在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中,政府公共服务也能更好

地发挥作用.相反,如果政府大包大揽,承担过多本应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不仅不利于市场功能的发

挥,而且会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效能低下.

４．单一的政府质量信息未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在与质量信息供给有关的选项中,除了“政府发布质量信息的及时性”“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对消费

的指导作用”这两个选项的得分达到及格分以外,包括“对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的信任程度”等其余选项

均未达到６０分的及格线.与此同时,消费者购买产品之前获取质量信息需求的主动性非常强烈,为
７０１８分.这说明目前政府所发布的质量信息难以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它不仅严重滞后于商品更新

和发展的速度,而且还与消费者希望获取质量信息的意愿形成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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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市场化指数与质量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

表７　消费者质量信息获取主动性与政府质量信息供给评价

项目 观测指标 得分

消费者对质量信息的需求 购买东西前,了解该产品的有关质量信息的主动性 ７０．１８

政府质量信息供给

政府对质量安全的预警效果 ５６．１２
对政府所发布质量信息的信任程度 ５９．８０
政府对质量信息的公开性 ５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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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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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指导作用 ６０．１７

(三)以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推动政府质量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是影响区域质量满意度提升的最大短板;同时,
一个地区的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与该地区的总体市场化水平是正相关的.因而,推动市场化进程不仅不

会使得政府质量监管弱化,还可以使政府的质量监管效能进一步得到提升.因此,２０１４年及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质量公共服务市场

化.其主要思路就是政府要从承担太多责任与行使太多权利的体制中走出来,与市场和社会主体一起,
共同治理中国质量.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可以参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明确规定部分需要审批的

清单后,所有事项均不再设置审批,转而加强对于质量安全的事后监管,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进

行重罚.同时,加快社会的质量监管能力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基于消费者的商品比较试验组织的发展,
形成一大批具有独立监督能力的产品质量检验技术机构,为市场提供公正、客观的质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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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abilityofthegovernment,adjustthequality managementstrategy,solvestructural
problemsthroughdeepeningreform,increasethequalityofpublicservices,promotethe macro
economicgrowththroughtheimprovementofmicroproductqualityinsteadofthroughthemacro
structure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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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誉机制的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董　灵　李　俊

摘　要:质量诚信体系是市场信用体系的分支,能通过信誉机制,发挥市场的自律自治作

用,是形成市场秩序的基础性制度.目前,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取得成效,但与

形成质量信誉机制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等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理念存

在偏差,信息的披露和公开的程度不足,传播手段较为单一,共享联动机制尚不完善,对失信行

为的惩戒力度不够及信用服务市场发育不足等几个方面.对此,提出了要以法制为基础、由政

府主导和推动来完善若干具体的质量信用制度,包括质量信用信息归集、公开和传播利用、质
量信用奖惩制度等.同时,基于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加强质量信用服务市场的开

放和培育以及以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来共同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质量诚信体系;信誉机制;质量信用;质量监管

一、质量诚信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诚信体系与市场经济

诚信的本义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其内涵可以从两方面界定:其一,诚于内,指行为人的内心状

态,诚实无妄,不欺不诈,反映其道德品质.其二,信于外,指行为人遵守承诺,以行践言,表里一致.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悠久的历史传承,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

下,诚信日益超越道德范畴,成为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在法律的框架中,诚信固然包含了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的意义,但更应该进一步从长期参与交易的各方关系上来理解,即诚信是对交易方信用的一种肯

定性评价,认为交易方在交易过程中具有履约能力及稳定的履约表现.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交

易范围的扩大,不再是传统上局限于“熟人社会”中的交易.如果说“熟人社会”中的交易还可以通过地

缘、血缘、社会舆论、宗教关系等手段或方式形成社会信任网络来支持和维护信用;那么,现代社会发生

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则必须由信用制度来保障和支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和社会治理之需,
现代国家往往通过法律设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及奖惩措施,促使行为人建立并珍视自己的信用,讲求诚

信.相应的,这些促进行为人信用水平提升的制度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就称为诚信体系.由于组成诚信

体系的制度的共同特点、价值目标都在于帮助行为人建立并维护自身信用,良好的信用或恪守信用也意

味着诚信,所以诚信体系也称为信用体系.①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分工、交易为基础,形成广泛的社会合作,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一般而言,社会

总的信用越是良好,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人与人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能力越强.在经济

交往中,如果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增加,则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就会增加,交易费

用(transactioncost)就会大大降低,人与人之间开展的合作就越多,市场交易等合作行为就越是发达.
与此相应,人们的交往越多,对信用的需求就越大,对信任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良好的信用其实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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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信用与诚信有明显差异,信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具有客观性,而诚信属于道德范畴,具有主观性.但本
文认为,从制度体系建设的角度看,两者内涵一致,名称可以互换.



交易和市场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因此也可以称为信用经济,①信用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灵魂.
(二)市场经济环境下质量诚信体系的地位

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但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从信用主体而言,信
用可以分为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从信用产生的领域而言,信用可以分为金融信用和非金融信用.作为

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质量信用”主要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其主体主要是企业)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质量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标准、保证质量安全、提升质量水平、兑现质量承诺的能力

和表现.由此可见,质量信用属于企业信用,同时也属于非金融领域的信用,这决定了质量诚信体系建

设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价格和质量.前者意味着消费者或用

户能用较低的花费获得需要的满足,后者则表明商品或服务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由于价格是显性的

(交易双方明确认定),也是即时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一般需要即时支付),往往成为市场供求双方经常

关注并十分看重的因素;而质量因其某种程度上具有隐蔽性(质量的确定常常需要事后体验或专门性检

测)、滞后性(如耐用品的使用、可靠性的持续等,都需要时间检验)②,往往成为次选项因素.特别是在

收入水平不高或市场经济成熟度低而消费理性有缺失的时期,价格竞争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竞争方式.
过度重视价格而忽视质量竞争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也必然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一

方面,注重价格而忽视质量往往导致消费需求无法有效满足,且与低质量相伴的安全风险甚至会严重打

击消费需求(三鹿事件几乎毁掉中国的婴幼儿奶粉产业就是典型例证);另一方面,重价格而轻质量一旦

形成风气,低价恶性竞争就会成为常态,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质量、技术、品牌等就会受到严重抑

制.由此可见,如果质量诚信无法建立,消费需求就无法有效释放,市场也就难于健康发展③.正因为

如此,政府必须一方面担负起培养、引导理性消费(如优质优价等)观念的责任;另一方面,必须设法通过

制度设计,纠正市场交易中的信息特别是质量信息不对称,最终促使市场实现良性竞争、有效竞争.
政府纠正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过立法制定规则,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信息全

面、充分披露的要求,并强化执法落实规则;其二,基于信誉机制而建立质量诚信体系,让经营者以往的

质量信息形成累积,使消费者和用户依据经营者以往质量信息来进行购买决策,最终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对劣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市场驱逐”.后者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根基所在.
(三)信誉机制与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路径

一个人(这里主要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是否守信,取决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主观上

说,企业是否守信主要基于当前收益和未来收益的权衡.如果企业主要注重当前收益,就不易守信,往
往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反之,如果其注重未来收益,就会倾向于守信.从客观上讲,企业是否守信主要基

于其对失信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如果失信不易被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受惩罚或惩罚较轻,小于其实施

欺骗行为或失信行为的收益,企业也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固有特性,而
企业通常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极大的信息优势;因此如若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来增大失信成本及

增加守信收益时,企业就会必然选择机会主义行为.
基于此,诚信体系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激励约束:一方面是对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增加企业的违法

成本,不仅让失信行为无利可图,还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是对守信行为进行奖励,通过信息传播

让消费者或用户了解其产品和服务,增加信任,建立起品牌形象,从而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作出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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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即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
要制度安排”(国办发〔２００７〕１７号).

一些研究(Ekelund,１９９５;Emons,１９９７;RobertB．E．,FranklinG．M．,R & W．R．,１９９５)把 消 费 品 分 为 search,experience和
credence或类似的更多类:search类消费品的质量和价值很容易判断,experience类只有经过消费才能够判断其质量和价值,credence类
是即使经过消费,还是难以判断其质量和价值.由于消费者通常都是先付费购买,后消费使用,所以消费者在购买experience和
credence类商品时,就非常可能存在支付货币成本后却得不到预期需求满足的风险.详见叶如意、汤万金、周莉著«基于质量契约的质量
信用经济学内涵研究».

由于消费者相对生产者处于质量信息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倾斜性制度安排,他只能从市场平均质量信息去观察并决定购买行为,
此时市场会出现逆向选择,最后导致市场低劣商品充斥,消费者用脚投票,市场进一步萎缩.相关详细论述可参阅２００１年度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的经典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择的概率.通过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建立起一种注重长期效果而赢得信任及维持信任的信誉机

制,引导市场主体(主要指企业)通过建立信誉来取得消费者及其他交易方的信任,消除短期行为及短视

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旦企业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就更有动力及自我约束力来遵

守相应的法律规范,把维护信用作为自利最大化的选择,从而形成了自律自治能力.在理论上,当他律

机制(法律体系)与自律机制(信誉机制)目标一致时,就会发生内生的激励相容的良性互动.
就产品与服务质量而言,尽管依靠行政监管落实质量法律法规的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健全的信誉

机制,作为交易主体的企业提高质量的内生动力不足,产品与服务质量就无法真正持续提升.因此,通
过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促使经营者注重信誉,是真正落实产品与服务质量法律规范、促进企业遵守质量承

诺、不断提高质量水平的必由之路.并且,与通过监管而推动质量提升的方法相比,成本显著较小.
从理论上讲,信誉机制要发挥作用有四个条件(张维迎,２００３):①交易必须是重复的、长期的.②交

易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③信息传输的速度要足够快,即不守信的行为能被及时发现并广为人知.④
受害的一方有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不讲信用的一方实施惩罚.就我国产品与服务质量的现实状况而言,

①②④这三个条件都是满足的:经营者是市场的长期参与人,与消费者群体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有
积极性注重自己在市场上的信誉.同时,经营者主要由企业构成,而企业制度本身就是将一次性博弈转

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企业成为信誉的主要载体,同样有积极性维护自己的信誉.此外,目前我国的市

场绝大部分都是竞争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受害一方(主要指消费者)完全有积极性和可能性来抵制质

量差的产品和服务;这样,质量好而安全性高的企业就有机会通过市场竞争击败质量差或安全性能低的

企业.但就条件③而言,目前还未有效满足,而这正是质量诚信体系的建设重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应确立、完善如下基本思路:①更新理念,以

建立质量信誉机制与优化监管并重为质量诚信体系的目标追求;②改进监管模式,以质量信用这一监管

工具为核心促成企业质量信誉机制的形成;③扩大质量信息的采集渠道,建立质量信用信息快速归集、
共享及传递的有效机制;④培育和发展质量信用服务市场;⑤发挥社会管理网络作用,推动多方主体共

同参与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二、我国质量诚信体系的现状和不足

目前,我国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还处于初创阶段.近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通过发布一系列指导

性和规范性文件,建立了若干重要的与质量相关的信用制度,初步形成了质量诚信体系.如２００７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７]１７号)专门提及质量信用,将其与其他

行业信用建设一起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２年初国务院发布的«质量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国发[２０１２]９号),对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明确提出“搭建以组织机构

代码实名制为基础、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

质量信用信息记录”“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加大对质量失信惩戒力度”“鼓励发展质量

信用服务机构,规范发展质量信用评价机构,促进质量信用产品的推广使用,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质量

信用服务市场”等新举措.质检总局２００６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企业质量信用监管工作的意见»(国质检

质[２００６]４６４号),建立了质量信用等级划分制度及分类管理等重要监管措施并随后与中国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GB/T２３７９１－２００９)等国家标准.质检总局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专门召开会议,就企业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进行研讨,拟出台«企业质量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和«企业质量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在地方层面,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组成部分的质量诚信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北京为例,其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２００１年,是国内起步较早的省市之一.为推进“诚信北京”建设,北京市先后发

布了«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０６号,２００２)、«北京

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施方案»(京政办发[２００２]１７号)、«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京政办发

[２００５]６８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信用监管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京政发[２０１２]４２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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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根据上述文件,建立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并相应建成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作为

北京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让公众能查询到提示信息(商品服务质量信息)、警示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及不良司法信息)和良好信息等,已经累计提供了信用查询３６亿户次.同时,“信用北京”网设

立了“质量信用”专区,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企业资质记录、良好记录、提示信息等进行公布.
总体上看,我国质量诚信体系虽然已初步形成并实际发挥作用,但从实践效果及理论上进行分析,

特别是对照前述质量诚信体系需要建立的信誉机制而言,依然存在明显不足,主要包括:
(一)理念存在偏差,信息共享、整合程度有限,公开披露的力度不足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组成部分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纠正市场失灵、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基础.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不成熟、质量诚

信缺失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无论是质量诚信体系规则的制定、制度运行的监管,还是质量信用服务市场

的培育、社会质量意识的提升等,都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各地质量诚信体系的实践也表明,政
府重视、主导并建立相应体制、机制进行推动,是其建设、发展取得成效的最重要前提.但目前看来,无
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在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中都主要围绕分类分级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来展开,
未将建立信誉机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普遍存在理念上的偏差,需要调整.

同时,我国质量监督实行的是分段与分类监管相结合的体制,质量信息归集部门众多,涉及质监、工
商、食药监、商务、卫生、环保、农业、海关、检验检疫等.目前,各监管部门对质量信用信息的采集有一定

的基础,但许多信息仍只能由监管部门自己专享,共享不及时、不全面的情况仍然突出.① 同时,即使某

些信息已经披露由各个监管部门共享,有相当部分也仍然保留在监管部门内部,不能由公众查询,大大

影响了信用信息的使用和传播.这种情况主要是作为配套制度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如强制披露制

度)对信用信息的针对性不强或模糊造成的,仍然需要进一步立法或颁布配套的规范性文件.
(二)信用信息传播的媒介体不发达

目前,质量信用信息的披露途径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网站或政府的公共信息发布平台,需要消费者

主动进行查询.对消费者而言,交易成本较高,且受制于社会大众信息接收路径依赖,这种披露往往成

为无效传播.如果能通过更为简便的媒介体进行传播(如在商品或商品标签上披露信用等级或相关信

息,选择与访问量大的门户网站、报刊进行质量信息发布合作,将监督抽查结果直接张贴于经营场所外

等),则可大大加速信息的传播及扩展信息的影响范围,实质性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当然,
上述问题也和信用信息市场不发达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够成熟有关.如果市场上广泛存在信用中介

服务组织,就可以更为有效地传播质量信用信息,形成有效的信誉传播机制.当缺乏质量信用信息服务

中介时,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信用信息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其传播效果必然受限.
(三)针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社会联动

如果质量信用信息的利用不能形成对失信的约束与惩戒,市场经济将成为欺诈经济的代名词.目

前的企业“失信成本”还不算高,“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力远未体现充分;因此,将质量失信行为的

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应该说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惩戒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应该在产品与服务

质量监管部门建立,还应该与各个行业监管部门及司法系统形成有效联动.目前,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了«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规定»(国食药监办[２０１２]２１９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制定了«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１３]１７号);而中央八个部门近期会

签«“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备忘录»,拉开了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序幕.该备忘录规定由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上对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

令,包括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并限制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此外还规定对失信的自然

人,禁止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其实施方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签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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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有文章指出,与信用有关的大量信息目前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如工商、税务、外贸、海关、交通、银行、证券、保险、公安、法
院、质检、药监、环保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目前９０％以上集中在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和数据既不流动也不公开,大量有价值的信
息资源被闲置和浪费(陈文玲,２００３).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



方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相关部门收到名单后,在其管理系统中记载包含相应惩戒措施等内容的名

单信息,或者要求受监管的企业或单位实时监控,进行信用惩戒.①

质量诚信体系的建设应借鉴上述做法,及时出台针对在产品与服务质量方面失信的惩戒性规定,并
与其他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加大惩戒力度.譬如针对存在产品与服务质量失信行为的企业,除了舆论谴

责及追究法律责任外,还应在政府采购、政府奖励及扶持,招标投标、行政审批、融资信贷、市场准入、企
业注册、资质认定等多方面对其限制或禁止.

(四)质量信用信息的利用不充分,质量信用信息服务市场发育不足

由于质量信用信息的公开程度和获取渠道有限,市场中众多的实际需求不能有效满足(如招标投

标、融资信贷、扶持补贴等活动中需要大量产品与服务质量信用信息),而潜在需求也无法转化(企业要

证明自己的信用与未来的发展前景必须依赖信用评级,但目前缺少能被人广泛认同的评级机构,国际知

名评级机构因数据等原因在我国的服务也不算发达),这导致质量信用服务机构(如质量信用评价机构)
成长空间有限,质量信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均存在不足,离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质量信用服务市场”
还有相当距离.另外,对于若干征信业务,如信息采集,在政策上比较模糊,开展这样的业务还存在政策

风险.总体而言,我国信用信息服务市场的发展历史短、市场成熟度比较差,服务机构的独立性、中立性

还没有充分体现.和国外的知名企业相比,服务企业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商业数据库,信用产品的开发能

力不足,服务水平不高,客户群体较小.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质量信用信息的公

开、交换、使用,需要法律来明确范围和界限,形成规则和机制;征信、担保、评级等信用服务企业本身的

信用情况,需要法律来规范和监管;质量信用信息失信记录的保留与取消、失信惩戒的规定与执行,质量

信用产品的开发和使用,也都需要法律的明示.

三、以法制为基础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如前所述,社会信任以及与其关联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交易发生和持续的前提条件,但目前我

国却存在严重的“社会信任短缺”.由于法律制度和社会信任、商业信誉及市场发展之间存在动态互动

关系,因此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来重建商业信用及社会信任,是让大众对未来中国的市场化充满信心的必

然选择.针对目前存在的种种不足,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各方面入手,努力加强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一)重塑理念,以形成质量信誉机制而不仅是增加质量信用监管工具为目标,进行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目的在于让信誉机制发生作用,降低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中质量信息的

收集成本,使市场主体在自利博弈下,把维护信用作为自利最大化的选择,进而强化市场的自律自治能

力.如果市场无法有效地进行自律自治,监管将难以走出事件驱动性模式.因此,监管他律的有效性根

植于市场的自律自治能力,市场自律自治有助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进而形成监管他律与市场自律自

治分工合作、功能互补并相得益彰的市场秩序.因此,在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中,应将主要目标确定为促

进质量信誉机制的形成,有效培育基于自律自治的市场信用.为此,政府部门推行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并不是简单地为方便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或提升监管效率而进行质量信用分类监管.相应地,在质量诚

信体系建设中,政府相关部门应更新理念,注重降低质量信用信息利用人的交易成本(主要指降低信息

收集成本、信息利用和传播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扩大质量信息的采集渠道(除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产生

的质量信用信息外,可将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产生的合法质量信用信息纳入),建立质量信用信息快速归

集、共享及传递的有效机制,尽可能通过更为简便、有效的媒介进行传播,让消费者知晓这些质量信用信

息并让这些信息成为实际影响消费者进行市场选择的重要依据.
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面宽,如完善质量信用信息收集、公开制度(涉及质量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强

制披露、信息共享、信息发布和传播等)、商品的标识标示制度、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制度等.
(二)充分发挥产品质量诚信体系的激励功能,将守信奖励、失信惩戒落在实处

除了建立起信誉机制让市场来发挥奖励守信、惩戒失信这一基本功能(即优胜劣汰)外,质量诚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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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文明办最高法院等部门将联手惩戒失信被执行人»,http://www．court．gov．cn/xwzx/yw/２０１４０１/t２０１４０１１７_１９１６８１．htm.



系的建设也需要总结目前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如前所述),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政府扶持或补贴等

方面确立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追求诚信,杜绝失信.所谓的奖励,可以是直接的(如质量奖、质量诚信奖),
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方面的优先待遇);所谓的惩戒,同样可以是直接的(如给予行政

处罚或列入“黑名单”课以资格剥夺、权利限制等惩戒),也可以是间接的(参与若干经济活动的劣后待

遇,如融资信贷、资质认定等).
(三)开放和发展质量信用服务市场,充分发挥信用中介组织的作用

如前所述,市场越是发达,对质量信用信息的需求就越大.在理论上,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活动被

称为征信活动或征信业务,包括了信用评价(信用标准、信用等级)、调查(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保理、
修复、咨询顾问、管理等多种类和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实际上,由于信用中介组织没有国家强制性,为人

们提供脱离了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合作基础(信用信息),从而形成信誉传播机制,有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和信任的增加,因此是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发达程度对消费者建立起对产品和服

务质量的信任有重要影响.事实上,就我国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兴服务行业①,政府应该开放和培

育这一市场.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亲力亲为成为信用信息服务垄断提供者,也不能限制这一市场的发

展以致形成市场垄断或市场空间不足.目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就信用数据的开放、使用和管理进行立

法,譬如可制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强制行政机关和社会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向信用中介机构无偿或有

偿开放信用信息数据,规范信用信息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② 质量监管部门也可以根

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先行制定有关质量信用信息开放、共享及利用的办法,尽早消除政策上的模糊

性.从理论上讲,除法律特别规定外,政府掌握的信用信息属于公共品,都应该共享.美国通过１９６６年

的“信息自由法”、１９７２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１９７６年的“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改变了过去行政

机关对政府文件的态度,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其核心思想是:原则上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公开即

保密是例外;政府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一切人获得信息的权利是平等的;政府对拒绝提供的信息

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供拒绝的理由;政府机关拒绝提供信息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陈文

玲,２００３).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由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立业的根本是以自身的信用独立、公正、客观(中立)、平等地以第三者身份

为社会各界提供信用产品或服务,因此如何保证其诚信,不仅需要建立对从事信用服务的企业的惩戒机

制,也需要制定基本的业务准则以保证竞争的公平.除了加强监管外,也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

作用,强化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守信意识,统一行业技术标准(如对信用报告的内容和基本格式提出基

本要求和规范),引导会员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建立行业内的失信惩戒机制等.
(四)以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来共同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实质就是现代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可以称为社会管理网络.如前述提到

的行业自律,实际上也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由被监管人通过内部自律机制进行自

我监管,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实现简政放权.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意味着社会分工,在政府发挥

主导作用的同时,可以让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基金会、准司法组织、学术团

体、消费者团体等)、新闻媒体(传统媒体、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社会大众(行使监督建议等权利)
均参与到质量诚信体系的建设中,大大加快质量信用信息汇集、传播速度,让失信行为能被及时发现

并广为人知,进而有效约束经营者的质量行为.而反过来,质量信用制度越是执行良好,社会管理的

成本就越小,而人们的诚信意识水平就越高,全社会的信用程度就越高,容易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文

化环境并凝结为健康的信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与质量诚信体系建设配合时,同样需要有

若干法律制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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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信用中介行业的发展除了庞大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外,通常还需要大量的信用管理人员,国外知名信用服务机构的雇员超过万人
(陈文玲,２００３).

可以由国家投资建立数据库,把工商、税务、海关、贸易、交通、银行、证券、保险、公安、法院、质检、食品、环保等方面有关企业信用
的信息和数据集中起来,打破信息垄断,实现数据公开化(有偿或无偿使用),推进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结论

质量诚信体系是市场信用体系的分支,能发挥市场的自律自治能力,属于基础性的市场制度.要发

挥质量信用对企业提高质量的激励约束作用,就应以形成质量信誉机制作为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

价值取向.通过纠正质量信息不对称,使质量要素成为消费者或企业购买决策的重要考量,进而发挥质

量竞争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而不能单单重视其优化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的工具性功能.
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形成质量信誉机制和提高监管的有

效性等要求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理念存在偏差,信息披露和公开程度不足,传播手段较为

单一,共享联动机制尚不完善,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及信用服务市场发育不足等几个方面.针对

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要以法制为基础,政府部门为主导来完善若干具体的质量信用制度,包括质量信

用信息的公开和传播利用制度,质量信用奖惩制度等核心制度;同时,从诚信体系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加强

质量信用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培育以及以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来共同推进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认为

如此方能达成质量诚信体系的建设目标———“信息便捷、奖罚分明、运行高效、社会参与、监管适度”.

　　参考文献:
[１]　陈文玲,２００３a:«中美信用制度建设的比较和建议»,«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２期.
[２]　陈文玲,２００３b:«美国信用体系的构架及其特点»,«南京经济学院学报»第１期.
[３]　叶如意、汤万金、周莉,２０１０:«基于质量契约的质量信用经济学内涵研究»,«生产力研究»第１２期.
[４]　张维迎,２００３:«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

OnQualityCreditSystemsConstruction
BasedontheReputationMechanism

DongLingandLiJun
(SchoolofLaw,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

Abstract:Qualitycreditsystemisabranchofmarketcreditsystemandabasicsystemfortheformation
ofmarketorder,throughwhichareputationmechanismisformedtorealizemarketdisciplineandmarket
autonomy．Atpresent,thequalitycreditsysteminChinaisgraduallytakingshapeandhasseensome
achievements．Howeverthereisstillabiggaptomeettherequirementsfortheformationofqualityreputation
mechanismandimprovementoftheeffectivenessofthequalityregulation．Thegapismainlyreflectedinsuch
aspectsasmisconception,insufficientinformationdisclosureandpublicity,limitedchannelsforinformation
distribution,shortageininformationsharingmechanism,insufficientpunishmentforbreachＧofＧfaithconducts
andunderＧdevelopedcreditservicemarket．Inconsiderationofthese,thispaperproposestoperfectanumber
ofspecificqualitycreditsystems mainlythroughtheleadingandpromotionbygovernment,withina
legitimateframework,includingsystemforqualitycreditinformationcollection,publicityanddistribution,

systemforqualitycreditrewardingandpunishmentetc．Thispaperalsoputsforwardtheproposalto
strengthentheopennessandcultivationofthequalitycreditservicemarketanddiversifysocialgovernance
mechanisms,withanaimtopromotequalityintegritysystemconstruction．

KeyWords:QualityCreditSystem;ReputationMechanism;QualityCredit;QualityRegulation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４４

董灵、李俊:基于信誉机制的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第２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质 量 研 究
JOURNALOFMACROＧQUALITYRESEARCH

　Vol．２ No．２　
Apr．２０１４



中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实证研究∗

杨　钧　苑小丰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目前R&D投入现状,并就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

证研究.相关结论表明:中国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还

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 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中
部次之,而西部地区影响最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 R&D投入、提高 R&D产出效益和加大

西部地区扶持力度等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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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R&D投入是指为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而进行的经费投入.新经济增长

理论突破性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把技术进步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从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方面研究经济增

长,把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归结为来自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认为技术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粗放型发展方式,即通过投入大

量的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弊端不断显现,难以保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我国经济面临的必然选择.当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仅从

R&D投入视角,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目的是希望通过充分考虑各种要素对经济的影响过程来定量

衡量R&D投入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摆脱粗放型增长模式,缩小地区经济发

展差距,保证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部分学者基于R&D的内生式增

长模型进行大量研究,普遍认为 R&D 投入水平的提高将加快经济增长(Romer,１９９０;Grossman &
Helpman,１９９１;Howitt,１９９２).Samuelson的研究认为技术、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和资本一起构成经济增

长的四个基本要素,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还有部分学者认为R&D投入不仅会促进本产业的技术进步,而
且有助于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升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Jaffe,Fogarty&Banks,１９９８;Jaffe,

Trajtenberg &Fogarty,２０００).
由以上理论出发,实证分析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Coe& Helpman利用以色列和２１个

OECD国家１９７１－１９９０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和国外 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Sakurai,

Papaconstantinou&Ioannidis利用１０个 OECD国家数据,也得出了 R&D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

的结论.Lichtenberg的研究结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及其 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

５０％的国际生产力差异.
关于中国R&D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直以来也是广大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范柏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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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蕾、罗佳明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了科技投入与 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科技投入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祝云、毕正操的研究认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劳动和技术,都会受到科技投入的影响,因此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吴林海、
杜文献根据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间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

分析,表明中国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王凯、庞震利用不同样本区间的数据,对中国财

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两者存在正向的关系.此外,王维国、谢兰云从区域

差异的角度,定量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R&D投入现状

(一)R&D投入水平逐年提高

由图１可知,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全国的R&D投入表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９５．６６亿

元,到２００８年增加到４６１６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提高５倍多;从增长幅度上看,总体上保持了两位数的增

长,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的 ８ 年 间,分 别 增 长 了 １６４％、２３５％、１９６％、２７７％、２４６％、２２６％、２３５％ 和

２４４％.

图１　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R&D投入

(二)各地区之间的R&D投入存在显著差异

全国３１个省区市之间的R&D投入尽管总体上保持了上升趋势,但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主要表现为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的不同.从投入规模上看,如表１所示,以２０００年为例,最高的北京

R&D投入总额为１５５７亿元,而最低的西藏只有０２亿元,相差近７９９倍;到２００８年,北京的 R&D投入

总额达到５５０３５亿元,增长了２５倍,而西藏的R&D投入总额为１２３亿元,增长了５１５倍,双方之间的

差距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仍然相差５４９１２亿元.从投入强度①上看,如表２所示,２０００年全国的 R&D
投入强度为０９,达到或超过的地区只有６个,不到全部地区的２０％,最高的北京为４９３,而最低的海南只

有０１５,相差近３３倍;到２００８年全国的 R&D投入强度为１４７,超过或达到的同样是６个,北京最高为

５２５,而最低的海南为０２３,相差近２３倍,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来看,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三个地区的R&D投入强度始终处于

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R&D投入强度最高,平均为１４,中部次之,为０７３,西部最低,为０６３;并且这种差

距还存在着显著的拉大趋势,２０００年西部与东部的强度差为０６１,到２００８年这种差距拉大到０８.
综上可知,无论从投入总额还是投入强度而言,中国的R&D投入都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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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D投入强度是指R&D投入占GDP的比例,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项衡量一国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省区市R&D投入 (单位:亿元)

年份

区域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全国 ８９５．７ １０４２．５ １２８７．６ １５３９．６ １９６６．３ ２４５０．０ ３００３．１ ３７１０．２ ４６１６．０
北京 １５５．７ １７１．２ ２１９．５４ ２５６．３ ３１７．３ ３８２．１ ４３３．０ ５０５．４ ５５０．４
天津 ２４．７ ２５．２ ３１．１９ ４０．４ ５３．８ ７２．６ ９５．２ １１４．７ １５５．７
河北 ２６．３ ２５．８ ３３．６ ３８．１ ４３．８ ５８．９ ７６．７ ９０．０ １０９．１
山西 ９．９ １０．８ １４．４ １５．８ ２３．４ ２６．３ ３６．３ ４９．３ ６２．６

内蒙古 ３．３ ３．９ ４．８ ６．４ ７．８ １１．７ １６．５ ２４．２ ３３．９
辽宁 ４１．７ ５３．９ ７１．６ ８３．０ １０６．９ １２４．７ １３５．８ １６５．４ １９０．１
吉林 １３．４ １６．５ ２６．４ ２７．８ ３５．５ ３９．３ ４０．９ ５０．９ ５２．８

黑龙江 １４．９ ２０．１ ２３．３ ３２．７ ３５．４ ４８．９ ５７．０ ６６．０ ８６．７
上海 ７３．６ ８８．１ １１０．３ １２８．９ １７１．１ ２０８．４ ２５８．８ ３０７．５ ３５５．４
江苏 ７３ ９２．３ １１７．３ １５０．５ ２１４．０ ２６９．８ ３４６．１ ４３０．２ ５８０．９
浙江 ３３．５ ４１．４ ５４．３ ７５．２ １１５．６ １６３．３ ２２４．０ ２８１．６ ３４４．６
安徽 ２０ ２１．１ ２５．７ ３２．４ ３７．９ ４５．９ ５９．３ ７１．８ ９８．３
福建 ２１．２ ２２．６ ２４．４ ３７．５ ４５．９ ５３．６ ６７．４ ８２．２ １０１．９
江西 ８．２ ７．８ １１．７ １７．０ ２１．５ ２８．５ ３７．８ ４８．８ ６３．２
山东 ５２ ６０．９ ８８．２ １０３．８ １４２．１ １９５．１ ２３４．１ ３１２．３ ４３３．７
河南 ２４．８ ２８．３ ２９．３ ３４．２ ４２．４ ５５．６ ７９．８ １０１．１ １２２．３
湖北 ３４．８ ３６．８ ４７．９ ５４．８ ５６．６ ７５．０ ９４．４ １１１．３ １４９．０
湖南 １９．２ ２４．０ ２６．２ ３０．１ ３７．０ ４４．５ ５３．６ ７３．６ １１２．７
广东 １０７．１ １３７．４ １５６．５ １７９．８ ２１１．２ ２４３．８ ３１３．０ ４０４．３ ５０２．６
广西 ８．４ ８．０ ９．１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４．６ １８．２ ２２．０ ３２．８
海南 ０．８ ０．８ １．２ １．２ ２．１ １．６ ２．１ ２．６ ３．４
重庆 １０．１ １０ １２．６ １７．４ ２３．７ ３２．０ ３６．９ ４７．０ ６０．２
四川 ４４．９ ５７．５ ６１．９ ７９．４ ７８．０ ９６．６ １０７．８ １３９．１ １６０．３
贵州 ４．２ ５．３ ６．１ ７．９ ８．７ １１．０ １４．５ １３．７ １８．９
云南 ６．８ ７．７ ９．８ １１．０ １２．５ ２１．３ ２０．９ ２５．９ ３１．０
西藏 ０．２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７ １．２
陕西 ４９．５ ５１．７ ６０．７ ６８．０ ８３．５ ９２．５ １０１．４ １２１．７ １４３．３
甘肃 ７．３ ８．４ １１．０ １２．８ １４．４ １９．６ ２４．０ ２５．７ ３１．８
青海 １．３ １．２ ２．１ ２．４ ３．０ ３．０ ３．３ ３．８ ３．９
宁夏 １．６ １．５ ２．０ ２．４ ３．１ ３．２ ５．０ ７．５ ７．６
新疆 ３．２ ３．２ ３．５ ３．８ ６．０ ６．４ ８．５ １０．０ １６．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库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图２　各地区R&D强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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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省区市R&D强度 (单位:％)
年份

区域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全国 ０．９０ ０．９５ １．０７ １．１３ １．２３ １．３４ １．４２ １．４４ １．４７
北京 ４．９３ ４．６１ ５．０７ ５．１０ ５．２４ ５．５５ ５．５０ ５．４０ ５．２５
天津 １．４５ １．３１ １．４５ １．５７ １．７３ １．９６ ２．１８ ２．２７ ２．４５
河北 ０．５２ ０．４７ ０．５６ ０．５５ ０．５２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６７
山西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５５ ０．６５ ０．６３ ０．７６ ０．８６ ０．９

内蒙古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３０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４４
辽宁 ０．８９ １．０７ １．３１ １．３８ １．６０ １．５６ １．４７ １．５０ １．４１
吉林 ０．６９ ０．７８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１４ １．０９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８２

黑龙江 ０．４７ ０．５９ ０．８８ ０．８１ ０．７４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９３ １．０４
上海 １．５４ １．６９ １．９２ １．９３ ２．２１ ２．２８ ２．５０ ２．５２ ２．５９
江苏 ０．８５ ０．９８ １．１１ １．２１ １．４３ １．４７ １．６０ １．６７ １．９２
浙江 ０．５５ ０．６０ ０．６８ ０．７８ ０．９９ １．２２ １．４２ １．５０ １．６０
安徽 ０．６９ ０．６５ ０．７３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１１
福建 ０．５６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９４
江西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７０ ０．８１ ０．８９ ０．９７
山东 ０．６２ ０．６６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９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２０ １．４０
河南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６６
湖北 ０．９８ ０．９５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０１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２１ １．３１
湖南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８ ０．７１ ０．８０ １．０１
广东 １．００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３０ １．４１
广西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６
海南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３
重庆 ０．６３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７７ ０．８９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１４ １．１８
四川 １．１４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４９ １．２２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３２ １．２８
贵州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５５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６４ ０．５０ ０．５７
云南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６１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５４
西藏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３１
陕西 ２．７４ ２．５７ ２．６９ ２．６３ ２．６３ ２．５２ ２．２４ ２．２３ ２．０９
甘肃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８５ １．０１ １．０５ ０．９５ １．００
青海 ０．４９ ０．４０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４１
宁夏 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５２ ０．７０ ０．８４ ０．６９
新疆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库相关资料计算整理得出.

四、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推导

依据传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本文选用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

础模型,其函数表达形式为:

Y＝f(x１,x２,,xk) (１)
其中,Y 表示产出量,x１,x２,,xk 分别表示k种生产要素的投入,CobbＧDouglas据此建立了描述

产出与资本和劳动投入关系的著名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

Y＝AKαLβ (２)
式(２)中,A 表示科技进步系数,K 表示资本要素的投入,L 表示劳动要素的投入,a、b分别表示资本和

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传统的CＧD模型中,它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生化,通过固定值系

数A 来反映,很明显这种作法很难准确测定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根据新经济增长的相

关理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D投入能够通过研发活动,促进知识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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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从而使生产者在占用相对较少的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情况下,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出.发达国家的经济

发展经验也表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技术进步对于一国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是多么重要.在传统

CＧ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R&D投入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引入到方程中,则式(２)可改写为:

Y＝AKαLβRγ (３)
式(３)中,R表示R&D投入,g表示R&D投入的产出弹性.对式(３)两边取对数,得到式(４):

lnY＝lnA＋αlnK ＋βlnL＋γlnR (４)
设a＝lnA ,则式(４)可以转换为本文的经济计量模型:

lnYt＝a＋αlnKt＋βlnLt＋γlnRt＋ut (５)
其中u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数据的选取

经济增长水平变量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资本要素的投入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总额

表示,劳动要素的投入量用年末在岗职工人数代表,相关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资料,全
国、各省区市的R&D投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网的相关资料.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

方差现象,对数据取对数值进行处理.

五、实证分析

本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选择国家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二是考虑地区性差异的影响,将３１
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分析.

(一)全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首先,选择国家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３１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PanelData)代入式(５),相
关估计结果见表３:

表３　全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P值

a ０．２３４６７８∗ ５．０６７３２３ ０．０００３
a ０．４４２２４５∗∗ ８．７６５４７５ ０．００００
b ０．３０８７６５∗∗ ９．４３５５２４ ０．００００
g ０．２３７６４４∗∗ ８．７６６５３２ 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１％、５％显著水平.

(二)各地区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省区市之间的R&D投入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因此本文将各省区市划分为三个区域,
即中部、东部和西部①,分别考察三个地区之间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结果见表４:

表４　各地区R&D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估计结果

区域 a a b g R２

东部地区 ０．５６４３３２∗ ０．５７５８３７∗∗ ０．１５３５４４∗ ０．１１４５３７∗ ０．７６５４３３
中部地区 １．２３３４１０ ０．３２６７７５∗ ０．２７１４２５∗ ０．４２３５４２∗ ０．７５３４４２
西部地区 －１．０７３６８７ ０．４３３１２３∗ ０．４４５４２３∗ －０．０２２２４ ０．６９８０５６

　　注:∗、∗∗表示１％、５％显著水平.

(三)结果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３、表４的回归结果,除个别变量外,模型中多数变量的系数全部通过了相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反映相关问题的研究.

从全国范围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劳动和科技三种要素的推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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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地区性的划分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将全国３１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者的产出弹性分别为０４４、０３１和０２４.综合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带动,其次

得益于劳动要素的投入,R&D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D投入每增加１％,能够

推动 GDP产出大约提高０２４％.但从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程度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仍属于

资本推进型发展模式,质量相对较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本、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以及大量廉价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的方式,来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产品生产数量,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从区域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０５８,劳动弹性为０１５,R&D投入的弹性为

０１１.虽然根据图２所示,东部地区属于 R&D 投入较高地区,２００８年该地区的 R&D 投入占全国

R&D投入的１７０％,但是该地区的R&D产出效率却相对较低,产出弹性仅为０．１１,即R&D投入每增

加１％只会推动GDP产出增加０．１１％;在中部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０３３,劳动弹性为０２７,R&D
投入的弹性为０４２.在该地区,R&D投入的产出弹性是非常显著的,超过了资本和劳动要素,R&D投

入每增加１％能够推动 GDP产出增加４２％;在西部地区,属于我国R&D投入水平较低地区,劳动产出

弹性最高,达到０４５,资本的产出弹性次之,为０４３,R&D投入的弹性最低,为－００２２２４,并且系数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区域性差异表明,R&D投入对经济的作用大小,同时受到物质资本、劳动资本和

其他条件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总体上保持了一种正向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具

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即 R&D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从实证结果看,我国

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倒 U 型关系,主要表现在 R&D投入最多的东部地区和最

少的西部地区,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相比较,R&D投入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只有中等投入

的中部地区,R&D投入超过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西部地区 R&D投入对

经济增长贡献不大,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而言处于欠发达地区,多数省份、自治区属于农业大省,基
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资本和劳动投资的产出效益相对会更高;东部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但

R&D投入行为更多的是由政府、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来完成,尽管高R&D投入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
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产出,带来效益.

六、主要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省区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相关结果表明:中国的 R&D投入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R&D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相关关系还存

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高投入地区的 R&D 投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并不是最大的,低投入地区的

R&D投入的作用是最小的,主要体现在一种倒 U 型关系上,即中部地区 R&D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大,
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出弹性较低.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转变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提高科

技含量已经越发显得重要和刻不容缓.针对中国目前的 R&D投入整体水平较低和不平衡的特点而

言,就是要增加R&D投入,创造良性竞争环境,保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一是加大R&D投入.尽管无论从全国,还是各地区来看,R&D投入都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仍然

要看到,中国的R&D投入与发达国家的投入比重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２００８年,中国的R&D投入为

４８８亿美元,而美国３４３７亿,日本１４８５亿,德国７３８亿,相差较大;而且从 R&D 强度上看,中国只有

１４９,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政府应该切实转变发展观念,从战略角度重视和发展科

技,加大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
二是提高R&D产出效益.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东部地区高 R&D投入并未取得较高的经济贡

献率,主要原因就在于R&D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目前,中国 R&D活动更多的是政府在投入、组织与

实施,而企业的参与热情、力度较低,这就限制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出的效益;因此政府应该转换主

体意识,加强创新主体与市场的结合,优化R&D科技资源的配置,积极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

创新环境,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使之成为R&D活动的主体.
三是加大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从经济发展来看,西部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R&D投入对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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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影响也较低,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环境还比较薄弱,国家应该加大

力度进行扶持,主要是在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地方政府也应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

机,积极引进人才和技术,因地制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积累基础条件,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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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契约执行和产品质量∗

———对网上交易信用评价系统的分析

王啸华

摘　要:在网上交易中,信用评价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系统所提供的消费者的反

馈评分可以视为相应企业的声誉.文章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种网上声誉发挥作用的机

制.借助信用评价系统,消费者可以观察到企业的反馈评分并可以据此做出自己的购买决策,
因而这种网上声誉机制大大便利了信息的传播.本文证明了存在消费者的反馈评分这样一种

信息传播机制时,企业一般不会选择欺骗消费者.
关键词:声誉;产品质量;信息传播;契约执行

一、引言

市场交易中到处都充斥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对经验品(experiencegoods)市场来说,尤其如此.所

谓经验品,是指那些质量事前无法判断、只有购买使用以后才能确定的产品.对于这一种类的产品,消
费者做出购买决策之前,都会自然地考虑企业的历史交易记录:如果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产品质量总是可

靠的,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惠顾它,企业的需求就会上升;而如果一个企业以次充好,则惠顾的顾

客就会越来越少.因此,欺骗消费者虽然暂时可以得到较高的收益,但是却是以企业长期的利益受损为

代价的.对于那些目光长远的企业来说,它们总是会考虑到自己的名声而坚持提供高质量的商品.这

就是声誉发挥作用的机制.
但是,上述的分析中存在一个问题:消费者并不能了解所有企业的历史交易记录,每个消费者只有

不完整的信息,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消费者的口碑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我们知道,口碑是企业的历史交

易信息的浓缩,它的存在缓解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它实际上就是声誉的具体表现形

式.但是,口碑这种声誉机制在信息传播上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传递速度较慢、不够精确等.近年来,网
上交易迅速发展,很多网上交易平台都设置了信用评价系统,由买家来进行反馈评分,而其他消费者在

交易前可以通过网络观察到这一评分,这一现象被称作“口碑的数码化”(digitizationofwordofmouth)
(Dellarocas,２００３).这种系统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还提高了信息的精确度.
显然,信用评价系统中消费者的反馈评分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声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实证研究发现,消
费者在购买时非常关注企业的这种声誉.例如:Cabral& Hortacsu(２００４)发现在商家出现第一次负

面评价后,其交易量下降非常显著,并且随后出现负面评价的可能性也更高;在国内,周黎安等人(２００６)
也发现,卖家的评分增加可以提高成交的概率和商品的价格.

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种网上声誉发挥作用的机制:如果企业坚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则其

反馈评分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其声誉一直是良好的;但是如果企业一旦欺骗了

某个消费者(即提供了低质量的产品),那么就会出现较低的反馈评分,其声誉就会被“抹黑”,其他消费

者就会对其惩罚(具体表现为不再愿意为其产品支付高价格);不过,如果该企业愿意接受惩罚,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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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则其声誉可以逐步转好.因此,企业在选择欺骗消费者时需要对通过欺骗得来的暂时的收

益和随后的惩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我们给出了企业永远不会选择欺骗消费者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

网上交易中都是相对容易满足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我们回顾了以前对声誉和产品质量的研究;第三部分

对网络交易平台的信用评价系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第四部分是模型和结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当中最早研究声誉对于产品质量保证作用的是Klein&Leffler(１９８１).他们的论文引发了

大量的后续研究,Macleod(２００７)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综述,此处就不再赘述.需要说

明的是,这些论文虽然在一些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基本思想都是一致的,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要保证厂商一直生产高质量的商品,则消费者就需要支付一个超过产品成本的价格.我们假

设厂商一直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则这种交易(厂家提供高质量商品,消费者支付高价格)可以无限持续下

去,而如果厂商提供的产品质量降低,则消费者会停止和厂商进行交易.如果各期的价格升水

(premium)贴现值之和超过提供低质量产品带来的当期收益,那么策略组合(厂商提供高质量商品、消
费者支付升水价格)就是一个均衡结局.可以发现,声誉机制与Shaprio&Stiglitz(１９８４)的效率工资理

论本质上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论述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厂商和消费者会进行无数次交易,这

在消耗品市场上是一个符合现实的假定;但是对于有些耐用消费品来说,消费者一生可能只会进行数量

很少的购买,有时可能一生只有一次———例如住房,很多消费者可能一生只会购买一套住房———这样有

限的几次交易是不能给厂商提供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足够激励的,因而这就要求众多的潜在消费者联合

起来集体惩罚那些提供劣质产品的厂商.而消费者的集体惩罚面临信息传递问题:一旦厂商欺骗了一

个消费者,受害的消费者如何向其他消费者传播自己的遭遇? Klein& Leffler(１９８１)的文章通过假设

信息可以无成本地流通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信息传播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有些论文研究了信息传播.Greif(１９９３)发现,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商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

信件来进行的,这些信件后来都被保存了下来作为研究资料;而在消费信贷市场上,信用局(credit
bureau)制度也发挥了类似的信息传递作用,Klein(１９９２)的论文对此进行了分析;Milgorm 等人(１９９０)
发现,在中世纪后期兴起的贸易中,商人之间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商法的私人执行者.上述这些信息传

递机制都是比较特殊的,口碑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信息传播方式.Ahn& Suominen(２００１)研究了口碑

传播(wordＧmouthcommunication)这种机制对于契约执行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消费者需要花费成

本去建立网络来传播有关厂商的消息时,这时候信息流通就不那么顺畅了,厂商就有可能提供低质量的

商品.这说明,口碑传播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不能完全确保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关于信息传播对于

产品质量的保障作用,Jin&Leslie(２００３)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１９９８年,洛杉矶市政府要求餐馆在其

橱窗上张贴公布其卫生质量登记卡,实证研究发现,这一强制性措施提高了餐馆的卫生等级,并且降低

了因食物得病而住院的人数.
网上交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新生事物,相关的研究较少.吴德胜(２００７)的论文对于网上交易的契

约执行机制进行了总结,但是他并没有着重强调信用评价系统在契约执行中的信息传播作用,而这正是

本文关注的重点.

三、对网络交易平台信用评价系统的简单介绍

信用评价系统是由eBay首先创立的,很快就为其他网站所采用.虽然各个网络交易平台的信用评

价系统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买卖双方每交易一笔,就可以对对方作一次评价,评价分为

三类:好评、中评和差评.如果是好评,则商家的信用评价就加一分,中评不加分,差评则会减一分.除

了这种简单的评分外,买家还可以就产品质量和送货服务做出一些具体的评价.
信用值就是卖家从所有的评价(包括好评、中评和差评)中得到的分数累计加总.其中好评率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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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评数在交易总次数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买家或卖家的信用值低于一定程度,系统就会禁止他们在

网上继续进行交易.此外,网络平台要求交易完成以后,买卖双方必须进行信用评价.而如果商品的购

买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对商家进行评价,信用评价系统自动地给予好评;而如果认为买家给予的评价

没有道理,卖家也可提交系统仲裁,这避免了买家以威胁给予差评来要挟卖家.此外,信用评价系统一

般还会设计一些特殊的规则防止商家通过不真实的交易来提高自己的信用.总而言之,网上交易的信

用评价系统发展已经比较完善,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交易者的信誉.
通过信用评价系统,每个买家都可以观察到关于潜在卖家声誉的基本信息,这包括信用值、好评的

总数和所占的比例、中评的总数和所占的比例以及差评的总数和所占的比例,还有历次交易中购买者的

具体评价.也就说是说,信用评价系统的出现使得这些东西成为公共信息,所有买家在交易发生之前都

能观察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购买决策.
可以设想,如果不存在信用评价系统的话,提供商品的卖家的声誉只能通过口碑这种传统的方法来

传播,传播范围会扩展得非常慢;即使一个卖家欺骗了一个消费者,这个信息也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所得

知,这样就无法迅速地惩罚违约的厂商,厂商也就没有激励去建立良好的声誉.而网上信用系统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点,一旦某个买家欺骗消费者,则这一消息就会立即扩散开来.因此,卖家会有强烈的激励

去建立良好的声誉,市场的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整体的提升.

四、理论模型

在博弈论当中,有两种为声誉建模的办法.第一种方法是重复博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所有的

企业都是同质的,它们既可以生产高质量的商品,也可以生产低质量的商品,具体的选择取决于其成本

收益,这种方法也被称为“道德风险”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

KMRW 模型.在这种方法中,厂商被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一类企业只能生产低质量的商品;但是

消费者不能确定厂商的类型,只能通过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进行推断.这种方法也被称为“逆向选择”
方法.可以这样说,在第二种建模方法中,是自然决定了厂商的类型并进一步决定了产品的质量;而在

第一种建模方法中,产品质量是由厂商自主决定的.这样看来,第二种建模方法中的假设是比较机械

的;此外,在第二种建模方法中,一旦某个厂商的声誉变坏,则它就没有办法加以挽救了,而在本文中我

们希望厂商还有改正的机会.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本文选择第一种建模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上交易中,消费者是通过搜寻决定自己的交易对象的,因而和一般的重复博弈

不同;网络交易中的买卖双方之间是随机匹配的,每一期的交易对象都是不一样的,对于C２C这种商业

模式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借用了神取道宏(Kandori,１９９２)随机匹配模型的框架.在这种类型

的博弈中,参与者需要根据对方的交易历史采取行动,因而先前的交易者需要把对方过去行为的信息传

播给其他人,以便他们在此基础上采取各种策略,而信用评价系统正是信息传递的一个工具.
我们来看模型的具体设定.假设网络上提供某种经验品的厂商数量有n个,而需要这种产品数量

的消费者数量也有n个;假设厂商的生命是无限持续的.在每一期,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都会进行一次随

机匹配,匹配成功的两个成员之间会进行一对一的交易;在每一期,交易者总会找到一个匹配者,这也是

为什么假设企业和消费者的数目都是n的原因,数目相等保证了匹配总能成功.
交易的收益取决于双方所采取的行动,也即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假设第i

个企业和第j个消费者匹配成功,则企业i会提供单位质量为qi 的产品给消费者j,qi ∈ [０,１].假设

所有的企业采用相同的技术,它们生产一单位质量为qi 的产品的边际成本也是相同的,都等于c(qi),
c′(qi)＞０,c″(qi)＜０.此外,不失一般性地,可以令c(０)＝０.对质量为qi 的产品,每位消费者的边际

支付意愿都为p(qi),它是一阶连续性可微函数,记p０ ＝p(０).因此,交易的总剩余为p(qi)－
c(qi). 我们进一步假设消费者和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bargainingpower)相同,因此,从一单位质量为

qi 的产品的交易中双方的获益是一样的,等于 (p(qi)－c(qi))/２.对厂商来说,它的总利润是各个阶

段收益的折现值之和,假设其折现因子都是δ.
由于p(qi)－c(qi)的定义域 [０,１]是一个紧集,故它存在最大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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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rgmax(p(qi)－c(qi))(q∗ ≠０) (１)
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是q∗ 的话,交易的总剩余是最大的.
如果厂商一直都提供质量为q∗ 的产品,而消费者支付(p(q∗ )＋c(q∗ ))/２的价格,我们就说契约

得到了履行;反之,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没有达到q∗ ,却仍然要求消费者支付(p(q∗ )＋c(q∗ ))/２
的价格,则我们就说企业违背了契约.显然,企业通过欺骗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为(p(q∗)＋c(q∗))/２.

在经验品市场上,厂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单边囚徒困境”博弈.厂商可以生产高质量的

商品,也可以生产低质量的商品.当交易正在进行时,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产品的质量,只有当使用一

段时间后他们才能逐渐认识到产品的质量;但此时货款已经支付了,很难再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去追究企

业的责任了.因此,厂家不会面临违约的风险,但是消费者却有可能买到没有达到承诺质量的商品.如

果这种博弈只进行一次的话,那么其均衡就只能是消费者支付一个最低的价格、厂商提供质量最差的产

品,厂商和消费者的收益为p０/２.虽然厂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对双方来说都

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由于厂商无法做出保证产品高质量的可信承诺,所以交易双方都被锁定在这种低

效率的均衡中.而一旦交易关系是长期的,则由于要考虑到未来,所以厂商有激励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但是在网上交易中,买卖双方是随机匹配的,在n很大的情况下,特定的消费者和厂商再次交易的

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无法通过双方后续的交易对企业进行处罚,只有依赖其他消费者的惩罚了.而受到

厂商欺骗的消费者怎样才能把遭遇传播给其他人呢? 因此需要看一下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机制.
我们假设,消费者不可能完全观察到所有企业的历史交易信息;但是,网络交易平台创造出了信用

评价体系这样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交易前,每个消费者都可以观察到企业的信用评价.这种评价实际

上就是企业声誉的表现形式,它浓缩了该交易者的历史交易信息.在网上交易中,被骗的消费者自己虽

然不能惩罚厂商,但是可以通过信用评价系统来“抹黑”企业的声誉.我们用符号zi(t)来代表企业i的

声誉,如果企业i在时期t之前从未被“抹黑”过,则zi(t)＝０;反之,则zi(t)就不为０.
虽然消费者不能观察到企业的所有历史交易信息,但是可以观察到企业的网上信用评价,这实际上

就是该企业的声誉.匹配成功之后,消费者j的购买决策取决于其匹配的企业i的声誉:如果zi(t)＝０,
则说明该企业的声誉是好的,消费者信任该企业产品的质量,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q∗ )＋c(q∗ ))/２.
但是,一旦zi(t)≠０,则消费者就不再信任该企业提供的产品,只愿意支付p０/２的价格作为对该企业

的惩罚,而企业在惩罚期内也只愿意提供质量最低的产品,也就是说,在惩罚期内双方会回到阶段博弈

的纳什均衡.这种惩罚一直会持续 T期.在被惩罚期间,企业的声誉会不断变化.直到 T期的惩罚结

束后,其声誉才会重新转好,也即zi 变为０.① 可以看出,zi 不仅可以传播信息,而且还可以协调厂商

和消费者的行为,因而它非常类似于相关均衡(correlatedequilibrium)中的“公共信号”(publicsignal);
但是,“公共信号”与行为历史无关系,而zi 取决于行为历史.

回到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执行惩罚的消费者的收益也会降低;但是只要δ足够大,将来可以获得

的收益足以弥补当期由于惩罚而导致的暂时性收入下降,消费者还是会选择惩罚违约的交易对象的.
这样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在产品质量的单边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中,若消费者中间存在着上述的信息传播机制,则当

δ＞δ∗ 时,企业会一直选择提供质量为q∗
i 的产品,而消费者会选择支付 (p(q∗ )＋c(q∗ ))/２的价格.

证明:一旦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低于q∗ ,则它可以获得的最高收益为 (p(q∗ )＋c(q∗ ))/２.而随

后其声誉会被“抹黑”,其他消费者观察到其标签后,会对其进行长达 T期的惩罚,在惩罚期内,其标签

会发生如下的转变:

zi(t＋１)＝
０,qi(t)＝q∗

zi(t)＋１,zi(t)＜T　且qi(t)≠q∗

０,zi(t)＝T 且qi(t)≠q∗

ì

î

í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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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惩罚策略与 Aumann&Shapley(１９７６)中的并不相同,他们采用的惩罚措施是最小最大化策略而非阶段博
弈的纳什均衡.



我们可以将双方的策略组合表示如下:

σ(zi(t))＝
(q∗ ,(p(q∗ )＋c(q∗ ))/２),　若zi(t)＝０
(０,p０/２), 若zi(t)≠０{

显然,如果想要使得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一直维持在q∗ 的水准,就必须使得违约招致的持续 T期的惩

罚所带来的损失足够大,至少要超过一次背离所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
(p(q∗ )＋c(q∗ ))/２＋(δ＋δ２＋＋δT)p０/２£(１＋δ＋δ２＋＋δT)(p(q∗ )－c(q∗ ))/２ (２)

(２)式的左边是欺骗以及在随后的 T个惩罚期内企业的总收益,右边是一直执行契约所得到的收益.
整理后得到:

c(q∗ )£(δ＋δ２＋＋δT)(p(q∗ )－c(q∗ )－p０)/２ (３)
因此,当T和δ满足(３)式时,企业会选择一直履行契约、提供质量为q∗ 的产品,而企业愿意支付的价格

为 (p(q∗ )＋c(q∗ ))/２.证毕.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在产品质量这样的单边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群体内存在上述的信息传播机制,

有可能存在所有企业都履行契约的均衡结局.我们来看一下(３)式的经济学含义,左边的c(q∗ )是生

产质量低劣的产品所节省的成本,而右边的式子则代表在惩罚期内厂商的总的收益减少量,也即厂商为

生产低质量产品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生产低质量产品所节省的成本低于要付出的代价时,厂商是不会

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的.
下面来看一下现实中的情况.有人可能会认为,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持续 T期的惩罚;但是,我

们知道,如果从事网上交易的企业得到了差评,那么它的交易量就会迅速下降,除非这个企业想办法补

救.例如,有些企业可能会向消费者提供优惠措施,或者利用关系客户的交易来重新提升自己的信用

值,而这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只有当企业的这些补救措施足以抵消其差评之后,其交易量才会重新上

升.因此,这些耗费成本的补救行为可以视为对违约企业的一种惩罚措施.
若T → ¥,也即惩罚永远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消费者的策略就变成了所谓的“触发策略”(trigger

strategy),上面证明中的式子(３)就变成了:

c(q∗ )£
δ

１－δ
(p(q∗ )－c(q∗ )－p０)/２ (４)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企业的折现因子越大,则上面的式子也容易成立.也即,如果企业有长远眼光,
足够重视未来的话,则它越不可能以自己声誉的损害为代价来获得一时的利益.而我们又知道,折现因

子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为δ＝１/(１＋r).显然,只有当利率比较低的时候,折现因子才会比较大.而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资本比较稀缺,其影子价格非常高,因此利率r也比较高,这样企业的折现因子就会较

低,因而上面命题中的结论也就很难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产品通常比较低劣的原因之一

(Esfahani,１９９１).中国虽然银行贷款利率较低,但是获取贷款却比较困难.因此,对于企业、特别是民

营企业来说,资金的影子价格仍然比较高,因而它们的折现因子也比较小.这或许也是导致中国经常出

现假冒伪劣产品的原因之一.

五、结语

市场交易中充满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经验品市场尤其如此:消费者在购买时并不能了解产品的质

量,这样就会很容易导致市场失灵.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市场发展出了很多解决方法,在近年来迅速发

展的网上交易中,信用评价系统的质量保证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本文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信用

评价系统发挥作用的机制.我们将企业得到的信用评价视为企业的声誉,而网络信息流通的便利使得

所有的潜在交易者都可以迅速准确地看到企业的这种声誉,这样便能使得消费者的集体惩罚机制顺利

运转,网上交易的秩序从而得到了保障.
最后还有几点特别需要指明:首先,我们假设企业的寿命是无限的.但是现实当中,总会有老的企

业退出市场和新的企业进入市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我们的静态模型没能反映出这一点.其次,
在文中我们假设厂商和消费者之间是一一匹配的.但是一般说来,企业的数量总是小于消费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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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企业吸引的顾客数量远不止一个,并且声誉好的企业吸引的顾客数量众多而声誉不好的企业则会

因为没有顾客惠顾而退出市场;而这样声誉不仅和产品质量有关,而且还和企业的规模、寿命有关.显

然,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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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影响机制研究∗

贾礼文　陆　林

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转

型的时代背景,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形式,分析了信任结构由特殊信任和普

遍信任组成,它与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紧密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内外部

资源交换和环境适应能力.中小企业在“质”和“量”上拥有丰富的信任型社会资本,能够提升

企业的发展质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信任;社会资本;中小企业;发展质量

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艰难曲折复苏和中国政治经济深度改革转型时期,我国实体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中
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加重.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全国实有企业１３６６６万户,个体工商户４０５９２７
万户,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的９５％以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值

得关注的是,中小企业在成长中具有明显的特质,例如应变弹性大、家族化管理、生命周期不稳定等;同
时也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例如资金筹措困难、人才资源匮乏、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管理结构与制度不规

范,规模不经济等.在这样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中小企业自身特质与困境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

度影响乃至制约着它们的发展质量.

二、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关于社会资本与企业发展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从网络角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

成长,认为企业成长的网络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成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Miles,１９８４;

Burt,１９９２;林润辉,２００４).二是从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观点是民营

企业能否持续成长主要看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贺小刚、李新春,２００５;李路路,１９９８;张岚

东,２００３).三是从社会资本结构类型不同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展开研究(Ghoshal,１９９８;王琚,２００３;曹国

年,２００６).而对于社会资本,目前尚无一个学者可以普遍认同的定义,从相关学者概念描绘的梳理中,
可以得出本文使用的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是,社会资本是一种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

化了的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个人或组织通过它可以获得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和动员稀缺资源的

能力.对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关系,相关文献的表述不尽一样,对于概念交集界限甚至存有争议.如福

山近乎把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本身,觉得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的普遍信任中产生的一种能力,这种相对普

遍的文化特性决定了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和竞争能力,也就是社会内生的信任程度(福山,１９９８);而科尔

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信任的源头,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形式;普特南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

要来源而存在.结合科尔曼、福山、普特南、林南和李惠斌、杨雪冬等学者对社会资本及其与信任关系的

研究,本文沿用科尔曼的理论观点,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略微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信任

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性测量指标和内核要素,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资本的特质和作用在信任里都能

得到体现和发挥.因此从信任视角观察社会资本,可以引出“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信任作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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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形式,嵌入在一定的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个人或组织通过它可以消减网络结

构中的部分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使互动结果符合双方或多边寄予的期望,从而获得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

机会和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
中西学者对中国的信任问题有相当的关注.中国人存在彼此间的普遍不信任,信任并非是建立在

信仰共同体而是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家族亲戚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

特殊信任(韦伯,１９９５).与这种特殊信任相对应,普遍信任的对象则延伸到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或可

能与我们不同的人(Uslaner,２００２).近年来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普遍信任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有学者

认为中国当下的信任结构仍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的发育明显不足(林聚任,２００７).也有观点认为

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是一个普遍信任较高的国家(Inglehart,１９９９).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化

虽然具有特殊主义的特点,但也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普遍信任(王绍光、刘欣,２００２).对于信任与企业

发展,有学者认为信任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信息使用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还能影

响企业的规模(许晓红,２００４).
同时,相关理论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和先天特质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诸多合理解释,特别是社会

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性分析(格兰诺维特,１９８５)为我们理解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和分

析工具,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企业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次级群体,它处在与其他群

体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就是说,经济生活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它不能与社会风

俗、道德伦理、文化习惯分开来单独加以解释.企业的社会性特征会随着其不断发展而得以强化,以至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深刻感受到社会资本以及信任环境对其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从这个层面

来看,在分析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时候需要从文化视角重视“社会资本”的存在,在解读社会资本的时候

则要强调“信任”这一内核要素,即是对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探讨.着力探讨它是如何参与中小企业各层

级的管理运作,是如何协调组织内外部资源的交换和整合,如何促进组织与内外各方良性互动而形成较

高的环境应变弹性,进一步追溯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如何.

三、中小企业信任结构与发展质量的互动

信任可以维持一定范围社会关系的持续,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能够促进人们的理性或非

理性合作,如果人类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和普遍的信任,它本身将面临瓦解(郑也夫,２００６).中小企业信

任结构可以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方面来探讨.特殊信任主要指与个人或组织通过系谱、血亲、朋
友、同事等亲近关系或长期较为稳定的熟知合作关系而达成的信任,普遍信任主要指没有亲近关系或稳

定熟知合作关系的信任.例如,在内部管理中,二者的区隔体现在权力分配、人力资源安排等方面.中

小企业的财务、人事以及核心技术等方面的权力一般掌握在与企业有特殊信任关系的行为者手中,而拥

有非特殊信任关系的行为者的工作则更多涉及微观执行等具体工作.可以看到,中小企业主往往倾向

于强化信任型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拟亲化”与“泛家族化”来加强内部管理.再比如,在内外部资源交

换与整合中,拥有特殊信任的组织间更容易获得资源交换和支持,而普遍信任则更多依赖于具有法律强

制约束的措施来保证资源的顺利交换.再比如说,在适应外部环境中,拥有特殊信任的行为主体间更乐

于采用合作与帮助方式共同抵御环境风险,而拥有普遍信任的行为主体间在合作时则需加入投资回报

的考虑,或者甚至不考虑合作.
下面以重庆某餐饮中小企业为例,试图构建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从而进一步探讨信任型社会资本

与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互动.该餐饮企业创办于１９９６年,资产达８０００万元,员工２５０人左右,主要经

营中餐、火锅和小吃,企业设有６个分店,张总为该企业总经理和最大控股者.公司主要管理层有家族

成员３人:弟弟、侄子、女儿,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销售经理、某个分店经理、财务经理.同时,张
总还通过同学渠道安排亲信担任分店经理、采购主管、人事主管等.公司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０年期间没有

相对正式的规章制度.２０００年由于内部财务和运营管理出现混乱,企业遇到了创建以来的发展瓶颈,
争取了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其弟弟加入公司并负责财务管理.之后张总女儿加入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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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弟升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经理.２００３年企业资产达到１０００万元左右,各项规章制度开始规范

化,但在操作上不能落实,制度很大程度被悬置,“都是自己人,都有人情在,大家也都不怎么当回事”.
不过张总认为,“公司推行制度化势在必行,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后张总尝试逐步放权

于经理人,但始终对经理人不能完全信任,认为“人性复杂”,主要担心在于其品德和能力.直到２００７年

公司资产达到了４０００万元,分店的经理才实现由聘用经理人担任,但对其采购、财务等指标的监督和要

求非常严格.对于拥有特殊信任关系者和普遍信任关系者的管理,张总直言,“以前对待家族成员基本

没有什么管理规定,采取围一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考核标准也比较模糊,没有重大的失误就可以,每
到年底也有额外的分红.”但对于没有特殊信任关系的员工,该企业聘用时就会明确各项规定、考核和要

求,大部分签署劳动合同.这个例子清楚地反映了该企业从权力、人事、利益分配诸多方面表现出拥有

特殊信任者与普遍信任者之间明显的差异性.根据之前的探讨,信任结构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

任两方面,由此构建了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
由此可知,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信任型社会资本在组织的信任结构里发挥着建构作用,这个信任结

构会对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如图１所示,信任结构从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两个

方向出发,与企业发展质量的三方面核心要素进行互动,包括内部的管理机制、内外部的资源交换与整

合、外部环境应变弹性.这种互动使得中小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形成相对的动态平衡,这个平衡既有

利于巩固组织的信任结构,充分释放信任型社会资本的能量,又有利于保证企业的发展质量,最终形成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对于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存在和价值,以及

中小企业发展质量与信任结构的互动,应回归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

经济社会改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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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第一,中小企业内部管理面对的社会环境特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差序格局”特质,使得社会伦

理结构从个人转移和扩大到组织成为可能与可行.虽然以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呈现的社会资本在几乎

所有国家中都发挥着相当程度的作用,例如伯迪尤讨论过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移问题(Bourdieu,

１９９４),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东亚社会的儒家文化圈中,社会网络与关系的作用很大程度被强化了.儒

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弹性,“泛家族主义”使得家的概念、家庭的结构形态与运作原则、家族内部

习得等延伸、泛化到企业组织层面(陆林,２０１１).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殊主义”观念与行为盛行于社

会生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突出特点(李路路,１９９５).我国中小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呈现为明显的“差序格

局”,人们在互动中发展出一套稳定的关系来持久、有效地维持人际关系(薛天山,２００４),就是那种按照

血缘、亲缘、地缘向外依亲疏远近而进行的人际互动模式.处于企业管理核心层面的多为中小企业主自

身或与其有关的家族成员,向外一层则是与企业主亲缘关系密切的“自家人”,处于边缘状态的则是雇佣

形式的普通员工.前二者拥有的是特殊信任关系,后者则是拥有普遍信任关系.从权力分配上看,企业

的实际控制权集中在核心管理层,关键权力、核心技术、财务等重要职位通常由与企业主亲缘关系密切

的人掌握,而非关键的权力才交给一般员工(李新春,２００５).
第二,中小企业内外部面对的资源分配机制.一般认为,社会资源最主要有两种分配方式类型,一

种是市场的,另一种是非市场的,亦即市场过渡理论(撒拉尼,１９８３;维克托,１９８９)中称为的市场经济以

及“再分配经济”.一些学者认为,在体制转轨和资源分配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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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经济资源逐渐市场化,但是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行政权力得到实质性的

强化等,使得权力能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资源分配,因此形成了依靠市场的和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两种基

本类型.这样的分配方式与前面提及的中国社会环境特质相结合,导致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能够成为

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值得指出的是,在产业和行业纵深的链条上,与政府、市场、行业竞争者等主体之

间拥有特殊信任的中小企业,更有机会进入所谓的非竞争市场.由于企业与各利益攸关方关系的复杂

性,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间更倾向根据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和性质,作为进行内外部资源分配交换的标准,
而不选择市场商品交换和强制性分配方式.通过此类特殊信任得到所需社会资源,可以在复杂多变的

竞争中占据优势(李路路,１９９５),因而中小企业倾向于不断积累这种信任资本特别是特殊信任,并在一

定范围内相互支持和协作(周翔,２００９).
第三,中小企业环境应变面对的经济改革转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进程不断推进,通过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逐步向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转变;由此,市场和社会拥有了更多发挥空间.这对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同步的实际,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
个过程中存在着政府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效力逐步减弱,但市场关系又没有系统建立健全的模糊

过渡空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型社会资本,并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会

关系网络来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协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不仅是结构转型中

相对于正式渠道的替代性形式,也是一种更便捷地增强应变风险能力的形式.与我国大型企业相比,中
小企业具有诸多先天不足,加之信息不对称、不规范竞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制约,当市场风险来临时,中
小企业通常不具备应有的抵御和应变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拥有丰富的信任型社会资本,特别是特殊信

任关系的中小企业,往往能够在风险来临前从特殊信任关系方面预知大概,提前做好相关战略规划和战

术调整;或者是风险来临时,能够通过与信任程度较深的政府、市场、合作者等方面获得各种形式的帮助

和支持,以顺利渡过风险和动荡,从而降低企业损失,甚至能够捕捉新的发展机会.

四、探讨与结论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与关键性测量指标,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和结构嵌入

到了经济社会和企业行动当中,信任机制和结构的良性运行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是紧密相关的.信

任型社会资本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特质、中国市场资源的分配机制和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转型的时代沉淀

和变迁的产物,它在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中发挥着影响和建构作用.这个信任结构通过与中小企业的

发展模式的互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因此,正确认识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

质量的重要性,结合企业实际进行相应的策略性操作,应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加强对信任型社会资本的认同,保证在“质”和“量”上的优势获得.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环境中,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

挑战,它们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多依赖于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社会资本的获得.信任型社会资本在“质”
和“量”上的优势获得,将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内外部资源的交换和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内聚力

等,从而更有效地开展企业的各层级管理和内外部活动,提高环境适应能力,以支撑中小企业持续发展.
那些获得更多信任型社会资本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特殊信任关系资本,会在企业内部管理、内外部资源

交换和应变环境等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和便利,会在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更有利于保证和优化组织的发展质量.

第二,完善中小企业信任机构,推动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融合和发展.在中小企业的信任结构

中,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既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必要性,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张力.首先,应适

度加强对特殊信任的制度性约束,在企业权力控制、利益分配、人力晋升等环节应注入更多的理性因素

和客观成分,有礼有利有节地对家族模式或泛家族模式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其次,应加强对普遍信任

关系的认同,中小企业需要逐步改变对职业经理人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根据企业实际逐步实现产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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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的分离,探索进行控制范围内的股权分化和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契约制度,用
更加规范的合同、协议来保障利益主体之间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这也是降低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不信任程

度,从而保障企业整体信任环境的必须必要.
第三,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与逐步规范的市场体系中实现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改革转型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可能和现实土壤.中小企业本身具有不断发展的企业家冲动与需求,当
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适当条件时,就需要找到弥补不足所需要的替代物,以建立社

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信任预期.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是因为正式制度安排不足而作为替代物出现的.虽

然这种信任型社会资本既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避免不规范的市场体系可能给企业带

来的损害;但值得指出的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市场体系正在成形和释放能量,中小企业应立足

战略高度,充分运用信任型社会资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逐步建立起相应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组
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从战略上保证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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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网络化时代的质量创新

———海尔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经验分析

海尔集团

摘　要:质量创新已进入了网络化时代,对用户体验的追求成为企业新时代质量创新的重

要方向.海尔集团面临网络化时代的质量转型,创造性地进行人单合一管理方式的升级,提出

了面向消费者的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文章从理论上深入论述了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基

本内容并构建了“iＧ３６０TCE”模型,模型具体包括模式创新模块、结果模块及闭环优化模块,三
大模块中对组织、人员、流程等方面的创新构成了推动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成功运转的功

能基础.海尔集团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先进性与创新性,对于推动网络化时代制造业的

质量创新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用户体验;质量创新;网络化时代

海尔集团创立于１９８４年,从开始单一生产冰箱起步,拓展到家电、通讯、IT数码产品、家居、物流、
金融、房地产、生物制药等多个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提供商.２０１３年,海尔全球营

业额１８０３亿元,利润总额１０８亿元,继续保持利润增长２倍于收入增长.据消费市场权威调查机构欧

睿国际(Euromonitor)的数据,２０１３年海尔品牌全球零售量份额为９．７％,连续５年蝉联全球白色家电

第一品牌.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创业初期,海尔探索的“日清管理法”成为了企业管理的基石.

互联网时代,海尔通过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创新使组织充满激情与创造力,让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

时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创新模式因破解了互联网时代的管理难题而吸引了世界著名商学院、管理专

家争相跟踪研究,并将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收入案例库进行教学研究.

一、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诞生的背景分析

(一)互联网时代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管理变革

互联网时代是用户主导企业的时代.企业和用户之间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传统时代,信息不

对称的主动权在企业手中;但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的主动权掌握在用户手里:用户可以知道所有

企业的信息,而企业很难知道所有用户的信息.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是它最

大的影响.
在互联网零距离时代,原来传统商业模式已经不适用.传统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亚当

斯密«国富论»中提到的分工理论上.分工理论到现在已经有２３０多年,它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

一个变化体现在制造方面,就是流水线,还有就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把没有量化的东

西量化.另一个变化体现在组织上,就是科层制,是德国的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也叫做

官僚制,组织像一个金字塔形状.现在,分工理论受到挑战,挑战来自互联网时代.美国企业史学家钱

德勒把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归结为“规模”和“范围”;而信息技术时代的原动力则是“平台”,平台

颠覆了分工理论,在平台上信息传递的速度非常快,交易可以很快完成.
海尔探索互联网时代“人单合一双赢”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模式.钱德勒在从属理论中提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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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有两个变量,第一是企业战略,第二是企业组织结构;而且企业战略决定组织结构,组织结构从属于

战略,所以战略和组织一定要相匹配.海尔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战略,二是组

织架构.在战略上,我们推行了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所谓人单合一双赢,“人”即员工,“单”即员工的用

户,“双赢”就是员工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得到自身所应得到的价值.
在这个模式的指导思想下,海尔原有８万多员工变成了２０００多个自主经营体.在组织架构上,把

原来的金字塔压扁了,现在海尔不再是一个正三角的组织,变成平台组织下的自主经营体(简称“自经

体”)并联平台生态圈.过去企业流程是串联的,从设计、制造、销售到服务;现在变成并联的平台,所有

利益攸关方每一个环节都在一起,从产品企划阶段用户就主动参与交互,模块供应商也参与前端设计.
在人单合一模式下,自主经营体要去创造一个市场和用户资源,不一定仅用原来集团内部的资源,而是

在开放的系统中整合全球的资源建立生态圈系统.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海尔

再造的“三个无”的目标是 “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海尔在互联网时代的追求是全

员契约,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
(二)互联网时代海尔网络化质量转型升级

从２０世纪初至今,质量管理在不断发展,分别经历了质量检验、统计质量控制、全面质量管理三个阶段.
质量概念的演化也从“符合标准”到“达到顾客要求”,再到“满足相关方利益”的诉求,到现在质量管理也就相

应地从组织建立质量体系并使之有效运作,发展到对复杂质量系统的经营及引导企业追求卓越运营层面.
海尔历来重视质量工作,海尔自创业至今已２８年,现在是第五个战略发展阶段即网络化战略阶段,

“第一是质量,第二是质量,第三还是质量”的理念,始终贯穿海尔每一个发展历程.在海尔,质量创新是

基本战略.在质量的观念上海尔以创造用户需求为标准,我们把海尔的质量战略框架总结为１１个字,
“零缺陷、差异化、强黏度、双赢”,这个质量战略框架始终贯穿海尔发展的每一个战略阶段.在名牌战略

阶段,海尔树立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争第一的观念,通过“砸冰箱”,为用户提供当时最渴望的高质量产品

的体验.在多元化战略阶段,海尔以制造多元化高质量产品的观念,为用户提供所期望的系列白电高质量

产品和服务的体验.在国际化战略阶段,海尔树立出国创牌而非创汇的观念,满足国际市场用户本土化需

求.在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海尔以创造用户角度满意质量的理念,为全球用户提供引领美好生活解决方

案的体验.现在是网络化战略阶段,追求网络化用户的动态个性化体验.每一个阶段都根据时代的变化,
通过差异化质量创新,带给用户超出期望的质量体验,从而实现每个阶段的引领.

质量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带来个性化需求,对质量的挑

战非常大.对企业来讲,过去是“或(or)”时代,是选择时代,我给你几个方案你来选择要哪个方案.现

在是“与(and)”时代,是参与的时代,我提供参与平台,主动送上１．０方案,你参与互动出２．０方案,大家

再互动出 N．０方案,获得的是有强黏度的粉丝,实现１带１万甚至１００万的效果.所以互联网的质量要

转到以满足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化需求为中心,必须事先就在网上做,用户事先参与,是全流程交互体

验.
海尔在传统质量创新的基础上,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积极探索网络化质量模式转型升级,满足

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化需求.质量永远是由用户定义的.网络化质量带来两个层面的颠覆.首先从狭

义质量的层面,是从保修期到保证期,这是网络化质量的必要条件,而保证期的前提是基础质量体系的

保证.其次从广义质量的层面,从事后满意到全流程的个性化体验,现在借助云平台用户主动参与,从
事先交互设计到制造、销售、送达、使用每一个节点,及对环境、社会有价值,都要用户最佳体验,这是网

络化质量的充分条件.目前,海尔正探索实践的互联网时代对内变革、对外交互的新模式,就是基于海

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下的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

二、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定义

所谓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又称iＧ３６０TCE(interactionＧ３６０°TotalCustomer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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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借助云交互平台终端用户事先主动参与到企划、设计、制造、送达、营销等全价值链３６０°每一个节

点的交互和评价,通过自经体并联平台生态圈共同创造最佳体验满足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化需求,并形

成体验持续闭环优化的自运转系统.

iＧ３６０TCE中的“i”代表interaction(网络化用户交互),３６０°代表全价值链３６０度节点,TCE代表

TotalCustomerExperience(用户全方位交互体验与评价),建立iＧ３６０TCE体系的关键要素有:

１个CP(CloudPlatform)———云交互平台;

３个CIP(CustomerInteractionPoint)———在线交互、在线交易、在线交付包括企划、设计、制造、送
达、营销等全价值链交互接触点;

８个CEP(CustomerExperiencePoint)———感知、选择、购买、安装、学习、使用、维护、升级体验接

触点.
(二)海尔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基本原则

海尔“iＧ３６０TCE”交互体验模式应遵循以下原则:“质量用户定义”、“对内变革,对外交互”、“３６０°交

互体验”、“闭环优化”、“时代性与国际性”,其中“质量用户定义”原则是出发点,“对内变革,对外交互”是
关键点,“３６０°交互体验”是方法论,“闭环优化”是持续改进,“时代性与国际性”是有效性验证.

① 质量是用户定义的.质量的高标准是用户制定的,用户满意了才是高质量,只有为用户提供不

断超出期望的体验,才能真正创造好的质量.互联网时代好质量就是要满足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化体

验和需求.

② 对内变革,对外交互.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变是常态,时代不断发展,企业永恒

发展与基业长青的关键是能不能以变制变,变中求胜.互联网时代对传统理论的颠覆要求企业必须从

传统模式转型,进行管理变革,改变战略和组织,现在也是用户主导企业和主动参与的时代,必然带来用

户交互共创价值.

③３６０°交互体验评价.过去用户满意是按照调研测量分析流程事后评价,现在用户已经由被动接

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所以用户的满意就变成了一种事先用户３６０°交互体验,并且交互体验不仅仅停

留在某一个接触点上,而是从企划、设计、制造、送达、营销等全价值链接触点的个性化充分交互体验.

④ 用户体验全过程闭环优化.企业为用户提供最佳用户体验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优化不断升级的

过程,从用户体验生命周期全方位接触点上找出短板和影响因素,通过倒逼内部流程、平台、机制、团队

和体系不断提升,从而持续满足用户动态个性化体验需求.

⑤ 时代性与国际性.检验一个模式好不好用应该看模式本身是否具备时代性与国际性,在互联网

时代,模式的时代性主要看能否符合互联网的特征,即满足网络化和平台化的要求.国际性是要看模式

能不能被不同的当地化文化所接受.
(三)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型 “iＧ３６０TCE”

１．海尔“iＧ３６０TCE”模型说明

模型整体分为三个部分,即企业愿景、交互体验系统、支持系统.这三部分的逻辑关系是:企业愿景

是目标,支持系统是基础和保障,核心是交互体验系统.

①企业愿景:互联网时代带来环境、关系与挑战变化和企业的愿景.

②交互体验系统:分为模式创新、结果、闭环优化三个模块.
模式创新:包括人单合一双赢战略组织颠覆和自经体并联平台生态圈建立,实现系统由封闭变成开

放,过程由串联变成并联;
结果:包括顾客结果、市场结果和社会结果,是在线交互、交易和交付包括企划、设计、制造、送达、营

销等全价值链３６０°节点的用户参与、体验和评价以及对环境、社会有价值;
闭环优化:是用户体验生命周期,包括感知、选择、购买、安装、学习、使用、维护、升级８个环节全方

位个性化体验接触点上的期望和抱怨在第一时间自动关联到自主经营体,形成自运转、自优化的系统.

③支持系统:海尔企业文化和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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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尔“iＧ３６０TCE”模型驱动关系

海尔iＧ３６０TCE模式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基于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转型,对内管理变革、对外用户

交互,让每个员工成为创业者,创造用户价值.具体来讲是通过模式创新带来的战略、组织、流程颠覆,
搭建云平台下用户个性化体验为中心的３６０°交互评价系统,满足网络化用户个性化需求,并形成持续

闭环优化的自运转系统,促进企业可持续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品牌企业.

图１　海尔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型

三、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构成分析

交互体验系统分为模式创新、结果、闭环优化三大模块.
(一)模式创新模块

包括人单合一双赢战略组织颠覆、自经体并联平台生态圈两个构成部分.人单合一双赢战略组织

颠覆指传统损益表颠覆为战略损益表、传统薪酬表颠覆为人单酬表、传统正三角组织颠覆为节点闭环的

动态网状组织;自经体并联平台生态圈指利益攸关方角色的颠覆变成交互并联平台生态系统,共创共

赢.

１．传统损益表到战略损益表颠覆

传统损益表,就是收入减费用、成本等于利润.海尔战略损益表分四个象限,这个名字是全球维基

出来的,就是把四个象限英文第一个字母拿出来组成一个单词“ZEUS”.四个象限分别是用户交互、人
力资源、预实零差和闭环优化.

第一象限:交互用户.经营体战略制定,不仅要承接上级战略,还要针对经营体所在市场制定本身

的战略,包括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路径与关键任务、资源需求及预算.交互用户引领的竞争力是

纲,是核心,本质是与用户零距离.
第二象限:人力资源.指经营体团队建设和人才队伍的优化,遵循“一流的单、一流的团队、一流的

报酬”的原则组建.
第三象限:预实零差.指经营体预算与实际管理,强调事前算赢,预实相符.
第四象限:闭环优化.指经营体成果的兑现和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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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海尔战略损益表

２．传统薪酬表到人单酬表颠覆

战略损益表落地时,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单酬表.原来企业有一张损益表,现在变成每个人都有一张

战略损益表,在海尔体现在两维点阵表.两维点阵的横向体现为用户创造的价值———市场竞争力,分成

了２、４、６、８、１０分区,分别代表达到的行业水平,体现引领,反映对用户及股东的承诺.纵向是承接战

略,实现用户价值的战略路径,包含路和人的升级,体现战略及差异化.我们把它分成１０个分区:１分

区是看有没有把资产、用户变成每个人的负债,这是人单合一的基础;２分区是看有没有开放的体系和

驱动机制;２到１０分区之间是看有没有把一个样板扩展到全局;１０分区是全部实现引领的目标.

图３　海尔人单酬

３．传统正三角组织到节点闭环的动态网状组织颠覆

在组织探索方面,过去是正三角,内部员工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和外部合作方之间是博弈关系.海

尔现在是把组织压扁,把正三角变成倒三角,再往前进一步变成一个扁平化的网状组织.网状组织最主

要的是把企业各部门变成一个协同的关系,把合作方变成一个合作的关系,让用户也参与设计,变成一

个并联平台的生态圈.现在基本做到像一个自组织一样了.自组织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引进负熵,是变

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引入全球优势资源,按单聚散;另一个要素是正反馈循环,我们推进人单自推动的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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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海尔节点闭环的动态网状组织

４．自经体并联平台生态圈系统

战略和组织的颠覆性探索带来的是企业各部分角色的变化,主要是三部分人,内部员工、外部用户

和合作方,探索的目标是追求全员契约.
(１)员工从指令者、执行者转为接口人、创业者

在人事管理上,海尔探索按单聚散的人力资源平台体系,颠覆传统的“选育用留”体系,探索在维基

观念下的“在线”而非“在册”模式.原来员工是执行者,中层既是指令者又是执行者,现在变成接口人.
比如研发有１１５０个接口人,可以接口全球的资源有５万多,包括一些全球知名的大学、研究机构等资

源.这样人事管理也由原来管理多少在册员工干多少事变成了在册员工能够整合多少更好的人力资

源,吸引更多的在线员工.最后目标是把员工变成海尔平台上的创业者,目前进一步探索小微机制.

图５　资源接口与小微平台

　　(２)用户从被动购买者转为主动参与交互者

互联网时代用户的角色发生了转换,过去用户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被动接收者,现在变成主动参与交

互者.过去对员工的评价是参照国际化大公司来的,经典做法是全方位评估,用户是其中一环,现在变

成顾客３６０°评价,员工听的指令是用户,接受的考核也来自用户.比如物流承诺按约送达,超时免单,
通过用户考核倒逼内部体系快速满足用户需求.

(３)合作方从企业的博弈方到利益攸关方

合作方角色也颠覆了.合作方上游是供应商,下游是零售商,原来上下游是博弈关系,主要是价格

博弈关系;现在变成并联的平台,合作方、用户还有自经体为创新单元的企业合在一起,从个性化模块设

计开始一直到营销环节线上线下的交互体验在一起共同完成,模块商从企划阶段就参与前端设计,提供

超值的模块解决方案,既提高价值又降低成本,实现共创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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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海尔顾客３６０°评价

图７　合作共赢平台

(二)结果模块

过去用户满意是按照满意度测量分析流程事后评价,现在是全流程并联云交互,用户主动参与交互

体验评价,从事先参与设计,到制造、销售、送达、使用及对环境、社会有价值,每一个环节都要最佳用户

体验,体验贯穿交互和交易的３６０°全价值链节点,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图８　合作共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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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线交互体验环节———研发交互并联平台(包括研发资源＋模块商资源＋营销资源＋智能制造资源)
企划在线交互:搭建云交互平台,通过产品 U端、移动 APP、虚网社区、专卖社区、外部互动资源平

台等端口平台,建立用户主动参与创意设计的互动体系,通过在线交互事先提供用户最佳体验.如统帅

个性化定制(尺寸、屏幕、功能、底座等)电视就充分满足了用户不同的需求和喜好.
设计超值体验:开放式创新,通过海尔全球五大研发中心资源网络及全球优势资源接入,结合PLM

新品开发流程保证从需求创意到产品开发的快速反应,并且在设计时由海尔发布标准化接口,合作方参

与前端提供超值的模块化设计解决方案,共同满足互联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２．在线交易体验环节———营销交互并联平台(包括研发资源＋模块商资源＋营销资源＋智能制造资源)
虚实营销零距离:定位是成为虚实融合下用户零距离的领先者,覆盖全国７６００个县、２６０００个乡

镇、１９万个村级根据地和１７０００家服务中心的网络,可实现营销到村和服务入户,通过虚实网体验下的

“四网合一”在第一时间了解并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
物流限时送达:整合全球物流网资源,承诺“２４小时限时达,超时免单”,为用户提供最后一公里解

决方案最佳体验.海尔目前已经在１５００多个区县实现２４小时内限时达,在４６０个区县实现４８小时内

送达.真正实现用户在网商点击下单后即可快速享受到一站式家电解决方案,海尔在天猫网上评价

DSI:用户评价第一口碑,高于同行业５０％.

３．在线交付体验环节———智能制造交互并联平台(包括研发资源＋模块商资源＋营销资源＋智能制造资源)
模块供货:块商参与前端设计,提供领先的模块解决方案.如空调冷媒模块,SL模块商根据海尔

发布的接口就提供了整套的制冷系统模块化解决方案,不仅制热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还降低了成本,体
验引领点通过领先的模块转化落地.

智能制造:在制造环节推进智能制造革新,实现零缺陷、高效精准的即需即供.如滚筒洗衣机全自

动内筒自动化生产线由原来４５人/双班变成现在３人/单班.
(三)闭环优化模块

海尔建立用户３６０°体验闭环优化系统,在用户体验生命周期包括感知、选择、购买、安装、学习、使
用、维护、升级８个环节全方位个性化体验接触点上,通过信息化平台将用户的期望和抱怨在第一时间

自动关联到自主经营体,找到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方面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从产品、平台、流程、人员、
机制等方面分别建立主动找差、关差自运转系统,用户体验持续优化升级,促进企业和组织可持续.

图９　闭环优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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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优势分析

(一)先进性

基于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下的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是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特色模

式创新,具有时代性和国际性,具有先进的引领作用.

１．时代性:海尔的探索和实践得到全球管理学家的高度评价

现在海尔的探索和实践得到西方管理学家、实践领域的高度评价.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和加里
哈默、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潘夏琳、美国沃顿商学院马歇尔迈尔教授、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翁

贝托拉戈等全球管理学家都从战略层面上认可海尔模式创新的方向.加里哈默认为目前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类似管理革新的企业本来就不多,取得成功的则还没有,海尔推进的自主经营体创新是超前

的,相信一定能取得成功.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马歇尔教授认为海尔的管理模式超越了西方的委托代理

理论,创造了超级团队的新模式;目前沃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等学者追踪研究海尔的模式创新,他们从

管理理论发展演变的角度认为海尔模式是对传统管理的突破,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美国管理会计师

协会的专家和海尔一起研究管理会计的创新发展,他们从管理工具的角度认为,海尔战略损益表是对传

统损益表的颠覆:传统损益表只关注表内资产,而表内资产都是不能增值的;海尔战略损益表关注了表

外资产,即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国内的一些企业也希望学习海尔的模式.

２．国际性:创新模式在海尔全球海外市场和工厂的成功跨文化融合

在模式的国际性上,海尔的创新模式也很好地跨文化融合到海尔的全球工厂,有美国的南卡州海尔

工厂、欧洲的意大利工厂、泰国的冰箱厂、日本的三洋并购等.比如海尔兼并日本三洋白电后用８个月

的时间止亏,主要是到日本推行模式跨文化融合.日本推崇“唯尊是从”,员工执行能力非常强;但是领

导想要的不一定是用户想要的.海尔在日本推行人单合一模式,员工收入与创造用户价值挂钩,一开始

有顾虑,后来逐渐接受后,能量发挥出来,增长非常快.其实各种文化的不同只是表象,本质都是一样

的,人单合一模式跨过不同文化表面的差异,直接切中人类的共性———希望能体现自身价值和被尊重.

３．特色性:与国际质量模式比较凸显特色

海尔探索模式与国际上先进模式对照,如波多里奇奖是一种卓越绩效模式,引导企业通过持续的质

量改进和设定业绩的卓越标准而获得顾客满意,“质量”在波多里奇奖中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包含了“管
理质量”和“经营质量”.而海尔的探索创新模式是互联网时代对传统管理模式有效性评估方式的一种

颠覆,与西方模式比较,在适应时代要求对传统战略组织变革,以及自主经营机制使全员契约改变西方

的委托代理契约等方面都有具有超越性(如摩托罗拉两获波多里奇奖但仍全球衰退),从而实现组织的

可持续发展.
海尔的探索也得到了国内外权威质量专家的认可,认为海尔的创新树立了一种互联网时代质量管

理模式创新的典范.如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郎志正教授认为:“海尔集团的‘基于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下

的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质量创新模式’是建立在大质量概念基础上的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质量管

理模式.该模式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以海尔‘人单合一’的顾客为中心的理念为基础,以全方位的用户体

验评价为抓手,充分调动供需双方的积极性,取得了双赢.该模式以策划、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仓储物

流到销售和服务全过程通过顾客全方位的评价来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质量.”
(二)创新性

基于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下的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是一种满足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

化体验的颠覆性创新,颠覆传统的模式,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认为海尔的战略思想非常

清楚,海尔的实践非常有竞争力,非常创新,很有吸引力.海尔模式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观念创新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在海尔的“字典”里没有成功二字,所以我们在观念上,永远自

以为非,不停地颠覆自我.在质量上,海尔认为质量永远是用户定义的,确定了“零缺陷、差异化、强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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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双赢”十一个字的质量战略框架.互联网带来需求个性化、营销碎片化,海尔积极探索网络化质量创

新,提出质量要转到满足网络化用户动态个性化需求,提供３６０°全程最佳体验的新观念.

２．体验创新

在具体用户交互体验上,海尔探索实践颠覆性质量创新做法:狭义质量层面推进从保修期到保证期

的转型;广义质量层面,由原来的事后顾客满意度调研变成现在借助云平台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既共同

创造超值的体验,又通过顾客直接评价优化企业内部系统.

３．战略创新

人单合一战略损益表创新改变传统损益表,将企业的单转化成每个人的单,并通过四象限落地自运

转、自优化.

４．组织创新

在组织上颠覆传统正三角金字塔架构,变成一个扁平化的网状组织,用户和合作方也主动参与,将
企业各部门变成一个交互并联平台的生态圈.

５．机制创新

从传统薪酬表到人单酬表,将原来企业只有一张损益表变成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单酬表.通过机制

创新驱动员工从指令者、执行者变成接口人、创业者.

６．平台创新

交互并联生态圈系统的建立,使企业从原来的封闭系统变成开放的创新平台,合作方从上下游博弈

关系变成并联的关系,模块商等全球资源从设计就参与进来,提供领先的个性化模块设计方案,实现共

创共赢.

７．文化创新

人单合一双赢为员工提供了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机制平台,全员契约超越了西方委托代理激励契

约,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

五、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模式的应用价值分析

海尔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是超前的,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为全球管理变革及行业、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提供了借鉴示范意义.
(一)对全球企业:创新探索为全球企业转型和管理变革提供借鉴作用

全球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消除了距离,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对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互联网消除了企业的边界,国外很多企业也在探索无边界的众包模式、跨界经营,如宝洁的外包设

计.其次,互联网是用户主导企业,原来的传统金字塔组织已经不适应互联网平台化和零距离的要求.
第三,互联网带来的是个性化,传统的大规模制造要转移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这些颠覆性变化,对传

统的质量管理模式是非常大的挑战;在这种趋势下,企业必须进行变革.海尔创新探索的３６０°网络化

交互体验模式正是应对互联网变化的一种新的质量管理模式,对全球企业的转型和管理变革有很好的

借鉴意义.
(二)对行业:创新探索实现行业引领示范,驱动产业升级

海尔探索的创新模式,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并取得显著效果的质量管理模式.在与用户交互满足

个性化体验的同时驱动内部管理变革,可以有效提高组织运营效率,系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海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３５％,大幅提高.如海尔帝樽空调、水晶洗衣机等引领产品就是

在网络化３６０°用户交互体验的过程中和利益攸关方一起共同创造出超值的体验,实现产品的颠覆性创

新引领.通过模式的创新对行业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并驱动产业升级.国内外专家也对海尔的创新模

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树立了质量管理模式创新的典范.
(三)对中国制造:创新探索促进经济转型,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

中国是世界上GDP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制造大国,但还远远不是品牌强国,如中国家电行业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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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４０．５％的份额,中国海外自主品牌仅占２．９％,海尔占到中国海外自主品的８６．５％.通过海尔模式

创新,一方面可以在开放的平台上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颠

覆性创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国际话语权,引导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同时更能系统推进企业的

管理革新,提高质量,创造品牌和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从制造大国变成品牌

强国.

六、结语

海尔iＧ３６０TCE模式是基于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质量管理创新模式,具
有时代性和国际性,通过海尔的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通过这种模式不仅能创造顾客价值,提供满

足全球用户动态个性化体验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还能从顾客视角持续推动企业管理变革,提升综合竞

争力,实现引领,同时引导企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而交互并联生态圈系统的建立带给

员工及利益攸关方更大的共创共赢平台和空间,可进一步带动产业升级,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
通过质量强国,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

UserExperience,theQualityInnovationinNetworkEra:aStudy
on“３６０°InteractiveUserExperience”ModeofHaierGroup

HaierGroup

Abstract:Asqualityinnovationhasenteredthenetworkera,thepursuitofuserexperiencehas
becomeanimportantdirectionforenterprisesqualityinnovative．Toadoptedthequality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inthenewera,theHaierGroupcreativelyupgradesitsorganizationto“Integrating
OrderwithPersonnel”mode,andconstructs “３６０°interactiveuserexperience”mode．Thispaper
theoreticallyanalysisthebasiccontentof“３６０°interactiveuserexperience”modeandestablishesa“iＧ
３６０TCE”model．Thismodelconsistsofmodeinnovation module,resultsmoduleandclosedＧloop
optimizationmodule．Each modulecontributesinnovationstoorganization,personnelandprocess,

whichcanguaranteeour３６０°modesuccessfuloperation．TheadvantagesofHaierGroups３６０°
interactiveuserexperience modehaveapositivevalueforthequalityinnovation promotionof
manufacturinginnetworkera．

KeyWords:UserExperience;QualityInnovation;Network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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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周永刚　王志刚

摘　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致使社会

矛盾激化,政府公信力面临重大考验.本文首先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分

析,并从制度设计、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标准、监管力量等方面梳理了在国内监管方面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监管体系、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等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在食品监

管方面的有益经验,并就如何提高我国食品监管水平,改善食品消费质量提出了体制重构、主
体重构、理念重构、手段重构等四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经验借鉴;政策建议

一、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其质量和安全性事关每个公民

的身心健康,更关乎人类的长远发展.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一方面影响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使
食品行业面临信任危机,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经验不足的现状.
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社会

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新时期以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运用落实制度、强化监管、规范经营、媒体引导

等手段,逐步理顺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可能性,成效显著.不

可否认的是,鉴于认知水平、执行力度、实践经验、地域差异等原因,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小
规模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给整个食品产业有序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发达国家在食品安

全监管方面已相对成熟,其健全的食品安全体系、规范的制度管理和及时的预警机制,可以给我国带来

诸多启示.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现状、特点、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地区)
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能为建立健全国内食品安

全体系,促进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受收入水平、所在地域、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地区、民族、
城乡之间食品消费差异极大,给食品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食品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产品极大丰

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中国的食品业一直保持供需双增的良好发展态势.总的看来,有如

下三个特点:
(一)食品安全稳中有升,政府监管日趋规范

当前,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逐步从温饱型过渡到发展(享受)型,更加关注食物的营养,讲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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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科学性.消费者消费风格的转变,倒逼生产者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营销策略,专注于改进生产工艺

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寻求质量领先的全新营销模式.入世以来,国外食品企业纷纷进驻中国,抢滩国内

食品业市场,希望从中分一杯羹.竞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优秀的食品企业脱颖而出,创造出更多的优质

产品,赢得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竞争机制的引入,使食品价格逐步回归理性,进一步唤醒了消费者的

消费热情,提高了其食品消费的满意度,并增进了其福利.为保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各级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依照全程监管的理念,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指导思想,形成

了中央领导、地方负责、部门协调、各方联动的监管模式,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初步形成.截至２０１２年６
月,我国现行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文件已近５００件,食品安全的管理已基本进入法制化轨

道.为进一步突出食品药品的重要性,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
具体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工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食品监管体系

的有效建立,为增进食品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食品安全事件局部多发,总体安全可控

一般而言,食品安全事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化学性污染(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等)、食源性

疾病(细菌、病菌、毒素)、食品添加剂的非法使用.其中,食源性食品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属于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但似乎我们始终抓不住食品安全问题的要害,总是在疲于应付,难以

招架.２００３年,浙江金华爆出“敌敌畏火腿”事件;２００４年,安徽阜阳爆出“大头娃娃”事件;２００５年,上
海的“瘦肉精”事件和北京的“福寿螺”事件;２００８年,震惊全国的河北石家庄“三聚氰胺”事件;２００９年,
“毒餐具”再现餐桌;２０１１年,上海超市惊现“染色馒头”;２０１２年,媒体又相继爆出“地沟油”“皮革奶”“毒
胶囊”“塑化剂”等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就如同一面镜子,一方面在拷问生产者的道德良心,另一方面

也折射出政府监管效能的低下.它们在步步紧逼公众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不禁要问,我们

到底还能吃什么? 科技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流、物质流、交通流相互组合的时间愈加短暂,
但释放的能量效应却在成倍放大,影响更加深远.如今,食品安全问题已超出基本的生存层面,逐步上

升为关乎国家(地区)稳定的政治问题.因而,如何重拾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与消费的环境,已成为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议题.为此,我国政府各部门齐抓共

管、通力合作,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大惩处力度,确保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安全可控.具体来看,在
国家层面,２００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并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

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在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惩处方面,各级政府均加大了惩处力度,以增加威慑

力,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累犯、惯犯、主犯予以重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涉及数额巨大的个人或团体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三鹿三聚氰胺为例,先后１０余人接受党政处

分,另有１２人受到刑事处罚.
(三)食品安全体系日臻完善

食品安全体系包括风险评估和安全监管两个方面.首先,在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方面,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９年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内

涵、作用及具体实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制化轨道.为了更

好地提升食品安全监督的效率,卫生部先后建成了一个由１个国家级、３１个省级、２８８个地市级监测技

术机构所组成的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网,一个由１个国家级、３１个省级、２２６个地市级和５０个县

级监测技术机构组成的食源性致病菌监测网,初步掌握了国内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食源性污染的基本

状况.依托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国内已基本实现了对３１个省(市、区)的１４４个大中城市

的有效监测.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具备食品检验能力的检验监测机构已达到６３００家,拥有监测人员

６４万名.其次,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在食品监管的初级阶段.当前,国内

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仅有«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缺乏针对具体监

管对象的配套法规,致使食品监管机构在行使部门职权时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为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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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管的效率,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各部门职能作了明确划分,逐步形成了一套由中央一级政府

机构(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药局等)与其在地方上的直属机构所构成,并对国务院负责

的全新治理体系.２０１３年,为进一步突出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杜绝重复监管,明确责任,国务院重新组

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专门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工作,而农业部则负责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体看来,我国食品安全体系正处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部门及职能设置日趋合

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和监管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食品消费正处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阶段,形势纷繁复杂.食品安全事件的多发除了

受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食品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

也难辞其咎,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属地管理体制弱化了监管的横向约束

信息、交通、物流系统的一体化,使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跨地区的性质.尽管属地管理制度延长了食

品监管的纵深,但却忽视了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国内多头监管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各部门相对的食品安

全监管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约束机制,彼此间画地为牢现象严重,为自身找寻到一块权利的自留

地,而忽略了机构本身所要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人为的制度性隔离,一方面,滋生了食品监管的

地方保护主义,助长其安全让位于稳定的政治逻辑,引致制度悬置;另一方面,属地管理容易驱使监管者

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认识错位,使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变异为“公共物品”.理性的地方政府

会产生风险外溢的机会主义心理,致使“问题食品”成为“烫手的山芋”,在部门和地区间逐次转嫁,食品

安全风险被无限放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使得监管难以有效开展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历史相对较短,突出表现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等方

面.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部级以上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仅８４０余项.我国真正

开始开展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出

台,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试
行)»(１９８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１９８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１９９３)、«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１９９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法»(１９９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食品安全法»(２００９)等主要法

律法规,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即便如此,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

主要法规老旧,难以契合当下实际.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大多制定于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一直沿

用至今,已与当前食品安全纷繁复杂的现状脱节,致使执行效果更是大打折扣.其二是处罚力度较轻.
威慑力不足.以«食品安全法»为例,该法对于因食品生产或销售所产生危害的赔偿上限仅为违法所得

的１０倍,五年内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过低的失信成本对被监管者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
也间接助推其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食品安全标准建设滞后

据统计,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２０００项、行业标准３０００项、地方标准１２００项,内容涵盖谷

物及豆类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发酵食品、食品添加剂等１９个大类,能够基本

做到对食品行业的覆盖;但仍存在标准结构松散、部分标准标龄过长、检测无标可依等问题.具体来看,
在标准结构方面,受多头监管等体制性因素影响,标准重复、不一现象时有发生.以猪肉为例,各部门基

于监管需要先后制定了 GB２７０７、GB１８４０６．３、GB９９５９．１、NY５０２９等多个强制执行标准,由于缺乏统一

的限定,给监管和企业带来了不小的难题.此外,现行食品标准的实效性明显滞后.据统计,标龄５~
１０年、１０年以上的食品标准占比高达５０％和２５％,个别标准未修年限甚至长达２０年.在农药残留标

准方面,«农药残留限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等主要的农药残留标准中,尽管

对４００多种农药最大残留量给出了标示,但是与«农药中文通用名称»中规定的１２００余种农药仍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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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另外,在新版 GB２７６３中,有３４种农药没有提供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在食品添加剂标准方面,

２４００种食品添加剂中仅有２０％存在安全限量标准,造成添加剂滥用现象多发.
(四)监管力量供需落差降低了食品安全治理的效度

目前,食药监管系统人员总量仅为８万人,与２７３万家庞大的监管对象相比,监管人员配置严重失

衡.一方面,监管人才队伍的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和频度大打折扣,在传统的农村服务于

城市的监管逻辑下,农村食品监管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而食品监管部门的“运动式”抽查,显得力不从心,
农村食品市场一度被媒体称为“消废市场”.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更是继种子和农药之后,进入农民最不

放心产品的前三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食品监管问责的制度空白,监管者形成了一种监管惰性,
影响了监管的效度.在监管的技术层面,我国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较国外还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一

些对人体健康危害大和国际贸易极为敏感的污染物的关键检测技术方面.以农药残留为例,美国FDA
可检测出３６０余种农药,德国可检测出３２５种,加拿大可检测出２５１种,而我国目前尚缺乏能够同时检

测出上百种农药残留的多残留技术.此外,在黄曲霉毒素、残留动物性激素、禽流感病毒以及抗生素快

速检测等领域也亟待研究新技术.

四、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食品安全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多部门,因而必须建立起一套分工明确、
管理规范、规制严明的制度化体系.唯有此,才能实现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
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我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完善的监管体系

１．美国经验

在食品监管方面,美国以联邦制为依托,进行了垂直管理的制度设计.从纵向来看,总统食品安全

委员会是食品安全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管理与协调整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工作,并向总统负责.其下辖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署(EPA)等多个部门,按照食品种类的不同明确

职责划分并进行全程追踪,监管范围涵盖种植、生产、销售、运输、进出口等多个环节,有效避免了因权责

不清所带来的监管真空问题.各州按照联邦食品监管部门的要求自行处理食品安全与监管事务,对上

级部门负责.此外,美国还相继成立了国家健康研究院、法典办公室、国家经济研究局等机构,专门从事

食品安全的研究、教育、预防与检测工作;强化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媒体舆论、公民自监督的作用,在监

管上形成了政府负责、部门落实、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２０１０年,美国出台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赋予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更多的权力.此举表明,美国药品监管正式步入预防为主的时代.

２．欧盟经验

欧盟下辖２５国,人口５０６亿,如何确保食品风险安全可控,维护个体的生命健康权,自然便成为其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与美国类似,欧盟的食品监管以«食品通用法»为依据,强调监管的一致性.在欧

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地区层面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国家层面的专业管理委

员会,二者形成纵向联系.各成员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应以欧盟法规和指令为指导,并结合自身实

际,灵活选择.其中,以德国的州负责制和英国的单独机构负责制为代表.进一步地,２００２年欧盟专门

成立了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负责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等决策机构提供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风

险评估、政策建议,并保证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透明.与美国食药局(FDA)不同的是,该局不受部门规

章制度的限制,可以控制整个食物链条.

３．日本经验

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官方和半官方(民间)两个部分组成.官方机构以厚生劳动省、农林水

产省和内阁府消费厅为主.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国内及进口农产品(食品)的监管、农药残留限量确定、
农产品污染、HACCP认证及更新等工作.该部门内部设有食品药品卫生专家审议会,负责对执行部门

的技术咨询工作;下设３１个食品卫生检疫所(监督检查农产品卫生状况),７个地方厚生局(HACCP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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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认证).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国内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农药投入品监管、动植物检疫、农产品信

息整理、发布等工作.主要部门有:内部的食品安全危机管理小组(制定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
指导实施),下辖８个地方农政局(水产品的JAS制度及可追溯制度实施与监管).内阁府消费厅成立

于２００９年,主要负责食品标识的治理,并统筹管理消费者事务.２００３年日本首次尝试将民间力量引入

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高决策机构由７位来自民间的专家组成,由
首相亲自任命,属于直属内阁机构.职责主要有三,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对风险管理部门进行政策指

导与监督和风险信息沟通与公开.其下设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专项案件的检查评估工作,由２００名专

门委员构成,均为民间专家.进一步地,按照监管对象类别的差异,该专门调查委员会又细分为化学物

质评估组、生物评估组以及新食品评估组三个组别.食品安全委员会虽然是痛定思痛的产物,但该机制

的出现无疑极大地平复了日本国民的情绪,对改善该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健全的法律体系

１．美国经验

美国是最早进行食品安全立法的国家之一.早在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６年),该国就颁布了第一部食品

安全法规«联邦食品和药品法».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在市场上销售.此后百余

年,经过不断的修订、完善、扩充,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了以«联邦食品、药
品和化妆品法»(FFDCA)、«联邦肉类检验法»(FMIA)、«食品制品检验法»(EPIA)、«禽肉制品检验法»
(PPIA)、«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公共健康服务法»(PHS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等
综合性法规为支撑,«食品添加剂修正案»(FAA)、«色素添加剂修正案»(CAA)、«婴儿食品配方法»
(BFDA)、«联邦肉类检查法»(FMIA)等具体(专业性)法规为补充,涵盖食品产业各个环节、数量繁多的

法律和产业标准.

２．欧盟经验

欧盟自成立(１９９３年)之初,就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早在１９８０年欧共体(欧盟前身)就制

定了«欧盟食品安全卫生制度»用以约束成员国的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等行为.１９９６年,英国疯牛病的

爆发,使欧盟食品安全立法的进程大大加快.次年,欧盟颁布了«食品安全绿皮书»;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０
年出台了«食品安全白皮书»;２００２年颁布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法«食品通用法»;２００６年颁布了«新欧

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目前,欧盟已陆续制定了２０余部食品安全法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律

体系,基本实现对所有食品的全覆盖.

３．日本经验

“日本制造”之所以获得全世界的普遍认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健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早在上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日本进入食品安全事件(牛奶砒霜中毒、米糠油症)高发期,民怨沸腾.日本政府痛定

思痛,决心花大力气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至此该国开始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以２００３年为界,前期日

本更注重为食品的安全立法,相继出台了多部法律.主要包括１９４８年的«农业取缔法»«农药管制法»,

１９５２年的«营养改善法»,１９７３年的«化学物质审查法»,１９９８年的«关于食品制造过程管理高度化临时

措施法»,２００１年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２００２年的«健康增进法»等.２００３年之后,日本食品立法进程

有所放缓,将部分重心转移到对已有法规的修订方面.先后修订了«食品卫生法»«营养师法»«化学物质

审查法»等多部重要法律.在法律的制定方面,２００３年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农药管理法»«牛肉可

追溯法»«肯定列表制度»,２００９年出台了«大米可追溯体系法».总的来看,在食品安全立法方面,日本

已形成了以«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基本法»为基础,«农业取缔法»«健康增进法»«种苗修改法»等为补

充,«牛肉可追溯法»«大米可追溯体系法»«肯定列表制度»为抓手,涵盖食品安全、化学制剂、消费者权益

等多层级完整的法律体系.
(三)完备的标准体系

１．美国经验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强调全程监管的重要性,遵从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的监管逻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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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涵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操作规范在内的三级食品生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由农业部和

公共服务部等相关机构负责制定;行业标准更强调民间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的主体)的职能;企业操作规

范则由农场主或企业制定,并接受食品监管部门审查.在该国«联邦法规法典»的农业篇中涵盖的农产

品标准就多达３５２个.其中,新鲜蔬菜、水果和其他产品的等级标准１６０个,加工端的蔬菜、水果和其他

产品(冷藏、灌装)的等级标准１４３个;商业经营(实践)篇中有关食品安全的标准２２个,而环境保护标准

中有关污染、辐射等方面的标准更是多达６０８项.截至２０１２年,美国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已经超

过了１１万个.在质量认证方面,又细分为自愿性认证和强制性认证两类.自愿性认证主要涉及有机

食品认证、公平贸易认证、安格斯牛肉认证等.该类认证多由行业协会发起,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农产品

的竞争力.强制性认证是政府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员工福利、环境等考虑而制定的具有强制性和法律

约束力的标准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GMP、HACCP、GAP和“海豚安全”金枪鱼等认证标志.

GMP(良好作业规范)是一种专门针对生产环节产品质量和卫生条件的强制性标准.该认证最早出现

在药品行业,１９６９年扩展到食品加工、制造、存储等行业.迄今为止,美国已先后对婴儿食品、瓶装饮用

水、酸性食品、辐射食品等强制实施了 GMP认证.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证是一种以食

品安全预防和控制为主的系统方法,强调对食品安全的全程监管,完整的 HACCP体系包含三个层级,
具有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其中,HACCP计划处于顶端,发挥着目标导向功能;SSOP(卫生标准操作流

程)为中坚力量,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GMP则是基础,是该体系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目前,HACCP
认证体系已被广泛运用到禽肉类、果蔬汁、餐饮业、化妆品以及水产品等多个行业,在预防、减少或消除

食品安全危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２．欧盟经验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欧盟就开展了 HACCP制度的立法工作.其先后在２０００年的«食品安全白皮

书»和２００２年的«欧盟基本食品法»中要求强制推行 HACCP监管体系,并做好对企业实施情况的记录

与检查工作.截至２０００年底,欧洲三大标准化机构(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欧洲

电信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欧洲标准就达到１０５００项.其中,在食品和农业方面,欧盟现有指令(EEC/

EC)３３０个,欧洲标准(EN)２２０个.在其他的１０余万个标准中,涉及农产品达２５％.在农药残留控制

方面,欧盟也制定了１７０００余个残留限值.２００６年伊始,欧盟开始施行更为严苛的食品(饲料)安全新

规,即进入欧盟的食品必须符合欧盟食品安全标准.以茶叶为例,农残检测项目从１９９９年的９项陡增

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２７项.在全部的检测项目中,有２０７项农药残留向量标准为当时仪器所能检测的底线.

３．日本经验

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日本的 HACCP体系当前还处于非强制性阶段.目前,该国已先后在生鲜牛

奶、乳制品、水产品、速食食品、软饮料、加工肉制品等６种食品行业中进行了推广与应用.在可追溯体

系的建设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２００１年,日本疯牛病肆虐,为重振食品安全国家形象,增强国

内消费者信心,该国开始大力推行食品可追溯体系.相应地,２００２年,肉牛身份认证制度建立,实现了

肉牛信息随时可查;２００３年,大米全程身份认证制度大面积推开;２００６年,日本将身份认证制度扩展到

所有食品品类,并对食品产地、农药化肥使用、储运过程等信息详细标注记录,保存期２年以上.２００６
年５月２９日,日本以加强对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监管为由,宣布废除原有的“否定列表制度”,正式

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与前者相比,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listsystem,PLS)
更为严格,涉及７３４种农业化学品和５１３９２个限量标准,平均每种食品、农产品的残留限量标准多达

２００项,更有甚者突破４００项.因而,肯定列表制度被认为是史上最严苛的检测标准.

五、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体制重构:优化顶层设计对属地管理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革

食品安全大部制的背景,要求我们重新理清监管的思路,提高监管的指向性与效度.其一,进一步

优化当前我国食品监管的体系,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双(多)向协调沟通机制,杜绝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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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发生.其二,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尝试逐步推广基于食品品种(类)的监管制度,克服分段监管

所导致的“监管碎片化”问题,建立单个部门负责制下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其三,突出“地方总负责制”下
的垂直属地管理监管便利、责任明确的优势,确保监管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同时,要谨防食品属地监管

可能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一旦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对于相关

责任人严惩不贷.其四,引入跨地区食品督查制度,将食品监管权适当上移,堵住食品安全风险地区间

转嫁、外溢的管理缺口,最终形成由食药总局统筹下的地方垂直管理为主体、品种监管为参考、跨地区食

品督查为补充的全新监管格局.
(二)主体重构:弱化政府监管职能,实现全社会创新协同

我国食品监管形式复杂多样,仅靠政府监管恐难维系,难免挂一漏万.传统的以堵为主,单一的、行
政化的治理思路已经很难契合现实要求,必须寻求治理模式的突破.信息技术、传媒手段的介入为食品

安全全民监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必要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思维引入

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形成“主责在企业,主体是民众,主导靠政府”的新格局.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个体

的切身利益,这种强相关性为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的治理提供了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

由传统的单向度传递进入自媒体阶段,人人都是信息源、人人都是监管者的时代已经来临.首先,作为

个体应以身作则,自觉维护信息环境的真实纯洁性,确保每一次“发声”对于食品安全建设都是一次促

进.同时,积极行使公民职责,发挥食品安全纠查员的作用,用个体的点滴努力来改写一国食品安全的

现状.其次,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共治要做到奖惩结合.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

传力度,强化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责任感.一方面,鼓励个体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并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全民监管的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对于恶意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依法严肃惩

处,提升居民对食品安全责任的认知,缩小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理念重构:强化依法依规监管,提高监管的自主性

政府部门应积极落实依法治国、依法管药原则,加快相关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形成主要

以法律为指导,行业法规为主体,部门规章(细则)为支撑的全方位体系架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的法制

化水平.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制定产品责任法,理顺产业上中下游从业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快制定

食品安全责任的归责原则,提升参与者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此外,要解决好对食品安全监管者进行

“监督”的问题,防止其滥用职权,尝试将消费者、供给者介入行政执法程序,对监管人员的自由量裁权形

成有效制约,减少监管者渎职、懈怠、玩忽职守等行为的发生.特别是要明确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责

任与权限,杜绝“行政法规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的出现,有效化解部门法规间的矛盾冲突,增
强相互之间协调性,做到彼此间无缝衔接.针对当前农村食品监管真空化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平衡城乡

监管力量配比,逐步扭转农村食品监管整体失控局面,切实维护广大农村居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四)手段重构:打破政府行政手段,提升监管智力水平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能力的提升必须从人、财、物以及技术等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第一,人才选

备方面.人才是２１世纪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在人

才选拔上,应充分考虑食品安全的特殊性,注重对其专业性的考查,确保监测结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对于在职人员,应定期对其进行思想素质及技能培训,提高责任意识和专业化水平,同时借鉴国外有益

经验,尝试引入退出和竞争机制,增强监管人员的紧迫感,提高监管的效能.第二,资金支持方面.现代

化高效的监管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各级政府应充分意识到资金在保障机构有效运转方

面的作用,在确保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加大对于食品监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逐步规范使其常态化,发挥

资金的润滑剂作用.第三,物质条件方面.科技的介入使食品生产复杂化,也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保证监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借助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因而,检测设备的配备和检测技术的

研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我国而言,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引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身发展的阶

段性,有针对性地逐步提升自身的监测装备(技术)水平,合理评估装备(技术)引进所带来的风险,最终

使创新、引进、消化与吸收达到和谐统一.第四,技术方面.注重食品安全标准在食品监管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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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治标,有标可依,有标必依的原则,将食品标准作为食品检测的重要参考,提升科学技术对于改

善居民食品安全质量的前导性作用.一方面,合理化标准制定流程,提高标准制定的参与性与针对性,
确保其科学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已有食品标准,使其更加契合当下实际,凸显其对于

食品安全的屏障作用,真正守护人民群众利益,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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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战略—系统”思维的特种设备监管模式及体系研究∗

罗　云　崔　钢　何　义　王晓桥　葛升群　夏锋社　黄玥诚

摘　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是以安全为宗旨,以科学监管为手段,从防止和减少特种设备

安全事故为目标,由政府行政机关所从事的行政执法活动.文章主要研究、分析和探讨“战略

－系统”方法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中的应用.论文在分析国内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现状的基

础上,对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进行了SWOT分析;基于“战略－系统”思维,应用“战略模型”
和“系统理论”,设计了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总体战略模式,涉及安全监管基本方针、三大

使命,以及本质安全、事故致因、生命周期、监管匹配、RBS与 RBI等五大原理,领导与执行、规
划与策略、运行与系统、资源与技术、结构与流程、文化与学习六大要素,文化理念、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体制机制、监察方法、管理方式、监管工具、评价技术、投入模式、责任体系等十大创

新.并设计了数十种特种设备系统监管的的方法体系;提出了提高特种设备科学监管效能的

策略性、政策性建议.所借鉴的国外先进理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模式和优化的方法体系切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方法;风险管理

一、前言

特种设备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息息相关: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等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军事、冶金等工业领域,是工业发展的助推器;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又同人们的生

活、娱乐密不可分.由于特种设备常常处于高温、高压,以及高载荷、高疲劳、高空作业的条件下运行,致
使其本身所具有的安全风险较高;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导致爆炸、有害气体泄漏、高空坠毁,危及人民的

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有时还会带来人们的恐慌,给国家、社会稳定和个人、家庭造

成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如何提升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的保障能力和水平? 首先,根据安全科学的原理和规律,我们能清楚地

认识到,系统安全的保障需要三个支柱,一是科技,二是监管,三是文化———安全原理称为“三 E对策”
理论.这一点,在我们承担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相关课题研究中,已从理论和实证上得以分

析和证明.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科技对特种设备安全的贡献率大约为５８％,管理为２７％,文化约１５％.
其中可看出,安全监管及安全文化软实力的贡献率接近一半.第二,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的特种

设备安全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也可以解读出:特种设备安全保障的“综合治

理”原则,既要考虑设备本身的硬件因素,更要重视人因、管理、制度等软件的因素;既要依靠设备自身的

功能安全和本质安全,也需要政府科学的分类监管和全过程监管,更需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有效管

理和文化建设;软件与硬件兼容,人因与物因兼顾,技术与管理相辅,既是“预防为主”的全面体现,也是

“综合治理”的内涵真谛.第三,就我国目前发生的各类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分析,人为因素事故发生比例

较高,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因素不利、管理执行力不强等软件成了我国目前安全事故的重要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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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增强安全监管软实力将成为提高我国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水平

和提升事故预防能力的重要战略对策.
那么,如何建立科学的安全监管模式? 如何优化安全监管方法方式? 如何提高安全监管效能? 成

为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安全方针的重要命题.我们通过国家“十二五”科技

支撑项目“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的工作,在总结研析国内外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应用“战略思维”“系统思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特种设备安监现实,建立

基于风险的、面向政府安全监管需要的全面风险监管模型、原则和机制,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监管风险

防控策略及方法体系,研究成果将为特种设备科学全面的风险监管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决策依据和管

理基础,为实现重要生命过程的风险动态、实时预警提供技术方法,对风险预警预控的可及和可用性提

供了保证,对于提高特种设备安全事故预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策略

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是指对特种设备的安全进行监督、监管和管理的政府活动.从管制经济学的

角度看,属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或管制机构,依据一定的

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从上述定义可看出,管制是指政

府依据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监督管理.政府的安全监管可以看成是政府管制的具体性行政行

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主要通过安全监管机构的行政措施得以实施.综观国外的法律,特种设备安全

监管主要策略是行政监管策略和法定检验策略.行政监管策略又包含抽象行政监管策略和具体行政监

管策略.抽象行政监管策略主要是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普遍遵守的决定、命令等;具体的行政监管策

略有: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调查、行政处罚、即时行政强制、备案制度、调查分析、行
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调节等.法定检验策略是指在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必须

进行的检验.法定检验分强制性检验、特别检验和自主检验.法定检验在特种设备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许多安全监管要求可以通过法定检验落实,法定检验是许多安全监管行为的条件或前提.
(二)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历史进程及发展现状

１．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历史进程

迄今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已经走过了近６０年的历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三个发展阶段

阶　段 时　期 特　　点

第一阶段 １９５５－１９８２年 起步探索:监管机构散乱,工作受阻,特设事故率高,形势严峻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２－２００３年 逐步完善:法制逐步完善,监管措施逐步到位,管理逐步规范,各类事故较大幅度下降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年以来
创新发展:完善法制,实行监管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双轨制运行、分级设置的体制,但

事故率仍高

２．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我国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是一种安全监管与检验检测并行的双轨体制,其两大基础制度是特

种设备行政许可与监督检查.我国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安全监管模式,对特种设备８个环节进行全过

程监管.目前,我国正逐步推进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突出重点环节,提高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地防止事故的发生,逐步推进使用单位的分类监管工作与分级监管.从

现行监管制度、体制和设备的状况来看,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具有以下３个特点:一是整体性监管;二
是分散性布局;三是技术性执法.

“十二五”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特种设备事故率与工业发达国家

相比仍然较高,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二是特种设备向大型化、高参数、高风险方向发展,科技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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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管工作刚刚起步,工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四
是监管基础建设薄弱、监管力量不足,与设备数量快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五是监察检验工作定位和

安全责任界限不够清晰,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企业诚信和社会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六是监管

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工作体系有待完善,监管方式方法还欠科学.总体而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更高要求以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法制、科技、管理等诸多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面对“十二五”时期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只有在管理理念、思想方法、认识水平、管理技

术等方面进行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创新,才能够有效地把握机会,应对挑战,突破绩效瓶颈,实现安全监管

工作水平的整体提升.为了达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发展的目标,需要应用战略－系统思想,建立科

学、合理、高效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体系.

３．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势态分析

对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势态分析可借助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称为态势分析法,可以

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

对策等.SWOT 分 析 法 常 常 被 用 于 制 定 发 展 战 略.SWOT 四 个 英 文 字 母 分 别 代 表:S－ 优 势

(Strength)、W＝劣势(Weakness)、O－机会(Opportunity)、T－挑战(Threat).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SWOT战略分析模型可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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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SWOT分析模型

(三)基于“战略－系统”思维的理论与模型

１．“战略－系统”思维理论

战略思维是指立足于战略高度,从战略管理的需要出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级心

理活动形式.系统思想,可以界定为基于系统理念、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思考问题、认识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高级心理活动形式.综合运用于管理中,“战略－系统”方法是以战略、战略管理、系
统、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为基础,基于对战略思维的使命感、全局性、竞争性和规划

性四个维度,以及系统思想的整体性、关联性、结构化和动态化四个维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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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法”包含五项基本原则,即战略导向、整体推进、上下联动、横向协作和竞争发展.
从战略的角度讲,特设安全监管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其使命是通过在公共安全的各领

域中实施标准化,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安全秩序和安全效益的科学战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既是国家

对公共安全的宏观管理方法,也是社会各行业及其人、物、环境等要素一切行为活动和运行状态的安全

保障策略,既需要迫切执行,也需要长期持续;既需要内部协调,也需要外部联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需

要全行业领域以全方位高标准达标为目的,全社会上至组织单位,下至每个成员,实施标准化的根本在

于对安全的追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实施需要有科学的规划和运行机制及模式,尤其在国家对战略

的宏观管控中,规划及其落实方法更是战略管理核心,也是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特设安全监管的战略

思维构架,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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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战略思维框架

　　从系统的角度讲,特设安全监管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复杂的管理系统,由“四层行政组织,即
国家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市(地)局和县级机构”“四层标准,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和组织标准”“五个环节,即颁布、认证、实施、监管和评审”“六个要素,即国家政府、行业主管、组织单位、
中介机构、社会和全员”和“八个领域,即自然灾害、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生态环境、装备设施、
信息安全和政治文化”组成.其内部各要素间存在复杂的激励、约束、协调与联动的关联性.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系统以其要素众多且相互关联,决定了其结构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需

要形成封闭循环的动态模式,持续改进,不断优化,使系统的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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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系统思想框架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战略－系统”模型设计应秉承以下原则:

① 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为战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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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以统筹规划,集中指挥,统一行动,整体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各项工作;

③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各层级管理主体,上传下达,协调一致,形成上下联动;

④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各行业领域的行为主体,密切联系,分工互助,形成横向协作;

⑤ 构建持续改进、不断优化升级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２．“战略－系统”模型与方法

系统建模方法是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的结构极为复杂,必须使其模型化来

完成研究.构建模型必须保证模型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简明性和有效性,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系统原

型特征和规律.模型要建立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模型中不能存在主观臆想的成分.系统建模时要尽

量以标准模型为基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及其机制的模型构建,可以物理模型中的概念模型和数

学模型中的逻辑模型、网络模型等为建模基础.建模方法常用推理法、实验法、统计法、混合法等,特设

安全监管系统的建模需要以其他领域标准化建设成果为参照,再结合公共安全的特点以类比的方法进

行分析和模型构建.
常用的经典系统模型如霍尔三维结构模型、麦肯锡７－S战略模型、戴明管理模型、波特价值链分析

模型等.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如图４所示,以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三个维度刻画系统的整个管理过程及

内涵.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的模型构建可以以霍尔模型为基础进行构建.戴明管理模型,如图５,是
管理学中的经典模型,揭示一切管理活动都要经过计划、实施、检查、改进四个步骤的往复循环.波特价

值链分析模型,如图６所示,把企业内外价值增加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从而构成企业价

值链,产生价值收益.麦肯锡战略模型,如图７所示,是理解组织变革的机制并制定绩效改进计划的目

标,一个组织必须在七个方面达到一致和平衡.这些模型都可以很好地用来构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

统及其机制模型,直观表达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逻辑规律.

图４　霍尔三维结构模型示意图
图５　戴明管理模型

图６　波特价值链分析模型 图７　麦肯锡战略模型

６８

罗云等:基于 “战略—系统”思维的特种设备监管模式及体系研究



三、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模型设计

建立在安全生产战略思维、系统思想、科学原理、法律规范、历史经验等基础上,我们设计了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的“战略－系统”综合模型,其结构是:一个方针、五大原理、三大使命、六个要素、十大创新.
通过构建“战略－系统”模型,建立战略思维,应用系统思想,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从而提升监管

品质、强化监管功效,提高特种设备科学监管的安全保障效能.如图８所示,其内涵是:
一个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五大原理:本质安全原理,事故致因原理,生命周期原理,监管匹配原理,RBS与RBI原理.
三大使命:质量———提升监管质量,绩效———提高监检绩效,安全———保障设备安全.
六大要素:如表２所示.
十大创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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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模型

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战略－系统”方法技术

根据安全监管模式的六个基本要素,可开发如下基于风险的六大安全监管科学方法体系,即:领导

与决策方法体系、规划与策略方法体系、结构与体系方法体系、资源与信息方法体系、流程与技术方法体

系、文化与学习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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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战略－系统”体系六要素

序号 要素 方法内容

１ 领导与执行 政府行政分类许可监管;中介机构分类技术服务;企业单位分类过程管理.

２ 规划与策略
ABC三级分类监管策略;行政许可基础监管策略;八类设备专项监管策略;４M 要素管控策略;
前中后三期分类监管策略.

３ 运行与系统 PDCA运行系统;３E３P安全保障系统;安全责任体系.

４ 资源与技术 法规标准资源;八个单体分类技术;两个整类分类技术;分类评价软件;信息平台与网络.

５ 结构与流程
行政许可分类监管结构流程;使用运行分类监管流程;检验检测周期分类结构;附件校验分类

结构;报废处理分类监管结构;八类设备特定监管结构.

６ 文化与学习 国际分类监管模式借鉴;各地区分类监管方法借鉴;相关行业(安全生产)理论与方法借鉴.

表３　“战略－系统”体系十大创新

序号 创新点 内容

１ 文化(文化理念)创新 从技术为本到以人为本;从形式应付文化到本质预防文化

２ 理论(基础理论)创新 从事故失效理论到安全风险理论

３ 技术(关键技术)创新 从事故监控技术到本质安全技术

４ 体制(体制机制)创新 从单一监管体制到多元共治体制;从约束机制到激励机制

５ 监察(监察方法)创新 从事后结果追究到全面全过程监察

６ 管理(管理方式)创新 从被动集中整治到系统科学管理

７ 工具(监管工具)创新 从行政手段为主到法制与经济手段为主

８ 评价(评价方式)创新 从事故指标考核到安全主动指标建设

９ 投入(投入方式)创新 从低成本投入到多元化加大投入

１０ 责任(责任机制)创新 从企业责任到社会责任;从单一主体到责任体系

(一)领导与执行方法体系

“领导与执行(leadership&execution,L－E)”要素是指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中,政府、部门、
企业、单位各个成员机构或组织的领导决策者和管理执行者所具有的实力(power),包括硬实力和软实

力.安全监管为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实力”的优化、强化提供监督管理保证.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领导与执行”的基本工作要建立科学的安全监管体系,图９是基于系统模型

建立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宏观体系.
(二)规划与战略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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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

　　“规划与战略(planning&strategy,P－S)”
要素是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中,制定和执行

规划的战略相关性与战略管理合理性.这是战略

思维的必然要求,是监管系统方法的选择基础和

实施蓝图.

１．ABC三级分类监管策略

原来的检修“ABC”管理法是指:在企业定期

大、小检修时,为确保安全检修,利用检修“ABC”
法,把各类维修项目按一定的原则、标准分为 A、

B、C三类,然后按类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管理.
由此可以设计一套特种设备的 ABC管理方

案.特种设备已经按一定的原则分为了不同风险

等级的Ⅰ类、Ⅱ类、Ⅲ类,然后按类采取不同的对

策进行管理,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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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ABC法分类监管策略

设备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定义 高风险设备 中等风险设备 低风险设备

监管策略 A类策略 B类策略 C类策略

定义 重点控制 常规控制 稍加控制

　　所有的B类策略都根据当前法规文件;而 A 类策略是基于高风险设备制定的监管策略,有法规规

定的,也有根据风险等级而制定的;C类策略也与 A类策略制定方法相同.
目前,政府根据分级评价结果,可以对不同等级的设备提出不同的监管要求,初步确定出分级监管

策略,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基于风险评价的特种设备分类(分级)监管策略

设备分类 分类标识 定义 监管策略

Ⅰ类 黄色 低风险设备 一般监管

Ⅱ类 橙色 中等风险设备 常规监管

Ⅲ类 红色 高风险设备 加强监管

２．行政许可基础监管策略

初步设计出基于风险分级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模式.如表６所示.

表６　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模式(初步)

设备等级
许可要素 Ⅰ Ⅱ Ⅲ

设备许可登记机关(部门) 特种设备协会 地市级质检部门 省级质检部门

设备许可程序

申请,受理,审查,在警

惕和关 注 设 备 风 险 条

件下许可.

申请,受理,审查,实物检查,在

控制保障措施下许可.

申请,受理,审查,实物检查,听取

利害人关系意见,举行听证并召开

专家评审,风险降低后许可.

设备登记时限 法定天数－减半天数 法定天数 法定天数＋减半天数

３．４M 要素管控策略

所谓４M 要素,即指造成事故发生的４方面因素———人的因素、机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管理因素.
根据事故致因理论的“４M”要素理论体系,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０的特种设备安全系统

对策体系.

图１０　特种设备事故致因４M要素系统对策体系

４．前中后三期分类监管策略

在依照设备生命周期线路的管理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管理阶段:前期管理阶段也就是使用前的管

理;中期管理也就是设备使用运行阶段;后期管理也就是处理报废产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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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不同风险等级的监管策略应用于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高风险设备进行重点控制.具体可施

行针对行政许可、使用运行、检测检验、附件校验、报废处理等环节综合监管策略,以及针对各类设备的

专项监管策略.
(三)运行与系统方法体系

“运行与系统(operation&system,O－S)”要素是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的运行与系统的建立,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具有系统性和合理的优化.这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运用系统思想的具体体现.

１．PDCA 运行系统

PDCA循环理论,通过周而复始地进行“计划、实施、检查、评审”活动,使体系功能不断加强,最终目

标是实现体系的持续改进.
特种设备安全的分类监管战略管理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权变性四个特征.PDCA 循环就

是战略思维的很好应用,它包括“计划、实施、检查、评审”四阶段;而战略管理四阶段:战略规划(Plan)、
战略实施(Do)、战略控制(Check)、战略修订(Action)与其不谋而合.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的不断循环,最终实现安全监管体系的不断改进,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２．３E３P安全保障系统

(１)事故预防３E对策

安全生产保障战略在安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人类长期的安全生产活动实践,在国际范围内建

立了三大安全战略对策的战略思想.一是安全工程技术对策(Engineering),这是技术系统本质安全化

的重要手段;二是安全教育对策(Education),这是人因安全素质的重要保障措施;三是安全管理对策

(Enforcement),这一对策既涉及物的因素,即对生产过程设备、设施、工具和生产环境的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也涉及人的因素,即作业人员的行为科学管理等.这一战略对策通常称为３E对策.
安全生产３E对策战略是横向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形式逻辑,也称为安全生产的三大支柱,或简称

为“技防”、“管防”、“人防”.
(２)事故预防３P策略

在安全生产管理战略思维中,一项以事故防范为目标,最大限度地控制、减少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

损失和生 产 影 响 的 战 略 对 策,称 为 ３P 事 故 防 范 策 略.即:事 前 预 防 (Prevention)、事 中 应 急

(Pacification)、事后教训(Precept)的防范策略.３P对策战略是纵向的安全保障体系,是时间逻辑,是安

全生产与事故防范的三个层面的保障体系,简称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事前”是上策,“事中”是
中策,“事后”是下策.

根据安全３E保障理论,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１的特种设备安全的战略对策体系.
根据安全３P战略层次理论,应用系统工程模型,可建立如图１２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战略对策

体系.

图１１　特种设备安全保障“三E”系统对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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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战略体系

３．安全责任体系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需要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落实使用单位(企业)的主体责任.因为企业

是特种设备安全风险承担的主体,也是特种设备安全的直接受益者.政府不仅应该扮演一个立法、授权

的角色,也应该是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时提供政策帮扶的角色.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要构建政府、企业、社
会、个人多元的责任体系,特别是要让生产企业、使用单位、中介机构等组织担当安全的主体责任.

(四)资源与技术方法体系

“资源与技术(resources&technologies,R－T)”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体系复杂巨系统运行的物质

基础和保障条件.“资源”可以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两类.其中非人力资源,或称为物力资源,主
要包括活动经费、物质条件(办公场所、作业工具、技术设备等)、制度资本、信息来源等.“技术”主要指

检验、检测、研究等事业单位系统中的技术支撑条件和创新能力.
特种设备安全的“资源与技术”要素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即通常所说的干部、职工和技术应用与开

发人才队伍.作为行政系统的物力资源数量和结构,由公共财政管理部门确定;事业单位系统的物力资

源,在上级相关行政部门的管制和指导下配置和获取,数额、类别、结构等有基本的确定性.人力资源的

获取、配置和薪酬等因素具有确定性,但使用方式、激励机制、培训和开发模式可以创新设计,获得升华

性绩效.
除此,特种设备的安全保障体系的资源与技术需要法律政策资源、安全投入资源、安全技措资源等.
(五)结构与流程方法体系

“结构与流程(structure&process,S－P)”要素的核心就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体制与机制.“结
构”主要指安全监管的职权划分、资源组织、任务分工、监管程序、行政方式等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流
程”是由“结构”决定或影响的动态的监管活动的组织和程式.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流程”可以做出

一定程度的调整.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流程”,取决于“结构”的刚性有多大.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结构与流程”方法体系包括:行政许可分类监管结构流程,使用运行分类监管

流程,检验检测周期分类结构,附件校验分类结构,报废处理分类监管结构,八类设备特定监管结构等.
(六)文化与学习方法体系

“文化与学习(culture&learning,C－L)”要素体现系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文化与学习”是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软实力”的体现,是指安全监管功能持续发展和进步的能力.要素的内涵一是“文
化”,二是“学习”.“文化”是实现复杂系统及其构成子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团结、稳健、和谐、效率、发展的

重要条件;“学习”的能力,对于组织内部领导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完成任务,达成目标,实现使命,具有

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学习力不足,势必影响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形成与保持.没

有学习力的个人和组织,前途必定暗淡,绝大多数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领导者的学习力更为

重要,不仅决定本人的未来,而且影响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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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学习”要素的方法体系包括:国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借鉴方法,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是重

要的学习方法;相关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学习,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
特别是近几年相关安全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科技强安战略、第三方社会服务、保险系统建设等方面的

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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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thenumberofsafetyaccidentsofspecialequipment．Thisarticle mainlyresearchedthe
applicationof“strategyＧsystem method”inthesafetysupervisionforspecialequipment．Basedonthe
thinkingof“strategyＧsystem”andused“strategicmodel”and“systemtheory”,themodelofsafety
supervisionforspecialequipmentbothathomeandabroadwasanalyzedwhichinordertoactasthe
basisforfollowings．Consequentially,theoverallstrategy modelofsafetysupervisionforspecial
equipmentinourcountrywasdesigned．Besides,themethodsystem ofsystematicsupervisionfor
specialequipmentwasstructured．Thestrategicandpolicysuggestionstoimprovetheefficiencyof
scientificsupervisionforthespecialequipmentwerepresentedatlast．Thedrawinglessonsfrom
foreignadvancedtheoriesconformtoourcountrysbasicnationalconditions．The modelandthe
optimizedmethodsystem providedforspecialequipmentsafetysupervision weresuitableforthe
actualsituationofourcountry．Theconclusionswerevaluableforresearchand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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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

———基于城乡老年人调查的实证分析

童玉林　栾文敬

摘　要:居家养老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解决当下老年人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长远来

看,居家养老的发展必然会要求相应的人才建设.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为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质量越高,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越强.在总结结论的基础

上,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缘何不佳进行了若干思考,并提出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
社会氛围、完善培训激励机制等提升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一、问题提出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１３２６％,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

达８８７％,这两个比例比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分别高出２９３和１９１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已经产生了

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① 不仅如此,我国老年人还出现了高龄化问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

司副司长王素英在第五届全国养老院院长论坛上透露,截止到２００８年底,中国８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

有１８０５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１１２９％(新华网,２００９).如果从年龄结构看,患老年疾病和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人会成正比增加.在这样的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问题已经提上了议

事日程.无论是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出,还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颁发,都指向

“全面切实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的核心目标(周长城、徐鹏,２０１３).已有研究都表明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状况不容乐观,如:(金岭,２０１１)利用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开展的上

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２００３年,感到生活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老

年人占５７４％,其他取值,即一般、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老年人比例为４２６％,２００８年,非常满

意或比较满意的老年人比例下降到４９９％,其他取值比例上升至５０１％.(骆为祥、李建新,２０１１)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考察,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５７％、５９４８％和５８６１％,“不满意”的百分比分别

为４０４３％、４０５２％和４１３９％.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即生活质

量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可见老年人生活质量亟待关注和提高.
老年人养老质量不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家庭核心化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

提高(WilliamT．Liu& HaiKendig,２０００)等的背景下,我国传统家庭养老遭到削弱.在我国传统的家

庭养老文化氛围下,居家养老服务成为解决重大社会养老问题的最佳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府和

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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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１０％,或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７％时,则该国家或地
区就步入老龄化社会.



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

容”(全国老龄办,２００８).为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国家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在２０１２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① 居家养老服务在不使老年人脱离其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保持其安全感的前提

下,不仅能够为自理能力欠缺、行动不便且缺乏家庭照料的老年人提供及时、周到的生活照料和服务,
同时也能够为无子女老人、失独老人、子女无暇的老人等缺乏子女陪伴的老人送去精神慰藉,弥补感

情缺憾.
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状况,即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状况如何? 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２００８)指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总体“质量不高”等问题.但作为一线人员,居家养老服务直接提

供者的服务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质

量,如何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是亟待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利用华

北电力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分析居家养老

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

二、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研究.如,
(顾东辉,２００９)认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包括日常照料需求、医疗康复需求、精神需求以及

社会参与需求.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内容进行高度概括的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五个老有”,即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②.第二,对整个社会推行居家养老必要性的质性

研究.Chiu& Yip等人(２００４)认为老人的健康水平、就业机会和收入与年龄成反比,而与对家人、社区

照顾的依赖度成正比.SuanHillier& GeorgiaM．Barrow(１９９９)的调查研究发现,近５０％的美国老人

在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而且这些老人表示需要一定的机构来为其提供养老服务.姚远(２００８,第１６
页)指出,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体系的有机构成.第

三,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的定量研究.葛丽英、代娅建(２００９)认为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最大的需

求主要是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陈志科、马少珍(２０１２)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居家养老需求

的老年人比例占到６７．８％.第四,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BettinaMeinow(２００５)
和IkukoGomi(２００７)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因

素.我国学者王莉莉(２０１３)、胡娟(２００８)等的研究中也包含着身体健康和经济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

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此外,王莉莉(２０１３),陈志科、马少珍(２０１２)还认为,性别、是否高龄、受教育程度、
有无配偶、居住方式、社会保障情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有重要影响.胡宏伟、时媛媛等人

(２０１１)的研究还发现,居住地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也有影响,城市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而农村老年人则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研究和必要性的质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定量研究尚且较为欠缺:其一,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的研究较少;其
二,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其三,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是居家养老服务的一

线提供者,几乎没有学者对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如何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进行关注.本研究

将弥补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基于华北电力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数据,在对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现状进行研究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居家养

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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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基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关于我国城乡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调查”的问卷,
该调查问卷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的２３个省市,主要包括宁波、保定、大连、北京、洛阳等省市重点居家

养老建设社区,共发放问卷２２００份,回收１９５６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１％.问卷遵从多水平、随机群

体样本的程序,采取多地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居住条

件、健康状况、家庭及社会支持与养老需求六大板块的具体信息.
(二)变量与基本描述

①老年人.老年人是指年龄在６０周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农村老年人占

４４９３％,城市老年人占５５０７％.

②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本研究中的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是指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０”
代表“不愿意”,“１”代表“愿意”.由表１可以看出,在老年人总体中,７９４７％的老年人愿意参加居家养

老服务,２０５３％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

③影响因素.选取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为主要自变量.人才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拥
有较多的技能和能力,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并且做出某种或较大贡献的人”(陈京

辉、赵志升,２０１０).可见,人才质量的测量应从其拥有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力来进行.根据老年人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需掌握的内容包括膳食知识、老年生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保

健知识、护理知识、急救技能等.在调查问卷中,设置多选题“为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需掌握下列

哪些技能”,选项包括“沟通技能”“老年生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保健”“护理”“急救”“老年膳食”“家
政服务能力”.在处理数据时,对各项技能赋分,如果某项技能被选取赋值为“１”分,未被选取则赋值为

“０”分,累计加分越高,说明对人才技能要求越高.除了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户
籍、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等涵盖个人、家庭、社会经济三方面特征的变量也会对其参与居家养

老的意愿产生影响,因此,将这些变量也纳入自变量的范畴.变量选取及描述分析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选取与描述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取值分布(％)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参加居家养老服务意愿 １４７６ ０＝不愿意(２０．５３)
１＝愿意(７９．４７) ０．７９ ０．４０ ０ １

自

变

量

个

人

特

征

家

庭

特

征

社会

特征

性别 １５０８ ０＝女(３２．０３)１＝男(６７．９７) ０．６８ ０．４７ ０ １
年龄 １４９９ — ７０．７１ ７．０８ ６０ ９９

户籍 １５０７ ０＝农村(４４．６６)
１＝城市(５５．３４) ０．５５ ０．５０ ０ １

受教育年限 １３９１ — ６．６３ ４．３９ ０ ２０

身体健康状况 １５００ １＝差(１１．４７)２＝中(２７．４０)
３＝好(６１．１３) ２．５０ ０．６９ １ ３

孤独感 １５２１ ０＝不孤独(８３．０４)
１＝孤独(１６．９６) ０．１７ ０．３８ ０ １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１４８８ １＝差(８．１３)２＝中(６２．８４)
３＝好(２９．０３) ２．２１ ０．５７ １ ３

与家庭成员关系 １４８６ １＝差(２．０９)２＝中(１１．７８)
３＝好(８６．１４) ２．８４ ０．４２ １ ３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１５２１ — ３．４７ ２．２２ ０ ８
社会保障 １５２１ ０＝没有(４３．７２)１＝有(５６．２８) ０．５６ ０．５０ ０ １

　　注:“—”表示定距变量.

　　由表１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的最大值为８,均值为３４７.可见我国老年人对居家

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要求还处于偏低水平.这可以反映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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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足,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认识还很不够.
表１显示,调查样本覆盖６０至９９岁的老年人,其中,女性老年人占３２０３％,男性老年人占

６７９７％;老年人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为６６３,可见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好

的老年人占８０％以上;有孤独感的老年人比例为１６９６％.从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看,赡养老年人的子

女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从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关系的比例分布可以看出,差的比例仅为

２０９％,一般的比例为１１７８％,好的比例高达８６１４％,可见,绝大多数老人都与家庭成员有着良好的

关系.从社会保障这个变量可以看出,仅有５６２０％的老年人享受到社会保障,可见我国老年人总体社

会保障状况较差.

四、经验分析

(一)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描述分析仅仅反映了调查样本的一般情况与特征,并没有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相关

影响因素,特别是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究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老年人

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为因变量;因为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是二分类变量,可采用logit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为因变量,以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要求

为自变量,以老年人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年限、身体健康状况等变量为控制变量,运用logit模型,对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回归(logit模型)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值 P＞z [９５％置信区间]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７ ６．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３０２
性别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７ ０．９４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９
年龄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２．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户籍 ０．３９６ ０．１５６ ２．５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９ ０．７０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２．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９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５ －０．９０ ０．３６７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１
孤独感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０ ０．８１ ０．４２０ －０．２３１ ０．５５４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０．２６９ ０．１３３ －２．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５３０ －０．００７
与主要赡养人关系 ０．００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３ ０．９７５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７
社会保障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７ －０．７２ ０．４７３ －０．３９４ ０．１８３
_cons ２．６１８ ０．９９４ ２．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６７０ ４．５６５

　　注:１．小括号内是标准误;２．∗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正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质量越高,老年人越愿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而且该正向作用非常显著.这可能是归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人们的需求由低向高排列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可以推断,当人们的低层次需求得以满足时,对低层次需求的需求程度会降

低,并且对更高层次的需求程度会增强.我国老年人当下的养老境况重视物质层面,轻视精神层面,重
视基本生活照料,轻视医疗卫生保健.由此衍生了我国老年人总体对精神层面的主观需求大于物质层

面的需求,对医疗卫生保健的主观需求大于对基本生活照料的需求.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

老年膳食知识和家政服务能力的老年人仅占３０９７％和３０３１％;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护理

知识、急救知识、老年保健知识和老年生物学知识的比例略高,分别为４６５５％、４１９５％、４７２１％、

４３０６％;认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需要具备沟通技能的老年人比例最高,达到６３３１％;认为居家养老服

务人员需要掌握老年心理学知识的老年人比例也较高,为４３９８％.如果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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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质量越好,掌握的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如护理知识、急救技能、老年保健知识、沟通技能、老年心

理学知识就越丰富,就越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方面和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要求,使老人的安全需求、归
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也能得以满足,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会越强.

第二,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越高,知识和技能水平越高,就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

务,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得以增强,自然更有意愿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学

家吉登斯(２０００)认为,现代社会的人需要将信任建立在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上,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

和专业队伍所形成的体系,正是该体系构建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如医疗保健系统、房
屋建筑等,使我们形成专家信任心理.如果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一般,只能为老年人提

供日常生活中家人、邻居或者保姆都能提供的基本服务,在老年人发生突发状况时束手无策,无法和老

年人进行良好的沟通,也无法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心理,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就难以认可;如果居家养

老服务人才质量很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及时、周到、全面而有效的包括饮食、护理、急救和精神慰藉的

高质量服务,无论是老年人亲身感受过高质量的居家养老服务,还是从别人的口口相传中有所耳闻,都
可能使老年人将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纳入专家范畴,增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从而增强参与居家

养老服务的意愿.
在个人特征方面:①性别负向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有更强的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该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②年龄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显著负向作

用,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小.这与一般经验不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

因为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刚刚起步,仍然是新事物,低龄老年人较高龄老年人更易于接

受.不过,年龄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③户籍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

求的影响是正向的,且该影响具有显著性意义,即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更希望参与居家养老服务.
这是因为城市经济较农村发达,城市社会较农村进步,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更易于接受新事物,且新事

物的传播一般也是先在城市开始.④受教育年限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即受教育水

平越高的老年人越有意愿参与居家养老服务.这与一般经验相符.⑤身体健康状况负向作用于老年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小,但是这一结果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家庭特征方面:①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即主要赡养人

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比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更小.这是因为经济

条件好的赡养人有更多的经济支持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能够增加老人对养老生活的满意度.
不过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的负向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②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呈正向作用,即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好的老年人比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差的老年人有更强烈的参与

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但该正向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其他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社会保障负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即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比

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有更强的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比没有社会保障的老年

人有更强的养老安全感,因此,对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更弱一筹,但是该负向作用并不显著.
(二)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控制自变量的作用范围,对回归结果进行

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３.
可以看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户籍和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显著正向作用于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技能水平通过了５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其估

计系数分别为０２２３１０(p＜００１)、０２２８２１(p＜００１)、０２１７１９(p＜００１)、０２１９８８(p＜００１)、

０２２９１１(p＜００１).由此可见,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

正向影响.从总体来说,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技能水平越高,越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要求,也越能强化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机制,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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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稳健性检验(logit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 ０．２２３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２８２１∗∗∗

(０．０３５)
０．２１７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９８８∗∗∗

(０．０３７)
０．２２９１１∗∗∗

(０．０３７)

性别 ０．１５６２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４０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１１５２
(０．１５９)

年龄 －０．０１４６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９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７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８８∗∗

(０．０１１)

户籍 ０．３７２６４∗∗∗

(０．１３３)
０．３４７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３６２９５∗∗

(０．１５１)
０．３９５８２∗∗

(０．１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７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９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０２∗∗

(０．０１９)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１４４２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３５５
(０．１１５)

孤独感 ０．１６１３７
(０．２００)

主要赡养人经济状况 －０．２６８７８∗∗

(０．１３３)

与主要赡养人关系 ０．００５６７
(０．１７９)

社会保障 －０．１０５５２
(０．１４７)

_cons ０．６４７１１∗∗∗

(０．１１９)
１．３６３４０∗∗

(０．６８１)
１．１７８７６
(０．７４７)

１．８０５５２∗∗

(０．８４９)
２．６１７５６∗∗∗

(０．９９４)
N １４７６ １４４９ １３４１ １３３６ １２９３

chi２ ４７．４９４１０ ５９．５３４２０ ５９．８４４５１ ６２．１９１５９ ６８．４２４３４
p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r２_p ０．０３１６９ ０．０４０２８ ０．０４４５２ ０．０４６５３ ０．０５３０６

　　注:１．小括号内是标准误;２．∗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五、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在老年人总体中,７９４７％的老年人愿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２０５３％的老年人没有参与居家

养老服务的意愿.可见,大部分老年人都具有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但仍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认知度或信任度不够.
其二,数据显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技能水平的最大值为８,均值为３４７.我国老年人对居家养老

服务人才质量的要求还处于偏低水平.这可以反映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宣传力度

不足,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认识度不够.
其三,居家养老人才质量对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为老年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技能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这是因为高技能的居家

养老服务人员更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要求,也更能建立起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信任机制,
所以,老年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就越强.

其四,户籍和受教育年限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呈显著正向作用,即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

具有更强的居家养老服务参与意愿,受教育年限高的老年人比受教育年限低的老年人具有更强的居家

养老服务参与意愿.户籍和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正向作用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二)若干思考

１．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缘何不佳?
第一,人才发展环境欠佳不利于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和人才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居家养老服

务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和推广阶段.在所调查的全国１７７个社区中,不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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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比例高达７７４５％,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的比例仅为２２６０％;另一方面,社会对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的认可度低,认为养老服务业是伺候人的职业,从事养老服务业的人低人一等,甚至得不到少数家属

的起码尊重;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差,自我价值感也不强.欠佳的人才发展环境,不仅不能促进居家

养老服务人才质量的提升,甚至会导致从业人员的流失.
第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工作累、报酬低.养老服务面对的是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工作又脏又

累,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超时并且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此外,养老服务人员需要承担重大的工作责

任.但即使如此,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获得的报酬还是非常低,远不及其付出.一项针对２６０５名养老服

务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工资在１０００~１４９９元的比例高达４２９％,工资在１５００~１５９９元的比例为

３４８％,工资为其他的比例为２２３％.
第三,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专业化水平不高.养老服务人员结构不合理,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人

员多是下岗就业人员、失业人员等,年龄都比较大,结构不合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大部分人员受

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但很多从业人员都没有资格证书或仅有初级资格证书,缺乏基本的护理、康复、精神

慰藉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２．如何提升居家养老服务人才质量?
第一,社会地位是制约养老服务人才质量提升的一大根本要素.因此,要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劳

动”的良好社会氛围.一线养老服务人员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他们所进行的劳动是

创造性的,是需要技能和经验的;因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社会应对居家养老服务人

员及其劳动予以认可和尊重.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对优秀人才进行物质或精神奖

励,提高公众对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专业从业人员的认知和评价等.这有利于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形成较

强的职业荣誉感,从而对其提升自身服务技能和水平形成激励作用.
第二,待遇是影响养老服务专业人员质量提升的另一大根本问题.政府应积极发挥推动和引导作

用,改善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待遇.在招生方面,可借鉴免费师范生模式,对涉老专业学生进行定向培

养,同时通过补贴或资金扶持,激励涉老专业人才培养单位培养出更加优质的人才;在就业方面,可借鉴

“大学生村官”模式,为从事一线养老服务的大学生定制合理职位,并为其报考公务员或参加事业单位招

聘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在薪资方面,政府对养老服务专业人员可以采取薪酬补贴制度,对于涉老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还可借鉴殡葬专业大学生的薪资经验,为就读于涉老专业且从事养老服务专业的大学生设

定特殊岗位津贴,带动高素质人才继续留在养老服务行业,也增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第三,完善培训激励机制.为主动将内部养老服务人才送去培训的相关机构提供学费补贴和缺席

人员的工资补贴,对参加培训的养老服务人员提供交通补贴和生活费补贴;为自费参与培训的养老服务

人员提供培训津贴;为非涉老专业出身的养老服务人员量身定制专门的培训计划,除基本的生活费补贴

外,如果完成了制订计划,为其提供培训承诺奖.这些措施,将对养老服务人员参加培训起到极大的激

励作用,从而促进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的提升,保证居家养老服务人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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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质量学科教育的现状、趋势及其启示∗

宋时磊　黄太进

摘　要:随着质量管理方法的不断更新,质量教育和培训作为将技术和管理有机结合的手

段日益受到重视.高校以系统化的学科教育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质量教育中担当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角色.制造业和教育水平较发达国家的高校,大多开设了质量及其相关专业,覆盖

了不同的教育类型并以培养硕士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为主.国外开展质量学科教育的高校类型

不断丰富,专业范畴不断拓展,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教育并重,学科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相互

衔接.我国应让高校尽快成为质量学科教育的实施主体,设立质量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各高

校充分发挥学科特色设置不同研究方向,培养多元化的应用型专业化人才以满足社会各方对

质量人才的迫切需求,助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高校;质量教育;质量管理;专业学位

一、问题的提出及数据获取

在进入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之前的手工业时期,人类便已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产品质量

开展多种方式的管理(宋京军,１９８９;JinQiupengetal．,１９９５),但当时产品质量主要是生产者本人依靠

自己的经验和手艺把关,较少有外部的质量检验与监督,这个时期被称为“操作者的质量管理”(信海红,

２００５).这个时期的质量教育主要是通过手工业者内部或者外部的技术交流实现的,教育的形式也是质

量的自我教育.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工厂大批量生产的实现使得质量控制成为一项难题,这促使质量

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在２０世纪出现并迅速发展.在经历了质量管理的质量检验阶段以及统计质量控制

阶段之后,人们意识到质量管理不仅是一门需要统计分析的技术科学,更是需要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

的管理科学.在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教育和培训作为将技术和管理有机结合的重要手段,成为与标准

化、计量、质量信息以及质量小组活动相并列的基础性工作(苏文杰,２００６).在我国,一般将企业作为开

展实施质量教育的主体.楼维能、贺开文(１９８７)从企业实施质量管理教育的现状与意义、教育体系、教
育的组织系统、教育考核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华通咨询(２０１３)提出质量教育与培训的一般内容是灌输质

量意识、质量文化宣传、技能培训、现场作业指导等;质量教育和培训的基本要求是对需求进行识别、提
供适宜的培训方法、评价培训目标和效果的有效性、注重教育过程的管理等(王明贤,２０１１;骆伯毅,

２００７);在企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教育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内容,要通过多种教育方式提升质量意

识(水野滋,１９８８).
高校及其学者作为知识创新的载体和创造者,对企业的质量管理浪潮予以积极回应,质量管理领域

中的杰出学者如戴明、朱兰、克劳斯比等曾经在高校工作或者通过兴办教育等方式推广质量教育.随着

质量管理在社会经济中重要性的提升,全世界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通过相应的学科和专

业,培养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开始系统化的质量教育.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国产

品的竞争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竞争转变,质量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质量的竞争越来越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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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电子信箱:１５４５５９９２１＠qq．com;黄太进,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１１&ZD１５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３CWW０３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１BAK０６B０６)及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７、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２)的资助.感谢质量硕士专业学位申报论证组长程虹的指导;张继宏、范寒冰等人前期搜集整理部分材料,
宋琼、胡德状等人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于人才的竞争.因此,各国把质量教育放到战略发展地位来加以考虑,纷纷设置质量管理及其相关专

业、成立专门的质量研究机构,重视质量管理的研究及相关专业性人才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对质量人才

旺盛的需求.美国、日本和欧洲不仅在企业中开展质量教育,而且还把质量教育由在职培训向大专院校

及中小学校渗透,一些国家的高校开设了质量工程相关课程,设置了质量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张球、
胡实秋,２００３).例如,日本较早在企业管理专业中开设了质量管理与质量统计的课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期前苏联在高校设立了标准化与认证专业和质量管理专业,１９９０年英国诺丁汉市特兰特大学开始招

收质量改进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等.
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外高校质量教育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助推作用,提出加

强质量管理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张球、胡实秋,２００３);但是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将质量

管理的方法及思想引入高校,进而推进学校教学、行政、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的质量提升.Bonser
(１９９２)分析了战后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认为高等教育应引入全面质量管理,实施全面质量教育,以提

升教育质量;Stark和Lowther(１９８０)探讨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高等教育评估

的指标和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Drudy(２０１１)探讨了经济不景气时的教育改革该如何兼顾质量和公平.
在中国,研究者也多侧重于研究西方教育的全面质量观管理体系(施晓光,２００２;齐昌政,２００７;黄启兵

等,２００８),或将全面质量管理、质量保证管理模式、ISO９０００标准等理论引入教育(肖明,１９９５;邵娟,

２００８;衣海霞,２０１０).仅有个别学者(洪生伟,２００７)较为简单地介绍了国外质量工程类专业的发展情

况.少数国外学者对质量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开展进行了研究,如 Rosenhoover& Kuhn(１９９６)通过

研究发现,美国公共管理与公共事务院校联合会(NASPAA)所属院校对开设有关全面质量管理课程的

热情程度 与 公 务 员 对 在 公 共 管 理 硕 士 课 程 中 开 设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课 程 的 呼 声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距

(Rosenhoover,１９９２;Rosenhoover& Kuhn,１９９３),全面质量管理课程在公共管理课程中严重匮乏,提
出科研院所应该开展学科需求评估,来满足公共部门对掌握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对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学科教育状况的历史、现状与发

展趋势进行系统梳理,并深入总结分析、探寻一般性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尚不多见.武汉大学质量发

展战略研究院张继宏、范寒冰等学者曾对国外高校质量管理学科教育的情况进行过初步的资料收集与

整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从FindA Masters、HotCourses、EducationPortal
等专业性的国外高校课程网站、专业学科介绍网站、留学信息服务网站以及 Google等通用型搜索引擎,
以Quality、QualityManagement、QualityCollege(University)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排除不相关的检索

条目与冗余信息后,建立国外高校质量管理专业设置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对于质量管理人才的

培养已形成相当规模,有１６个国家的２２２所大学设置了质量管理相关专业.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我们

所指的高校质量管理学科专业,不仅指名称中明确表明质量、质量管理等名称的学科专业,也包括以质

量管理方法、手段和工具命名的专业,还包括虽然名称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其课程设置中１/２以上由标

准、认证认可、质量管理方法、工具等所组成的学科.

二、国外主要高校质量学科教育的现状与特点

(一)世界主要制造业发达国家的高校都设置了质量管理教育,高校质量管理教育设置情况同一个

国家制造业发达程度呈现一定的正向相关性

美国是质量教育的大国,共有１１１所学校开设本硕博三个层次的质量学科教育.美国在机械工程

技术、计算机系统工程、食品和营养学、工商管理硕士、工业与系统工程等学科下,培养质量管理和标准

化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美国质量管理专业培养的主要为实用型人才,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和明确的职业

导向.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学院、东密西根大学等大学已开设质量管理科学硕士,该学位课程体系培养学

生公民素质、统计能力与工程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以适应在私营、公共及军事行业的质量管理的需要,同
时培养学生获取美国质量协会认证的质量工程师资格、注册质量审核员与注册质量经理资格.美国质

量管理教育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设置质量管理专业的高校类型丰富,有理工学院、初级大学、社区学院、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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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学院、四年制学院和研究型大学等;二是专业名称呈现多元化特征,较多的专业名称有质量管理、
质量体系、质量工程、质量保证、质量管理工程、可靠性与质量工程、食品安全与质量等;三是教育类型涵

盖本硕博三个层次,国立质量管理研究生院有本硕博三种学位教育,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兹希尔分校有

本硕两种学位教育,马里兰大学有硕博两种学位教育,但三种教育层次中以硕士教育为主,占总数的４０％.
在欧盟各国中,英国开设质量管理专业的时间较早,１９９０年诺丁汉市特兰特大学便已开始招收质

量改进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目前英国共有３８所学校开设了相关专业,英国质量管理学科教育特点与美

国呈现出很大不同:第一,教育层次全部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层次,无学士及博士学位教育;第二,专业名

称与学习内容更加具体明晰,如赫特福德大学的大气动力学和空气质量专业、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精

益六西格玛流程卓越专业、伦敦大学王国学院的药物分析与质量控制专业等;第三,培养类型有面向就

业市场的专业型教育,也有研究型质量人才的培养,伦敦南岸大学开设了食品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服务－食品服务质量保证两种研究型的硕士学位课程.欧盟其他国家如爱尔兰、德国、法国、瑞典、
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６个国家共有３０所高校开展质量学科教育,其中爱尔兰有７所、法国和德国分

别有５所,瑞典有４所.教育层次同样主要是硕士学位教育,德国洪堡大学设有流程与质量管理专业,
法国昂热大学设有质量管理安全质量专业,瓦赫宁根大学设有食品质量管理专业,瑞典克里斯蒂安桑塔

德大学设有环境与质量管理专业,瑞士日内瓦大学设有标准－社会规制与可持续发展专业等.爱尔兰

质量管理教育较为发达,在本科及硕士层面设置了相关专业,特别是斯莱戈理工学院有质量理学学士、
质量高级文凭、质量理学硕士三种教育形式.

其他国家开展质量管理学科教育情况.前苏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在高校设立了标准化与认证专

业和质量管理专业,培养标准化高级人才(洪生伟,２００７).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沃伦岗大学

迪拜分校,新西兰梅西大学都设置了质量管理与工程的学位教育,以适应社会各行业对质量科学管理、
质量审计及质量评价方面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日本是在技术管理下培养质量管理和标准化专业硕士

学位人才,许多大学设立了质量相关专业,例如东京海洋大学的食品流通安全管理专业,长冈科学技术

大学的系统安全专业,东京都市大学和福井大学的安全工程专业,千叶工业大学的经营风险专业.另

外,东京大学和神户大学等在农学生命科学下设有食品安全讲座,群马大学在生产系统工程、广岛大学

在经营工程、名古屋工业大学在产业战略工程、熊本大学在系统科学、玉川大学在管理科学、山梨大学在

计算机科学下设有质量管理讲座①.
开设质量管理专业的国家一般在制造业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质量教育的发达程度同制造业

的工业水平呈现一定的正向相关性(见表１、图１).在所有从事质量管理的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一个值

得特别注意的国家.马来西亚有１４所高校开设了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位教育,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质

量工程专业授予工程技术学士学位,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商业与质量管理专业授予文学学士学位,西大

马学院质量管理专业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同时开设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的有博特拉大学(环境质量

与环境保护专业)、玛拉工艺大学(管理科学－质量研究专业)、沙巴大学(食品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质量改进专业)、敦胡先翁大学(全面质量管理、技术与职业教育－TVE质量标准专业)等５所高校.除

本科生教育外,马来西亚高校硕士和博士层次质量管理教育的特点是以研究型教育为主.马来西亚高

校对质量管理教育的重视是与其制造业的水平相适应的.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

会合作进行的一项持续多年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研究,马来西亚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一直位居全球前２０
名,２０１３年排第１３名,指数评分为５９４.② 在１６个开设质量管理专业的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和波多黎

各外,其他１４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全部位列全球前４０名,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预测,未来４
年这些国家处于全球前４０名的位置保持不变.

　　(二)国外高校开展质量管理教育的类型丰富,覆盖五个层次,满足不同的求学需求以及社会需求

有３０所院校提供质量管理大学预科班(先修班)课程.所谓大学预科是指欧美等国家多数高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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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黄太进:国外高校质量学科教育的现状、趋势及其启示

①
②

日本高校质量学科教育的发展状况系浙江大学搜集整理.
数据来源:德勤中国官网,网址http://www．deloitte．com/view/zh_CN/cn/ind/mfg/index．htm.



表１　各国(部分)开设质量学科教育高校数量与竞争力排名①

国别 高校数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
竞争力排名

２０１０年
竞争力指数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年
竞争力排名

２０１３年
竞争力指数

五年后(预测)

五年后(预测)
年竞争力排名

五年后(预测)
年竞争力指数

三年排名
平均值

美国 １１１ ４ ５．８４ ３ ７．８４ ５ ７．６９ ４．００
德国 ５ ８ ４．８ ２ ７．９８ ４ ７．８２ ４．６７

新加坡 １ ９ ４．６９ ９ ６．６４ ９ ６．６４ ９．００
日本 ６ ６ ５．１１ １０ ６．６ １２ ６．４６ ９．３３

加拿大 １ １３ ４．１１ ７ ７．２４ ８ ６．９９ ９．３３
马来西亚 １９ １３ ５．９４ １４ ６．３１ １３．５０
澳大利亚 ６ １５ ３．０７ １６ ５．７５ １７ ５．７３ １６．００

英国 ３８ １７ ２．８２ １５ ５．８１ １９ ５．５９ １７．００
瑞士 １ １４ ３．０７ ２２ ５．２８ ２０ ５．４２ １８．６７
瑞典 ４ ２１ ５．５ ２１ ５．３９ ２１．００
荷兰 ３ １６ ２．９ ２３ ５．２７ ２４ ４．８３ ２１．００
法国 ５ ２３ １．７ ２５ ４．６４ ２７ ４．０２ ２５．００

西班牙 ２ １９ ２．６７ ３３ ３．６６ ３１ ３．５８ ２７．６７
意大利 ３ ２１ ２．４２ ３２ ３．７５ ３４ ３．４５ ２９．００
爱尔兰 ８ １８ ２．７８ ３７ ３．２３ ３６ ３．０３ ３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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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制造业排名与开设质量学科教育高校数量相关性图表②
　

设立的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转轨的重要环节,该环节可为学生正式进入大学学习提供必备的语

言技能和基础专业知识.从教育体系的归属看,大学预科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通过大学预科考试的学

生可升入本校或其他学校大二,继续学习专业课程,攻读学士学位.提供质量管理大学预科班的国家以

美国、英国为主,其中美国共有２４个学院提供大学预科班.这些学院主要是在地区、社区层次提供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社区学院.如布伦姆社区学院、潮水社区学院开设工业技术－质量保证的

预科,弗洛里森特流域圣刘易斯社区学院开设质量技术的预科,哥伦布州立社区学院开设质量保证技术

的预科,洛雷恩郡社区学院开设质量保证的预科,默克姆社区学院开设质量系统技术的预科等.
在本科层次有７０所学校设立了质量管理及相关专业,其中美国高校５９所,占总数的８４２％.美

国本科层次主要有副学士学位、学士学位两种教育形式.质量管理准学士学位入学门槛较低,获得高中

毕业证书、预科证书或职业教育培训资格证书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学习一般是在社区学院、技术学院进

行,完成高等教育课程获得准学士学位后,一部分学生会走上工作岗位从事质量管理工作,一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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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德勤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
圆圈的大小代表一国开设质量学科高校数量的多少.



会升入四年制的本科院校,继续攻读大学本科三四年级的质量管理课程.美国５９所开设质量管理专业

的高校中有 ２４ 所高校授予准学士学位,多授予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TheAssociateinApplied
Science),少部分授予理学准学士学位.美国大学四年制的质量学科专业为质量保证、质量体系、质量

控制等专业,完成学业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美国副学士学位在为美国高中毕业生以及国外留学生提

供升学的便捷通道的同时,也为质量管理专业学士学位提供了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又为学生提供了职业

导向训练,便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直接从事质量相关工作.此外,爱尔兰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提供质

量高级文凭,注重于学科专业,以就业为教育导向.爱尔兰高校承担质量高级文凭的颁发,如斯莱戈技

术学院颁发质量高级科学文凭;香港的教育培训则是职业培训委员会承担.
有１３２所高校设置质量管理硕士层次的教育,涉及１６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

国等国家居多.英国有３８所高校招收质量管理硕士,教育类型比较丰富,有研究生证书(PgCert)、研究

生文凭(PgDip)和硕士学位,所授予硕士学位主要为理学硕士,如曼彻斯特大学不仅授予可靠性工程与

资产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证书和研究生文凭,还授予该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美国有４４所学校开展硕士

层面的教育,除颁发质量管理理学硕士学位外,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等高校的技术－质量体系专业还颁发

艺术硕士学位.美国爱荷华大学、赫福斯特拉大学、霍夫斯特拉大学、圣托马斯大学、西北密苏里州立大

学,德国凯撒斯劳滕工业大学以及马来西亚工艺大学等６所大学在工商管理硕士中设置了质量管理培

养方向.在研究生阶段,博士层次开展质量管理教育的高校数量较少,仅有１０所学校,主要集中在美

国、马来西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从事质量管理职业教育的院校共有１０所,多为高校的职业教育中心、继续教育学院、社区学院及大

学联盟等,如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教育学院、塔拉哈西社区学院,英国的西北肯特学院、BPP
大学职业教育中心、城市大学、开放大学、阿伯丁学院,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新西兰开放式理工学院等.
这些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内容多为职业资格教育,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通过考核后颁发特定的结业证书

或资格文凭,塔拉哈西社区学院颁发精益六西格玛的绿带证书,阿伯丁学院提供英国特许质量协会

(CQI)各等级的品质管理证书培训,澳洲公开大学联盟提供质量审核证书的培训等.实际上,品质管理

从业资格证书的培训主体除高校外,更重要的实施者是各国的质量行业协会及研究组织,如美国质量协

会提供注册质量审核员、注册质量工程师、注册制药 GMP专员、注册六西格玛绿带与黑带等１０多个职

业资格的教育培训与资格认证.

表２　国外开展不同类型质量管理教育的高校数量

类型 大学预科 学士 硕士 博士 职业教育

数量 ３０ ７０ １３１ １０ １０

(三)国外高校质量管理教育以培养硕士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为主

通过不同教育层次的高校数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外高校质量管理教育重在培养硕士层面的人

才.国外质量管理硕士学位一般分为授课式硕士学位和研究式硕士学位.授课形式的硕士学位课程一

般为一年,学生必须修习一定学时的质量管理课程,每学期写出规定字数的论文,年终提交最后的毕业

论文(也可不提交毕业论文).这种形式的学位重在培养企业及社会所需要的质量工程及管理的专业人

员.质量管理研究式硕士学位,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主要在导师指导下从事论文写作工作.这种形式

的学位教育主要是为博士阶段培养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在１３２所开展质量教育的高校中,仅有９所

学校是研究型的硕士学位,其他１２３所高校硕士教育主要培养授课型的应用型硕士.在香港等地区的

少数高校还提供质量管理的哲学硕士学位(MPhil).这种学位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研究进度不达

标、考核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中途肄业而颁发的,表明该学生接受了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但是没有达到

博士的研究水平,但是持有这种学位的学生可直接跳入博士研究的最后一年,如果能够出色完成博士论

文答辩等,也可授予质量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香港理工大学企业信息系统与质量管理研究方向、香港

大学的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研究方向授予该种学位.从事质量管理博士层面教育的１０所高校所开设

６０１

宋时磊、黄太进:国外高校质量学科教育的现状、趋势及其启示



的专业,无一例外都是研究型教育.
国外高校在硕士层次培养质量管理专业人才是与该阶段的教育特点相适应的.本科生教育是通识

性教育,博士生教育是研究型教育,这都与质量管理的实践性不吻合.世界各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一般

具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这种职业目标决定培养目标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王莹、朱方长,

２００９);硕士阶段是专业型教育,与质量管理工作有内在的一致性.英国朴茨茅次大学质量管理战略理

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获得广泛的质量现代理论和技术,涵盖质量运营、功能和战略管

理方面的知识,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方式使学生获得商业及学术的应用技巧,最终使学生完成商业目

标、达成工作结果.学校为此开设了质量管理促进质量转型、定量研究方法、精益求精战略等方面的应

用型课程.
表３　各国开设质量管理硕士学位的高校数量

国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马来西亚 其他国家 总计

数量 ４４ ３８ ６ ５ ５ ７ ２７ １３２
占比(％) ３３ ２９ ５ ４ ４ ５ ２０ １００

　　随着质量管理在各领域的深入发展,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专门培养质量管理应用人才的学院.创

建于１９３３年的国家质量管理研究生院(法尔茅斯),是美国一家致力于质量体系管理学领域研究的高等

院校,教育层次比较齐全,本科专业中设立质量体系管理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设立质量体系管理学、环境

质量管理学,博士专业中设立质量体系管理学,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中设立精益生产方式和六西格玛技术

学概论、精益生产方式和六西格玛技术学精修等.

三、质量学科教育的历史趋势

从各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质量管理学科教育呈

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质量管理学科教育的专业范畴不断扩大

随着机器工业化生产的日益发展,产品质量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

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得以诞生.因此,质量管理最初应用对象是各类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随着质量管

理的不断发展,其对象范围也逐渐拓展到工程、服务领域.ISO９０００:２００５认为产品、工程、服务仍旧属

于产品质量的范畴;但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中质量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环境、人
民生活等领域.因此,随着质量管理学科的发展,国外高校教育的范围从初期的注重产品质量本身的管

理,如质量保证、可靠性管理、食品质量管理等,逐步拓展到更为广泛的质量范畴,如面向工程质量管理

的工业与系统工程,面向服务质量管理的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以及面向环境质量的环境与水质量工程

等专业.广义质量管理教育的范畴正是质量管理学科教育不断发展的新方向.在现有各专业的培养方

案中,各高校质量学科教育普遍采用的结构是质量管理的通用方法,加上新的领域独特管理方法的培养

模式,学科发展方向则普遍从传统的产品质量领域向其他领域的质量问题进行拓展.如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设有环境与水质量工程专业,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大学设有医疗质量与安全专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在环境健康科学下面设有空气质量、水质量学科方向,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设有近海和海洋

技术与风险管理专业,英国西英格兰大学设有空气质量和碳管理专业,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服务质量

专业设有医疗与观光方向,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设有卫生质量管理与领导专业等.
(二)开设质量管理教育的高校从工程类学院向管理商学院以及跨学科研究的院系拓展

质量管理范畴的扩大以及质量问题的多样性,使得质量管理问题本身向着更加复杂性学科的方向

发展,单一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已经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质量问题.这种趋势使得开设质量管理专业的

院校,从最初多开设在理科、工程类院系,逐步扩展到管理学院和商学院.如法国波尔多高等管理学院、
马来西亚百纳利大学企业与管理学院等都设有质量管理专业或者在企业管理下设有质量管理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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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些高校则直接在工商管理硕士(MBA)下设置质量管理方向.高校类型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越来

越多的高校将质量管理教育作为典型的跨学科型专业培养,采取设置独立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组建多

院系共同建设教育研究平台、成立质量管理学院等方式进行教育,甚至引入外部专业质量管理机构的方

式进行质量管理专业的教学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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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质量管理专业拓展图
　

(三)质量管理教育从注重微观工程质量的教学实践转向宏观质量规制手段的分析探讨

众多质量相关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将学生培养成优秀的质量体系和方法的实践

者,或是质量工具的使用者和操作者,而是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将质量管理的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全球化治理的框架当中,强调质量管理对这些方面的贡献与融合,培养学生能够从更宽广的视野上来

从事质量管理实务.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质量管理专业外,开始出现许多以法律、政策、标准等规制

手段,作为质量管理专业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培养的趋势,美国圣约翰大学、天普大学的规制事务/质量保

证,日内瓦大学的标准、社会规制与可持续发展,马来西亚敦胡先翁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标准等

都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从宏观层面进行质量管理的第二个发展趋势是更加强调对风险的控制与管

理,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设置了风险预警与管理硕士,赫瑞瓦特大学爱丁堡分校设立安全、风险与

可靠性工程硕士,锡根大学设立控制与风险管理硕士等.第三个趋势是在组织层面,不再仅是培养学生

从一个质量工程师的角度,而是从战略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组织内部的质量管理和发展,并
学会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协作与沟通.

(四)质量管理教育越来越强调与职业资格认证的有机结合

风险管理、安全工程、系统控制、过程控制管理体系、标准与认证以及六西格玛、精益制造等工具是

质量管理的基础方法,也构成了质量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同时,有大量开设质量管理教

育的高校开始与权威、专业的质量社会组织进行联合培养,为合格的毕业生提供专业的认证证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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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业的社会认知度.这方面,英国高校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如阿伯丁学院提供英国特许质量协会的

证书文凭,BPP职业教育中心提供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质量方面的认证证书等.

四、国外质量学科教育的启示

从国际质量教育的研究情况来看,质量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获得普遍共识,高校对这一共

识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态度,有规划地系统开展质量学科教育,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具有不同职业技能的

数量丰富的质量人才,为产品质量的确保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提供了人才支撑.面对新时期

质量领域层出不穷的挑战,我国应当借鉴世界各国质量学科教育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升质量人才培养的

教育水平.
(一)高校应成为质量教育的重要实施与承载主体

经济发展在２１世纪仍将处于全球发展的引领地位,而质量是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基础性要素

(程虹等,２０１３),质量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高低,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质量的竞争归根到

底是人才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质量管理始于教育、终于教育(宋明顺等,

２０１２).国民的质量技能、质量意识和质量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先进的设备、发达的技术能否发挥出最

大的生产效能,以最低的资源消耗成本生产出质量更高、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国民质量技能、素质和意识的提高需要企业对员工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培训(张星久等,

２０１３),需要全社会多种力量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质量宣传活动、让质量理念深入人心,更需要学校

特别是高校进行系统的质量管理高等教育.
与其他教育主体相比,质量高等教育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一是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质量素

质和能力的培养.高校不仅会开设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质检检验、质量体系、质量工程学、质量与制造

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课程,还会开设统计学、管理学甚至人文学科的课程,质量教育绝不仅仅是就质

量而谈质量,更多的是对人的全面素质进行涵养.二是质量高等教育的系统性.高校质量教育不是针

对具体质量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也不是对整体社会质量氛围的营造,而是更加系统全面地教授学习质量

及其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并且教育序列的完整性确保了质量教育从实践到研究的逐步深入.
三是质量高等教育形式及专业设置相对灵活多样.高校的学生结构层次、入学方式、学制和学习方式是

多样化的,可以提供不同教育层次、不同培养内容的专业化质量人才,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可以采取

脱产与不脱产、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委托培养与普通培养等多种形式学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

或缩短学习时间,还可以与其他社会质量教育机构形成教育合作,构筑产业界、政府、社区民众的终身质

量教育体系.四是高校拥有一流的质量教育师资与研究力量.很多质量管理专家本身就是高校学者,
高校有国际化的质量交流与合作平台,同国内外质量管理学界有深入交流,这为质量教育的提升提供了

广阔的视野.
(二)尽快设立“硬技术”与“软科学”相结合的质量学科专业

质量学科首先是硬技术的教育.产品质量的生产与提高需要硬技术的支撑,有赖于材料技术、机床

技术、加工技术、防腐技术等领域的创新与突破,而对质量的检验、检测与监督同样离不开技术,硬技术

是质量的核心与基础.质量学科还是一门软科学,质量是产品固有特性的外在表现,还是复杂的社会现

象,对质量的研究还需要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信息学等角度展开,从综合多元的角度去系统把握其

中的内在客观规律,进而寻求解决质量问题的路径和方案.硬技术重视人的因素,但注重的是人对“外”
和对“物”的反应和能力;而在软技术方面,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注重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以及对“内在活

动”的控制能力(金周英,２０１０).因此,高校质量学科教育是将“硬技术”和“软科学”相结合的教育,这决

定了质量学科教育的丰富性、多元性与系统性,同时质量安全事件问题的频发也决定了质量高等学科教

育的紧迫性.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质量学科教育的重要性,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明确

要求“加强质量研究机构和质量教育学科建设,形成分层级的质量人才培养格局,培育一批质量科技领

军人才,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加大质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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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立质量管理相关专业,培养质量专业人才”(«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起草

工作小组,２０１２),这就使得高层次质量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三)质量学科专业应为硕士学位层次的专业学位教育

在硕士学位层次培养质量学科专业人才是与该阶段的培养目标相匹配的.本科阶段是通识教育,
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学习研究能力、知识素养与人格品德,学习内容以通论通识为主,课程主要有基础

性的数理统计分析、工业工程、系统工程、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信息学等.这些是质量学科教育的基

础,但是专业化、专门化的程度还不够,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高校一般较少开设本科层次的质量

专业教育.博士教育是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因此博士教育应坚

持以研究型博士生培养为根本方向,重点支持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人才(赵
世奎、沈文钦,２０１３).我国硕士生培养最初以培养教学科研型人才为主,但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

扩大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学位层次的提升,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培养应用型人才

和学术型人才并重,甚至实现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我国自１９９０年开始开展６种专业学位的

教育,但当时主要招收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从２００９年起,国家开始大规模启动全日制专业学位的招

生,２０１０年１９种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获得通过.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传统硕士研究生的最大

不同之处在于,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

为核心(教育部,２００９).质量管理学科教育需要本科阶段的通识性教育,这些知识是进行质量管理专业

学习的基础;同时质量管理学科教育又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学生需要具备解决企业质量管理部门与质量

检验部门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硕士层面设立质量硕士可以将质量管理工作的技术运用能力与实践操作能

力有机结合起来.２０１３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２年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加强质量教育.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积极探索培养质量工程高层次人才.”这标志着质量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的设置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该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已是大势所趋.
(四)各高校充分发挥各自学科特色,设立不同的专业方向以适应不同的职业能力需求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高校专业设置的自由度较大,各个院校质量管理各专业及研究

方向多种多样,有质量管理、质量保证、质量工程等,有的高校在这些专业下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与研究

专长,设置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专业名称和研究方向虽总体趋同,但没有严格的统一标准.我国专业学

位的设置需要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统一审批,专业名称是统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质量硕士学

科教育是同质化的.实际上,各个高校在相对统一的培养方案下,可以相对自由地根据本校的实际情

况,开设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自主设置一定的学位课与选修课.这在保持了培养大方向一致性的同

时,又给各个学校质量学科教育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如各高校既可以开设面向产品的质量工程方向,
可以开设面向企业质量层面的微观质量管理方向,还可以开设面向质量公共治理的宏观质量管理方向.

质量专业学位教育应加大实践的力度,与各类企业质量管理及质量检验部门、质量技术服务机构、
质检系统各级行政部门等开展合作,建立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基地,提高学生从事具体质量管理工作的职

业能力.该专业学位还应该探索与质量职(执)业资格认证考试相对接,在质量工程师、质量管理体系审

核员、产品质量检查员、注册质量经理等考试中可免考部分课程,或者直接进行相关证书的认定.质量

硕士专业学位还应采取灵活的教育模式,招收在职研究生.２００９年工信部委托中国质量协会对１３３６
家企业质量管理现状调查显示,５２１％的企业设有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东部地区这一比例超过

８０％),质量从业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４５８％,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仅占６０６％①.企业质量

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偏低,业务能力和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高校在这些人员的质量教育中理应承担

重要角色,通过多样化的在职研究生教育模式,设置与在职人员相匹配的培养方案,让他们可以在相对

充裕的时间内学习专业课程(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课题组,２００９年).这在扩大质量硕士专

业学位的辐射面的同时,又提升了质量工作岗位人员的质量技术技能与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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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展望

２００９年中国出口总额１２０１６６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２０１１年,美国经济咨

询机构 HIS环球透视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全球的占比已高达１９８％,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内以及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国

目前产品质量、技术等方面的水平还难与经济大国的地位相匹配.随着社会对各类质量人才的紧迫需

求以及质量强国战略共识的日益达成,质量专业人才的教育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通过２０种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目前硕士层次专业学位共有３９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设置是动态调整的过程,对于社会急缺的质量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应适度增设新的学位类型.为

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和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状况,制定

新增专业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２０１０).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国外主

要国家特别是经济和制造业发达的国家相关高校开展质量高等教育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为我国设

立质量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但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检索语种的局限性决

定了本数据库的覆盖范围主要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者是英语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因检索数据挖掘

的有限性,还不能将一个国家所有高校质量教育情况摸查清楚;对质量管理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对现状的把握,没有更多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展开,厘清国外质量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脉络;
对各高校质量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这为今后进一步继续深入

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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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下乡产品感知质量的调查分析∗

温德成　傅　田　张亚竞　孙中瑞　孙得友

摘　要:为全面了解顾客对家电下乡产品质量的感知水平,对山东、河南和重庆三地的家

电下乡产品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分析了顾客对家电下乡各主要类别产品整体质量和各主要

品牌的关键质量特性的感知水平.结果显示农村顾客对家电下乡产品的总体质量是比较满意

的,价格有补贴与质量有保障是农村顾客购买下乡产品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家电下乡;产品;感知质量

一、引言

“家电下乡”是针对农村消费者定向研发、生产、销售指定家电产品,并由政府财政部门给予一定资

金补贴(１３％)的一项农村家电推进工程,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扩大农村消

费的一项重要举措(赵荣,２００９).２００７年,家电下乡在山东、河南、四川启动政策试点工作(王辉,

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２月,家电下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迅速带动了农村的家电消费;２０１３年１月

底,家电下乡工程全面结束.不少学者(杨岚,２００９;朱文蔚,２０１０;薛选登,２０１０;高星等,２０１０;尹建华

等,２０１１;戴航,２０１２)对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家电下乡产品顾客感知质量评价,
却鲜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黄振华(２０１０)在«家电下乡政策:反响与效果———基于全国２０５个村庄

２９５３份问卷的分析»一文中对整体质量满意程度有所提及,但没有对各种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深入调

查.因此,为全面了解家电下乡受益居民对家电下乡产品质量的感知水平,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与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委托山东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对家电下乡产品的感知质量进行了调查.

二、调查样本分布

此次调查对象主要为家电下乡政策惠及的农村居民,调查以入户访谈、现场讲解、现场回答问卷方

式进行,以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效降低抽样误差.调查涉及的产品种类包含冰箱、电磁

炉、电脑、电视机、空调、手机、太阳能热水器、微波炉和洗衣机共计９大类,调查问卷的设计充分考虑了

不同下乡家电产品类别的特点,每种产品类别对应专门的调查问卷.为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此次

调查选择了家电下乡政策执行时间最长的山东省和河南省,以及执行政策时间不长的重庆市,覆盖１０
余个县市１００多个村.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河南省是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农业大省;重庆市属于直辖市,但相较于其他直辖市,农业人口比例较高.以上三个区域可以很好地覆

盖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４２份,其中河南５３９份,山东５００份,重庆５０３份.从产品类别来

看,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的调查问卷数量排在前三位,各产品类型样本数量和所占比例如表１所示.

三、家电下乡产品总体感知质量水平

通过对１５４２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家电下乡产品的整体感知质量指数为７８６,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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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下乡产品整体感知质量水平较高,接近满意水平,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电视机的感知

质量指数最高,为８１６;其次为冰箱,其感知质量指数为８０１;手机和电磁炉的感知质量指数最低,分别

为７６４和７６３.

表１　有效问卷分布情况表

类别 河南 山东 重庆 合计 百分比(％)
冰箱 １０７ １４８ ２２０ ４７５ ３０．８０

电视机 １１５ １２２ ８６ ３２３ ２０．９０
洗衣机 ８７ ８７ １１０ ２８４ １８．４０
空调 ６７ ６０ ５２ １７９ １１．６０

太阳能热水器 ４０ ２４ ２８ ９２ ６．００
电脑 ５０ ３０ １ ８１ ５．３０

电磁炉 ３８ ９ ６ ５３ ３．４０
手机 ２８ １５ ０ ４３ ２．８０

微波炉 ７ ５ ０ １２ ０．８０
合计 ５３９ ５００ ５０３ １５４２ １００．０

百分比(％) ３５．０ ３２．４ ３２．６ １００．０

表２　家电下乡产品感知质量指数

产品种类 问卷数 权重 感知质量指数

电视机 ３２３ ０．２１ ８１．６
冰箱 ４７５ ０．３１ ８０．１

微波炉 １２ ０．０１ ７９．２
空调 １７９ ０．１２ ７８．９

洗衣机 ２８４ ０．１８ ７８．９
电脑 ８１ ０．０５ ７８．３

太阳能热水器 ９２ ０．０６ ７８．０
手机 ４３ ０．０３ ７６．４

电磁炉 ５３ ０．０３ ７６．３
合计 １５４２ １ ７８．６

　　注:产品感知质量指数由调查问卷中的五级满意项量化换算后得到,即:非常满意－１００;满意－８５;基本满意－７０;较不满意－５５;
非常不满意－０.

　　下面对下乡产品中最受欢迎的前四类产品,即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空调的感知质量进行进一步

分析.
(一)下乡冰箱整体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１．整体感知质量指数

家电下乡产品中冰箱的感知质量主要从冰箱的款式与外观、制冷效果、耗电情况、噪声情况及防异

常味道等使用者比较关注的几个质量属性展开调查.
表３　下乡冰箱感知质量指数

质量属性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与外观 ８３．１
制冷效果 ８２．５
耗电情况 ８０．２

防异常味道 ７７．３
噪声情况 ７７．３

整体感知质量 ８０．１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顾客对下乡冰箱的整体感知

质量指数为８０１,表明下乡冰箱整体感知质量水平较

高,接近满意.从冰箱的各个质量属性来看,款式与外观

的感知质量指数最高,为８３１,制冷效果的感知质量指

数为８２５,另外冰箱的耗电情况、防异常味道、噪声情况

的感知质量指数分别为８０２、７７３和７７３.见表３.
在款式与外观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９９３％;在制冷效果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４１１

温德成等:家电下乡产品感知质量的调查分析



９８５％;在耗电情况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７３％;在防异常味道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

的比例为８７３％;在噪声情况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３５％.以上数据表明防异常味道是

下乡冰箱较为突出的质量问题,需要引起厂家的关注.见表４.

表４　下乡冰箱感知质量水平分布表

质量属性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款式与外观 ４．２ ８１．４ １３．７ ０．３ ０．４
制冷效果 ４．２ ７８．７ １５．６ ０．８ ０．７
耗电情况 ３．４ ６３．８ ３０．１ ２．７ ０．０

防异常味道 ２．３ ６２．５ ２２．５ １１．２ １．５
噪声情况 １．９ ５３．５ ３８．１ ５．９ ０．６

２．主要品牌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１)品牌分布

从问卷的分析统计结果来看,农村顾客购买的下乡冰箱品牌较多,其中海尔冰箱最受欢迎,占下乡

冰箱的３４９％;另外美菱、新飞和美的分别占９５％、８０％和５１％;其他较有名品牌则占比例较小,均
小于５％;剩余品牌种类较多,但产品数量较少,所占比重约１５２％.见图１.

(２)主要品牌的感知质量属性分析

海尔冰箱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最高,在防异味和噪声方面的感知质量水平最高;美菱冰箱在款式外

观方面表现最好;新飞冰箱在制冷效果和耗电情况方面的感知质量最好.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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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下乡冰箱品牌分布
　

表５　主要品牌冰箱的感知质量指数

品牌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外观 制冷效果 耗电情况 防异常味道 噪声情况

整体感知
质量指数

海尔 ８３．６ ８２．０ ７９．５ ７７．３ ７８．０ ８０．１
美菱 ８４．７ ８２．７ ７９．０ ７４．２ ７７．０ ７９．５
新飞 ７９．６ ８２．９ ８１．８ ７３．３ ７７．２ ７９．０
美的 ８０．０ ８０．６ ７３．７ ７３．１ ７５．０ ７６．５

(二)电视机

１．下乡电视机整体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家电下乡产品中电视机的感知质量主要从电视机的款式外观、图像清晰度、色彩效果、音效及操作

方便度等使用者比较关注的几个质量属性展开调查.

５１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表６　下乡电视机感知质量指数

质量属性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外观 ８２．１
操作方便度 ８１．７

音效 ８１．６
色彩效果 ８１．５

图像清晰度 ８１．４
整体感知质量 ８１．６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顾客对下乡电视机的整体

感知质量指数为８１６,表明下乡电视机整体感知质量水平

较高,接近满意.从电视机的各个质量属性来看,款式外观

的感知质量指数最高,为８２１,电视机的操作方便度、音
效、色彩效果、图像清晰度的感知质量指数分别为８１７、

８１６、８１５、８１４.见表６.
在 款 式 外 观 方 面,基 本 满 意 及 其 以 上 的 比 例 为

９９３％;在操作方便度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９９４％;在音效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９０％;在色彩效果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

为９７５％;在图像清晰度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７２％;各项质量属性较不满意及其以下的

比例均低于２８％.见表７.

表７　下乡电视机感知质量水平分布表

质量属性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款式外观 ６．２ ６８．５ ２４．６ ０．７ ０．０

操作方便度 ５．３ ６７．７ ２６．４ ０．６ ０．０
音效 ５．３ ６８．９ ２４．８ ０．６ ０．４

色彩效果 ３．７ ７２．７ ２１．１ ２．２ ０．３
图像清晰度 ６．２ ６７．６ ２３．４ ２．５ ０．３

２．主要品牌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１)品牌分布

从问卷的分析统计结果来看,农村顾客购买的下乡电视机品牌较多,其中 TCL最受欢迎,占下乡电

视机的２０１％;另外海信、创维、康佳、海尔、长虹等品牌所占比重也相对较大,分别为１６４％、１３６％、

１３０％、１２．１％和１１１％.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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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下乡电视机品牌分布
　

　　(２)主要品牌的感知质量属性分析

创维电视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最高,海尔次之.从下乡电视机的款式外观的感知质量指数来看,海
信得分最高,为８３３;在操作灵便性、音效、色彩效果和图像清晰度方面,创维的感知质量均居于领先水

平.见表８.
(三)洗衣机

１．下乡洗衣机整体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家电下乡产品中洗衣机的感知质量主要从洗衣机的款式外观、操作灵便性、洗净去污性能、磨损衣

物情况、脱水性能、噪声情况、安全状况等使用者比较关注的几个质量属性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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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主要品牌电视机的感知质量指数

品牌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外观 操作方便度 音效 色彩效果 图像清晰度

整体感知
质量指数

创维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４．７ ８４．３ ８５．０ ８４．０
海尔 ８０．８ ８１．９ ８２．３ ８３．９ ８３．１ ８２．４
长虹 ８１．７ ８２．５ ８２．１ ８１．７ ８３．３ ８２．３
康佳 ８１．４ ８２．１ ８０．７ ８１．８ ８１．８ ８１．６
海信 ８３．３ ８０．２ ８２．０ ８０．２ ８１．０ ８１．３

TCL ８１．３ ７９．９ ７９．５ ７８．６ ７６．８ ７９．２

表９　下乡洗衣机感知质量指数

质量属性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与外观 ８２．４
操作灵便性 ８０．４
安全状况 ８０．３
脱水性能 ８０．０

洗净去污性能 ７８．８
磨损衣物情况 ７７．０

噪声情况 ７３．４
整体感知质量 ７８．９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顾客对下乡洗衣机的整体

感知质量指数为７８９,表明下乡洗衣机整体感知质量水

平较高,接近满意.从洗衣机的各个质量属性来看,款式

与外观、操作灵便性、安全状况的感知质量指数分别为

８２４、８０４、８０３;脱水性能、洗净去污性能、磨损衣物情况

的感知质量指数分别为８００、７８８和７７０;噪声情况的感

知质量指数较低,为７３４.见表９.
在款式与外观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９８３％;在操作灵便性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９５１％;在安全状况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

９０８％;在脱水性能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３３％;在洗净去污性能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

上的比例为９４０％;在磨损衣物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０８％;在噪声情况方面,基本满意

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８６２％,较不满意及其以下的比例为１３８％.见表１０.

表１０　下乡洗衣机感知质量水平分布表

质量属性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款式与外观 ５．３ ７５．４ １７．６ １．４ ０．３
操作灵便性 ２．５ ７０．４ ２２．２ ４．６ ０．３
安全状况 ４．９ ７２．９ １３．０ ７．７ １．５
脱水性能 ４．２ ６７．３ ２１．８ ６．０ ０．７

洗净去污性能 ３．５ ５８．８ ３１．７ ５．６ ０．４
磨损衣物情况 １．８ ５６．３ ３２．７ ８．１ １．１

噪声情况 １．４ ４２．４ ４２．４ １１．３ ２．５

２．主要品牌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１)品牌分布

从图３统计结果来看,海尔洗衣机在所有洗衣机品牌中占有的比例最大,为３８７％;小天鹅洗衣机

也占到了９５％的比例;美的、海信、澳柯玛分别占到了５６％、３５％、３２％;此外荣事达、夏普等品牌也

有一定份额;美菱和小鸭的产品数量较少,均不到２％.
(２)主要品牌的感知质量属性分析

美的洗衣机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最高.美的洗衣机在款式与外观、操作灵便性、安全状况、脱水性

能等方面的感知质量水平最高,海尔次之;海尔洗衣机在洗净去污方面的感知质量水平最高,海信次之.
在噪声方面,农村顾客对各大品牌洗衣机的感知质量水平都较低,这可能是各品牌企业应该关注的一个

问题.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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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下乡洗衣机品牌分布
　

表１１　主要品牌洗衣机的感知质量指数

品牌
感知质量指数

款式与外观 操作灵便性 安全状况 脱水性能 洗净去污性能 磨损衣物情况 噪声情况

整体感知
质量指数

美的 ８３．１ ８０．３ ８１．３ ８３．３ ７４．７ ７８．５ ７２．８ ７９．１
海尔 ８２．３ ７９．７ ８０．２ ８０．８ ７９．５ ７６．５ ７２．７ ７８．８
海信 ８０．５ ７７．５ ７１．５ ７６．０ ７７．５ ７４．５ ７１．５ ７５．６

小天鹅 ７８．９ ７６．７ ７５．２ ７３．８ ７４．４ ７０．６ ６８．０ ７３．９

(四)空调

１．下乡空调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家电下乡产品中空调的感知质量情况主要从空调的制冷效果、款式外观、遥控器、噪声情况、耗电情

况等使用者比较关注的几个质量属性展开调查.
表１２　下乡空调感知质量指数

质量属性 感知质量指数

制冷效果 ８１．８
款式与外观 ８１．７

遥控器 ８０．４
噪声情况 ７７．３
耗电情况 ７３．３

整体感知质量指数 ７８．９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顾客对下乡空调的整体感

知质量指数为７８９,表明下乡空调整体感知质量水平较

高,接近满意.从空调的各个质量属性来看,下乡空调使用

者对空调的耗电情况的感知质量指数最低,为７３３,制冷

效果的感知质量指数最高,为８１．８,另外空调的款式与外

观、遥控器、噪声情况的感知质量指数分别为８１７、８０４和

７７３.见表１２.
在 制 冷 效 果 方 面,基 本 满 意 及 其 以 上 的 比 例 为

９７２％;在款式与外观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８９％;在遥控器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

比例为９５０％;在噪声情况方面,基本满意及其以上的比例为９４４％;在耗电情况方面,基本满意及其

以上的比例为８５９％,较不满意及其以下的比例为１４１％.这说明农村顾客对空调的耗电情况非常关

注,建议空调企业提高空调产品的能效水平.见表１３.

表１３　下乡空调感知质量水平

质量属性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制冷效果 ４．５ ７４．３ １８．４ ２．２ ０．６

款式与外观 ４．５ ６９．８ ２４．６ １．１ ０．０
遥控器 ４．０ ６６．７ ２４．３ ５．０ ０．０

噪声情况 ２．８ ５０．６ ４１．０ ５．０ ０．６
耗电情况 ２．３ ４１．８ ４１．８ １１．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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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品牌的感知质量水平分析

(１)品牌分布

从问卷统计结果来看,下乡空调的品牌比较多,但几个大品牌占据了大部分市场.其中格力空调的

比重最大,为４１３％;美的和海尔空调的比重也超过了１０％,分别为２２９％和１８４％;另外,奥克斯、海
信等品牌也有一定的比重,分别为４５％、２８％;其他品牌的份额数量相对较少,均在２％以下.

(２)主要品牌的感知质量属性分析

美的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最高.在下乡空调制冷效果、遥控器的使用情况、噪声情况、耗电情况等

方面,美的感知质量水平最高;在下乡空调的款式与外观方面,格力的感知质量水平最高.见表１４.
表１４　主要品牌空调的感知质量指数

品牌
感知质量指数

制冷效果 款式与外观 遥控器 噪声情况 耗电情况

整体感知
质量指数

美的 ８４．３ ８２．４ ８３．２ ７９．９ ７６．８ ８１．３
格力 ８１．８ ８２．６ ７９．５ ７７．４ ７１．０ ７８．５
海尔 ７８．３ ７９．６ ７９．６ ７５．９ ７５．０ ７７．７

四、家电下乡特点分析

(一)在所调研的九大类下乡家电产品中,电视机和冰箱最受欢迎

本次调查的包括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过程中适用范围最广的九类产品,具体为电视机、冰箱、空调、洗
衣机、电脑、太阳能热水器、手机、电磁炉和微波炉.从调查结果来看:冰箱是最受农村消费者欢迎的下

乡产品,在下乡家电中占比为３０８％;其次是电视机２０９％;洗衣机和空调占比分别为１８４％和

１１６％;太阳能热水器占比达到６０％;电脑占比为５３％.说明大型家电是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中的主

力.农村消费者对冰箱、彩电、洗衣机的需求较大,太阳能热水器和电脑也开始较多地在农村使用.
(二)半数以上农村消费者对国家“家电下乡”政策有一定了解

对家电下乡政策非常熟悉的受访者占１５％,比较了解的占１３３％,基本了解的占５０８％,不太了

解的占２９６％,非常不了解的占４８％.对家电下乡政策及相关规定了解程度在“基本了解”以上的人

数比例占到６５６％,说明有超过半数的下乡家电消费者对家电下乡政策都有所了解,政策的宣传有一

定的效果,补贴政策和程序的透明性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三)价格有补贴及对质量的信任是消费者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重要因素

在“选择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最主要原因”一项的调查中,价格有补贴和产品质量好是消费者购买

下乡家电的最主要原因,占比分别为４２７％和２１４％,累计占比达６４１％.同时,品牌知名度和售后

服务好是消费者比较关注的因素,分别占比１９８％和５０％.另外,有５３％的家电下乡产品购买者认

为下乡的家电造型美观.通过数据分析,不难看出政府财政补贴对于农村消费者的家电消费需求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产品的质量保障和品牌也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
(四)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下乡家电产品过程中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较高

消费者在购买、安装、使用过程中的整体感知质量水平较高,其中有４６％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

６６８％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基本满意、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２５８％、２５％、０３％.

９７２％的顾客处于基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的状态,说明下乡家电及用户服务受到认可与欢迎.

五、结论与研究局限

家电下乡政策在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时,在质量方面也较好地满足了农民顾客的需求.每类产品

的顾客感知质量都远高于基本满意水平,有的接近于满意水平.对家电下乡产品的不同品牌,根据销售

量及其感知质量情况,可以看出各中标品牌都很认真地对待家电下乡政策,并没有因为是提供给农民顾

客就降低产品的质量,否定了部分人认为享受家电下乡政策的产品比其他家电便宜是因为产品质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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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者是因为产品滞销的说法.家电下乡政策得到了参与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农村顾客的广泛认可,价
格有补贴、质量有保障是家电下乡政策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的局限除调查范围仅限于三省市之外,主要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类产品的整体感知质

量指数的计算没有区分顾客对这些质量特性的关注程度的差别,均赋予了同样的权重;二是在进行不同

品牌对比分析时,不同品牌的问卷份数会有较大差别,一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被调查的数量少而使调查

结果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从而使各品牌的感知质量指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其真实的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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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造就乳制品好质量∗

———基于西宁市乳制品质量调查的研究

刘文辉　朱婷萼　刘瀚琳　王丹姝　孙　悦

摘　要:西宁市作为青海省的省会,地处高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发展了具有民族

特色的高质量乳制品经济.深入分析当地奶产品市场,发现除了生产供给的相关优势以及深

厚的乳文化传统形成的消费心理积淀外,促成西宁市乳制品产业良性循环的原因还在于过硬

的乳制品质量———而这得益于西宁市乳制品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结

构、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充足活力和政府的有效监管.
关键词:乳制品质量;市场竞争;政府有效监管;西宁

一、引言

近年来,乳制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对国内奶业市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整个国内奶业市场一度

遭受巨大的危机,消费者也倾向于逆向选择.相比而言,西宁市的乳制品却脱颖而出,一直深受当地人

的欢迎,且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调研的结果来看,当地的消费者对本地乳制品的满意度

和评价都很高.这与全国消费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实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决定乳制品质量的因素是什么?
国内外对于保证乳制品质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方面认为政府在乳制品质量规制中应起

主导作用,如赵拥军(２０１２)在对乳制品质量安全问题原因探究中,通过与发达国家对比,得出只有在政

府的有效监管下加之企业的良好自我管理,才能确保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以及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作为

政府的质监部门应对乳制品整个供应链的每个节点都严格把关,坚持乳制品质量安全至上.另一方面

则认为市场在乳制品质量的优胜劣汰中起主要作用,还有学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作用保证乳制品

质量,如王威和杨敏杰(２００９)提出,消费者的信任不仅仅来源于商业信任,更重要的是制度信任.商业

信任源于市场信任,制度信任源于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对于具有“信任品”特征的乳制品而言,制度信任

是保障,虽然政府的推动可能是信任的来源;但是信任的长期维系,却仍取决于市场的保证,正如安全的

乳制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商业信任才是消费者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的基

础.即需要通过市场与政府有力的监管相互协调来保证乳制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西宁市的乳制品现状调研入手,通过对调研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造就西宁市

乳制品好质量的因素,并详细阐述了这些因素.

二、西宁市乳制品市场供需分析

西宁市是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和通信中心.青海省雄踞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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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总面积７２３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全省常住人口约５７３万人(据２０１２年

的人口统计),而西宁常住人口就高达到２２２８０万.青海省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和重要的畜牧业生产

基地.全省草原面积３６４４９４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５３６％.草原载畜量２３００万头,为西宁的乳制品

和羊毛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西宁自古水草丰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发展了独具高原特色的民族

文化,形式和内涵兼容并蓄.
(一)西宁乳制品生产供给特点

１．群落性的乳品加工企业,加工水平精深

近年来,乳制品加工行业通过西宁市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壮大为乳品加工的龙头企业群体,有
效提高了乳品的精深加工度和规模化加工水平.截止２０１３年,全市从事乳品加工的企业达十余家(包
括厂点、小作坊),具备一定加工规模和现代化技术工艺的大型企业有天露、小西牛、青海湖、好朋友等,
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基本满足了本市居民的乳制品消费需求.据«２０１２年中国奶业统计资料»显
示,青海省２０１０年牛奶总产量２６２万吨,２０１１年２７万吨,自２０００年起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２０名.西

宁市主要乳品加工企业(以天露为例)个体日处理原奶１６０吨,主要产品有奶粉、液态奶、酸奶、巴士奶、
乳酸饮料等乳制品种类.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青海乳制品企业销售收入从２４４亿元增加到５９４亿

元,年均增长率５６１２％,液态奶产量、干乳制品产量逐年均有所增长.

２．乳制品种类多样化,产品形态更新快

西宁乳制品市场上,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从牛奶到酸奶、乳酪、酥油茶、乳酸菌饮料等由新鲜原奶加

工而成的乳制品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业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的乳制品市场.以西宁乳制品龙头企业小西牛为例,至２０１２年为止,目前上市的产品种类

从传统的袋装牛奶,到各种口味的风味牛奶,像果味酸乳饮料、高钙无糖酸乳饮料;还有不同品种的酸

奶,除了主打品牌青海老酸奶以外,另外开发研制了无糖老酸奶、谷物老酸奶、青花瓷老酸奶、红枣酸奶;
以及一系列以奶片、奶酪为主的固态奶小吃.调查显示西宁主要乳品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以酸牛奶、液
态奶为主,乳酸饮料、奶片等其他干乳制食品为辅,态势稳定、比例均衡的产品分配机制.

另外,西宁乳制品行业在乳产品包装形态方面紧跟市场信息,各大乳品企业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定期推陈出新乳产品的不同外观形态,保持了消费者消费时的新鲜感.尤其是近年来,各大卖场的

货架上摆出的同一种类乳产品包装更新速度之快,令消费者目不暇接.

３．优质的高原生态牧场,得天独厚的绿色奶源

西宁市奶牛养殖分布在西宁市生态园区、大通、湟源、湟中等区县,这些地区大都集中在湟水谷地.
西宁市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黄河支流湟水上游.地势由北向南倾斜,西北高,东南低,日照长,雨水

少,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冰冻期长,为黄河湟水谷地暖区.这种地理条件促使大片草地形

成,适宜发展畜牧业.丰富的牧草资源和畜种资源,为西宁市乳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

件.另外,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青海省有天然草原面积５４７亿亩,可利用草原面积４４７亿亩,占
全国牧区半牧区可利用草原面积的１４４３％,其拥有的天然可利用的丰富资源是其他地区的乳品行业

没有的优势;海南、黄南、果洛、海西等其他藏族自治州也为西宁乳制品加工企业提供优质的绿色奶源;
平均海拔３５００米以上的半原始高寒草原,严寒的气候和无污染的雪域高原造就了奶源独一无二的质量

优势:零污染、纯净天然、高含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特别是“真正的无抗菌素奶”(简称“无抗奶”),这是内

地其他地方的乳品无法比拟的;另外,饲养量最大、分布最广的藏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品种,存栏数约

５００多万头,居全国之首,占世界总存栏数的三分之一,藏牦牛奶也是西宁乳品行业的瑰宝,其生态和文

化内涵无法复制.
(二)西宁乳制品消费需求特点

１．人均乳制品消费需求大,全国排次历年居高不下

据«２０１２年中国奶业统计资料»收录的数据来看,２０１１年青海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鲜奶２３３６千

克,金额１１３７３元;消费奶粉０１５千克,金额１１９３元;消费酸奶５９３千克,金额４５３０元.２０１１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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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均购买鲜乳品２２３６千克,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３７０千克),继上海、宁夏位居全国第三;人均

购买酸奶量５９３千克,消费金额人均４５３０元,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３６７千克、消费金额３３６２元),
排至全国前五名.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西宁市家庭人均年购买鲜乳品２２１６千克,消费金

额１２３４７元,排名全国第八;购买酸奶量７３２千克,消费金额５９８２元,分别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居第五

名和第四名.自２０００年至今,西宁市奶类人均占有量和牛奶人均占有量从来没有掉出全国前十,显示

出西宁消费者乳制品需求量十几年高居不下.

２．奶文化历史悠久,人文心理积淀深厚

为目前西宁繁荣的乳制品市场提供消费动力的不仅仅是消费者日常生活对乳制品的需求,更深一

层,来自于作为“软动力”的不可复制的高原文化.有“玉塞咽喉”之称的青海自古水草丰茂,遍地牛羊,
畜牧历史源远流长.乳制品丰富多样,有老酸奶、酥油、干酪、炼乳、灭菌乳等,充满浓厚的地方民族特

色.在公元６４１年唐朝文成公主经过青海湖畔的日月山、倒淌河等地进藏的民间故事中,就有关于酸奶

的记述.在可称之为古代藏族社会百科全书的史诗«格萨尔»当中,也不乏关于酸奶的记载.可见酸奶

在青海问世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总之,乳制品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饮食

文化,深厚地融入到了青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按照当地牧民的饮食习惯,一般很少食用蔬菜和水果,每天喝奶,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饮食传统.

通常青海牧民会把牛奶熬开饮用或制作成酸奶吃,还要从奶里提炼出酥油和奶渣;人体日常所需的热量

除肉外,全部都来自酥油茶和奶渣.青海牧民不仅喝茶离不开酥油,而且要用酥油点灯照明、炸油果子

及调和糌粑,还用酥油作为敬奉神灵的供品,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由来已久的饮食传统,已经作为显

性的文化习惯和潜在的文化心理渗入到高原居民的血脉之中,唤起西宁市民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一碗

醇厚的酸奶凝练成高原居民的民族象征,被深深地烙印在悠远的历史记忆里.

三、调研与数据获取

问卷对消费者的乳制品消费行为和消费意向进行一个大致的调查.调查问卷共１３道题.除消费

者基本信息以外,还包括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消费频率、消费习惯、影响消费的因素和消费喜好等.而我

们设置这份问卷的目的在于调查本地消费者对于本地乳产品和外地乳产品的消费情况,并通过消费者

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调查,探讨本地消费者之所以更喜欢消费本地乳业(或外地乳业)的原因,并对其成

功之处进行思考.

１．抽样与问卷发放

我们共发放了１００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７６份.由于乳制品消费主力在城市,我们便选取了西宁

市居民为抽样对象.调研小组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华联、城北区惠客家、城中区王府井、城西区大百

这四家西宁市最大的超市进行了问卷的发放工作.在发放过程中我们控制了男女比例的平衡.样本年

龄主要选在２０~５０岁之间,考虑到这个年龄的群体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发放过程中我们采取一对

一发放,完成问卷后现场收回的方式.

２．调研结果(见表１)

四、充分市场竞争促成乳制品优胜劣汰

(一)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竞争结构

西宁市乳制品企业主要生产的产品基本为纯牛奶、酸奶两个大类;但另一方面如小西牛率先推出了

碗装的“青海老酸奶”系列,天露公司则生产“尕龙碗青海老酸奶”,每家企业在纯牛奶、酸奶产品方面存

在着一定的差别.另外,乳制品的生产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产品的进入和退出都比较容易.
由于难以直接得到西宁市各个乳制品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因而我们通过抽样调查西宁市消费者对

于几家主要的乳制品品牌的偏好,大致可了解到西宁市乳制品市场的总体情况.图１为消费者尝试过的

本地品牌比例.结合消费者最喜爱的本地品牌比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西宁市乳制品品牌市场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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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抽样问卷统计

调研性别比例

调研年龄分布

饮用乳制品频次

消费者最喜爱的乳制品类别

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尝试新品牌的可能性

最喜欢消费的本地品牌

最喜欢消费的外地品牌

男 ５５％ 女 ４５％
０~２０岁 ２５．５８％ ２１~４１岁 ５５．８１％
４２~６２岁 １３．９５％ ６３~８３岁 ４．６５％
几乎天天喝 ３６．３６％ 经常喝 ３１．８２％

偶尔喝 ２２．７３％ 很少喝 ９．０９％
纯牛奶 ４１．８６％ 酸牛奶 ４６．５１％ 乳酸饮料 ９．３０％

奶片等副食品 ２．３３％ 其他 ０％
价格 ４．６５％ 品牌 ４４．１９％ 质量 ４６．５１％
包装 ０％ 其他 ４．６５％

认准一个品牌 ３２．５６％ 定期更换品牌 １３．９５％ 乐于尝试新品牌 ３７．２１％
不确定 １６．２８％
小西牛 ３７．５０％ 青海湖 ７．５０％ 康尔素 ７．５０％
阿米雪 ７．５０％ 天露 ２０％ 其他 １７．５０％
好朋友 ０％ 圣湖 ２．５０％
蒙牛 ０％ 伊利 ３％ 光明 ２．５０％
雀巢 ２．５０％ 其他 ９２．５０％

B. 44.19%!"#,

C 9.3$%&. %,

D 41.86. %'#,

E 11.63. %()*,
F 27.91. %+,-,

A 74.42. %./0,

H 18.6012. %,

G 53.4934. %,

图１　尝试过的本地品牌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至少有七家乳制品企业在西宁市占有一定份额.而在这几家乳制品企业中,小
西牛和天露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这两家企业赢得了超过一半消费者的支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西宁市乳制品市场基本为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在这种市场环

境中,虽然小西牛和天露两家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实力,但不意味着市场缺乏活力,产品质量难以得到

提高.结合西宁市乳制品企业来看,在小西牛率先推出碗装“青海老酸奶”,获得了消费者认可,迅速占

领酸奶市场取得了一定利润之后,天露、青海湖等多家也相继推出了同类的“老酸奶”产品瓜分市场份

额.在短期中,这就迫使每家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不得不提高产品质量,保证自己的产品在口

味、种类、安全性上领先竞争对手;而从长期来看,这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促使当地的乳制品市场的平均质

量越来越高.
另外,西宁市具有垄断实力的几家乳制品企业相对乳制品作坊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西宁市

几家较大的乳制品企业初期大部分为家庭手工式的小作坊,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获得市场份额,利用取得

的垄断实力,避免恶性价格战,将利润用于技术改造,逐步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和管理模式,利用技术

优势取得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产品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因此,以小西牛和天露为主要寡头、其他多家企业充分竞争的这一合理的垄断竞争结构,使得西宁

市乳制品市场产生了良性竞争和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促使本地乳制品企业为了获得市场份额,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
(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保证充足竞争活力

市场活力通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消费者更替率鲜被提及,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其影响深

度和意义逐渐得到“经理人”们的重视.消费者作为市场的终端,他们的需求决定每一个微观竞争主体

的兴衰存亡,消费者对产品更替率的高低不失为一张反映市场活力的晴雨表.为此我们在调研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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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样调查统计了西宁市消费者对于乳制品的更替意愿.从表１可看出,明确定期更换品牌和乐于

尝试新品牌的具有高更替率意向的消费者达到了５１１６％,远远超过了认准一个品牌的具有较低更

替率的消费者(３２５６％).由于西宁市大部分消费者属于高更替率消费者,因而市场竞争加剧,充满

了活力.
在消费选择方面,主要影响因素为质量和品牌,分别占到了４６５１％和４４１９％.可见消费者最看

重的还是质量.对品牌的选择基于一种信任,而信任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可以落脚在质量上.在对统计

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本地居民对乳制品的总体评价还是相对较高的.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

比较都可以突出这一结论.在食品类中对乳制品的评价较高;在横向比较其他省份的乳制品总体满意

度和安全性后,也得出相应的结论.本地的乳制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也不难看出在开放经济中,本
地乳制品得以生根立足的原因.西宁几家较大的乳制品企业面对西宁充满活力的乳制品市场,不得不

严把安全关,并不断实现产品的多样性,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本地企业以１００％
的安全性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小西牛企业在“青海老酸奶”产品遭到大量模仿后,及时推出了“青
花瓷老酸奶”“无糖老酸奶”“藏之谷物老酸奶”等进一步细分市场,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全面提高了产

品质量.
(三)独特地缘优势形成稳定竞争环境

提及青海乳制品产业的发展优势,有三方面地缘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地理环境、当地乳制品企业

管理、品牌忠诚度高的消费者.

１．得天独厚的地区优势提供优质奶源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境内草原辽阔、牧草肥美,实际草原面积为３６００余万公顷,可利用草场

面积为３１６０万公顷.畜牧业是青海牧区的主体经济、农区的支柱产业,也是青海省的优势资源之一,在
青海省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乳源上,青海拥有自己独特的“高原瑰宝”牦牛.母牦牛可日产

奶１５~２千克,为当地黄牛的３倍,在青海８０％以上的乳制品是用牦牛奶制作,奶汁浓稠,极富营养.
而对于当地享誉盛名的“小西牛生物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小西牛公司”)来说,提供奶汁浓

稠、营养丰富的牦牛奶,则成为其稳据省内市场、抵制外省乳制品产业威胁的不二法宝.该公司针对得

天独厚的高原地理优势,除推出适销对路的牦牛老酸奶之外,还根据其独特的高寒气候特点,在牦牛奶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牦牛青稞酸奶.此外,乳制品生产加工企业采用从农户手中收购鲜奶、机械无菌处

理并定期送交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的方式,向广大市民提供放心奶.目前,为了扩大市场,“小西牛公

司”已在西宁市生产基地新扩建１２０亩土地,以扩大厂区规模,进一步提升产能.

２．血脉相承的本土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在青海省境内,不论是“小西牛公司”,还是当地的“天露乳业”、“青海湖乳业”,其健康稳定的发展离

不开企业扎根本土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青海省境内的乳制品产业主要是针对于省内市场进行销售,并不实行面向全国“广撒网”的销售策

略,他们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地人.这样的营销策略和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他们对于行业自身经营管理的自律性.产品一旦卖出,就会立竿见影地在周边地区的市场上产

生反响,然后可以立即针对产生的市场影响作出迅速反应,调整策略,可谓是“船小好调头”;而对一些规

模大、销售范围广的乳制品企业来说,由于产量大、消费者分布地区广,使得产品一经销售,便很难在短

时间内根据反馈小范围再次调整策略.
也正是由于是本地区自己的乳制品企业,在青海当地土生土长,与青海当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

“小西牛”“天露”“青海湖”等本土企业对于本地区消费者报以更多的地域关照.这样的情感因素驱使他

们身体力行承担社会责任,为“家乡人”提供更多营养丰富的优质奶制品.

３．忠实的本地消费者群体

图２为西宁市市民购买乳制品的选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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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消费者购买乳制品选择倾向
　

　　在这项民意测验中,占总测验人数８７５％的消费者均选择当地品牌的乳制品、１２５％的消费者会

购买省外乳制品.这说明在西宁市内,大部分消费者更加青睐于购买本地区乳制品.
调研过程中显示西宁本地消费者对本地区的乳制品品牌具有很高的忠诚度.
喜欢本地乳制品的人占到了８７５％,而喜欢这些本地品牌的原因主要是对产品安全放心,觉得口

味好,分别占到了４８８４％、３７２１％,可以将这两个指标概括为对质量的衡量.这一系列的数据都可以

说明,当地乳制品在质量上的优势成为它们成功的很重要原因.
图３显示了西宁消费者选择本地品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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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消费者选择本地品牌的原因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除了３７２０％的消费者考虑口味好,６８９％的消费者考虑价格便宜,４６５％的

消费者考虑品牌影响力,２３３％的消费者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剩下的４８８４％的消费者是基于对于乳

品质量的信任而进行购买.
消费者由于长期生活在青海当地,基于对本地区环境特色的了解,对本土出产的乳制品产品质量比

较放心;再加上当地的乳制品业推出的产品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优势,开发特有的乳制品产品,比
如掺杂青稞粒和红枣的酸牛奶,口感上也更加符合青海当地人的需求;与此同时,青海当地的乳制品由

于其产、销同地、同时,一方面可以保证乳品的新鲜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销售时相应降低由于运费带

来的花销,物美价廉,赢得了青海当地消费者较高的品牌信赖和品牌忠诚度.
(四)政府的有效监管为竞争充当“守夜人”
除了奶源和市场成为促进西宁市乳制品产业稳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外,有效的政府监控也同样不

容忽视.而政府得以实现有效监控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西宁市场范围小而稳定,促成了政府对于乳制品行业的有效监管.管理企业基数小,是西宁

市政府监管的主要现状.西宁市主要的乳制品产业由“小西牛”“青海湖”“天露”等几家较大的民营企业

构成.每隔一段时间,几家企业便各自将乳品分别送交质量监管部门审核.２００８年前后,在审核的牛

奶中,“青海湖”乳业查出只有１５％的牛奶合格.这样的结果不仅仅对于企业来讲是一种打击,奶源不

合格,企业所得利润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地政府的税收.这样的检验结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并不是指西宁市当地的乳制品质量低劣,而是侧面反映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于乳制品质量的严要求和高

标准,之后国内发生的乳制品风波便是力证.不久后,“三聚氰胺”事件和“工业明胶”的事件接踵而至,
西宁乳制品行业虽然也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与影响,销售量曾一度下滑;但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这接连

两场将“三鹿”企业拉下水,使“蒙牛”饱受诟病的风波,并没有使西宁任何一家乳制品企业名誉受到损

毁.甚至在风波过后,“青海湖乳业公司”以其达标的质量,使得销量增长３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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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小范围垂直、直接管理的方式,使得政府能够有足够的精力监管眼下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而
不是像国内蒙牛、伊利等大型国企,管理层级多、分支复杂,管理权力交叉,监管力度不到位;,从而使省

内乳制品产业立于不败之地有了进一步的保障,就像是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确保省内乳品行业得以在严

格规范内有条不紊地运行.
第二,优质奶源是其实现有效监控的前提.西宁地处高寒地区,坐拥天然牦牛奶源,从源头上已把

好第一道关卡.政府无须过分担心由于牛奶质量不过关而带来的安全隐患,他们只是着力规范奶品的

灭菌、加工等流程及奶源基地的建设.西宁市当地的乳制品产业曾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一度因为

工业的革新与发展,草场的减少,奶量不足而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内蒙乳业开始在国内叱咤

风云,西宁乳制品产业却开始一蹶不振甚至几近销声匿迹.后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包括西

宁在内的西北地区的畜牧业,尤其是为奶业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拉动,养殖

小区和机械化挤奶站应运而生.同时,政府提出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方针,扩大了畜牧业的开发力度.
草多了,牛多了,奶源自然就充足了,这也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奶荒”问题,为乳制品产业的发展打好了

稳定的基础.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奶源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２００２年的“青洽会”上,西宁

市政府将西宁乳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因此,西宁的乳制品企业要积极利用政府的支持,依靠西

宁辽阔的牧场、众多的牧民、独具特色的工艺,创出西宁乳业的品牌.在乳源的问题上,西宁的乳制品企

业依靠政府力量防止奶源外流,从而也保证了西宁市内奶源的单纯性和高品质.加之当地大型乳品加

工企业逐步做大做强,无一不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因而,当地奶牛养殖、奶类生产及牛奶消费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

五、总结

近年来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威胁了人民的健康.这也使消费

者对乳制品质量方面的关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在屡次发生乳制品安全事件引起消费者恐慌的时

候,西宁市的乳制品却脱颖而出,且一直深受当地人的欢迎.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市场竞争是促成西宁市乳制品质量较好的原因.形成西宁市市场竞争的四个

因素:①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竞争结构;②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保证充足竞争活力;③独特地

缘优势形成稳定竞争环境;④政府的有效监管为竞争充当“守夜人”.
针对这个调研结果,提出了改进我国乳制品质量的建议:
第一,我国各地区可适当发展数量有限的、有一定规模的、小市场范围的适应本地基本情况的本地

企业.这样,一来政府对企业可以形成有效监管;二来由于血脉相承的本土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

感,使企业在质量方面严加把关;再者,可通过提升乳制品企业有效的市场竞争力来提升乳制品的质量.
第二,乳制品的质量安全追溯到源头是奶源的质量控制,建议高度重视奶牛养殖模式,引导各乳制

品企业因地制宜,采取科学的养殖模式,来确保奶源质量安全.
第三,消费者作为市场的终端,他们的需求决定每一个微观竞争主体的兴衰存亡.毋庸置疑,乳制

品企业应该以身作则,加强乳制品各方面的监管,完善管理制度,建立起消费者对本品牌和企业的商业

信任.
第四,政府的有力监管在保证乳制品质量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一次审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乳品安全的问题,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不定期地进行突击检查和审核,继续加大打击

力度,淘汰不合格的企业,让乳制品生产企业时刻保持安全防范意识,减少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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