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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若干要素及理论分析∗

谭崇台

摘　要:宏观经济发展离不开微观经济发展要素的支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要素共同

作用,推动了宏观经济质量的发展.文章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根据发达国家早期与当今

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国内)发展条件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从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的要素方面,人口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资本形成理论、技术进步对于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贡献、世界分工和贸易的体系的理论角度,分析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

量的要素,阐述不同要素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质量;发展;要素;理论分析

自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在工业化社会进程中保持高速地发展.这种发展伴随着人

口的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恶化、国内外资本的形成、技术的进步与对外贸易的不断深化而进

行.但经济全球化发展不等于一极化,在经济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这些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理论和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

更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构成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要素.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在人口增长的压

力下不断解决人类无限扩张的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过程.当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之时,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人口膨胀、可利用资源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的困境.
摆脱三者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制约,促进人类经济发展已成为２１世纪人类发展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目标.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发展经济

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

１．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从１９７８年马尔萨斯(Malthus,T．R．)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
论以来,人口数量的多寡和增减变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经

典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

状况、发达程度甚至研究和考察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变动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往往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相关联,很难定量地判断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产

生影响的后果.
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年代以及观察和分析对象不同,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两种观点:a．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理论,包括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人口的陷阱”
理论、李嘉图的“李嘉图陷阱”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b．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包括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波动理论、西蒙的人口理论、兰姆和舒尔茨的人口理论.尽管上诉不同学者在

有关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正说明,不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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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的人口现状不同,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

济的影响作用不同.

２．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和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标两个方面,前者如婴

儿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发育状况、营养状况等,后者包括识字率、文盲率、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

和毕业生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经费等.
在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于人口质量与人口

数量的关系和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两个方面:１．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讨论人口质量与人口数

量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莱宾斯坦(Leibinstein,H．)提出,
后经贝克尔(Becker,G．S．)加以完善.该理论认为,家庭的规模取决于家庭收入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
在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较高质量的孩子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家庭的效用,父母不必通过

增加孩子的数量达到相同的目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对较大规模人口

的基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方面的需求难以达到较高水准,从而难以保证人口质量的提高.总之,人
口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再生模式,缓解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２．教育、知识

外溢、人力资本外在性与经济发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舒尔茨(Schultz,T．W．)通过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

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用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表达了人口质量的内涵及其积累,强调了人力资本

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观点.罗默

(Romer,M．P．)的知识外溢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

因素.卢卡斯(Lucas,R．)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收益递增,
使得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３．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质量结构和地域结构等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

又涉及众多细分的反应人口结构某一方面特征的指标.随着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

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较为集中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如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城乡

结构(如城市化问题)、区域问题(如移民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自然物质和自然条件,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

资源和森林资源等.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过程,但资源

是有限的,这就构成了资源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１．自然资源的永续

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２．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盲目地坚持限

制或停止资源的利用;３．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的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

互作用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作用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

１．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呈倒

U型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恶化的程度处

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源消

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产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和有毒植物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当经济

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秘密型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

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的出现,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

现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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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恶化的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众多学者认为,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环境问题方

面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a．环境资源产权不安全、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从而导致环境资源投资不足和

国度利用,出现“共有地的悲剧”;b．无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的国度使用;c．环境保护外部效

应;d．环境信息的稀缺和不对称.

３．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环境恶化对经济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a．损害生产要素的素质,导致环境与贫困的

恶性循环;b．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环境治理,需要支付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在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人们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依靠种植业和畜牧业获取必要的食

物和其他生活资料,自然资源的禀赋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构成

实质性制约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来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但当人

类进入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逐渐下降,自然资源的丰

歉,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理或不利的影响,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期决定性影响.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人口的增长往往较快,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投入之一,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条件,而技术的进步

是以资本的投入作为前提条件的.在这一阶段,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导和决定

性的作用.在１８世纪中期至１９世纪末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财政金融体制、发展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等方式积累

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然后将巨额的资本积累投资于轻工、机械制造、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军事制造等

行业,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体系,顺利完成了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近

代经济的起飞.正因为如此,早期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无一

例外强调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一)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解释

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自亚当斯密(Smith,A．)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

强调的观点.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既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也将

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向极致,使得“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capitalfundamentalism)
成为２０世纪４０~６０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对

“唯资本论”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结构主义的积极发展理论,都从

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８０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讲知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

长模型,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假定下,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形成的原因,
为人类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也再一次证明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

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资本积累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和

主题之一.

１．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

(１)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分工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劳

动者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的人数,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

要增加劳动者人数,必须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型劳动者的基金(工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受

雇佣劳动的生产力,惟有增加便利劳动或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否则就要改善工作

的分配方式,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在斯密看来,企业家支付给劳动者的基金和为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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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增加的资本就是资本存量.随着企业家可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用于更多

的不同工序上,劳动分工会得到扩大,而分工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斯密的观点,社会中的资本

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因此,取消政府对工业资本家生产和销售活

动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家阶级的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储蓄,而且有利于扩大市场.市场的规模

和资本存量,是劳动分工进步的决定因素.
(２)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

李嘉图 (Ricardo,D．)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在工业革命中显现出来的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看做经济

增长的驱动力.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认为,“资本”就是“工资基金”,是在出售用劳动力

生产的商品之前为劳动力支付的款项,以及为购置与劳动力的使用相互补充的工具和建筑物所支付的

款项的总和.因此,劳动力的需求是和工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地提高的.短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不变

的,但长期看,劳动力供给具有无线弹性.在这种状态下,工资率总会回到生存水平上,工资的成本也不

会发生变化,而利润率则随着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此时,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激励将会持续下

去,以致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就业能够持续增长.然而,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切肥沃的

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将导致食品需求的增加和食品价格的上升,而食品价格的上升则

会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随着食品需求对应于资本积累和就业率增加而上升,食品

价格最终会提高到某一水平,此时,利用率极为低下,以致无法为进一步投资提供激励,迫使经济处于停

滞状态.因此,在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时,摆脱经济停滞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积

累资本.在一切肥沃的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蔗国家中,资本积累的补救办法将使所有的阶级陷入贫

困状态之中.在有肥沃的土地尚未投入耕种的生产资料丰富的国家,迅速扩大资本积累是唯一安全而

有效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水平.
(二)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积累

１．哈罗德Ｇ多马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Ｇ多马模型是资本积累理论和思想的代表.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末,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R．)和 多马(Domar,E．)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从经济长期

动态增长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Ｇ多马模型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

出发,认为在假定资本Ｇ产出比不变的假定下,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的扩大提高有

效需求,但是,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前
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更多的产出,从而为维持下一时

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率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

复一年地扩大.因此,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可见,在哈罗德Ｇ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

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２．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中的资本积累

罗斯托 (Rostow,W．W．)在其１９６０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划分

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一国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过程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五个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大规模消费

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一个社会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分水岭.它

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从经济的角度看,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

国经济从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经济的起飞,必须具备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建立能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体系和伴随着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革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罗

斯托将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

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３．“二元结构”与资本积累

刘易斯(Lewis,W．A．)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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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过程.但是,农村人口向

城市的转移须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扩张则需要有不断

地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

４．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纳克斯(Nurkse,R．)在其１９５３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系统地考察了发展中国

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

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低,
生活贫困,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一个互相作用和反作用并使穷国维持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

的循环集.而落后的资本循环集是这个多种力量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阻碍.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供给

受储蓄能力和储蓄愿望左右,资本的需求则受投资刺激支配,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资本积累陷入两个难

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

缺乏,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
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由此可见,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积累是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

关键.

５．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１９５６年,纳尔逊(Nelson,R．R．)在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

长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

不同速率增长情况下的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积累的问题,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纳尔逊的低水

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过快的人口增长

下的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过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积

累不足.因此,资本积累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进行大规模

的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由此可

见,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重要性方

面是一致的.

６．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大推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由美国学者哈维莱宾斯坦(Leibensten,H．)于１９５７年提出.这一理论是贫困

恶性循环理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过低

和资本积累不足,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和贫困恶性循环.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有一个临界最

小努力,通过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并且在

这一阶段,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将不会导致“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从而产

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陷阱”的泥潭,实现长期稳定的

发展.
罗森斯坦Ｇ罗丹(RosensteinＧ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一个嘴小规

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必须有一个

临界的地面速度.同样的,发展中国家分散的、小规模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足够的冲击力,低下的

投资速度或规模不能形成发展的氛围,必须要有一个大推进,即大规模、全面的投资.只有大推进才能

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的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
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提高且实现均等化的目标.

７．两缺口模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钱纳里(Chenery,H．B．)和斯特劳特(Strout,A．M．)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

衡理论和哈罗德Ｇ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利用外资提高国内资本积累、促
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必要性,提出了“两缺口”模型(thetwoＧgapmodel).“两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

家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使资本形成率达到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所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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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储备、技能和组织管理能力、进口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和实现经济发

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需求之间存在着储蓄和外汇短缺两个约束条件.国内储蓄的短缺表现为投资

大于储蓄,限制了资本形成;外汇短缺表现为出口小于进口,限制了进口能力.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若需要的储蓄小于可获得的储蓄,以及需要的外汇小于可获得的外汇,则可以利用国外借款或赠与

来填补这些缺口.
(三)资本积累的来源

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资本积累的来源是储蓄,储蓄可以转化为投

资,从而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产生资本积累.因此,分析储备的构

成、寻求资本积累来源的扩大,是构成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１．储蓄构成

储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按照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在开

放经济条件下,一定时期内,一国储蓄的总共给由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部分构成.国内储蓄包括政府

或公共部门的储蓄和私人国内储蓄.政府储蓄来自于政府税收用于公共消费后的余额.公共消费包括

所有的政府经常性开支和军事费用.私人国内储蓄包括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国外储蓄包括官方的国

外政府储蓄或外国援助和私人国外储蓄.私人国外储蓄包括国外商业银行借款或债券融资以及国外私

人直接投资.

２．影响储蓄的因素

一般而言,在一国的储蓄构成中,国内私人储蓄构成一国储蓄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内私人储蓄

中,家庭个人储蓄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较多的经济学家对家庭个人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 (Duesenberry,J．S．)的相对收入假说、莫
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F．)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M．)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等.概括

起来看,家庭的储蓄行为决定了国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收入分配状况、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传统习俗、
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保障制度和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储蓄的因素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

长期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尚未明确的问题.涉及公司储蓄的因素非常多,但有一点是非常明

确的,即扩大企业生产、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加企业利润是企业储蓄的主要来源.
政府储蓄主要来自于税收.政府的税收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税率及税收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税收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发行政府债券、多印发钞票和通货膨胀等手段来增加政府的

收入和储蓄,提高政府储蓄创造的资本积累等.
影响国外储蓄的因素包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外资政策、汇率和外汇管理制度、援助国的政策和

目的、国际经济环境等.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

的巨大作用,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进行分析,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和类型

人们通常把科学和技术放在一起加以谈论.实际上,科学和技术尽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并

不是一个概念.科学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而技术则是改造世界的手段.科学进步表示人类认识世界

能力的提高,它一般并不能形成直接的生产力,而技术进步则是直接与生产率提高相联系的.技术进步

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只是在现代科学产生以后,它才加快了速度.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意味着一定量的投入能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说,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要更少

的投入.技术进步可节约要素使用量,但是,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技术进步所节约的资本和

劳动在比例上并不都是相同的.有的技术进步节约的资本在比例上大于节约的劳动;有的则相反,节约

的劳动在比例上大于节约的资本;还有些技术进步则使劳动和资本同比例地减少.经济学家把这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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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分别称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型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类型可以用要素比例法来表

示.假设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且其价格比率不变.如果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则此

类技术进步就是劳动节约型的;如果技术进步引起资本—劳动比率下降,此种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

的;如果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即资本与劳动成比例地下降,则该种技术进步就是中性型的.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素投入的增长,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因而,他
们把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

远比要素投入的增长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进作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丹尼森 (Denison,E．F．)、肯德里克 (Kendrick,J．W．)等人运用增长核算方程对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后来,麦迪逊(Maddison,A．)、纳迪里(Nadiri,

M．I．)等经济发展学家用类似方法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各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的来说,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在«１９９１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在更大范围内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

析.该报告考察了１９６０－１９８７年６８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在这６８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２７个、东亚９个,拉丁美洲１５个、中东和北非８
个、南亚４个,此外,还包括５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报告指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上可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增长型,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种属于高投

入、低效率、低产出增长型,如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１９６０－１９８７年,大多

数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没有什么变化,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度却下降了,这表明经济效率在

下降.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约占２/３,在非洲国家

差不多占３/４.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只做了较小的贡献.在非洲

和拉丁美洲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而要

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普遍趋势,即技术

进步的作用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根据丹尼森的研究,１９０９－１９２９年劳动与资本

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６５％,教育与技术进步的贡献为２５％,其他因素占

１０％;而１９２９－１９５７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降至４２％,而教

育和技术进步上的贡献份额增至４７％,其他因素占１１％.另一项研究表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

倾向于增加的.例如,１８８８－１９００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只有１０％,１９２０－
１９３７年上升到４８％,１９５８－１９７０年又进一步上升到５４％,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４５％.
这些都表明,目前发达国家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形成

的.因而,一个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不足为怪了.

四、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实践表明,对外贸易过去式推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般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所研究的

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国际贸易理

论主要研究在开放条件下,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在内的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交换的

原因、结果,以及相关政策.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着重研究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问题,如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
国际贸易理论课追溯到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的重商主义理论.１８世纪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和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２０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
源禀赋”贸易学说,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十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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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能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能扩大消费者需求、产生新偏好,能传递技术、技能和企业家精

神.总之,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按照这种贸易理论,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

和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从事自由贸易,那么,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天地生

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就必然承受着初级出口产品需求弹性小、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产业结

构低级而呆滞、国际经济依附、国际不平等中的贫困落后等自由贸易的消极效应.因此,许多发展经济

学家不仅从理论上批评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和简单化倾向,指出这种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有
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发展

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

１．贸易条件理论

所谓贸易条件,一般是指出口商品价格Px与进口商品价格Pm之比,TOT ＝ Px/Pm,亦称商品贸易

条件.贸易条件是普雷为什 (Prebisch,R．)和辛格(Singer,H．W．)于１９５０年几乎同时提出的,又称普

雷为什Ｇ辛格假说(PrebischＧSingerHypothesis)或“贸易条件恶化伦”.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

中,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其贸易条件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为,
一方面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地域制成品,同时,发达国家人工和成替代品的生产以及节约原材料技术的

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需求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出口时要受到

发达国家的买方垄断,在进口制成品时则受到发达国家的卖方垄断.他们强调,为了扭转贸易条件下降

的趋势,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托达罗 (Todaro,M．P．)的实

证研究支持了“贸易条件恶化论”.他发现,自１９７７年以后,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持

续下降.

２．贸易保护理论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学说.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贸

易保护理论的第一人.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大体

而言,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

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幼稚工业实行贸易保护,使新生的工业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逐

步走向成熟,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第二,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化,应该实行进

口代替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第三,如果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这两个贸易

保护的目标存在冲突,就应该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寻求次优.第四,发展中国家注意调整进出口结

构和关税结构,提高有效保护率.第五,在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时,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形成

外部经济;调整国内劳动市场的价格,使劳动的社会成本低于私人成本.第六,消除国内商品价格与国

际产品价格的扭曲.

３．生育出口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什么资

源丰裕或什么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国际贸易能够使各国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国际分工及其专业化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许多发

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失业和剩余资源.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

应该突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国内资源的比较

优势来安排生产,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福利,迅速地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为国际贸易的剩

余出口理论.
根据生育出口理论,偏僻落后的农业社会打开国际市场,并不像传统贸易理论主张的那样对已充分

利用的资源进行再配置,而是对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为国际市场生

产本地需求甚少或没有需求的产品.剩余出口理论更适合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始,而比较优势理论更

能解释贸易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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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基础,众多经济学家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进行

了现象的解释与理论的分析.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系列理论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基础,对于影响宏观

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进行分析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深化过程.研究发展经济学就是需要搞清这些要素

对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借鉴,最终转化成

驱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更为合理和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更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质量的

提升.

CertainFactorsAffecttheQualityof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andTheoreticalAnalysisofThoseFactors

TanChongt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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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illustratingtheeffectofdifferentfactorsandtheroleinpromotingofeachfactors,from
thetheoreticalaspectsofpopulationgrowth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apitalformationtheory,

thedifferenttechnologicalprogresscontributefor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world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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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程　虹　陈昕洲　罗连发

摘　要:质量强国的理念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但并没有真正上升为全社会自觉践行的国

家战略.目前质量强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更多的是偏重于强大质量本身,而不是通过质量实

现强国.对此,本文提出了质量强国的战略框架,并依据这一战略框架,重点研究了影响质量

强国战略实施的必要性、环境、目标、内容、市场、社会和政府等１０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建

立了通过质量实现强国目标的基本理论、逻辑关系、路径方法与制度体系.
关键词:质量强国;国家战略;重大问题

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

是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目前以资源大规模数量化投入为特征的

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能完全有效支撑上述目标.为此,国家在顶层设计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２０１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不断强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

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没有真正实现将经济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的

基础上,也就是说质量并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更多的是表现为一

种理念,甚至有沦为空洞口号的风险.质量强国还没有真正确立为全社会共同践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其
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对这一理念缺乏认同,而在于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战略,还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具体

的路径设计.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更多的是在强调强大质量本身,而没有真正

论证清楚如何通过质量实现强大国家的目标,没有构建起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的逻辑框架和具体政

策,质量和强国之间还是“两张皮”的关系.因而,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建构质量与强国之间的内在逻

辑关系,并着力探讨实现这一逻辑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和政策上更充分地证明质量可以强国,
推动质量强国更快地从理念转化为战略.

任何一项战略的确立,最重要的是要在基本理论上证明这一战略的必要性,并对战略环境进行科学

的评估,从而提出战略的目标和重点.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研究战略实施的主要内容、路径方法、具体手

段和制度支撑.根据以上战略理论的一般性要求,本文需要从基本理论上论证质量强国战略的必要性,
特别是要评估我国当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环境需求,进而确定质量强国战略的目标和重点;还要研究

市场对质量的决定性作用,如何使市场成为实现质量强国的根本路径,包括市场如何真正实现企业主

体的优质优价,消费者怎样成为决定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质量大数据如何减少市场交易中质量信

息的不对称等;在具体方法上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包括标准组织怎样成为拉动企业质量创新的重

要力量,如何构建完善的质量中介服务体系等;最后,战略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包括作为

“软制度”的质量诚信和作为“硬制度”的政府质量治理体系等.以上内容构成了质量强国的基本战

略框架,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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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质量强国战略框架

　　以上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构成了影响质量强国战略能否真正实现的１０个重大问题,也是

我国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构成质量与强国内在逻辑关系的关键.以下,将主要展开研究质量

强国战略的１０个重大问题.

一、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质量在推动国家强大的各类要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强国,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国家拥有

排名世界前列的GDP总量,尤其是人均GDP的水平.要提高GDP的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就需要各

种发展要素的投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

逐步递减的,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Solow,１９５７).在这些创新

要素中,科技、教育和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科技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拥有的创新要素,教育和人才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长期性.无论

是科技要素,还是教育和人才要素,最终都要表现为提高具体的产品、服务、环境和工程质量,质量要素

更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就普遍性而言,即使一个企业不拥有先进的技术,依然可以通过较高的质量水

平,生产通用、成熟的产品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就现实性而言,很多领域的质量管理和标准都非常成熟,
一个普通员工也许不能掌握先进的技术,但却可以拥有熟练的质量技能,也同样可以创造出有较高收益

的高质量产品.因而,在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质量是最具一般性的要素,也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

体现.只要始终把握住质量这一根本要素,一个落后的国家就可以成为强国,国家的经济就可以持续性

地增长.
质量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我国目前之所以还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

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投入产出效率较为通用的指标,主要

是指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不变时产出仍能增长的部分.据有关测算,中国２０１１年底的全要

素生产率的相对值为０．３７,而同期日本为０．７１,德国为０．８２,瑞士为０．９４,①也就是说中国的投入产出效

率只有发达国家的４０％~５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单位能源所产出的国民收入为４美元,而德

国和日本是９美元,瑞士是１２美元.２０１２年底中国的劳动力平均产出为１０４４５美元,为同期德国的

１２．９％,日本的１１．４％,美国的１０．２％.② 以上数据表明,不管从哪个维度来衡量,我国在投入产出效率

上与世界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由于质量水平的偏低而导致产出

不能实现更高的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指用较低的投入能够获得更多

的产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质量水平能够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一个大部分产

品都供过于求的市场中,产品的差异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质量水平的高低,即使是功能和技术相似的产

品,由于消费者对质量体验的不一样,也会产生价格的差异.作为一个资源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国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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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再没有能力靠大规模的投入获得增长,只能靠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才能获得发展,这种效率提高的基

础就是做出同类产品中更高的质量.从资源要素总量的投入看待我国的发展,经济增长不可能有较高的

速度,但是从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资源产出效率,依然还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之间的差

异就是来自于质量水平的提高,只有走质量创新型的道路才能使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质量是世界强国成功的普遍性要素.世界强国崛起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质量是这些国家强大的

普遍性要素.二战后的德国,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从一片废墟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回溯其发展的历

程,其最为重要的秘诀就是质量.德国在电子、汽车、机械、化学等传统领域,拥有１１３０个“隐形冠军”①

(Venohr& Meyer,２００７),这些企业以其积累上百年的质量信誉占领全球市场,使得这些产业保持了持

续的竞争能力和高价格,成为支撑德国出口增长的生力军.正是德国强大的产品质量所支撑的经济增

长,使得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器”,并能够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同样作为二战战

败国的日本,通过«工业标准化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戴明质量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实质性

质量强国政策的实施,培育了一大批诸如丰田、三菱和索尼等质量一流的企业,促成了日本在战后近３０

年时间,其 GDP和人均 GDP年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１０％,②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

国.美国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出现经济滞涨,促使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生产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质量和生产要素利用率的不足所造成的.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政府决策者,以及企业高

管、高校专家等通过一年的筹备和研究,于１９８３年专门召开了“白宫生产力会议”,明确提出质量对提升

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并初步产生设立国家质量奖的设想.③ 随后,经过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企业家的不

懈努力,１９８７年里根总统签署了马尔科夫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法案,推出了作为全球三大质量评

价体系之一的“卓越绩效”方法,质量开始被置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促使美国经济增长再次提速的

重要因素.质量战略的实施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产品

通过质量的提升重返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前沿,整个９０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７．２８％,高出８０
年代１．３２个百分点.④ 质量的提升扭转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９０代的年

均增长为１．４％,高出８０年代０．７个百分点.⑤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算,在２００１年政府每投资１美元用

以推广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就可以得到２０７美元的收益,而在２０１１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１∶８２０.⑥

通过这一轮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美国巩固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质量既是世界强国

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些强国走向成功的普遍规律.

二、我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迫切需要推进质量强国

质量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作为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依然是我国面临的最基

本任务,没有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没有人均收入的提高,就没有国家的强大.支撑我国过去增长的几

大因素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红利在慢慢衰退,人均土地资源不断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更不能满

足未来更大经济总量的需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制度创新的改革红利是非常重要的新动力,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质量也是我

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国资源要素的投入总量并不低,差距在于产出率不高.因而,即使在投入

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质量的改进,就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据有关估计,我国

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使GDP增长１．７５个百分点.⑦ 如果能够通过质量创新将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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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洲排第一;年销售额低于４０亿美元;在大众之中知名度较低.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index．htm.
资料来源:Reporttoth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onProductivityGrowth:ABetterLifeforAmerica,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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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白重恩在“长安讲坛”第２３２期中发表的题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演讲内容,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

２０１３－０５/２７/content_４４７０３０．htm.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至当前日本的水平,即增长９２％,则可使我国的GDP总量增长１．６倍;若全要素生产

率达到当前德国的水平,即增长１２１％,则可使我国的 GDP总量增长２．１倍.① 以上分析证明,在我国

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通过质量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使我国的 GDP总量在现有

基础上提升至少一倍.
我国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质量的发展.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最主要的是一个国

家拥有更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这背后的实质是一个强国拥有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国

际竞争中,无论是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背后的基础都是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的根本只能来自于一

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能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无论是产品的

竞争力,还是产品的附加值,都远远低于世界强国: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是２０％,通信设

备和计算机的国内附加值比例分别是１６．６％和８．２％.② 苹果每销售一部iPhone手机,美国独占了其

中６０．８％的利润,而中国通过代工只获得了其中１．８％的利润.③ 因而,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虽
然有很多途径和方法,但最根本的只能是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水平.“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风靡世界,
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品牌与标志,而这背后就是高质量的支撑.质量水平的提高不仅能

够提升我国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可以明显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质量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取得竞争

优势的最好手段,也是一个国家证明自身强大最直观的方式.中国的国际形象要与强国相匹配,只能是

让世界各国的国民将中国制造等同于高质量.
“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必须依靠质量的提升.质量强国并不是简单的“强国”,最重要的是要“富

民”;从根本上来讲质量强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是“２０２０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简称“收入

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人均收入每年约７％的增长速率,面对着日益紧张的资源约

束,必须将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做大

经济总量,建立国民收入的坚实基础;二是要使收入更加公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为全社会公

民所享有.质量的发展对做大经济总量和实现收入公平都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收入倍增计划”目标

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一方面,质量创新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促进有效需求的提升.通过提升产品附加

值,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提高潜在的产出,使国民财富的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同时政府也可以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财政资源,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质量

提升会对职业技术人才产生巨大需求,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

比重,促进公平分配目标的实现.质量领先的国家都有着较高的劳动者报酬,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国际比较中心数据库(PWT)的统计,２０１１年底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美国为６２．２％,德国为

６０９％,日本为５２．４％,而我国为４１．９％,④质量水平的高低与劳动者报酬在 GDP中的占比完全呈正相

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越依赖质量获得竞争力,这个国家就会越依赖劳动者,劳动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就

会越大.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质量发展对于一国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具有积极的

作用,我国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也必须依靠质量的发展.

三、国民收入和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与重点内容

国民收入增长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在质量强国战略中,质量只是手段,提高质量本身并不是目

的,根本的目的是要促进国家的强大.国家强大包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等多重目标,而其

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目标就是国民财富的极大增长,也就是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没有居于世界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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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家的强大就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国家强大的本质含义就是建立在较高人均收入基础

上的人民幸福.从实践来看,任何一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都将人均收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

置.联合国颁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就包含了收入、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三项指标,并且可以发

现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 HDI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７０,①呈高度的正相关性.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高

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建立在低人均收入的基础之上.OECD制定的优质生活指数,虽然强调了非收入性

指标(如就业、闲暇等),但依然非常重视国民收入的评价,将其纳入到其考核指标之中.世界上的强国,
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人均 GDP指标都居于世界前列.２０１２年,我国的 GDP总量为８２２７０亿美元,
但人均GDP仅为６０７５．９２美元,在统计的１８８个国家中仅排在第８７位.② 在最新公布的联合国人类发

展指数中,我国在１８７个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９０位.因此,我国要实现强国目标,首要的是要

实现以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所有的战略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质量的提升

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经济中的资源产出效率,让每一个企业都能够分享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为国民财富

的增长创造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多地体现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入,从而提高劳动者报酬,
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因而,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

要性,就在于质量是使人民收入不断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质量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
企业质量能力的提升是质量强国的重要内容.质量强国要实现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根本目标,其

前提是作为质量提供者的企业,要在质量上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无论是质量强国战略所涉及的目标、
路径方法,还是具体手段和制度支撑,都要以企业强大的质量能力为基础.企业的质量能力,就是指企

业拥有以质量为主要要素的核心竞争力,并在同行业中拥有领先的质量水平.质量强国的目标,只有通

过一个个微观企业质量水平的提升,进而创造出更高的国民总产出才能得到实现.企业的质量能力是

决定质量战略框架中其他因素的基础,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其主要内容就是要确立企业的质量

主体地位,即要让企业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机制(李酣,２０１３);产品比较实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让消

费者有现实的手段,来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进而让企业产生强有力的质量改进动机;团体标

准的实施,就是为了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标准来引领行业创新,进而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水平;
以诚信为核心的质量软文化建设,以及现代化的质量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都是为了给企业创造更

好的质量发展环境.因此,质量强国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升企业的质量竞争能力.从现实来看,国家

强大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拥有强大的质量竞争能力,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其之所

以强大,就是因为有着大量的质量一流的企业.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在手机这样一个传统并且过剩的

行业领域,创造了企业发展的神话,从２００７年苹果一代手机发布开始,苹果在手机市场上从０做到

２０１２年１５６５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以及２０１２年一年就有４１７亿美元的净利润.③ 苹果的成功并没有惊

人的科技创新,但苹果的理念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并且坚持创造伟大的产品这一质量理念(沃
尔特艾萨克森,２０１１).因此,质量强国战略的所有内容,都应围绕着企业质量竞争能力的提升这一核

心来展开,只有当我国的企业在世界主要的产业领域,都拥有了明显领先的质量核心竞争力,才能够说

质量强国战略真正得以实现.

四、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

优质优价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

分证明,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选择.但是,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优质优价.市场除了调节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供需平

衡外,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能够实现对优质产品的发现,也就是那些最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优质产品

的供应者,能够得到市场基于价格的最好评价.这样才能激励市场主体真正愿意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

４１

程虹等: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署«人类发展报告２０１２»数据计算得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２０１３»数据库.
数据来源:腾讯网,http://tech．qq．com/a/２０１３０７２４/０１２２４９_１．htm.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劣质商品将优质商品挤出市场,是由于这两种商品

的价格不能得到有效区分(Akerlof,１９７０),因此不能实现优质优价是市场萎缩甚至消失的重要原因.
影响我国市场机制未能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预太多,尤其是有些地方政府的保

护主义,为了地区的狭隘利益,而不惜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阻碍优质产品的进入,而保护本地落后的产

品质量,使得优质产品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强制实行的统一标准标识制度,导致企业

不能向市场传递标准更高的质量信号,甚至以达到国家统一制定的基本标准为最优选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质就是更高质量的提供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才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

率,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走向强大.
市场机制的关键是要实现竞争的优胜劣汰.国家的强大程度一般都与市场竞争的程度正相关,市

场竞争越激烈,国家财富的积累就越丰富.因为,市场竞争可以筛选出优质和劣质产品的提供者,会让

优质的产品提供者获得消费者更高的价格评价,而让劣质的产品提供者被淘汰.只有形成较为充分的

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才能真正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高质

量的产品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企业才能有内在动力去做好质量,真正对

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当每一个企业都有这样的激励时,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
市场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最好方法,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市场不断淘汰掉不能适应市场需

求的产品生产者,让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优质产品的生产者,可以极大地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要素的

产出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也是激发整个国家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世界上的强国都有

着一大批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这驱使着他们

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只有让其产品和服务不断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即使是像苹

果、三星等世界知名的企业也在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的活动.这种企业间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是
推动整个国家不断创新的基础.国家的强大必须拥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基础的表现就是市场机制

能够实现对生产主体的优胜劣汰,使国家在宏观上的整体强大,建构于无数的提供优质产品的微观主体

基础上.
实行企业产品标识的差异化标准标注制度.强大国家要想拥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主体,就必

然要使企业产品的质量水平能够得到充分的表现,这样既能激励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又能为消费者

的产品选择提供更好的依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在产品的标识上,清晰地的展现不同产品的质量

标准,使得不同层次的质量标准的标注,成为消费者最直观的产品选择依据.应该改革我国在产品标识

上标注政府标准的制度,而将政府标准作为企业产品生产的依据,主要通过标注企业采用的远高于政府

标准的高水平标准,来展现不同产品在质量上的差异化.特别要说明的是,企业所标注的高于政府基础

标准的高水平标准,应该主要是得到市场、行业和社会所认可的标准,只有这些被社会所认可的标准,才
能在产品标识上得到标注.实施满足国家基本标准,又更能体现差异化高水平标准的产品标注制度,能
够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鼓励企业更多采用高水平的标准,从而持续地推动国家在总体实力

上的不断增强.

五、产品比较试验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

强大的国家必然有强大的消费者.国家的强大并不是抽象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大,必
然依托于市场中最活跃的消费者.只有强大的消费者,才能真正引导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也才能淘

汰劣质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既用“无形的手”选择不同质量的产品,更用“有形的眼”实现对生产者质

量行为的监督.虽然世界主要强国的消费者,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很强的行动

能力.世界强国,正是由于苛刻和挑剔的消费者,才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升,进而促进了产业和经济的

发展(迈克尔波特,１９９０).德国的消费者是以挑剔而著称,普通的德国家庭在购买产品时都有比较的

习惯,同等的质量比较价格,同等的价格比较质量,这使得德国的产品在质量上非常严谨而细致.日本

的消费者则以需求善变为主要特点,促使日本的产品非常注重质量的改进和创新.美国的消费者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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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强烈的权利意识,如果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非常习惯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使得每一个

生产者把消费者当成上帝来尊重.可以说,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卓越质量,是在消费者强大的压力下才

创造出来的,来自于无数消费者的强大,正是德国、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真正的幕后英雄.
产品比较试验是支撑消费者强大的重要方法.要使我国的消费者强大起来,就必须使消费者拥有

强大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基于消费者主权的立法,保护消费者的产品伤害赔偿制度,鼓励消费者集体

行动制度等方面.但是,这些方法都是基于消极的保护,很多是事后的保护,不能够体现消费者对企业

产品质量生产的先导作用.通行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比较试验方法,更能体现

消费者在事前对生产者产品质量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更能体现消费者的强大.比较试验,指的是通过对

同一类型的不同品牌产品或服务,用同一标准、同一规则进行测试,并相互比较产品或服务优劣的一种

行为.国外的调查显示,比较试验机构所发布的质量信息,在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对厂商的销售结果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直接影响(Silberer,１９８５).原因在于,消费者是比较试验的

核心,也是从事比较试验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测试标准的主要制订者,以及测试方法所模拟的参

照系,这一利益关系保证了比较试验机构能够代表消费者集体来采取行动.比较试验为消费者提供了

充分披露的质量信息.这些强国往往有数百个从事比较试验的机构,相互之间独立运作,并有着一定的

竞争关系.各个机构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所专注的一些产品细分领域,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

互补;消费品的质量信息,一般都能从不同侧面得到充分的披露.比较试验是以有利于消费者,并且是

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来作为比较试验的测试依据,用以评价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否满足了消费者需

求.当大部分消费者都认同并接受这一标准的时候,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被迫接受这一更

高的市场化标准,从而提升了质量水平.美国、德国等世界强国的实践证明,产品比较试验真正体现了

消费者主权,能够基于消费者实现对企业质量的持续提升,促进企业不断按照消费者的更高要求追求卓

越的品质.
构建推动比较试验的社会机制.比较试验不仅是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测量方法,而且是质量强国重

要的社会机制,将带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社会公益性组织的良性竞争.比较试验机构拥有独立于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中立性,加之比较试验能够广泛传播产品质量的信息,使得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能够

成为比较试验的合适组织.因此,政府应推动主要从事比较试验的消费者组织,对全国范围内覆盖面较

广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比较测试.同时,广泛鼓励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公司进入比较试验领域,使它们

展开良性竞争,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帮助这些机构发展.政府还应当着力完善由比

较试验组织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法律和标准体制,保障从事比较试验主体的合法地位和知识产权.当比

较试验结果与企业利益相冲突并发生法律纠纷时,司法部门应当在可证明科学依据的前提下,支持比较

试验机构以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来确立自己的测试标准、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比较试验组织的广泛

发展,必将使质量强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构成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单元.

六、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质量强国必须拥有质量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广泛存在的大数据,已成为一个国家重

要的战略资源,美欧等世界强国都将大数据资源,视为未来较之石油等更为重要的资源.目前大数据已

经在商业、医疗、政府、教育、卫生、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重大的革命性影响(舍恩伯格,２０１２).
在各种大数据类型中,质量大数据又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型之一.质量大数据是经济数据的核

心,经济数据反映的是产品的交易状况,在产品交易中,无论是价格的形成,还是产品交易的多少,以及

产品交易结构的变化,实际上都反映的是产品质量状况.质量大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的基础,社会收入的

状况和需求变化,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偏好,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的是他们在质量领域的定位和行

为.即使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的各类数据,反映的往往也是以质量为基础的数据状况.
战略以资源为基础,没有资源就没有战略,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质量大数据作为

重要的战略资源,用大数据资源驱动国家的宏观质量管理,服务企业的微观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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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大数据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产业仍然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产生这

一问题有很多原因,但缺乏对质量大数据的掌握和评价,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外机构基本控

制了国际贸易中产品交易质量数据的评价权,并基于这种数据的评价权而获得更高的收益.我国要提

升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与世界强国取得同样的产品质量话语权,最基础的是要获得丰富的质量大数据,
并对质量大数据进行挖掘,形成相应的话语权.国际贸易竞争主要是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竞争的核心资

源就是质量大数据的竞争.掌握了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主的数据,就掌握了贸易竞争的主导权.掌握

了更多的质量数据,就能够让一国在标准制定上更具有主导权,从而利用标准来进行更加灵活的国际贸

易政策的制定,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此外,掌握质量大数据,可以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上具有更大的话

语权.产品的国际贸易定价要基于质量的检测和认证,只有掌握更多的质量数据才能拥有更大的定价

权,否则在国际贸易中将十分被动.因此,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我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贸易强国,就必须

抢占质量大数据这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质量大数据,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竞争能力,而
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我国产品质量的附加值.在质量大数据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逐步开始建立对全

球产品质量评价的话语权,从而进入产品竞争的价值链高端.
质量大数据必须以消费者信息为主要来源.质量大数据要成为战略性的资源,就必须获得最有价

值的质量信息;消费者是产品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因而国家应该建立基于消费者评价的质量大数据体

系.质量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是质量的购买者,也是直接的感知者;更为重要的

是消费者一般而言具有提供真实质量信息的内在激励,因为质量信息的提供对于其自身利益是密切相

关的.因而,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数据最能真实地反映质量状况.美国、德国等世界强国都非常重视基于

消费者的质量大数据获取: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在全美建立了消费者伤害统计信息系统,作为全

国质量安全预警的依据;德国的标准、质量法规的制定,大量地使用产品比较实验数据.基于消费者的

质量数据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非互联网的真实物理世界;另一个是来

自虚拟化的网络世界.质量大数据需要同时在“线下”的真实世界与“线上”的虚拟世界中获取质量信

息.要管理和分析这些质量大数据,必须搭建实体化的平台.一方面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于消费者

的质量观测调查网,定期收集反映区域总体质量状态的数据.通过科学的抽样,选取在区域以及全国具

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调查内容主要应包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方面的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状况,
以及质量公共服务、公民质量素质等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从多个维度收集线下质量大数据;另一方面,
要建立基于互联网信息的质量监测与预警平台.大数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质量

大数据同样需要基于互联网来获取.基于互联网的质量大数据,主要是利用现代语义分析技术,对发表

在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媒体上的质量信息,进行实时的收集和分析,并进行一定的关联性分析,为区

域、行业和企业的质量安全提供风险预警.我国完全有可能取得在质量领域的后发优势,这一优势的来

源就是因为面对质量大数据,世界强国和我国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能够快速建立起以消费者为

主要数据来源的质量大数据体系,就能够形成支撑国家强大的重要战略资源.

七、团体标准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

发展团体类型标准是世界强国的普遍做法.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创新活力的激发,所谓一流企业做

标准,就是通过标准的引领激发创新的活力.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利用标准化的方法来控

制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过控制创新的高端,来支撑国家的强大.这些国家的标准主要是依赖产业联

盟、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来加以制定,这类由市场和社会主体自愿制定并执行的规范性文件,称之为团

体类型标准.如美国的标准体系主要由社会自愿组成的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团体类型标准组成,目前

已有超过６００个非政府性质的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约５万项自愿性标准,其中２０家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全

美９０％的标准(Breitenberg,２００９).欧盟除了联盟及成员国颁布的统一技术法规和指令外,大量的是

由社会组织所制定的团体类型标准,即使政府的技术法规也不设详细的要求,而是由社会组织制定标准

作为补充(EuropeanCommission,１９９９).日本的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除了制定供本行业使用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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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标准,还承担部分国家标准的研究起草工作.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如此重视团体类型标准,主要

就是因为这一类标准内生于市场主体的自身需要,又能快速地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标准的控制力,通过

控制标准来控制整个产业链,而且能够实现快速的产业创新和质量创新.
团体标准可以充分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团体标准主要是由使用者通过联盟等组织方式,自行制

定供自己使用的标准,这些生产经营实践中每一个微小的创新,都凝练和规范地反映了使用者自身的需

要.标准形成过程强调一种自愿和合意,即相关利益方都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多方博弈形成一

种基于共识和合意之上的制度安排或规范(廖丽,２０１３).由于制定者与使用者的利益相一致,能够快速

实现团体标准的更新,反映他们自身的创新成果.因而充分发展团体标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个

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特别是使创新主体能够享受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所带来的利益.团体标准可以

让创新性企业保持行业领先优势.质量的进步关键是要靠标准,而标准只有能够带来市场收益才能让

企业有动力持续地进行标准改进.团体标准反映了行业的最新创新成果,通过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使

用,可以确立其在行业中的引领地位,获得类似于专利权的垄断性收益,作为创新的合理性补偿.在这

一机制下,所有企业都有内在激励去做更高的标准,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质量进步.团体标准可将单个企

业的创新及时固化为行业创新成果.企业本身就是掌握创新专业能力并有意愿应用创新成果的创新主

体,将创新成果用团体标准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能使团体内成员企业能更快地进入新行业,并占领行

业创新的制高点;而且通过认证许可让行业内其他企业有偿使用,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在经济利益的激

励下,团体标准制定主体能不断地进行科技攻关,促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团体标准本身也可

以成为一种经营行为,那些提供团体标准的机构,更有内生动力去不断开发升级版的团体标准,只有这

样团体标准机构才能持续地获得因为创新而带来的收益.创新是我国走向强大的不竭动力:团体标准

能够使市场主体将自己的创新转化为标准,并通过标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又基于利益的激励而不断

地去创新团体标准;不断升级的团体标准,又推动着企业去追求更高的质量,使得企业更愿意在产品标

识中标注更高水平的团体标准.
团体标准需要新的体制机制.要发展团体标准,就必须改革我国目前的标准体制,实际上,建立起

适应团体标准发展的国家标准体制,本身也是质量强国的重要内容.由于政府标准的目的是要满足全

社会涉及健康、安全、环保等基础通用领域的公共利益,难以实现用标准促进质量创新发展的功能.要

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就应改革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标准体制,建立由团体标准和政府标准共同构成

“双轨驱动”的国家标准体制.政府标准限定在基础通用领域,政府不再制定推荐性标准,反映行业技术

创新的领域由团体标准发挥作用,逐步替代现有的行业标准.允许团体标准制定主体通过标准获得合

法收益,在团体标准获得较多市场主体的使用后,政府可以“搭市场的便车”,在不涉及标准制定主体知

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将该项具有创新性功能的标准进行援引,并向团体标准制定主体支付费用,通
过团体标准的创新带动政府标准的发展.国家构建起支持团体标准发展的体制机制,不仅将使国家获

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且也能够建立起国家重要的创新体系和能力.

八、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

世界强国都拥有一流的质量服务产业.制造业是世界强国的基础产业,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世
界强国都把制造业作为本国经济的基础.世界强国之所以能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一个重要的手

段就是大力发展质量服务产业.随着制造业全球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转移,以及上下游供应链前所未有

的复杂化,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企业间的交易与跨国贸易,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交换.质量服务

产业,就是通过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咨询等第三方质量服务,为卖方企业的质量水平进行

评价和担保的生产性服务业.全世界每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必然都有强大的质量服务业作为支撑,如
德国有 TUV、美国有 UL、法国有BV、英国有Intertek、瑞士有SGS等全球知名的质量服务企业集团.
在中国,外资质量服务机构已在２００１年至今的１２年时间内,快速占有了国内质量服务市场超过３０％
的市场份额.质量服务机构,既是认证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性法规和自愿性标准的核心主体,又是实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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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评定程序的第三方机构,同时还能自主制定产业标准,并最终被政府采纳,成为国家对产品质量的法

定要求.虽然世界强国逐步将制造业的加工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但却将质量服务产业牢牢控制在本

国;通过这样的控制力,掌握了制造业的核心价值.
质量服务产业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质量是产品的一种内在特性,这种特性需要质量服务

的专业机构,用标准、检验和认证的方式加以体现;质量服务就是使产品的内在特性价值,不断被评估和

证明的过程.我国要逐步向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就必须通过质量服务业来证明产品的内在特性

价值.第一,对产品的检验服务可以显著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而质量又能够促使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产品的检验与检测,可以对产品性能以及各项指标作出明确的判断,让企业了解自身的质量水平,并不

断加以改进.权威的质量检测服务,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产生品牌溢价.第二,认证可

以使产品价值得到极大提升.认证就是对产品是否达到标准的认定,第三方的认证可以让产品的内在

质量属性外在化和显性化.企业可以通过标准的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品质,而要使市场中购买者对产品

的品质产生认同感,实现其市场收益,就需要权威的认证.第三,质量服务产业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检测、认证等质量服务的机构,其服务对象是大量的行业内的企业;与单个企

业相比,其掌握着更多的质量信息和技术前沿.通过检测认证咨询等服务,可以让企业了解其技术水平

存在的差距,提出改进的方案,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质量服务业对产品价值的提升,实质上是以第

三方的方式,公正地证明产品的更高价值,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中介服务,也是社会质量信用的重要提供

者.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的大国,加快发展质量服务产业,可以推动我国建成世界制造业的强国.
尽快形成国际一流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国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

质量服务业,而且必须服务于制造业的“走出去”战略.要尽快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服务集团.
质量服务业从本质上说是提供信用的行业,而信用的建立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更需要有一定的规模.
我国提供质量服务的企业数量大,但规模小,尚未在国际上形成与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要

形成合理的质量服务业产业组织,既要有全国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又要有各类不同的专业化质量服务企

业,同时还要有主要服务于地方质量发展的地方性质量服务机构.在国家层面,以现有最大的２至３家

大型国有质量服务机构为载体,最大限度地整合相似、相关行业、领域的检验检测国有资产,使其具备参

与国际竞争的资本实力.同时依据不同行业与区域的特点,将其余国有质量服务机构整合成为８至１０
家具有行业领先实力的专业质量服务集团,以及２０至３０家省一级的区域质量服务集团,构筑起在国际

上具有竞争力,在国内又充满竞争活力的多层次质量服务产业结构.要提高质量服务企业的综合服务

能力,将标准、认证、咨询等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延长服务的价值链,形成具有综合竞争能力的质量服务

企业.构建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形成与世界强国相互竞争的质量服务集团,是我国制造业价值提

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撑.只有发展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才能真正地构

建支撑质量强国的社会基础.

九、质量诚信体系是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

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质量诚信价值观的建设.强国的标志不仅有来自于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硬实

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价值观包括很多方面,最基础的、最应该被一个国

家的国民所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就应该是质量诚信.因为,质量诚信是其他价值观的前提,也是价值观

的基础.所谓诚信是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和合作行为的期待(福山,１９９８).基于

质量的诚信,就是对于质量信息提供的常态、诚实和合作行为的期待,通俗地说就是提供好的产品或服

务.我国的价值观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其中主要的内容实际上都是以质量诚信为基础.敬业是质量

诚信在工作中的体现.个人敬业实际上是对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监督不完善而造成的制度漏洞的自觉规

避,把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作为自觉行为;因此对于工作的敬业,实际上就是质量诚信的表现.平等的

价值观,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以人的身份不同而产生偏见,卖方所提供的产品对任何人都是一样

的,所谓童叟无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最早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质量诚信.待人友善的价值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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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也是质量诚信的表现.只有对别人以礼相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而“善”往往是与

“真”联系在一起.就质量诚信的价值观而言,在市场交易中只有把产品做好,才能持续地获得市场的收

益;而一个缺乏质量诚信的人既不可能待人友善,也不可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来获得他人的尊重.
我国价值观的软能力建设任务非常繁重,但只要抓住了质量诚信这一最基本的价值观,就能够牵引其他

诸如敬业、平等、公正和友善等价值观的建设,并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在国际竞争中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软能力.
质量诚信可以显著降低经济和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越高,经济就越落后,特别是

影响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Coase,１９３７).要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除了要建立法制的硬制度外,还需要

建立起质量诚信的软制度.一个社会人们的质量诚信水平高,就可以降低交易双方谈判、执行与试错的

成本,也能够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信任程度越高的地区,分工和交易越发达,地区优势越能得到发挥,
因而经济增长越快(张维迎,２００２).强大的国家都有良好的质量诚信,或者说质量诚信推动了强大国家

的形成.质量诚信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一项交易的达成需要进行

信息的搜寻,而搜寻的过程需要耗费成本.经过多次重复博弈而形成的质量诚信,是对交易主体最好的

质量信号,根据已有的质量诚信水平,迅速地达成交易从而降低信息成本.质量诚信还可以减少市场中

介成本.虽然市场中介促进了交易,但也会相应地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质量诚信的提高可以提升购买

者对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信任度,显著地降低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额外的市场中介成本.质量诚

信还能够极大地扩大市场交易范围.现代市场经济是典型的陌生人经济,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交易虚

拟化,交易双方的直接监督几乎不可能,只有在全社会建立起质量的诚信体系,才能让市场交易范围不

断地扩大,让我国经济能够在信息化时代进一步发展.因此,良好的质量诚信不仅能够降低我国经济与

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且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快建立市场化的质量诚信体系.质量诚信是市场交易必须遵循的准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国,

都有发达的质量诚信中介服务体系.只有建立起市场化的质量诚信体系,才能真正使作为价值观的质

量诚信,在市场和社会中得到固化,从而保证以质量诚信为主要交易保障的市场经济能健康发展.质量

诚信产生于多种途径,而其最为基础的是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信任关系.由于交易主体重复博弈而对对

方所产生的信任关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由熟人经济扩展为陌生人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能再靠

血缘地缘关系等传统纽带来维系,而要通过重复的市场交易来验证;质量诚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促进交

易的资源,因而质量诚信的产生天然地具有市场属性.质量诚信作为一种质量的信号,其本身的提供过

程也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地完善.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信息的复杂程度提高,个人或机构的质

量诚信水平不可能自己证明,也不可能由交易的主体直接来获取,需要专业的质量诚信评价机构来进行

提供,同时这类质量诚信评价服务提供也是充满竞争的.市场化的质量诚信评价体系,可以使评价机构

具有提供高质量诚信信息的内在激励,提供虚假质量诚信信息的机构不仅很快被市场淘汰,而且将面临

法律的制裁.通过市场化的公司来进行质量诚信评价,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完全市场化的

标准普尔公司不仅对金融机构等企业进行信用评价,甚至可以对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进行评价.在美国,
政府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质量诚信中介服务产业,使市场中能够有大量的中介机构提供质量诚信服务,并
形成了Experian、Equifax和 TransUnion三家权威的公司,来向全社会提供可靠的质量诚信数据.一

个真正强大的国家,质量诚信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个市场和社会的基础制度装置,能够将质

量诚信的价值观制度化、程序化和市场化.

十、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质量治理能力

质量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涉及各个领域.在众多的领域中,质量

治理能力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都涉及对质量

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对质量的治理是提高各领域治理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要基础和纽

带.良好的质量治理是政治治理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质量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政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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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种消费品和服务质量的治理水平,不仅关乎广大国民安全的确保与健康权的

实现,而且往往超越了国界,成为各国开展经济、贸易、外交活动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现代国家

都需要不断地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发展形势和变化,调整国家的质量治理体

系,提升质量治理能力,通过现代化的质量治理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良好的质量治理是

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通过平等的合作型

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陈
家刚,２０１２).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积极增进广大国民的福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过

上更好生活的要求增强,集中体现在对衣、食、住、用、行等方面质量的提高上.通过对质量的治理,能够

保障广大国民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质量治理是经济治

理的核心内容.质量是管理、科技等要素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

重要驱动力.要推进现代国家的强大,不能长期依赖数量型发展模式,而需要以有效的质量制度能力和

质量秩序治理能力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国家质量制度,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力量来建构

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将发展的立足点切实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经济社会有质量的发展,形成国

家不断强大的内在动力.国家的政治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都涉及对质量的治理:只有良好的质

量治理,政治治理才有稳定的基础;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要使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而质量治理更是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

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同参与是质量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

任,而是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在共同参与中实现对质量的有效治理.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转

型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一直采取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在质量领域也

偏重于政府的单一治理.这一治理模式在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质量治理

中的各种挑战,也制约了质量强国战略发挥应有的效用.质量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改变过去偏重于政

府单一治理的质量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为基础的现代化质量治理体系,实现从一元

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江必新,２０１３).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
治理机制的高效化、治理责任的均衡化和治理要素的协同化,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
形成质量治理的合力,从而有力地推进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相互补充和

角逐,不断将市场和社会的治理功能吸纳到政府主导的质量治理过程中来,推动现代化质量治理能力的

持续改进和提升,形成科学的质量治理体系,促进国家的强大与发展.质量强国要得到有效的实施,最
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三方的共同参与.

建立强大的质量公共服务体系.政府的质量治理,涉及质量安全监管和质量公共服务两个方

面;要提高监管的效能,就必须以强大的质量公共服务为基础.质量监管主要是针对由于质量安

全风险和质量能力不足而可能导致的问题的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质量的责任主

体,质量安全问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是企业故意为之而产生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本身的质量

能力不足以达到相关的质量标准.而这些质量能力不足的企业又主要是中小企业.在我国特定

的发展背景之下,中小企业在质量能力上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如标准能力、质量体系应用能力和

质量方法不能得到基本的应用.因而,提高政府对中小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质量公共服务,能够有

效减少企业在质量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的质量安全风险,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质量安全

监管目标.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核心是要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明确将质量纳入地方

经济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改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加入区域

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比重等微观质量指标,同时反映微观产品质量和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

变化.通过鲜明地树立质量这一指挥棒,宏观上为市场和社会质量治理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战

略环境.建立有利于实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质量救济体系(罗英,２０１２),进一步推动消费者集体

诉讼制度在质量领域的落实,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吹哨法案的制定,加快形成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保险、赔偿基金和社会救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质量救济机制.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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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该放在服务中小企业上,实施“中小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服务工程”.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

数的９９％以上,创造的 GDP占到了全国约６０％、财政税收约５０％,同时提供了近８０％的城镇就

业岗位,①对我国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小企业都是大企业的配套商,中小企业的质

量水平最终决定了大企业的质量水平.国家的中小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服务工程,基础是设置面向

中小企业的质量投入专项,鼓励中小企业申请各级政府所设立的质量专项,通过国家财政的补助

提升中小企业的质量能力.在服务工程中,应该转变我国各级政府标准院的设置方式,使其职能

主要转变为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标准文献的服务.政府还应该通过采购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质

量管理体系导入和质量人才培训的服务.在国家的质量公共服务中,应该从战略上改变我国高等

教育的结构,着力发展职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体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支出结构,将职业技术教

育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鼓励各地区大力发展与当地的产业特色相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对
职业技术型人才制定专门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支持,让职业技术人才得到更高的社会认同,使职业

技术人才成为我国人才队伍的主体.完善质量公共服务,不仅能够引导全社会将推动国家建立在

提高质量的基础上,而且能够为企业的质量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能够伴随着质

量强国战略的实施,实现劳动者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
基于以上１０个重大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质量强国战略框架的实现模型,见图２.

图２　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

　　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构建了质量与强国之间的逻辑关系,那就是确定了质量是要实现人均收入

持续增长的强国目标,还明确了企业质量能力的提升是支撑这一目标的核心.确立了市场是实现质量

强国目标和核心的根本路径,要建立起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从而激励企业成为不断供应高质量产

品的质量主体,让消费者通过比较试验的方法,从需求端引导企业提升质量能力,并通过减少企业和消

费者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建立起强国重要资源的质量大数据.模型提出了质量强国战略得以实现的两

大手段,以社会性的团体标准激发质量的创新活力,以质量服务产业提升强国重要基础的制造业转型升

级.模型设计了支撑路径和手段的制度安排,既包括质量诚信体系的软制度,也包括质量治理体系的硬

制度.这一模型是对质量强国战略的结构化抽象,也是对质量如何支撑强国的实现方法的表达,使得质

量与强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系统.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要从理论设计转化为有效的

实践,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本文主要研究的１０个重大问题.战略的实现就是对问题的突破,而本文对１０
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就是实现质量强国战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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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http://smec．org．cn/? infoＧ２４６７Ｇ１．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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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进展:理论综述与政策含义∗

殷德生　范剑勇

摘　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决定着中国的宏观经

济增长质量.文章试图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述评.一方面,从文

献综述中厘清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以及空间经济结构调

整对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难点

与推进路径等核心问题,从文献综述中总结出一系列政策含义,讨论如何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

模式,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协调的增长”需要何种新的增长机制,以及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新路径是什么,倡导经济内生增长由要素投入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依靠要素市场

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和空间效率提升,走高效工业化和高效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宏观经济质量;经济转型;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效率导向

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３５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型经济

增长.资本增长率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期间达到１３％,而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８年期间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０％(王
小鲁等,２００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的００２８~００３８下降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期

间的００１０~００２８(郑京海等,２００８).这种没有明显技术进步的高投资高增长是以不良资产、高污染

与高能耗为代价的,政府将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旨在依靠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自主协调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方福前(２００７)、钱淑萍(２００８)、周叔莲

(２００８)、魏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郎丽华、周明生(２０１２)等将过去３０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归纳为“高投

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特征,其面临的资源需求约束日益突出,而且严重破

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紧张.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原因总体归为三个结构性因

素: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过去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

(申广斯,２００９;张旭,２０１０;魏杰,２０１１;栾大鹏等,２０１２),并导致产业结构偏重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

展滞后(李善同等,２００８;朱光华,２００９);过于依赖要素的投入,其产出的效率不高(王一鸣,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葛扬,２０１０).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

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

济发展质量及来源的核心指标.国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增长

理论中,Helpman(２００４)全面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所形成的一致性结论是: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

积累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实

现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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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 TFP实证研究的视角和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基本支持克鲁格曼(１９９９)的结

论,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郭庆旺等,２００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中国经济增

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２);(２)考察改革前后中国 TFP的动态变化:改革之前 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

退步,改革之后的 TFP有明显的增长(王小鲁,２０００;张军等,２００３);(３)强调改革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

和技术效率在快速增长(易纲等,２００３),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 TFP呈下降趋势(王
志刚等,２００６;郑京海等,２００８);(４)不是从中国总体去考察 TFP的变化,而是从中国工业层次考察技术

进步(涂正革等,２００５;陈勇等,２００７),以及省级地区层次研究 TFP的变化(颜鹏飞等,２００４;王志刚等,

２００６;傅晓霞等,２００９;刘瑞翔等,２０１２;匡远凤等,２０１２).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TFP增长的主

要来源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该方面的研究从省级地区层次和二或三位数的工业数据向

地级城市和更细的行业层次延伸,不仅对 TFP进行衡量和分解,而且考察 TFP各构成部分的决定因素

与变动趋势.在衡量和分解 TFP的方法上,既包括参数法又有非参数法.参数法还分为生产函数法和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非参数法主要指的是指数方法,例如 Malmquist指数法.这两种方法都能对

TFP变化中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分解,但前者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后者不仅不需要设定具

体函数,而且还不要求完备的价格信息.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向的选择.迟福林(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将经

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升为第二次改革的主战场,并提出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向社会公

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突出强调从生

产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应当说,这三层含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概括性,也与人们对经济结

构调整的现实直觉吻合(Poncet,２００５;杨建龙,２０１０).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经济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内在

体制性机制和核心问题所在,就不能对症下药.
吴敬琏(２０１１a;２０１１b)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始终不顺利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例如,政

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大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仍由行政定价并导致价格信号严重

扭曲;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

移,这些都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在上述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加

的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条件,其中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

业手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由于土地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商业用地时的

增殖收益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导致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

高,而劳动者报酬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占比却每况愈下.魏杰(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
中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０)提出将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政策措施,并

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一是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二
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均等化水平,中央政府负责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的、非市场化部分的最

基本公共服务,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逐级分担公共性相对弱一些的公共服务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２０１０).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全国经济合

理布局的要求,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正是由于土地要素市场的改革滞

后,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未有起色.土地等要素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价

格决定机制,要素投入的价格信号混乱,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技术进步或称全要素生产率)低下,
而且使原有土地相关权益拥有者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分享增长成果的机会.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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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调整所面临约束条件和内外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需要找准中国经济从“结构失衡的增长”转向“结构

协调的增长”所需的新的增长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实现经济

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其基本路

径就得依赖于要素市场化和技术进步驱动的高效工业化.不仅如此,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中日益

重视空间效率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红利.空间集聚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外溢、规模

效应,城市体系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这些均可以大大

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空间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

地理集中促使空间效率提升,其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技术效率改进、规模效应等.以城市

体系结构调整的深化改革而产生的效率提升,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的配置效率提升(即结构红利

或称“制度红利”),以及社会公平与环境污染减少带来的福利.
(一)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

按区域空间大小,地理集中产生的空间效率可分为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与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

率(Fujita,Krugman& Venables,１９９９;Fujita& Thisse,２００２).前者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

集聚带来的效率,它产生于市场规模在邻近空间上累积循环效应,此即“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后 者 指 的 是 城 市 经 济 学 意 义 上 单 个 城 市 规 模 带 来 的 效 率,此 即 “技 术 外 部 性”
(technologicalexternalities).新经济地理文献刻画了货币外部性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理论基础,并在规

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差异化产品与垄断竞争市场的结构下阐明了各地区迥异的空间效率是如何形成

的.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适宜应用于都市圈体系,都市圈中各城市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空

间效率将促进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总是取决于单

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若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或以某个主导产业为主,则该城市的

效率取决于其主导产业的规模大小,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地方化经济”(Marshall,１９２０).小地理范围的

空间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的规模,而且还取决于该城市产业的多样性程度.产业种类越丰富,
城市的空间效率越高,此种空间效率称为“城市化经济”(Jacob,１９６９).

现有文献虽还未从空间效率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说两者之间的联系基本是割裂

的,但讨论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的文献正在日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三个层次:一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布与决定因素(范剑勇,２００４;路江涌等,２００６);二是市场规模、产
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志刚等,２００６;黄玖立等,２００８;殷德生,２０１０;孙晓华等,２０１３);三是产

业集聚对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范剑勇,２００８;范剑勇等,２０１０;梁琦,２００９).
他们的总体结论是: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加大了

地区间收入差距.
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的研究目前正沿着三条扩展路径:一是随着我国近年来

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制造业的区位分布、空间效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结构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张
军等,２００９).二是侧重于宏观视角的城市体系与区域经济调整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对小地理范围空间效

率的忽视.三是现有文献正倾向于效率目标维度,未能有效地将经济可持续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二)城市体系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

在研究城市体系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空间效率时自然就涉及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从实际

的城市结构体系看,“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化特征相当明显(杨开忠等,

２００８;范剑勇、邵挺,２０１１).从政策选择的倾向上看,城市化方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小城

镇论”与“大城市论”两派.以费孝通(１９８４)为代表的“小城镇论”者认为,小城镇可将城乡两个市场连接

起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该主张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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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路的主流观点.“大城市论”者强调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认为“大城市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
中国应当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王小鲁等,１９９９).周一星(１９９２)对“小城镇论”与“大城市论”进
行了折中,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

的,据此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进入制度层面,并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紧密联系

在一起.例如,对于采取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理由是理论界讨论的规模效益或者其他经济理性的观

点受到怀疑.“小城镇论”者开始放弃“就地转移论”,强调小城镇发展应适度集中,主张发展县城或以县

域中心城镇为主(辜胜阻等,２００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叶裕民,

１９９９).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围绕城市化道路论争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陈甬军等,

２００９),强调经济集约、功能优化、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环境友好的统一.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化,但
可能代表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二是主体功能区的研究、编制与实施(肖金成,２００８),将中国国土划分

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并提出中国适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是位于胡焕庸

线东南部分.
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事实,选择分散式城市体系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

规模经济在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及其效率、土地资源节约、环境污染治理、公共设施成本分摊上均无法

发挥优势.发展特大型城市,尤其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群,这
种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在非农用地、资源供给、单位能耗与

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四、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重点

当前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调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对于经济结构的内涵、失衡的表现

以及调整的路径,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基于所有制结构来认识,有的将经济结构扩展到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结构,其总是离不开 GDP的来源结构.从 GDP的

支出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从GDP的收入法

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体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结构,即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的结构.从

GDP的生产法衡量角度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即各个生产主体对国民生

产总值的贡献大小,地区结构即各个地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大小,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

推进为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是从

GDP来源结构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协调(魏杰,２０１１),这种不协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费、投资

与出口的失衡;二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失衡;三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

间的失衡;四是地区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布局不协调以及城乡二元化加剧,因为城市化道路

的选择代表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昭示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的支出性结构最突出的失衡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保持一个合适比例和有效协调,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

赖于某一种动力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我国的 GDP平均增速相比以前提高了３６个百分点,但在这３６个百分点中,出口贡献了６３９％(魏
杰,２０１１).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需拉动型特征,但这种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

影响下出现了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经济

增速明显减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上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中国产品和

服务的国外市场份额不仅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呈下降趋势,而且还受到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

烈争夺.除了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特征外,经济的支出性结构中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府投

资.无论是１９９７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还是２００８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都是靠增加大量政府投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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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做法只能当作短期内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作为加快经济增长的常态战略.过度依

赖政府投资的手段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需要注意的是,过分依赖于出口与过

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往往是交替的,当出口下滑时,政府投资就大量增加.消费一直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我国总储蓄率由３５１％上升到５１８％,上升了１６７个百分点,而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总储蓄率基本维持在３５％~４０％,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储蓄率高出

１５３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
我国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阻碍消费需求的最核心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较

低、增速缓慢,这涉及到经济的收入性结构.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两个不同

步”上: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不同步;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政府的收入增长不同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在５０％以上,２００１年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一直降

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９７％;而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

GDP的比重,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１７％和３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７年１４２％和４６１％(魏杰,２０１１).发达国

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５０％左右,而中国不到１０％;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

的占比是５５％左右,而中国不到４２％,且呈下降趋势(魏杰,２０１１).居民的财政性收入与政府的财产性

收入相比,占比更小.有学者统计,我国大约有７６％的财产性收入掌握在国家手里,大概只有１/４的财

产性收入掌握在民间(魏杰,２００９).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也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高端制造业

的比重偏低;产业结构不协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其占 GDP比重一直在４０％~４３％左右徘徊,经济增

长仍倚重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严重缺乏;农业

等基础产业的风险抵抗能力较低.产业的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例
如,２００９年中国 GDP占全球总量的８％,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１８％、钢铁的４４％、水泥的５３％;经济增

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经济结构不仅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
且在后危机时代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面临着改变产业结构不

合理与一、二、三产业失衡等难点问题,而且还增加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的地区结构是GDP生产法衡量的重要体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

阶段.在空间效率优化、社会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的约束下,新时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

方向与路径如何选择,这是目前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地区结构是以城市化不断推进为

其表现形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市人口代表了区域经济的活力与规模,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昭示着区域经

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从实际的城市结构体系看,我国“大城市能级相对不足、中小城市蓬勃发展”的扁平

化特征相当明显(范剑勇、邵挺,２０１１;陈良文等,２００７).新近诞生的中小城市大多数分布沿海地区(许
征等,２０１０),多数中小城市是以制造业为主.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是制成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代价过

大、经济增长粗放等一系列弊端.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异或者说地区间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包括跨区域流动和区域内部流动的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上(万
广华等,２００５).这实际上暗含着,只要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消除或部分消除,地区间或城乡之间

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将得到缓解.
我国经济结构四个层次的失衡,虽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的体制性因素———政府主

导型增长模式.该模式就是政府控制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国民收入,过深地干预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机

理,有损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魏杰,２０１１).客观上说,政府主导型增

长模式对于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确实有显著效果,但当经济赶超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适时改变,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出口导向型增长和政府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交替现象的形成与政府过度使用行政资源密切相关.

例如,为了刺激出口,政府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涉及３０００多类工业产品,不少产品退税率达到１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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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了配合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人民币的三种价格———物价、利率和汇率———未能实现联动,价
格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失衡.

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也是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

国有经济的过度扩张.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了一半,但资产规模却增长

了１倍多,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租金等隐形补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间,这三

项补贴高达６万亿,而同期国企利润只有４９万亿,实际亏损１．１万亿(魏杰,２０１１).政府主导型增长

模式阻碍了居民收入与GDP、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在增长上的“同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国民

生产总值中劳动份额逐年减少,储蓄率不断增加,投资率不断提高,产能过剩也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

事实与发达国家卡尔多经济事实之一劳动份额不变的情形不相吻合.最新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

份额的变化与技术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紧密相关(Young,２００６;白重恩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李稻葵等,２００９;罗长远,２００８).
产业结构的失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

严重影响了各产业之间的市场调节机制.虽然垄断行业放开股权投资,但国有经济仍处于绝对的控股

地位,国有企业投资中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市场调整机制.
经济的地区结构失衡,尤其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样与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关.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

赖于对土地的征用,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

间激烈的 GDP锦标赛竞争,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土地与能源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了经济粗放式增长.
调整我国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重点就在于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的自主协调.其实,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为中国的

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顶层设计,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四个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中,首先要调

整的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结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增速缓慢导致消费无法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进而形成了出口、投资和消费之

间的结构失衡.出口和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行业的行政

性垄断和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以及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扁平化城市体系.

五、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

“结构失衡的增长”是经济赶超的必然结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张平等

(２０１１)还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据: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动员大量资

源配置到这些部门就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结构性的配置调整带来了明显的赶超增长(Jones&
Romer,２００９;Barro&SalaＧIＧMartin,１９９５;钱纳里等,１９８６).这在中国表现为三条路径:一是政府主导

的工业化,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工业部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工厂”.二是

经济开放实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入世”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成为第二大出口大国.三是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超５０％.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导

致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经济赶超的前期和中期大幅度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但非均衡的赶超模

式和经济规模在高增长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日益失衡.赶超带来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增长

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扭曲.
政府干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似乎是个常态,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东亚奇迹”,后进国家都是通过

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达到了 GDP快速增长的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科尔奈,１９９２;青
木昌彦等,１９９８;张平、王宏淼,２０１１),例如,严重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

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这些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

的共同问题,但在目前的中国又具有特殊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是

边转型边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规模已为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进行,如何在经济规模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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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中成功地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目前还没有先例.
“结构协调的增长”不仅要解决新的增长机制问题,而且要解决新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结构失衡

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

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即“结构协调的增长”既离不开原来机制的路径依赖(张
平、王宏淼,２０１１;张平等,２０１１),又必须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就在于,需要找到脱

胎于“结构失衡的增长”中某个增长机制并使其在“结构协调的增长”中成为可能,是否可能的判断依据

就是效率导向.投入驱动的增长向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变,必须排除阻碍市场机制和创新机制充分运行

的制度障碍.
新的增长机制或者说新一轮规模报酬递增靠什么推动? 总体来说仍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张平、王

宏淼,２０１１),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因素要从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与城市化又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征用,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供

应市场;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间形成激烈的GDP锦标赛竞争(沈坤荣、付文林,２００６;徐现

祥等,２００７).这些不仅导致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而且造成了“中小城市蓬勃发展”且又以制造业

为主的扁平化城市体系.这种局面既加剧了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又不利于空间效率提升和区域协调

发展.新的分配机制总体也是要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但要素市场的完善需要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

的突破口在哪里? 一般认为,在城市化率达到５０％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

的变化,公共福利目标成为政府主导性的目标(张平、王宏淼,２０１１).以城市化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
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但这需要解决好户籍制度改革

问题和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六、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基本路径

(一)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驱动的高效工业化

在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下,政府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过大的配置权力,并以 GDP增长作为政绩的

主要考核标准.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增加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为前提,土地掌握在地

方政府手里,资本或信贷资源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还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其结果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因此,高效工业化的驱动力首先

在于要素市场化.按麦迪森(２００１)的理论逻辑,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技术进步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依靠技术进

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的工业化才是可持续的、高效的(Helpman,

２００４).高效工业化道路不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尤其是市

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从劳动与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要素驱动模式若忽视了要素

市场的培育,那必将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
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封闭条件下完成的,要素是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

高效工业化总是以扩大经济开放为背景.开放是获取新知识、促进技术进步的有力手段.FDI和贸易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研发部门的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进而促进着内生技能偏向

的技术进步(殷德生等,２０１１);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市场开放度的提

高而升级(殷德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但此种获取方式要取决于一国甚至一个行业内企业间的各种差异,尤
其是技能劳动需求与供给、技术吸收能力和要素报酬差距.例如,中国若过分地依赖外资和追求新企业

的引进,忽视本地企业的“干中学”,这将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殷德生、黄腾飞,２０１０).高效工业化还

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的选择和减少环境污染中寻找经济结构转型的新途径.技术进步方向选择会影响

资本深化的方向和深度,而提高资本密集型部门比例却可能诱发不利于减少污染排放的经济结构变

化.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取决于效率取向的市场制度创新.目前上海自贸区就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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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要素市场效率的改革,其意义在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制度体系,实现要素在全球市场

的最优配置.
(二)空间效率驱动的高效城市化

城市化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着技术创新、服务经济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讲,
城市化率和投资率呈倒U形关系,城市化率和消费率呈U形趋势;随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经济结

构将由投资拉动演变为消费拉动,这个转折点通常认为在城市化率为６７％左右达到(张平、王宏淼,

２０１１;张平等,２０１１).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刚超５０％,正处于依靠城市化进程推动结构调整的黄金时

期,但与经济赶超时期投入导向的城市化不同,与“结构协调的增长”相适应的是效率导向的城市化.效

率导向的高效城市化倡导从扁平化城市结构向相对集中式城市结构发展,以同时实现空间效率提升、政
府主导增长模式改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目标.

范剑勇、李方文(２０１１)证实了我国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显著、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不足的特

征.目前我国的“大地理范围集聚明显、小地理范围集聚不足”现象导致了两对突出矛盾:中小城市过多

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协调;中小城市过多导致资源浪费.土地稀缺和规模经济决定了中国

城市体系须选择相对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体系.相对集中式城市体系不仅在非农用地、单位

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与该判断密切相关的证据是 Au& Henderson(２００６),而且

是解决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利益分享不公平、空间效率不高等经济隐患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相对集

中式城市化将促进政府对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带动消费主导的经济

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５０％以后,政府目标和约束条件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追求公共福利成为政府

的主导目标,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农民将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和报酬递增收益,这有利于实现

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另一方面,相对集中式城市化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从内部规模经济上看,由扁平化城市体系向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变,需要进一步促进大城市能级的提高,
发展特大城市.从外部规模经济上看,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引领若干个中小城市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城市

群.从整个规模经济上看,在城市群和特大型城市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要

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新一轮的制度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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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Progressin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
LiteratureReviewandPolicyImplications

YinDeshengandFanJianyong
(１．China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２．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

Abstract:Strategicadjustmentoftheeconomicstructureisthemaindirectionfortransformation
ofthemodeofeconomicdevelopment,whichdecides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 ．This
paperattemptstoreviewliteratureson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Ontheonehand,we
clarifythedrivingforceofChinasmacroＧeconomicgrowth,thedirectionofthestrategicadjustmentof
economicstructure,andtheeffectofspatialeconomicstructureadjustmentonmacroeconomicgrowth
quality．Ontheotherhand,focusingonthekeyanddifficultproblemsaswellasadvancingpathfor
enhancingthequalityofChinasmacroeconomicgrowth,wesummarizeaseriesofpolicyimplications
,whichincludethe way ofchangingthe governmentＧled growth model,new mechanism for
“structuralcoordinatedgrowth”,andthenewpathofstructuraladjustment．Weadvocatethatthe
drivingforceofeconomicgrowthfrominvestmentＧorientedtoefficiencyＧoriented,whichdependingon
efficient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

KeyWords:MacroeconomicGrowthQuality;EconomicTransformation;GovernmentＧledGrowth
Model,EfficiencyＧoriented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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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质量标准理论研究综述∗

蒋春华

摘　要:最近几年,重大质量事件频频发生,产品质量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问

题.最低质量标准是一种常用的质量管制手段.近３０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对最低质量标准对

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假设和选取模型的不同,研究结

论莫衷一是.本文将从信息不对称、市场竞争结构以及实证研究等角度对最低质量标准研究

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最低质量标准;信息不对称;价格竞争;产量竞争;管制

最低质量标准是一种常用的产品质量管制手段,进入市场的产品或劳务必须符合政府部门规定的

最低质量要求.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包括工业产品的安全标准,如电器、汽车、健康护理设备;纺
织品、食品、药品的含量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工作场所设备的工效学要求;环境相关标准,如
能源或燃料标准、材料处理或回收要求(Kuhn,２００７).那么,为什么自由放任的市场不能提供社会最优

的产品质量水平,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对产品质量进行管制? 传统上,芝加哥学派是反对政府

制定最低质量标准对市场进行管制的,因为这种管制违背自由主义原则,并且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

(Friedman,１９６２;Stigler,１９７１)①.而Leland(１９７９)发表了«庸医、“柠檬”、职业执照:最低质量标准理

论»一文,针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如职业执照)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

问题,可以改进社会福利水平,给最低质量标准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篇开拓性的论文发表之后,
又重新燃起了经济学家对最低质量标准研究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大量相关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文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由于产品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最低质量标准

可以缓解此过程,增加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部分是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

会福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对比第

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的主要研究结论,发现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十分依赖于模型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

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和研究展望.

一、逆向选择与最低质量标准

Akerlof(１９７０)研究表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以及严重的市场失灵.比

如,在产品市场上,卖方比买方掌握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买方利用市场的一些统计数据来判断他们将

要购买的产品的质量,并且愿意以平均质量的价格水平支付购买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高于平均质

量的产品将退出市场.由于高质量产品退出市场,导致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下降.如此,买方愿意支

付的购买价格也随着平均质量下降而下降,结果导致更多高质量的产品继续退出市场.如此循环反复,
直到最后,产品市场上只剩下低质量的产品.Akerlof解释了市场上低质量产品排斥高质量产品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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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１９６２)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论著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职业执照”,这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最低质量标准,并且其中特
别论述了行医执照.他认为,即使在医药领域颁发执照比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如此做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由国家机关颁发执照也是不
可取的.Stigler(１９７１)认为持有执照才能从事某一职业,是利用政治过程改善一集团经济环境的方法;因为无照营业是触犯刑法的,执
照成为一种有效的进入壁垒.



制,给出了低质量产品为什么能够排挤高质量产品的一种信息不对称解释模式.这与“劣币驱逐良币”
的格欣雷法则(GreshamsLaw)在原理上非常相似.

当然,对于信息不对称理想的补救办法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在一些情况下,重复购买、产品标示

和其他一些形式都可以减少或消除不对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消除信息不对称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成

本.所以,应该寻找减少质量扭曲更经济的方式.除了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干预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

具.Leland(１９７９)表明最低质量标准可以解决逆向选择的现象.他研究发现:如果卖方提供产品或服

务的机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减函数,最低质量标准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卖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机

会成本是质量水平的增函数,那么市场对质量变化更敏感,需求弹性和提高质量的边际成本更低时,最
低质量标准更可能使社会福利水平增加.但是,如果职业执照或者其他最低质量标准形式限制进入的

话,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影响.并且如果质量标准是由同行(或行业)自己设置,标准很有可能会过高.
与Leland模型不同,Shapiro(１９８３)假设产品质量是内生的(exogenous),他研究完全竞争但信息

不完全条件下,厂商的产品质量选择.模型假设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能观察到各个厂商产品的质量,只
能根据该厂商在上一期提供产品的质量来预期下一期产品的质量.预期的产品质量不同,消费者的支

付意愿也不同,或者说出价不同.每个厂商都可能削减当期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这
就是所谓的“弃信战略”(flyＧbyＧnight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厂商的声誉,使消费者对该

厂商下一期产品质量的预期降低,支付意愿也随之降低.所以,厂商为了用激励保持良好的声誉,会提

高当期的产品质量,这就是所谓“守信战略”(faithfulstrategy).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减少当期的利

润.因此,厂商必须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进行权衡,使厂商长期利润最大化.均衡的需

求表中,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会高于厂商的生产成本,Shapiro把它定义为溢价(premium).溢价可以看

作声誉的回报或者保持质量的激励.法律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越高,高质量的溢价越低(因为最低质量

高的话,弃信战略就缺乏吸引力),提高质量标准时就存在正的“信息外部性”.提高最低质量可以降低

高质量产品的均衡价格,因此增加使用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的剩余.但是,本来选择购买低于质量标准

产品的消费者会产生直接损失.所以制定最优的标准时必须对收益与损失进行权衡.

Garella和Petrakis(２００８)研究了最低质量标准与消费者信息的关系.与一般模型不同,他们同时

考虑了横向差异化和纵向差异化,以及两家厂商和多家厂商等各种不同情况.模型假设消费者的信息

是不完全的.每个消费者可以知道自己的消费效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受到信息影响,但是模型中厂

商没有进行任何可以消除信息影响的认证活动.厂商博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质量水平,第二

和最后阶段选择价格.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厂商是对称的,导入最低质量标准总是能够提高均衡质量,
增加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观察到的平均期望质量增加,提高了厂商改善质量的投资回报.最低

质量标准使社会总福利增加.如果厂商是不对称的,低效率的厂商改善产品质量的成本更高.在一个

不受管制的行业里,均衡时存在不同的产品质量水平.本质上,最低质量标准对质量和利润的影响与对

称情形下相同.

二、价格竞争

与以上从信息不对称假设下考察最低质量标准的合理性不同,目前大多数文献是从市场结构角度

研究最低质量标准对厂商行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假设市场结构为双寡头垄断市

场.在这个市场上,厂商可以进行价格竞争或者产量竞争.本部分先综述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时最低质

量标准的福利效应,下一部分再综述进行产量竞争时的福利效应.
(一)静态分析

Ronnen(１９９１)考察了在一个厂商面临质量与价格竞争的行业中,实施最低质量标准的结果.虽然

高质量厂商在有管制时也会满足标准,但是标准的实施仍然会使他们提高质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减轻价格竞争,因为实施标准之后低质量厂商为了符合标准必须提高质量.最低质量标准限制了

厂商可以进行质量差异化的范围.因此,最后价格竞争加强,价格降低.由于更高的质量和更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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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hedonicprice),与没有管制时的均衡相比,全部消费者的状况都变得更好,更多的消费者进入市

场,全部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包括在没有管制时也会消费产品质量高于标准的消费者———都选择更

高的质量产品.这与Shapiro认为原本想购买低于标准的消费者会出现直接损失的结论不同.还有一

个与前人研究结论完全不同的惊人发现:实施标准之后,由于标准约束了低质量厂商的行动空间,这反

倒给予他们战略优势,使他们状况可能变得更好;而高质量厂商由于遭受了更加强烈的价格竞争,使他

们状况变差.相反,在Leland模型中,因为低质量卖方不能符合标准,被迫退出市场,他们的状况变差;
因为市场价格上涨,高质量卖方状况变好.在Shapiro模型中,完全竞争下降本来就不存在异常的回

报,因此全部卖方的状况都不变.
与前人研究结论不同的很大原因在于竞争环境假设的不同.在Ronnen(１９９１)模型中,寡头垄断市

场结构中的厂商进行价格竞争(由于固定成本假设),Leland(１９７９)模型和Shapiro(１９８３)模型中,厂商

是价格接受者.在Leland的“柠檬市场”里,潜在进入者的质量是外生给定的;在给定市场价格和机会

成本(外生的)条件下,厂商只需要决定是否进入.Shapiro文中,每一质量水平下,有无数多的潜在进入

者,并且不存在固定成本,暗示着单个卖方对价格没有影响.因此,这两个模型都没有注意最低质量标

准对价格竞争程度的影响.

Crampes和 Hollander(１９９５)研究表明,如果厂商生产的固定成本为零,在单位成本随着质量递增

的双寡头垄断市场,适当的最低质量标准可以提高生产低质量产品厂商的利润.相反,质量标准实施时

高质量厂商会有利润损失.总的来说,这与 Ronnen模型中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消费者福

利.只有当高质量厂商对竞争对手质量选择的反应是不敏感时,全部消费者才会都变好.否则,对质量

评价低的消费者会有损失.当高质量厂商的质量反应小于低质量厂商的质量增加值时,实施适当的最

低质量标准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低质量厂商的利润而降低其竞争对手的结论,与直

觉不吻合,也与研究者观察到的行业情况相矛盾,他们对其中原因进行了解释.在现实中,在一个行业

当中实施质量管制时,只有高质量的生产商会支持,低质量生产商是不会支持的.这可能表明,假如高

质量厂商不提高质量的话,低质量生产商会有损失.如果质量成本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沉淀成本,高质

量的生产商将难以提高质量.

Kuhn(２００７)通过市场份额和利润来确定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以此讨论最低质

量标准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影响.研究表明,偏好和成本结构同时决定市场支配模式和最低质量

标准的政策结果.当基准收益(baselinebenefit)相对于质量的支付意愿足够高时,低质量处于市场支

配地位,最低质量标准减少社会福利.① 当基准收益处于中等水平时,低质量相对高质量的市场份额

大,但利润小,最低质量标准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不确定.只有当基准收益相对于支付意愿足够低

时,高质量处于市场支配地位,最低质量标准才能增加社会福利.因此,可以根据观察到的市场支配模

式,推测最低质量标准的政策影响.由此可见,Ronnen(１９９１)的结论只有在高质量处于市场支配地位

时才成立.
(二)动态分析

Haeckner(１９９４)指出,最低质量标准可能造成有害影响:它增加了串谋的稳定性.在伯川德市场

结构里,外生的质量只影响生产的固定成本,厂商的产品越相似越容易维持串谋.如果高质量厂商在更

大水平的差异化下获得的竞争利润更大,那么串谋的可能性降低,背离的激励更大.因此,在静态视角

下有利的在动态下可能是有害的.

Ecchia和Lambertini(１９９７)的论文对前人研究进行两个方向上的拓展.第一,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最低质量标准内生化;第二,考虑由于标准减少产品差异化可能引起厂商进行串谋的行为.在双寡

头垄断市场模型中,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可变成本是质量的凸函数,固定成本外生给定.
研究表明,标准选择内生化增加社会福利,低质量厂商和低收入消费者的所得超过高质量厂商和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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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uhn(２００７)的模型与传统模型不同,它假设消费者除了获得质量相关的收益(qualityＧrelatedbenefit)之外还能得到与质量无关
(qualityＧindependnet)的基准收益.



消费者的损失.并且还证明如果消费者收入足够高的话,采用标准可以使厂商价格串谋更加困难,因为

收入增加时,产品更易于替代.这个结果与 Haecker(１９９４)的发现相反.如果改善产品质量与可变成

本相关,除了由于市场产品质量提高可以获得静态福利之外,最低质量标准还可以在长期中提供由于促

进竞争带来的利益.

三、产量竞争

如果厂商在博弈最后一个阶段不是进行价格竞争,而是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对社会福利的

影响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一)静态分析

Valletti(２０００)考察了产量(古诺)竞争下的最低质量标准.与 Ronnen(１９９１)假设厂商在博弈最后

一个阶段进行价格竞争不同,模型假设在投入一定质量开发成本之后厂商进行产量竞争.研究发现,在
产量竞争下,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因此,引入最低质量标准产生正的福利效应的政策含

义不能在任何模型中都成立.在选择不同模型时必须首先搞清楚行业具体情况.在厂商设置生产安排

远远先于产品投放市场销售的行业中,可以假设厂商进行产量竞争,例如,世界能源市场、汽车市场和交

通运输行业.相反,在其他的制造或服务行业,不受产能约束影响,厂商更自然地被认为进行价格竞争.
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质量开发产生固定成本,Ronnen(１９９１)的分析才更合适.这个研究发现加深了

Constantatos和Perrakis(１９９８),Maxwell(１９９８)和Scarpa(１９９８)等人提出的对价格竞争模型中实施最

低质量标准时产生有利影响的怀疑.Constantatos和Perrakis表明最低质量标准福利影响关键在于质

量选择的时机.Maxwell研究证明最低质量标准会减少厂商进行创新的激励,导致更低水平的社会福

利.Scarpa研究了三个厂商时的情形.
Jinji和 Toshimitsu(２００４)对 Valletti(２０００)模型进行扩展,考察结论的稳健性.第一,厂商之间的

对称一般化为不对称情形.所谓不对称指的是不同厂商改善产品质量时的成本是不同的.这种扩展从

实践角度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真实世界里,更可能的是在同一个行业中不同技术的厂商同时存在.第

二,放松厂商的质量排序(qualityordering)是外生给定的假设.因为在纵向差异化双寡头垄断模型中,
在质量选择阶段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质量排序是内生决定的.他们重新考察在质量排序内生时

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当两个厂商之间的技术差距足够大时,低技术厂商没有激励生产相对高质量的

产品,因此在质量选择阶段均衡是唯一的,尽管质量排序是内生的.因为这种情形与质量排序外生给定

时的对称双寡头垄断非常相似,所以他们主要关注技术差距不大时在质量选择阶段多重均衡的情形.
然而研究发现,质量排序内生给定时的结果与 Valletti(２０００)模型相比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二)动态分析

在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价格竞争,那么适度的最低质量标准被认为对社会是有

利的,而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产量竞争,一般被认为是有害的.Napel和 Oldehaver(２００９)认为这两分法

只有在静态条件下才能成立.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质量标准也可能是增加福利

的.在没有管制时,均衡质量的扭曲降低单次博弈环境下产生的总剩余,也减少重复博弈时厂商之间进

行串谋的吸引力.因此,最低质量标准可以阻止串谋或者破坏其稳定,产生动态效率.在一定的条件

下,这些收益超过最低质量标准的静态成本,也就是说,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了总剩余.如果允许进行单

边支付(sideＧpayment),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在简单的最低质量标准的基准情形下得到.当然,他们也

承认研究结果不能期望在任何厂商成本结构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下都成立.关键是,其他促进竞争的政

策工具存在,它们可能比最低质量标准能更有效、更经济地阻止串谋行为.但是,不能保证这些政策工

具不会产生经济扭曲(如游说、贪污腐败、欺骗等);另外,引入最低质量标准可能还存在其他好的理由,
如交通或者通信等行业的技术溢出,公共卫生或消费者安全的考虑,贸易政策战略等等.

四、实证研究

大多数实证研究在估计最低质量标准对总供给减少的影响,但不是很关注其对价格与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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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护理服务行业和劳动力市场.Wiggins(１９８１)研究发现更严格的管制减少新

药的引入率和研究经费.Carroll和 Gaston(１９８１)研究发现执业许可制度明显减少了专业服务市场执

业许可证的存量.Gormley(１９９１),Lowenberg和 Tinnin(１９９２)研究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量标准减少

了每个儿童人均可用的儿童护理职位.Blau(２００３)从供给方角度研究妇女被雇佣从事儿童护理员的概

率,他发现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显著地影响最低质量标准的效果.如果排除州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管制

严格度综合指数对儿童护理供给有正面影响,但是如果包括这些固定效应的话,就没有影响或者为负面

的影响.

Chipty和 Witte(１９９７)以及Blau(２００７)使用有限厂商样本,观察卖方行为.Chipty和 Witte采用

了１９９０年美国“国家儿童护理调查”的大约１０００家儿童护理中心的横截面数据,发现更严格的最低质

量标准减少厂商给一定细分市场提供服务的可能性,尤其是婴儿护理.最低质量标准没有导致降低提

供的服务水平,厂商倾向于增加服务的平均质量和最高质量.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厂商试图缓和价格竞

争,希望与同样被管制的竞争对手的差异化更大.Blau(２００７)使用美国四个州儿童护理中心详细的横

截面调查数据.他发现最低质量标准对投入品使用有一些影响,但是当包括州的固定效应时,价格或者

质量的正面效应不稳健.特别是,更严格的管制使儿童护理员的工资下降,表明护理员能够忍受管制的发

生.

Hotz和Xiao(２００５)研究了最低质量标准对职业执照的影响.他们发现职业执照限制工人的劳动

供给,使得到职业执照的工人工资增加,但是对产品或者服务质量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这个领域中

的研究障碍主要在于数据的获得.厂商的营业执照和工人的职业执照,这两类最低质量标准有细微的

区别.对于厂商来说,进入、退出和竞争是重要问题.另外,实施最低质量标准也许对雇员和雇主的影

响是不同的.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如果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合适的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
在静态环境下,如果厂商进行价格竞争,最低质量标准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厂商进行产量竞争,最低

质量标准会减少社会福利;在动态环境下,最低质量标准的影响结果不确定.一言以蔽之,实施最低质

量标准的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但这不是政府对市场进行质量管制的充分条件.因为,按照公共选择

理论的观点,政府也会失灵.所以,通过综述可以发现未来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前人研究都有一个隐含假设:政府是“仁慈的计划者”,并且实施标准不存在任何成本,也没有

监督困难.如果假设政府同样是经济人,标准由政府来设置,那么由于种种原因,标准可能会有意设置

得过高或过低,没有达到社会最优.比如在一个对政府不作为没有严格问责的社会里,政府可能会设置

过高的标准,留出寻租空间,使执行人员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利益.
第二,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消费者的偏好时间不一致,自我约束成为了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焦点.因

为人的 理 性 “缺 陷”,自 由 家 长 主 义 (libertarianpaternalism)① 或 非 对 称 家 长 主 义 (asymmetric
paternalism)②成为一种新的管制理论基础.人们在有些时候会自愿地减少选择集.如果消费者在选

择产品质量时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通过限制低质量的产品进入市场,可以使消费者获益.
第三,国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我国政府在很多行业都已经实施最低质

量标准,但是实际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所以,细致收集国内市场数据,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是一个非

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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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涉及胁迫,最有激情的自由主义者也能接受的某些家长主义可以称之为自由家长主义(Thaler和Sunstein,２００３).
非对称家长主义的管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

以成本(Camereretal．,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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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政府信息质量的年度观察∗

孔繁华

摘　要:通过对中央相关部门网站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

查询和分析,发现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由制度建设转向行为规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由新成

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标准信息的公开是２０１２年的一大亮点.但问

题依然存在,信息发布主体混乱的情况没有改进;相关部门缺乏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准确把握;
信息发布内容不全面;不能完全做到及时发布;公布的信息与公众需求差距巨大.提高食品安

全信息公布的质量,应细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分类;基于“谁管理、谁发布”的原则理顺监管机关

的信息发布职能;强化省级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平台建设,将食品安全白皮书作为一种常态化的

形式予以固定.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府信息;信息质量

食品安全风险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的不对称(杨永清,２０１２).食品安全信息可分为厂商主导信息、消
费者主导信息和中性信息(政府、媒体和消费者组织)等三大类(HornibrookS．A．,McCarthyM．,Fearne
A．,２００５).以政府为主体发布的中性信息因其客观性、中立地位而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由政府发布

的食品安全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发布方式上看,可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公开原

则是食品安全化的重要保障,是对食品安全行政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既是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的需要,也
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需要,更是保障和实现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参与权的需要.”(王贵松,

２００９)“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作为信息规制工具的重要内容,可以对交易主体起到间接干预的作用.”
(应飞虎、涂永前,２０１０)本文立足于主动公开的范畴,对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政府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一、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年度状况

(一)中央机关食品安全政府信息网络公开概况

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３年４月７日发布的«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国办发[２０１３]２５号)明确

提出: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机制,加强信息发布前的相互沟通,确保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归口发布.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及时、客观、准确发布权威

信息,回应社会关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前,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主要有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环保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粮食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１３个部门.卫生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

监管局等６个部门是直接具有行政执法管理职责的部门,其他组成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职责仅是部分

涉及,比如盐业管理由发改委负责.笔者通过对中央政府部门的网站尤其是上述六个直接具有行政执

法管理职责的部门网站进行查询,分析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情况.

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利用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等媒体或形式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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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监管政府信息(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２).例如,在网站建立“处置

铬超标药用胶囊”专题专栏,及时向社会发布工作动态、监督抽验情况,并适时介绍相关科普知识;开通

“中国药监”官方微博,通过这个平台介绍食品药品监管的有关政策;发布“四品一械”(药品、保健食品、
化妆品、餐饮食品及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预警信息,解答公众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据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２０１３年３月后原由卫生部负

责公布的重大食品安全信息改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公布.然而在该局网站“专题专栏”栏
目中,仅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顿”部分与食品相关,其余均是与药品相关的信息;同样在“公众服务”
栏目中,警示信息也只涉及药品.可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无论从广度

还是深度上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

２．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在食品安

全信息领域的职责相对单一,其内设机构“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司”专司与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相

关工作.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原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标准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

[２０１２]７７号),明确推进食品安全标准的信息公开是其信息公开的重点.通过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司网站的查询,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其网站公布的食品安

全信息主要包括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标准信息两大类,其中与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信息是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的重点领域,去除各种会议类的通知外,发布的与食品安全

标准直接相关的公告、规范、复函类信息共有６０条.«卫生部２０１２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指

出,其在食品安全政府信息公开上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是:“加强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公开,明确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和责任分工,将信息公开与知识普及、公众交流紧密结合,引导广大

群众正确认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卫生部,２０１２)

３．农业部

农业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负责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职责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

理;负责畜禽屠宰环节和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试行)»(农质发[２０１０]１０号)的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的主要内容包括:(１)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监督抽查、专项监测结果等信息;(２)农产品因生产引起的质量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等信

息;(３)消费者或媒体反映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等信息;(４)其他依法由农业部

门发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与上述职能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分散在农业部网站不同栏目中.其中

“转基因权威关注”和“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两个热点关注专题系统介绍了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食品安全

信息,是农业部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亮点.

４．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

的监督管理;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和监督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应当收集、
汇总进出口食品安全信息,并及时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境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对

我国境内造成影响,或者在进口食品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应当及时

采取风险预警或者控制措施,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当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

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审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活动的监督检查.从这一职能分工上来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职责是“保健食品广告活动的监督检查”.在其网站的“监管执法”栏目中,有两

个栏目与食品安全相关,分别是“食品安全监管”和“广告监管执法”,前者主要发布的是流通环节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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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信息.机构改革后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已划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显然这

一职能的转移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积累监管经

验　丰富工作成果　全国工商系统食品安全治理整顿效果明显»中称:“截至２０１３年３月底,全系统共

查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案件５２万件,案值２１．８８亿元,移送司法机关５０９件.”随着职能转移的完成和

理顺,以后这类信息将不会再出现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网站,剩下的只是与“保健食品广告”监管

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考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期间食品安全信息公开

的情况,“广告监管执法”的信息公开做得比较好;但至少在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机构改革之前,
在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上比较欠缺,至今无法在其网站上查到“流通环节食品抽检合格率”等
类似的重要信息.

６．商务部

改革后的商务部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拟订促进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划

和政策”,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酒类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并将生猪

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从机构职能上来看,商务部涉及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比较单一,重
点在拟定发展规划和政策,不涉及具体的行政执法和监管.发展规划和政策在行为上的表现多为通知、
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该类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畴,在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可以查

询.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２０１３年商务系统食品安全工作要点»,这是中央国家机关中

唯一一个针对食品安全出台工作要点的部门.
(二)食品安全事故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食品安全事故信息的公开,对于防范社会食品安全恐慌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此方面的信息公开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地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１．食品安全事故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食品安全事故是指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

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共分四级,即特别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较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一般食品安全事故.然而,«国家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对不同级别食品安全事故的具体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地有关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的规定有百余件,对不同级别食品安全事故的规定大同小异.最近的是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西安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西安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市政办发[２０１３]７８号).按照«西安市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１)受污染食品流入２
个以上省份或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造成特别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或经评估认为事故危害特

别严重的;(２)国务院认定的其他Ⅰ级食品安全事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Ⅱ级):(１)受污染食品流入２个以上设区市,造成或经评估认为可能造成对社会公众健康产生严重

损害的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的;(２)发现在我国首次出现的新的污染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造成严

重健康损害后果,并有扩散趋势的;(３)一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０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
或出现１０人以上死亡的;(４)省级以上政府认定的其他Ⅱ级食品安全事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较大食品安全事故(Ⅲ级):(１)受污染食品流入２个以上县,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２)一起

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１００人以上,或出现死亡病例的;(３)市级以上政府认定的其他Ⅲ级食品安

全事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１)存在健康损害的污染食品,已造成

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２)一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９９人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３)县级

以上政府认定的其他Ⅳ级食品安全事故.

２．食品安全事故(件)信息公开状况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日原卫生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的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卫监督发〔２０１０〕９３号)的规定,涉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应公布“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地和责任单位基本情况、伤亡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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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救治情况、事故原因、事故责任调查情况、应急处置措施等”.２０１２年期间,媒体报道的“食品安

全门”众多,但这些只能被称为“食品安全热点”,而无法定性为食品安全事故,有的甚至不构成食品

安全事件(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３).而哪些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问题构成“食品安全事件”和“食品

安全事故”,缺乏官方的权威数据.这一信息的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领域的不足.
“镉”大米事件是２０１３年上半年食品安全事件之一,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政府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

信息公开方面的失职却不容忽视.据«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报道:“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发布２０１３年第一季度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检测结果,总体合格率为９２９２％,其中米及米制品

的合格率最低,仅为５５５６％,不合格项目即是‘镉’.此次广州市食药监局共抽检广州市餐饮环节食

品及相关产品共３６７批次,检验合格３４１批次,合格率为９２９２％.其中抽检食品及其原料３１０批

次,经检验合格２８７批次,合格率为９２５８％;抽检餐饮具５７批次,检验合格５４批次,合格率为

９４７３％.此次抽检米及米制品合格率最低,共抽检１８批次,其中１０批次合格,合格率为５５５６％,
不合格的８批次原因都是镉含量超标.对于广州具体哪些餐饮单位的大米镉超标不合格,广州市食

药监局负责人表示,只公布数据,暂不便公布具体名单.”该事件曝光后,公众一再呼吁政府部门公开

相关的具体信息.经公众质疑后,广州市食药监局公布了相关单位.但对于不合格食品的流向,各
地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关系老百姓食品安全的信息成了有关政府部门“不能说的秘

密”.“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广州市食品监管部门发布相关食品安全的消息后,在社会各界的不断追

问下,从最初的不公布涉事企业,到有条件地公布部分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申明有些生产企业、
品牌不便透露———挤牙膏式的信息发布不仅没有消除消费者的担忧,反而激起更大范围的质疑”(郭
振纲,２０１３).由于缺乏官方的信息,“镉”大米的来源、影响范围、受影响人群及结果等信息无从得

知,更增加了公众对食品的恐慌情绪.

二、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年度特征

(一)信息公开由制度建设转向行为规范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以及诸多地方食品安全信息公

布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构成了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的基础性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的出台集中

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基本完成了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架构.步入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后,有关食品

安全信息工作的重点由“创立规则”转入“具体行动”的阶段.从规范数量上来看,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３
年７月期间,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中央和地方性规范仅有三个.但从行动上来看,以国家卫生和人口计

生委为例,基本上每月都有相关信息发布,不再出现像以往集中发布信息或一段时间内没有信息的不规

范做法.
(二)信息发布主体随机构改革而变化

按照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组建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其主要职责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等.机构改革方案调整了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相应地,以往应由各部门发布的食品安全信

息,也随着职能的转移,由新部门行使.以往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机制实行“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由卫生

部统一发布、“日常食品安全信息”由其他部门分散发布的机制.机构改革后,重大食品安全信息由新成

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国办发〔２０１３〕２４号)明确规定其内设的“新闻宣传司”负责“拟订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承担

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新闻和信息发布工作”.其他食品安全监管信息仍由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公安部等部门分别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发布.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方面负有主要的责任,但
由于该机构刚成立不久,职能尚未完全理顺,其在信息发布方面重药品信息而轻食品信息,希望这种状

况在下一个报告期能有所改进.重新调整职能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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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相对单一,在信息公开领域与以往相比也有更多的作为,在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清理和公开方面

的工作成为一大亮点.这也是中央部委涉及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中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最好的

一个部门.
(三)标准信息得到重点公开

我国已有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标准近１９００项;«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相关部门及

时开展标准清理整合工作,新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１８５项,清理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指标２１９３项.但

一方面“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部分食品卫生标准、质量标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以及行业标准存在缺失、滞后、重复以及相互矛盾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２);另一方面食品安全

标准的公布凌乱、分散,难以查找.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卫生部发布«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标准信息公开工

作的通知»(卫监督发[２０１２]７７号),强调:“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依据职责主动公开以下食品安全标准信息:(１)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食品安全企

业标准备案规定;(２)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划;(３)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年度计划;(４)食品安全标准征

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文本;(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解释

材料;(７)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食品安全标准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
“本部门网站、部门微博客、信息公开栏、电子屏幕等方式,公告、公开发行的信息专刊或者编印资料等,
食品安全宣传周、开放日等重大食品安全宣教活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１２３２０’卫生热

线电话,其他便于公众获得信息的方式.”据统计,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有关食品安全标准信

息近６０条.
(四)安全信息呈专题化发布的趋势

食品安全信息庞杂、类型众多,无论发布机关还是公众都容易陷入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而无从着手,
食品安全信息的类型化和专题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专题化的信息一目了然,便于公众

查阅和利用.以往食品安全信息更多地分散在相关政府网站的不同栏目中,查阅起来既费时又费力.
目前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专门性的食品安全信息专栏开始增多,例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风
险评估信息”、“风险警示信息”,农业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专栏、“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等.

三、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信息不对称仍然是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的基本特征.
(一)信息发布主体的职能没有完全理顺

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布机关应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应政府部门.根据«食品安全法»«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些部门主要包括食品和药品监督管

理、卫生、农业、商务、质量检验检疫、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这些部门负有收集、制作、发布食品安全信

息的职责,公众具有知悉相关信息的权利.“在食品安全信息领域,市场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依靠

政府矫正食品安全信息的严重偏在,就成为维护食品安全消费的必然选择.”(赵学刚,２０１１)而当上述部

门履行职责不充分的情况下,权威的食品安全信息的缺位就会导致信息混乱.２０１２年的食品安全热点

事件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下页表１显示,在１２个食品安全热点问题中真正属于食品安全事件的只有“可口可乐含氯门”.

虽然许多事件最终被证明为非食品安全事件,但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法定的政府部门

外,其他主体是否有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权利,如果违法发布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的法律对

这些问题没有规定.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需要遵循依法、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公正、严格程序的原则,
最终目的应当是,有利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利于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
利于引导正确的市场消费和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马立群,２０１２).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主体混乱这一

问题一直存在,目前的情况虽有一定程度的改进,但总体上没有根本改变,有的信息没有责任主体,
有的信息重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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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年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

时间 热点 专家 专家解读

３月 螺旋藻铅超标 陈　峰 媒体误用标准,做出不当判断,不经核实即公布,非食品安全事件.

４月 “明胶门” 孙　颖 老酸奶、果冻添加工业明胶一事没有依据,非食品安全事件.

４月 立顿“农药门” 陈　卫 判定依据有误,不属于食品安全事件.

４月 可口可乐含氯门 孙宝国 企业生产过程管理和控制不到位,属于食品安全事件.

６月
古越龙山黄酒被检测含氨基甲

苯酸乙酯
熊正河

目前尚无根据判断黄酒中的氨基甲酸乙酯(含量)是否存在潜在致

癌风险,因此,为非食品安全事件.

７月 今麦郎“酸价门” 元晓梅 检验机构收回检验报告并声明无效,非食品安全事件.

８月 “荧光物质超标” 王天竹 符合我国相关标准的纸容器能够基本保证食品的安全.

８月 张裕葡萄酒农残超标 史贤明
媒体报道不全面,受检的几种葡萄酒中的农药残留没有超标,属于

合格产品.

８~９月 “硼砂问题” 魏益民 执法不当导致的舆论炒作事件,不属于食品安全事件.

９月 光明奶酪宝宝杯被指含禁放物 李　宁 需要按照相关规定批准后方可使用.

１０月 “肯德基汉堡细菌超标” 刘秀梅 标准引用有误,判定依据不足,非食品安全事件.

１１月 白酒“塑化剂超标门” 徐　岩 判定依据不足,非食品安全事件.

　　注:信息来自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３年.

(二)缺乏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准确把握

虽然«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信息的内涵,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对什么是食品安全信息仍缺乏准确的把握,将食品安全信息与新闻报道、通讯、评论等混同,置于

同一类信息予以发布难以准确区分,导致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利用与查询大打折扣.食品安全信息的外

延应涵盖:(１)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信息,对食品安全总体趋势进行分析预测、预警的信息;(２)食品安全日

常监测信息,主要是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日常监测获得的反映本地、本系统相关食品安全现状的信息;
(３)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信息,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措施、规划部署、方案实施、地方性立法、标准制定与

修订、监督检查、检测检验、风险监测与评估、专项整治、督办案件查处、重要会议、领导重要批示、工作动

态等信息;(４)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包括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举报投诉、重大食物

中毒、突发食品污染事件及人畜共患病等涉及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５)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及信

用信息,包括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营业执照、认证和信用等信息;食品安全体系

建设,主要包括工作机构、宣传培训、信用体系建设、重要项目建设、科研成果及其应用;(６)食品安全舆

情,媒体报道或反映的可能或已经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以及其他重要的食品安全信

息.但政府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内容狭窄、信息质量不高,政策性信息、新闻媒体信息的披露偏

多,深层次信息较少,多数信息采摘自报纸、网站等媒体,导致食品安全信息与新闻报道等内容鱼龙

混杂.
(三)信息质量不高

«２０１２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６号)明确将“推进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作为

２０１２年重点推进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之一,强调:“加大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力度,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专项检查整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查处等日常监管信息以及风险评估和风险警示信息原则上都应依

法公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标准公开,拓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标准起草的渠道,
进一步做好征求公众意见工作,提高公众参与度.”国务院的工作安排明确将上述六类信息作为重点公

开的食品安全信息,并规定由“食品安全办、卫生部牵头落实”这项任务.从整体来看,“食品安全总体状

况”是对一定区域内食品安全情况的总体评价,属于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内容,但至今从中央到地方都

缺乏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对比国务院的规定,上述六类食品安全信息虽有发布,除食品安全标准信息

相对较多而且集中外,其他重点推进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状况与规定相去甚远,无论在点上还是面上都

不全面,大部分信息零散、不全面.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以以预防为主的预警、预测信息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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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从我国政府信息发布的内容及范围来看,主要以检验检测、综合监督、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安全

政策等事后处理结果信息为主,对信息的预测分析严重不足,缺乏对危机、危害的事前预警信息的披露

(李红,２０１１).由于监管机关的不作为和不充分作为,导致权威信息缺失.从具体事件来看,诸如“镉大

米”这类食品安全信息至今仍不全面.“对于突发性的诸如镉超标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出现‘失
语’,而是应该积极回应各方质疑,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供各方参考,譬如包括不合格食品的品牌、生
产单位、销售单位、最终流向等,均应如实客观地公之于众”(廖海金,２０１３).

(四)不能完全做到及时发布信息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均要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

确、及时、客观.尤其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政府应第一时间公布信息.然而在实践中,很多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后,政府网站的反应速度总是慢于媒体、网
民,甚至会出现政府公布的信息与媒体信息相矛盾的情况.在公众对政府信息总体持怀疑态度的情况

下,更加深了这种矛盾.以“问题大米”事件为例,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监

测结果,但对于具体哪些餐饮单位使用这些大米,广州市食药监局表示,只公布数据,暂不便公布具体名

单.在引起公众巨大质疑后,广州市食药监局马上回应公布了相关单位.该事件最终以相关部门公布

信息而结束(谭琳玲,２０１３),但信息的公布是在公众的压力下而为,没有做到“第一时间”公布.面对这

一事件,“公众希望看到的路径是迅速进行查处,销毁这些大米,追查大米源头,并对擅用这些大米的餐

饮单位进行处理,让其付出沉重代价,下次不敢再用.同时,全面、迅速公开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

与选择权,防范危害公众健康的事情继续发生.”(练洪洋,２０１３)
(五)公布的信息量与公众需求差距巨大

食品安全信息是国务院所圈定的２０１２年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之一.根据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５日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公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２０１２)»(简称«报告»)的调查,我国很多城市的食

品安全监督抽查信息公开情况堪忧.通过对４３个较大的市的质量技术监督网站的调查发现,能提供当

地一个月内食品生产监督抽查信息的只有１０家,信息透明度仅为２３％.此外,食品企业安全信用档案

信息的披露情况也不乐观.«报告»披露,仅有１６家较大市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供了食品企业安全的

信用档案,而能够在其中详细提供企业各类基本信息的则更少.此外,一些重点旅游城市如洛阳、海口

等城市,其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也不理想.在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测评指标分为１０分的前提下,洛阳

得分仅为１５分,海口居然为零分;另一个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得分为零的城市是西宁市.(中国电子

政务网,２０１３)这种情况下,政府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与公众所需求的信息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

对称会使网民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倾向于逆向选择,公众对政府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愈发不信任.

四、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体系建设与改革的重点

(一)细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分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政府机关公布了一定数量的食品安全信息;但这些信

息庞杂,不利于阅读和查找,信息分类不科学,信息与管理部门之间不完全对应.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发

布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对信息进行分类化处理,并将不同信息与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相对应;监管机关应明

确列举属于本部门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范畴,并做到依法、及时公开,供公众查阅.从地域上来看,食品

安全信息包括了全国食品安全信息和地方食品安全信息;从内容上来看,食品安全信息应包含以下类

别:(１)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信息,涵盖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包括国家年度食品安全总体状况、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实施情况、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情况等;(２)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

风险警示信息,包括对食品存在或潜在的有毒有害因素进行预警的信息,具有较高程度食品安全风险食

品的风险警示信息;(３)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地和责任单位

基本情况、伤亡人员数量及救治情况、事故原因、事故责任调查情况、应急处置措施等;(４)其他重要的食

品安全信息和国务院确定的需要统一公布的信息.建立并完善以市县行政区为单位,以政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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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为责任主体,选择消费量大的食品品种,发布相应的热点食品安全信息的机制;及时发布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在企业申报的基础上实行定向、周期性地食品安全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以权威

规范、便于群众知晓的形式发布,尽快建立与发布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评价与公示制度(刘永,２０１２).
“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信息采集和分析能力,形成系列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信息集成体系,并在相关网

站的各个栏目中,对关联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减少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信息不对称性.”(吴
林海、黄卫东,２０１２)

(二)理顺监管机关的信息发布职能

基本的原则是“谁管理,谁发布”,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机关是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制作主

体,同时亦负有发布该信息的义务,避免监管机关之间相互推诿、信息发布职责不明确.县级以上多个

层级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都具有依法发布日常监管信息的权限,信息出口多、层次多,信息发布就更需

要加强部门间、层级间、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一是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

息发布工作,该公开的一律公开;二是发布的信息涉及两个以上监管部门的,要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而
发布敏感信息涉及其他省市区的,发布前应当提前通报相关地区,做好沟通协调;三是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信息和风险警示信息需要公布的,依法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和公布;四是实行重大信息

统一发布制度,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国家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等重大信息要加强统筹协调,
在统一组织下有序发布(张勇,２０１２).由于食品安全信息庞杂,短期内难以做到高质量、高效率、全覆盖

地发布信息,当务之急应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粗线条划分,明确归口管理职责,在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

细化和分类的基础上,使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对本部门管理的重要食品安全信息能做到首先发布,在此基

础上逐步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表２所列为各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负责的食品安全基础类

信息,应作为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的基本入口.其中,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负责食品安全信息

发布的重要机关,但其至少目前在此领域的不作为情况严重.

表２　重要食品安全信息与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的对接

监管机关 食品安全信息种类

食品和药品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总体状况

食品安全事故

行政许可

食品安全热点事件

卫生部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

食品安全标准信息

农业部门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监督抽查、专项监测结果

商务部门 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

检验检疫部门 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经营工具等

工商行政部门 保健食品广告活动信息

(三)强化省级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平台建设

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在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起到信息沟通的作用.“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作为食品安

全风险规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意指行政机关通过一定的平台,如互联网、媒体,与公众和企业交流和传播

关于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活动.”(戚建刚,２０１１)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体制在纵向上实行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负总责、分级公布的制度.其中,全省性特别重大的食品安全信息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公布事

项.食品安全信息涉及两个以上(含两个)设区市,或虽然发生在一个设区市,但带有普遍性、趋向性,问
题严重,需要在省一级层面统一公布的,由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公布事项.对于仅涉及单个环节或

部门业务的,由省级相应主管部门按职责归属归口负责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

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政务公开栏、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

式向社会公布.由于信息发布主体较多、公布渠道多样,应设立一个主要的信息发布平台,作为公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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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信息的基本途径.省级食品安全信息网和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的信息发布会(新闻发

布会、情况通报会等)为省级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的主要平台.省级行政区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省级

食品安全信息网应作为地方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有省食品安全网,但在

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定位为“省级信息发布平台”.以广东省食品安全网(http://www．gdfs．gov．cn/)为
例,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定期制作“广东食品安全信息”并在该网站发布.虽然信息内容不尽

全面,但这种形式能让公众相对集中地了解信息.今后应加强省级信息平台建设,将其作为中央食品安

全信息发布的基础.
(四)完善食品安全白皮书制度

“白皮书”作为一国政府正式发表的阐明及执行的规范报告,在诸多领域适用.自１９９１年发布第一

部白皮书以来,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我国已发表了８５部白皮书,涉及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政党制度、
人权状况、军控、国防、防扩散、宗教问题、人口问题、能源、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食品药品安全、互联

网以及西藏和新疆等内容(百度,２０１３).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７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食品质量

安全状况»白皮书,从食品生产和质量概况、食品监管体制和监管工作、进出口食品的监管等方面对中国

食品质量安全状况作了介绍和说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世人全面介绍中国国内食品

安全情况.然而,此后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白皮书并没有每年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制度也没有在全国范

围内普遍推广.本报告期内,上海、福建、青岛、深圳以及佛山市顺德区、上海市青浦区分别发布了描述

与反映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安全状况的白皮书.其中,«２０１２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状况报告(白皮书)»
(２０１３年２月５日发布)为该市第二次发布食品安全状况,而«福建省２０１２年食品安全工作状况白皮

书»(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发布)、«２０１２年青岛市食品安全状况报告(白皮书)»(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发布)、
«２０１２年顺德区食品安全监管白皮书»(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发布)均为各自首次公布食品安全状况白皮书.
有政协委员曾建议“实施政府年度食品安全白皮书制度,以省区市为单位,以政府名义每年发布食品安

全及食品市场监管状况白皮书,让群众了解每一年度食品安全状态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情况,让
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市场树立信心(刘永,２０１２)”.食品安全白皮书作为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情况的综合

描述,承载大量的食品安全信息,应当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形式予以固定;笔者建议从中央到各省每年第

一季度应定期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省以下的行政区域可自愿发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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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ReportonDisclosureoftheFood
SafetyInformationfrom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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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browsingthefoodsafetyinformationonsomewebsitesofthegovernment
departmentduringJune２０１２toJuly２０１３,wefindthattheemphasisisfromsystemconstructionto
action．ThegreatfoodsafetyinformationisdisclosedbytheState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along
withinstitutionalreform．Thedisclosureaboutstandardoffoodsafetyislightspotof２０１２．Butthe
problemsremain．Thedutiesofrelevantdepartmentsareconfusing．Thecontentoftheinformationisn’

tclear．Thedisclosureistoolate．Thequalityoftheinformationislow．Inordertodealwiththis
situation,thefoodsafetyinformationshouldbeclassifiedanddifferentdepartments’obligationshould
bedistinguished．Besides,informationplatformbasedonprovinceisimportant．WhitePaperonfood
safetyshouldbereleased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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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黄文杰

摘　要: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

现在它能够创造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我国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需要以史

为鉴.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受到政治思想和统治者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先秦质量管理

体制受到尊卑有伦的礼制思想的影响与制约,汉唐质量管理体制在从道家到儒家的政治思想

嬗变中逐渐成型,宋朝至清前中期的质量管理体制与统治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每个历史阶段有承继性,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两种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

制的演变规律.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我国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提供借

鉴与启示.
关键词:质量管理体制;质量文化;古代中国

一、问题的提出

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它能够创造

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使得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更

具紧迫性.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各行各业(食品、药
品、建筑、家电、家具、汽车、电子、网络等等)的质量事件频发,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也屡屡

曝出质量缺陷,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暴露

出国内质量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国制造的“毒玩具”、“毒饺子”、“毒奶粉”等在国际市场上风波不断,导致

“中国制造”一度在西方成为“质量低下”乃至“危险”的代名词,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以产品质量

闻名于世的境况形成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出现了频繁的行为失范

现象,可见质量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企业自身,更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密切相关.建立健

全的质量管理体制是解决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于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反观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无疑可以为当前

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

古代质量管理体制,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其一,对古代手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

的研究,邹依仁(１９８８)以«考工记»«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文献为依据评述了先秦、宋
代、明代和清代的质量管理方法,丘光明(１９９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质量管理思想、保证手工产品制作

质量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质量管理法规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二,对古代市场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周明

星(１９９５)以«周礼正义»为据考察了先秦市场管理中的各级职官设置,蒋铁初(２００５)对唐代市场管理

法律关系的主体、市场管理的内容及其为我国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田
璐(２００７)以政策规定、行政管理及其实施背景为维度对唐宋市场管理政策进行了探讨,凌蕊苹

(２００８)考察了明朝律典中的市场管理法制;其三,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宏观性观照,宋京军

(１９８９)通过追溯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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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存在着几点不足:第一,“质量管理体

制”并没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提出来,导致这些研究对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缺乏整体性与本体性的

思考,它们要么聚焦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的制度、政策、措施、方法、官员设置等具体构成部分,未能把

握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全貌,要么把研究范围定位为古代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易的全部管理体制,使得

质量管理体制因没有得到突出强调而淹没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缺少针对性;第二,这些文献多为考

据式研究,注重对古代质量管理真实面貌的还原,着力于解决“是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内容与

特点)的问题,而忽视了对“为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原因)和“怎么办”(即立足于当下的评

判与反思)的追问,尚待进一步深化.
基于我国质量管理体制建设的需要和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质量

管理体制的表现特征,分析其形成原因,探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探讨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先秦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表现及其对当时质量水平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

汉唐时期在从道家到法家再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嬗变中质量管理体制的逐渐成型,第三部分探讨宋朝至

清朝前中期在统治者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曲折发展及其最终

的瓦解.

二、礼制思想制约下的先秦质量管理体制

礼制是先秦时期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强调不同等级之间尊卑有伦,“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

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天子、诸侯、大夫、百姓应当各安其位、各守其礼.先秦时期的质量管理体

制深受礼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据«周礼»记载,先秦职官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种,其中器物制作和工程营造由冬

官司空掌管,司空下设工师监督,管理官营手工业中的百工.先秦官营手工业不以生产流通商品为目

的,而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各种器物的制作标准和质量要求都因使用者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
雕琢玉器的工人为不同身份的人制作玉佩所使用的材质不同,“天子用全,上公用尨,侯用瓒,伯用将,继
子男执皮帛”(«周礼考工记»).匠人做弓同样有等级之分:

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
三而成规.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

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

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周礼考工记»)

为示尊卑之别,天子、诸侯、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所用弓的形状、尺寸、重量都有所不同.城邑建设

的结构、布局同样受到礼制思想的影响,“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这种等级森严的礼制制度对整个中国古代时期的宫殿建筑

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先秦的市场交易管理由地官司徒掌管,司徒下设司市专门负责教化市场经营法度,掌管政令、刑罚、

量度和禁令,设置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暴、司稽、肆长、泉府、司门、司关、掌节等具体执行司市的职

能,包括评定物价,收取市税和罚款,公布刑罚和禁令,管理货物,巡视市场,实施刑罚等.
在细致周密的市场监管制度之中,质量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周礼地官»),市场上禁止虚假矫饰的商品,其中针

对农民的、商人的、贾人的、工人的各有十二项,共计四十八项.由于«周礼»并没有详细列出,所以这四

十八项具体指什么商品已经不得而知,«礼记王制»中“十四不粥于市”的规定则可以作为«周礼»“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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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的补充: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

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

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

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粥”即卖.这些禁令包括日用器具、战车、布帛、粮食、果实、树木、飞禽走兽、鱼、鳖等等,基本上涵

盖了吃、穿、用、行各个方面,先秦对于质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十四禁令中有七种物品比较特殊,
其中为首的五种是祭祀或朝会所用的贵重玉器、官服和天子所赐的车、宗庙礼器、供祭祀用的牲畜、兵
器,被列入禁令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尊物,不是一般民众所应当拥有的;而织锦与珠宝、衣服与饮食之所以

禁止售卖是为了避免民众产生奢侈或贪婪之心.由此可见,礼制思想对当时质量管理体制的影响是细

致而深入的.
礼制思想制约下的先秦质量管理体制对当时的质量水平产生了两种影响:其一,繁复的质量等级要

求导致当时的质量水平无法大范围地迅速提高;其二,天子所用之物的制作极精、极巧,创造了当时所能

达到的最高质量水平,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三、政治思想嬗变中的汉唐质量管理体制

秦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推崇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想,“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

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刑治则民威,民
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商君书开塞»).当时的质量管理体制就是在这种重刑思想下建立起

来的.
秦朝沿袭先秦传统,设少府负责管理手工业制造,并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称为“工室”.秦

始皇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监制了大量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各地,规定度量衡器不符合标准要予以处罚,
手工业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每年至少校正一次,“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

壶(壹)”(«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
秦朝每年对官营手工业产品质量实行考查,“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省三

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产品被评为下等的,
对工师、丞、曹长和一般工匠处以不同等级的罚款,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的处罚加重,却不见对评为上等

的进行奖赏的规定,这种质量管理制度与当时重刑轻赏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秦朝重刑思想对于质量管理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大兴土木带来的繁重徭役当中.«睡虎地秦墓

竹简徭律»规定百姓不仅要无偿服徭役,还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兴徒以为邑中之红(功)者,令嫴堵卒

岁.未卒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政府征发徒众作城邑工程,
建造者要对所筑的墙担保一年,如果不足一年墙坏了,必须重新修筑,而且不计入服徭役的时间.工程

浩大的秦长城、气势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灵渠秦朝之所以能够创造质量史

上的诸多奇迹,都是由于对工程质量的严苛要求和对黎民百姓的无限压榨.毋庸置疑,这种暴政式的质

量管理体制并不可取,它同样是导致秦朝建立十余年就宣告覆灭的重要原因.
汉初经济困顿,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到汉武帝时经

济发达、社会稳定,统治者为巩固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法家思想、道家思

想的影响弱化,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开始形成.
汉朝由大司农和少府两个机构管辖手工业,在地方设工官和铁官,基本上沿袭了秦朝体制,丝织、陶

瓷等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武帝出于政治目的(联合大月氏抵御匈奴)派张骞带着大量丝绸从长安城出发

出使西域,反而打通了西域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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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朝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盛况空前,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引

发了文化交流的大潮,出现了万朝来贺的景象,增强了儒家文化的辐射力,日本曾先后派出十几批遣唐

使来中国学习儒家文化.丝绸、瓷器等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抵达欧洲、日本、东南

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质地精美的出口器物激发了西方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往和认同,也反过来影响了

唐朝的质量管理制度,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产品产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升.
作为盛世王朝,唐朝十分注重质量管理.工部主管官营手工业,下设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

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铁、互市等监”,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总左校、右校、中校、
甄官等署,百工等监”,军器监“掌缮甲弩,以时输武”.(«新唐书百官志»)

唐朝的新工习艺制度比前代更为严格,“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架之工,
二年;矢链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异啧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承试之;岁终以监试之,
皆物勒工名”(«新唐书»卷四八),精细工艺学习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习艺的新工每个季度和每年年终都

要接受考核.工匠制造器物由官方立样,“诸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

器物亦如之”(«唐令拾遗»关市令第二十六),制作流程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唐朝对于入市商品的质量要求十分严苛,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

杖六十.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者亦为滥.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

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杂律器用绢布行

滥短狭而卖),严惩在市上出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因出售质量不合格物品渔利较多的,不仅自制并出售物

品的人要予以严惩,贩卖质量低劣物品的人也要接受同等处罚,市官和州县官司知情的处同等刑罚,不
知情的减二等处罚.

较为完善的机构设置、合理的职权分配、严谨的工匠培养制度、严格的制作过程把关、较高的市场准

入门槛、官商同罚的惩罚措施等成为唐朝质量管理体制的突出特点.

四、统治者的文化身份与宋朝以后①的质量管理体制

与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不同,宋朝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为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封建伦理

道德,出现了否定人欲、空谈仁义道德的现象.这种思想上生命力的减弱体现在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
少数民族来犯,胆小怯懦的宋朝皇帝采取了求和态度,每年向夏、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交纳税币;政府

和军队中冗官冗兵现象严重,人浮于事;质量管理体制上也多承唐制,较少创新.
宋自神宗起设监、少监、丞、主簿各一名负责手工业管理.手工业管理官员要“庀其工徒”(«宋史职

官志五»),即管理习艺的新工匠;“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

察其良窳”(«宋史职官志五»),检查工匠任务的完成情况,通过“法式”来考察其精粗、好坏.所谓“法
式”,即是供当时官营手工业遵循的标准制式,宋朝注重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和定型化,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法式”.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用大量篇幅规定了各种工程的制度标准,例如,它规定在设计、建造

房屋时以“材”为依据,并且总结了“材分模数制”,可以有效地降低材料造价,提高施工效率,确保工程质

量.
唐律规定对制造和出售行滥、短狭物品的予以严惩,宋律沿袭了这一规定,但市场上行滥盛行,屡禁

不止.随着市场交易中行滥现象愈演愈烈,宋朝各代皇帝先后颁布了相应的诏令进行整治,但仍是禁而

不止.
宋朝行滥盛行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实行的法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已经无

法适应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宋朝律典基本上全部承袭唐律,殊不知宋朝时期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状

况和市场交易行为与唐朝已有很大差异.敕虽然具有变通性,却是在社会弊端出现之后由户部上报皇

帝,请求审批相应的解决措施,往往是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收效甚微.另外,负责具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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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令的官吏对市场管制的不力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主要归咎于严重的冗官现象.
蒙古族灭南宋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们虽兵力强盛,却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或许正是这种文

化上的不安全感导致蒙古族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政策.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

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１９８７),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不可能被轻易撼动后,
不得不向这一强势文化低头,以顺应的姿态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文化拒斥的双重心理

特征.
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发展手工业,但他们缺乏有技术、有经验的手工业者,一些能工巧匠籍此逃过

屠城一劫而存活下来.元政府通过强制手段把各地的工匠集中到京城,设立了官营匠局进行管理,规定

匠不离局,要求手工业者子孙承袭其技艺,禁止改业.不可否认的是,元统治者实施的匠籍制度极大地

促进了元朝手工业的发展,“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
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元文类»卷四二诸匠).但严

酷的人身奴役使手工业者缺乏归属感,毫无限度的劳动剥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匠籍制度反过来成为

元代手工业进步的阻碍因素,导致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手工业制品的出现.
明朝时汉人重新当权,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总结唐宋法制的基础上,对法典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为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大明律»规定“凡军民官司有所兴造,应报告上级批准,不经批准而非法营造者,
各计所役人数计工钱坐赃论.营造计料、申请财物及人工不实者,笞五十;若财物和人工已费,各并计所

损财物价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赃论”(«大明律工律营造»),禁止非法营造,要求如实申报材料、人工

及财物用量,违犯者予以处罚.工程营造应挑选身强体壮的工匠,采购上好原料,“凡役使人工、采取木

石料及烧砖瓦之类,虚费工律而不堪用者,计所费雇工钱坐赃论”(«大明律工律营造»),惩处以次充

好、偷工减料的营私行为.建筑师对所主持工程存在的质量隐患承担责任,“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损坏,备
虑不谨而误致人死亡者,以过失杀人论,工匠、提调官各按应承担的责任论罪”(«大明律工律营造»).
桥梁道路工程要经常派人检修,保证正常通行,“凡桥梁道路,府州县佐贰官提调,于农隙之时,常加点视

修理,务要坚完平坦.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大明律工律河防»),因检修

不及时阻碍交通的予以惩处.明清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涵盖了从兴造计划申报,人工、材料挑选,到建

筑施工和完工后的检查修补等各个阶段,已经比较完备了.
明朝质量管理制度的进步还表现在质量检验方法的改进上.据«工部厂库须知»记载,明朝已经开

始使用抽样法来检验熔铜的产品质量,“每熔铜,先抽一百包,堆放两旁抽铜八包,每包取铜五十斤,
共四百斤”(解恒谦、康锦江、徐明,１９８５),在１００个样本中随机抽取８个进行检验.

明朝对专职商人实行“占籍”管理,无论坐商、行商都需要进行“册籍登记”,并在京城设立清点商人

和商铺的清审制度,自明成始,每十年清审一次,到了万历年时,全国都开始实行商铺的清审制度.市场

上设有专门的官员“行人”负责管理市场物价,交易的中介人牙行、埠头由官方认定,起到了辅助市场质

量管理的作用.
作为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在质量管理体制上多因袭明制,较少变动.这一时期中

国古代的手工业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质量也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封建专制

制度已经岌岌可危.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君主专制的措施,对
内大兴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扼杀先进思想,培养了不少迂腐之士,对外实行海禁政策,导致外国列强来

犯,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随之瓦解.

五、结语

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受到政治思想和统治者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因而在

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质量管理体制受到尊卑有伦的礼制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秦朝质量管理

体制处处渗透着严刑治民的法家思想,汉朝质量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无为到有为的变化,唐朝质量管理体

制在万朝来贺的文化盛景中力求自我完备,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宋朝质量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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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现错位,元朝质量管理体制是统治者文化身份矛盾性的外在体现,明朝质量管理体制交错地存在着

文化主体的优越感与惧怕失去统治地位的忧虑感,清朝质量管理体制在极端强化的君主专制中走向瓦

解.但是,由于各个时期在物质基础、知识经验上存在着累积性,在法律制度、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继承

性,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两种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质量

管理体制演变的基本规律.
我国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可以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启示:
其一,古代各个时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十分注重对前朝的借鉴与继承,无论是职官机构的设置还是

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较强的延续性,这使得中国古代江山虽因多次历经朝代更替而几易名姓,但质量管

理体制却在长期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日趋完善.当然,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应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再
成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不可照抄照搬,唐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可谓后世的典范,但是宋代对其的沿袭却着

实引发了一场令统治者束手无策的“市场质量危机”.
其二,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反思政府在质量管理体制中应该扮演怎

样的角色.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导致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和工具,
出现了政权不分和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相关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致使腐败滋生,
使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法制、法规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如何进行合理的职权分配和解决质量管理过程中

执行不力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古代各个朝代的质量管理体制与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

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气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质量所能达到的高度,质量兴衰与文化兴衰是相对应

的,而文化的缺失正是今天我国产品质量问题百出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６日«纽约日报»刊
登的一篇题为«暂时的全球形象:中国出口的是自己的不确定性»的文章这样评价中国产品,“大多数时

候,中国制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制造.与意大利时装、法国红酒和美国电影不同,多数中国出口

与中国文化无关.就买方而言,它们只是低价的东西”①.作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一直在为他人做嫁

衣,充当世界名牌的加工站,“中国制造”虽遍布全球市场,但却缺乏属于中国的文化标识.作为礼仪之

邦,中国商人的道德自律性之差却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要应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精神空虚、文化迷茫

和价值观的失落等问题,中国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

寻找自身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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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凌蕊苹,２００８:«明朝律典中的市场管理法制研究»,山西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３]　丘光明,１９９６:«先秦时期质量管理思想措施与法规»,«考古与文物»第３期.
[４]　宋京军,１９８９:«古代中国的质量管理»,载岳志坚主编«中国质量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５]　田璐,２００７:«唐宋市场管理政策探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６]　解恒谦、康锦江、徐明,１９８５:«中国古代管理百例»,辽宁人民出版社.
[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１９８７:«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
[８]　周明星,１９９５:«中国古代市场的行政管理体制———‹周礼›市场考»,«商业文化»第４期.
[９]　邹依仁,１９８８:«中外质量管理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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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契约执行和产品质量∗

王啸华

摘　要: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网上交易市场中,信用评价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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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以往消费者的反馈和评分视为企

业的一种“标签”,标签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企业的过去交易记录,这种标签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

看到,并且他们会根据标签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行动,这样标签实际上起到了信息传递和协调行

动的双重作用.本文证明了存在消费者的反馈和评分这样一种信息传递机制时,企业一般不

会选择欺骗消费者.
关键词:声誉;信息传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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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尤为担心的是:在市场上买到的产

品质量是可靠的吗? 如果产品质量有问题,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渠道来解决? 碰到一丁点质量问题就诉

诸法律,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法律程序通常都是非常繁琐的,诉讼过程往往既费时又费力,而实际

上,在保障产品质量方面,市场已经演化出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契约执行机制———声誉.
在本文中,我们把分析集中在经验品(experiencegoods)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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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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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业的商誉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在这里,口碑和商

誉实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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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们实

际上就是声誉的具体表现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口碑和商誉这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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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反馈评分的制度,而其他消费者

在交易前可以通过网络观察到这一评分,这使得信息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还提高了历史交易信

息的精确度.这一现象被称作“口碑的数码化”(digitizationofwordofmouth)(Dellarocas,２００３).实

证研究发现,消费者在购买时非常关注企业的声誉———这里表现为以前消费者的购买反馈,例如:

Cabral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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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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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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以往消费者的反馈和评分视为

企业的一种“标签”,这种标签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到.如果企业坚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则其标签一

直是“清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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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标签就会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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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该企业愿意接受

惩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则其标签可以转化为“清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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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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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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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们就把坚持均衡策略(提供高质量商品)的厂商看作是拥有声

誉的.下面我们就用数学公式将这一机制表述出来.
厂商坚持生产高质量商品、交易无限持续下去,厂商的收益为

p－c＋δp－c( ) ＋δ２ p－c( ) ＋＝ p－c( )/(１－δ)
其中p 为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c是厂商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成本,δ是厂商的贴现因子(０＜δ＜１).

若厂商生产的产品是低质量的,那么它的成本为０,但是消费者会停止与其交易,那么厂商得到的收益

为p.如果 p－c( )/(１－δ)＞p,那么厂商就会坚持生产高质量商品,我们也可以看到消费者支付的价

格需要满足p＞c/δ.
可以发现,声誉机制与Shaprio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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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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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自己的遭遇? Klei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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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对于声誉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论文研究了信息传递过程.Greif(１９９３)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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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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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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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方式.Ahn和 Suominen(２００１)研究了口碑传播

(wordＧmouthcommunication)这种信息传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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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方式不能完全确保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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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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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执行机制进行了一个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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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没有出现之前,存在着一些专门从事信息传递的机构.但是这种传递机制的成本比较高,并
且传播的社区越大,成本越高.在网上交易中,很难想象如果由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传递将产

生多高的成本.
而信用评价系统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这一系统中,信息发布是由交易者做出的,而信息收集

和传递则是由信用评价系统自动完成的,网站只负责核实交易者信息的准确性.因此,这种信用评价系

统通过分散化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交易者和网站需要付出的信息收集和传递成本非常低.因此,信用评

价系统中的交易者简介以更充分、更概括、但又不损失效率的方式在买家和卖家中传递信息.
这种评价系统是由eBay首先创立的,并为其他网站所模仿.易趣和淘宝网上信用评价的基本原则

是:买家和卖家每成功交易一笔,就可以对交易对象作一次信用评价,评价分为好评、中评和差评三种.
当交易顺利完成时,交易者可以给予对方好评,并给出类似如下的评价:“非常好的卖家,极力推荐”,“商
品很好,发货及时”;当发货较慢、商品与网上描述有较小的差别时,买家一般给予卖家中评,评价的内容

可能是:“商品与网上描述的颜色有些不一致”;当卖家交付的物品与网上描述有显著差距或卖家在交易

过程中态度不好时,买家可以给予差评,并给予类似如下的评价:“商品有破损,与网上严重不符”,“要求

退货时态度恶劣”.好评加一分,中评没有影响,差评扣一分.将交易者从所有的好评、中评和差评中收

到的分数累加起来就得到交易者的信用度.其中好评数在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卖家的好评率.
如果交易者的信用度低于一定的值,系统就会自动终止用户在网上交易的权利.此外,淘宝网要求交易

完成以后,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信用评价,如果买家或卖家(一般是买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评价,
系统自动地给予对方好评,卖家认为买家给予的差评不合理也可提交淘宝网仲裁.避免了买家以威胁

给予差评来敲诈卖家.另外,淘宝网都制定一些规则防止卖家用不真实的交易来炒作自己.总的来说,
网上交易的信用评价系统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很好地衡量交易者的声誉.

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在于它自动地给每一个交易者建立了一个简介.从交易者简介中可以观察到

买家和卖家积累起来的声誉,包括信用值、好评率、好评数、中评数、差评数、差评率、历史交易中交易对

手给予的评价的内容、在最近的时间里(１周,１个月及１年中)买家或卖家收到的好评、中评和差评的数

目.
我们可以看出,交易者简介就相当于博弈论中参与者的历史信息,信用评价系统使得交易者简介成

为公共信息,所有买家在交易发生之前都能观察到卖家的简介,然后决定是否从卖家那里购买商品.
可以设想,如果信用评价系统不存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将非常慢,不诚实的卖家即使欺骗了买家,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不会被其他买家发现,这样卖家选择欺骗得到的暂时收益将大大高于选择诚实

可以得到的长期收益.卖家就没有激励去建立长期声誉,网上交易市场规模就会很小,甚至市场根本就

不存在.

四、理论模型

在博弈论当中,有两种为声誉建模的办法,第一种方法重复博弈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不完全信息

的动态博弈方法,也就是所谓的 KMRW 模型.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第一种建模方法.但是,和一般的

重复博弈不同,本文模型中的交易者之间是随机匹配的,每一期的交易对象都在不停地改变.从这个意

义上说,本文是对神取道宏(Kandori,１９９２)模型的一个具体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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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其他人,以便他们在

此基础上采取各种策略,而声誉正是信息传递的一个工具.
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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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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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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一单位质量为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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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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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argmax(p(qi)－c(qi))(q∗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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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已经支付了货款,也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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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消费者支付了较高的价格,但是得到

的产品质量却可能是非常低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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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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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厂商有可能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当交易正在进行时,企业的这种违约行为不能被立即发现,只有当消费者使用后才能逐渐认识到产

品的质量.但是此时消费者已经很难再去追究企业的责任了.此外,由于交易是随机匹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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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没有办法通过双方后续的交易对企业

进行处罚.这时候只有依赖其他消费者的惩罚了.但是,受到厂商欺骗的消费者怎样才能把自己的遭

遇传播给其他人呢? 这就要求我们下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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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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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其视为

企业的一个 “标签”.这些“标签”浓缩了该交易者的历史交易信息,可以将它视为交易者的声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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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标签.我

们假设,如果企业i在时期t之前从未被“抹黑”过,则其标签zi(t)＝０;反之,则zi(t)就不一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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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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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签:如果企业i的标签zi(t)＝０,则说明该企业是清白

的,消费者信任该企业产品的质量,愿意支付(p(q∗ )＋c(q∗ ))/２的价格.但是,一旦企业i的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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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惩罚的期间,企业的标签会不断变化.直到 T期的惩罚结束后,其标签

才重新变为０.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惩罚策略与 Auman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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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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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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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其标签会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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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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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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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c(q∗ )£(δ＋δ２＋＋δT)(p(q∗ )－c(q∗ )－p０)
因此,当 T和δ满足上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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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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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机制,

有可能存在所有企业都履行契约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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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得到了差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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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如果想要保证企业一直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则企业的折现因子必须足够大,也

即企业必须有长远眼光、足够重视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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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企业的这个标签,这样便能使得声誉和惩罚机制顺利运转,网上交易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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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从而得到了保障.
虽然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市场自我演化出来的声誉机制就能保障契约的履行.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政府就完全无所作为.在传统市场交易中,政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政府可以把质量不合

格的一些厂商的信息公开,这显然加重了对违约厂商的惩罚;此外,政府还可以强制性地要求厂商在产

品包装上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这样也有利于契约的执行.Jin和Leslie(２００３)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

的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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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提示.上面的论述表明,声誉的存在会使得厂商抵制短期利益的诱惑而提供

高质量的商品,但是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声誉的存在反而会适得其反.Ely和 Välimäki(２００３)就提

供了这样一个反例,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坏声誉形成的基本机制:病人总是希望可以得到适

合其病情的治疗,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我们假设病情可重可轻,对于重病来说,需要猛药;
而若病情较轻,则只需要普通的药物就可以了,猛药固然也可以治好轻病,但是会有较大的副作用.医

术好的医生可以准确地判断病人的病情并对症下药,但是那些庸医却搞不清状况,所以庸医总是倾向于

开药性较重的药,这就是所谓的“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这样在我们心中就会形成一个判断:如果一个

医生开猛药,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庸医.医术好的医生为了避免被人误以为是庸医而尽量避免开猛药,即
使对于那些病情危急、需要猛药的病人也是如此.就这样,声誉的存在反而起到了一个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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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AR模型的产业间关联影响实证研究∗

———以济南西部新城为例

孟延春　乔小勇　刘翔宇　孟庆国

摘　要:新城建设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重大实践活动,是探索我国城镇化道路

和提高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鉴于济南西部新城产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产业

体系发展不完善、大部分产业发育程度不成熟的基本事实,运用产业经济密度对济南市各类细

分产业进行分析也能反映济南本地产业发展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地理属性,因此研究选取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统计年鉴显示的１０个细分产业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组对向量自回归

模型(GroupＧVAR)及其误差修正模型(GroupＧVEC),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检

验并归纳总结了以上１０个产业经组合后的４５组两两产业间的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从
而为济南西部新城乃至我国新城建设中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城建设;细分产业;关联影响程度;济南西部新城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步入了快速城镇化的轨道,各级城市逐渐成为各类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乡土中国”正逐步嬗变为“城市中国”.１９７８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尚不足１８％.目前,我国城镇

化率已超过５０％,２０１１年首次超过５０％,为５１２７％,２０１２年为５２５７％,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

率达到年均１个百分点的大幅提升.城镇化是２１世纪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

镇化是影响２１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之一(国家统计局课题组,２００２).在中国城镇化进入中

期加速发展之际,中央最高决策层也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建设方针.
中国城镇化已步入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伴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

城镇化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趋同、中心区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活居住

成本昂贵、失业人口增多、社会秩序混乱等.这些问题的叠加交错极大制约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

水平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央政府推行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

施,有助于启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不仅是城市体量的扩张和城市质量的更新,更
意味着城市文脉的延伸和城市生活的再造.

新城建设是探索我国城镇化道路和提高城镇化质量与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重心移向了城市,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

初期４个经济特区的设立、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确定,初步形成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格局,从此,城市在

中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战略推进过程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我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大学城、生态城、低碳示范区、文化创意园

区等种种空间发展形式,这些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及新城建设的意义,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深刻思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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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海、杨保军、张城国,２０１１).纵观世界各国新城的成功建设案例,基本都是在遵循“城市更新与新城拓

展相结合”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和各自国情而实践和创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
镇化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新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主观能动性.摆在我们面

前的事实是:中国的新城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离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的问

题.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

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城

镇化格局.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我国新城建设蕴含新的机遇与挑战.济南作为联系

环渤海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城市,正积极发挥着对“沿黄”和中原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打造区

域性中心城市,领跑城镇化新方向.济南西部新城,一个引领济南主城“西进”,承接市区高等院校转移

扩张,具有生态、旅游、高教、科研、新城功能的城市新区,正在济南西部的土地上成长、崛起.近年来,济
南市全面贯彻“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的空间战略和“新区开发,老城提升,两翼展开,整体推进”
的发展思路,全面拉开了旧城区和西部、东部新城区“一城两区”的发展空间,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高.济南抓住京沪高铁建设机遇,启动西部新城区建设,对加快济南形成“一
城两区”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济南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城市

地位.从区域范围上(参见图１),济南西部新城跨长清区、槐荫区、市中区三个行政区域,其中包括长清

区的平安街道办事处(原为平安店镇)、崮云湖办事处(原为崮山镇)、文昌办事处(长清老城区),槐荫区

的段店镇、张庄街道办事处以及吴家堡镇、匡山街道办事处、段店北路街道办事处的少部分面积,市中区

的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党家镇(２００８年以后改为党家镇和陡沟街道办事处)以及七贤街道办事处的部分

面积,共约４５０平方公里.

图１　济南西部新城区域范围图
　

产业发展是西部新城建设的核心.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与引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经济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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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林毅夫,２０１０).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产业发

展水平、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济南西部新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现代产业体系的

构建,一方面,要抓住全球产业发展与转移的新趋势、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机遇期、我国城镇化发

展的转型期、高铁经济带来的崭新机遇;另一方面,要与新城空间结构布局、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发展自

身基础相协调、相配套.在以上背景下,本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学“组对向量自回归模型(GroupＧVAR)”
的原理与方法以及产业的经济密度弹性来分析、预测济南市细分产业间短期与长期的关联影响程度,从
而为济南西部新城产业发展战略提供指导.从调研获取资料可知,由于济南西部新城产业发展基础较

为薄弱,产业体系发展不完善,大部分产业发育程度不成熟,因此本研究选取济南市的各类产业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分析,并且运用经济密度对济南市各类产业的分析来揭示济南市产业发展的经济属性、社会

属性和地理属性.其中,产业经济密度＝产业产值/城市建成区面积,其表征了城市单位面积上经济活

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二、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与新城建设

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主要始于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０年世界城镇化率仅为１５％,而据联合

国２００９年的测算,全球已有３４２亿人口即超过５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且８０％的 GDP由城市创造.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２０１２).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必须坚持集约高效原则,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通过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双向调控,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方创琳,

２００９).对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切入视角不同看法也存在较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

理学等理论主要阐述城市如何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发展(BlackD．,HendersonJ．V．,１９９９;保罗克

鲁格曼,２０００),内生增长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理论侧重于探讨城镇化推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模型

(LucasRE．,１９８８).Davis& Henderson(２００３)通过研究指出,人口流动、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

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人口密度、专业分工、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

的复杂关系.VernonHenderson(２００３)研究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者通过

研究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代表了部门利益的迁移,城镇化本身不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但
是城镇化的模式或城市集中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率的增长;城市集中度受国家政策和国家机构

影响较大,对于城市发展来说都有一个最佳的城市集中度,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城市集中度将会下降,并且过高的城市集中度可能降低生产率.LiyinShen等(２０１２)指出,可持

续城镇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运用城镇化速率(Vur)－城市可持续发展速度(Vus)
坐标四象限概念模型以及在 VurＧVus基础上得出的可持续城镇化弹性系数(Esu),用来评估城镇化的

某一进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新城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不同城镇化阶段出现的新

型城市空间,推进了我国区域和国土层面空间战略的实施.“新城”概念的提出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英国城市建设运动新城开发实践研究,霍华德(HowardE．)的田园城市理论奠定了新城理论基础,他
还通过积极投身于新城开发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田园城市理论.其后创建的“新城模型”对整个２０世纪

的规划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HallP．,１９７２).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城镇化

与经济发展同步,相互促进,因而发展十分迅速.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城市发展进入了城市重新规

划、治理和更新,以及开发建设新城镇的时期(王庆安,２００７).通过研究发现,世界各国的新城都是大城

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时期一般都是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展期,或者是城

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时期.新城的开发往往是出自于城市空间拓展的需要而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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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我国当前的新城建设处于一个比较缓和、循序渐进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虽然新城开发的经济社

会条件已经成熟,但对新城的重视和正确理解还很滞后(张捷,２００７).陈红霞、西宝(２００８)指出,新城是

快速城镇化条件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城市结构的有效模式之一.总体来说,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国新城的空间形态变迁过程体现了产城融合、城乡统筹、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等特征,反映了

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与特点.
(二)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蒙库兹涅茨(１９８９)即指出产业结构变动通过产业的不同属性对城镇化

产生影响,首次提到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钱纳里在研究工业化进程阶段时,实证分析了

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在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关系,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相关联,具体表

现为城镇化率和劳动力份额的同步(HollisBurnleyChenery,MoisesSyrquin,１９７５)、产业结构变化是

城镇化的原因(HollisChenery,ShermanRobinson,MosheSyrquin,１９８６)等重要命题.配第—克拉克

定理与库兹涅茨阐明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但在其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

含的前提:即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镇化进展,因为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

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方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面高度化,城市

即是这个空间载体的主角,而城镇化是产业空间实现方式的主要形式(曾芬钰,２００２).
在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联结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的因素进行了深

入研究.集聚经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JamesC．Davis,J．VernonHenderson,２００３;Black,D．,

Henderson,V．,１９９９;Murata,Y．,２００２)作为联结二者的内生因素,是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城镇化现

象的重要方面,而经济政策作为外生变量,也会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Moomaw,Shatte(１９９６)通
过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率随人均 GDP、工业化程度、出口及外国援助的增长而上升,随着农业生

产水平的提高而下降.Henderson(２０００)利用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计算出城镇化水平与人均

GDP(取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５.一方面,从聚集经济的角度考察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动

的关系,认为在一个国家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从农业转移到

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使企业和工人聚集到城市中,以获得要素聚集和人口集中的规模效益,于是

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考察了政治和政策因素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他指出一些经济政

策,如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等会对城镇化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先影响到各

产业部门 组 成 份 额,进 而 间 接 影 响 到 城 镇 化 的(JamesC．Davis,J．VernonHenderson ,２００３).

BlackD．& HendersonJ．V．(１９９７)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镇化的不同影响可以从城市规模的大

小上表现出来,金融、商业等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城市在规模上较大,而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则规模相

对较小.Henderson(２００２)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城市系统里,经济活动更趋分散.标准化的制造业

生产往往是分散到较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城市,而大型都会区则侧重于服务、研究和开发以及非标

准化的制造业.
经济学所论述的城镇化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

程,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曾芬

钰,２００２).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城市体系变化明显的地区,也是产业

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的互动变化趋势已经出现,城镇化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响应既是我国新时期城镇化推进的主要目标,也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重要路径.
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Brazel,A．J．,２００２),也是我国可持续城

镇化的重要内容.此外,KissE & TakeuchiA(２００２)重点强调了工业重组对于工业空间结构、城市空

间与土地利用的影响;Bertinell,L．&Stroble,E．(２００７)基于面板数据半参数估算方法的跨国比较分析,
发现经济增长与城市集聚(城市首位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不断增强.借鉴国外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注重从空间生产角度研究城镇化、产业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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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关联影响程度

对产业关联度的分析,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或产业结构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和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李京文、郭克莎、纪玉山(李京文,１９９８;郭克莎,１９９９;纪玉山,

２００６)等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罗光强、曾伟(２００７)则采用

TARCH 和状态空间模型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来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李云娥(２００８)
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发现第二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最大,而第三产

业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 Granger因果关系.
二是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度分析,特别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关联度的分析.刘佳等运用

投入产出方法对我国４２部门的产业关联情况进行了分析(刘佳、朱桂龙,２０１２).陈宪、黄建锋(２００４)、
江静、刘志彪(２００７)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我国工业与服务业相互推动、协同发展的事实.殷凤(２０１１)
基于 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着长期动态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系数较

小,说明目前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
三是细分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分析.任木荣等运用灰色关联方法计算我国房地产业与三次产业的关

联度(任木荣、苏国强,２００９).赵玉林等运用投入产出方法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关联和高技术产业与传

统产业间的关联两个层面,对高技术产业关联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赵玉林、汪芳,２００７).
综上所述,以上文献多从宏观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关联度进行研究;然而,从微观角度来看,三

次产业中还包含许多细分产业.已有文献少有对某个城市细分产业间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进行全

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尝试在新城建设背景下对济南市的细分产业间关联影响程度进行深入研究与分

析,以期对我国新城建设中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借鉴.

三、模型与数据获取

(一)模型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济南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以及制造业共１０个产业任意两个产业间的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根据排列组合原理可知,
共需研究４５组两两产业间的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因此,采用组对向量自回归模型(GroupＧ
VAR)以及组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oupＧVEC)进行研究,即对输入变量、中介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

间的关系两两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以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短期、长期的相互影响.

VAR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即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并把系统

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

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关系的时间序列系统

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VAR一般模

型如下:

Yt＝∑
k

i＝１
α１iXt－i＋∑

k

i＝１
α２iYt－i＋ε１t,Xt＝∑

k

i＝１
β１iYt－i＋∑

k

i＝１
β２iXt－i＋ε２t,t＝１,２,,T

其中,α、β为系数,k为滞后阶数,ε１t、ε２t为k维扰动向量,T 为样本个数.本研究中采用 ADF方法

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就可以建立 VAR模型.建立的模型是否有适

用性,需要检验,具体的检验包括稳定性(滞后结构)检验(AR图表)、残差检验、自相关 LM 检验、正态

检验、异方差检验.通过这些检验的 VAR模型是适合的.如果时间序列不是平稳序列,其差分是同阶

平稳序列,可以建立 VEC模型;一旦已经估计了 VAR(VEC)模型,就可以应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

分析时间序列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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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获取

本文研究的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以及制造业等１０个产业的统计数据,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济南西部新城发展战

略”研究课题组对济南市及西部新城所辖区县实地调研获得.

四、实证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４５组两两产业间的分析原理与过程是一样的,所以本部分以济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政业经济密度(Lnjced)与批发和零售业经济密度(Lnpfed)的分析为代表进行说明(运用经济密度对济南市各

类产业的分析也反映了济南市产业发展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地理属性).下文以G１代表第一组产业.

G１: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经济密度(Lnjced)与批发和零售业经济密度(Lnpfed).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于各相关数列进行自然对数求解,为在保证不更改数列之间协整关系的同时,以消除时间序

列引起的异方差现象.然后,根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项对数数列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自然对

数化后的数据在进行回归时,易造成虚假回归,从而影响分析的准确性,所以,在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之前,需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是 ADF单位根检验方法验证各项时间序列数据

的平稳性.从检验结果表中可以看出,Δ２Lnjced和 Δ２Lnpfed的 ADF检验值均小于其对应的显著性水平

为５％的临界值,所以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的二阶单整序列,见表１.

表１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ADF检验统计值 P值
临界值

１％显著性水平 ５％显著性水平１０％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α＝０．０５)

Lnjced ０．３２１９５６ ０．９６９４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不平稳

ΔLnjced －１．７４５４４１ ０．３８７９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不平稳

Δ２Lnjced －３．０９９６８０ ０．０４３８∗∗∗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平稳

Lnpfed －０．１１３７２２ ０．９２９９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不平稳

ΔLnpfed －２．５０５２０３ ０．３６４７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不平稳

Δ２Lnpfed －３．８２８４３７ ０．０１７９∗∗ －４．０５７９１０ －３．１１９９１０ －２．７０１１０３ 平稳

　　注:① ∗代表１％水平上显著;∗∗代表５％水平上显著;∗∗∗代表１０％水平上显著;②Δ表示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Δ２ 表示二阶差
分.下同.

(二)VAR模型建立

VAR模型不需先验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而是完全依赖于数据的统计性质,用于测度各变量之间

是否具有关联性.在建立 VAR模型结构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变量的滞后区间.根据赤池信息准则

(AIC)、施瓦兹准则(SC)等６项指标确定滞后期,经过检验结果,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为２,见表２.

表２　滞后期的选择

Lag(滞后期) LogL准则 LR准则 FPE准则 AIC准则 SC准则 HQ准则

０ ３．５０２４１４ NA ０．００２７２２ －０．２３１１４１ －０．１４４２２５ －０．２４９００６

１ ５１．３５８７５ ７３．６２５１４ ３．２５e－０６ －６．９７８２７０ －６．７１７５２４ －７．０３１８６５

２ ６０．８６９４４ １１．７０５４６∗ １．４９e－０６∗ －７．８２６０６７∗ －７．３９１４９１∗ －７．９１５３９２∗

　　因此,对于变量Lnjced与Lnpfed两组数据,选择滞后期为２,建立 VAR(２)模型,其估计结果的数学表

达形式如下:

LNJCED＝０．０１６８０６１２５６８８７∗LNPFED(－１)＋０．１５５６２３０２７５１６∗LNPFED(－２)＋０．７２０８３２２８７４４８∗
LNJCED(－１)－０．１１８９３７７６２９０５∗LNJCED(－２)＋１．８３２１６９６９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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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FED＝０．７５１６６６０３４７３７∗LNPFED(－１)－０．０８４０５７９４５５６５７∗LNPFED(－２)＋０．０５００５９８３１１６０４∗
LNJCED(－１)－０．００２９８１６９９２２４１７∗LNJCED(－２)＋３．５２９５５２１０３１９

(三)协整关系检验

采用Johansen(１９９５)提出的关于系数矩阵的协整似然比(LR)检验方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

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本研究在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时,选择序列有确实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没有常数和线性趋势.表３中迹统

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都表明在５％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１个协整关系,验证了变量之间存在长

期稳定的关系.

表３　变量Lnjced、Lnpfed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特征根
迹检验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最大特征根检验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None∗ ０．７０５６０３ １８．７７０６２ １５．４９４７１ ０．０１５５ １８．７７０６２ １５．４９４７１ ０．０１５５
Atmost１∗ ０．２８９２１９ ４．０９６６９８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０．０５３０ ４．０９６６９８ ３．８４１４６６ ０．０５３０

　　注:迹检验,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最大特征根检验,显著性水平００５.

参见表４可知,协整方程Vecm＝Lnjced－１．６５３Lnpfed,协整关系式反映了时间序列Lnjced和Lnpfed之

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参数向量β＝(１,－１．６５３)表明,变量Lnjced和Lnpfed之间呈现１:－１．
６５３的比例关系.从长期来看,变量Lnjced对Lnpfed变量的弹性为１．６５３,即变量Lnpfed每增加１％,Lnjced

将增加１．６５３％.在确定了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之后,本文采用 AR根的图表验证法,检验得到没有单位

根在单位圆外,VAR(２)满足平稳条件,充分验证了协整关系的正确性.

表４　Lnjced、Lnpfed的协整方程结果表

极大似然估计 ２４．６８０２９
标准化的协整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Lnjced Lnpfed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３２５５(０．３４６３９)
调整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D(Lnjced)　　－０．２４２２５３(０．２２６６９)

　　D(Lnpfed)　　　０．３５３７８９(０．２６２０４)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如要反映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还需建立误差修正

模型(VEC).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 VAR模型.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差分反映了变

量对Lnjced和Lnpfed短期波动的动态影响过程.通过计算可知,VEC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

效果较好.误差修正系数向量,即调整参数向量为α＝(－０２４２３,０３５３８),显示长期均衡对于Lnjced和

Lnpfed短期波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Lnjced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０２４２３,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
明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会以２４２３％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

(五)脉冲响应图

考察Lnjced对各变量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图２a、２b表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对来自自身

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立刻有一定的响应,第６期达到峰值,第１~６期响应值总体呈上升趋势,第

７~１０期呈稳步下降趋势;总体来看,济南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当期的发展受其前期的发展影响

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对来自批发与零售业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１期并没有立刻的

响应,总体上呈稳步上升—稳定的趋势,第５期响应值达到波峰,第８~１０期趋于稳定:即济南市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政业当期的发展受批发与零售业前期发展的影响一直为正值,且影响程度较为稳定.
考察Lnpfed对各变量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图２c、２d表明:批发与零售业对来自交通运输、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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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邮政业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立刻有一定的响应,第３期达到峰值,第３~８期响应值总体呈下降趋

势,第８~１０期响应值逐步趋于稳定;总体来看,济南市批发与零售业当期的发展受济南市交通运输、仓
储及邮政业前期的发展影响较大,且影响趋势波动较大.批发与零售业对来自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

的冲击立刻有一定的响应,但响应值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且响应程度较弱,第６~１０期有稳步上升的

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弱;总体来看,济南市批发与零售业当期的发展受其自身前期发展的影响一直为正

值,但影响程度较弱.

图２　Lnjced、Lnpfed对各自一个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六)方差分析

由下页表５(左部分)可知,Lnjced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从第２期开始其影响强度逐步减

弱,在第１０期后逐渐趋于平稳,稳定在９４％左右,其最大贡献度为１００％;Lnpfed对Lnjced波动的影响,在
第１期为０,从第２期开始逐步增加,稳定在６％左右,其最大贡献度为６９６％,总体来说贡献度较小.
以上分析说明,济南市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发展受其自身发展的影响较大,受批发与零售业发展

的影响程度小于受自身发展的影响程度.
由表５(右部分)可知,Lnpfed受其自身的影响总体呈下降趋势,在第９~１０期趋于平稳,稳定在１１％

左右,其中最大贡献度为２５９９％.Lnjced对Lnpfed波动的影响,从第２期开始逐步增强,第１０期达到最

大值为８８９９％.以上分析说明,济南市批发与零售业的发展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的影响较

大,受自身发展的影响程度小于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说明:其他４４组两两产业

间的分析过程如上.
(七)实证研究结果

基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Lnjced 与批发和零售业Lnpfed 间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的分析过

程,本文计算出了上文提到的４５组两两产业间的短期和长期关联影响程度.通过整理分析,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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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Lnjced、Lnpfed方差分析结果表

时期
Lnjced的方差分解

标准差S．E． Lnjced Lnpfed

Lnpfed的方差分解

标准差S．E． Lnjced Lnpfed

１ ０．１５９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４２７３ ７４．０１４６５ ２５．９８５３５
２ ０．２２９４７６ ９９．９３５２７ ０．０６４７３２ ０．２４９３３０ ７９．４６５８２ ２０．５３４１８
３ ０．２７５３５９ ９７．３４６８４ ２．６５３１６１ ０．３３５４６５ ８３．０５８８２ １６．９４１１８
４ ０．３３０１７６ ９４．２３６４１ ５．７６３５８８ ０．３６９１９１ ８５．３０１０２ １４．６９８９８
５ ０．４０４４１９ ９３．０３８１９ ６．９６１８０７ ０．３９６９５７ ８６．６９６５１ １３．３０３４９
６ ０．４６９１５９ ９３．２００７６ ６．７９９２４０ ０．４０８０７０ ８７．３９３８２ １２．６０６１８
７ ０．５１８１５６ ９３．４３４９４ ６．５６５０５８ ０．４２０１８２ ８７．９５３４３ １２．０４６５７
８ ０．５５４４４９ ９３．６６７０７ ６．３３２９３１ ０．４２９３７１ ８８．３６６３１ １１．６３３６９
９ ０．５８５９９１ ９３．８６３７５ ６．１３６２４９ ０．４４３２３８ ８８．６８３０９ １１．３１６９１
１０ ０．６１４５９８ ９４．０２８２１ ５．９７１７９５ ０．４５７３８５ ８８．９９０９５ １１．００９０５

表６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细分产业经济密度弹性表

交通运输、
仓储 及 邮
政业

批 发 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信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

制造业

交通 运 输、仓

储及邮政业
１ １．６５３ ０．７２７ ０．３９９ ０．１８４ ０．６５２ ０．２７９ －０．１６７ ０．４６０ １．８９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０．６０５ １ １．０４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０ ０．５０３ ０．２４２ －５．２２６ 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７６ ０．９６２ １ －１．３０ ０．３６３ ０．２５７ ０．３４４ ０．９６７ ０．２７８ １．１７
金融业 ２．５０６ ５．６１８ －０．７６９ １ ０．６２６ ２．０１４ ０．８６７ －２．３２ １．０７２ １．５２９
房地产业 ５．４３５ ５．５５６ ２．７５５ １．５９８ １ ２．１３４ １．２１７ －２．５２２ １．４８５ －４．５９６

信息 传 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１．５３４ １．９８８ ３．８９１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９ １ ０．５２１ －１．２７２ ０．５６７ ７．０３４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３．５８４ ４．１３２ ２．９０７ １．１５３ ０．８２２ ４．７６２ １ －１．８１２ １．２９５ ３．４２４

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５．９８８－０．１９１ １．０３４ －０．４３１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７ －０．５５２ １ －０．４１３ ０．１１２

科学 研 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２．１７４ ５．０００ ３．５９７ ０．９３３ ０．６７３ １．７６４ ０．７７２ －２．４２１ １ ２．６８９

制造业 ０．５２９ ５．１５５ ０．８５５ ０．６５４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２９２ ８．９２９ ０．３７２ １

　　注:表中数据表示 A(列)产业对于B(行)产业的经济密度弹性.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细分产业间的经济密度弹性表(详见表６)、１９９６－２０１０济南市细分产业间的关联

影响程度表(详见下页表７)、济南市细分产业间的长期关联影响趋势预测表(详见下下页表８).
由表６、７可知,总体来看,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对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政业影响程度较大;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对批发和零售业影响程度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对

住宿和餐饮业影响程度较大;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对金融业影响程度较大;除了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制造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房地产业影响程度较大;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

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影

响程度较大;除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影响程度较大;住宿和餐饮

业、制造业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影响程度较大;除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科学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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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济南市各细分产业间关联影响程度表

产业 各细分产业对第一列各产业的关联影响强弱程度(由强到弱):强 弱

交通 运 输、仓

储及邮政业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饮

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制造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住宿和餐饮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制造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批发和零售

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房地产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金融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制造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房地产业

住宿和餐饮

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房地产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住宿和餐饮

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制造业

信息 传 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

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

业
金融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住宿和餐饮

业
制造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

业
房地产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科学 研 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饮

业
制造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制造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批发和零售

业

住宿和餐饮

业
金融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及邮政

业

科 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信 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房地产业

　　注:表中各行产业的排列顺序为关联影响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影响程度较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政业对制造业影响程度较大.
总体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效果较为明显,这也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密切联

系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能否实

现产业结构由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的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电子

计算机、交通等高附加值组装型重工业以及信息产业、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转变,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粘合剂”作用.
由表８可知,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预测,在未来的发展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受其

自身的发展以及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制造业

的发展影响较大;
批发和零售业受其自身、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制造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住宿和餐饮业受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制造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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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济南市各细分产业间关联影响程度趋势预测表

产业/趋势/产业
交通运输、仓
储及邮政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
产业

信息 传 输、
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

科学 研 究、
技术服务和
地质勘查业

制造业

交通 运 输、仓 储 及

邮政业
＋,△ ＋,△ ＋,△ ＋,△ ＋,﹋ －,↘ ＋,△ －,↘ ＋,△ ＋,△

批发和零售业 ＋,△ ＋,△ ＋,△ ＋,﹋ △ ＋,↘ ＋,↘ －,↘ ＋,△ ＋,△
住宿和餐饮业 ＋－,△ －,↘ ＋－,﹋ －＋,↗ △ －,△ －＋,↗ －＋,↗ ＋,△ ＋,△
金融业 ＋,﹋ ＋,△ ＋,△ ＋,△ ＋,△ －,△ ＋,△ －＋,﹋ ＋,△ ＋,↗
房地产业 ＋,﹋ ＋,△ ＋,△ ＋,↘ ＋,△ ＋－,↘ ＋,△ △ ＋,△ ＋,↘
信息 传 输、计 算 机

服务和软件业
＋,△ ＋,△ ＋,△ ＋,△ ＋,△ ＋－,↘ ＋,﹋ ＋－,﹋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 ＋,△ ＋,△ ＋－,↘ ＋,△ －＋,﹋ ＋,△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 －＋,﹋ ＋－,↗ ＋－,↘ －＋,﹋ ＋－,↘ △ －＋,△
科学 研 究、技 术 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
＋,△ －,△ ＋,△ ＋,△ ＋,△ ＋－,↘ ＋,△ ＋－,﹋ ＋,△ △

制造业 ＋,△ －,↘ ＋,△ ＋,△ ＋,△ ＋,↘ ＋,△ ＋,△ ＋,△ ＋,△

　　注:表中的预测结果为第一行各细分产业对第一列各细分产业的预测趋势结果,包括未来的影响方向及变动趋势;“＋”表示正向,
“－”表示负向,“﹋”表示影响波动较大,“△”表示稳定,“＋－”表示先正向后负向,“－＋”表示先负向后正向,“↘”表示影响程度弱,
“↗”表示影响程度强.

金融业受其自身、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房地产业受其自身、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受其自身发展以及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受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影

响较大;
制造业受其自身发展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五、研究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发生了剧烈变迁,经
济特区、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生态城、低碳示范区、软件

园、电子商务产业园等不同新型城市空间不断浮现,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实践史无前例,这种

转型时期大规模、快速的“城市革命”正在塑造一个新的概念———中国新城.中国的新型城市空间已形

成了资本的初级循环,其是资本和空间的城镇化,符合空间生产规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新型城市空间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区域发展的重大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但是,随
着城镇化的发展,许多复杂的城市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需要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和视域来解

释,而空间生产理论正适合了这种要求.目前,中国的新城发展是资本地域化的表现,呈现出强烈的空

间城镇化态势,形成依赖土地为资本的初级循环,它一定程度上符合空间生产的基本规律.但是,从我

国的城镇化过程来看,各级政府对长远发展规划目标的蓝图定义较为清晰而对实现目标的短期资本循

环风险的可控性考虑不很充分.
第二,产业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新型城市空间生产的引擎.没有产业,城市将失去活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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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资本循环将失去基础.产业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产业的

优化布局与发展将从根本上促进、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的新城发展,一是要贯穿产城融合的发展理

念,强化产业集聚、税收和消费来增加财政收入,淡化单纯的土地增值;二是要考虑新城所处区域的产业

发展基础以及产业间关联性,因为所属区域的产业经过历史的沉淀,蕴含着本区域自身的经济属性、社
会属性和地理属性,对其研究将会给区域新型城市空间生产提供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三,由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密切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

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同时,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效果较为明显,这也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密切联系的发展规律

相一致.因此,新城的发展还需依托较强的制造业基础,较强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

好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可带动制造业向服务高级化发展,周而复始,形成有利于产业融合

发展的螺旋式产业结构提升过程.
第四,从各细分产业长期关联影响趋势的方向和程度来看,大多数单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趋于

正向的态势,表明各类产业之间的影响是普遍的,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的要义.如果某个产业出现问

题,则可能对其他产业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带来整个产业体系的衰落或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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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ResearchontheRelationDegreeofEffectamong
SubdivisionIndustriesundertheModelofVAR:

CaseStudyoftheUrbanNewWestDistrictofJinan

MENGYanＧChun,QIAOXiaoＧYong,LIUXiangＧYu,MENGQingＧGuo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China’surbanization,theconstructionofUrbanNew
Districthasbecomeoneofmaindevelopmentenginesofmetropolitanarea,anapproachtodealwith
urbanizationproblemsaswellastoimprovethequalityofurbanization．InthelightofJinan’sNew
WestDistrictindustrialdevelopmentfoundationbeingrelativelyfragile,industrysystemdevelopment
beingnotperfect,the majorityofindustrialdevelopmentbeingnot matureandusingindustrial
economicdensityofJinancity’ssubdivisionindustriescanreflectthelocalindustrialdevelopment’s
economicattribute,socialattributeandgeographicalattribute,thispaperestablishesagroup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andavectorerrorcorrection model,usesimpulseresponseandvariance
decompositionmethodstodeeplystudytherelationdegreeofeffectof４５groupindustriescombined
theabovementioned１０subdivisionindustriesintheshortＧtermandlongＧtermbyselectingthedataon
Jinan’s１０subdivisionindustriesshowedinthestatisticalyearbookduringtheperiodof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Wehopethattheempiricalfindingscanmakecontributiontotheindustrydevelopmentstrategyofthe
UrbanNew WestDistrictofJinanCity．

KeyWords:theConstructionoftheUrbanNew District;SubdivisionIndustries;theRelation
DegreeofEffect;theUrbanNew WestDistrictofJina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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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区域比较研究∗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分析

宋　斌

摘　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
除了继续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增长的质量问题亦应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包容性增长

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两个维度,２０个基础指标的指标

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及３１个省域地区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

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整体得到显著改善,但
区域差距依然较大,东部地区集中了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省份.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包容性增长;主成分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如果简单地看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可谓成绩斐然,迅速从一个停滞的欠发达国家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经济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味追求高增长、以 GDP为纲的弊端

也逐渐显现,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国

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自亚洲开发银行２００７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理念

以来,国内高层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类似的理念,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成为一大热点.经济增长质量本

身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提出不同的测度标准.
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两大类:一类观点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

解经济增长质量(卡马耶夫,１９８３;刘亚建,２００２;章祥荪,２００８),主要将其等同于效率抑或全要素生产

率.卡马耶夫(１９８３)较早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认为要从要素利用效率而非经济增长数量的角度

来考虑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刘亚建(２００２)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可视为效率的同义语,以单位经济增长率所

含有的剩余价值量来表征;章祥荪(２００８)认为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
运用 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了分析;郭庆旺(２００５)
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出我国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表明我

国经济依然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经济增长质量属于规范性

价值判断,仅从效率的角度来理解显然会以偏概全,郑玉歆(２００７)认为按照目前的测算方法,TFP难以

全面反映生产要素的经济效果,也不能反映资源配置的状况,引发了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低估,因此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类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如 Barro,R．J．,２００２;刘树成,２００７;钞小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魏婕,２０１２;文建东,２０１２).Barro从政治、宗教信仰、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更广

泛地讨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刘树成认为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要做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

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和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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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又好又快发展的“好”的四个方面;钞小静、任保平(２０１１)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出由２８个基础指标

构成的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

度;文建东、李慧(２０１２)以县域经济为例,对东、中、西三大区域４９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落后地区首要任务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
但需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研究将借鉴文建东、李慧(２０１２)的研究成果,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包含经

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两个维度,２０个基础指标的指标体系,运用主分分析的方法,对中国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间及３１个省域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

二、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理论基础及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应离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近年来兴起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正是从

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来探讨经济增长模式的.因此,我们以包容性增长理论为基础来构建分析框架.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于２００７年首先提出,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我国

领导人也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重大会议上发表过相关致辞.亚洲开发银行(ADB)在«战略２０２０»
(２００８)中指出,一个致力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包括两个互相强化的战略焦点,首先是高速持续

的经济增长创造和扩展经济机会,然后是广泛地参与这些机会确保经济成果由社会成员共享.亚行

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２０１１)中构建了一个包含３５个指标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包含了以

下方面:(１)贫困与不平等(收入与非收入);(２)经济增长与就业;(３)关键基础设施禀赋;(４)享受教

育和医疗;(５)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６)性别平等和机遇;(７)社会安全网络;(８)良好的管理和制

度.其三大政策支柱为经济机会扩张、社会包容以促进机会平等、社会安全网.它们在良好的管理

和制度的支持下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使得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

利.包容性增长战略政策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包容性增长战略政策框架
　

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解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亚行官方解释的核心就是创造经济机会与

成果平等分享.增长是基础,分享是目的,社会安全网络是保障,它们在良好的制度和管理支撑下促

进经济的良性增长.因此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出发,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

出发:经济成果的创造与经济成果的分享.任何社会想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都必须以一定

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社会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初期也总是以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物质财富的积累为

主要目的;只有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才会被人们

逐渐所重视.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无外乎经济成果的创造与经济成果的分享,它们是经济增长质量

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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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无法以某一指标来表征问题

的各个方面,我们力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内容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出发,我们

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包含两个维度,２０个基础指标.目标指标是经济增长质量,下设两个方

面指标分别是经济成果创造与经济成果分享,各方面指标分别包含１０个基础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方面
指标

分项
指标

基础指标 单位 计算方式
正向
指标

逆向
指标

经

济

成

果

创

造

经

济

成

果

分

享

经济

水平

经济

结构

收入

教育

医疗

社会

保障

环境

设施

人均实际 GDP(X１) 元 √
农林牧渔业劳均产值(X２) 万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末乡村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X３) ％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４) 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 √
投资率(X５) ％ 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 GDP √
消费率(X６) ％ 最终消费支出/支出法 GDP √
投资消费比(X７) 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 √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X８) ％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X９)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金融业增加值比重(X１０) ％ 金融业增加值/GDP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值(X１１) 元 √

城乡收入比(X１２)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
√

普通小学生师比(X１３) 教师数＝１ √
普通高校生师比(X１４) 教师数＝１ √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X１５)个/万人 卫生技术人员数/年末总人口 √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X１６)张/万人 卫生机构床位数/年末总人口 √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X１７)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年末总人口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X１８)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年末总人口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１９) m２ √
城市用水普及率(X２０) ％ √

　　经济成果的创造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我们从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出发来构造经济成果创造方

面指标.其中经济水平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所达到的程度,分别以人均实际 GDP衡量人均财富,农林

牧渔劳均产值衡量农业经济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衡量工业经济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衡量商业经济水平①.
经济结构衡量了经济系统内要素联结及数量对比关系,从国民核算账户体系来看,包括产业结构、

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受数据所限,我们从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三个

层面来衡量.其计算方法如表１所示.由于单纯的测度投资率与消费率并非越高越好,此处将投资消

费比也考虑进来.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用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来衡量.
经济成果的分享从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设施五个层面来衡量.收入层面以农民人

均纯收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②.教育层面以普通小学生师比表征基础

教育的普及程度,用普通高校生师比表征高等教育的普及度.社会保障层面最主要的两大类保险就是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所以我们分别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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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人均实际 GDP和农林牧渔劳均产值、全国层面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省测度因数据所限采用名义
值)采用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计算.全国层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２００４年数据缺失,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资
产贡献率替代.

全国数据以２０００为基年计算,分省数据采用现值数据.



占比来测度①.环境设施层面我们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用水普及率来表征②.
本文中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域地区历年统计年鉴、国家

统计局网站以及中经网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将所得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量纲影响,将逆

向指标取倒数以使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作用方向趋同.

三、经济增长质量评价

(一)总体视角的分析

全国层面的数据测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数据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

响.鉴于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数据自身特征而非人为主观判断来确定指标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

确定各级指数.表２给出了由SPSS１９．０计算的全国数据指标统计特征.

表２　全国数据指标统计特征

维度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经济成果创造
１ ８．０５６ ８０．５６２ ８０．５６２
２ １．３７４ １３．７２８ ９４．３００

经济成果分享
１ ８．２５５ ８２．５５３ ８２．５５３
２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０ ９４．９０３

经济增长质量
１ １．９９２ ９９．５９０ ９９．５９０
２ ０．００８ ０．４１０ １００　

　　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

统计方法.主成分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保留了原始变量绝大多数信息且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
在进行全国层面不同年份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分析时,我们将指标体系中的指标１１个年份的观测值进

行主成分分析,得到高度综合的指标再来进行不同年份的比较分析.
在应用主成分分析进行多指标评价时,关键是要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目前常用的方法是根据前

面几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某一特定值(如８５％)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然后以各个主成分的

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来构造一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作为综合评价指数.但通常主成分间的各级分量符

号并不一致,因此这种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并不很理想,我们将其作为备选方案使用.统计学上的

信息通常就是指数据的变异,从数据的统计特征就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的能力是最强

的,它对应着数据变异最大的方向,也就是使数据损失最小、精度最高的一维综合变量.从表２我们也

可以看到,无论是从经济成果的创造,还是经济成果的分享指标来看,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都超过

了８０％,接近于８５％的水平,而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９９．５９％(这可

能与只有两个维度的方面指标有关).因此,在全国数据层面,我们只使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各级指标

权重.我们用第一主成分系数除以其相应特征根后的数值来确定基础指标权重③,并由此计算出历年

各方面指数值,然后以同样的方法确定方面指数的权重并计算出历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数据见

表３、表４.
从表３我们可以发现,方面指标经济成果的创造与经济成果的分享的权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只有

两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缘故,两个变量都已经是高度综合化了的指标.经济成果创造的基础指标

中,反映总体经济水平的人均实际 GDP、反映农业经济水平的农林牧渔劳均产值以及反映商业经济的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权重相对较高,说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经济成果创造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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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基本养老保险涵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口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
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以及新农合.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２００５年北京,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天津数据缺失,采用相邻值的均值替代.
如果以第一主成分系数除以相应特征根开根号后的数值来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得到的是主成分用标准化原始变量线性表示的系

数,此处得到的权重为标准化主成分由标准化原始变量线性表示的系数.



表３　各级指标系数及权重

基础指标 F１系数 基础指标权重 基础指标 F１系数 基础指标权重

人均实际 GDP ０．９９１ ０．１２３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值 ０．９９０ ０．１２０
农林牧渔业劳均产值 ０．９９２ ０．１２３ 城乡收入比 －０．７６７ －０．０９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０．８８９ －０．１１０ 普通小学生师比 ０．８８１ ０．１０７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０．９６８ ０．１２０ 普通高校生师比 －０．７７７ －０．０９４
投资率 ０．９４４ ０．１１７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０．９４９ ０．１１５
消费率 －０．９１４ －０．１１３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０．９５７ ０．１１６
投资消费比 －０．９４２ －０．１１７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 ０．９９３ ０．１２０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０．４７４ ０．０５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比 ０．９０８ ０．１１０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０．８７９ ０．１０９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０．９４８ ０．１１５
金融业增加值比重 ０．８６６ ０．１０７ 城市用水普及率 ０．８８４ ０．１０７
方面指标 F１系数 方面指标权重 方面指标 F１系数 方面指标权重

经济成果创造 ０．９９８ ０．５０１ 经济成果的分享 ０．９９８ ０．５０１

几个方面;经济成果分享的基础指标权重除了城乡收入比和普通高校生师比两个指标外,其他指标权重

较为平均,其相对重要性也差不多.医疗及环境设施综合影响相对较大.
表４总结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方面指数及综合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

经济成果的创造、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指数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来看,进入２１世纪的中

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呈稳中上升态势,反映了我国经济近年良性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

数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８７０６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５６０６２,方面指数也展现了几乎一致的增长态势.经济成

果创造方面指数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０２８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１９１１;而同时期经济成果分享方面指数从

－１３６５６２上升到１．６９５７３,增长幅度略大于经济成果创造方面指数,表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更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济成果分享方面的改善.

表４　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汇总

年份
方面指数

经济成果的创造 经济成果的分享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２００１ －１．４０２８０ －１．３６５６２ －１．３８７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１５７２２ －１．１８１２７ －１．１７１６５
２００３ －０．８０６８９ －０．７６０４８ －０．７８５３０
２００４ －０．６３６８７ －０．６９３２３ －０．６６６４２
２００５ －０．４９１２０ －０．３８３１６ －０．４３８０８
２００６ －０．１６４０７ －０．１６８７１ －０．１６６７３
２００７ ０．１７１０１ ０．２０７９６ ０．１８９８７
２００８ ０．６８５５９ ０．５１１１７ ０．５９９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５６５ ０．９２６０２ １．０１７９２
２０１０ １．２７７６９ １．２１１６０ １．２４７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４１９１１ １．６９５７３ １．５６０６２

　　图２描绘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各级指数趋势,我们可以看到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经
济成果创造指数与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相比呈交替上涨趋势,且有幅度拉大的态势,这可能与政策调整的

波动有关,但总体上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二 )区域视角比较分析

为全面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我们还必须从区域的视角来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测度了全国３１
个省域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经济增长质量,并进行了综合排名.在分省比较中,受数据来源所限,人均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使用的是现值;但由于分省数据我们是在截面上进行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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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各级指数趋势图
　

分分析,各省之间的差距依然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对结果不会造成根本影响.分省数据的指标统计特征

如表５所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是用某一年３１个省域地区的指标观测值来做主成分分析,同一

省份不同年间的综合评价指数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给出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每一年不同省份之间

在全国的排名,再来比较同一省份不同年间排名的变化以衡量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情况.
由表５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成果创造与经济成果分享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历年都较低,综合

信息能力不强,若仍然根据第一主成分系数来确定指标权重就没有充分说服力.因此我们以各个主成

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来构造一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作为综合评价指数.而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的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历年都较高,且其方面指标又只有两个维度,我们仍然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

其指标权重.

表５　分省数据指标统计特征

维度 成分
方差贡献率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经济成果创造

经济成果分享

经济增长质量

F１ ４０．７３４ ４０．２４２ ３９．８７４ ４２．２０３ ４２．８７１ ４４．０２３ ４５．１８４ ４８．４５６
F２ ２５．３２４ ２４．６４７ ２４．３１１ ２６．３０５ ２６．３６２ ２６．６９１ ２５．４０６ ２３．７８２
F３ １．６２４ １．７６７ １８．４１７ １７．４７６ １７．５０１ １５．６９７ １４．７４４ １２．５４７
F１ ５７．７９９ ５５．９７０ ５４．６１１ ５５．７０９ ５０．７８１ ４８．７５４ ４６．１１０ ４５．１２３
F２ １５．７５３ １８．９０１ １２．２２４ １３．４８４ １３．１６６ １４．３０４ １４．８７２ １３．１３３
F３ － － ９．６７１ － １２．５２７ １２．１５１ １３．２７８ １１．５５４
F１ ８４．０３７ ７９．０１ ７８．７２３ ７８．６４６ ９４．７３０ ９４．７３２ ９２．７８９ ９１．３４５
F２ － － － － － － － －

　　注:此处仅统计特征根大于１的主成分.如果主成分特征根小于１,说明该主成分解释力还不如引入一个原始变量的平均解释力;
故可以用特征根大于１作为纳入标准.

　　表６所示为各省市自治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汇总,表７汇总了各省历年排名及变

化情况.

　　表７所示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排名.２００４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前十位的是:(１)北京,(２)上海,(３)天津,(４)辽宁,(５)吉林,(６)浙江,(７)新疆,(８)广东,(９)海南,(１０)
内蒙古.其中包括东部省份７个,中部省份２个,西部地区只有新疆.排名１１至２０位的省份为:(１１)
福建,(１２)山东,(１３)四川,(１４)黑龙江,(１５)西藏,(１６)江苏,(１７)湖北,(１８)湖南,(１９)宁夏,(２０)青海.
其中包括东部省份３个,中部省份３个,西部省份４个.排名２１~３１位的省份为:(２１)山西,(２２)重庆,
(２３)河北,(２４)安徽,(２５)甘肃,(２６)广西,(２７)云南,(２８)陕西,(２９)江西,(３０)河南,(３１)贵州.其中东

部省份１个,中部省份３个,西部省份７个.由此可见２００４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靠前的省份集中在东

部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次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大多靠后.２０１１年经济增长质量前十位

中,东部省份占据了８个,中部及西部地区各有一省挤入前十.排名１１至２０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３
个,中部地区３个,西部地区４个.排名２１至３１的省份中部地区４个,西部地区８个,由此我们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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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上,东部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态势.由表７计算各省域地区历年排名的方差并排序我们

发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波动程度东、中、西部地区也展现了逐渐加重的情形.表７最后一列我们采用简

单平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了排名,结果与前述结果一致,
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质量上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我们认为,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采取区域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借助东部地区沿海优势集中力量使

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随着东部地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东、中、西部区域不平衡的态势越来越严重,国家

陆续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以借助中西部广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

极,同时缩小区域贫富差距.我们知道,任何地区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初期总是以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
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主要目的,只有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才会被人们逐渐所重

视.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程度,追求增长质量,改变粗放式

增长方式迫在眉睫,人们对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愈发强烈.而西部地区由于近些年才在国家战略层面

被重视,经济增长起步晚,依旧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尤其是以掠夺式开发资源来换经济增长

在西部各省还较为普遍.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地区集中于东部地区.

表６　各省市自治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汇总

省 份
年 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北京 ３．８２８７１ ３．９９９３８ ３．８９３６９ ３．７８５３３ ２．５７６９３ ２．９０４３１ ２．８９８７４ ２．８３７９８
天津 １．３４８３４ １．１２２３３ ０．９０７２７ １．０８７０２ １．３４９７５ １．７４１０４ １．７０８０７ １．５６６１７
河北 －０．５７０２０ －０．６３５７１ －０．６２４２２ －０．４４８１２ ０．０３１９１ －０．１９６４７ －０．３４７７１ －０．２９６１５
山西 －０．４３２７３ －０．３９９０８ －０．５７９０５ －０．４８６１６ －０．２７５３６ ０．００７８８ －０．０６７７１ －０．３４９７３

内蒙古 －０．００８６０ －０．２０５７３ －０．３１７９７ －０．８０８８７ －０．２６０８７ －０．０３６４４ －０．０２８３８ ０．３６９２８
辽宁 ０．７３１５１ ０．６９３６５ ０．４３９４８ ０．３２７７７ ０．５６６９７ ０．８３９２１ ０．８１６５８ ０．７１３２５
吉林 ０．３４４５０ ０．３５４５３ －０．１３７９７ －０．４０９８８ －０．３７０１４ ０．０３４１ ０．１４９１４ ０．４８０２９

黑龙江 －０．１４３２４ －０．３５９５２ －０．３１３２５ ０．０７０４４ ０．１５１５３ －０．２９４４ －０．０１１３８ ０．２７４７２
上海 ２．６４８６７ ２．６０４７８ ２．６３１４０ ２．８１５５２ ２．４２７６３ ２．５５１１９ ２．６１８２ ２．３０８１１
江苏 －０．１９５０１ －０．２１６９２ ０．１３９１５ ０．０２８５４ １．２０３１８ ０．８２５０８ ０．８４２０８ ０．６６６８２
浙江 ０．１７９３９ ０．２６７５０ ０．５１６３２ ０．４７１６５ １．１３７３５ ０．８８７７ ０．９２３５６ ０．７９１６５
安徽 －０．６３６３０ －０．５８３５６ －０．４５４５９ －０．３２９６２ －０．４８６４９ －０．９２７９５ －０．９０６２６ －０．７７０３５
福建 －０．１０３５７ －０．１５１３７ ０．０１７１３ －０．００４１９ ０．３８６８８ ０．２７３８１ ０．２３９４８ ０．１２８６９
江西 －０．８７４８５ －０．８８１９４ －０．９８０２３ －０．９８７４０ －０．３００４３ －０．６８５３２ －０．９０９６５ －１．０６２
山东 －０．１２０８３ －０．１６１７２ ０．２７８０８ －０．２６１６７ １．２４８９６ ０．７２０７８ ０．７１１６４ ０．９３７２３
河南 －０．８８５６４ －１．０１６５５ －０．９８５３８ －１．１８６６ －０．６９６３９ －０．９０００７ －０．７１８６４ －０．８６６７６
湖北 －０．２０３８０ －０．１３４９１ ０．００４９７ ０．０２６５６ ０．０５８４９ －０．１６５５５ －０．１８１９１ －０．２６３２９
湖南 －０．２１３６５ －０．０００４６ －０．１００５４ －０．０６６３５ －０．３１７４１ －０．７２１１ －０．５８４５９ －０．６９６６８
广东 ０．０７８５１ ０．００９４１ ０．５７４１８ ０．５７９８８ ０．８３４４６ ０．０５７４８ ０．１２２ ０．５６５４１
广西 －０．６７０４９ －０．５１０８９ －０．３５４８４ －０．４５５６４ －０．８５９８７ －０．８２５８２ －０．８３７２５ －０．９６２１２
海南 ０．０７８０８ ０．０３９３５ ０．２０９８３ ０．０２６７０ －０．４８５２１ －０．４６８４１ －０．２８６０９ ０．１９５９６
重庆 －０．５６０４６ －０．４２５１６ －０．５６５８７ －０．５７１３０ －０．４００２７ －０．４４８３８ －０．５４０５ －０．０１４５
四川 －０．１３００９ －０．０９１４２ －０．１１８０３ －０．２４８４９ －０．７１９２６ －０．６６７１３ －０．６６６２ －０．１３６９８
贵州 －０．９４２５３ －０．６３０４０ －０．５４４５４ －０．３１０４２ －１．２１７９ －１．３３０６９ －１．２３６８ －１．４７５６４
云南 －０．６７７８５ －０．７０９９８ －０．７５８４０ －０．１２１９２ －０．８１０３４ －０．９５９２２ －１．０８１８２ －１．１０６３３
西藏 －０．１８８５１ －０．１８９２９ －０．１６４４８ －０．４４９１６ －１．５６９７９ －０．５６２７８ －０．２７１４８ －０．９１６
陕西 －０．６８４４４ －０．６７５８１ －１．００８２ －０．５９３７０ －０．５２８０６ －０．３４７４７ －０．３８１０５ －０．４４５７３
甘肃 －０．６３７２６ －０．５１９２９ －０．５４０１５ －０．５０４９３ －１．１２２０７ －１．３０１８１ －１．２２３１６ －０．９６２０６
青海 －０．２５２８９ －０．３６５１３ －０．２９９７９ －０．２５２２４ －０．４３７９３ ０．１０８８９ －０．１６９９２ －１．１１８６８
宁夏 －０．２３０１６ －０．０５５３７ －０．２７９９７ －０．６９６２７ －０．９７３７６ －０．２１３７ －０．６０４３２ －０．２８２３２
新疆 ０．１２５４０ －０．１７０７３ －０．４８４０１ －０．０２６５２ －０．１４２５ ０．１０１２５ ０．０２５３１ －０．１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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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

省 份
年 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综合排名

北京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天津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河北 ２３ ２７ ２７ ２１ １２ １６ １９ １９ ２１
山西 ２１ ２１ ２６ ２４ ２４ １５ １３ ２０ ２２

内蒙古 １０ １７ １９ ２９ １４ １４ １３ １０ １５
辽宁 ４ ４ ６ ６ ８ ５ ６ ６ ５
吉林 ５ ５ １４ ２０ １８ １２ ９ ９ １０

黑龙江 １４ １９ １８ ７ １０ １８ １２ １１ １４
上海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江苏 １６ １８ ９ ８ ５ ６ ５ ７ ８
浙江 ６ ６ ５ ５ ６ ４ ４ ５ ４
安徽 ２４ ２５ ２１ １９ ２２ ２８ ２７ ２３ ２４
福建 １１ １３ １０ １１ ９ ８ ８ １３ ９
江西 ２９ ３０ ２９ ３０ １６ ２４ ２８ ２８ ３０
山东 １２ １４ ７ １７ ４ ７ ７ ４ ７
河南 ３０ ３１ ３０ ３１ ２４ ２７ ２５ ２４ ３１
湖北 １７ １２ １１ １０ １１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３
湖南 １８ ９ １２ １３ １７ ２５ ２２ ２２ １６
广东 ８ ８ ４ ４ ７ １１ １０ ８ ６
广西 ２６ ２３ ２０ ２３ ２７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６
海南 ９ ７ ８ ９ ２１ ２１ １８ １２ １２
重庆 ２２ ２２ ２５ ２６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４ ２３
四川 １３ １１ １３ １５ ２５ ２３ ２４ １６ １７
贵州 ３１ ２６ ２４ １８ ２０ ３０ ３１ ３１ ２８
云南 ２７ ２９ ２８ １４ ２６ ２９ ２９ ２９ ２７
西藏 １５ １６ １５ ２２ ３１ ２２ １７ ２５ ２０
陕西 ２８ ２８ ３１ ２７ ２３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５
甘肃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５ ２９ ３０ ３０ ２６ ２９
青海 ２０ ２０ １７ １６ ２０ ９ １５ ３０ １８
宁夏 １９ １０ １６ ２８ ２８ １７ ２３ １８ １９
新疆 ７ １５ ２２ １２ １３ １０ １１ １５ １１

　　注:综合排名采用简单平均方法来排序,其中海南和新疆,黑龙江和湖北,山西和河北,贵州和云南得分相同,选择位次变化小者(方
差小者)在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自转型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我们不仅要继续重视速度问

题,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也应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近年

来中国整体及省域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及评价.
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近年呈现持续良性增长的态势,从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的角度来看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它们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做出了贡献,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更多来源于经

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看,近年来在大多数省域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改善的同时,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依然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区域不平衡并未得到改善.

由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一定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第一,不断调

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保证经济成果的创造;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保证社会资源

分配的合理性,让经济成果的分享惠及更多民众;第三,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从经济增长数量上,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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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考虑来制定相关政策,以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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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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形式,信任结构的良性运行与中小企业的发

展质量是紧密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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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信任型社会资本的社会学想象力,探讨信任型社会资本对中小

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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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６．６万户,个体工商户４０５９．２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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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普

特南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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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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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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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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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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特殊性信任相对应,普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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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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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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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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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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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把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称为“信
任型社会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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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结构可以从特殊性信任和普遍信任两方面来探讨.特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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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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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任关系的行为者手中,
而拥有非特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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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特殊性信任关系的组织间更容易获得资源交换和支持,而普遍信任关系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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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特殊性信

任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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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拥有普遍性信任关系的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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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和女儿,分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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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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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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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总仍然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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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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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能力.直到２００７年公司资产达到了４００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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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拥有特殊性信任关系者和普遍性信任关系者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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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沟通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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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没有特殊性信任关系的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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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任关系者与普遍性信任者之间明显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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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结构从特殊性信任与普遍性信任两个面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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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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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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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文化中,个人需要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才具有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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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内部习得的处世价值、伦理规范及态度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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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种特殊性信任占据主导的管理模式.处于企业管理核心层面的多为中小企业主自身或其有关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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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拥有的是特殊性信任关系,后者则是拥有普遍性信任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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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源的晋升来看,受人情关系和感情亲疏的影响,企
业管理者容易将制度悬置,倾向于提拔家族成员,并且具有特殊性信任关系的成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多

于普通员工的隐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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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种是

市场的,另一种是非市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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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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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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性信任的中小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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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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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类特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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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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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维群,２０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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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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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是特殊性信任关系的中小企业,往往能够在风险来临前从特殊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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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能够捕捉新的过程机会,获得

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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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中小企业组织相对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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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特殊性信任关系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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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特殊性信任与普遍性信任的融合和发展.在中小企业的信任结

构中,特殊性信任与普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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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适度加强对特殊性信任的制度性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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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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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性信任关系的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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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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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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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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持续地保证企业发展的质量,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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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度研究∗

赵颖智

摘　要: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构建

了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并计算了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基于系统得分,建立了协调

度测算函数来计算中国近２０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度.结果显示出城镇化系统

与农业现代化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城镇化中后期,农业现代化发

展动力和支撑力呈现出明显不足.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将城镇发展收益投入农业

和农村的建设将会带来更好的效益,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

化.
关键词: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度

一、引言

农村和城市是人们生活的两种环境,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社会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深

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随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促进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相互协调.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

５０％达到了５１２７％,这个中国社会结构中历史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聚集在城市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居

住在农村的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优先程度和相互关系,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以及具有“城市偏好”的发展方

式和模式的选择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城乡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来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１９７５)在论述发展的型式时,提出了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变,带来人

均收入水平(人均 GDP)的提高,从而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进而带

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辜胜阻(１９９１)认为城镇化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物质技术

基础和资金,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土地制度会对城镇化产生制约.
韩长赋(２００２)认为,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实现小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城乡统筹考虑,农
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两个题目一起解.尹成杰(２０１２)认为城镇化是释放农业农村需求的重要战略基

点,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实现城乡发展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在对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方面,郑鑫(２００５)论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

关系,认为我国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不够重视农业现代化,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健

康.刘玉(２００７)认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主要因素在于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脱节、农民

与城镇居民脱节、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脱节.韩长赋(２０１２)认为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是我国当前面临

的最大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孙云霞(２００９)通过构建区域城市化与

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来计算两者间的协调度,结果发现我国大陆各省去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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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整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曾福生等(２０１１)通过选择反映城乡差距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加权计

算城乡协调度水平,认为湖南省城乡协调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对农业农村发展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
综合来看,学者们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转变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时,认为二者均为对方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在资源配置方面产生一定的相互制约.对我国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学者们大多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认为二者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主要是农业

现代化发展滞后,缺乏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定量研究.其中已有的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性研

究中,局限在城乡关系演变和城乡一体化评估,没有从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角度对二者

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程度进行综合量化测评.
因此,为了量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

统并计算其系统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发展理论构建协调度函数,测算二者之间的协调系数,
以此量化分析中国近２０年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情况.

二、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构建方法

一个完整的系统由依照严格标准选择出来的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构成.通过测算每个层次的权重

和得分,可以得到系统的综合得分.
(一)系统构建原则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多层次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量化这些影响因素的效

应,我们依据几个原则来构建系统.第一,科学性原则,即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观察、评议和测

试等方式确立评价指标;第二,系统性原则,要求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指标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

性,即各个评价指标能够全方面、多层次、高效率反映系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第三,层次性原则,即
评价体系应该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反映出系统变化的实际情况;第四,可操作性,即数据来源需要确

实有效、可以获得,降低指标之间的冗余程度;第五,可比性原则,即保证数据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的一

致性,使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
(二)系统得分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应用 AHP模型来确定各层次权重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各层次的综合得分.主要

分为四步:首先构造层次分析模型并确定需要计算权重的准则层和子准则层.然后判断各子准则层的

相对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第三步是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

和一致性指标CI的值(CI＝
λmax－n
n－１

).再计算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CR(CR＝CI/RI).第四

步是若判断矩阵通过随机一致性检验后计算子准则层的相对权重.
在系统分析中,为了更全面完整的说明系统受到的各种影响,会选择多方面、多层次的指标来进行

综合衡量.所选取的每个指标都反映出某种影响因素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使得系统整体中的统计数据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为了解决在研究多个变量时因变量太多

导致的相关性和复杂性,可以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降维),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把多指标转化为少

数几个综合指标,在尽可能保持原有信息的基础上,将能反映变量信息的主要因子提取出来.本文应用

统计软件SPSS１８０进行分析计算,主要步骤有:

１．对每个子准则层指标进行 KMO检验和巴特利球体检验.KMO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是对

抽样充足量的测度;巴特利球体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是否是单位阵.如果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过小、相关

系数矩阵是单位阵,则表明变量不适合采用因子分析.当 KMO 检验系数＞０５,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

显著性概率P值＜００５时,才能进行因子分析.

２．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每个准则层选取了多个指标数据,每个指标数据的属性和量化单

位都存在差异,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必须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使用ZＧScore法,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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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Zi＝
Xi－Xi

Si
.其中,Xi 为数据Xi 的平均值,Si 为Xi 的标准差.标准化后的数据Zi 是均值

为０、方差为１的数列.

３．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４．根据特征值和方差累积贡献率选出主成分,一般认为,特征值大于１或者累计贡献率大于８５％的

因子,可以选作主成分因子.

５．根据选择作为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和因子得分,计算出各主成分总得分.
将各子准则层主成分得分矩阵与权重矩阵相乘,得出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三、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评价结果

(一)城镇化系统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城镇数量的

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化的发展逐渐从数量上的发展转向内在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构建城镇化

系统时,依照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内涵,我们除了考虑传统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考虑了城

镇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等.具体指标见表１.
表１　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

准则层 子准则层 评价层 子准则层 评价层

新型

城镇

化发

展水

平 U

城镇经济水平
(０．４５４７)

城镇生活设施
(０．１４１１)

非农产值比重

非农就业比重

城镇化率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城乡居民收入比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用水普及率

燃气普及率

电视人口覆盖率

城镇生活质量
(０．２６３１)

城镇居住环境
(０．１４１１)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高中升学率

公共图书馆数量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

刑事案件比例

城市人口密度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城市污水处理率

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

　　通过比较各层次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得到各层次权重(结果见表１),在此基础上使用SPSS１８．０计

算出城镇化系统综合得分,见图１.
(二)农业现代化系统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不断改造传统农业生产力的过程,伴随着农业生产手段的改进、农业科技含量

的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优化等变化.因此,在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
应该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水平出发,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综合考量.
具体指标见表２.

　　通过比较各层次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得到各层次权重(结果见表２),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农业

现代化系统综合得分,见图２.

四、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的协调度

城镇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发展存在相互影响和内在关系.两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可以看

成是为了实现系统整体有序发展的目标,各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调整而形成的各自自身状态、相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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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关系以及相互影响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对于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估,是对各系统实际发

展水平的观测值与其两个系统协调发展时的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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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１１),结果为作者计算所得.

图１　城镇化系统综合得分

表２　农业现代化系统评价指标

准则层 子准则层 评价层 子准则层 评价层

农业

现代

化发

展水

平 A

农业生产投入
(０．４２３１)

农业经济水平
(０．２２７２)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单位耕地化肥用量

单位耕地用电量

有效灌溉率

劳均耕地面积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业综合产出
(０．２２７２)

农业生态环境
(０．１２２５)

劳均粮食生产量

劳均棉花生产量

劳均油料生产量

劳均水产品生产量

劳均肉类生产量

农业劳动生产率

土地生产率

人均耕地面积

农业成灾率

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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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１１),结果为作者计算所得.

图２　农业现代化系统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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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算方法

参考王维国(２０００)的协调发展理论和模型,建立协调系数C ∈ [０,１]的标度函数来衡量子系统间

协调发展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C(a/u)＝exp －
２ Xi－Xi′

S
é

ë
êê

ù

û
úú

C(a/u)表示a 系统对u 系统的协调系数,Xi 是a 系统实际发展水平的观测值,通过建立子系统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求得;Xi′是a 系统与u 系统协调发展时u 系统所要求a 系统的发展水平值,通过建立

两个系统间的回归方程拟合来求协调值;S 表示a 系统实际发展水平观测值的标准差.两个系统间协

调系数计算公式为:C(a,u)＝
min(c(a/u),c(u/a))
max(c(a/u),c(u/a))

协调系数C的大小表示其协调程度,具体划分为６个区间,C∈(０,０２]为极度失调,C∈(０２,０４]

为严重失调,C∈(０４,０６]为濒临失调,C∈(０６,０７５ ]为初级协调,C∈(０７５,０９ ]为良好协调,C∈
(０９,１]为高度协调.

(二)测算结果

依据上述测算方法,计算城镇化系统与农业现代化系统协调度时,首先依据二者评价指标体系结

果,对一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时对另外一个子系统所要求达到的发展水平进行拟合回归.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均是时间序列数据,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即上一期存量对当

期发展水平有较大影响,因此在进行二者回归拟合时,引入因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自变量.农业现代化系

统 A与新型城镇化系统 U协调发展时的相互拟合回归关系如下:

A＝０６７０∗A(－１)＋０３０５∗U　(R２＝０９５３) (式１)

　　tＧvalue(４５７４)　(２．７３４)

　　prob．(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６)

U＝０．７２６∗U(－１)＋０．３３６∗A　(R２＝０．９６９) (式２)

　　tＧvalue(６．３４１)　(２．４２２)

　　prob．(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２)
从式１和２看出,城镇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带来农业现代化变动０３０５个单位;农业现代化每变动

一个单位,带来城镇化变动０３３６个单位,即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大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

的带动作用.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t＞２)和p值检验(５％水平下),方程的调整后

判定系数均大于０９５,拟合回归效果很好.
进一步计算出城镇化系统 U和农业现代化系统 A的协调度,具体结果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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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农业现代化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协调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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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协调水平C(A/U)平均值为０７０３１,刚达到初级协调水平,
其变异系数为０１６３９;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水平C(U/A)平均值为０７７３１,达到良好协调水平,
其变异系数为０１６６８,波动幅度略大于C(A/U);农业现代化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协调水平 C(A,U)
平均值为０７６７９,位于C(A/U)与C(U/A)平均值之间,但其波动幅度最小,为０１４７９.其中,农业现

代化系统与城镇化系统协调系数C(A,U)中存在多个低水平下的伪高度协调(C(A,U)大于C(A/U)
与C(U/A)中的最大值),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均是此种情况,占到所有C
(A,U)值的４５％,除去这些伪高度协调值,C(A,U)的平均值仅有０６９２０,小于系统总协调系数均值

０７６７９,刚达到初级协调水平,但变异系数仅有０１０７,表明系统协调值除去伪高度协调值后整体波动

幅度较小.
从图３来看,城镇化系统与农业现代化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趋势:(１)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C(U/A)值大于C(A/U)值,表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较好,即这段时期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C(A/U)值大于C(U/A)值,表明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协调程度较好,即城镇化水平离农业现代化

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C(U/A)值大于 C(A/

U)值且二者差距有扩大趋势,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又开

始变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动力和支撑力不足.农业现代化系统与城镇化系统总协调系数C(A,U)值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２０００年以前主要因为C(A/U)值小于C(U/A)值导致 C(A,U)值递减;２０００
年之后,C(A/U)发展趋势变好但C(U/A)呈现递减趋势使得二者差距变小,C(A,U)值呈现上升趋势.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选取４个维度２６项指标构建新型工业化系统、选取４个维度２２项指标构建农业现代化系统,
运用层次分析法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利用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文章建立

了协调度标度函数测算两者之间相互发展的协调系数.结果表明,城镇化系统与农业现代化系统总协

调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较好,即这段时期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因

为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的弱质性和

相对较低的农村发展投入回报水平,使得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城市发展建设中,结果导致城

镇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综合环境越来越好,而农村依靠政府投入的发展则缓慢滞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城
镇化水平离农业现代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较大,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
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步改变,
政府开始着力进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大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相应

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逐步为进程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打造良好的务工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离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偏差又开始变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动

力和支撑力不足.
总体来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效果明显大于农业现代化

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说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不

可能光依靠从农业农村获得资源要素的积累,而将城镇发展收益投入农业农村建设则会带来良好的效

用.在我国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包括加大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和农

村生活条件,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转变、带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产业

链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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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政策探析∗

周长城　徐　鹏

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

的问题.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探讨了影响城市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主客观因素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对主观满意度高低有

明显影响,且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晚年生活丰富程度、危机意识三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着正

向相关关系.最后,在分析结果基础上为提高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出了对策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开始面临着一个更为开放的、急剧

变化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中的活动频率不断增加,城市内诸系统要素更加错综

复杂,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新的挑战.在众多城市发展难题中,城市养老问题伴随着人

口老龄化的到来而愈加凸显出来.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

经历老龄化阶段.我国是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表现

出一定的异质性.首先,从老年人口数量来看,我国表现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老龄人口高龄化趋

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１３２６％(国家统

计局,２０１０),而来自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则预测,如果保持目前３２８％的年增长率,那么到

２０２０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２．４亿,其中３０００万是８０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２００７).其次,从老年人抚养比来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老年人抚养比将从１１％左右快速上

升到约４０％,使老年人口负担等于本世纪初的３到４倍(曾毅,２００１).最后,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使得

改善我国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政策措施缺乏物质保障.在这样的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幸福感问题业已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自２００９年起推行了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继

而在２０１１年颁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基

本原则和主要任务,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目标:全面切实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质量.
为了促进这一老龄工作核心目标的实现,有必要系统探究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而根据实

证分析结果进一步制定更具实效的老龄政策,以此提升我国老年人的养老质量.本研究将以城市老年

人口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一个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性政策建议.

一、老年人生活质量主客观因素关系分析

生活质量(QualityofLife,简称 QOL),是反映人们的客观生活环境状况以及人们对客观条件的主

观评价状况的综合指标.关于生活质量一词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由英国福利经济学

家庇古(PigouA．C．)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并用以描述福利的非经济层面;其二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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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在«丰裕社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并从

个人的主观层面对之予以了界定与描述(周长城、刘红霞,２０１１).而对于老年人生活质量这个概念,至
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以及不同的研究机构设计了种类繁多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测

量量表;他们所采用的测量指标虽不尽相同,但大都包含了客观指标(物质经济条件、家庭环境、身心健

康状况等)和主观满意度指标两个方面.从指标的设置方式可以意识到,现在的学者都逐渐认同老年人

生活质量既与老人所处客观条件的好坏紧密相关,又与老年人对客观条件的主观感受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对于评价生活质量各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者之间到底有着一种什么

关系? 笔者认为客观条件的好坏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外在反映,而主观满意度的高低则是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内在体现,且外在的客观条件能够对内在的主观满意度产生直接的影响.下面将对这种观点做

出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是评价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研究,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全面分析各种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指标,并以此为依据来调

整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从而达致这样一种和谐状态:社会为老年人提供改善其生活质量所需要的社会

供给,而老年人自身也通过不断调整各种影响主观感受的指标来提升对于社会的主观认同感和个人满

意度.可见,只有当老年人既能从社会中获得足够的客观物质供给,又能在日常生活中产生较强的主观

生活满意度,才能真正体现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
其次,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要认识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评价尺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

物质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向前发展的.随着物质生产的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也会随之进

一步提高;这种动态提升过程在指标研究中的体现,就是老年人对于生活质量的评价会被推向更新更高

的层次.此外,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收入状况、邻里关系、家庭关系、生活娱乐等的主观感受,都会依

据个人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环境背景的不同而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的评价标准,从而决

定了个体对于生活质量追求层次上的差异性.这也就是说,处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老年群体对于

生活质量的评判准则是不尽相同的,特别是在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评价方面,这种异质性体现得尤

为突出.
最后,从承认上述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实就是在每个人自身设置

的衡量尺度上,相对于先前的生活感受而言有所提升.这样看来,比起老年人所处客观物质条件的改

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老年人对于自身生活主观满意度的实质提升.因为即使物质环境改善了,但老

年人自身并不满意这种环境的改变,那么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没有实质提高的;相反,有些生活并

不富足的老年人,每天却过得很幸福,而这些老人则会觉得自己有着较高的生活质量.可见,我们不仅

要注意到不同的老年人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还要关注这些个人正在做什么、想什么、要什么(周长

城等,２００９).一方面,客观条件的改善能够体现在老年人对于相应客观条件的主观评价上;另一方面,
与客观条件指标的绝对性相比,老年人的主观感受更能解释老年人实际的生活质量状况,主观满意度指

标的高低更能内在地反映老年人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在后文中将不同的客观隐性指标作为外因潜在变量,而把主观满意度作为内因

潜在变量,以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索影响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状况的主客观因素间的影响路径.

二、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接下来的模型分析考察的是完整结构方程模型,亦即潜在变量的路径分析.模型中既含有测量模

型又包含结构模型.每个测量模型含有两个以上的观察变量(指标变量),而每个观察变量都设置有误

差变量;一个测量模型中的不同观察变量用来共同反映一个无法观察的潜在变量,而这个潜在变量能够

体现相应观察变量的共同特质.与传统的路径分析相似,潜在变量的路径分析分为递归式的和非递归

式的两种类型.递归式模型是指潜在变量之间关系只能用单向箭头表示,相反非递归式模型中的潜在

变量允许互为因果关系(吴明隆,２００９).本研究中采用的是更为常见的递归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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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程模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明确的理论导向性.在进行模型设计时,应该依据现有的文

献资料和研究者的既有实践经验,先提出不同变量间关系的可能性假设,然后在统计软件中设计出与理

论假设相一致的模型图,接着将数据库中的实证调查数据带入理论模型中进行拟合检验,最后根据拟合

结果分析,判断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是否合理,在检验结果不合理时做出必要的理论修正.笔者正是依据

上述分析逻辑,在实际分析前构建了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关系图.下面将对之进行具体阐述.
在考察了既有文献资料后,尽管笔者发现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客观因素有很多,但依据模型

构建的简约性原则,不可能在一个模型中罗列出所有可能的因素.简约并不等同于简单,而是指简单而

又有效;科学研究的本质并不是再现世界,而是探求主要因素之间的本质关系(郭志刚,２００６).依此思

路的指引,笔者提出以下理论模型的六点框架:
理论框架一: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晚年生活丰富度、危机意识对主观满意度高低有明显影响;
理论框架二: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晚年生活丰富度、危机意识三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理论框架三: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健康满意

度”、“住房满意度”、“社区满意度”、“整体生活满意度”等六个方面;
理论框架四: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主要表现为“家庭年收入”、“月生活费”、“家庭经济地位”、“个

人年收入”等四个方面;
理论框架五: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度主要表现在春节期间“交往亲属数”、“阅读报刊”频率、“健身锻

炼”频率、“打牌”频率、“做家务”频率等五个方面;
理论框架六:老年人的危机意识主要表现在对“环境”、“世界经济”、“军事入侵”、“恐怖主义”、“能源

短缺”等五个方面的严重程度评判;
依据上述理论框架,可以在AMOS统计软件中绘出初步的模型设计.具体的变量间关系假设见图１.

图１　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初步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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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CGSS２００６数据库.依据CGSS官方提供的抽样说明,可以了解

到“该调查采用的是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县)、
街道(镇)、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完成抽样”.鉴于

CGSS２００６的调查同时涉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且调查对象涉及各年龄层的人口,而数据库中的资料则

是整合了所有上述样本的数据,因此在确定分析样本时,笔者从原数据库中选取了来自城市、出生在

１９４６年(含)以前的８０５位老年人作为最终的分析样本.表１显示了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表１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构成

变量 特征 构成比例(％)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工作状况

婚姻状况

收入稳定性

政治面貌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男 ４５．１
女 ５４．９

６５至７０岁 ４９．３
６０至６４岁 ５０．７
大专及以上 ９．４

初中或高中文化 ４２．６
小学文化 ３２．５

扫盲班或未受教育 １５．５
目前有工作 ７．２

曾有但目前无工作 ８２．７
从未工作过 １０．１

有配偶 ８１．６
无配偶 １８．４
稳定 ４８．７

不稳定 ５１．３
共产党员 ２１．６

非共产党员 ７８．４
有 ５８．８

没有 ４１．２
有 ５１．４

没有 ４８．６

　　　　　资料来源:根据样本数据资料整理而来.

(二)变量选取与处理

本研究中,结构方程模型将用以考察家庭经济条件、生活丰富度、危机意识、主观满意度这四个潜变

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每个潜变量都有相应的观测变量(指标变量)来反映潜变量的特征,具体的变

量设置如下所示:
客观因素:(１)生活丰富度:春节期间“交往亲属数”“阅读报刊”频率、“健身锻炼”频率、“打牌”频率、

“做家务”频率;(２)家庭经济特征:“家庭年收入”、“月生活费”、“家庭经济地位”、“个人年收入”;(３)危机

意识:对“环境”、“世界经济”、“军事入侵”、“恐怖主义”、“能源短缺”等五个方面的严重程度评判.
主观因素:“家庭经济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住房满意度”、“社区满意度”、

“整体生活满意度”.
在具体分析中,“生活丰富度”潜变量中的“交往亲属数”为定距变量,其余四个与参与频率有关的变

量被重编码为“１＝从不”、“２＝一年几次”、“３＝一月一次”、“４＝一月几次”、“５＝一周一次”、“６＝一周几

次”、“７＝差不多每天”,数值越大则表示参与频率越高;反映经济条件的“家庭年收入”、“月生活费”、“个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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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收入”为定距层次变量,而“家庭经济地位”被重编码为“５＝上层”、“４＝中上层”、“３＝中层”、“２＝中

下层”、“１＝下层”,数值越大表示研究对象所感知的家庭经济地位越高;而对于“危机意识”变量,可以将

原选项中的定序层次变量视为定距变量,即若选择“最严重”,则对应变量分值为５分,“严重”打４分,
“中性”打３分,不严重打“２”分,“最不严重”打１分.对于主观因素分析,在问卷中相关选项设置是依据

的四分法.因此,可以把主观满意度视作定距变量处理,即对于六个主观满意度指标,将选项中的非常

满意记为４分,比较满意记为３分,不太满意记为２分,非常不满意记为１分.
(三)统计分析

在设计完理论模型结构以后,就可以使用样本数据库中的实证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是否能够较好

地拟合实际数据.但是,当笔者利用上述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卡方值很大,
模型整体上无法收敛,这表明上述构建的初步模型与实际数据差异较大,难以匹配.需要强调的是,这
种情况的出现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是很常见的,并不代表预设的理论模型与现实情况完全不符,而是

表明该模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根据相关理论的指导和笔者自身的研究经验,接下来将对初步理论模型进行改良设计.具体而言,

模型的修正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鉴于模型无法被识别的现状,笔者考虑是由于模型内的变

量过多,导致需要估计的参数过多,因此第一步便删除了三个潜在变量的多个观察变量,发现这样处理

后模型的卡方值显著减小,整个模型可以被识别;然后,尽管经过第一步的修正后模型拟合情况有所改

善,但是从整体拟合优度数值可以看出,该模型依然与实际数据有较大差别,鉴于此,笔者依据统计软件

所提供的修正指标值,增列了部分变量间的变量关系,使得模型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最后,通过观察统

计结果中的路径系数,又删除了部分作用效果不明显的路径,包括删除了生活丰富程度和危机意识对主

观满意度的影响路径.经过这些处理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有了显著提高,同时模型中各变量间的作

用关系也变得更为明确.修正后的最终模型及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值见图２.
通过上面的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分析,可以认为所构建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最终模型能够获得事

实证据的支持,理论模型与实证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匹配性.因此,我们能够借助于对理论模型的统计

分析结果,在考察图２中显示的变量间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最初的六条理论假设的

合理性,并探讨系数值本身所蕴含的深层次信息.由于假设一和假设二是对结构模型关系的讨论,而其

余四个假设则是对测量模型中变量关系的说明,因此接下来将分别针对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的统计结

果逐一进行验证性分析.
(１)结构模型结果分析.理论假设一和理论假设二是对经济条件、生活丰富度、危机意识和主观满

意度这四个潜变量之间关系提出的假设.考察潜在变量间的关系即是对结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探讨

这些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构念之间所具有的作用路径及作用效果.由于图２中的统计数据是标准化的

参数估计,因此图中潜变量之间双向箭头旁的数值就是对应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而潜变量间的单向箭头

则显示了一个潜变量对另一潜变量的直接效果值或路径系数.统计结果表明,理论假设一没有得到完

全支持,三个外因潜变量中只有经济条件对于主观满意度有较大影响,其余两个潜变量由于对内因潜变

量的作用效果很不明显,因此在设计最终模型前,出于模型优化的需要已经去除了它们对于主观满意度

变量的作用路径.再来具体考察经济条件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其直接效果值为０６５,显示出经济条

件对主观满意度具有较大的直接作用,经济因素对于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度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对

于理论假设二所涉及的三个外因潜变量间的关系,模型分析结果说明老年人的危机意识与经济条件之

间有低度相关存在(相关系数为０２５),而生活丰富程度与经济条件、生活丰富程度与危机意识之间则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８和０４０.这一结果表明理论假设二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的生活丰富程度、经济条件和危机意识这三者之间会发生相互影响.
结合现实生活经验,可以发现上述统计结果与实际的情况是一致的.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老年人

主观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家庭经济地位对于保障老年人有高生活满意度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再看外因潜变量间的关系,由于有线电视的普及,看电视成了老年人晚年的重要生活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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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现阶段的新闻越来越关注环境污染、经济危机、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这会潜移默化地使老年人产生

危机意识.较高的危机意识一方面会让老人更期望有厚实的经济保障,而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丰富的

业余活动来淡化心中的危机感,使自己能够更积极乐观地生活,提升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此外,丰富

的业余文化生活是需要有一定经济支撑的,比如每天阅读报刊、打牌等,这些活动都难免会增加日常的

经济开销.故而越是要追求晚年生活的丰富性,就越需要有较好的经济条件,相反拥有较高经济保障的

老人也会更倾向于通过丰富晚年生活来提高生活质量.可见,生活丰富度与经济条件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也是符合现实表征的.
(２)测量模型结果分析.余下的四个理论假设分别是对四个潜在变量与各自观察变量间关系的说

明,亦即假设测量模型中的观察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对应潜在变量的主要特征.测量模型的分析过程

类似于传统的因子分析;但与因子分析不同的是,测量模型分析是先有的“因子”,而不是像因子分析中

利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既有变量提取公因子.因此,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潜在变量的操作时,是在

理论指导下挑选出若干因子来测量潜变量,这就难免会造成研究者自己设计的测量模型与某份实证数

据资料不完全相符的情况.在本研究中,笔者也遇到了这种难题,这在前文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时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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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正是由于最初的测量模型不能与现实数据完全匹配,最初与测量模型有关的理论假设也就自

然不能得到实际数据的完美验证.但是,这并不是在全盘否认之前四个假设的合理性;实际上,依据修正

后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之前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修正后的测量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所要测量的潜变量的主要特质.具体而言,四个潜在变量与对应观察变量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于主观满意度潜变量,家庭经济满意度和整体生活满意度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分别是０９０

和０６２,表明主观满意度的观察变量的个别信度较好.从因素负荷量大小分析,在三个测量指标中家

庭经济满意度仍是影响主观满意度的首要因素,这与之前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其次是对整体生

活的满意度,体现了老人对现在生活的整体态度,这也是主观满意度的重要组成因素;相比于前两个指

标,社区满意度的因素负荷只有０３２,表明老人对所居住的社区环境有一定关注,但是关注度不是太

高.这显示出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更多还是落脚在对自身情况的满意程度评判上.
第二,对于危机意识潜变量,三个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值都超过了０７５,说明老人对环境污染、经

济危机和能源短缺的严重程度评判能够很好地表征老年人的危机意识这一潜在变量.此外,相比于对

世界经济的忧虑,老年人更倾向于关注环境和能源短缺问题,但是这种关注程度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这
与日常新闻中经常同时报道上述三类事件的事实是相符的.

第三,对于经济条件潜变量,老年人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家庭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高低,其因素负

荷量为０７０;对于经济条件次重要的因素是月生活费的高低,对应的因素负荷量为０２９,而家庭年收入

对于评价老年人整体经济条件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这一结果显示出老年人看待经济条件高低的标

准,是与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紧密相关的;与之相比,绝对的收入高低和月生活费的多少

显得不那么重要.
第四,对于生活丰富度潜变量,阅读报刊因素能够显著体现生活丰富程度的主要特征,其因素负荷

量达到了０８４;相比之下,打牌的频率只能有限反映出老人的生活丰富状况.这表明老人更为看重精

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而这也正好佐证了当前一些社区工作者主张在社区中开办阅览室以丰富社区居

民生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综上所述,尽管原初的理论模型中所涉及的部分指标变量被剔除,但是在最终模型中所余留的指标

能够较好地表征对应潜在变量的特质;而且根据测量模型的因素负荷量系数进行分析,能够发现老年人

更为看重的具体层面,这对于反映老年人的生活实际以及制定旨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而言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探讨了生活丰富度、经济条件和危机意识与主观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从研究

中发现城市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提出可行性的改

进建议,有必要对前述分析进行一下梳理和总结.下面,笔者将本研究中得出的有指导性意义的结论列

举如下:
第一,经济因素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影响最为明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老年人比较看重“家

庭经济地位”和“月生活费”这两个因素,经济地位及月生活费越高的老人更加倾向于有较强的生活满意

度;其二,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潜变量对主观满意度高低有着明显正向影响;其三,对于主观满意

度的测量,家庭经济满意度是影响主观满意度的首要因素.
第二,老年人的经济条件、生活丰富度、危机意识三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这反映

出不同的客观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能够通过相互作用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
第三,对于不同的潜变量,城市老年人更加在意某类潜变量包含的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

测量因素.具体表现为:老年人的危机意识主要体现在老人对环境污染、经济危机和能源短缺的严重程

度评判方面;相比于绝对的收入高低和月生活费的多少,老年人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家庭在社会中的经

济地位高低;与打牌、打麻将等业余活动相比,城市老年人更为看重阅读报刊等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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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对本研究主要结论的总结,我们能够意识到现阶段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条件、生活丰富

度以及危机意识对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切实提高我国城市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应特别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首先,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条件以及对家庭

经济状况的满意度都有待增强.这两个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方面有显著影响,可见,经济因素

仍然是制约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够广也是经济因

素的一个层面,因此,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首先要提升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并且让老年人感到自己的

家庭在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其次,现在生活于城市中的老年人已经越来越对环境污染、经济危机和能源

短缺等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全球性问题产生担忧情绪.这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源于当下电视、广播以及

报刊所播报相关新闻的影响.而老年人的危机意识有可能间接地影响到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判断,因
此全社会应该对之予以高度的重视,合理引导媒体报道的舆论导向,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上述全球性问题

有多么严重.最后,研究表明,读书看报等精神文化生活对于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会产生不容忽视的间

接影响,而当前社区阅览室等文化设施并不能满足城市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这也有可能成为当下老年人

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可见,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与完善社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开展更多相关的惠民

举措,以此来进一步丰富老年人业余生活、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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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要素与结构探析∗

文　静　史秋衡

摘　要:学习满意度是大学生期望、体验、感知和评价高等教育的重要指标群,对我国大

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调查和研究势在必行且意义深远.根据大学教学过程的要素梳理出大学生

学习满意度的树状结构,是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的调查和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设计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NCSS)问卷中学习满意度的部分,在调查与数

据的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验证该结构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能为进一步研究所用,能
够更加全面、深刻地反映现状与揭示我国目前在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内涵,有助于实现学习

满意度的提升.
关键词: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要素;结构

“办人民满意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统领,它将教育影响和社会发展紧密衔接.大学生作为

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熏陶和大学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的满意度是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与发展中亟需了解和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学习满意度是一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现象,因此深入

剖析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内部要素和具体结构,既具理论深度也具实践指导性.

一、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内涵及战略意义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collegestudentsatisfaction)是体验高等教育之后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来源于

期望、过程和收获之间的相对关系,体现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同要素和其重要性程度之间有着绩效差距

的评判.大学生学习满意度是由参与大学学习的诸多方面组合形成,而这些具体活动、事件、过程形成

的体验通过一定的逻辑相联系,构成大学生满意度的结构.
(一)构建满意度结构模型是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研究的现实意义

随着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精神的引领下,研究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厘清其内部结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需求与趋势来说,研究大学生满意度既是质量提升之必须,也是教学改革之必要.因为通过调

查研究大学生对现行高等教育的满意状况,掌握当代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各因素的长短高下便跃

然纸上,有利于明确质量提升的方向,理清教学改革的目标.通过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的研究,学生

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能够得到进一步凸显,符合学生消费时代的主旋律.大学生既是高等教育的

参与主体,也是高等教育的感知主体,因此有资格对其所接受、体验的高等教育进行评价,从而成为高等

教育的评价主体,以评价满意度以及其他各方面.
对我国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的研究以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铺垫,其目标在于剥离出满

意度的各个组成要素,揭示出各个要素的重要性程度以构成重要性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各要素的贡

献力,以此而构建出满意度结构的模型.因而,研究学习满意度结构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对我国大学生

满意度状况形成普适性的解释,站在准确把握大学生满意度内涵的高度,发现和运用大学生满意度的内

部规律,促进学习质量提升与大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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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使满意度与学习质量的对接是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研究的深远意义

研究我国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意义上,而是跳出满意度本身,进入到大学

生学习质量的层面.一般情况下,研究我国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及其结构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得出相关结论.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吸收借鉴英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

基础上,对我国大学生满意度的调查与测量工作已有开展;同时,通过对美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的比

较研究,以此为角度进行现代大学管理方面的探索.因此,研究大学生学习满意度是对学习质量的

有力敦促.
通过学习满意度及其结构的研究,了解学习满意度内各要素对学习质量的影响力,完成满意度与学

习质量的对接,促进大学生参与和体验高等教育过程质量的提升.这种对接一方面能够形成教与学质

量的互促与提升,促进教师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质量共同提高;另一方面,促进大学生学习的过程质量

与结果质量达到内在统一,通过各方改进提升满意度的同时,强化大学生学习过程的科学性和学习结果

的有效性.

二、我国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要素剖析

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不仅存在对总体学习满意度的评判,也有对各个局部满意度的感知和判断.
可以说,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由不同要素组成,各要素内部也是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组合,具有内部结构.

(一)对大学生满意度组成要素的理论梳理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内部结构研究需要得到理论支持,才有助于梳理出既具备理论深度也能够有

现实可操作性的结构.

１．大学生学习过程要素理论是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梳理的前提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和环境影响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的三大基本因素,这三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三

角循环的逻辑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成为贯穿高等教育始终的教学三要素理

论.在教学三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可以发现,学生不仅接收到来自教师、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还受到

学生群体内部的影响,会分别对教学引导、周边环境和学生群体产生满意与否、满意多少、重要性如何的

心理状态,以学生的视角对大学期间的教师影响、环境影响和群体影响做出评判.该理论为大学生学习

满意度结构的梳理做出了积淀,将满意度的结构与大学教学、学习过程相整合,从而能够更加准确、有效

地完成满意度结构的梳理.

２．我国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的理论逻辑

在取得理论支撑的前提下,根据大学教学中教师、环境、学生的要素进行进一步深入地拆解,可以将

大学生满意度首先分为教学引导、环境影响和学生群体这三个方面的一级要素.在教学引导要素下,形
成了教学过程和教学关系这两个二级要素,分别从过程和关系这两个角度考察满意度.环境影响要素

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指餐饮、住宿和图书馆这样的可见设施,而软环境则主要强调学

校用以规范学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群体的满意度要素指标从自我影响和他人影响的角度进行划

分,成为自我发展要素和群体关系要素,同时在群体关系要素中,又可以具体从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

分别进行考察.综上所述,在教学三要素理论奠基下,大学生满意度形成了树状结构,如图１所示.
(二)教学引导是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传统核心

无论是以教师授课为主导的理论,还是以学生学习为主导的理论,高等教育都存在着教学环节,是
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体验的活动,教学引导是大学生满意度测评始终不能绕开的因素,是满意度结构中

的传统核心.

１．教学引导要素中的具体指向

在教学引导要素的内部,还存在着具体的指向,主要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第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涉

１１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

'()* "#+,-"./

-"01 -"23 4'( 5'( +,23 6789

:; <=>
?@A'(

BCD& EF+, GEF+,

图１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要素理论逻辑

及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引导的内容以及教师在教学前的准备是否充分这几项内容.另

外一方面的内容则涉及教学关系,具体说来主要由教师给予学生的评价、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教师

给学生学业的负担量大小这几项来体现.分别从教学过程和在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这两个角度,
考察学生对教学引导的满意度情况.

２．教学引导要素的内涵剖解

在过程与关系的具体指向下,教学引导这个要素的内涵值得深挖.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具体指

标主要是立足大学生的角度反映对教师在教学中的各种情况的满意程度,以及大学生认为这些具体的

教学对大学学习过程的重要程度.这不仅是满意度的考察,反映大学生对教学活动的态度,更是能够指

出教学过程中哪些指标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为教学改革提供直接有力的参照.因此,对教学引导要素的

满意度测评可以归纳为“教师加载至学生、学生反馈回教师”.
(三)环境影响是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外部导向

“环境影响人”.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尽管环境存在于接受高等教育个体之外,但无

论是硬件环境还是软件环境,都对大学生的学习心态、行为产生了引导性,因此环境影响构成了考察大

学生满意度的外部导向要素.

１．学校各种设备及资源配置构成大学生学习的硬环境

在硬环境方面主要涉及到与大学生日常学习直接相关的可见设备和资源,当代大学生对学校硬环

境的关注度和满意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验的重要内容.从硬环境要素的组成来说,主要是学生对图

书馆资源及环境、食宿(住宿条件和餐饮)这两项具体指标的满意度.而考察硬环境的内涵则在于搜集

学生对所体验到的高等教育设施的反映数据,当然所涉及的项目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细节和便利性有

关,也能从满意度的角度体现了学校对大学生学习环境的重视程度和改进方向.

２．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引导学生学习的软环境

如果说硬环境反映了大学生对学习的便利性和舒适性的体验,那么学校的规章制度的满意度则是

反映出大学学习体验在制度上的感知与期望之差,构建出一种制度性指标.作为环境影响要素下的具

体指标,其内容需要体现软环境的服务性、指导性、政策性和操作性,是否能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给予学生

学习上的支持.这项满意度是学生体验到的人文关怀的表征.学生对软环境的满意程度会影响学习的

积极性和效率,同时也影响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学生群体承载了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自我实现

大学生是一个群体,在校期间会根据不同情况形成各种群体关系.大学生一来受到群体、他人的影

响,二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身心有所发展;因而无论是对外界群体影响还是对自我发展影响

都能够形成满意度的评价,实现自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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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学生群体关系的构建

大学生群体从结构上来划分主要是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主要以院系、班级、宿舍等形

式出现,因此很明显形成学生与教师、辅导员、同学、舍友之间的群体关系.不同学生对这些关系的不同

理解与体验形成了大学生群体关系满意度考察的基础.当然,非正式群体则存在于所有正式群体之中,
管理学理论表明非正式群体之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认同感,对正式群体满意度测量能产生较大的影

响力.所谓“近朱者赤”,因此大学生群体关系构成了满意度结构要素中的重要指标.

２．大学生对自我发展的认知

当代大学生大都具备自我判断能力,能够对大学生涯整个过程、对所属学校、对所体验到的教学、对
所参与的学习以及自我成长都能够形成基本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完善自我的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的认

知,形成了满意度结构要素中的自我评判性指标.这种指标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推动改进,包括学校整体

的改革、教育教学的进步和个人成长,有助于提升大学生体验和参与高等教育的有效性和有用性.

三、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结构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认识,利用“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NCSS)”进行调查并获取数

据.该平台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到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日期间开放网上调查平台展开正式调查,采用整群分

层抽样的方法邀请全国东中西部大学生填写在线问卷.最终参与调查的学生来自全国２３个省和直辖

市的５２所高等学校,共计７４６８７名本科生参与调查,被调查对象涉及全国各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专业、
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样本具有代表性,见表１.

表１　样本的基本特征

人数(个) 　比例(％)

性别
男 ３１４２６ ４２．１０
女 ４３２６１ ５７．９０

城乡
城市 ２９８６４ ４０．００
农村 ４４８２３ ６０．００

年级

大一 ２６７０５ ３５．８０
大二 ２３０４６ ３０．９０
大三 １９３４３ ２５．９０

大四及以上 ５５９３ ７．５０

学校类型

９８５院校 ３６３１ ４．９０
２１１院校 １３７１７ １８．４０

一般本科院校 ５７３３９ ７６．８０
总计 ７４６８７ １００．００

(一)实证调查工具的设计与开发

在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NCSS)的调查问卷中,共涉及２８道大学生对学校各方面情况满意度

的调查题目,分别从满意度和对学习的重要性程度两方面进行提问和设计选项,形成一个板块.根据大

学生学习满意度的理论逻辑和对大学生多次访谈的结果,问卷中的题目从指标的角度,反映了学生在教

学过程、教学关系、食宿、图书馆资源、学校规章制度、群体关系以及自我发展方面的参与和体验所形成

的学习满意度,并完成了重要性程度的考察,如表２所示.
(二)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内部结构分析

应用“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NCSS)”平台所调查的数据,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板块进行了因

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将满意度体验水平的题项从编码为 A１至 A２８,重要性认识程度的题项编码为B１
至B２８.从表３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满意度指标共形成５个主成分,并且每个成分中只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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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及重要性程度指标

１ 学校的图书资源 １５ 学校的实验室设备

２ 学校图书馆学习环境 １６ 学校的体育设施

３ 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 １７ 学校的校园活动

４ 学校的住宿条件 １８ 对心理咨询中心的服务

５ 学校的餐饮 １９ 学校的选课制度

６ 宿舍住宿人数 ２０ 学校的毕业要求

７ 与舍友关系 ２１ 教师的教学方法

８ 与辅导员关系 ２２ 教师的教学内容

９ 与任课教师关系 ２３ 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标准

１０ 学校自习室的数量 ２４ 教师的教学准备

１１ 学校职能部门(如学生处、财务处等)工作人员的服务 ２５ 教师与学生的课外交流与沟通

１２ 学校的奖助学金制度 ２６ 老师给予的关于作业等学习情况的反馈

１３ 学校的新生入学指导 ２７ 学业负担大小

１４ 学校的就业指导 ２８ 我对所学专业的总体满意度

表３　满意度指标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A２２ ０．７９３ ０．２４４ ０．２０６ ０．１３５ ０．２０７
A２１ ０．７９１ ０．２５８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８８
A２３ ０．７６８ ０．２９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８
A２４ ０．７６６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２３６
A２６ ０．７６１ ０．２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３６
A２５ ０．７５４ ０．３１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３
A２７ ０．６２５ ０．２８１ ０．１２５ ０．２３２ ０．１４７
A２０ ０．５４１ ０．４５４ ０．１９ ０．１９８ ０．１５５
A１４ ０．３８３ ０．６７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６ ０．２３３
A１２ ０．２２４ ０．６７ ０．１６７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６
A１３ ０．３４５ ０．６３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２３ ０．３１８
A１１ ０．３０２ ０．６３２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６
A１５ ０．３５７ ０．６１９ ０．２９１ ０．１９６ ０．１３２
A１９ ０．４１４ ０．５４６ ０．１７５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８
A１７ ０．４４６ ０．５４５ ０．３１５ ０．２４ ０．０６
A１８ ０．４８ ０．５３９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３
A１０ ０．１９ ０．５３２ ０．３６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１２
A１６ ０．３７１ ０．４９３ ０．３９４ ０．２８６ －０．０１
A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４９ ０．８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８
A１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７ ０．７９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７
A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９９ ０．６１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９７
A６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９ ０．７９７ ０．３１
A４ ０．１８２ ０．２７３ ０．２ ０．７９５ ０．０９４
A５ ０．２１４ ０．４０６ ０．２３ ０．５５４ －０．０２２
A７ ０．２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７ ０．７３５
A８ ０．２６２ ０．４５９ ０．１ ０．０９８ ０．６
A９ ０．４６７ ０．２８４ ０．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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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指标的因子载荷较大,因此可以据此对各个条目进行合理分类.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２８个满意

度指标按高载荷分成５类,并按照教育意义进行命名.根据调查数据特征值和实际意义,满意度量表的

５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教学引导、学校环境、图书馆资源及环境、食宿和人际关系.

从表４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重要性量表共形成４个主成分,并且每个成分中只有少数几个

指标的因子载荷较大,因此可以据此对各个条目进行合理分类.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重要性程度部分

只有２３个指标进入主成分,按高载荷分成４类,并遵照教育意义进行命名.根据调查数据特征值和实

际意义,重要性量表的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教学引导、学校环境、图书馆资源及环境和食宿.

在因素分析之后,使用Cronbachsα系数对调查工具的信度进行检验.根据效度分析结果中的４
个因子构成的４个子量表,使用克隆巴赫Alp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从表５中所示的结果表明,所
有维度的克隆巴赫α值大于０７,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工具具有相当好至非常好的信度.

(三)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各要素指标的基本特征

以树状结构梳理和调查数据的因素分析结果为基准,从要素结构的视角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研究.

本研究所探讨的要素首先分为教师要素、环境要素和学生个人要素,结合调查工具进行进一步细分,最
终以教学引导、规章制度、图书馆资源、食宿和人际关系来实现对各个要素的具体承载.

依照调查工具中的因素分析结果,使用均值作为观测各要素满意度水平和重要性程度的指标.具

体说来,满意度的因子包括教学引导、规章制度、图书馆资源、食宿和人际关系,而教学引导、规章制度、图

表４　重要性程度指标旋转成分矩阵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B１７ ０．８４１ ０．１３８ ０．２５２ ０．１８８

B１６ ０．８３１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５

B１９ ０．７９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０６ ０．１８３

B１５ ０．７６９ ０．１７８ ０．２７９ ０．１７４
B２０ ０．７２７ ０．３８６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８

B２１ ０．７２２ ０．３８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７２

B１８ ０．７１８ ０．３６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４

B２２ ０．６７７ ０．３５８ ０．２１４ ０．１５

B１４ ０．６２４ ０．４０３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５
B１２ ０．３０９ ０．７５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２

B８ ０．１２７ ０．７５２ ０．２６ ０．１４３

B１１ ０．３４ ０．６８６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７

B１３ ０．４０３ ０．６６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８２

B１０ ０．３１６ ０．６５１ ０．２３３ ０．１７７

B９ ０．２９１ ０．５９４ ０．３３２ ０．１１４
B６ ０．２９ ０．２５７ ０．７６４ ０．１５４

B４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８ ０．７６１ ０．２３６

B５ ０．２３１ ０．３１７ ０．７４１ ０．１５９

B７ ０．４２１ ０．１９８ ０．６０８ ０．２４１

B１ ０．３０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５ ０．８０６
B２ ０．３１２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９ ０．７９３

B３ ０．０９４ ０．４７７ ０．２３６ ０．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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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满意度

维度 题数 Cronbachsα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α

重要性

维度 题数 Cronbachsα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α
教学引导 ８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８ 教学引导 ９ ０．９５１ ０．９５１
图书馆资源 ３ ０．８２２ ０．８２１ 规章制度 ６ ０．８８７ ０．８８８
食宿 ３ ０．７８３ ０．７８３ 图书馆资源 ３ ０．８２４ ０．８２５
规章制度 １０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５ 食宿 ４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７
人际关系 ３ ０．７３７ ０．７４ 　　/ / / /

书馆资源和食宿四个方面的因子构成了重要性程度的要素,得出各个因子在满意度水平和重要性程度

的均值,见图２.
从柱状图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表明,各因子的重要性均值都超过了满意度的均值,说明大学生对于各

因子的认识程度均高于目前所能够获得的满足程度.而具体到满意度方面,均值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

人际关系、图书馆资源、教学引导、规章制度和食宿;重要性的均值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教学引导、食宿、
图书馆资源和规章制度.这种情况反映出目前能让大学生感到最满意的并非来自教师要素的体验,而
是学生个人要素的体验,因而可知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程度对大学生学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系到大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同时,大学生更为看重与切身利益相关的要素,重要性排序反映出教

师引导、基本生活条件及保障、学习资源和制度安排从高到低影响着学习过程,更是说明目前大学生需

要在教师引导和充足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习,并且看重自我利用学习资源;当然规章制度对大学生学习

过程的影响力反映出学生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解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从教师在大学学

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目前满意度不能匹配这方面对大学教师提出了警示,当然这也成为

大学教与学过程改革的直接动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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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各要素均值
　

四、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提升策略

教学过程三要素为大学生满意度的结构做出了理论铺垫,是研究满意度结构的科学依据,而通过

NCSS对全国大学在校生的调查与统计分析,能够对我国大学生满意度的树状结构图做出数据上的支

持.在理论梳理和数据分析的共同作用下,可以看到大学生对自我参与和体验的高等教育的满意度能

够做出总体评价,并且形成初步结论.

(一)以理论逻辑作为大学生满意度纵深研究的基础

大学生满意度存在着内部结构.从深度剖析的结论来看,不光存在着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总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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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评价,满意度内部也是可以被拆解的,各要素有组成逻辑并且相互影响,各要素内部也是按照一定

的逻辑进行组合,因而形成了现有的树状结构.通过理论逻辑下树状结构图的分析梳理,对进一步深入

研究我国大学生满意度提供了参考的依据.无论是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还是局部地区、院校、专业等

的抽样调查,无论是从整体上对满意度的全面调查,还是从局部进行的部分调查,均可以此结构为基础

进行具体调查设计与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科学、完备的分析框架.
(二)以要素结构作为大学生学习满意度提升的关键抓手

从调查设计的角度来看,满意度各题目的设计能够满足树状结构图中的所有要素,并且能够形成相

对集中的５个因子.从调查搜集到的数据情况来看,参与调查的我国在校大学生能够对各要素形成满

意度的体验与评判,在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层面,能够对各要素的重要性程度亦能做出合意的选择.而从

数据分析的情况来看,大学生对５个因子的满意度与重要性程度的体验各不相同,其中人际关系成为当

今大学生对满意度认知的重点,尤其是非正式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根据不同维度下学生对重要

性程度的认知情况,我国大学在提升各要素满意度上仍有努力的空间.
(三)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理解和重视

在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梳理时,满意度量表中满意度的５个因子分别为教学引导、学
校环境、图书馆资源及环境、住宿及餐饮和人际关系,重要性的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教学引导、学校环

境、图书馆资源及环境和住宿及餐饮.结合理论分析的部分可以看出,实证数据的结构能在大学生学习

满意度树状结构中找到相对应的部分,同时数据分析的结果能够给予理论梳理实证意义上的支持,从而

证明了研究假设和理论分析的合理性.
目前所完成的大学生满意度结构的梳理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的工作,未来能够根据此结构将不同

性别、不同生源地、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各要素满意度及重要性进行差异性检验,也能够根

据不同年级学生的作答情况研究出其在各个因子下的发展变化趋势,力求做到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我

国大学生满意度的结构.清晰剖析现状是为了帮助找准症结和对症下药,切实为高校改革、提升学生满

意度做出贡献.

　　注释:
[１]　龚放,２０１２:«聚焦本科教育质量:重视“学生满意度”调查»,«江苏高教»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２]　韩玉志,２００８:«现代大学管理:以美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　史秋衡、郭建鹏,２０１２:«我国大学生学情状态与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教育研究»第２期.

[４]　文静,２０１３:«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５]　杨晓明,２００８:«英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及启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期.

[６]　Alexander W．Astin,１９９１,Assessmentfor Excellence:the Philosophyand Practiceof Assessmentand

EvaluationinHigherEducation．NewYork:AmericanCouncilonEducation:Macmillan;Toronto:CollierMacmillan;New

York:MaxwellMacmillan:pp．１８Ｇ３７．
[７]　DianaGreenwithChrisBrannigan,PattiMazelanandLesleyGiles,１９９４,MeasuringStudentSatisfaction:A

methodofImprovingtheQualityoftheStudentsExperience．TheStudentExperienceEditedbySusanneHaselgrove．

London:SRHEandOpenUniversityPress:pp．１００Ｇ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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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ElementsandStructureofCollege
StudentsLearningSatisfaction

WenJingandShiQiuheng
(InstituteofEducation,XiamenUniversity)

Abstract:Learningsatisfactionisanimportantindicatorgroup ofexpectation,experience,

perceptionandassessmentofhighereducation whichcollegestudentsengaged．Thesurveyand
researchofcollegestudentssatisfactionplayaprofoundrolein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
Thesummarizingofsatisfactionstructures,intermsofteachingandlearningfactorstheory,isa
fundamentalsession,whichissignificanttocollegestudentssurveyandresearch．Accordingtothe
structure,thesubscaleofsatisfactioncouldbewelldesignedin NationalCollegeStudentSurvey
(NCSS)．Thiskindofstructureisscientific,reasonableandoperable,basedonthesurveyand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In addition,itcould be usedinfurtherresearch,and helpsreflecting
comprehensiveand profoundcurrentstatus,andrevealingtheconnotation ofcollegestudents
satisfactioninChina,whichispositivetolearningsatisfactionenhancement．

KeyWords:CollegeStudentSatisfaction;Elements;Structure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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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基于计量学的统计分析结果

邱均平　楼　雯

摘　要:高等教育质量是我国教育质量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水平反映了我

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水平.目前,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研究的主题有哪些,
还存在什么问题,都值得探讨.论文利用信息计量学中的内容分析法、共现分析法以及基本的

统计方法,对知网上１９８２年至今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论文在时间、期刊、机构、作者和主题

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质量研究领域欲实现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应当加强

领域内外的交流.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研究;信息计量学;内容分析法;共现分析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科技人才的重要阶段.高等教育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高低.«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质量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世界一

流的高质量大学,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力的高质量人才.因此,针对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

法体系、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建设质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高等

教育质量的研究者已经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做了非常深入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按研究内容可主要划

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研究.傅大友(２０１３)提出质量意识、质量制度、质量文化是高等教育质

量建设的三个关键词.质量意识是提高质量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质量制度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规范和保

证,质量文化(张星久,２０１３)是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根基和切实保障.纪宝成(２０１２)认为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转变观念,更新观念,要以改革的精神,从宏观上来创造、创新其

政策和制度环境,要把握方向,加强管理,内涵提高,切实推行.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研究.计国菊(２０１３)等认为本科教学评估只是象征性的社会问责,公众

很难发挥有效作用,社会问责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对高校的社会问

责,就要设计公众参与机制,让公众发挥积极的作用(范锐敏,２０１３).钟秉林(２００９)等发现在国际高等

教育质量评估发展中,呈现出实行分类评估、调整不同评估主体职能分工、赋予高等院校以质量保障的

主要权责、重视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学生学习成效、注重定性描述信息等新特点.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质

量评估也应根据这些新特点进行改革.
第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孟卫青(２０１３)等认为省级政府统筹高等教育发展、保障高等教育质

量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趋势,省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需要从提升省级政府统筹能力、制
定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布局结构、提升教学质量等多个层面推进.张丽(２０１２)通过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划分特征的探讨,抽象出构建质量保障体系内部机制的三个基本的制度要素,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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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决策、质量管理、质量监控,依据权力结构运转机制的特征和线路,提出了一个基于三要素组织构成的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内部机制”结构框架,并且对这个框架表现出的权力结构和内外部结合的决策特征

进行分析.
第四,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研究.陈小尘(２０１０)等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总结了美国高等

教育质量管理的基本特征:外部监督主体的独立性、高校参与质量管理的竞争性、质量保障体系的不断

完善和认证工作的经常化等.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提出我国在改善质量管理过程中须细分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目标,改善质量评价体系和学术激励机制,同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质量

管理外部监督机制.
从研究现状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保障、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我国

高等教育质量的借鉴意义和作用上,而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我国高等

教育质量的研究已具规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利用信息计量学中的相关理论和统计

方法对高等教育质量研究领域的时间、期刊、机构、作者和主题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能够对该领

域的后来研究者提供理论参考,也为展开高等教育质量的实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或者篇名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文献,搜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３日,研究文献的年限不限,共得到４５４３条数据.本文以信息计量学中的布拉德福定律、普赖斯

定律等理论为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共现分析法和基本数据统计方法对从１９８２年至今高等教育质量

方面的研究文献从时间、期刊、机构、作者和主题方面进行分析.

三、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时空分析

(一)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时间分布

按照正态分布规律,研究领域的发展大体会经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随时

间变化的文献数量的变化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最直接指标,通过对文献的时间分布的统计和曲

线描绘,能够清晰地看到该研究领域在哪个时间点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研究领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

及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从图１中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可以发现,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研究

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处于萌芽期,慢慢开始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我

国的高等教育质量.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处于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质量受到国内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文献的数量增长趋势非常明显,由２０００年的４５篇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８０篇,２００８年高等

教育质量研究达到第一个顶峰.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处于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

文献的数据不再持续增长,而是会随时间出现上下波动的情况.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经历了２００８年的第

一个顶峰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持续下降,但研究文献数量仍然保持在一定高度.２０１２年高等教育质量研究

达到第二个顶峰,２０１３年又有所下降.鉴于高等教育质量一直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领域,«国家十二五教

育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建设质量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未来几年内,国内有关高等教育质量

的研究仍然将处于成熟阶段,文献数量在上下波动的同时还会有所提升.
(二)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期刊分布

信息计量学中的三大经典定律之一的布拉德福定律指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登载某个学科的论

文数量的大小,以递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和包含着与核心区同

等数量论文的几个区;这时,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１:a:a２的关系(邱均平,２０００).利用

布拉德福定律可以找出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期刊区,方便后继研究者确定查阅和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
从而找到相关研究文献.经过统计,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期刊有１２０８种,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核心期刊

为２７种.图２列出了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文献的核心期刊分布,图中具体列举了每种核心期刊的名

称和刊载文献的数量.仅从期刊名称上就能够看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期刊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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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权期刊和核心期刊中.«中国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权威期刊,刊载了１４５篇高等教育质

量的文献,刊载量远高于其他核心期刊,体现了其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价值.«中国高教研

究»«江苏高教»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等也都是高等教育质量领域非常知名的核心期刊,也具备非常大的

影响力,值得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者长期关注.还有部分非高等教育的期刊,由于其刊载了大量高等教

育质量的文献,同样也出现在核心期刊中.«世界教育信息»上刊载的文献包括美、日、欧等国家的高等

教育质量,其中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电气教育»是综合性期刊,
除了刊载电气工学方面的文献外,还刊载了大量关于高校发展质量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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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力量分析

(一)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机构分布

一个机构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能够反映出该机构的科研实力.我国的科研论文产出机构主要包括

研究院、大学和企业三类.从图３中不难发现,发表论文较多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研究院.其中大

学包括: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研究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等高校众多,注重高

等教育质量的地区.北京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上海研

究高等教育质量的机构包括: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南京研究高等教育质量

的机构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其它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科研机构可以多向这些实力较强的

科学机构学习和交流经验,共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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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机构分布

　　图４展示了机构合作的分布情况.不同机构的合作有利于领域知识的共享和交流.图中圆形面积

越大,说明该机构与其它机构的合作密度越强.两个机构的合作密度越强,它们之间的连线也越强.图

的上半部分,以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为首,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复旦大学等１０余所机构有合作.华中科技大

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也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等８所机构有合作.图的下半部分相对分散,其中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合作机构最多,包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海洋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法学院、首都体育学院等１０余所机构.还有大部分诸如江苏省教育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安徽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这样的机构也与少量其他的机构有合作.另外,还有大量没有合作的机构在图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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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总的来说,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机构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些长期合作的科研机构,这对

于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存在大量与其他机构合作非常少的大量

机构,这类机构还需要多与其它机构交流.

图４　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机构合作分布

(二)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作者分布

作者是知识产生、交流、传播的核心,是推动领域学科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对作者进行统计分析,找
到领域的核心作者是十分必要的.信息计量学中的三大经典定律中的普赖斯定律指出:在同一主题中,
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写,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刘婧,

２００４).通过统计得到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作者有４９４６位,利用普赖斯定律计算得到高等教育质量研

究的核心作者约为发文大于等于５篇以上的作者.表１列举了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作者,其中发文

表１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作者(发文量＞６)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安心 １３ 马海泉 ９ 钟秉林 ８
王建华 １２ 周济 ９ 浩歌 ７
许明 １２ 周远清 ９ 胡子祥 ７
刘尧 １１ 别敦荣 ８ 卢晓中 ７

钱军平 １１ 高桂娟 ８ 莫丽娟 ７
田恩舜 １１ 韩映雄 ８ 王永崇 ７
史秋衡 １０ 侯威 ８ 熊志翔 ７
余小波 １０ 林永柏 ８ 薛天祥 ７
张燕 １０ 刘俊学 ８ 周海涛 ７

胡弼成 ９ 潘懋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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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作者是安心,发文数量达到１３篇.发文数量大于等于１０篇的作者仅有９位,大部分核心作者的

发文数量集中在５、６篇.
从图５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作者之间基本没有合作,仅张志英、李汉邦

和张彦通,潘懋元和史秋衡,马海泉和薛娇,杜瑞军和白华,周海涛和时伟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合作关系

只有５对.其他作者都是独立的点.核心作者没有带动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这种现象与其他领域存

在较大差异.原因之一在于高等教育质量一直都是热门的研究领域,全国除了许多高校开设了高等教

育的研究学科外,各个地区还有大量的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均匀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作者合作

率相对较低.研究者应当多以诸如学术会议的方式加强沟通和交流,提高领域的知识流动性,提高合作

写作文章的比率,孕育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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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作者合作关系图

五、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主题分析

一篇文献中,最能够反映文献主题的就是关键词.每篇文献都会有三到五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

作者根据文献的内容提炼出来的.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筛选出高频关键词,能够利用高频关键词

分析领域的研究主题.通过对高等教育质量文献关键词的统计,得出图６的关键词主题分布.图中节

点越大颜色越深的关键词,表示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联系越紧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是利用“高等教

育质量”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因此将“高等教育质量”一词不纳入主题分析范畴.可以发现,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和质量三个词位于核心位置,并且与其他关键词联系最紧密,说明它们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

究的最核心内容,即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研究;其次,发展、改革、大学、高校在图中为次大的节点,说明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研究是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内容;再次,教学质量、学校、评估则突显出

教育质量评估研究的重要性;成人高等教育和大众化等关键词的显现则反映出大众高等教育研究的重

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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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主题分析

　　利用关键词聚类分析法(邱均平,２０１２),把共同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对聚成一个大类,最终形成

聚类树形图.如图７所示,大体上可以把高频关键词分为几个大类:高等教育质量,主要研究高等教育

质量的内涵、外延、价值观(杨希文,２０１３;赵庆年,２０１３)等问题;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主要通过国内外的

管理制度对比探析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改革的思路(吴雪,２０１３;詹向阳,２０１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主要研究如何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徐爱萍,２０１３;肖毅,２０１３);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主要研究通

过什么方法,什么指标体系评估高等教育的质量(刘臻,２０１１);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

心,主要研究通过什么方式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如何加强教学质量管理(高海生,２００６);人才培养

质量,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从对高频关键词的

分析中可以得出,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重点在利用制度保障体系以及评估方法对教学模式、方法、管理

和大学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质量建设,教师和学生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对其深入全面

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六、结论

通过对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文献的多维度分析,笔者根据结果展现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期望高等教

育质量研究这个关乎我国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能够可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一)加强领域内部交流

从时间、期刊、机构、作者几个方面对高等教育质量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等

教育质量研究文献时间跨度非常大,从１９８２年至今已经经历了３０余年,研究机构和作者也非常多,核
心期刊也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但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少量的期刊上集中讨论高等教育质量

问题,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和机构、作者之间的合作密度却这么低呢? 上文也提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研

究机构太分散,机构的高分散性也导致了作者之间很难沟通,这是一个浅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深层次

的原因是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宏观问题,每位独立作者通过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很容易提出几点自己

的思考,沟通和交流就显得没有必要了.然而国外的研究者认为一篇文献质量的高低与合作作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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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是成正比的.合作作者数量越多,不同的知识经验的交叉更

容易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自然»«科学»国际一流期刊上的每

篇文章基本上都是由多位作者合作产生的,有的甚至有上百

位作者,由多位作者写出来的文章篇篇都是经典.而高等教

育质量领域的文章虽然多,但大多数都是独立作者,许多文章

的观点几近相同,文章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因此,高等教育质

量领域也应当加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撰写出更有质

量的能够真正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文章.
(二)促进领域外部交流

研究领域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领域、新兴领域的知识交

融.一个领域如果仅仅把自己密封在狭窄的范围内,不与外

界接触,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事实上大量的领域发展转折点

都是与外部领域交流后产生的.以计量学为例,最初的计量

学停留在对纸质文献的计量上,因为当时的计算机并不发达,
电子文档没有形成规模.当计算机普及,电子文档呈指数形

式增加后,计量学的研究者发现通过传统的方式很难计量统

计文献,于是将计算机的相关知识吸纳进来,形成信息计量

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于网络上虚拟社会的行为研

究成为热门,计量学的研究者通过不断探索,将社会学中的社

会网络、复杂网络等方法吸纳进来,形成网络计量学.计量学

每一次重要的发展,都源于与外部领域的交流.如果研究者

没有与外部领域交流的意识和行为,想必可能计量学的研究

还会停留在文献计量学阶段并逐渐被淘汰.可见与外部领域

的交流,学习其他的理论、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上文通过

对期刊和研究主题的分析可以发现,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期

刊和研究热点都过于集中.一个好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

应当是一个交叉性的,融合多个学科知识的领域.高等教育

质量本身就是一个宏观的、需要多学科知识共同解决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应当多通过在其他领域的期

刊上发表文章的方式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研
究的过程中可以多吸纳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对高

等教育质量研究领域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数学是将大量表层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

关系抽象出来形成稳定地可以经过反复测试的学科,它是寻

找研究领域内在规律的最重要的手段.事实上,任何发展良

好的研究领域都与数学紧密联系,诸如经济、物理、化学、生
物、医学等重要领域,都存在大量的数学模型.反观高等教育

质量的研究文献,发现除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领域提出一些

评估模型外,诸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管理等方面都缺乏数学

的支撑.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学者如果可以借鉴理工

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并付诸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实践,那么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将会展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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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及模型实现∗

———基于互联网消费者质量风险信息的研究

余红伟　余　凡　许　伟

摘　要:运用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质量信息进行质量安全预警,是网络时代质量治

理的新视角.本文研究了基于消费者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构建与模型实现的问题.从

质量信息分类、风险分级以及警情划分三个方面对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进行了设计,提
炼出对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的一般分类范式,即身体伤害类信息、不安全感类信息和性状改变

类信息,并结合网络信息的特性,将这三类信息按风险严重程度分别划分为５个不同的级别,
基于风险的等级确定了预警警情的划分.采用证据理论从识别框架构建、可信度评价获取与

递归融合算法三个步骤详述了预警模型的构建过程,实现对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级别质量信息

进行融合.本文的研究为大数据时代质量的网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模型

一、引言

在我国,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事故的结果常常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的

破坏以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的严重损害.如何快速掌握风险信息,准确进行安全预警,避免大规模

的质量安全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预警过程是一个不断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过程.离开了信息,预警也便成了无源之

水.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与深入为我们全面获取质量信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
月底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５９１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４６４亿,在这些用户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

量为４０１亿,而微博用户数也高达到３３１亿(CNNIC,２０１３).作为网民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直
接向社会传播对质量风险评价信息,成为了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潜在提供和传播者.互联网信息发布

与传播具有广泛性与实时性的特点.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网络消费者发布的海量质量风险信息进行实

时监测,就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更为广阔、在时间维度上更为迅速地获取质量风险信息,更为全面深入地

掌握消费者所面临的质量安全问题,预警的结果也将更加实时与准确.因此,基于网络消费者的海量质

量风险信息进行质量安全预警,是大数据时代质量治理的一种新思路.
当前国内外直接针对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研究几乎属于空白,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借助已有的信息

系统探讨其对质量安全预警的网络有效性(Rortais等,２０１０;唐晓存,２００８;张东玲,２０１０)或者探讨质量

安全预警体系的网络系统结构(Adrie等,２００６;Peter,２００７;Tom,２００９),而这些研究并未涉及消费者的

网络质量信息.从根本上讲,网络质量信息是消费者关于质量缺陷信息的一种网络表达,质量安全网络

预警,本质是一种网络信息的预警.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纷繁复杂,如何进行有效地预警,关键在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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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网络质量信息海量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的特征.海量性是网络质量信息的数量性特征,网络上

每天都有来自消费者发布数以万计的质量信息,处理这么庞大的信息量,需要依靠大数据的方法和理

念;不确定性是网络质量信息的准确度特征,网络上的消费者依据自身的语言习惯自由地进行质量信息

的发布,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的质量信息通常对于准确的预警是很大的挑战;不完整性是网络质量信息

的代表性特征质量安全预警最终将反映的是存在于实体世界的风险,由于并非所有消费者都会上网进

行质量信息的发布,通过网络质量信息来反映这个现实风险,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息存在一定程度

的不完整缺陷.
面对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的三个突出特点,本文认为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研究,需要着重解决三个

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网络质量风险信息的分类,按照预警的一般原则划定预警信息的范围选择消费者

自由发表的与质量安全相关的言论,并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质量信息进行合理的分类,使预警信息在统

一的分析范式内发挥价值;第二个是基于分类后的网络质量信息的风险分级,即要根据信息的呈现形式

与具体内容反映出的质量信息风险程度,构建出不同分类信息的风险预警级别;第三个是将不同信息类

别、不同风险级别的产品质量信息进行融合,融合时要充分考虑信息的不确定性与不完整性特征,因此

人工智能的相关方法应该被考虑应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从网络信息分类、风险分级、警情划分三个方面的分析入手,构造出质量安

全网络预警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并探讨运用智能化的信息融合方法实现预警模型的构建,以期为质量安

全预警提供一种新的网络化模型与方法.

二、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分析框架

面对互联网消费者质量信息的三个突出特点,进行质量安全网络预警需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

题:第一是消费者质量信息的分类,依据质量安全性的要求选择消费者自由发表的质量信息,并按一定

属性类别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质量信息进行合理的分类,使预警信息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发挥价值;第
二是基于信息分类后的风险分级,根据信息的具体呈现形式与实际内容反映出的质量风险程度,构建出

不同类别信息的风险级别划分标准,使每条质量信息都能明确地表征到特定的风险级别之中;第三是确

立预警警度,将不同信息类别、不同风险级别的质量信息归总到统一的预警警度分级框架之中,使质量

信息与信息风险真正落实到预警的结果上.因此,本文从质量信息分类、信息风险分级、警度级别确定

三个方面构建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信息分类

对消费者发布的纷繁复杂的海量互联网质量信息进行有效地分类,是成功预警的首要步骤.目前

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直接对质量安全网络信息进行分类的研究与探索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虹

等(２０１２)关于互联网信息的企业质量安全分类模型及实现方法的研究.程虹等(２０１２)基于互联网上消

费者的质量安全信息,在提炼了已有文献中产品性能、服务质量和运营质量的３个成熟分类指标的基础

上,通过网络文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了适应互联网条件的安全性、公众形象和经济性３个新的

分类指标,并基于这６大分类指标构建了２０个指标的基于互联网信息的企业质量安全分类模型.他们

的研究对于本文进行网络质量风险信息的分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程虹等(２０１２)所构建的６大维度的风险分类指标,面向的对象是生产企业,涵盖了公众形象、经济

性、服务质量、运营质量等与企业经营管理和社会责任等相关的信息类别,而本文所研究的是预警问题.
黄冠胜等(２００６)认为,所谓预警的“警”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极不正常的情况,是可能导致风险危机

的情况.Maslow(１９４３)提出,安全需要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人类需要,也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一项

基本需求.因此,本文质量安全预警的研究将重点关注质量的安全性特征,选择消费者关注度最高也最

为敏感的“安全性”维度为切入点,来进行互联网质量信息的分类.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分析,质量的固有

特性是否安全,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对自身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性状改变使得

质量存在潜在伤害的可能性,再或者是造成伤害的事实和某些不足的属性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安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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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程虹等(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本文将互联网质量信息划分为身体伤害、不安全感与性状改变三个类别.

１．身体伤害.身体伤害是指消费者在接触或使用时,人体在一定时间内经受不可承受的能量时导

致的身体损伤.这是由于质量安全隐患而造成的最直接的伤害,通常造成伤害的形式有物理性伤害、化
学伤害和生物伤害等(GB/T２２７６０－２００８),如死亡、中毒、皮肤过敏、腹泻等.美国的国家电子伤害监

测系统(NEISS)、欧盟的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以及日本的全国消费生活信息网络

系统(PIOＧNET),均是以收集到的消费者受到质量身体伤害的信息,作为监测质量安全风险进行预警

的重要依据的.

２．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是指质量的某些特性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不安与恐惧感.即使没有对使用

者造成身体伤害,但由于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会产生在使用上的担心或恐惧,这种描述心理感受的信息

在程虹等(２０１２)所监测的网络文本数据中普遍存在.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受到或见到过的质量伤

害,抑或是来自质量性状改变而推测出的质量伤害.它反映的是消费者主观感受到会遭受类似质量伤

害的可能性,通常是通过消费者的情绪来间接表达的.

３．性状改变.性状改变是指质量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与出厂状态相比发生了改变,消费者通过肉眼

或简单的测试与推理方法能够感知到这种变化.通常消费者对于性状改变的描述,并没有直接反映消

费者受到的质量伤害,但是它却能真实反映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事实,而这些质量安全隐患将会成为危

及消费者身体健康与消费权益的潜在性风险,并且这种信息的数量越大,潜在风险也越大.消费者在互

联网上关于质量性状改变的描述信息非常普遍,如包含异物、过期、发霉、失灵等词汇的质量风险信息在

论坛、博客以及微博的内容中经常可见.
一般的风险评估通常是从两个方面对风险信息源进行刻画的,一个是质量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另一

个是伤害发生的可能性.与一般风险评估原理相比,本文对互联网质量信息的分类具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第一个是考虑了潜在风险,身体伤害反映的是质量对人体伤害的程度,不安全感反映的是伤害发生

的可能性,而性状改变则反映了质量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潜在风险性,并且这个潜在风险性的大小也在不

安全感的描述中得以刻画;第二个是结合了网络的特性,一方面性状改变的信息通过网络质量风险信息

数量来反映潜在风险大小,另一方面不安全感的信息以风险信息传播的特性来反映发生伤害的可能性,
并且潜在风险大小与发生伤害可能性都与身体伤害的信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互联网将这三者有机

地组合在了一起.质量信息分类结果及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信息分类

分类名称 含义 描述内涵 网络特性 词义范例

身体伤害 使用过程中带来的身体伤害 伤害程度 — 死亡、中毒、皮肤过敏、腹泻等

不安全感 某些特性带来不安与恐惧 伤害可能性 情绪反映
“太可怕了!”、“我会死吗?”、“简直是惨

绝人寰!”等

性状改变 物、化特性与出厂相比发生了改变 潜在伤害 信息数量 异物、过期、发霉、失灵等

(二)风险分级

在质量安全网络预警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需要对不同类别的质量安全信息进行风险分级.身体伤

害类别的质量信息是对消费者受到实际伤害的描述,可以考虑沿用成熟的伤害风险级别划分方式;不安

全感与性状改变类别的质量信息,与网络传播特性和信息数量相关,需要特别考虑从网络的特征入手进

行风险级别的划分.

１．身体伤害的风险级别

对于质量安全而造成的身体伤害程度的划分,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实践与应用.欧盟

的“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将伤害的严重性划分为轻微的、严重的、非常严重的３个

级别;日本科学技术联盟所开发的RＧMAP将消费品伤害发生的严重程度分为致命的、严重的、中等的、
轻微的、无伤害５个等级;我国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消费者安全风险评估通则»的国家标准中,将消费品

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分为非常严重、严重、一般、微弱４个级别.参考这些已经成熟应用的伤害级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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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互联网消费者质量信息的纷繁复杂性,本文将互联网质量信息中身体伤害类别信息的风险划

分为５个级别,分别为:(１)致使的,导致灾难性的伤害,如死亡、植物人、高位截瘫等;(２)非常严重的,会
导致不可逆转的伤害,对人体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如肢体残疾、大面积面部疤痕等;(３)严重的,需要

在急诊室治疗或定期住院治疗才可恢复的伤害;(４)中等的,需要看医生,在门诊对伤害进行处理即可,
对人体将造成的影响一般;(５)轻微的,不需要看医生,可以家里自行对伤害进行处理,对人体造成某种

程度的不舒适感,对人体的影响较轻,如表２所示.
表２　身体伤害信息风险分级

身体伤害 风险级别 级别描述

１ 致命的 死亡、植物人、高位截瘫等

２ 非常严重的 不可恢复

３ 严重的 通过定期住院治疗可恢复

４ 中等程度 需要看医生

５ 轻微的 不需要看医生

２．不安全感的风险级别

不安全感刻画的是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国家«消费品安全风险评估通则(GB/T２２７６０－
２００８)»通过历史数据、试验模拟、专家判断等方法计算并划分可能性级别不同,不安全感类别的信息是

基于消费者在网络上的情绪表达来度量的.与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类似,舆论强度与网民的用词强度存

在正向相关的关系,通常网民用词强度越强,表明网民的情绪越大,则网络舆论强度也越大,网民的用词

强度指标反映了舆论受关注的程度以及社会情绪趋势变化状态的特征.在质量信息中,消费者用词越

强烈,通常表明质量安全问题越突出,受到质量伤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本该通过质量信息中用

词强度的区分刻画出不同情绪表达下的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此定对不安全感类别信息进行风险

级别的划分.
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LikertScale)来将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表达不安全感的情绪信息转换

为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度量.李克特量表是现代调查研究中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测量量表,适用于情

意领域的态度测量评价(Likert,１９６７),而关于质量不安全感的网络信息,正是消费者情绪与态度的表

达.参照李克特五点尺度量表,将消费者的不安全感情绪由强至弱划分为５个等级,并结合«消费品安

全风险评估通则(GB/T２２７６０－２００８)»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描述,构建出无法避免、极有可能、可能、可
忽略、不太可能的５级不安全感信息风险级别,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安全感信息风险分级

不安全感 风险级别 级别描述

１ 无法避免 感觉肯定会受到伤害,极其暴怒与惊恐

２ 很有可能 感觉非常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愤怒与恐惧

３ 可能 感觉有一定可能性会受到伤害,生气与担心

４ 可忽略 感觉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可以被忽略,态度较温和的指责

５ 不太可能 感觉几乎不太可能受到伤害,不在乎

３．性状改变的风险级别

与互联网上舆情信息的数量变化相似,本文考虑用信息的总体数量来表征性状改变类别信息的风

险级别,而不再考虑不同形式的性状改变,即将异物、过期、变质等所有性状改变的信息都一同计入总体

数量①.通常可以认为在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初期,有关某种产品性状改变的质量风险信息出现的数量

很少,但是随着有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这些产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信息出现,造成性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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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不考虑不同性状的分类统计.



信息快速增长,预示危机即将爆发.因此,对于产品性状改变而引起的质量安全风险级别,我们更关注

的是信息数量在特定时段内的增加量.
学者黄鸣刚(２００９)构建了网络危机事件增长规律模型,通过定量计算可以获取信息增长量与危机

爆发时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p 为网民关于危机事件的发贴数量;r为发贴数量增长比率;c为一个常数,取决于网民对

不同危机类型的关注程度;k代表该危机信息能够达到的最大发贴数量,S 型增长曲线渐近于k.
p

k

p1

t1
t

p t( )=
1+ce-rt

k

(1 )+ce-rt 2

dp kce-rt

dt =

0

图１　网络危机事件增长规律　

　　在其研究的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假定产品性状改变

的质量风险信息服从一般网络信息传播规律,即其数量增

长曲线为S 型,并用a 代表质量安全危机爆发时的信息变

化率即危机爆发时的S曲线的斜率值,有:

a＝
dp
dt＝

kce－rt

(１＋ce－rt)２
(１)

a与产品的类型相关,反映了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敏感

度.通过比较单位时间内风险信息增加的频率与不同产品

a值的大小,同时保持与“身体伤害”和“不安全感”相同的风

险级别数,本文构建非常频繁、频繁、常常、有时、很少等５
级频率特征的风险级别划分,如表４所示.

表４　性状改变信息风险级别

性状改变 风险级别 级别描述

１ 非常频繁 ≥a
２ 频繁 [a/２,a)

３ 常常 [a/４,a/２)

４ 有时 [a/８,a/４)

５ 很少 ≤a/８

(三)警情划分

警情是指风险的发展变化、未来状态是否偏离可控运行

轨道或是否将导致损失,如果偏离轨道或导致损失,那么偏

离的程度、损失的大小将是什么情况.警情是一方面描述了

无警与有警的临界值,另一方面也表征了有警情况下警情的

严重级别.因此,质量安全网络警情的划分是进行预警分析

的关键环节.人们通常根据预测损失的大小,将警情分为有

警和无警两种状态,而“有警”又可以分为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等警情(孔繁涛,２００９),而预警实践中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预警结果,通常又采用类似交通信号灯的标识方法来分别表示不同的警情,如绿

灯、黄灯、红灯等.
本文已将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分为身体伤害、不安全感、性状改变三类,每类信息均划分５个级别

的风险等级.依照此方式,本文将采用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５个级别的警情划分来表示质量安

全网络预警结果,并以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和绿色依次表示警情级别高低.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绿色

为最低风险级别,只需持续重点监测不需要预警,而高于绿色的状态,则表明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需
要预警并采取与警情相对应的级别响应措施,如表５所示.

表５　警情划分

级别 警情 信号表示 响应措施

１ 巨警 红色警度 一级响应

２ 重警 橙色警度 二级响应

３ 中警 黄色警度 三级响应

４ 轻警 蓝色警度 四级响应

５ 无警 绿色警度 重点监测

　　通过对网络质量信息的分类、信息风险的分级以及警

情级别划分三个内容的研究,本文构建如图２的所示的质

量安全网络预警的一般分析框架,可以实现海量质量信息

的输入到最终预警结果的输出.

三、基于证据理论的质量安全网络预警模型

在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分析框架下,要实现对最终预

警结果的输出,需要构建一个以信息整合为核心的预警模型,将分类分级的网络质量信息进行有效地融

合.考虑到网络质量信息海量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等特点,本文采用证据理论的方法来实现质量安

全网络预警模型,进行网络质量风险信息的融合.证据理论是一种不精确推理理论,属于人工智能的范

畴,最早应用于专家系统中,具有处理不确定信息的能力.作为一种有确定推理方法,证据理论的主要

２３１

余红伟、余凡、许伟: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及模型实现



!"#$

%&'(

)*+,

-./

0123

23/

4567

89/

:;<=

>?@A

@A

@BC

%D@A

01EF

EF

11

?G

>H

IJK7

LJK7

MJK7

NJK7

OJK7

!
"
#
"
$
%
&
'

(
)
*
+
&
,

PQRS

TURV

KWXR

图２　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分析框架　

特点是满足比贝叶斯概率论更弱的条件,并且具有直接表达“不确定”和“不知道”的能力.采用证据理

论的方法进行网络质量信息的融合,将能有效地处理网络质量信息的海量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等特

征.本文将从识别框架构建、可信度评价获取以及递归融合算法三个方面介绍基于证据理论的质量安

全网络预警模型的实现过程.
(一)识别框架构建

对质量安全预警评判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即组成识别框架 Θ.证据理论的创始人之一Shafer指

出识别框架Θ的选取“依赖于我们的知识,依赖于我们的认识水平,依赖于我们所知道和想要知道的”.
在互联网上,我们应用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网络质量信息的获取与分类分级,因此识别框架依赖于本文

所构建的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在图２所示的预警分析框架中,预警的结果即警情划分为红色

警度、橙色警度、黄色警度、蓝色警度和绿色警度５个级别,并分别与身体伤害、不安全感、性状改变三类

质量信息的５个风险等级分别对应.因此识别框架Θ有:

Θ＝{V１(红色警度),V２(橙色警度),V３(黄色警度),V４(蓝色警度),V５(绿色警度)}
识别框架中的一个等级元素表明对质量安全网络预警评判的一种可能结果,这个结果来自对身体

伤害、不安全感、性状改变三类质量信息的风险级别确定,如表５所示.
(二)可信度评价获取

三种类别的网络质量信息被评判为识别框架 Θ中各风险等级的信度,即为质量信息的可信度评

价.可信度评价一方面要反映不同类别质量信息对预警结果的相对权重,另一方面也要包含相同类别

质量信息评判成不同级别风险的程度.对网络质量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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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识别框架各等级元素描述

识别框架元素 身体伤害 不安全感 性状改变

V１ 红色警度 致命的 无法避免 非常频繁

V２ 橙色警度 非常严重的 很有可能 频繁

V３ 黄色警度 严重的 可能 常常

V４ 蓝色警度 中等程度 可忽略 有时

V５ 绿色警度 轻微的 不太可能 很少

　　Step１:确定身体伤害、不安全感、性状改变三类信息的相对权重

在进行网络质量信息可信度评判时,首先要确定身体伤害、不安全感、性状改变三类信息的相对权

重,体现出消费者对不同质量信息所持的不同态度.用C１、C２ 和C３ 分别表示身体伤害、不安全感和性

状改变的信息,可以运用Delphi法确定各类信息的相对权重Wi (这里i＝１,２,３,依次表示不同类型的

信息)满足:∑
３

i＝１
Wi＝１.

Step２:获取质量信息在不同风险级别的智能评价概率

由于网络质量信息的海量性、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等特点,评判结果将评价每一条质量信息所属的

风险级别,即第i类第j(j＝１,２,,J,J 为实际网络质量信息总数量)条质量信息Cij 被评判为识别

框架中Vk(k＝１,,５)时的评价概率值βi
jk ,其满足置信度不等式:

∑
５

k＝１
βi

jk ≤１,βi
jk ≥０(i＝１,２,３;j＝１,,J;k＝１,,５) (２)

式(２)一方面允许每条网络质量信息以不同的置信度评定为识别框架中的多个等级元素,便于更加

准确地评判处于不同识别等级的不确定信息;另一方面允许同一条质量信息风险级别的总置信度不超

过１００％,对于少于１００％的部分则表示对于整体质量信息的“未知性”.这种评判的形式更符合网络质

量信息的实际特点.

Step３:获取可信度评价矩阵

网络质量信息可信度函数的计算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过程:一个过程是不同质量信息类别Ci 的相

对权重评价(step１所示);另一个过程是以βi
jk 的置信度把每条质量信息Cij 评判为识别框架中的Vk

(step２所示).通过以上评价可形成如表６所示的评价矩阵结果.
表７　质量信息的智能评价矩阵表

风险信息 权重
识别框架Θ

V１ V２  V５

身体伤害C１ W１

β１
１１ β１

１２  β１
１５

   

β１
J１１ β１

J１２  β１
J１５

不安全感C２ W２

β２
１１ β２

１２  β２
１５

   

β２
J２１ β２

J２２  β２
J２５

性状改变C３ W３

β３
１１ β３

１２  β３
１５

   

β３
J３１ β３

J３２  β３
J３５

　　注:J１,J２,J３ 分别表示三种类型信息的总数量.

　　因此可以得到质量信息Cij 评定为识别框架中Vk 的可信度为:
mi

jk ＝Wiβi
jk (３)

剩下的不能进一步分配的信度,表示对整体质量信息的“未知性”,其为:

mi
jφ ＝１－∑

５

k＝１
mi

jk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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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两个过程而言,前者是对信息权重的评价,后者是对信息风险级别的评价.直观上看,这
两个评价过程可以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即对信息风险状态的评价并不影响对该信息重要性的评价.

(三)递归融合算法

证据理论对信息的融合是按 Dempster合成规则进行的.Dempster合成规则具有交换律和结合

律,这里介绍一种融合的递归计算方法.
定义Mi(Vk)为信息Ci 被评判为Vk 的信度;Mφ

i(Vk)表示剩下的不能进一步分配的信度.
假设信息Ci 所含的质量信息个数j＝２时,有:

Mi(Vk)＝(１－K２)－１(mi
１kmi

２k ＋mi
１kmi

２φ ＋mi
１φmi

２k) (５)

Mφ
i(Vk)＝(１－K２)－１mi

１φmi
２φ (６)

其中,K２＝∑
２

p＝１
∑

２

k＝１k≠p
mi

１pmi
２k ,它表示这两条质量评价信息mi

１k 与mi
２k 的相似程度,K２ 越大两条质

量信息评价的差别就越大,反之越小.(１－K２)为归一化因子,它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排除质

量信息融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并由此可得,当j＝l＋１(l＝１,２,,J－１)时,证据理论合成法则的递归算法公式为:

Mi(Vk)＝(１－Kl＋１)－１(mi
l,kmi

l＋１,k ＋mi
l,kmi

l＋１,φ ＋mi
l,φmi

l＋１,k) (７)

Mφ
i(Vk)＝(１－Kl＋１)－１mi

l,φmi
l＋１,φ (８)

其中,Kl＋１＝∑
r

p＝１
∑
r

k＝１k≠p
mi

l,pmi
l＋１,k ,涵义与K２ 相同.

运用以上合成方法可以得到每类质量信息的信度集函数为:

M(V)＝{Mφ
i(Vk),Mi(Vk)|i＝１,,３;k＝１,,５} (９)

同样,依据上述合成法则对这３个不同类别信息的信度函数进行再次合成,可以得到网络质量信息

评判的最信度集函数C(V),并由此可得出质量安全网络预警的最终量化预警级别.

四、总结

通过收集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质量风险信息,实现对质量安全的网络预警,是质量监管领域的

新课题.网络质量信息的海量性、不确定性、不完整性等特征,使得进行基于互联网信息的质量安全预

警的研究,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
本文研究了基于消费者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构建与模型实现的问题.首先,基于学者程虹

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本文提炼出对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的一般分类范式,即身体伤害类信息、不安全感类

信息和性状改变类信息,在文献分析与实践借鉴的基础上,深入考虑网络信息的特性,将这三类信息按

风险严重程度分别划分为５个不同的信息风险级别,探讨了基于５个信息风险等级的警情警度的划分.
从质量信息分类、风险分级以及警情划分三个方面完成了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的设计.其次,着
重考虑网络质量信息三大特点的基础上,采用证据理论进行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级别质量信息的融合,
从识别框架构建、可信度评价获取与递归融合算法三个步骤详述了预警模型的实现过程.

本文所构建的基于互联网信息的质量安全网络预警分析框架与模型,为大数据时代质量的网络治

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对分析框架的系统实现,预警模型的适用性与

准确度进行测算及模型修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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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对比视角下的安全食品购买行为分析∗

———基于全国２１个省市的问卷调查

王志刚　杨胤轩　许　栩

摘　要:根据全国２１个省市的消费者关于安全食品购买行为的调查问卷,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深入探讨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食品的外在表现和生产工艺、
食品安全、价格和口碑、购买便利程度以及商标这五类因素在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此

外,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之间的差异,发现农村消费者更关

注安全食品的购买便利程度,而不太关注其新鲜程度及包装.基于以上发现,文章提出了完善

和规范食品标签标准,制定并实施与食品生产工艺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企业商标产权,
增加农村食品销售网点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城乡居民;购买行为;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就食品安全而言,仅靠政府的监管是不够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建立一个多元的管理体系(崔
卓兰、宋慧宇,２０１０).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应该积极参与市场监督,而在其参与监督之前,消费者应首先

了解哪些因素与食品安全和自身购买行为相关.这些影响因素便是本文要积极探索的.又由于我国城

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食品关注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有必要对城乡消费者进行对比,区分

这些因素影响程度的差异.
鉴于此,本文对全国２１个省市的城乡消费者进行关于安全食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探究其主要影响成分,以期能够得到有效的结论,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
便改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现状.

二、文献综述

(一)食品安全研究的整体现状

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十分丰富,从食品安全产生的原因、产生的后果到应对措施等方面均已有累累

硕果.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原因众多,由于生产商、销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吴海华、王志江,

２００５;Ortega,２０１１),食品生产商、加工商可能在加工环节使用不安全的食品原料或辅料制作劣质食品

(张红霞等,２０１３),以次充好.而食品安全法规政策的不完善、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决定了政府对食品安

全监管力不从心(焦明江,２０１３),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随着食品安全事件危

害后果的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表示不满,消费者信心普遍偏低(王志刚等,２０１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胡晓苹等(２００４)认为应该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 HACCP体系,控制整个食品加工过程,以此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王志刚等(２００６)和周应恒

等(２０１３)认为实施质量认证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将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现状.崔卓兰、宋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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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指出政府的单一监管不足以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实行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方式,并利用专业

技术和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治理食品问题.李刚(２０１０)认为食品安全的监管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相对完

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因而,政府可以学习 Charlier(２００８)、张月义等(２００７)、王忠亮(２００７)介绍的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经验.与此同时,一部分国外学者,如 Hennessy(２００１)、

VetterandKarantiniis(２００２)积极主张应该加强供应链管理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这也是我国政府在

治理食品安全时需要充分关注的一点.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众多学者更多通过实地调研和计量模型来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问题.钟甫宁、

易小兰(２００７)通过对南京市消费者进行随机访问,发现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实际购买

行为不一致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是否有老人小孩及对蔬菜质量安全的一般认知程度.刘军

弟等(２００９)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上海和南京两个城市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的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与评价、产品价格、销售渠道等.王志刚等(２０１１)在
实地调研了山东省安丘市的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基础上,利用 Heckman模型来分析食品安全规制下农

户农药使用的影响因素,发现通过批发市场流通、肯定列表制度的认知、生产记录会对减少农药使用产

生正向影响,而通过集货商销售等因素会产生负向影响.
(二)关于消费者城乡差异的研究

虽然我国城乡经济均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相比于城市,农村消费水平依旧较低,农民难以购买或

买不起合意的商品(张利庠,２００７).因此,我国城乡差异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经济因素通常是研究消费者城乡差异的切入点.曹俊杰、高峰(２００４)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更新快慢不同,并在合理消费、
信贷消费、耐用品消费等方面都存在着理念差异.侯石安、赵和楠(２０１２)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

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对于农村

居民,工资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其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储德银、经庭如(２０１０)对比城

乡收入水平、政府支出、收入分配等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水平的

影响程度最大,而政府支出会对城镇消费者产生正向挤入效应,对农村消费者产生负向挤出效应.然

而,韩立岩、杜春越(２０１２)却指出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在城乡和地区之间仅存在微弱差异,而借贷水平、收
入差距和消费之间存在着较强城乡和地区差异.除了经济因素,诸如消费心理、文化传统、消费环境等

非经济因素也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王明祥、周建华,２００４;储德银、经庭如,２０１０).
(三)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具体影响因素

从消费者个人特征而言,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心理认知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购买决策(钟甫

宁、易小兰,２００７;王志刚等,２０１１).比如,刘瑞峰(２０１３)调查了北京、上海、郑州５８５名城市消费者,利
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年龄、文化程度、职业、销售推介、对原产地的关注、质量安全的评价等因素

对消费者购买新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影响作用.任建超等(２０１３)则认为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对整个家庭

的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家庭规模、是否有孕妇和１８岁以下的孩子、家庭月收入等因素则是主要

影响因素.
食品自身性质也会极大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张红霞(２０１２)基于北京市的社区居民购买蔬菜的行

为的调查,运用聚类分析法将卫生安全、新鲜、品种齐全、价格便宜等１０个因素进行了区分,并将市场划

分为完美型、大众型和品质型三类.彭晖、王奕淇(２０１２)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的假

设,检验并证明了食品自身性质会对消费者食品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考虑消费者特征与食品特性对购买行为的影响,仅从购买行为本身出发进行研

究.如吴国华、潘德惠(２００５)分析了顾客购买决策、购买时间间隔、重购行为和顾客逃逸等因素对消费

者购买日用消费品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顾客重购概率动态预测方法.
(四)简单评述

当前学者对于食品安全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内容上,从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措施、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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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管等方面都有深入和详细的研究.针对消费者的不同特性,学者区分了城市消费者与农村消费

者、不同性别、不同认知程度等方面的消费者之间的购买行为的差异.研究形式方面,通常以问卷调查、
访谈法等形式对某个省或某个城市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并运用大量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来检验假设的合

理性、科学性.这些研究均值得本文学习借鉴.

三、数据与基本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食品安全调查组于２０１０年２月在北京、天
津等全国２１个省市的城市及农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随机访问的形式,面对面地进行调

查,从而确保样本的真实可靠性.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８７３份,实际收回８７３份,有效问卷７６６份,问卷

有效率为８７７４％.其中,城市消费者的有效问卷３４９份,农村消费者的有效问卷４１７份.调查问卷共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消费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收入

来源、政治面貌等;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列举了２２项可能影

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并以１３点量表法对消费者进行调查.
通过整理有效问卷,发现７６６个样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如表１所示.第一,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男性消费者占总体样本的５５２１％,比女性消费者多出１０４２％.第二,已婚消费者比例高于未婚消费

者,已婚消费者占比达５８２２％,而未婚消费者占比４１７８％.第三,年轻消费者数量居多.从消费者年

龄分布来看,２１~３０岁和３１~４０岁的消费者数量较多,占比分别达到３６５５％和２５３３％,这部分消费

者消费欲望较高.第四,受教育程度比较平均.初中、高中、中专及大专、大学本科四种程度人数均超过

百人,相对而言,大学与初中人数较多,分别占２６４７％和２２７２％.第五,政治面貌主要集中于群众.
群众消费者人数接近一半,达到４５１７％.第五,消费者年收入水平平均较高.年收入超过４００００元的

消费者占３１７２％,而在４００００元以下的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人数分布则比较平均.第六,消费者收入来

源主要集中于工资性收入、外出务工以及经商,其占比分别为４９８７％、１８０２％以及１５８０％.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

统计指标 分类 频数(人) 比例(％) 统计指标 分类 频数(人) 比例(％)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男 ４２３ ５５．２１
女 ３４３ ４４．７９

２０岁以下 ７８ １０．１８
２１~３０岁 ２８０ ３６．５５
３１~４０岁 １９４ ２５．３３
４１~５０岁 １３７ １７．８９
５１~６０岁 ６０ ７．８３
６１岁以上 １７ ２．２２
小学及以下 ７１ ９．２７

初中 １７４ ２２．７２
高中 １３１ １７．１０

中专及大专 １１４ １４．８８
大学本科 ２０２ ２６．３７

硕士及以上 ７４ ９．６６
群众 ３４６ ４５．１７
团员 ２２２ ２８．９８
党员 １９３ ２５．２０

民主党派 ５ ０．６５

是否结婚

年收入(元)

收入来源

已婚 ４４６ ５８．２２
未婚 ３２０ ４１．７８

５０００以下 ４０ ５．２２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８７ １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７７ １０．０５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７０ ９．１４
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５５ ７．１８
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６３ ８．２２
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５５ ７．１８
３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７６ ９．９２
４００００以上 ２４３ ３１．７２

工资 ３８２ ４９．８７
外出务工 １３８ １８．０２
种植养殖 ９０ １１．７５

经商 １２１ １５．８０
其他 ３５ ４．５７

(二)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描述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评价.首先是关于消费者购买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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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选择该途径的理由以及购买未知食品依据的调查,结果如表２所示.结果发现,在消费途径方

面,消费者经常购买食品的场所是小型超市,占比５４３２％;其次是农贸市场,占比２２９７％.选择大型

超市的比例远远小于小型超市的原因可能在于调查样本分布广泛,农村消费者数量居多,考虑到小型超

市比大型超市覆盖的消费者人数更多,选择大型超市的比例就会相对较小.在选择该途径的理由方面,
绝大多数消费者是出于质量放心和购买便利两个原因,分别占４３６１％和３１３５％.而价格合理、服务

良好、熟人关系这几个理由并不是决定消费途径的主要依据.在购买未知食品的依据方面,消费者主要

还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以及接触商品后购买,分别占４３２８％和３９５１％.可以认为消费者对于食品的直

观感受(经验、接触)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他人影响因素(亲友建议、受他人购买影响、厂商广告或销售商

推荐)发挥着辅助性作用.

表２　消费者选择消费途径、选择理由和购买未知食品的依据

消费途径 比例(％) 选择该途径的理由 比例(％) 购买未知食品的依据 比例(％)

大型超市 １７．７７ 质量放心 ４３．６１ 凭借经验 ４３．２８
小型超市 ４４．３２ 购买便利 ３１．３５ 接触商品后购买 ３９．５１
农贸市场 ２２．９７ 价格合理 １８．８４ 商家信誉 ６．７２
固定门市 １０．１６ 服务良好 ３．７４ 亲朋建议 ６．３９
上门小贩 １．８１ 熟人关系 １．４２ 受他人购买影响 １．８０
路边地摊 ２．９７ 其他 １．０４ 厂商广告或销售商推荐 ２．３０

　　其次是关于２２项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的调查.根据以往关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

以及在预调研阶段与消费者进行访谈时获得的信息,确定了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２２项因素,如
表３所示.这２２项因素也是本文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所采取的指标体系,代码 X１~X２２对应不同因素.
这２２项指标内在含义均符合消费者的直观理解,需要指出的是,X１０添加剂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而不是指非法添加剂.

表３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指标体系

代码 因素 代码 因素 代码 因素

X１ 价格便宜 X９ 口感 X１７ 购买便利程度

X２ 包装 X１０ 添加剂 X１８ 嗅觉

X３ 新鲜程度 X１１ 卖方信誉 X１９ 栽培记录与说明

X４ 食品安全 X１２ 耐储藏 X２０ 外观成色

X５ 口碑 X１３ 营养成分 X２１ 认证标识

X６ 品牌 X１４ 商标 X２２ 产品名称

X７ 生产日期 X１５ 产地

X８ 保质期 X１６ 栽培和饲养方法

　　问卷调查以１３点量表法对消费者进行调查.１分表示消费者认为这个因素最不重要或最不关注,

１３分表示消费者认为这个因素最重要或最受关注.通过对受调查者评价的汇总统计,简单平均后可以

发现消费者对食品新鲜程度、生产日期、保质期、食品安全、口感、卖方信誉、营养成分、口碑以及价格这

几类信息(均超过１０分)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于认证标识、产品名称、包装、栽培和饲养方法、产地、栽
培记录与说明等信息(均低于９分)的关注程度较低.尤其是饲养方法、产地、培养记录与说明这三者评

分最低(均低于８５分),可见消费者在决定购买时,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十分重要.如图１所示.
(三)主成分分析法的数学模型

对于样本容量为n的调查整体,每个样本共有p个变量,则调查结果可构成一个n×p阶的数据矩阵:
０４１

王志刚、杨胤轩、许栩:城乡居民对比视角下的安全食品购买行为分析



12

11

10

9

8

7

6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
9 :

;
<
=
>

?
@
A
B
#
$

,
C

D
E
7
F
G
H
I

J
K

L
M

N
O
M
P

&
,
Q
R

S
T

U
V
W
X
6
2
Y

&
Z

U
V
[
\
]
^
_

11.4911.33 11.21
10.7910.75

10.43 10.2710.20 10.09 9.90 9.79 9.69 9.63 9.51 9.41 9.38
8.97

8.62 8.62
8.17

7.86 7.61

图１　影响购买行为因素的重要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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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１１ x１２  x１p
x２１ x２２  x２p
⋮ ⋮ ⋮

xn１ xn２  xnp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

记原变量指标为x１,x２,,xp,设它们降维处理后的综合指标为z１,z２,z３, ,zm(m≤p),则:

z１＝l１１x１＋l１２x２＋＋l１pxp

z２＝l２１x１＋l２２x２＋＋l２pxp

　　　　　

zm ＝lm１x１＋lm２x２＋＋lmpxp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其中,系数lij应满足以下条件:
(１)zi 与zj(i≠j;i,j＝１,２,,m)相互无关.(２)z１ 是x１,x２,,xP 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最

大者,z２ 是与z１ 不相关的x１,x２,,xP 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者;zm 是与z１,z２,,zm－１都

不相关的x１,x２,xP 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者.

所得的新变量指标z１,z２,,zm 分别称为原变量指标x１,x２,,xP 的第１,第２,,第m 主成

分.因此,主成分分析的实质就是确定原来变量xj(j＝１,２,,p)在诸主成分zi(i＝１,２,,m)上的

荷载lij(i＝１,２,,m;j＝１,２,,p),即,求出相关矩阵m 个较大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具体求解过程如下:
第一步,求解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关矩阵R:

R＝

r１１ r１２  r１p

r２１ r２２  r２p

⋮ ⋮ ⋮

rp１ rp２  rpp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３)

其中,rij(i,j＝１,２,,p)为原变量xi 与xj 的相关系数,rij＝rji,其计算公式为:

rij ＝

n

k＝１

(xki－xi)(xkj －xj)


n

k＝１

(xki－xi)２
n

k＝１

(xkj －xj)２
(４)

第二步,解特征方程 λI－R ＝０,求出特征值,并按大小顺序排列:

λ１ ≥λ２ ≥  ≥λp ≥０ (５)
第三步,计算其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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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 λi

∑p

k＝１λk

(６)

累计贡献率:∑
i

k＝１λk

∑p

k＝１λk

(７)

第四步,构造成综合评价函数:

F＝α１z１＋α２z２＋＋αmzm (８)
其中,αi(i＝１,２,,m)为标准化后第i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SPSS１７．０对总体７６６个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４、表５所示.
本文选择特征值大于１的成分作为主要因子进行分析.由表４可知,共五个变量的特征值大于１,

分别是７０９０、２２２２、１４５１、１０９０、１０６６.因此,提取５个主成分.
这５个主成分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个指标的信息,因而可以用这５个主成分代替上述２２个指标.

具体而言,主成分１:以下因素在这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包装、新鲜程度、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口
感、添加剂、卖方信誉、耐储藏、营养成分、产地、栽培和饲养方法、嗅觉、栽培记录与说明、外观成色、认证

标识、产品名称等.这说明主成分１与食品的外在表现和生产加工过程密切相关.主成分２:这一成分

强调的是食品安全因素,与食品质量密切相关.主成分３:这一成分强调价格便宜和口碑这两个因素.
这说明主成分３与人们对食品的评价密切相关.主成分４:这一成分强调的是购买便利程度,说明消费

者更愿意选择方便购买的食品.主成分５:商标在这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主成分５基本反映商

标这个因素的信息.
表４　总方差分解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特征值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提取平方和载入

特征值根(％)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１ ７．０９０ ３２．２２９ ３２．２２９ ７．０９０ ３２．２２９ ３２．２２９
２ ２．２２２ １０．１００ ４２．３２９ ２．２２２ １０．１００ ４２．３２９
３ １．４５１ ６．５９７ ４８．９２５ １．４５１ ６．５９７ ４８．９２５
４ １．０９０ ４．９５５ ５３．８８０ １．０９０ ４．９５５ ５３．８８０
５ １．０６６ ４．８４３ ５８．７２３ １．０６６ ４．８４３ ５８．７２３
６ ０．９７１ ４．４１５ ６３．１３８
   

２２ ０．２３１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

　　用表５因子载荷矩阵中每个因素的数据除以各自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５个主

成分的特征向量,即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结果如表６所示.
在此基础上,设５个主成分为F１、F２、F３、F４、F５,对它们的方差贡献率进行标准化,便可得到综合评

价函数:

F总体 ＝０．５４９F１＋０．１７２F２＋０．１１２F３＋０．０８４F４＋０．０８２F５

根据主成分上具有较高载荷的因素信息,对５个主成分命名为 F１———外在表现与生产工艺、

F２———食品质量安全、F３———价格及口碑、F４———购买便利程度、F５———商标.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
会受到食品外在表现与生产工艺、质量安全、价格与口碑、购买便利程度以及商标等多方影响.首先,食
品的生产工艺是决定食品质量优劣的关键性因素,不同的厂商、产地、栽培手段、生产方式都直接决定了

安全食品本身能否获得消费者青睐.而食品的外在表现,诸如包装、新鲜程度、认证标识等因素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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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吸引广大消费者,让消费者感知其安全可靠.因而食品的生产工艺和外在表现构成了影响消费者

购买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高达５４９％的方差效率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食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内在

安全品质的主要体现,也是当今消费者十分关注的一点.因此为了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食品的质量

安全状况必须得到改善.第三,价格和口碑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食品价格的

接受程度和评价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购买行为.第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受到购买便利程度的影

响.产品购买便利程度高相当于减少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最后,食品

商标也在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二)城乡差异对比

由于我国城乡差异较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等因素均会造成城乡居民在消

费理念和具体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因而,比较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差异将有助于更好地认清本文所研

究的问题,以期能够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依据上文的模型以及分析步骤,通过利用SPSS１７．０分别对３４９份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和４１７份农

村消费者调查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F城市 ＝０．５４２F１＋０．１７４F２＋０．１１１F３＋０．０９０F４＋０．０８３F５

其中,F１ 基本反映了包装、新鲜程度、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口感、添加剂、卖方信誉、耐储藏、营
养成分、产地、栽培和饲养方法、嗅觉、栽培记录与说明、外观成色、认证标识、产品名称这１７项指标;F２

基本反映了食品安全这个指标;F３ 基本反映了价格便宜及口碑这两个指标;F４ 基本反映了购买便利程

度;F５ 基本反映了商标这个指标.可见城市消费者与总体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相近,只是影

响程度有所区别.
F农村 ＝０．５３９F１＋０．１７９F２＋０．１１７F３＋０．０８４F４＋０．０８１F５

表５　因子荷载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X１ 价格便宜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３ ０．４４０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７
X２ 包装 ０．４２３ ０．３０９ ０．３６８ －０．２９９ ０．２４６
X３ 新鲜程度 ０．５４６ －０．３４９ ０．４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８
X４ 食品安全 ０．４６７ －０．６０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X５ 口碑 ０．３７９ ０．１５４ ０．５３１ ０．３２５ －０．０２９
X６ 品牌 ０．５８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５８ －０．３４９ ０．１５８
X７ 生产日期 ０．６６１ －０．４８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X８ 保质期 ０．６８８ －０．４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２６９ ０．０１９
X９ 口感 ０．６０９ －０．１３１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４ －０．１１１
X１０ 添加剂 ０．６５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６
X１１ 卖方信誉 ０．６２６ －０．３５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０
X１２ 耐储藏 ０．５７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０ －０．４９４
X１３ 营养成分 ０．６４５ －０．２７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２０ －０．０２２
X１４ 商标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７ ０．８１３
X１５ 产地 ０．５９８ ０．５１９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０
X１６ 栽培和饲养方法 ０．７２９ ０．３３２ －０．２５８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０
X１７ 购买便利程度 ０．１９６ ０．１６０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４６
X１８ 嗅觉 ０．６９４ ０．３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７
X１９ 栽培记录与说明 ０．６３０ ０．４４５ －０．３３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６８
X２０ 外观成色 ０．６８１ ０．２７４ ０．１４３ －０．３２６ －０．００７
X２１ 认证标识 ０．５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３５８ ０．２２６ ０．００２
X２２ 产品名称 ０．６６３ ０．３６７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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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成分向量表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X１ 价格便宜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９ ０．３６５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７
X２ 包装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７ ０．３０６ －０．２８６ ０．２３８
X３ 新鲜程度 ０．２０５ －０．２３４ ０．３３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
X４ 食品安全 ０．１７５ －０．４０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９
X５ 口碑 ０．１４２ ０．１０３ ０．４４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８
X６ 品牌 ０．２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１ －０．３３４ ０．１５３
X７ 生产日期 ０．２４８ －０．３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７
X８ 保质期 ０．２５８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９ －０．２５８ ０．０１８
X９ 口感 ０．２２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４３ －０．１０８
X１０ 添加剂 ０．２４５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５
X１１ 卖方信誉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８
X１２ 耐储藏 ０．２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４４ －０．４７８
X１３ 营养成分 ０．２４２ －０．１８７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１ －０．０２１
X１４ 商标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２ ０．７８７
X１５ 产地 ０．２２５ ０．３４８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９
X１６ 栽培和饲养方法 ０．２７４ ０．２２３ －０．２１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７
X１７ 购买便利程度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２３４ ０．２７３ ０．０４５
X１８ 嗅觉 ０．２６１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４
X１９ 栽培记录与说明 ０．２３７ ０．２９９ －０．２８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６６
X２０ 外观成色 ０．２５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９ －０．３１２ －０．００７
X２１ 认证标识 ０．２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２９７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２
X２２ 产品名称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其中,F１ 基本反映了品牌、生产日期、保质期、口感、添加剂、卖方信誉、耐储藏、营养成分、产地、栽
培和饲养方法、嗅觉、栽培记录与说明、外观成色、认证标识、产品名称等１５项指标的信息;F２ 基本反映

了购买便利程度、食品安全这两个指标的信息;F３ 基本反映了价格便宜、口碑和新鲜程度这三个指标的

信息;F４ 基本反映了包装这个指标的信息;F５ 基本反映了商标这个指标的信息.
可见,农村消费者与城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比于城市消费者,农村消费者更

关注食品的购买便利程度,而不太关注新鲜程度以及食品包装.这与我国农村基本现状相符合.我国

大部分农村地区交通不便,物资相对匮乏,仅有一些零售店在销售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农村消费者需要

购买优质的加工食品,必须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村消费者对于便利食

品的需求程度.而农村经济水平、收入水平较低也决定了农村消费者没有能力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消费者对食品新鲜程度和良好包装的要求.

而其余１９项影响因素均处于相同的主成分当中,并且综合评价函数F城市 和F农村 中５个主成分系

数相近,这意味着影响农村消费者与城市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共性大于异性,换言之,影响城乡居民

购买行为因素的差异不是很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２１个省市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关于消费者购买安全食品的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众多,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外在表现和生产工艺、食品安全、价格和

口碑、购买便利程度、商标.食品的外在表现和生产工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食品质量安全对消费

者购买决定产生重要影响,而价格和口碑、购买便利程度和商标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决策.
为了提高消费者购买安全食品的主动性,改善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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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规范食品标签标准,发挥食品标签的信息作用.食品标签是安全食品的外在表现之一,既可以告知

消费者食品的安全信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生产商、加工商的生产活动,从而确保食品本身的安全.
第二,制定并严格实施与生产工艺直接相关的食品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政府监管应该从生产环节

入手,直接打击非法食品生产商、加工商,从而促进食品质量安全的提升.第三,维护企业商标产权,建
立安全食品良好口碑.良好的口碑和商标均可提升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购买信心和购买意愿,因而政

府应该维护安全食品企业的商标权益,加大对冒牌伪劣食品的整治力度,新闻媒体与消费者也应主动举

报食品企业的非法行径,从政府管理和社会舆论两方面来提升整个食品市场的规范程度.第四,增加农

村食品销售网点,便于农村消费者购买.通过对比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差异,发现农村消费者更关注购

买的便利程度,而不太关注食品新鲜程度及其包装.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在农村地区增加食品销售网

点,减少农村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为其提供购买便利.与此同时,农村消费者应该更加注重食品的新鲜

程度及包装质量,防止生产商、销售商将品质较次的食品流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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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儿童玩具召回风险分类∗

———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出口欧美的数据分析

王　璨

摘　要:随着欧美发达国家以保护儿童安全为由,不断出台更加严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措施,对不符合其玩具质量安全要求的儿童玩具产品实施通报召回,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

国和出口国,中国玩具产品出口的风险不断加大.通过统计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欧美发达国家

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系列案例信息,对儿童玩具产品进行风险分类.针对不同的

召回风险,引导相关生产和出口企业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源头上提升儿童玩具产品质量控

制能力,杜绝危险性儿童玩具产品的产生,避免出现召回风险,把玩具伤害降至最低水平.
关键词:出口儿童玩具;召回;风险

一、前言

玩具行业为传统产业、朝阳产业和综合性产业.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成

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国和出口国.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迅速,据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约占全球玩具市场贸易额的７０％,中国大陆生产的玩具产品中约７０％用来出口,欧美发达国家

进口玩具产品中８０％左右都是中国制造,玩具产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就业以及外贸出口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有８０％的玩具生产企业是中小微型规模的企业,它们极易受到外界

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经历了２００７年大规模的玩具召回事件和随后欧美发达国家以保护儿童健

康与安全为由,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和抬高玩具进口的门槛,同时推出更为严厉的以玩具质量安全技术性

法规、标准等为表现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对不符合其玩具质量安全要求的我国儿童玩具产品实

施通报召回,玩具产品出口的风险不断加大;加之受世界经济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加速和

汇率变动频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口玩具产品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使其需求大幅萎

缩,导致我国玩具产品出口放缓或受阻,以中小微型规模的玩具出口企业为主体的我国玩具产业蒙受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外贸形象和“中国制造”玩具产品的国际声誉,并且加深了世

界各国消费者对中国玩具产品的严重不信任感.中国玩具产品出口遇到了极大的瓶颈.
儿童玩具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敏感性产品.一般来说,儿童玩具是为特定年龄

组的儿童玩耍而设计、制造或销售的产品和材料,其特点与儿童的年龄和智力阶段有关,儿童玩具的使

用以一定的适应能力为前提.在我国,国标 GB６６７５－２００３«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儿童年龄以

１４岁为限;欧盟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玩具法规«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２００９/４８/EC指令)中
定义的儿童玩具是指设计或预计用于１４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产品———不管是否专门用于玩耍;而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生效的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H．R．４０４０)定义的儿童玩具是指生产商专为供儿

童使用而设的消费品,对象年龄为１２岁及以下的儿童.玩具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少年儿童,他们的行为

方式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感知不安全因素的能力相对较弱,是一个需要靠监护人保护的特殊的弱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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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群体,但是他们又比较活泼好动并且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去冒险和尝试.当存在危及儿童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时,他们基本上不具备自我保护的意识,极易受到伤害.质量好的或安全

的玩具能带给儿童一个幸福成长的童年,对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智力开发以及手与脑协调能力的培养

起着重要的作用;劣质或不安全的玩具却会给儿童带来巨大的伤害,不仅会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不

可估量的影响,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沉重的家庭负担.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儿童玩具质量安全成

为玩具行业首当其冲的要素.世界上每年因儿童玩具质量安全问题或使用不当造成儿童伤残甚至死亡

的案例不绝于耳,因此“儿童玩具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备受世界各国的

关注.

二、欧美召回中国产儿童玩具产品分析

一般来讲,风险是指某种会造成伤害的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或称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后果严

重程度的结合;而危险则是指潜在的伤害来源.通俗的理解就是一事物或活动的危险发生的概率越小,
风险越低;危险发生的概率越大,风险越大.要评估某一种儿童玩具产品存在的伤害风险,首先要识别、
分析该种儿童玩具产品是否存在不安全性,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以及这些危险是否会对儿童构成伤害

和伤害的程度大小.依据欧盟委员会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

会(CPSC)等国外政府网站公布的官方资料,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五年来中国大陆制造、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

的儿童玩具产品的通报/召回案例信息统计来看,欧盟 RAPEX共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

１７９２起,美国CPSC共对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发出１４２起通报/召回,具体见图１和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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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欧盟RAPEX对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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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CPSC对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

通报/召回数据统计图

　　从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欧盟 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起

数中,２０１０年为最高４０３起,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同为３９３起,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分别为２８２起

和３２１起,说明中国大陆输欧儿童玩具产品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符合欧盟玩具安全标准规定要求的产

品;美国CPSC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起数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２０１２年只

有１３起,同比２０１１年下降幅度达到４８％,说明在经历了２００７年美国大规模玩具召回事件后,中国大

陆对输美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绝大多数儿童玩具产品基本上能符合美

国CPSC最新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三、儿童玩具风险分类

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五年来欧盟 RAPEX和美国 CPSC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原因

(其中有部分通报/召回产品涉及的原因不止１种),并结合儿童玩具产品技术法规与标准的研究,将儿

童玩具产品存在的潜在风险分为机械物理类风险、燃烧类风险、电性能类风险、化学类风险和生物风险.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五年来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被欧盟 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原因统计具体如

表１和图３所示.
从表１和图３可以看出:
(１)机械物理类风险涉及的范围较广,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这五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机械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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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欧盟RAPEX对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通报/召回原因统计表

风险类型 召回原因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机械物理类风险

燃烧类风险

电性能类风险

化学类风险

生物风险

窒息危险 １６３ １４６ １７７ １２７ １１３ ７２６
受伤危险 ７９ ６７ ７８ ３２ ４５ ３０１
勒死危险 ２２ １６ １４ ５ １３ ７０
听力受损 ３４ ３０ ２６ ２０ １３ １２３
燃烧危险 ３ １０ ４ ５ １０ ３２
灼伤危险 ２ ２ ４ ４ ０ １２
电击危险 ６ ７ ２ １４ ５ ３４
火灾危险 ３ ４ １ １３ ４ ２５
视力伤害 １ ６ ８ ４ ３ ２２
化学危险 １３２ １４４ １３３ ９５ １５７ ６６１
微生物 ３ ２ １１ ９ １５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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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美国CPSC对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通报/召回原因统计图

类风险被欧盟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的次数最多,分别占欧盟 RAPEX和美国 CPSC通报/
召回原因总数的５９６％和５８０％.机械物理类风险不仅包括儿童玩具产品所使用材料的物理指标,还
包括:①很多儿童玩具产品上的小部件脱落、玩具碎片或塑料薄膜袋厚度不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导

致儿童噎塞或窒息的危险;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儿童玩具产品所使用的材料遇热或潮湿后体积容易膨胀,
且膨胀系数较大,被儿童吞食后导致窒息的危险.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窒

息危险被欧盟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的次数最多,窒息危险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是在机械

物理类风险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类危险.②锐利尖端、锋利边缘、缝隙间距不当、结构稳定性不足或弹

射玩具动能过大等原因造成儿童割伤、划伤、刺伤、摔伤、射伤等受伤危险.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五年来欧盟

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原因看出,受伤危险存在于中国大陆输往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儿童玩具产品中.③儿童玩具产品中的绳线长度或绳套周长由于设计不

当超过标准规定的要求,有造成儿童颈部被绳圈勒死的危险.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

具产品因勒死危险被欧盟 RAPEX和美国 CPSC通报/召回的次数相对较少,五年共计通报/召回７３
次,但是由于其会对儿童产生致命的伤害,所以还是要重点防范此类危险.④有些儿童玩具产品使用的

小磁铁易脱落,若被儿童误食,可能因磁铁在肠道内互相吸附,导致胃或肠道穿孔、梗阻的致命伤害危

险.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肠梗阻危险被美国CPSC通报/召回的次数占其

通报/召回原因总数的５０％,虽然所占的通报/召回比例不大,但是由于其同样会对儿童产生致命的伤

害,因此要封闭好玩具上的小磁铁,以免小磁铁脱落而形成小零件.⑤中国大陆输欧的玩具电话、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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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玩具气枪等儿童玩具产品的音量分贝数超过欧盟最高的限量值,会造成儿童听力受损危险.从

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听力受损危险被欧盟 RAPEX通报/召回的次数虽然每

年仍保持在两位数,但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发声玩具对儿童听力造成的伤害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
(２)燃烧类风险主要是指儿童玩具产品使用非阻燃材料或阻燃性能不符合相关儿童玩具质量安全

标准规定要求的材料(如毛绒、布、纺织类材料等),其接触火源易着火并且燃烧速度过快,在意外情况下

有造成儿童烧伤、烫伤,甚至引发火灾的危险.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这五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燃烧

类风险被欧盟RAPEX通报/召回的次数每年都在１０次以内,并且未出现由于此风险而被美国 CPSC
通报/召回的案例.说明中国大陆输往欧美发达国家的儿童玩具产品基本上能符合欧盟和美国相关玩

具安全标准对玩具材料的燃烧安全性能所规定的要求.
(３)电性能类风险主要是针对电玩具产品,通常为电池过热等造成的灼伤危险,以及因其不合理的

电路设计,对儿童产生电击危险,电玩具还有电磁兼容方面的要求,通常这类风险还容易引发火灾危险.
此外,中国输欧的带有激光的电玩具产品如玩具激光枪,光电陀螺玩具等发出的激光束,其激光功率如

果超过欧盟规定的１mW 的最大限值,就容易造成儿童视力伤害危险.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在欧盟

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所有通报/召回原因中,因视力伤害危险被欧盟 RAPEX
通报/召回的次数仅高于因灼伤危险被通报/召回的次数,只占欧盟 RAPEX 通报/召回原因总数的

１０％.说明中国大陆输欧的带有激光的电玩具产品基本上能符合欧盟玩具安全标准规定的要求.
(４)化学类风险主要是很多儿童玩具产品所使用的材料、玩具或其包装表面油漆、涂层或颜料中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含量超过了法规或者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所引起的化学危险.如果儿童不慎摄取到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他们的健康可能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另外,有些玩具的电池盖容易被儿童打开,如
果儿童吞食电池,或者电池的电解液泄漏,将造成儿童化学品中毒的危险.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这五年,中
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化学类风险被欧盟 RAPEX 和美国 CPSC 通报/召回的次数分别占欧盟

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原因总数的３２３％和２６０％.说明化学类风险仍然是中国大陆产儿

童玩具产品被欧盟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仅次于机械物理类风险的第

二大不安全因素.
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欧盟 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化学危险因素包括:①重

金属(如:铅、钡、镉、铬等元素);②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③禁用偶氮染料;④甲醛;⑤有机溶剂(如:苯
乙酮、环己酮、异佛尔酮、苯和多环芳烃等);⑥其他有害化学物质(如:富马二甲酸酯、亚硝胺、苯酚、有机

锡、致癌或致敏物质、电池所含化学物质等).具体见表２.
表２　欧盟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化学危险因素统计表

化学危险因素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合计

重金属 ２７ １８ ８ ６ １ ６０
增塑剂 ８９ １１９ １０６ ８３ １４９ ５４６

禁用偶氮染料 ３ ２ １ ２ １ ９
甲醛 １ １ ４ ０ ０ ６

有机溶剂 ８ ２ １３ ３ ０ ２６
其他有害物质 １０ ４ ３ ４ ６ ２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欧盟 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化学危险因

素中最为常见的是增塑剂和重金属,两者合计占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玩具化学危险因素召回案例的

８９９％.其中重金属超标现象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２年全年仅有１起召回案例,说明化学危险因

素中的重金属项目已得到有效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增塑剂超标现象依旧非常严重,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因增塑剂超标而被欧盟RAPEX通报/召回案例的次数分别为８９、１１９、１０６、８３和１４９次,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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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当年玩具化学危险因素召回案例的６４５％、８１５％、７８５％、８４７％和９４９％,特别是２０１２年更是

超过了召回案例的九成,创下这五年来的新高.增塑剂超标已经成为欧盟因玩具化学危险因素召回案

例中的首要原因.并且因增塑剂超标所产生的化学危险被欧盟 RAPEX通报/召回的中国大陆产儿童

玩具产品基本上都是塑料类玩具.由于我国主要出口的玩具是塑料类玩具,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塑料

玩具产品相当警惕,抽查力度较大,已经给中国玩具出口企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另一

方面,说明欧盟颁布的增塑剂指令(２００５/８４/EC指令)仍然未能得到中国玩具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的

足够重视.因此,我国相关生产和出口企业应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努力开发、使用新型无毒、环保

型的增塑剂.我国相关监管机构也应当对塑料玩具(或含塑料部件)中的增塑剂加大抽查力度,增加抽

查比例,并且要积极采用快速检测增塑剂的方法.
此外,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因含禁用偶氮染料而被欧盟 RAPEX通报/召回

的案例每年都至少有１次,并且禁用的偶氮染料基本上都是存在于纺织类玩具(如布绒玩具)的部件中.
由于欧盟(２００２/６１/EC指令)规定,在最终产品或者产品染色的部分含有可释放出浓度高于３０mg/kg
芳香胺的偶氮染料,不得用于与人体皮肤或口腔直接长期接触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因此禁用偶氮染料

指令对布绒玩具等出口纺织类玩具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另外,因甲醛含量超标所产生的化学危险被欧

盟RAPEX通报/召回的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主要是木制玩具.因此,国内的玩具生产企业应加强

对木制玩具原料的控制,在玩具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使用甲醛或含甲醛的原料,监管部门也应当高度

重视玩具产品的甲醛问题.还有,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因含过量有机溶剂被欧盟 RAPEX通报/召回的中国

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总共有２６次.其中:２００８年有３次含有过量苯乙酮,环己酮和异佛尔酮各１次超

标,另外有２次是多环芳烃超标,１次是苯超标;２００９年有２次,都是苯超标;２０１０年是这五年中最多的

一年,１０次含有过量苯乙酮,３次是苯超标;２０１１年的３次也是苯超标;２０１２年则没有发生因含过量有

机溶剂被欧盟RAPEX通报/召回的案例.由于绝大多数的有机溶剂都有一定的毒性,当儿童玩耍玩具

时,玩具中的有机溶剂可通过呼吸、皮肤接触、口部接触等途径进入人体内.玩具中的有机溶剂的主要

来源是玩具油漆,虽然欧盟玩具安全标准EN７１－９对有机溶剂有明确的限制要求,但EN７１－９至今未

列入协调标准,不作强制性的要求,因此上述的超标有机溶剂开了因违背EN７１－９被召回的先例.为

此,国内相关玩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尽可能使用环保低毒的油漆溶剂,同时要改进生产工艺,尽量减

少出厂玩具的溶剂残留.除重金属、增塑剂、禁用偶氮染料、甲醛和有机溶剂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因其他

有害化学物质引起的玩具通报/召回案例占化学危险因素被通报/召回案例的４０％,其中有４次是苯

酚超标,２次是亚硝胺超标,富马二甲酸酯、乙二醇和硫氰酸钾化合物各１次超标,另外有８次在欧盟

RAPEX通报/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中没说明含有什么化学物质,只提到含有致癌或致敏物

质;还有１０次因儿童玩具产品中的电池盖容易被儿童打开,使儿童有吞食电池而造成儿童化学品中毒

的危险.
随着欧盟 REACH 法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法规»)和欧盟新版«玩具安全指

令»(２００９/４８/EC指令)的实施和修订以及美国实施更为严格的针对玩具安全问题的新版标准«ASTM
F９６３－２０１１玩具安全标准»,估计接下来因化学类风险被欧盟 RAPEX和美国CPSC通报/召回的中国

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将会有进一步增多的可能,所占的通报比例也将会不断上升,而且还会不断有其他

的有害化学物质出现在通报案例中.这需要引起玩具行业利益相关方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应

对措施,努力开发、使用新型无毒、环保型的材料,尽可能避免通报/召回的风险.
(５)生物风险主要指微生物(细菌)风险,原因是有些儿童玩具产品(主要是吹泡泡玩具)内含有一定

体积的液体.这些液体是能够产生气泡的肥皂水;由于其易滋生细菌,肥皂水中含有的嗜氧菌群数量大

于相关标准规定的指标.如果儿童玩耍时嘴巴接近吹泡泡,或是不小心气泡跑到眼睛里,且使用完没有

立刻洗手,会出现眼睛发红、喉咙红肿、发高烧等症状的生物风险.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这五年,中国大陆产

儿童玩具产品因微生物风险被欧盟 RAPEX通报/召回的次数共计４０次,其中近三年被欧盟 RAPEX
通报/召回的次数有增多的趋势,也需要引起玩具行业利益相关方的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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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在统计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２五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召回中国大陆产儿童玩具产品的系列案例基础

上,结合儿童玩具产品技术法规与标准的研究,将儿童玩具存在的潜在风险分为机械物理类风险、燃烧

类风险、电性能类风险、化学类风险和生物风险五大类,其中机械物理类风险是第一大不安全因素.针

对不同的召回风险,中国玩具制造企业和监管部门只有调悉,欧美召回事件背后的关键点,积极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才能保证中国玩具业的长远发展.对于国内玩具企业来说,一方面,要积极了解和理解

欧美发达国家法律法规、指令和标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规避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关注标准的更

新,严格按照新标准把好质量关,其中最重要关键的是要加强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的质量管理.通过采

用新型环保、安全无毒的原材料,最大限度地消除质量安全风险因素,力求把质量风险和质量安全隐患

解决在企业生产现场和风险原点,从源头上提升儿童玩具产品质量控制能力,杜绝危险性儿童玩具产品

的产生,避免出现通报召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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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发展视角下两岸社会医疗体系的公平性探析∗

高传胜

摘　要:当今世界追求包容性发展.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可以

通过发展人力资本、增进社会公平等途径推进包容性发展.如今,台湾不仅医疗卫生服务业发

展充分,而且实现了健康保险的制度统一、全民覆盖,大陆离此目标尚远,可谓公平的“不及”,
因而还需继续努力;台湾的“二代健保”方案以降低大多数人应该承担的缴费责任、牺牲少数高

收入者的利益来应对健保制度的财务危机,这又有些公平上的“过”,亦有待改革,特别是通过

支付方式、监管方式等方面的管理创新,有效防范健保制度中固有的道德风险.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险(健康保险);社会公平

一、引言

在世界发展日益追求包容性的今天,健全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切实保障医疗卫生

服务的可得性、可及性,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增进社会公平、推进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大陆所说的

医疗保险(简称医保),在台湾被称为健康保险(简称健保),其区别在于台湾的健康保险不仅包括医疗保

险的内容,还包括一些健康检查福利,如身体检查、健康咨询、血液检查、尿液检查等检查内容.但是,健
康不仅包括生理、心理等非常广泛的内容,而且其影响因素涉及生物遗传(约占２０％)、生活环境(约占

２０％)、行为和生活方式(约占５０％)和卫生保健(约占１０％)等多个方面,健康保险仅涉及其中影响程度

最小的一个方面,因而相对而言,“医疗保险”比“健康保险”更为贴切.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险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安康,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各自不

同的问题.大陆和台湾都在积极推行医改,而在社会保险日渐普及的今天,医保则成了医改中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一方面,医疗服务的第三方付费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另一方面,医保的全民覆盖已经成

为增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目前,台湾的健保体系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民覆盖、制度统一,而
大陆的医保体系则离此目标尚远;因此,相比较而言,台湾的健保已经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公平,而大陆的

医保在提高覆盖面、增进社会公平方面还有较远的路程要走.
但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在增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因而自１９９５年推

出之后便不断推行改革,其中包括支付方式改革、电子病历互通、病历严格审核和参保费率调整等.

２０１１年初通过的“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则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保证健保制度持续运行的重要举

措.由于这也是台湾健保制度实施以来最重大的变革,故有“二代健保”之称.根据新方案,台湾将以前

一直实行的一般健保费率从５１７％降至４９１％,因而有８３％的民众缴纳保费将因此降低;而有股利、利
息、执行业务收入、租金、奖金及其他薪资所得等６大类收入、占１７％的高收入民众,则新增２％的“补充保

险费”.这一方面降低大多数民众应该承担的缴费责任,另一方面则牺牲少数高收入者的切身利益.
如果说大陆的医疗保险制度未能实现全民覆盖和制度统一,是一种社会公平上的“不及”的话;那

么,台湾的新健保制度则以降低大多数民众应该承担的缴费责任、牺牲少数高收入者的切身利益来维持

健保制度的运行,似乎又有些社会公平上的“过”.显然,公平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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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不及”,容易产生社会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动摇社会稳定,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公平的“过”,
不仅会侵害一部分人的权益,扭曲社会激励机制,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也难以根本解决健康保险

制度存在的内在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因而无助于制度的持续运行与发展.
包容性发展,强调通过增进发展过程中各环节的公平性来保证发展的持续性,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各

地区日益崇尚的新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充分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健全医疗保险体系,保证医疗卫生

服务的可及性,不仅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内容,而且包容性发展理论又可以指导它们的改革

与发展.鉴于此,本文将从包容性发展视角来审视海峡两岸医保制度的公平性及其未来进一步改革的

方向.

二、健全医保体系、保证健康服务可及性: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包容性发展(inclusivedevelopment)是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在反贫困战略研究和

实践过程中、基于印度等国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innovation)实践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与战略(Bolt
Richard,２００４;SarahCook,２００６;WorldBank,２００６;AliIfzal& SonHyun,２００７),由于其强调发展主

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分配的利益共享,因而是一种更

趋公平与可持续性的新发展战略模式(GaneshRauniyar& RaviKanbur,２００９;高传胜,２０１２).理论与

实践证明,增进社会公平,不仅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本身的重要目标之一.缺乏公平

性的发展,直接限制了发展的机会和后劲,进而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地区,都在追求包容性发展,如亚行、欧盟等组织都将包容性发展思想写进了２０２０战略框架中,印度早

在２００６年公布的“十一五”计划中也强调这一发展理念.
从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可以看出,无论是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实现健康服务的有效供给,还是

健全医疗保险体系、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都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举措.一方

面,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发展社会

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增强民众可行能力(capability),真正实现发展主体上的人人有责、发展过程

中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共享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与措施.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社会无不重视推进医疗卫

生服务业的充分有序健康发展,无不强调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可及性.而健全医疗保险体

系,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则是增进社会公平、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１９６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曾建议,将那些改善人力资源

质量的活动视为资本积累过程,其中包括对儿童或成人的教育培训、改善儿童和成年工作者的健康与营

养状况、向具有更好工作机会地区的人员流动,等等.这些活动能够通过改善人力资源质量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增加劳动者收入,因而他将此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此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不断发展,并逐渐成

为发展经济学、新增长理论中的热点研究领域.而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方式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
也因此成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各国经济增长战略以及日益兴起的包容性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措施和政

府政策工具.
理论与实践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如同教育培训一样,可以提高目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质量.除此之

外,医疗卫生服务还具备教育培训所不具备的其它功能.(１)与教育培训支出不同,医疗卫生支出还能

通过延长人们的预期工作年限,增加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因此,可以用这一方法来补充教育投资.
(２)医疗卫生支出还能够提高非人力资源的生产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某些地方蔓延流行病导致

大片土地既不能居住,也无法作其他用途,只好任其荒芜.直到今天,在非洲的部分地区,血吸虫病还使

得人们无法安全地下到湖泊与河流中去,而锥体虫病(非洲昏睡病)则限制了畜牧业发展.改进对这些

血吸虫及其寄生条件的控制,将会以不同方式增加可利用资源,进而提高用于粮食作物的资源生产效

率.(３)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还能降低死亡率.人们公认,死亡率下降能反过来促进出生率降低,而这

有助于为改善人力资源质量提供更多资源和更好条件.
尽管医疗卫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首选内容与首要方式,但为了增进社会公平,实现发展起点上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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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便显得格外重要.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就是为了实

现这一公平性和可及性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因为市场机制既难以实现这一社会公平,也不能提供覆盖全

民的商业性医疗保险,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原因在于,保险市场存在的逆向选择

(AdverseSelection)问题,会导致商业保险难以覆盖全民特别是低收入者.虽然保险公司会通过各种

方式方法来缓解逆向选择问题,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国家通过规定强制性参保的社会保

险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出路;同时,还有财政支持的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医疗保险

通过互助共济的方式来保证每个人都能根据需要来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加之有医疗救助的兜底保

障,这样,就切实保障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得性(availability).因此,１９９８年诺贝

尔经济 学 奖 得 主 阿 马 蒂 亚  森 (AmartyaSen,２００２)将 它 们 都 列 入 人 的 可 行 能 力 提 升 和 实 质

(substantive)自由发展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之中.
综上,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险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发展人

力资本、提高可行能力,进而保证发展起点公平、发展过程机会均等等增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因此,确保

其有效供给、保证其可及性和可得性,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因
而,健全医疗保险体系,实现其全民覆盖,便是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实现社会公平和利益共享的

必要途径和手段.

三、台湾和大陆的社会医疗体系:公平的过与不及

保险作为一种分担疾病风险的制度,覆盖的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发挥其互助共济的功能.因此,扩
大保险覆盖面,是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而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为了解决保险市场面

临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作出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因而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是全民强制参与,实现全民覆盖

的.在这方面,台湾目前不仅领先于大陆,而且其制度是全民统一的;大陆目前不仅未能做到全民覆盖,
而且制度呈碎片化.因此,台湾的健保制度实现了增进社会公平、保证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的初衷;
大陆在这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不论是提高医保覆盖率,还是实现制度的全民统一.

台湾是在１９９５年推出了全民统一的健康保险制度.根据该制度,岛内民众只要花费很少的钱,便
可以在台湾任何一家医疗单位看病,小到牙痛,大到癌症等重大疾病,其医疗开支均可由健保基金埋单.
正因为有此激励,因而健保制度一经推出,民众参保率便直线上升,很快便接近了全民覆盖,进而成为名

副其实的全民健保.如此,台湾既一举解决了民众以前同样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又极大地增进

了社会公平,进而使世界上日益崇尚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在台湾健康保险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虽然台湾的健保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其原因后文将析),但是,为了保证卫生

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实现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公平,台湾除了进行支付方式、电子病历、病历审

核、参保费率调整等多次改革之外,２０１１年初通过的“二代健保”,在降低全民缴费责任的同时,不惜新

增对六大类收入加收２％的“补充保费”,以维持全民健保制度的持续运行.应该说,台湾在保证卫生保

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追求社会公平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全民统一和全面覆盖的健保制度的推出,
为了解决健保制度财务危机而千辛万苦地推行的“二代健保”方案,以及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繁荣

发展,都是典型例证.在这方面,台湾做法显然是值得大陆学习借鉴的.
目前大陆的医保制度既没有全民统一,也没有全面覆盖.大陆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

企业职工、城镇非就业居民、农村居民,以及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农民工,都实行不同的医保制度.
不仅制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尚未实现统一,而且在不同地区间的管理也未能实现有效对接.这样,不同行

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流动,都受到医保制度不统一的影响,这无形中阻碍了发展过

程中的机会均等的实现.不仅如此,大陆医保制度在实现全民覆盖方面,也还有很大距离.根据官方统

计数据,截止２０１１年,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在内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只有

６８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参合率为９３９５％.这比起台湾接近全民健保的状况还差不

少.事实上,从城镇来看,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参保率都还比较低,离全面覆盖还有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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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因此,无论是整合碎片化的医保制度,实行全民医保的制度统一和统筹管理,还是扩大医保制

度的参保率,实现医保的全民覆盖,大陆都需要向台湾取经学习.
事实上,不仅如此,在发展民营非营利性医院方面,大陆也有待向台湾学习.大陆现在仍然是以公

立医院主导的医疗卫生格局,而台湾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全民医保,并不必需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

疗组织结构.更何况,大陆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医疗组织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包括公

立医院垄断所带来的竞争不充分等相关问题,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民众需求而产生的

问题,也包括行政垄断格局下医务人员行业准入不畅和就业、创业门槛较高等问题.虽然大陆的“看病

贵”、“看病难”问题有政府投入不足、医疗保障水平不高的原因,但是,多年来医疗卫生领域行政垄断太

久,改革开放不深入,造成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供给不足,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最突出

地反映在非公医疗机构的审批和管理较严以及公立医院人员实行严格编制管理上(高传胜,２００９).行

政管制太严造成发展环境不够宽松,一方面使得不少医务人员难以摆脱公立医院为主体的行政管理体

制的束缚而实行自主创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每年毕业的不少医学专业学生难以进入医疗卫生服务

行业.这样,不仅阻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也缩少了相关人员发展空间和机会.这两方面,都
有违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精神.

如果说在实现全民覆盖、制度统一方面,大陆医保制度不如台湾做得好,是公平性方面的“不及”的
话;那么,台湾“二代健保”解决全民健保制度面临财务危机的做法,又有些公平上的“过”.原因在于台

湾的“二代健保”方案,一方面降低了绝大多数民众本来应该承担、而且也能承担得起的缴费责任,另一

方面却让那些高收入者来承担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而造成的财务危机.这既是一种公平

性方面的“过”,又不利于全民健保制度的持续运行.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这两方面的做法都未能有效降

低健保制度中面临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反而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保险市场面临两大致命问题,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

为了解决前一问题而作出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但这并没有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亦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投保人经常会做出并不完全承担风险、却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其风险主要由保险人承

担,如投保人投保后卫生保健预防措施的激励降低了、购买更多卫生保健的激励增强了.道德风险的存

在,给保单设计带来了基本压力.因此,无论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都会想方设法来减少投保人这

种败德行为的动机,比如设置赔付的起付线或扣除额(deductible),要求投保人每次就医支付一笔固定

金额(copayment),以及设置共同保险费率(coinsurance),等等.尽管如此,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道德

风险和败德行为.所以,从动态来看,保险人会调整保险费率.而这样,又会进一步加剧逆向选择问题.
实质上,台湾健保制度之所以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就是因道德风险严重所致.一方面,台湾健保

的给付范围甚广,小到牙痛,大到癌症等重大疾病,其医疗开支均可由健保基金埋单;另一方面个人每次

只需要支付很小一笔挂号费,便可以到台湾任何一家医院就诊,而且个人保费负担仅占３０％不到,确实

是一种廉价健保.加之台湾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台湾民众的不婚、不生、不养、不活(自杀年年上升)和预

期没有前景的“四不一没有”现象(杨志良,２００８),都加剧了健保制度运行所面临的财务危机.因此,虽
然台湾健保制度自推出以来便不断进行改良,但财务危机却日益凸显.迫不得已,台湾酝酿健保改革.

２０１１年初通过的“二代健保”方案将改采“双费基、双费率”收取健保费.一方面将８３％民众的一般

健保费率降低了,另一方面则对有六类所得的１７％的高收入者新增“补充保险费”.一降一增,真可谓

“有人欢喜有人愁”! 按照保险原理,越是使风险平滑化的保险方案,越容易产生更多的、无效的卫生保

健滥用行为.台湾健保制度运行中出现的财务危机正是由此而产生.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

从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入手.而台湾的二代健保方案,不仅没有提高绝大多数民众的一般保费费率,反
而降低了他们的费率水平,这不仅等于间接地肯定他们无效率的乱就医、乱开药等滥用保健的败德行

为,而且降低了他们原本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这无疑会加剧健保制度运行中的道德风险,此其一.
其二,将一部分民众败德行为所产生的财务成本,转嫁给那些高收入者身上,姑且不论这种“劫富济

贫”式的做法是否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却明显存在着社会公平上的“过”.按照经济学常识,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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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应该用来帮助那些自身无法承担缴费责任的少数人,而不是让那些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放弃自己应该

承担的责任,让别人替他去承担责任.这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也有违利益共享的本义.更何况,这种“劫
富济贫”式做法不仅无助于防范道德风险,反而会助长一些人的败德行为动机,因而不利于从根本上解

决台湾健保制度入不敷出、缺口越来越大的财务危机.进而言之,如若“二代健保”方案仍然不能如愿地

解决健保制度面临的财务危机,难道还要继续增加补充保险费,进一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利益侵害吗?

四、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增进两岸社会医疗体系公平性的努力方向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持续发展模式,其中的社会公平不仅包括发展成果分配上的利

益共享,还包括发展过程中的人人有责、机会均等等方面.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业充分发展,并配之以健

全的医疗保险体系,是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进而真正实现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公平的

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
台湾自１９９５年便推出了覆盖全民、统一的健康保险制度,而且其卫生保健服务行业也发展得极为

充分.目前大陆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仍然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格局,由于长时期过于严格的行政管

制和垄断,不仅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抑制,而且医务人员的自主创业和发展也受

到极大阻碍.因此,每年都有不少医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进入医疗服务行业工作,这是大陆医疗卫生服务

的有效供给不足,进而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大陆医保制度不健全、覆盖面较

低和保障水平有限,造成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比例较高,则是另一重要原因.因此,从增进社会公平、保证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看,大陆明显不及台湾.
鉴于此,大陆未来的医改方向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整合与建设,改变医保制度碎片化现

状,实现全民统一制度、全国统筹管理,既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又增加制度的效率和吸引力;二是在努力

提高制度运行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基础上,扩大医保覆盖面,真正实现全民医保,并
将医疗保险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相结合,切实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可得性,实现医疗卫生领域

的社会公平;三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营造宽松良好的行业环境与氛围,促进民间非营利性医

院和商业性医院的充分发展,形成互动互补、良性发展的医疗服务组织体系,改变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

给不足、公立医院垄断的状况,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虽然说台湾健保在实现制度统一、全民覆盖和卫生保健行业发展方面成效卓著,较好地增进了社会

公平,保证了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但是,由于制度未能有效防范保险制度中固有的道德风

险问题,使得不少民众乱就医、乱开药等无效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频现,结果导致健保基金收不抵支、财
务危机严重.“二代健保”方案采取的是降低一般保费、新增补充保费的做法,这既无助于解决现行制度

中存在的严重道德风险,而且又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即降低那些应该承担、且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民众

的缴费责任,却新增对高收入者的额外缴费负担.公平的社会分担方式,应该是在每个人都尽力尽责的

前提下,由能力强的人帮助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越俎代庖.
鉴于此,台湾健保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拨乱反正,让那些有能力承担缴费责

任的民众,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缴费义务,并通过缴费责任让他们珍惜医疗卫生资源,防止无效滥用资源

的败德行为;二是完善制度设计,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方法,其中包括支付方式改革、监管方式创新

等等,有效防范健保制度运行中面临的道德风险,并以此逐渐改变一些台湾民众爱就医、爱吃药的不良

习惯;三是从健康的源头做起,发挥台湾在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全岛积极倡导良好

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一方面改变部分民众过分依赖医疗照顾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也节省不必要的

医疗开销,从而为大陆乃至全世界人民增添新经验、再创新佳绩.

　　参考文献:
[１]　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２:«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　东南网,２０１１:«二代健保过关八成民众将少缴钱 有人欢喜有人愁»,http://www．fjsen．com,１月５日.

７５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３]　高传胜,２００９:«新医改突破与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第６期.
[４]　高传胜,２０１２:«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１期.
[５]　马克杜茨主编,张传良译,２００９:«释放印度的创新潜力: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中译本,中信出版社.
[６]　杨志良,２００８:«逐渐清失中的乌托邦全民健保»,见江东亮:«医疗穷人不再有»,台大出版中心.
[７]　中国人大网,２０１０:«台湾“健保改革”观察:工资高,看病比大陆便宜»,http://www．npc．gov．cn,１月２５日.
[８]　AliIfzalandYaoXianbin,２００４,“ProＧpoorInclusiveGrowthforSustainablePovertyReductioninDeveloping

Asia”,ERDPolicyBriefSeriesNo．２７．AsianDevelopmentBank．May．
[９]　Bolt Richard,２００４,“Accelerat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for Inclusive Growth:Policy

Implementation”,ERDPolicyBriefSeriesNo．２９．ADB．July．
[１０]CommissiononGrowthandDevelopment,２００８,“GrowthReport:StrategiesforSustainedGrowthandInclusive

Development”,theWorldBank．
[１１]GaneshRauniyarand RaviKanbur,２００９,“Inclusive GrowthandInclusive Development:A Review and

SynthesisofAsianDevelopmentBankLiterature”,WorkingPaper．CornellUniversity,USA．
[１２]Sarah,Cook,２００６,“Structural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in Asia:PathwaystoInclusive

Development”,DevelopmentPolicyReview,２４:s５１Ｇ８０．
[１３]WorldBank,２００６,“IndiaInclusiveGrowthandServiceDelivery:BuildingonIndiasSuccess”,Development

PolicyReviewReportNo．３４５８０－IN,Washington,DC．

OnEquityofSocialMedicalSystemacrosstheTaiwanStrait
fromthePerspectiveofInclusiveDevelopment

GaoChuansheng
(SchoolofGouernment,NanjingUniversity)

Abstract:Theworldispursuinginclusivedevelopment．Itcanpromoteinclusivedevelopment
throughthedevelopmentofhumancapitalandenhancementofsocialequitybyimprovingmedical
insurancesystemandensuringhealthcareservicesaccessibleandavailable．Today,notonlythehealth
careserviceshavefullydevelopedinTaiwan,butalsothehealthinsurancesystemhasunifiedandhad
auniversalcoverage．Incontrast,theChinesemainlandisstillfarfromthisgoal,soitisinsufficientin
equityandtheMainlandneedstomakegreatereffortsinthisregard．Inordertodealwiththefinancial
crisisofhealthinsurancesystem,Taiwanhasdecidedtoreducethecontributionthatmostpeople
shouldtakeandincreasethecontributionofafewhighＧincomeearnersadditionallyintheG２health
insuranceprogram．Infactithadcreatedanotherkindofinequityforakindofequity,soitisexcessin
fair．ThereforeTaiwanneedstoreformtoo,particularlyinpaymentofmedicalexpensesandregulation
inmedicalproceduresinordertopreventthemoralhazardinherentinthehealthinsurancesystem．

KeyWords:Inclusivedevelopment;HealthCare;MedicalInsurance;SocialEquity
■ 责任编辑　汪晓清

８５１

高传胜:包容性发展视角下两岸社会医疗体系的公平性探析



　
第１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质 量 研 究
JOURNALOFMACROＧQUALITYRESEARCH

　Vol．１ No．３　
Dec．２０１３



GDP含金量新视角下的我国房地产泡沫测度∗

周光伟　高发志

摘　要:文章将我国 GDP含金量和房地产泡沫这两个当下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结合

起来研究.首先,以现有 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为基础,度量了质量合格视角下的我国房地产

业 GDP含金量;其次,把 GDP含金量引入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中,提出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

研究应该加入房地产供给质量分析、采用有含金量的 GDP数据、优化收入指标以及对市场修

正法再修正等,以完善房地产泡沫现有测度方法.
关键词:GDP含金量;房地产泡沫;测度

近年,我国 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学界一定关注(韩彪、周光伟,２０１２;周光伟、韩彪,２０１３).一个

共识是,有含金量的GDP数据才能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百度新闻搜索中包含“房地产泡沫”
关键词的新闻条数约达１３万条,可见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房地产泡沫的现有研究文献

极为丰富,涵盖了房地产泡沫定义、测度、形成和实证等逻辑环节,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

GDP是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中的一个基础指标.如果引入有含金量的 GDP数据,那么房地产泡沫测

度结论是否会发生变化? 本文旨在以现有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为基础和前提,将GDP含金量视角引入

到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中,对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核心概念解释

(一)房地产泡沫测度

韩冬梅等(２００８)对以往学者关于房地产泡沫的定义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解释,认为房地产泡沫的定

义必须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房地产价格泡沫以在固定时期内供给缺乏弹性的房产和地产为载体;
产生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对价格或收益不理性的预期而产生的投机所导致;判断房地产价格是否出现泡

沫的依据是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基础价值的比值;必须是房地产价格与基础价值相比出

现非平稳偏移时才能判定为出现泡沫.设bi 为房地产泡沫度,pi 为房地产市价,ji 为房地产基础价

值,那么bi＝(pi－ji)/ji .
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较多(黄鹤,２００８;张宝林等,２００９;杜蝉媛,２０１１).理论价格法运用计量经济

模型测算出资产的内在价值(也称理论价格),然后与实际价格相比较,主要有资本边际收益率法、房地

产贴现收益率法、经济基本因素回归法等.房地产泡沫测度指标主要有房价收入比、房地产投资增长

率/GDP增长率、房价增长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房地产销售总额/GDP总额、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经

济增长率、房地产价格增长率/GDP平减指数、地价增长率/GDP增长率、房地产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住宅施工面积/住宅竣工面积等.此外有市场修正法、综合指数法等.
(二)GDP含金量

本文采用周光伟和韩彪(２０１３)阐释的GDP含金量概念.含金量的字面意思是所包含的纯“金”(纯
“金”可视为含金量达１００％)的数量或程度.GDP含金量指在 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

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①质量合格指符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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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质量水平;②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

场价值相等;④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
现结构性均衡;⑤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 GDP;⑥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

用;⑦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
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 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 GDP.

令GDP∗ 为有含金量的 GDP,GDP含金量系数λ∗ ＝GDP∗/GDP .
令时期t＝１,λ∗

１ ＝GDP∗
１/GDP１;时期t＝２,λ∗

２ ＝GDP∗
２/GDP２.GDP增长率γ＝GDP２/GDP１

－１,有含金量的 GDP增长率γ∗ ＝(GDP２/GDP１)×(λ∗
２/λ∗

１ )－１.如果λ∗
１ ＞λ∗

２ ,那么γ∗ ＜γ ;如
果λ∗

１ ＜λ∗
２ ,那么γ∗ ＞γ ;如果λ∗

１ ＝λ∗
２ ,那么γ∗ ＝γ .

二、我国房地产业GDP含金量度量探索

本文初步探索质量合格视角的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度量问题.
(一)度量方法

从质量合格视角看,低于某一种质量标准的 GDP含金量低于１００％,符合某一种质量标准的 GDP
含金量等于１００％,超越某一种质量标准的 GDP含金量大于１００％.质量合格在狭义上可以界定为符

合产出的法定质量规范或标准.我国房地产业GDP含金量便是指房地产业GDP中包含的符合法定质

量规范的房地产产出的比例.
产品生命周期有两种含义(王成恩等,２００４):商业和市场开拓意义上的产品生命周期,开发和使用

意义上的个体产品存在寿命.前者指某种产品从开始投放市场、市场发展、市场饱和、市场需求衰退到

完全退出市场的过程,故一些文献将产品生命周期定义为“某种产品存在于市场的时间”.后者则是从

制造企业的角度理解一个具体产品的寿命,即指一个产品从客户需求、概念设计、工程设计、制造到使用

和报废的时间过程,这与市场无关.本文暂不考虑市场交换顺利等视角的 GDP含金量问题,因此本文

研究对象是后者.
不同生命周期的产出具有不同的质量,产生了不同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不同的产出质量对应不同

的产出寿命,产出寿命集中反映了产出质量.不同生命周期的产出便产生了不同含金量的 GDP.因此

质量合格视角的我国房地产业GDP含金量可以主要依据产出生命周期的时间跨度对比来测算.此外,
我国房地产业 GDP核算没有甄别质量合格问题,因此具备度量质量合格视角的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

金量的前提和必要性.
基本公式如下:

设国内房地产业产出数为Q ,Q 为正整数,P 为价格,则GDP ＝∑
Q

q＝１P .第q 个产出寿命为

Tq,产出标准寿命为Tq
－
,则每个产出寿命调整系数λq ＝Tq/Tq

－
,则所有质量合格产出的GDP∗ ＝

∑
Q

q＝１λq ×P .假设所有λq 都相等,那么λ∗ ＝λq .

(二)度量结果

１．设计使用年限

根据现行的«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５００６８－２００１),设计使用年限指设计规定的结构

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期.“建筑寿命”指建筑物从建成使用直至最终废

弃拆除的全部时间.建筑物一般要历经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建造、使用维修直至废弃拆除等若干阶段,
“设计使用年限”通常只是全部使用时间中的一段时间,“建筑寿命”一般应该长于规定的“设计使用年

限”(史志华,２０１０).本文将设计使用年限定为建筑产出标准寿命,普通房屋设计使用年限法定为５０
年.

２．我国房屋平均寿命

实际上我国建筑生命周期呈现短寿命型,大量建筑物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即进行拆除(王瑞等,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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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我国房屋平均寿命数据来源于现有五种观点:①我国建筑平均寿命只能维持２５到３０年(王炜,

２０１０);②城市住宅使用寿命均小于设计寿命(５０年),并随年代的推移逐渐增加,６０年代的住宅平均寿

命仅为２５５年,７０年代住宅为３５７年,８０年代为４０４年(欧阳建涛等,２００８);③我国住宅平均使用寿

命不足３０年(陈宁等,２００６年);④我国城市住宅建筑平均使用年限仅为３０年左右(吕玥,２０１１);⑤社

会舆论普遍认为我国实际建筑寿命约为３０年.房屋平均寿命的判定是质量合格视角下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度量的核心问题,应该具有理论和实证证据,但目前并没有来自政府、学界和咨询机构的具

体且权威的结论,本文也无力对此开展专项实践调研和实证分析等系统研究,因此简化处置了此问题,
即直接综合了现有五种观点.虽然现有五种观点之间也有所差异,但基本在３０年上下波动,因此本文

取３０年为我国房地产业建筑平均寿命.

３．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

综上所述,我国房地产产出实际平均寿命Tq′＝３０,设计产出标准寿命Tq
－
′＝５０,因此λ∗ ＝Tq′/Tq

－
′

＝３０/５０＝０６.可见在国内层面比较时,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指数λ∗ ＝０６＜１,房地产业实际

供给规模要缩水４０％.由于欧美建筑实际平均寿命比我国更长,在国别比较时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

金量指数还要降低.

三、引入GDP含金量视角后的房地产泡沫测度刍议

从质量合格视角的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探索结果看,有真实参考意义的 GDP指标与未经含

金量评价的GDP指标在具体数值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研究中引

入 GDP含金量视角.
(一)加入供给质量分析

房地产泡沫测度方法没有考察房地产供给质量.房地产供给质量是指基于一定标准下的房地产实

际存在规模.现有研究中房地产投资额增长率/GDP增长率、房地产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住
宅施工面积/住宅竣工面积等指标都体现了房地产供给状况,但只考察了数量型规模,并未考察质量型

规模.
由于房地产业GDP代表了房地产业的产出总量水平,数量型规模可以近似于未考察含金量的房地

产业 GDP,质量型规模则可以近似表现为有含金量的房地产业 GDP.比如,剔除质量不合格的房地产

产出后,房地产业的实际使用价值总量相对于人们先前预期小.如果加入供给质量分析,那么房地产泡

沫测度结果将有所调整.比如孙伟(２００８)根据我国«土地出让转让条例»中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为

７０年,将房屋住宅年限取值为７０年,并基此测度期望收益,这一做法有待商榷.如果取值为房屋实际

平均寿命３０年,那么期望收益肯定缩小,pi/ji 增大,bi 也将增大.可见应该在房地产泡沫测度研究中

加入供给质量分析.
(二)采用有含金量的GDP数据

房地产泡沫测度指标(如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房地产销售总额/GDP总额)、经济基本

因素回归法等采用了未考察含金量的 GDP指标.如果用GDP∗ 替代 GDP,那么测度指标值将有所变

化.比如:①由于 GDP指标中包含了质量不合格、交换不顺利、不属于本国生产要素所有者、浪费等的

产出,GDP∗ ＜GDP,λ∗ ＜１,房地产销售总额/GDP总额指标值将增大;②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产出

质量监管水平提高、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积极因素在时期t＝２好于时期t＝１,λ∗
１ ＜λ∗

２ ,γ∗ ＞γ ,房地

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地价增长率/GDP增长率指标将减小.
可见有含金量的 GDP数据能使 GDP指标真实含义更加准确,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房地产泡沫测度

结果.
(三)优化收入指标

房价收入比(涉及中等家庭年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房价增长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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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直接采用现有收入指标,且仅仅考虑绝对收入水平.在 GDP含金量视角下,收入应该是本国居民收

入和人际公平分配的收入.以GDP代替收入水平,需要考虑以上两个方面.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收

入水平时,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剥离了外国生产要素份额,只需要考虑第二个方面.我国生产要素份额

小于 GDP,这是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必然事实.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当下面临的经济热点难

题.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扩大,外国生产要素参与本国生产的规模和比重可能有扩大倾向,同时国内居

民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时期t＝１很可能好于时期t＝２,λ∗
１ ＞λ∗

２ ,γ∗ ＜γ ,房价收入比、房价增长

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指标值将增大.可见应该从 GDP含金量视角来优化收入指标,进而一定程度上

改变房地产业泡沫测度结果.
(四)对市场修正法再修正

把加入供给质量分析和采用有含金量的GDP数据结合起来,可以对市场修正法再修正.市场修正

法计算公式为:房地产泡沫系数＝物业总空置率×经济增长修正系数×产业贡献修正系数×交易状况

修正系数.其中,经济增长修正系数＝(１＋上期的 GDP增长率)/(１＋本期的 GDP增长率);产业贡献

修正系数＝(１＋上期的房地产业增长率)/(１＋本期的房地产业增长率);交易状况修正系数＝(１＋上期

的个人购房比例)/(１＋本期的个人购房比例).
设时 期t ＝３,λ∗

３ ＝GDP∗
３/GDP３.以 时 期t ＝３ 为 本 期,γ０ ＝GDP３/GDP２ －１,γ∗

０ ＝
GDP∗

３/GDP∗
２ －１.原经济增长修正系数A＝(１＋γ)/(１＋γ０).以GDP∗ 代替GDP后,经济增长修

正系数B＝(１＋γ∗ )/(１＋γ∗
０ ),A/B＝(λ∗

１ ×λ∗
３ )/(λ∗

２ ×λ∗
２ ).如果λ∗

１ ＝λ∗
２ ＝λ∗

３ ,那么A＝B ;一
般而言,λ∗

１ ＜λ∗
２ ＜λ∗

３ ,且当上一期GDP含金量增长率(λ∗
２/λ∗

１ －１)比本期(λ∗
３/λ∗

２ －１)更大时,A＜
B ;当上一期 GDP含金量增长率比本期更小时,A ＞B .产业贡献修正系数的变化情况与之相同.

可见,将 GDP、收入等指标通过 GDP含金量视角调整后,也导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有所调整.
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时,GDP含金量差异更加不能被剥离.

四、小结

本文要点有:一是基于质量合格视角,探索性度量了我国房地产业 GDP含金量为０．６,即房地产业

GDP缩水４０％;二是将 GDP含金量视角引入房地产泡沫测度研究中,提出应该加入供给质量分析、采
用有含金量的GDP数据、优化收入指标以及对市场修正法再修正等调整意见.这些探索性思考仅仅是

将 GDP含金量视角引入到房地产泡沫测度研究的一些初步建议,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增强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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