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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

———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

谭崇台

摘　要:发展经济学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经济发展的要素是

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文章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
主要从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等要素方面,以及人口增长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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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的理论角度等方面总结和分析了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理论

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应的概念,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自从世界银行２００１年发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报告以来,经济发展质量日益受到各国理论研

究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转

型.发展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强调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强调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质量提

升.因而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其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对于构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

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的角度考察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是一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性要素,发展经济学从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

用,特别是关于人口发展与人口转型的理论,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质量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

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而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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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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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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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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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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不同学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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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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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enste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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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期高效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

的积累.卢卡斯(Lucas,R．)认为,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后会产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效应.人力资本外部

性产生的收益递增是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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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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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的

过程.然而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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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间基础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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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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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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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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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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无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的国度使用;(３)环境保护外部效

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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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损害生产要素的素质,导致环境与贫困

的恶性循环;(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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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团转

变为工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因而经济发展质量也离不开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资本积累的规模、结
构、机制以及来源等多方面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资本

积累也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良性的资本积累机制可使得一个国家具备“经济起飞”的条

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使得数量增长的累积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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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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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

长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因此,资本积累及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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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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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从事

劳动的人数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
而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必然影响资本投入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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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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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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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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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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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可耕种

土地都已被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必将导致食品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总体食品价格的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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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国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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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积累

(１)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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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长期

动态增长作为视角,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

定论作为出发点,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要想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需求,以提高有效

需求.然而,如果一个时期内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得到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不足以得到保证.
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更多的产出;所以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

分就业,资本投入必须进一步被扩大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年复一年扩大的投资率推动了产出的逐渐

的增加.因此,不断积累的资本,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哈罗德－多

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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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五个必然经历阶段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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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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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则需要依

靠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因此,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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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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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分析,探讨了贫困的根源,贫困的现状以及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
早期发展经济学资本积累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最显著的特征

是国民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其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存在着一个在互

相作用和反作用共同影响下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使得这些贫困国家始终维持着贫困状态.这个多种

力量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阻碍是落后的资本循环集.在发展中国家,储蓄愿望和储蓄能力左右了资本的

有效供给,而投资刺激支配了资本的需求.两者相互影响,使资本积累最终陷入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

循环”之中.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而资本形成

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利用大规模地增加储蓄的方式、扩
大投资的手段用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因此,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

就是资本积累.
(５)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１９５６年,纳尔逊(Nelson,R．R．)以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关系为基础,从不发达国家人口

增长、人均资本、投入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关系的角度,结合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在不同速率增长

情况下的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过

快增长的人口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资源分配不足,人均收入过低,
进而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过小,最终致使资本形成不足.因此,人均收入低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资

本积累不足.所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在于资本积累不足,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投

资.只有当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能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人均

收入的迅速提高.由此可见,在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重要性方面,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

阱理论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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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过低和资本积累不足是发展中国

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这类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要走出

这种困境就必须打破恶性循环,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找到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再通过大规模投资,注
入资本,使由投资水平增长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人口增长的速率,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而且不会导致

“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现象的出现,进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

投资力量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陷阱”的泥潭,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Ｇ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一个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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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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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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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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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储蓄的短缺的表现是投资

大于储蓄,进而限制了资本形成;外汇短缺则表现为出口小于进口,从而限制了进口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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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外汇小于可获得的外汇,则可以利用国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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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或赠与来填补这些缺口.
(二)资本积累的来源

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储蓄是资本积累的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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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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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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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民收入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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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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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政策、政治经济环境、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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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性要素,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经济发展质

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对于

技术进步的概念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和类型

技术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是指制造一种产品的系统知识,所采用的一种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
狭义上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面的革新和改进.具体表现为对

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

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

改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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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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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在技术进步所节约的资本

和劳动在比例上有所不同.有些技术进步节约的资本在比例上大于节约的劳动;有些则相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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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这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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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称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型的技术进步.要素比例法可以用来表示技术进步的具体类

型.假设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而且其价格比率不变,如果技术进步引起资本—劳

动比率下降,此类技术进步就是资本节约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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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认为要素投入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

源泉,资本积累被看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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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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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各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比分析

指出,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在«１９９１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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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不同的对外

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的角

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贸易也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

本思想.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从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几个方面来对发

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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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指出这种理论不但不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

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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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是普雷维什(Prebisch,R．)和辛格(Singer,H．W．)于１９５０年几乎同时提出的,又称普雷

维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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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制成品,同时,发达国家由于在人工合成替代品的生产上的进

步以及节约原材料技术上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需求处于被动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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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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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保护理论的先驱.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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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发达国家的

依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生工业实行贸易保护,帮助这类生存资本和环境较为薄弱的工业

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背景下保证一定的利润,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和可持续生产的能力并逐步走向成

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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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形成外部经济,进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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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剩余出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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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为国际贸易的剩

余出口理论.
根据剩余出口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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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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一直基于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综合现有的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注重人口数量增长、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同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提
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贸易模式等,都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的重要要素.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应加强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吸取合理的理论营养,进行

理论创新,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创建有利于各类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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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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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我国质量学术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宏观视野、共同治理与数据积累

程　虹　陈　川

摘　要:对２０１３年国内外质量研究文献的分析表明,质量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普遍关注

的研究领域.基于特定国情的我国质量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尤其在宏观质

量研究、质量大数据、共同治理方面,形成了一批原创性的成果.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度

较高,共同介入质量领域,在质量的影响因素、质量的共同治理、质量的模型和体系架构以及基

于数据的质量统计分析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质量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加

强:对新的质量现象的基础理论研究,质量研究中的大数据积累,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内在

逻辑体系架构研究,质量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创新性研究.
关键词:质量学术研究;宏观质量;共同治理;现状与进展

一、文献的分布特征

由于国外２０１３年的质量研究文献不多,无法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因此本节将从作者分布、机构分

布、期刊分布和热点分布４个方面对２０１３年国内质量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统计.
(一)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２０１３年的质量及其相关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文献主要来自CNKI(中国知网)中的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包括学术期

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专利、国内外标准、科技成果等中文资源以及Springer等外

文资源.我们以２０１３年出版的重要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检索主题为“质量”“产品安全”“产品召回”
“供应链”等与质量相关的论文,剔除与主题无关的论文后,共获得论文２０６篇.

(二)文献分析

１．作者分布

本文从质量领域内论文的核心作者与合作者两个角度对作者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普赖斯定律认

为,文献的核心作者,即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根,通过普

赖斯定律可以确定一个领域的核心作者(Price,１９６３).在科研活动中,通过合作可以使作者在知识结

构等方面取长补短,提高科研水平.作者的合作情况可以通过合作度与合作率这两个指标进行度量,这
两个指标反映了某学科领域内作者合作智能的发挥程度.合作度和合作率的数值越高,表示其合作智

能发挥得越充分.
通过对２０１３年质量领域内论文的作者进行分析,我们发现,２０６篇论文由３９１人次、３４１位不同的

作者进行撰写,其中合著文献１２３篇,合作作者共有３０９人次.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数m 的值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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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４９× nmax,其中nmax是指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本文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发文数

nmax为５,所以m 的值约为１６７,在３４１位作者中,发文量在１６７篇以上的共有３０人.由普赖斯定律

可知,核心作者应完成所有论文总数的一半,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约为２０,核心作者的发文总量为５５篇,
只占论文总量的２７０％,小于论文总数的一半,因此,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并不等于全

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并不符合普赖斯定律.由此可见,２０１３年国内对质量领域的研究暂未形成

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表１　中文核心作者及其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程　虹 ５ 李丹丹 ２
任保平 ４ 李娟伟 ２
王常伟 ４ 廖　丽 ２
顾海英 ４ 刘　鹏 ２
费　威 ４ 刘亚平 ２
熊　伟 ４ 罗　英 ２
李　酣 ３ 孙亚梅 ２
罗连发 ３ 涂永前 ２
孙秋碧 ３ 王　蓉 ２
任劭喆 ３ 夏同水 ２
于　涛 ３ 杨金田 ２
朱立龙 ３ 郁玉兵 ２
曹言红 ２ 袁晓玲 ２
郭叶波 ２ 张继宏 ２
何绍慰 ２ 钟　真 ２

　　由表１可知,发文量在２篇以上的作者共有３０人,其中发表论

文数量最多的是武汉大学的程虹教授,在２０１３年共发表了５篇质量

方面的论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程虹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是宏观质量管理,２０１３年发表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对２０１２年中

国质量状况的评价,质量治理中标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包括利益一

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以及法律与标准的契合模式研究),
同时对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发文量为４篇的作者分别是西北大学的任保平、上海交通大学

的王常伟和顾海英、东北财经大学的费威以及浙江大学的熊伟.其

中,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任保平主要围绕中国转型经济的增长

与发展质量问题进行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王常伟

和顾海英为同一个研究团体,主要研究食品安全的监管;东北财经大学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的费威主要研究食品安全的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熊伟,主要以浙江为例,研究了企业质量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政府质量奖实施效果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
发文量为３篇的作者分别是李酣、罗连发、孙秋碧、任劭喆、于涛和朱立龙.其中,李酣、罗连发均来

自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李酣的研究主要是政府的质量安全管制以及质量安全的责任研究,罗
连发的研究则包括对产品质量的城乡二元性的研究、对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状况的评价以及对质量强国战

略的研究.孙秋碧与任劭喆来自福州大学,主要研究技术标准以及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山东

师范大学的于涛,与朱立龙、夏同水为同一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了产品质量以及对质量的监管:对产品

质量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了两级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契约模型,基于因子分析的区域产品质量影响因素

评价;在质量监管方面主要是对政府和企业间质量监管博弈进行了分析.
在这些核心作者中,程虹、李酣、罗连发、李丹丹、廖丽、罗英和张继宏均来自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

研究院,他们分别从经济学、法学等角度对宏观质量管理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这些作者构成了

宏观质量研究的重要力量.
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人次/(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合作率＝(一定时

期内相关文献)合作论文数/(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因此质量领域内文献作者的合作度为

３９１/２０６≈１．８９,作者的合作率约为６０％,无论是从合作度还是合作率来看看,质量领域内作者的合作程

度较高,说明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智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质量这一研究领域的

跨学科的性质.

２．研究机构分布

对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机构共有１４所.
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机构为武汉大学,２０１３年共发表了２２篇质量领域的文章,遥遥领先于其他研究机

构.武汉大学在该领域的论文主要来自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共有１９篇,占据了武汉大学总

量的８６％,另外３篇文章则分别来自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
发文量排在第二的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３年在质量领域共发表了１０篇论文.中国人民大学

的论文主要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以及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对质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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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领域,１０篇论文中８篇是关于食品安全的,包括食品安全的基本内涵、产生的原

因、策略、标准、风险识别、监管等问题,另外两篇则是关于环境质量和对外贸易质量.
排在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和浙江大学,发表的论文数均为５篇.其中,东北财经大

学的论文主要来自费威,浙江大学的论文主要来自熊伟.重庆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这六所高校的发文量均为４篇,其中西北大学则以任保平为核心;四川大

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医疗产品质量、医疗服务质量;上海交通大学以王常伟和顾海英为核心;山东师范

大学侧重于对产品质量的研究;山东大学、重庆大学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分散.在发文量为３篇的研究

机构中,中山大学侧重于对食品安全的治理研究,福州大学主要侧重对标准的研究,其他研究机构的研

究主题则相对比较分散.从总体上来看,各研究机构对质量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说明这些机构在质量

的某一个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优势.

３．期刊分布

２０１３年质量领域内２０６篇论文分布在１１４种期刊上,从总体上来看,质量领域论文的期刊分布相

对比较分散.通过对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期刊进行统计,我们得到结果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知,发文量在３篇以上的期刊共有１３种,其中,«宏观质量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数最多,为

２０篇.«宏观质量研究»是一本立足于宏观层面质量管理研究的刊物,重点反映质量管理政策、法律、制
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宏观质量领域内第一本学术期刊,因此,这本期刊上关于质量研究的论文

最多.除了«宏观质量研究»,«环境保护»、«软科学»«价格理论与实践»上关于质量研究的论文也较为集

中.从期刊的分布上来看,质量领域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管理类期刊,如«宏观质量研究»«软科学»«中国

软科学»«管理现代化»其次是经济学类的刊物上,如«价格理论和实践»«经济问题探索»«改革»«城市发

展研究»,另外,在统计学类刊物和综合性社科期刊上也有很多关于质量的研究,而环境质量的相关论文

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
表２　研究机构发文量分布

机构 发文量 机构 发文量

武汉大学 ２２ 上海交通大学 ４
中国人民大学 １０ 山东师范大学 ４
东北财经大学 ５ 山东大学 ４
浙江大学 ５ 中山大学 ３
重庆大学 ４ 西安交通大学 ３
西北大学 ４ 湖南师范大学 ３
四川大学 ４ 福州大学 ３

表３　期刊分布

期刊 发文数 期刊 发文数

宏观质量研究 ２０ 经济问题探索 ４
环境保护 １１ 社会科学 ３
软科学 ９ 贵州社会科学 ３
价格理论与实践 ６ 管理现代化 ３
中国软科学 ４ 改革 ３
统计与决策(理论版) ４ 城市发展研究 ３
统计研究 ４

表４　高频关键词词频分布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食品安全 ４１ 监管 ４
质量安全 １１ 实证分析 ４
空气质量 ７ 制度质量 ４
服务质量 ７ 质量控制 ３
供应链质量管理 ６ 支付意愿 ３
信息不对称 ５ 特种设备 ３
经济增长质量 ５ 食品安全风险 ３
环境质量 ５ 社会管理 ３
城镇化质量 ５ 规制 ３
指标体系 ４ 感知服务质量 ３
食品供应链 ４ 风险评估 ３
农产品 ４ 产品质量 ３
就业质量 ４ WTO ３

４．研究热点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内论文的高频关键词能反映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而关键词的变化则反映了该学科研究发展趋

势.通过词频分析对质量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
以揭示本研究领域的特点、规律、知识结构及状况,从而

掌握此方面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对质量领域的研究和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中文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合并与剔除之后,

共整理出关键词５８２个,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如

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２０１３年质量领域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关键词是食品安全,出现的频次为４１,说明在２０１３年质

量领域中,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最为集中.在对质量

的研究中,除了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空气质量、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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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供应链质量管理等关键词出现较为集中之外,其他关键词都较为分散.
我们将主题相近或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分类汇总之后,根据关键词的词频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对质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
由表５可知,对质量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质量安全、质量治理、环境质量、质量评价、发展质量、供

应链质量管理、质量信息、质量风险、标准和研究方法这十个领域.其中,对质量安全的研究最为集中,
是研究的热点,而食品安全则是热点中的热点.２０１３年,对质量治理的研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对
质量治理的研究除了传统的从政府角度进行论述外,更加注重多主体的共同治理研究.

表５　关键词主题分布

排名 主题 关键词

１ 质量安全 食品安全、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奶粉事件

２ 质量治理

监管、社会管理、规制、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质量中介、质量监管、质量管

理、质量管理实践、政府质量监管、政府管制、食品监管、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消费者组织、
社会责任、社会监督、社会机制

３ 环境质量
空气质量、环境质量、大气污染、大气污染防治、重庆大气质量、污水排放、污染排放、污水

排放标准

４ 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评价,质量评价、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评价模型、评价方法、评价

尺度、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线上商品评论

５ 发展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就业质量、城镇化质量、经济增长、收入质量、发展质量、服务质量、感知服

务质量

６ 供应链质量管理 供应链、食品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供应链管理、安全农产品供应链、全产业链

７ 质量信息
信息不对称,在线商品质量、在线信誉、信息收集处理系统、信息缺失、信息公开、信息揭

示、信息评论

８ 质量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风险评估、风险感知质量风险模型、网络预警、食品风险警示、食品风险公

告、感知风险、风险预警、风险因素、风险控制、风险交流、风险管理、风险距阵、非传统食品

安全风险

９ 标准

标准、质量安全标准、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联盟、国家标准、国际标准、WTO、法规标准、标

准体制、标准竞争、标准竞争策略、标准产品、标准布局、安全标准、SPS协定、CAC标准、
ISO９００１标准、ISO２６００标准

１０ 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分析框架、博弈、案例研究、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法、引力模型

二、研究现状

基于对现有文献统计分析,发现质量安全、质量统计分析、供应链质量、质量能力提升以及发展质量

成为各个不同领域学者共同研究的热点.
(一)质量安全

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包括食品、药品、日用品、汽车等方面的质量安全研究,通过文献统计,发现学者

研究产品质量安全的文献依然集中在食品安全,多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研究质量安全,多利用共同治理手

段提高质量安全.

１．食品安全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学者主要从政府监管、完善监管制度和加强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方伟研

究了食品企业质量控制动机及“优质优价”实现状态,进行分析后发现,品牌影响提升、产品销售额增加、
产品单价上升、谈判实力增强等是当前农业龙头企业质量控制行为的主要动机和效果,指出销售总额、
原料控制模式、企业产品出口与否、高层管理者年龄、高层管理者学识、企业产品质量竞争压力等是影响

食品类龙头企业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是否达到“优质优价”状态的关键因素.柯文指出食品生产者和经营

者见利忘义、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完善、执法监督不到位和惩治措施不给力等是食品安全屡禁

不止的原因.朱明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入手,以历史的、国际

的视野总结食品安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在规律.通过分析发达国家不同阶段采取的食品安全治理

４１

程虹、陈川:２０１３年我国质量学术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策略,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政府管理构想,具体包括:“零容忍”对待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赢得公众信心,平衡科学与价值观的选择,取得公众理解,主动告知食品安全风

险,争取公众支持,提高违法犯罪成本,维护公众权益构想.谢国娥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与各种指数

从纵向、横向角度分析了我国食品贸易竞争力的变化状况,发现近些年我国食品贸易竞争力有衰退的趋

势,提出通过完善法规、强化监管、统一标准、跟踪国际来增强我国食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王常伟提出

了对低收入者补贴的政策选择,在此政策下,最优的食品安全规制水平将高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

式下的最优规制水平,改善了社会福利.张金荣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发现,公
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着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多重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既存在着

一致性也存在着分化性特征,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着加重政府责任而相对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

现象,指出政府应在科学全面地把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众养

成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同时弱化风险的人为建构和放大效应.李薇辉认为,政府管制规则失灵和政府

管制执行失灵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并呼吁全社会营造“双灵”的市场环境,从根本上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范春梅基于问题奶粉事件,剖析了该风险事件中公众的感知风险及其动态变化趋势,
对比了不同细分人群的感知风险差异及其持久性变化情况,揭示了感知风险变化对公众应对行为和消

费行为变化的影响,提出了食品安全管理建议.尹金凤认为我国食品安全传播存在食品广告和节目传

播缺乏伦理维度,食品安全新闻报道频现伦理冲突:新闻报道语言与食品安全语言内在规范冲突———污

名化报道方式与企业健康发展冲突,虚假监督报道与建构媒体公信力冲突等诸多问题———对人们的饮

食生活、媒体公信力建构以及社会发展都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宋同飞认为政府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

和公共生活的最大参与者与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要在食品安全领域担负公共利益责任、监管责任

与引导责任,并积极处理食品安全责任中的责任冲突.王岳认为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危机管理可以从三

个方面着手:一是以合理的战略导向为指导确定政府发展战略方向和政府行为价值取向,建立健全地方

政府食品安全危机管理的价值体系;二是以科学的战略规划保障政府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自身存

在感的实现与增强;三是以符合国情时宜的战略形式树立并落实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周应

恒指出食品安全监管缺位、监管失范和监管低效等问题阻碍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改善.我国食

品安全监管制度框架由监管体制与能力、监管机制和监管手段体系三部分构成.政府应创新食品安全

监管制度、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绩效、优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食品监管保障体

系.王常伟认为经济学者在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标准的科学

化、注重风险评估与一体化控制已成为全球规制的主要趋势.涂永前指出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更紧密的

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利用«国际卫生条例»协调食品安全与贸易自由冲突,突出食品安全的优先地位.
针对我国现状,研究提出应在国内法中贯彻国际条约,减轻不安全食品对食品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提
高中国食品标准.

２．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研究质量安全是普遍的学术视野

学者主要从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法律法规和建立奖举报制度等方面研究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潘

丽霞提出政府应通过推进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食品标准的科学性,加强食品安全

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龚强指出强制企业揭示生产和交易中决定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的信息是

提高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规制者通过界定企业需要揭示哪些生产和交易环节的信息,能够为社会、第
三方、相关监管部门提供监督的平台.揭示信息会增加单个企业的成本,但是整个行业的可信度得以提

升,消费者支付意愿增加,最终行业利润提升,激励企业向更安全转型.汪鸿昌发现,契约的不完全性致

使传统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制度对食品中的经验品和信任品失灵,但通过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和

信息可追溯,可以部分解决不完全契约导致的问题.由此提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且改进社会福利的全

供应链信息披露制度.周小梅指出我国食品“人为污染”问题的原因包括:市场机制对食品安全的控制

作用失灵;相关法律缺失及威慑力不足;GDP政绩导向下的食品安全管制职能被“挤出”.闫海提出食

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食品风险公告立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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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拓宽信息收集渠道,扩大发布信息的内容,明确发布主体权责以及建立统一的发布平台.卓越基

于我国监督资源的有限性、监管手段的软弱性以及风险监测的微观性和滞后性,指出利用构建预测性的

食品安全监管风险评估体系来提高以抽查作为监管主要方式的现行监管体制的有效性.

３．质量安全的共同治理成为研究的一般性结论

学者主要从政府监管和标准治理等角度研究了如何利用共同治理进行质量安全的治理.刘亚平指

出必须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能力,强化企业责任,组建中央垂直管理的风险评估机构,形成互补式监管

网络以及调动社会力量分担食品监管责任来突破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困境.王小龙指出可以

通过建立举报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强化违法者法律责任和尝试风险效益评估等方法,来解决中国当前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崔焕金指出创设稳健制度环境并激励缔结多元混合合约是扭转私人治

理低效的基本政策取向.费威建立了以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以社会全体作为监管主体的两个模型,并
对两个模型中抵消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指出当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总和相对较小或者相对较大

并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由社会全体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是更有效的.王殿华从理论的角度对指导

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阶梯形曲线分析了政府在

食品安全市场中的监管行为,指出政府的监管措施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是政府在食品安全市

场上监管无效果的原因,提出能够使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中施行监管的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互动机

制.毛文娟提出社会利益框架的构建要从封闭走向开放,风险界定要从科学论证走向社会监督,监管机

构要从困境突破走向能力建设,风险管理要重塑人的行为和价值观.李名梁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完善我

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构建,加大对企业伦理道德的研究,深入探讨消费者行为,加大食品安全危机公

关、食品安全绿色物流与绿色供应链的研究以提高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针对性、实用性与前瞻性.
(二)质量统计分析

１．质量研究开始侧重于宏观性和区域性的质量状况统计

学者使用跨省、市的数据研究食品安全、经济发展质量和城镇化质量,数据的宏观性和区域性比较

明显.徐玲玲通过对江苏省苏州、南通和淮安三个市６５７个消费者的实证调查,研究了消费者对食品添

加剂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影响因素.周国富通过设计一套较为系统且可操作性强的季度 GDP评估指标

体系,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各省区的季度GDP数据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朱子云引入效率体现式

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

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林竹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而对国家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江苏省八个城市的７３５份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的七个因子,即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并

在性别、教育程度、单位性质以及行业间进行就业质量对比,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提

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王欣依据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广西等１０省份的农民工调查

数据,在推导出农民工收入效用普适性公式的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进

行实证分析.袁晓玲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熵值法对陕西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反映了陕西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

程,并认为陕西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原因在于社会、资源与环境问题严峻.解

佳龙以产业评价“三力模型”为依据,从自主创新力、效益贡献力、国际竞争力三个维度设定了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中心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并对全国４个直辖市和１５个副省级城市的

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算与三维空间散点聚类分析.晏艳阳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３０个省份的面

板数据,采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核算并解释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在缩小城乡生活质量差距上的

效率.吕雄鹰借鉴“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环境、能源消耗、社会发展三个

方面共２０个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测

算.结果表明:从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生态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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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态和响应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袁晓玲

从空气、水、废弃物、垃圾、噪声、土壤等６个方面构建包含１１个指标的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基

于整体差异驱动的“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全国３０个省区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环境质

量进行动态综合评价.

２．基于大数据统计的研究范式开始进入质量研究领域

学者使用大量的数据研究质量问题.方伟以３００家国家级食品类农业龙头企业调研数据为样本,
研究我国食品企业质量控制动机及“优质优价”实现状态.陈伟通过引入关系质量这一中介变量,构建

了供应链伙伴特性、关系质量对跨企业知识交易影响的概念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２５６家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上述概念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许永兵从对河北省近１４年的经济发展质

量综合评价以及包括河北省在内的十省市经济发展质量比较分析来看,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存在产

业结构不合理且层次低、最终需求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薄弱、资源消耗大、民生改善需进一步加强

等问题.罗若愚将产业转移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分析框架,阐述了承接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

机制.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承接地政府竞争诸问题.杨晓丽从FDI质量角度

出发,使用我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

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魏后凯在对城镇化质量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

乡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３４个指标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２０１０年的系统数

据,对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何平对以往研究进行了综述,建立了中国城镇

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及３１个省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分析.赵洪峰在以往研究和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从栖息地、食物和人为干扰三个角度选择了与朱鹮栖息地质量密切相关的１２个主要环

境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１２个影响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并赋予权重和分值以建

立朱鹮栖息地质量评估体系,应用这个评价体系对两处栖息地质量进行了评价.咸会琛通过问卷调查,
获得了青岛市居民的空气质量意识和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的相关数据.引入人口统计变量、经
济变量和空气质量意识变量,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是否支付的因素;再利用 Tobit模型,并采用

更适合误差项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的对称修剪最小二乘法(STLS)进行估计.曹怀术在介绍了多项式

概率模型及其层次贝叶斯估计方法后,利用问卷数据研究了北京市公众(大学生群体)对于改善长期空

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三)供应链质量管理

１．农产品供应链质量管理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学术主要从供应链理论、供应链模式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研究如何利用供应链质量管理提升产品

质量.代文彬建构了食品供应链透明的理论分析框架,使消费者、政府、企业成为食品供应链透明的主

要驱动主体,促进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信息技术平台、供应链治理结构三方面主要保障条件的完善.彭

建仿建立了以企业与农户关系优化为导向的关系治理机制,强化安全农产品供应链源头治理.费威构

建了新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食品供应链模式.贺华丽构建了由市场准入、多级检测、信息追溯三个流

程整合而成供应链封闭化运行模式.陆彬提出应使供应链内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配送、销售到消

费每一个环节协同,加强供应链外部的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层面的监督.张东玲从质量安全的视角,针
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控制与风险评估问题,构建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系统集成结构,然后根据良好农

业规范标准建立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语言信息处理方法,将呈现出面板数据

特征的评价信息进行有效集结,进行质量安全风险预警.邓少军利用农产品认证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

信息不对称问题.祝捷指出基于乳制品供应链的构成与运行特征,改革乳制品监管方法可以采取构建

对称型供应链、统一乳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基于双重检验的信任符号提供机制以及引入消费者参与

机制等措施.贺华丽结合调查数据,从外在推力、市场拉力及企业自身三个方面对实施障碍进行了剖

析,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推进实施超市农产品供应链封闭化运行模式的政策建议.潘丽霞指

出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既是政府的一种义务亦是一种权力,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具有信息获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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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布权.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风险警示信息、食品生产的供应链信息以及食

品安全事故信息等是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肯定性范围.

２．更深入开展了供应链中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研究

学者运用法律、博弈论、企业知识交易研究供应链中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陆彬认为,要保证产

品质量,必须首先保证供应链内部协同,并应用供应链外部的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层面的监督对其进行

有效的补充.朱立龙基于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在两级供应链中质量控制契约的设计,运用最优

化原理,建立生产商和购买商的期望收益函数模型.陈伟引入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供应链伙

伴特性、关系质量对跨企业知识交易影响的概念模型,利用文化相容、资源依赖和知识距离.张东玲根

据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系统集成结构,建立了农产品供应链质量风险评估的系统方法.常广庶提出企

业应当按照ISO２６０００的社会责任思想来影响和规范供应链质量控制体系,使所有供应链成员企业都

能够主动参与质量工作,并对整个供应链体系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督与控制.
(四)拓展了影响质量能力提升因素领域和范围

１．强调通过标准的竞争提高质量能力

学者从联盟标准、标准与法律共治等方面研究标准对质量能力提升的影响.程虹提出我国现行标

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制定者与使用者在利益上缺乏高度的一致性,存在强制与自愿、稳定与变动、制定

和执行的利益冲突,应该建立由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包括联盟标准)共同构成的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政

府标准制定主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标准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

能的共享.廖丽认为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设置对质量安全事件具有预防和惩戒功能,而标准则是保证

我国质量安全的技术支撑,两者在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特别是质量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标准作为一种软法,提供了硬法通常欠缺的灵活性、合意性、选择性和自我约束性,软法标准所

倡导的价值在质量安全治理中发挥着硬法不能替代的作用,标准与法律在质量的公共治理中发挥着相

辅相成、协同共生的作用.陶忠元通过引入双寡头市场分析,在综合考察“标准产品”用户和质量的基础

上,发现转换成本对用户临界规模及其稳定性有重要影响,较高质量的“标准产品”会在临界规模方面具

备一定的优势.周勤等认为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当标准的质量领先超过临界时,在市场规模足够大的

情况下,后发技术在面对现有技术时也可以成为事实标准,使我国凭借技术优势能够在国际标准竞争中

取得胜利,将更多的自主标准推行为国际标准.孙秋碧等则从标准联盟所有权控制的角度进行分析,认
为标准联盟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选择不同所有权控制模式的共同目标都是如何协调联盟合作成员相

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各个能力互补的独立组织或企业形成有效的合作,从而形成联盟竞争优势;通过

对技术标准联盟治理中控制权的配置与决策的分析,认为共同控制模式是实现联盟成员企业之间按充

分知识共享的唯一决策模式.

２．着重于质量文化的构建对质量能力提升的研究

学者主要从文化和企业信用两个方面研究质量文化对质量能力提升的影响.张星久认为,忠诚、服
从、合作、求精、敬业等观念的文化土壤创造了日本的质量奇迹.他认为好的制度既能对人形成一种外

在的控制力,又能对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而好的质量又源于整体层次功能的发挥,日本质量的成功是

宏观政府规制、中观企业制度以及深层文化传统共同作用并且长期坚持的结果,这三个层次的有序存在

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企业的信用是质量文化的重要体现,质量信用是企业信用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质量信用的研究方面,熊伟等认为质量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对于准确评价企业的质量信用

水平,进而预防质量信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他基于浙江省４５６家制造业的实证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和

实证遴选,从“企业质量信用品质”和“企业质量信用能力”两个维度,建立了包含１１项指标的质量诚信

评价指标集,完成了质量诚信评价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对信誉和声誉的研究方面,张永忠提出了

基于信誉的产品质量风险评估模型,来更准确和公正地引导客户网上购物.许月恒等构建了包括专业

技能、企业声誉、企业承诺和沟通４个要素的物流服务品牌概念模型,通过对物流行业的客户进行问卷

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指出声誉对质量感知有显著影响,专业技能和承诺对客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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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沟通对质量感知和客户信任均具有显著影响.

３．引入认证、收入分配结构、直接投资等研究角度观察质量能力的提升

有学者研究认证如何提升质量能力.邓少军从农产品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农产品市场中信息不对

称的特点尤为明显,农产品认证作为解决市场中农产品信息不对称措施,提高农产品质量具有极大的优

势.朱丽莉认为由于农产品生产企业与认证机构的博弈模型存在纳什均衡,农产品存在虚假认证行为,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认证有效性,应不断优化农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加大政府对认证机构监管频率与违规

处罚力度、健全农产品安全事件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农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等.有学者研究收入分配如

何提升产品质量能力.文建东认为“假冒伪”的产品质量缺陷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但是“劣”的产品质量

缺陷是由收入水平和生产力决定的,他认为中国现阶段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

度不够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一方面需要改善收入的初次分配,
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特定方式的收入再分

配改善措施,从需求层面减少劣质产品的比例.还有学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出口产品的质量

升级.李坤望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我国正在从没有资本、技术主要依靠大规模廉价劳动力获取贸易利益

的初期发展阶段,向自主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长期发展阶段转变,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

外资进入行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存在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外

资进入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存在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研发密度、人均工资等也

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则恰好相反.
(五)经济增长质量、城镇化质量、环境质量是发展质量的研究热点

１．以质量强国为重点的发展研究取得系列成果

学者围绕如何建设质量强国,质量强国战略框架及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研究.
程虹提出,独特的“大国质量”和过渡的“转型期质量”是我国面临的特殊质量国情,而复杂的“大数

据质量”对我国的质量管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着“大国”与“转型”叠加的现实国情,加快建设

质量强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创新质量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质量治理模式.
程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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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质量强国战略框架的实现模型.

２．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突出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

目前,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任保

平在理论上探讨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国际收支

失衡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负相关,因此调节国

际收支失衡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罗若愚等从产业转移和地方政府竞争的

角度论述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产业转移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分析框架,阐述了承接产业转移中地方

政府竞争的动力机制.罗文从工业发展质量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质量,他认为,随着深层次问题和矛

盾的不断凸显,加快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因此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来客观反映和评价工业发展的质量,引导并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黄志

基则从制造业创新投入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质量.他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环境下,创新投入

有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因此,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依赖于创新投入的增长,要通过各种

方式促进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基础上,要提高城市创新投入的多元化,促进

产业间创新活动溢出效应,支撑城市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而各城市或地区应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带

来的空间溢出效应,积极融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布局中.

３．城镇化质量研究的重点是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学者主要通过建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城镇化质量.郭叶波认为有关城镇化质量评价的

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其中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尚未对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形成共识,因此学者们

９１

质 量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都是以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为指导来建立指标体系.何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指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
同时还包括其发展的集约性、公平性(均等化)和可持续性,他据此建立包含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一体化共７个一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

取了２９个二级指标.中国社科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在对城镇化质量内涵

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３４个指标的城

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２０１０年的系统数据,对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

了评价.

４．空气质量成为环境质量研究的重点

学者主要从空气质量的角度研究环境质量,对空气质量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
李健军具体分析了PM２５的污染问题,认为有关PM２５的污染问题,同时也是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问

题,PM２５显著影响我国东部和中部城市群的环境空气质量,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及其周边

地区,影响尤其突出,形成大范围区域尺度影响规模.韩文科认为我国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在

于城市化发展质量严重滞后,表现为城市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长期不合理、机动车排放控制不力、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以及城市周边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下一步我国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
化能源结构等措施大幅度提高城市能源的清洁化率.陈潇君则认为煤炭消费总量大、地区分布不均衡、
消费结构不合理及技术水平低等因素,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为了改善城市及区域的空气质量,
需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支付意愿是公众改善环境之意愿的最直接体现,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可以具体了解公众对于改善长期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咸会琛和曹怀术分别以青岛和北京的公众

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当地居民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咸会琛对青岛市居民的空气质量意识和对

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的调查显示,空气质量意识对是否愿意支付的影响最大,而收入水平对支付数

额的影响最大,居民目前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总支付意愿为每年１１８４亿元,并且随着收入水平和空气质

量意识的提高会不断增加.曹怀术则通过对北京市公众(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为了

在２０年内北京市空气质量良级天数(API＜１００)达到９０％以上,公众的支付意愿为未来５年４７元/人/
月,支付意愿随时间的贴现率大约为３．８％.

三、质量研究取得的进展

(一)宏观质量研究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在宏观质量研究领域,学者提出了我国的质量国情,质量强国的治理模型,质量强国的战略框架,质
量强国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共治,宏观质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程虹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发表的«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提出我国的质量国情:一是独特的“大
国质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质量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既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差异,又表现

为不同收入人群的差异.二是过渡的“转型期质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市场竞

争机制尚不完善,还不能真正做到优胜劣汰,甚至在一些产品领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三是复杂

的“大数据质量”.政府对于质量风险的管理,离不开质量信息数据的搜集与处理.政府要有效管理质

量安全,就须及时获取监管渠道的产品质量数据、消费者的反馈数据以及企业和质量第三方服务机构的

质量数据.
程虹在«宏观质量研究»上发表的«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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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质量强国的１０大

重大问题是: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迫切需要推进质量强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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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强大

的制度基础,产品比较试验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团体标准

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质量诚信体系是国

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质量治理能力.基于以上１０个重大问题的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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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质量强国战略框架的实现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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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虹在«宏观质量研究»上发表的«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联盟标准”的案例

研究»,基于“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我国现行标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

与创新路径.联盟标准是由某一产业中的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标准,反映了成员的内在

利益,适应了行业和技术的变化,因而能得到较好的执行.我国现行标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制定者与使

用者在利益上缺乏高度的一致性,存在强制与自愿、稳定与变动、制定和执行的利益冲突.
(二)共同治理在质量研究中已达成共识

学者在质量强国治理模式、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共治、质量监管等方面提出利用共同治理提升质量.
程虹在«加快建设质量强国»中提出,面对“大国”与“转型”叠加的现实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

快建设质量强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创新质量治理模式.质量治理模式包括:以市场机制落实企业的

主体责任;建立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质量监管机构;发挥社会组织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政府

主导的多方参与治理模式.
程虹的«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框架与体制创新———“联盟标准”的案例研究»,建议改革我国现行

标准体制,建立由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包括联盟标准)共同构成的国家标准体系,实现政府标准制定主

体与社会标准制定主体的共建、政府标准与团体标准的共治、标准基础性功能与创新性功能的共享.
廖丽认为,加强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应重点加强食品和药品领域的安全权保护,建立“小额诉讼制

度”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消费者维权知识的教育力度,促进消费者权

益保护组织社会化发展.熊伟等明确政府质量奖对企业的作用,以及作用途径和程度.罗英指出应强

调公民的参与权与共享权,以共享促共治,促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并通过质量“共享”形成质

量“善治”,将质量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完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提高质量安全监

管的效果,促进宏观质量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重点提高质量安全法治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

平;以政府为主导,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合作式”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范锐敏指出,应
通过电视媒介和公众网络等多样化形式拓宽宣传渠道,采取多种质量教育方式增强消费者组织的质量

公共教育社会监督职能,变革消费者组织与政府质量部门的合作方式,大力构建便民的质量侵权纠纷救

济机制.王小龙认为通过建立举报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强化违法者法律责任和尝试风险效益评估等方

法,解决评估主体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非传统食品安全风险增多等问题.崔焕金等提出要重视混合治

理合约,创设稳健制度环境并激励缔结多元混合合约是扭转私人治理低效的基本政策取向.宋同飞指

出,政府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最大参与者,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一方面,要在食品安

全领域担负公共利益责任、监管责任与引导责任,另一方面,要积极处理食品安全责任中的责任冲突.
王冀宁等建立了消费者和食品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消费者参与监督会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解

决的结论,并借助模型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均衡策略.刘亚平以食品安全为例,梳理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

在现代监管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及其改革,指出产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分离、决策与执行的分

离、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分离、强调公众的参与,是现代监管国家建构中必须回应的四大主要挑战.
朱立龙等揭示了政府质量监管部门与生产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监管博弈的内部运行机理.为实践中

政府如何有效进行质量监管以及生产企业如何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提出了建议,并为该监管博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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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指明了方向.李酣指出,需要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特征因素,采用对应的政策和手

段,帮助消费者树立质量安全责任科学和理性的判断,尤其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本科阶段、女性消费者

群体和在政府、事业单位中工作的消费者进行质量安全责任的宣传和教育,才更有助于扭转消费者对于

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错误认知,构建良好的质量安全治理的社会环境.
(三)基于消费者的质量评价数据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学者基于调查问卷和互联网获取消费者的数据,基于大数据研究质量问题.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每年在全国开展大型的质量观测活动,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消费

者的网下数据,基于这些质量观测数据,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从总体上对全国的质量状

况进行评价,比如«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程虹等),也有基于观测数据,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

研究,比如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研究(李酣)、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的研究(罗连发)、政府质量监管满意

度的研究(李丹丹)、消费者组织的研究(范锐敏)等.徐玲玲基于江苏的实证调查,进行食品添加剂安全

风险的公众感知与影响因素研究.张金荣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公众对

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建构.
部分学者利用互联网上的消费者数据研究质量问题.余红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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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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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
这项研究为大数据时代质量的网络治理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方法.

(四)国外研究

有些学者主要从产品供应链框架和模型研究质量问题.Nagurney利用数学模型构建出最佳制造

或购买决策的模型.Jraisat探讨了供应链中质量控制(QC)的因素,用概念框架帮助管理者理解供应链

质量控制的因素.Ma提出要关注控制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客户和标准化计划的不断增长的期望值,重
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Harms提出要实施以风险为导向SSCM 策略.Nagurney通过建立博

弈论模型,管理供应链间随产品流、质量水平及价格演变的动态调整过程各个平衡条件.Cai构想了一

个供应链,并为供应链的三个成员得出最优决策,提出了一个激励方案以协调供应链,力争消除三层供

应链中存在“双重边缘化”的两个来源,并诱导供应链三方的协调行动.Zeng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用
以研究供应链质量管理(SCQM)的三个维度以及对两种类型质量绩效(一致性品质、客户满意度)的影

响.研究发现,下游 QM 可以调和内部 QM 与客户满意度的关系,而上游 QM 对两种质量绩效没有直

接影响.ElwynPiramuthu基于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中污染来源的准确性,指出责任应当分配在易腐食

品供应网络中不同的角色中,并在上游和下游间隔的实现其存在的意义以及确定合适的可见性和召回

政策水平.Zeng认为内部质量管理在供应链质量管理中占主导地位,下游质量管理可以调和内部 QM
与客户满意度的关系.

有些学者从产品召回和产品缺陷的角度研究产品质量安全问题.Bae等通过调查研究美国汽车召

回的数量后发现,如果在第一年发出了召回模型,那么其后一年中交通事故受伤的严重程度将会连续减

小,这是在不受召回的汽车中找不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汽车的缺陷在不断被修复,另一方面也因为驾

驶员们在此期间更谨慎地驾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有缺陷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带来的损失,需要快速

及时地召回这些车辆,并将更多的细节信息推送给这些车辆的车主.Hammond使用从车辆转售市场

获得的数据,测试了消费者对于安全问题所引起大规模产品召回的反应.将丰田车的二手车价格与其

他国内外各大厂家的二手车价格进行对比.发现企业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高质量产品的声誉上.

Pouliot就如何通过增强可追溯性、限制召回规模来保护行业声誉进行了研究,并通过研究某个竞争行

业中一部分相同的小型农场,展示了可追溯性与食品安全级别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集体行为来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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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产品缺陷.Sosa等研究了架构决策对产品缺陷水平的影响,为产品质

量与周期性(组件对其他组件的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
有些学者研究了标准对于质量的影响.ChristinaHandschuch等研究了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在国

际市场对农民在全球生产和销售中的影响,使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受益于使用标准化带来的更好的市场

准入和技术升级,且识别了食品安全和质量认证标准如何影响智利覆盆子农民的农场管理和收入的几

个因素.CarlosAlbertoCosta等认为食品工业设备设计应考虑除了性能、成本和质量要求以外,还要

进一步关注卫生和食品方面安全.文章讨论了信息与卫生方面如何被用作食品工业设备设计取向标

准.这项研究是基于专业文献和国家及国际标准建立估值卫生标准设计,建立了８５项标准.Vande
Kaa等专注于中国标准之争的研究,并通过研究标准之争的案例,开启了政府的黑箱,找到了整体上降

低强制实施标准化政策效果的政府内部矛盾与竞争的方法.Tamura等探讨了在标准化的定义及在日

本标准化与企业创新精神的数据相关性.通过计量分析,测试了标准化定义基础的有效性:策划、谈判

和支持,指出在日本电机行业的案例中,在企业创新与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标准化活动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Paradeise等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组织性研究议题:在软实力压力下明显提

高标准的全球环境中,本地订单如何应对处理市场与层次结构动态.这一研究质疑了“铁笼”假说的影

响,并指出实际上多样性与标准化共存.
有些学者研究如何利用质量文化提升服务质量.Cho等用竞争价值模式整合的方法拓展存在的组

织学习框架,从组织文化和服务质量间的逻辑流程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且指明了用适宜的组织

文化来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服务质量的方向.
通过国内外的文献对比,发现国外的文献更加侧重于微观质量的研究,比如供应链模型的构建.国

内的文献更加侧重于宏观质量的研究,比如经济发展质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外的宏观环境

比国内成熟.与国内文献相同的是,国外的文献也开始注重质量宏观因素的研究,比如基于消费者的产

品召回研究,质量标准、质量文化的研究等.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对一些新的质量现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

学者对质量的研究,更多地侧重在提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方面.张云峰提出企业要重视乳品质量安

全,增强忧患意识,应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诚信经营,把确保乳品质量安全作为企业的首要任

务.朱明春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政府管理构想,具体包括:“零容忍”
对待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赢得公众信心;平衡科学与价值观的选择,取得公众理解;主动告知食品安

全风险,争取公众支持;提高违法犯罪成本,维护公众权益.潘丽霞提出政府应通过推进食品安全信息

公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任保平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为经济增长质

量建立价值判断.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体现在:道德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道
德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道德能够促进社会文化人性化.

学者对一些新的质量现象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比如质量安全发生的原因,经济发展质量的构

成要素,各主体在共同治理中的边界等.
(二)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内在逻辑体系架构尚待建立

学者侧重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质量.罗文提出应通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积极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加快工业结构调整.许永兵指出河北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层次

低、最终需求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薄弱、资源消耗大、民生改善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提出河北省

应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居民消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落实节能减排措施、完善社保体系等方面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
学者侧重通过建立宏观质量指标的方法来研究城镇化质量.袁晓玲利用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

等指标评价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解佳龙利用自主创新力、效益贡献力、国际竞争力等３个指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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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发展质量.晏艳阳用人均政府福利性财政支出、城乡居民收入比等指标研究缩小城乡生活质

量.郭叶波利用全市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研究城镇化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从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３４个指标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的城镇化质量.何平从人口就业等７个方面,构建２９个指标,评价我国的城镇化

质量.
无论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构调整,还是城镇化质量的指标评价,都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质量,微观

质量与宏观质量的内在逻辑体系架构尚待建立.
(三)质量研究中的大数据积累严重不足

在２０１３年的质量文献中,有２１篇文献是基于数据实证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院设计了调查问卷,在全国２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４８个地区发放问卷３７３６份,基于问卷数据形成

«２０１２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程虹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构建了我国宏观质量状况的分析模型.
该模型包含了总体特征、结构特征、制度设计以及质量主体等四个方面的评价维度.基于这一模型框架

以及宏观质量观测的数据,得到我国的质量现状是: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质量安全状况总体平稳,没有出

现全局性质量安全风险;质量发展中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突出,政府质量信息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效性不

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不足以及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较弱.基于这些调查结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全

社会的质量公共投入,重视对公民的质量教育,突出解决质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软实力”不足

的问题,重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质量治理制度创新,引入“吹哨法案”等社会参与质量监管的机

制,促进质量的共同治理进程.袁晓玲对陕西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陕西省城

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原因在于社会、资源与环境问题严峻.解佳龙对全国４个直辖

市和１５个副省级城市的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算与三维空间散点聚类分析.魏后凯基于２０１０年的系统

数据,对２８６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
基于数据的研究文献占所有文献的１１％,质量研究中的大数据积累有待加强.
(四)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创新不够

质量研究文献中大概有７０％的文献是重复性研究.这些文献大部分都在没有数据分析的情况下

提出政策建议.有些学者在研究质量安全时,提出要加强市场环境的建设,加强法制建设.有些学者在

研究经济发展质量时,提出要加强结构调整.有些学者在研究供应链质量时,提出要构建协同的供应链

模式.有些学者在研究环境质量,利用环境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这些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创新性有待加强.

五、总结

我国２０１３年的质量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质量

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尤其在宏观质量研究、质量大数据、共同治理方面,形成了一批原

创性的成果.学者从我国特定的质量国情出发,基于我国转型质量、二元质量、大国质量的质量国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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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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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质量领域形成了具有国际优势的研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介入质量

领域,在质量的影响因素、质量的共同治理、质量的模型和体系架构以及基于数据的质量统计分析等方

面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中国的学者为质量学科的拓展,特别是在宏观质量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原

创性的贡献.但是２０１３年我国质量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的方面:对新的质量问

题现象的基本理论解释有待加强,基于数据的质量问题统计分析研究有待加强,微观质量与宏观质量的

内在逻辑体系架构建设研究有待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数据的质量研究有待加强.面对社会对质量的巨

大需求,学术界针对质量研究文献需要在质量的基本理论、质量大数据积累、质量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果

的创新上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宏观质量研究上的优势需要向国际化进一步拓展,使宏观质量研究成为

国际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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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

郑方辉　喻　锋

摘　要: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可视为绩效导向下的政策评价,是公共管理创新与建设责任政

府的重要指向.评价需求是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关键环节,决定着评价的思路、设计、供给及

其方法选择.源自政策供需失衡和评价制度的缺位,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存在着需求与供

给的平衡、过程性需求与结果型需求的平衡以及事实性需求与价值性需求的平衡.而发端于

社会内部和外部的驱动力也使得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受到制度环境变化、评价范式转变、公
众参与发展、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技术条件改善以及政策量增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政策;绩效评价;评价需求;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是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公共政策走向效益化和效能化的一种约束、
监控和督导机制.它既是对公共政策的既定目标及其实施效果评价,也是出于“公共”目的的价值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２００１).随着各国政府改革的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重要性也

日渐凸显,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评价的价值、标准和方式都处于试验和革新之中.当前随着服

务型政府建设列上日程、公民意识觉醒和网络信息广泛普及,我国民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关注度也持续升

温.基于内外的强大驱动力,对政府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价的需求日趋增长,学界与舆论在其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显然,厘清需求的属性以及需求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构建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

机制,完善评价的理论方法体系,推进评价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公

共政策评价是公民参与政治、抑制“坏政策”倾向的现实路径.而“在目前这样一个选举机制还不尽成

熟,投票压力尚不尽完善的年代,通过社会评价的方式施加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就成了一种最可常规执

行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唐昊,２００７).

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及需求产生的背景

(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一般原理

一般认为,公共政策绩效是指一定时期内政府政策在特定施政领域的成绩与效益,包括“量”和“质”
两个方面.绩效评价是结果导向的活动,它既关注实际效果与成本,即花多大的代价、在多大程度上实

现了目标,又关注政策对目标或非目标群体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目标及非目标群体对政策实施的满意程

度.按照绩效的“４E”标准,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可视为通过选取适当的指标和方法对政策实施的效果、
效率、经济和公平进行综合性测量.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

评价等一系列活动.其中,评价是政策生命周期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而评价需求是政策评价的首要环

节.通过对某一项公共政策绩效的科学评价,我们能够对其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
进而研判该项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以及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实现情况,更好地发挥合理配置政策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从而决定其延续、调整或终结,并为以后的政策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
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是公共政策主体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环境下,依据既定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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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采取一定的评估方法,对政策评价客体的效率、收益、效果等做出的评价或判断的过程和结果

(高兴武,２００８).按照R施奈德(RASnyder)的政策模型,政策评价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相

一致,亦表现为一种循环同馈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网络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总结评价、推测评价

以及需要再评价六个环节.① 既然每一个阶段每一种介入其中的主体都有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效果,因
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政策结果在内的每一个相关单元都可以成为政策绩效评价的对象(张国庆,

１９９７);要使得绩效理念变得真正有效并付诸公共政策的运作实践,上述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应忽视,这些

相互联结的评价环节组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环流程,即在绩效改进后又返回到

新的绩效指标的设定上,形成一个公共政策绩效的不断修正、完善的良性变化和发展的循环流程.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目标和落脚点在于政策收益的最大化,收益评价(事实评价)构成了价值评判

的基础.政府要确保公共政策的执行力和事实收益,首先就是要保证有效的预见性和协调性,及时地掌

握并调节政策运作情况,即遵循“过程导向”的评价理念.现代管理理论尤其是绩效管理理论告诉我们,
管理重在过程,控制了管理过程,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管理结果,什么样的过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因此,政府究竟是采用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着管理的

成败.实行过程导向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最基本的要求是对整个政策过程进行追踪和控制,根据各政

策相关方反馈的信息来确保政策绩效目标的实现,并且以结果导向为评价路径可以较为清晰地厘清公

共政策的价值实现.当然,实施过程导向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并不排除和否定传统的以结果为导向的

方式,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同样能够促使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全力以赴达成其绩效指标最大化.
(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过程

现代意义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始于２０世纪中叶的美国.上世纪中叶,为应对日益激化的国内外矛

盾,美国实行了一系列发展教育、兴建住宅、扩大就业的社会福利计划,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

标.此种背景下,联邦政府试图将政策分析引入政府决策过程,这就是美国政策绩效评价的始端.越南

战争是另外一个转折点,为了应对越战引致的财政赤字和公众信誉度下降的危机,尼克松政府１９７３年

颁布«联邦政府生产率测定方案»,从制度上保证了绩效评价系统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在对战争

的反思中,渐进主义分析模式和动态的政策分析开始得到重视,道德和价值也成为政策分析重要的考量

因素.水门事件则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伦理与价值判断标准应当融入政策规划和评价之中.②

英国的政策绩效评价起步较晚,但影响深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进程加快,
英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日益僵化;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各种福利项目盲目增加

而支出监督依据缺乏,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质

疑.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推行了著名的“雷纳评审”,“雷纳评审”给英国带来了新的行

政文化(即认为如果政府部门缺少对绩效的关注,就意味着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去弥补所犯的错误),更
在全球掀起了一场绩效导向的变革浪潮.英国绩效评价实践初始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解决财政危

机为主要目标,但随着成本控制问题的改善,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英国政策评价调整为以质量和公

共服务为评价重点,并从“规则为本”、“过程控制”转变为“结果为本”、“结果控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西方国家为应对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

化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剧烈等变化,为解决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和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效的、有回应力和高

质量供给服务的能力失去信心的问题,普遍采取了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理念的政府绩效评价改革

措施.这一改革为政府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进阶向度,政府绩效评价对于公共

政策执行质量、效果、能力的提高等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公众导向的理念下,不少国

家引入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价工作.例如,政府与社区、公民之间结成战略联盟,公众直接参与政府战

略目标、绩效指标和标准的制定,参与决定财政安排等,从而使政府战略和工作更好地反映公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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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主要包含四个基本环节:绩效指标的设定、绩效实施的辅导和跟踪、绩效结果的评价以及绩效状
况的改进等.

参考严强主编,２００８:«公共政策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２７－２９页.



公众参与的形式主要有区域或跨区域会议、各种任务小组或委员会、公民调查和听证会等.这些形式有

利于突破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决策难以反映公众意愿的困境,强化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在实施评价的阶

段,也让公民作为考官评价政府的工作,强化公民对政府绩效的发言权.(陈天祥,２００８)
就我国的国情而言,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期.但相对于经济实力的壮大,政治改革的滞后性日益显现弊端.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信息社会来

临相伴随的是,一个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民主、公平、人权等的呼声日益高涨,习惯在政府保护下生

存的中国公民开始不再将政府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而是置于舆论监督下的服务提供者,对政府的期望

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亟待建立,而民意已经成为不可忽

视的参考因素.从８０年代建立“目标责任制”开始到９０年代的“效能建设”、“社会服务承诺制”,再到如

今“万人评政府”、第三方测评政府绩效等,我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的绩效评价多针

对于组织和部门,政策评价问题才刚刚开始得到重视,远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方法体系和应用实践模式.
(三)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环境条件

公共政策及其过程总是根植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之中的,因此,公共政策本身及其评

价方式的变化也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早期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是不系统、不定期的,缺乏相应的

组织制度和程序,评估内容模糊,标准单一、多变.在评估的技术路线上先后有两条:一是价值评估,主
要从政治公平、正义,社会回应性和适应性等价值观层面上来评判公共政策;二是事实评估,主要评估政

策结果与政策目标的对应关系,验证政策的实际效果,表现为一系列实证与技术的结合.事实评估的前

提是价值中立,尽量回避与政策问题有关的党派目标和价值冲突,强调计算各种争取目标的手段的效率

和有效性(弗兰克费希尔,２００３).事实评估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公共政策学产生以后,受行为主义和

理性主义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并逐渐取代了价值分析,成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主流分析途径.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后行为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复苏促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两条技术路线走向了统一,即坚

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来分析评估公共政策.
随着治理范式的转型,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又经历着一个新的治道变革之路.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管理过程,以权力集中和单向度的监管控制为主要特征.这种传统政

府管理模式经历了君主统治、独裁制、政府管制等变化,权力集中开始走向分散(分权与制衡),监控和管

制开始为公共服务所取代.虽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公众获得了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代议制架构下

的议员和选举制下的民选官员)来表达自身利益和价值意愿的机会,政府机构也由政治行政二分法架构

下的公共责任划分来回应,实现推进民主的目的.但是,普通公众仍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到关键性的公共

政策进程中来,也无法对公共政策的收益绩效进行评价(陈天祥,２００８).
对比各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难发现,政策绩效评价需求的产生匹配一系列环

境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民主体制和政治现代化.民主体制下,政府面临着来自选票或舆论的压力,政策评价需求则

成为缓解这种压力的重要机制.可以说民主是评价需求产生的土壤,也是评价能够得到执行的必要条

件.政治现代化是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另一重要背景条件.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社会变迁过程

中,强调权威的正当性、理性、专业性以及社会广泛参与的政治文化得到肯定宣扬;公民对建立在有效约

束和监督机制基础上的高绩效政府寄与更高期望;政府为了维护其合法性基础,必须对自身行为负责,
必须顾及公民满意度,不能再简单地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力.这些都是促成绩效评价产生的重要因素.

其次,政府职能的扩张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要

照顾的“事务”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需求更加多元化,政策制定和执行所面临的环境更为

复杂,使现代政策评价系统建立和将多元化需求纳入考量成为必需.
再次,新的管理理念的先行和渗透.行政理念是行政行为的灵魂,未有理念渗透的改革只是形式上

的改动,不会取得实质上的改变.正如韩国八九十年代推行的业务计划审查分析,由于行政人员理念没

有转变,使得绩效评价工作未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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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信息社会进一步加强了对绩效评价的需求.信息的爆炸和快速传播将民众对政府的应变性、
民主性和多样性的需要凸显出来,将政府的行为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并促进了改革思潮在国与国之间的

扩散,政策绩效评价不但被视为政府监督和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组成,其本身也成为了行政改革的重要

一环.

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的特征

经济学告诉我们,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便是无效的供给,如果企业不能吸引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就
会很快被市场淘汰.同样,公共领域中,民主的社会体系下,不能提升公众满意度的政府也将被选民所

淘汰.经济学中研究需求的基本目标是“确定和分析决定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基本因素,懂得哪些因

素会影响需求”(李自杰,２００７).同样,研究评价需求的目的即是分析出决定和影响评价工作建立和开

展的基本因素.要完善我国的政策评价实践,使之最终达到评价预期的目的,真正发挥评价的作用,就
必须首先确定政策绩效评价是否有需求,被谁需求,需求量有多大,需求的内容是什么,影响需求实现的

因素有哪些,然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评价需要的资金、工具,需要应用的评价方法等,进而开展实施有针对

性的有效的评价实践,如此才能保证评价工作真正能发挥作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人力和物力的形式上

的“过场”.与普通公共服务一样,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亦存在需求偏好.政策绩效评价的“偏好”,即对政

策绩效评价“使用价值”的“偏爱”程度,因主体、民主化程度、政府信息透明度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一

般而言,公众希望评价成为监督政策结果、表达意愿的途径,政府希望通过评价看到“政绩”,或收集到为

下一步政策行动做准备的信息等等;民主化程度高的社会对评价需求的偏好大,抵制改革忽视责任的政

府对评价的需求偏好小.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主要源自政策供需失衡和评价制度的缺位两个方面.当政策的供给与需求

不匹配时,政策执行带来的结果或影响并不为公众或公众中的部分所接受,或者不被需求,或者与需求

背道而驰,便会引起公众对原有政策的批驳和反对,进而或引起政府自身的反思.究竟供与需的差异在

哪儿,有多大,供需不平衡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来衡量;现有体系下评价制度的缺位导

致政策评价供需的不平衡,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由此可推断,当政策供需失衡,以及评价制度缺位(政
策评价“供不应求”)时,存在政策绩效评价的潜在需求,其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存在着需求和供给的平衡问题.一套完善的政策评价机制是获取政策反

馈信息、决定政策走向的基础,然而政策评价制度在我国现行决策体系中的缺位常导致政策评价处于

“供不应求”状态.其原因在于:首先,在我国自上而下的传统管制型的决策体制下,政府部门多持“重投

入而不问产出”的观点,绩效评价工作历来得不到重视;即使考虑“产出”的问题,又由于受粗放型的经济

增长方式的影响,往往仅注重直接的经济增长结果,而忽略了环境价值、文化价值等其他层面的考量.
其次,在“家长制”和“封闭式”的作风影响下,政府通常认为政策绩效评价结果不佳会有损政府形象和权

威,因而抵制评价工作,即使存在也会变成象征性地走过场.最后是由于政策本身目标不确定、影响面

广泛、政策资源混合、政策重叠、政策行动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等原因,使得建立政策评价制度

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第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也存在事实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的平衡问题.特别是伴随着政治哲学的

复兴以及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逐渐走向深入,人们重新意识到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

权威性分配的重要途径,其价值取向如正当性、公平性、社会性等比单纯的技术标准更加重要,即评价不

应当只是真实的,而首先应当是正义的.美国学者巴利(BBarry)等人(１９７５)就认为,讲求效率而不重

视政治原则,其评价的结果很可能因此迷失政治方向,而迷失政治方向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三,公共政策绩效评价还存在评价的过程性需求和结果性需求的平衡问题.在政策系统内部,必

须组成各个环节首尾衔接、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连续封闭回路.这样的回路可以发挥整体功能,也能

发挥各环节的功能与作用(秦德君,２００７).随着外界政策动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种封闭回路的

封闭具有相对性,过程与结果的平衡也就需要有所把握了.正如美国学者杰弗里庞顿和吉尔(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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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指出的:“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将决策启动和决策执行截然分开.由于执行或行政过程非常重要,故
而不能任其自行其是.行政部门一直既要对决策启动负责,也要对决策执行负责,并且最终控制整个过

程.”提高公共政策质量,还要特别注重两方面:其一,制定或出台的各种政策,是“切合”实际并可以付诸

实践的,是有着深厚社会需求和效益预期的政策,不能“中看不中用”;其二,在执行程序上,有着一套高

质量的机制来保证它的顺利实施,防止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抵消政策效益的各种“走样”和“变
形”.

三、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动因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基于选民和政治家的经济人特征以及政治市场运行的特殊性,政府的政策不仅

有“效率走低”的“自动”趋向,更有发生偏差(即政策失误)的内在冲动;与此同时,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

执行力在于公众授权,公共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郑方辉．朱一中,２００７).由此,可以说公共

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根本动因即在于政策本身的公共利益和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依其承载的公共

利益和价值,而存在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之分.所谓“坏政策”即指政策本身或政策执行带来的结果

或影响并不为公众或公众中的部分所接受.“坏政策”倾向的存在是导致政策绩效评价需求产生的内在

根源.政策具有“坏”的倾向,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决策部门本身的价值偏好可能与公众偏好不相符,例如

源于不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政府可能选择见效快却不为民众所需的“面子”工程,而放弃那些见效慢却

为民众切实需要的政策;原因之二是政府基于部门私利做出的“理性选择”,在缺乏有效监督和问责的情

况下,“坏政策”便应运而生;原因之三是由于公共事务本身具有复杂性,加之决策主体职权划分不清、民
意表达机制不完善、决策科学化法制化建设落后等原因,常常使政策“善”的初衷得不到表达,或者初衷

为善的政策最终沦为“坏政策”.为了规避“坏政策”倾向,建立一个评价机制以提供反馈政策信息作为

问责或下一步决策的依据,承担民意表达的功能,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需求.
促使政策评价需求产生(由“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需求”)的动力机制,可区分为内部驱动力和外

部驱动力两个方面.
笔者认为,政府改革的真正动机在于赢得公众参与和支持(如选票、民意、舆论等形式),获得执政合

法性.因此,政府推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内在驱动力正是政府以有效评价其所颁行的公共政策来确

保其公益属性和价值的实现,以维护执政合法性.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走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政府面临的巨大危机会对政府的合法地位形成威胁.为了应

对危机,政府不得不从旧体制的缺陷入手寻找危机解决的方式,并试图建立起能够尽量避免下一次危机

爆发的新体制.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正是在这种对危机的恐惧以及防微杜渐的意识的催生下作为重要的

一环纳入行政机制.
第二,发展以应对新形势.在经济稳步发展、社会良性运转的情形下,有远见的政府通常会对当前

形势做出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机制,顺应新的管理思潮,以承担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此

时的政府动机已不是走出危机的被动需求,而是及时应对变化以谋求更长远发展的需求.政策绩效评

价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有远见的政府能够应用这一工具以把握局势变换中的主动权,引导经

济、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非被动地等着危机的到来.
第三,赢取公众参与与支持.在现实的公共生活当中,公众参与和支持有多种形式,诸如选票、民

意、舆论、听证等等.选票是政府合法地位得以保证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和正式要件,而民意、舆论、听证

等方式则是确保公众对于政府行为充分知情与有序参与的非正式要件.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于公共政

策绩效的多元评价,有助于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取得更好的政绩和评论,并向民众

传达政策信息,迅速提升政府形象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为政府赢得民心打下坚实的基础.
尽管来自政府内部的动力是政府发动政策绩效评价的根本动力,但它并不是推动评价需求产生和

发展的唯一因素,来自外部(权力机关和社会)的动力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来自权力机关的驱动力.从各国政策绩效评价的实践来看,随着绩效评级活动的展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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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关也逐渐介入到评价实践中,并推动了绩效评价活动的持续和深入发展.例如美国«１９９３年政府

绩效与结果法案»详细规定了议会监督政府绩效的权力,并详细规定了其职责.英国于１９９９年通过新

«地方政府法»,规定了对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评价最佳系列的政府机构(包括县议会、区议会等一般地方

机构,以及伦敦开发局、伦敦教育局等特殊地方机构)必须履行绩效评估的义务.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

有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法定职权和义务,目前对政策绩效的监督尚包含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之中(没有独

立的绩效评价活动),而对政府相关绩效评价活动的参与尚在探索之中.
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驱动力.由于公民角色具有多重性,因此政策绩效评价的社会驱动力表现在

多个方面.作为纳税人,公众有权监督税费的使用情况;作为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公众最有

权发表意见和评论;作为权力的被代理人,公众有权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并通过利益表达途径参与决策.
正如戴维伊斯顿所主张的那样: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是通过规范和引导公私部

门、公民个人的社会行为,来有效地分配自然和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因此,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价值分

配则是在与该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和个体范围内进行(戴维伊斯顿,１９９３).凡是与公共政策发生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组织或个人都可能成为公共政策的评价主体,这也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体现.
总之,公共政策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范围、影响力大小各不相同,根据政策本身性质和政策执

行环境能够对需求量大小做出粗浅的估量;根据不同的政策目的、评价目的以及公众的要求,评价需求

亦不同.不同阶段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因素的发展,是影响需求由意愿变为现实的重要因素.鉴于评价

需求日益明朗,实现需求的途径和所依赖的技术日益成熟,政策绩效评价体系必将建立,并在未来的科

学化决策、民主化决策及法制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影响我国当前公共政策绩效评价需求的因素

政策绩效评价从“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是一定条件下各种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以下我们着重从政治、体制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等方面分析影响我国当前政策绩效评价需求的

主要因素.
(一)制度环境变化

我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行政模式下,政府与计划主导一切,人们或把政府当“救世主”或习惯“被
安排”的生活,并不“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价.管制政策的作用和法律秩序的缺失不但令民众意

愿缺乏表达渠道,甚至可能“因言获罪”,从而抑制了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监督机制的缺乏也使政府为

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往往趋向宣扬好的成果;对于失败的政策或归为他因,或试图掩盖事实.在这样的制

度环境下,政策评价的“需求”几乎不存在.
“管制型政府”因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正在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型政府”、“开放

型政府”行政模式.在“服务型政府”行政模式下,公众从“管制对象”转变为“服务对象”,作为服务受体,
目标群体的意见和利益必须被摆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便由此显化.
“服务型政府”建设旨在把政府建设成一个被监督的、信息透明的、公开公正的政府,这也必须以政策绩

效评价作为基础.
但是,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或制度上的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政策绩效评价需求.诸如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仍然滞后,政府、国企等的“特权”仍然存在,影响到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

主化问题;虽然我国公民参政意识越来越强,但一般多借用舆论和网络等非正式渠道表达其呼声,民主

参政机制尚不健全,参政正式途径十分有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早已实施,但总体上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仍然处在起步和探索的阶段;行政审批权限设置不够明晰,程序不够简易严谨等问题依然存在等

等.但应该看到:一方面,正是改革过程中所暴露的体制和制度的缺陷催生了评价活动的兴起,使评价

作为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的途径成为改革中的“必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改革使评价“需求”由理论上

的制度构想变为能够实现的现实,为政策评价制度能够建立和发挥有效作用提供了土壤.总之,评价需

求的产生是改革引发的内在需求,同时反过来也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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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范式转变

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期间,我国政策范

式以政治运动重于生产运动、意识形态高于经济利益为基本特征.第二阶段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结束

于２００３年SARS危机的爆发.在这一阶段,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变化,各
领域都在进行体制的、制度的全方位的改革,以特区经济、对外开放等政策为代表,总体上这是一个开始

开放的、大胆探索的阶段;另一方面,传统行政模式下等级思想、特权意识、管制理念仍然有着根深蒂固

的影响.第三阶段以SARS危机的爆发为发端,因为这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将原行政模式和政策范

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并促成了中国政府的新一轮改革.

SARS危机是我国转向新的政策范式的标志性事件.２００３年４月份以前,中国政府处理SARS危

机的政策风格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保守的公共政策范式的惯性,具体表现在教条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稳定压倒一切”的控制理念,“全能政府”的自我认知,“政治泛化”的运作逻辑等.最终在国内国际

对SARS公共信息的强烈吁求下,中央政府终出面应对,政策窗口(PolicyWindows)被打开.在体制外

力量的推动下,新一代公共政策范式开始形成,主要表现在:初步建立官员问责制,试图强化对官员的

“硬约束”;开放公共信息市场,力求政府信息透明化;利用新的政策工具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更加重视

法律法规建设等.
以SARS危机为转折点至今,政府和国民又经历了医改失败、汶川地震、猪流感爆发等挑战,在民

众和舆论严厉的监督下政府的表现一次比一次成熟.可以看到,政策“失误”引发的国内、国际舆论的外

在压力在促进新的公共政策范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是一个漫长而曲

折的过程,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引入既是作为新范式建立的关键内容之一,亦是通过将政策置于公众监

督之下并将此程序法制化来防止旧的绩效理念借着体制的漏洞重新复燃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公众参与状况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也正在兴起.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行

业性的利益团体迅速成长起来,公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拓展,政治权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围日益萎缩,民主

观、利益观、自由观、法治观、平等观等不断强化.自治组织的独立运作不但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具有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因为法治的逐步完善获得了较可靠的制度环境.自８０年代后期起中国的民间社会

开始迅速增长,到１９８９年,全国性社团增至１６００个,地方性社团达到２０多万个.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

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４２．５万个,其中社会团体２３．５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１８．８万个,基金会１７８０
个.还有近年来透过媒体和网络报道的各类群体性事件等,无不展现着公民社会兴起的巨大潜力.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公民维权意识、自主意识、参政意识在不断提高,但公民参政的正式途

径以及参政凭借尚十分有限,与巨大的需求不相匹配.据一项关于“理想中的政府与公共关系”的调查

统计,在被问及理想的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被调查者中,仅有１．６％和６．４％的人分别选择了统治与被统治

关系和管理被管理关系,而高达４３．％和４６．８％得人认为应该是合作互动关系和共同治理关系;而当被

问及他们对现实中的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认识时,１８．６％和５９．０％的人认为是统治与被统治和管理与被

管理的关系,仅有９．３％和５．４的人认为是合作互动关系和共同治理关系(李伟权,２００５).
公民社会壮大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打破一元统治、单向治理、全能政府的桎梏,要求社会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要求政府治理路径由单向变为双向.而公民要成为治理社会的主体,就必须提高政策制定的

公众参与程度,通过参与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的讨论、满意度的参评等多种方式来督促形成有效的绩效报

告,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并最终影响政策的选择.
(四)评价主体多元化

公民自主空间的成长和社会分层复杂化,为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土壤,近
年来,私企、非营利组织、学术团队、媒体等都纷纷参与到政策评价活动中来.通常来说,高校的小型调

研团队具有学术优势,但在人力、物力和专业调研工具方面有所欠缺;调研公司拥有学术人才和充足的

财物、工具配备,但它的营利目的导向可能导致其为“雇主”服务而忽视客观事实.非营利性质的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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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例如以高校为依托设立的研究所、评价机构等)较好地平衡了以上两种评价主体的优劣势,既有

人才又有专项基金,不需要迎合“雇主”,能够站在“独立第三方”的角度更客观地呈现评价结果.媒体非

正式的、粗放的评价虽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政策绩效评价,但它在短时间内把政策推向舆论前沿,进
而引起当局政府、专家团队的关注,往往成为正式绩效评价的先导.政府外的评价主体的存在,不仅形

成压力推动政府组织评价工作或加大对政策本身的关注,也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政府一元主体评价在价

值观导向、评价途径和手段单一、注重“政绩”而忽略事实等方面的不足,也解决了政府评价资源不足的

问题.
(五)评价技术条件改善

评价技术包括评价工具和手段的选择以及技术条件的支撑.近年来,多种西方评价工具和手段的

借鉴和应用,为我国政策绩效评价提供了更多评价途径的选择.在评价方法上,从发展初期简单的重投

入—产出、成本—效益比较分析,到“３E(经济、效率、效果)”标准和“４E(经济、效率、效果、公平)”标准的

引入,评价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以外其他层面的社会价值观的考量.一些用于企业绩效评估的评估工

具如平衡计分卡、目标管理法、标杆管理等也逐渐被引入到公领域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衡计分卡注

重在多元价值中寻求平衡点,目标管理法侧重根据使命的完成情况对成果进行评价,标杆管理法侧重以

一个最佳的实践为标杆从中发现经验和不足,评价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最有效的评价模式.
信息技术、统计技术、调研技术、监测技术的发展大大方便了数据、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信息技术对

海量信息的快速、可靠、安全传递,及其强大的信息识别、处理和再生技术能为绩效评价节约大量人力、
物力和时间,数据处理结果也更为精准;监测技术的发展使得之前因无法收集数据而不可测量的指标变

得可测量,使评价需要收集到的信息更为精准.评价技术的进步进一步促进了评价方法和工具的应用

发展,推动了评价需求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发展.
(六)政策量增加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政策

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

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随着制度和政策范式的转型,人们对规范行政、依法行政的要求

越来越高,故原本存在的许多法律空白地带或灰色地带开始逐渐受到关注.为了填补空白,大量法律及

其他政策应运而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层复杂化、社会生活内容多样化,政策所面临的需要干涉和调

节的内容增加,由此导致政策数量的增加,以及政策内容的细化.随着政策总量的增大,及政策内容的

细化,政策的绩效评价需求总量也随之增大.政策实施的绩效越来越受到政府关注,例如广东省政府颁

布«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规定“政府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跟踪调查

和分析评价,并提出评估意见”.随着国家法制的日益完善,相关政策文件必然增多,相应绩效评价需求

量也随之增加.

五、结语

正是由于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反馈机制不完善、追责制度匮乏、监督缺位、外在有效压力缺乏等原因,
导致了政策供给往往不合民众需求,或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因此亟需一种能够反馈政策信息、能够作

为问责依据、提供民意表达途径的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些就构成了公共政策评价机制的现实需求.
但现实情况是,长久以来我国评价制度的缺位以及评价文化的匮乏,造就了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供给与

需求不匹配的状态.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在当下不仅在来自于政府内外的动力的推动下被迫切需求,需
求量更是随着政策量的增加而增大.鉴于需求日益明确,实现需求的途径和所依赖的技术日益成熟,公
共政策绩效评价体系必将作为公共领域绩效评价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作为完整的政策流程的一个

法定环节被确立下来,进而满足权力机关监督与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链条设计,并在未来的科学化决

策、民主化决策及法制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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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内涵增长和世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

颜鹏飞　李　酣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西方激进学派则推崇马克思生态－环境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深化到以

人为本的高度.而为了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以内涵式发展转变经

济增长的方式,尤其要注重发挥科学技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克思指出

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反复中孕育新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

马克思主义强调处于依附地位的不发达国家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

展质量的思想启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模式选择不能脱离基本经济制度,也需要在总结过去

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
关键词:以人为本;内涵增长;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

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经历三十多年

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人均 GDP依然低于世界的

平均水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均GDP向世界平均水平收敛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此外,中国的全要

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增长十分有限,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Feenstra,RobertC．,etal,

２０１３).而从其他经济发展质量指标来看,比如增长的波动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等,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也问题严重.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可能落入严重的“中等

收入陷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宏伟战略的实现.
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从而正式在党的纲领中提出了

经济发展质量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源泉.美国经济学家多

马在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之后指出:“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多马,１９８３)”.经济学

家们承认,是马克思最先系统地制定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问题的相关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经济发展质

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和全球化背景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这几个方面,从而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系统思想,
视野涵盖从微观到宏观,从内涵到外延,从单个国家到全球体系的各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将以人为本作

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以内涵式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分

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提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途径,也为中国走质量发

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齐传钧、郑秉文,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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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为本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体而又现实地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和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虽然严格区别于纯

粹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但是人类又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界之中.个人作为直接存在物只具有

偶然性,而作为人的集合体存在则是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李慎明,２００７).基于此,马
克思、恩格斯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２)”确立为人类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经济增长依存的基础,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

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马克思、恩格斯提

出了“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

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２)”,也是“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徐民

华,２００７).为了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引入了一个生态学概念“物质变换”,即指生物

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

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他希望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纯粹自发地

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希望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不合理的变换形

式.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

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２００９).”对于改变后的变换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新的物质变换形式,应在技术和工

艺方面重视“节约能源”以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倡的马克思生态－环境

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被称为“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者生态学社会主义,以至于被

称誉为“绿色马克思”(罗宾逊语),也是宝贵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遗产.
从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程度、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物质分配和物质生活的丰富等具体特征来设定

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马克思

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这句话实际上解决

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乃至世界范围内每个人的关系(叶
汝贤,２００６).恩格斯也谈到:“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７９).”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福祉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判断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

最终准则是看发展的成果能否惠及全体人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

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９５).”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
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００３).”在他们看来,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充分发展来达成全

体人民的利益实现.
通过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肯定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陈学明等,２００８),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限度地

揭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而从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他们也

扩展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外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实现

经济增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主要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含义的基本看法.

三、内涵增长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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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２００９)”,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社会演进的动力便是不断变化进步的生产力和相对静止落后

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宣晓伟,２０１３).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

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２)”,他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生产力、
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经济关系的一个社会有机体(龚群,２０１２),从实现内涵增长上提出了经济发展质

量提升的根本路径.
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领导

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
虽然马克思把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扩大

再生产.马克思谈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

涵上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
克思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这实

际上已经提出了以内涵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
马克思的内涵式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论述中.他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

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

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或者经济增长要求

提高劳动生产力,“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

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马克思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也提到了内涵式增长的

思想.他在论述两者之间关系时说:“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

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

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

的,带有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性质,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重要途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在内涵增长

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多次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

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恩格斯也曾经说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

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

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

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

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９８).”马克

思进一步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原因和扩散方式,他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生产的需要,而且由于各部门之

间的社会化联系,一个部门技术进步,会引起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换言之,虽然马克思提出“工人的平

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但是只有科学技术可以以乘

数的形式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四、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质量发展的历史结局

马克思本人探讨了在他那个时代以商品输出和殖民化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全球化,创立了世界历史

观—全球化唯物史观—世界市场联系论—落后国家特殊过渡论的体系.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和«剩
余价值理论»等作品中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问题,而将这些散见的观点综合在一起,不
难看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还是成体系的.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的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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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走上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结局指出了一条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向.
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经济危机不会现实发生,而“这种可能性要发展

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的

社会性和生产成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

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

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

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除了必然性之外,这种经济危机还有周期性的特征.马克思说:“毫无

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后,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１０年的周期,是同这样规定的资本总再生

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９８).”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是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

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长短.而这一周期的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危机这样一个循环交

替的顺序:“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
危机和停滞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而现代工业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也要经历“沉寂状态、
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仅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了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的,危机一

方面是旧的生产平衡破坏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成为解决原有冲突的力量(王元璋、游泳,２００６).马克思

认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

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都是解决

资本主义经济失衡唯一途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表明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一

种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必然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胡钧、沈尤佳,２００８),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那么,新
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更好地经济发展质量,能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

马克思是从“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来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丁声振,２０１３).当货币经济

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的时候,信用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００３)”,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

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经济和金融危机更有全面爆发的危险,“应当指出,一切

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进一步的,“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

过剩;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３)”.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频繁性和严重性,也预示着世界范围

内新的生产方式革命的到来.

五、质量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野,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

这一问题上的深入探索,不仅找到了新的全球化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解释,也提出了发展

中国家彻底摆脱这一地位的途径.
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逐渐完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逐渐分野,并且这种差距不断固化并加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以
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为分析对象,对这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质量低下的问题做出了新解释,并
对这些国家提出了异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由于资本扩张造

成了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方是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世界经济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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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资本积累和不发达国家没有发展的增长共存(颜鹏飞,１９９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当今的世界

经济制度定义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其特点是,居于“中心”的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居于外围的落后国家或依附国家,或者以牺牲落后国家的发展来换取发达国家的

发展.巴兰(PaulBaran)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不发达国家建构的只能是服务于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为代价的.伊曼

努尔(ArghiriEmmaunel)在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时候,论证了国际贸易中

的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发达国家的资

本有机构成,加之资本具有流动性而劳动缺乏流动性,造成落后国家的相对低的工资率,这便构成了不

平等交换的基础.不平等交换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从而保证发达国家得

以持续地发展,避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维持其高于落后国家的工资率.
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指出,落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

史形式(孙来斌、颜鹏飞,２００５),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００１)”.
在分析不发达国家依附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经济发展质量低下的原因之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

义学者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出路在于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结构,走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大多反对简

单模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阻碍落后国家自主发展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

因素作综合分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来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具体对

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结构进行变革,使之为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有

利条件;进行国内结构性变革,动员大众力量,减少不平等,使发展成为人人都参与都能获益的过程;充
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主张将强有力的领导人、廉洁的官员和正确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以有效推进发展方

案(孙来斌、颜鹏飞,２００５).

结语: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质量模式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逻辑框架,凸显“生产力 (生产资料)的

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２００９)”的抽象逻辑运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

济发展理论反映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抽象的辩证法运动,也涵盖了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

展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逻辑体系决定了中国经

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其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

像(颜鹏飞、丁霞,２０１１).
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才能与现实

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颜鹏飞,２００９).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

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谨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道路.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寻找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着力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

学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并提出新的经济发展质量路径.
中国特色的有质量的经济发展应该具备一些重要的特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创新型发展;以经

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实现公平和谐型发展;以开放型的自主经济体系,防止依附型发展.应

该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必须彻底摒弃以 GDP 至上为标志的新发展主义(曾毅,

２０１１),以“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兼顾效率与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

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

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等.这些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提升中国经济

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颜鹏飞、丁霞,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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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案例分析

邓　悦

摘　要:案例分析表明,已有的“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主要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

的单一治理模式,在创建的初期阶段促进了质量的发展;但是,这一模式在现阶段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针对已有模式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共同治理的模式.这一模式要求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社会组织的支撑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是现阶段质量强市创建工作和

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关键词:质量型经济增长;实现路径;质量强市;共同治理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数量型经济增长

是通过高投入和扩大规模来实现的,其特征是高成本和低效益,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波动性,造成了对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来实现,其特征是低成本和高效益,
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稳定性和协调性,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能满足经济长期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我国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与思考,政府也在９０年代开始

了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

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２年

２月６日国务院在«质量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质

取胜,建设质量强国”的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质量总体水平,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工作的

重要任务.为了贯彻«纲要»的精神,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由数量型

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２０１２年５月,国家质检总局制定发布了«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指

导意见»,全面部署开展了“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并出台了«考核验收细则»和«验收工作方案».
目前,全国已有２８个省(区)的１０３个城市提交了创建申报材料.其中,深圳市等三个城市已经通过验

收,挂牌成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建设现代化强市的基础,也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创建工作开展至今已经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影响,得到

了参与创建城市的广泛和大力的支持.为使创建工作的战略性、创新性和示范性上有更大的突破,“质
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各参与城市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现状来提出不同的质量强市战略,从
而以质量带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基于“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的区域

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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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影响区域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经验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自开展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越来越多的城

市和地区,例如深圳、成都、福州、上海市虹口区等都确立了质量工作战略并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取得

很大的成绩.为了更好地开展“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质检总局严格按照创建工作细则,对申

报、创建和验收过程严格把关,继２０１２年８月召开第一次城市申述论证会以来,已经召开两次申报城市

的论证会.其意义在于把创建工作落到实处,即总结创建示范城市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使示范所评城市

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起到示范性作用.第一批参与申述论证的城市,截止目前已经通过验收并挂牌的

有成都、深圳和厦门.
(一)创建工作的基本流程

“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由质检总局统一组织、领导,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或质量兴省

(区、市)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推动本地区城市争创活动.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直属检验检疫局在

本省(区、市)质量兴省(区、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对申报城市的检查、考核、推荐、监督等工

作.创建活动工作分为动员部署、城市申报、初步审查、推荐争创、批准争创、开展创建、现场验收、公示

授牌８个步骤.城市获批后,应在３个月内提出创建计划,在２４个月内完成有关创建工作,由质检总局

组织严格的现场考核验收,并经公示后,授予“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称号.
(二)创建城市的普遍做法

１．成立市(区)质量强市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一般由市(区)委书记或市长担任组长,协调多个部门的主要领导齐抓质量工作.比如成

都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着力增强质量工作组织保障强市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福州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各县区及包括市质监、发改、交通、教育、财政、环保、安监、
科技、旅游、卫生等在内的４０个部门为成员的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质量强市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深圳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府、宣传部、发改委等１９个部门和１０
个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不仅定期召开市一级的联席会议,而且建立了区一级的联席会议制度,
成员单位涵盖各区主要部门.

２．制定一系列支持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转移

比如成都根据«成都市质量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出台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质量强

市工作意见»«成都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成都市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成都市创建“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专项工作目标»等４个重要文件,形成了完整的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体系;
福州市根据«建设质量强市的实施意见»,每年制定«年度行动计划»以及市、县两级政府内容涉及标准

化、计量、认证三大质量基础的一系列支持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圳市根据«创造深圳质量的行动计

划»和«深圳市质量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导制定«深圳市质量强市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和«深圳市质量强

市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３．建立财政投入的保障机制

为了保证质量工作的顺利进行,设立财政专项和保障人员需求是非常必要的.成都市自２０１１年以

来,对实施质量发展规划和创建质量强市工作提供专项经费总额达３．９８亿元,平均约占年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的３％,对９２７家企业的质量奖励经费达到７６６６万元;福州市２０１２年市级财政拨付３．６９亿元,
用于鼓励实施创新驱动和质量发展,接近当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１％;深圳市２０１２年在质量工

作中的财政投入达到４７亿多元,占当年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３．１９％,其中用于创建质量强市的专

项经费达１３２８万元.

４．凝练出具有特色的城市质量精神

其意义在于宣传质量文化,让质量意识深入人心.比如成都市把“质量至优,诚信至上”作为城市质

量精神;福州市把“质赢天下,福泽九州”确定为城市的质量精神;深圳市积极推进城市先进质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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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炼出“质量成就未来”的城市质量精神口号.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上述三个城市在内的大多数参

与城市都是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基础上,经过专家座谈或市(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研究后而确立城

市质量精神口号的.从成都和深圳的投稿数量可以看出市民对这项活动的参与度比较高.

５．大力实施名牌战略

为推动本地的产业转型升级,各参与城市都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在不同程度上打造出多个符合各自

产业特色的国家或地方知名品牌.其中成都和深圳通过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的品牌

产品,做大做强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集聚发展;福州将“产
品抽检合格率”、“市以上名牌产品数”等质量工作指标列入县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着力提高主导

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深圳还设立政府质量奖,引领企业管理创新.

６．建立了政府技术支撑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

各参与城市在推进质量强市的过程中,把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基础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

置.成都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标准资源异地备份中心,高新区获得全国首个以标准创新为核心内容的

“国家高新技术标准化示范区”;深圳和福州建立多个计量中心并拥有各类认证证书,其中福州充分发挥

福建对台优势,与台湾有关机构密切协作,共同制定标准,实现两岸标准互通、互认;深圳高度重视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用于完善与城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质量公共研发和技术服务

平台建设,目前已形成了检验技术先进配套、标准信息检索畅通、管理模式科学有效的质量技术监督

保障体系.

７．形成质量考核机制,实现了关键指标的覆盖

为了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进行考核验收,按照«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

指导意见»的具体要求,质检总局从质量发展战略规划、质量文化、质量基础保障、质量工作组织、质量宏

观管理成效、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满意度、质量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质量发展制度、方法和机制

创新这１０个方面,５０项内容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对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市民质量满意度测

评也建立了包括市民满意度、市民知晓度和市民参与度３个方面,３３项内容的指标体系.参与城市普

遍采用了这一套指标体系对本市的质量水平进行考核.个别城市根据城市发展特色制定了符合自己发

展状况的考核指标体系.比如上面提到的福州把品牌数和品牌合格率纳入考核指标;深圳建立质量强

市的年度考核机制,针对市直部门和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推进质量强市工作的特点,分别制订工作评价

标准,突出结果导向.
(三)创建工作的成效与问题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开展至今,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

加,名牌品牌的创建,产业结构的提升,各类标准的制定和品牌示范区的建设上.据统计,２０１２年,成都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１３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总量和增幅分别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３位和第１
位,成功跻身２０１２年全国城市经济排行榜第８位;全市拥有中国名牌２０个、四川名牌５１９个、中国驰

名商标７５件,位居中西部城市第一;拥有地理标志产品２９个,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之首.全市共参与

制(修)订国际标准８项、国家标准２９９项、行业标准１１９项,拥有５个国家级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２７
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福州市在获批质量强市示范市创建城市之后,根据质检总局的要求提

出创建规划,在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等领域,全面开展各项创建活动,并计划通过创建,到

２０１５年,达到拥有“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１个,中国驰名商标总量比“十一五”末翻番,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达到１０个,福建名牌产品达到３２０项,福建省著名商标５００件,年销售收入超１００亿元的省

级以上名牌产品生产企业５家,福州市知名商标６００件的目标.深圳市在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后,促进了

经济发展的新跨越,质量型增长特征日益凸显.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全年生产总值６０１３８亿元,增长

９５％;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８９９６亿元,增长１６９％,高于 GDP增速７４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增长５０％,同比提高８９３个百分点;而资源能源消耗持续下降,三种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０２个百分

点,全社会用水总量同比下降１４２％,其中工业用水总量下降２％,实现了以更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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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有质量的稳定增长①.
数据说明,通过质量的提升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实质性推动作

用,使地区经济发展建立在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程虹、陈昕洲、罗连发,２０１３).上阶段“质量强

市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促使参与城市制定了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了促进质量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之所以质量强市示范市的创建能够吸引全国接近１/６的城市(地区)参与进来,并在短时

间收获了良好的影响,不得不说是与政府强而有效的主导作用分不开.在城市实施“质量强市”战略的

规划制定、组织人员安排、财政投入、质量文化的宣传和各项质量工作的推进都是在国家质检总局的战

略指导和当地政府的主导下统筹安排的.但是,在示范城市陆续挂牌之后,这种以政府主导型的创建模

式及其实现路径还有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１．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问题

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中强调要“强化企业质量主体作用”,包括严格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提
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加快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发挥优势企业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按照«纲要»的要求,实施了名牌、品牌战略,不仅建设质检机构或检验检测实验

室,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控制,而且设立政府质量奖激励优秀企业,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创建城市涌现出

了一大批国家级、省级名牌,也有大批企业在不同的评比活动中夺得质量奖.但是正如美国质量管理大

师威廉戴明博士所说:“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政府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检测,设
立名牌品牌评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对的质量感,但如何让市场决定产品的优胜劣汰,从而激

发企业内在的驱动力,自发地提升技术和追求更高标准的质量,这是还需要探讨的问题.

２．如何全面建立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问题

为了更好整合资源,协调推进质量工作,“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都形成了政府内部横向联动

机制,以解决部门间协调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比如,浙江永康市政府形成了强市、强区、强镇、强
业、强企“五强一体”,市、镇(街道、区)及相关部门“三级联动”的质量工作格局,由质监、发改、建设、环保

四大部门牵头,其他３０多个部门积极参与,通过部门联合执法、全市集中整治等形式形成质量工作合

力,深入推动质量强市工作;深圳市也建立了层级负责的推进机制和各级联席会议制度,层层落实责任

要求.然而仅有政府各部门的联动并不能达到资源要素的有效聚集,只有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培育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步建立起企业、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才能全面有效地实现城

市的质量升级.

３．如何使创建目标牵引和考核指标更加匹配的问题

针对“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评价考核的指标体系涵盖了包括产品、工程、服务质量以及质量文化、制
度、机制创新和市民满意度测评等各个方面,评价内容全面具体反映了政府在质量工作中起到的主导作

用,使得整个评价导向过于政府化.在质量强市工作中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只是引

导,而不是主导.因此,“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评价导向应该从政府转移到市场和质量要素的建设上来,
在指标体系中添加一些市场化的指标,比如质量中介组织的数量和单一商品的销量等.另外,指标体系

中应该有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的指标,比如提供配套的政策措施以及公共服务测评等.

４．如何进一步落实创建路径问题

从２０１２年开展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活动开始,国家质检总局已经组织召开各项申述、论
证和座谈会,会议集结了总局领导、各参与创建城市的主要领导和各申述论证的专家,围绕质量强市创

建工作进行探讨和经验交流,逐步形成了一套创建的路径和方法.但创建工作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
如何在战略性、创新性和示范性上做出更大的突破,结合参与创建城市不同的城市特点,把质量真正纳

入到城市的核心战略中去,使“质量强市”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或一个虚拟的理念,而是带有明确做法的

务实的工作并真正具有示范意义,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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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福州市统计局和深圳市统计局.



二、区域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上文以全国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工作为例,总结了创建具体做法和经验.到目前为止,创建

工作促进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
(一)单一治理: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创建模式

本文所说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是一种将政府置于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的传统政府管理

模式,政府处于社会管理的核心地位.单一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本位、权力本位.从治理的手段和方

式上看,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权力机制和运作机制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整个政府的治理结构都是建

立在集权的基础上(程毅,２００９).体现在现阶段“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上,从决策制定、过程

实施到考核检验都是由政府一手包揽.应该说这种政府主导的单一型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专业化的组织

体系和严密的层级划分,在“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初期的任务宣传和措施落实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模式弥补了在创建初期市场不够完善、企业的质量能力较弱的缺陷,是在当时条件下较优的一种路

径选择.
但是在中国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时期,伴随而来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使政府不

堪重负,导致社会管理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众多社会事务中,有些需要政府管理,有些却不

适合政府管理,政府独揽社会管理会存在无法胜任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罗英,２０１３).体现在“质量强市

示范城市”的创建中,政府单一治理下的实现路径的考核验收指标只突出了政府在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而没有建立针对企业与社会的考核指标.如何加强企业和社会两个治理主体的作用,形成共同治理的

模式,是下阶段示范市创建过程中值得改进的地方.
(二)共同治理:未来的市场主导型创建模式

有关共同治理的理论是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
其特点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在内的多个治理主体共同承担国家或区域内的公共问题或公共事

务;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合作协调方式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纵向

和横向相统一的组织结构网络,从而达成共同治理目标的一种治理模式(LisaBlomgrenAmsler,

２０１４).共同治理理论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其内涵包括:

１．企业是质量强市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构成一个地区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只有企业拥有较高的质量竞争力,才能让一个地区充满

质量竞争力.再好的质量公共服务,再好的质量制度建设,如果没有质量一流的企业,根本谈不上质量

强市.对一个地区来说,有质量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产生于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内生化的企业.企

业的质量竞争能力应该体现在确立企业市场的主体地位和提升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上.

２．社会组织是质量强市的重要支撑

社会组织是构成一个地区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社团、行业协会、质量社会中介组织等在内的

各类质量社会组织参与到质量的治理中,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它们可通过展现自身

多样性服务和供给的优势,充分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行为自律等方面的作用,与政府、市场形成

互补和协调关系.这里要注意的是,质量社会组织要发挥这一作用,还需质检部门对其的大力培育、发
展和规范、监管.

３．政府是质量强市的有效引导

质量强市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质

量的发展制定制度规则和提供公共服务,为微观的市场主体提供正向的质量发展激励.在具有公共产

品性质的质量治理领域,需要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通过设立质量奖来鼓励企业进行质量创新和品牌

创建,是各国政府的通行做法;对于中小企业的质量能力专项建设是降低总体质量安全风险的必要投

入;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质量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公共投入,应主要由政府来积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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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同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质量强市的路径,就是要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建立现代化的质量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即要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治理质量的框架体系.
深圳市作为全国首个被授予“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创建城市,加之其市场化程度较深,在创建

过程中实现共同治理模式并使之发挥优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近年来,随着“质量强市”战略的深入实

施,深圳社会建设已取得全面发展,民生需求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最低工资标

准两项,均为全国内地大中城市之首.失业保险范围、物价水平、保障房建设、交通出行、教育卫生事业

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深圳质量发展的成绩与其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分不开,广大企业成为质量进步的

生力军,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者;社会组织参与质量政策法规的制定、质量管理的实施和质量管理的

效果评价过程.因此,深圳市的质量发展经验在创建质量强市的工作中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不仅成

立了专门的质量强市领导机构,建立市一级和区一级的联席会议制度,层级负责的推进机构,而且在质

量工作中突出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动员、组织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质量强市的建设.深圳市成立社

会组织推进联盟(２０１２年成立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组织４０多家行业协会,与技术机构、管理认证、
咨询公司等１００多家优秀企业一起,在民间推动质量强市工作.在争创“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过程中,
以加快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平台作用,鼓励综合类社会组织全面参与质量强市工

作,如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质量协会、工业总会等社会组织开展的质量大讲

坛、自主创新大讲堂、卓越绩效示范基地、知名品牌评价等活动.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联动

的协同创新机制,使城市上下目标一致,思想同心,工作同步,推动有质量的发展.

三、走向以市场主导型的共同治理的创建模式

总结创建城市的普遍做法和问题,在理论和经验的指导下,可以为其他城市创建质量强市提供参考

依据,建议下一步“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应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共同治理模式,以更好地实现区

域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
(一)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首先需要城市在推进质量发展过程中主动求变,转变工作方式,转变

政府职能.一方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宏观质量的调控

能力,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提供社会需要的质量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要发挥而

且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倒逼质量发展,用市场无形之手推动质量建设,注重发挥

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企业强化质量意识,健全责任体系,创新质量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二)完善质量评价体系中对企业的考核指标

质量评价指标是对“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的考核与验收的关键因素.首先,为了使评价指

标更具有针对性,更加科学合理,并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阶段的特征,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动态过

程.下一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应该偏重市场和质量要素的建设,包括产品销量、政府的财政投入

和投入绩效等,这些指标能够反映质量的共性问题.其次,针对政府引导的重要内容提供公共服务方

面,建议将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纳入“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考核验收工作中来.国务院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１２５规划要求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满意度评价;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指出,推进服务

业满意度评价试点;质检总局也高度重视服务质量工作,先后出台了加强服务业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和

加强服务业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期还将重点部署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的试点工作.
第三,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议“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由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多个创建

主体共同验收.
(三)适当调整政府财政投入结构

确保质量工作的财政投入是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验收考核指标之一,设立质量强市财政专

项是各地方政府做好质量工作的有力保障.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投入促进质量发展,政府对质量公

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应侧重于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质量专业人才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的质量意识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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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议在公共质量服务领域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放宽社会资本进入的限制,将一部分公共质量服

务项目交由市场主体进行运营,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优势,降低公共质量服务的成本,大力提高服务质

量;二是建议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扩大社会组织在公共质量服务领域的覆盖面,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商会、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在公共质量服务供给中的作用,通过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

社会组织购买公共质量服务的机制,逐步缓解政府的供给压力,提高供给的效率与效益.
(四)建立决策科学、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协同互动的质量发展推进机制就是要突出政府引导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推动作用.一

是要加强对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总的领导,成立专门的质量强市工作领导机构,建立质量工作协调机

制和联席会议机制;二是要形成合力,建立起政府、行业、企业多方联动的推动机制,发挥质检部门对质

量综合管理的牵头作用,凝聚全社会力量,促进大质量发展;三是是要注重培育和激活社会中介组织,推
动质量服务市场化需求,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市场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四是要创建完善质量工作激励

机制,将质量指标纳入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及领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使质量提升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

作.
(五)形成示范成果的导入机制和学习机制

目前,全国第一批“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城市已经验收４个城市,深圳市和成都市已经挂牌成为示范

市.这说明了这两个城市在质量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以提高.尤其

是深圳市的市场化水平较高,在实现区域质量型增长的路径选择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以市场为主导

的创建模式能让一些不太发达的地方吸取经验.落脚到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上:首先是在战略上建立

起“顶天”机制,不仅提出明确的质量发展战略,而且要使质量发展机制更具有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其次

是在微观操作上建立“立地”机制,这方面主要是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让企业充分参与进强市创建工作

中来;第三是要建立财政的支撑机制,比如设立政府公共财政的专项资金支持创建工作,用于支持企业

投入产品质量的改善、消费者协会的运行或进行比较试验①.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质量强

市示范城市”一旦验收合格,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一劳永逸的荣誉,建议实行３年重复考核机制,对“示范

城市”挂牌城市进行有效的约束;最后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验收合格的

城市应该予以奖励,比如对该城市(地区)团体标准(程虹,刘芸,２０１３)的推广和应用设立专项支持,减少

该城市(地区)的项目审批程序等.

小　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升

级才能持续发展,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转型为质量型增长势在必行.在质量型经

济增长方式下,大质量不是仅是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还有环境质量和其他各方面的质量,它
是一个经济全局的增长质量和效应的体现.通过“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如何有效支撑一个区域的质

量发展,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质量型增长,这是创建工作的关键.另外,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质量

强市机制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重要内容,体现在“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过程

中,发现和开辟一条路径,通过改革来体现市场机制,让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利用

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提供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是一个创新性的工作,
在过程中总结各个城市的新鲜的经验和创新的举措,凝练那些具有示范效应的方法和制度,让质量发展

的精神在城市中可持续下去,使全民从中共同受益,共享发展的成果,推动中国质量强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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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及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

邹劲松　王顺克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的关键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各

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很有必要.文章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根据我国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的数据,对居民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及出口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者

之间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双向 Granger
原因,政府消费与投资对居民消费有较强的单向 Granger原因;居民消费前８期表现负弹性效

应,之后表现正弹性,政府消费前６期表现正弹性,后表现负弹性,投资与出口均一直表现出正

弹性;所以,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是今后宏观调控的必然

取向.
关键词:VAR模型;经济增长;Granger检验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是一个热点,但因为对数据的处理方法不一致,分析研究

的角度不一样,对计量方法的应用差异,往往导致不一样的研究结果.
蒋志强(２００９)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８的 GDP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运用 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

检验和 VAR模型进行动态计量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对 GDP产生长期积累效应,而 GDP在短期

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效应,长期内其投资规模趋于稳定.周辉(２０１２)对上海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的城乡

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上海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双向作用机制,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吴诣民、李碧生(２００７)利用 VAR模型从需求角度分析投资、消费、进口、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动态影响,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是共同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 Granger原因;投资具有长期平

均负弹性效应;出口在前４年有正的产出弹性,后５年表现负弹性,而进口一直表现负弹性.故要保证

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应走高水平投资加消费带动型发展道路,并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改善进出口

产品结构.张明志、林娟、铁瑛(２０１３)基于SITC四位码的产品进口数据测算了１９６２－２０１１年中国的

出口多样化系数,发现中国出口多样化发展整体上呈现出震荡式收敛的态势.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的计量研究表明,出口多样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出口多样化的深化促

进了中国经济增长.Tyler(１９８１)、Hsiao(１９８７)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拉动出口增长,Jung& Marshall
的研究认为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显然,以往的文献有就单一因素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也有就多因素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有的结

论相似,有的结论截然相反.如前文所指,这些差异都是正常的.本文将最终消费分成居民消费与政

府消费进行动态计量分析,专门考察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今后政府在宏观政策调控方面给出

建议.

二、数据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数据选自«２０１３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变量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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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GDP),居民消费(houshold),政府消费(government),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investment),货物和服

务出口(export).因选取的变量不属于同一性质,那么采用价格指数方面也无法做到统一,故文章中的

数据未做平减化处理.但对数据均做对数化处理,一方面不影响数据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消除

数据的异方差.
文章将五个变量都纳入模型,基于如下原因:首先,从宏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考虑,投资、消费与出

口都是决定产出水平的需求因素;其次,动态计量经济模型虽然强调数据生成在建模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在选择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变量时仍然需要从经济理论和对经济行为规律的认识出发.

表１　GDP贡献和拉动比分析

年份
消费

贡献率(％) 拉动(百分点)

投资

贡献率(％) 拉动(百分点)

净出口

贡献率(％) 拉动(百分点)

１９７８ ３９．４ ４．６ ６６．０ ７．７ －５．４ －０．６

１９８０ ７１．８ ５．６ ２６．４ ２．１ １．８ ０．１

１９８５ ８５．５ １１．５ ８０．９ １０．９ －６６．４ －８．９

１９９０ ４７．８ １．８ １．８ ０．１ ５０．４ １．９
１９９５ ４４．７ ４．９ ５５．０ ６．０ ０．３

２０００ ６５．１ ５．５ ２２．４ １．９ １２．５ １．０

２００１ ５０．２ ４．２ ４９．９ ４．１ －０．１ ０．０

２００２ ４３．９ ４．０ ４８．５ ４．４ ７．６ ０．７

２００３ ３５．８ ３．６ ６３．３ ６．３ ０．９ ０．１
２００４ ３９．０ ３．９ ５４．０ ５．５ ７．０ ０．７

２００５ ３９．０ ４．４ ３８．８ ４．４ ２２．２ ２．５

２００６ ４０．３ ５．１ ４３．６ ５．５ １６．１ ２．１

２００７ ３９．６ ５．６ ４２．４ ６．０ １８．０ ２．６

２００８ ４４．２ ４．２ ４７．０ ４．５ ８．８ ０．９

２００９ ４９．８ ４．６ ８７．６ ８．１ －３７．４ －３．５
２０１０ ４３．１ ４．５ ５２．９ ５．５ ４．０ ０．４

２０１１ ５６．５ ５．３ ４７．７ ４．４ －４．２ －０．４

２０１２ ５５．０ ４．２ ４７．１ ３．６ －２．１ －０．１

　　注:１．三大需求指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构成项目,即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２．贡献率指三大需求
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３．拉动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三大需求贡献率的乘积.

　　从表１的贡献率来看,消费和投资逐年稳步上升,而出口因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呈现负增长.消

费在三者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投资其次,出口最弱,说明我国经济正朝着成熟经济体的方向

发展.

三、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 VAR模型、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及方差分解等方法,从
以下几个方面验证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出口的动态关系.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本身的不平稳可能会造成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显然,从表

２可以看出,各变量在带截距项和趋势项时,在１％临界时均不平稳,而对变量进行二次差分后并不带趋

势项均趋于平稳,都呈现二阶单整过程.

５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平稳或稳定关系.
(二)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定及稳定性检验

向量自回归(VAR)是指系统内每个方程有相同的等号右侧变量,而这些右侧变量包括所有内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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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滞后值.当每个变量都对预测其余变量起作用时,这组变量适合用 VAR模型表示,其表达式如

下:

Yt＝A１Yt－１＋＋AnYt－n＋Xt＋εt,Yt 是内生变量,Xt 是外生变量,A１An 和Bj 是待估的系数

矩阵,而εt 则是误差向量.

VAR模型滞后阶数过大会造成自由度损失但更能体现其模型的动态特性,过小变量之间会形成自

相关,本文通过EViews７０进行多种检验标准测度,详见表３.显然,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滞后２阶

较为合理.

　　VAR模型所有的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则模型是稳定的,否则是不稳定的.非稳定 VAR
模型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模型是稳定的,见图１.

表２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临界值(１％) 结论

lngdp (C,T,３) －２．９４６０７６ －４．２６２７３５ 不平稳

lnhoushold (C,T,３) －２．１１２７８５ －４．２６２７３５ 不平稳

lngovernment (C,T,４) －１．５９５３９３ －４．２６２７３５ 不平稳

lninvestment (C,T,１ －３．２８１３２７ －４．２６２７３５ 不平稳

lnexport (C,T,２) －１．０７７０２１ －４．２５２８７９ 不平稳

Δ２lngdp (C,N,３) －４．６９２８６７ －３．６５３７３０ 平稳

Δ２lnhoushold (C,N,２) －５．５４０４３３ －３．６６１６６１ 平稳

Δ２lngovernment (C,N,１) －８．２８３０９７ －３．６５３７３０ 平稳

Δ２lninvestment (C,N,２) －５．９８５４７４ －３．６５３７３０ 平稳

Δ２lnexport (C,N,１) －７．３８５７１０ －３．６６１６６１ 平稳

　　注:检验形式(C,T,K),其中C和 T分别代表 ADF检验中的常数项和趋势项,K代表滞后阶数,N代表无常数项或趋势项.

表３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定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０ １１０．００８６ NA １．１９e－０９ －６．３６４１５７ －６．１３７４１４ －６．２８７８６５

１ ３２１．５３５０ ３４６．１３４２ １．４９e－１４ －１７．６６８７９ －１６．３０８３３∗ －１７．２１１０４

２ ３５８．７６４６ ４９．６３９４３∗ ７．９４e－１５∗ －１８．４０９９８∗ －１５．９１５８０ －１７．５７０７６∗

　　注:∗表示被标准选定的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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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VAR模型稳定性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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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AR模型选定

VAR(２)模型的设定结果如下,调整后R２＝０９９９４３２,F 统计量为５６３１９,参数联合检验是很显著的.

LN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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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整检验

协整性的检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这种检验也称为单一方程的协整检

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有５个变量,故采用Johansen协整检

验,其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协整检验结果

结论 迹统计量 １％迹统计量临界值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１％迹统计量临界值

None∗ １００．３５３０ ７７．８１８８４ ３９．５１４１７ ３９．３７０１３
Atmost１∗ ６０．８３８８５ ５４．６８１５０ ２７．３７８３７ ３２．７１５２７
Atmost２ ３３．４６０４７ ３５．４５８１７ １７．２５９７０ ２５．８６１２１
Atmost３ １６．２００７７ １９．９３７１１ １２．０８８５５ １８．５２００１
Atmost４ ４．１１２２１９ ６．６３４８９７ ４．１１２２１９ ６．６３４８９７

　　注:∗表明在００１临界值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１％显著水平下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和政府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存在一个协

整关系,即在样本期间内５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如下:

LNGDPt＝０１７２LNHOUHOLDt ＋０３４７LNGOVERNMENTt ＋０４７８LNINVESTMENTt －
００１２LNEXPORTt＋μt

方程参数表示弹性系数,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居民消费增长１％,

GDP增长０１７２％;政府消费增长１％时,GDP增长０３４７％;投资增长１％,GDP增长０４７８％;出口增

长１％时,GDP下降００１２％.显然,投资和政府消费对 GDP增长影响最为显著,而居民消费较弱,今
后一定要加强居民消费的培育及其多样化拓展,而出口对GDP是负影响,说明以后要改善出口结构,如
加强高科产品的出口等.

(五)Granger(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表４可以看出:(１)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是强的双向格兰杰原因,这充分体现了收入的增长刺激

了消费,同时,消费的扩大也拉升了经济增长.(２)政府消费是居民消费单向的强的格兰杰原因,充分证

明政府消费有较强的外部性,体现其服务大众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与政府多年来大量的基础

设施建设与投入密切相关.(３)投资在滞后１阶、滞后２阶对居民消费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到滞后３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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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滞后４阶其带动作用有所减弱,与第２点做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目前还是一个强势政府,为今后深化投

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投资效率等指明了方向.(４)出口仅在滞后

１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和政府干预,而非出口.
(六)脉冲分析

出口在滞后１阶对居民消费和投资有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与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实际情况是一致

的,说明在短期内通过大幅拉升出口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说明我国的出口大多是一

些低附加值产品,对经济增长没有一个长期拉动作用,出口应该朝着专业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
如图２所示:(１)居民消费前８期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负效应,从第８期后迅速攀升为正效应.前８

期的负效应说明我国经济以前主要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和通过强势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

对国内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但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始终是消费,所以,在８期后表现为正

效应.但如表１所示,一旦国际经济不景气,投资对经济增长呈现负拉动,所以,加大居民消费的开发力

度,将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着力点.(２)政府消费在前６期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正效应,之后

表现为负效应并持续衰减.这再次警示政府投资应该更多地让位于市场,让市场来决定投资效率,真正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在前６期表现为正效

应,第７期略呈负效应,第８期后立即表现为正效应.这充分证明投资对经济增长较强的拉动作用,随
着投资体制机制的完善,投资对经济的正效应将会更加显著.(４)出口在前６期对经济增长一直表现为

向上的正效应,之后逐渐下降,但一直表现为正向冲击,即证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持续的拉动作用是很

明显的.但一直以来以国企为主导的投资体制也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过剩,所以有时也体

现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下一阶段优化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宏观调控的优先方向之一.
(七)方差分解

表６显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２５５％由其自身决定,４３８％由居民消费贡献,１３６％由政府

消费给出,１２５％由投资提供,４６％由出口创造.这与前面的相关分析一致,也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增长

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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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脉冲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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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Granger检验结果

原 假 设
滞　后　阶　数

１ ２ ３ ４ ５
LNHOUSHOLD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DP １．８７(０．１８) ６．３７(０．０１)３．６９(０．０３)２．９７(０．０４) 不显著

LNGDP 不能 Granger引起 LNHOUSHOLD ４．６７(０．０４)１０．６１(０．００)６．２８(０．００)４．６７(０．００)
LNGOVERN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DP ０．３４(０．５６) １．８３(０．１８)０．６９(０．５６)０．６８(０．６１) 不显著

LNGDP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OVERNMENT １．９３(０．１７) １．８９(０．１７)２．９１(０．０５)３．０７(０．０４)
LNINVEST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DP ３．９５(０．０６) １．７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４６)０．６３(０．６５) 不显著

LNGDP 不能 Granger引起 LNINVESTMENT ０．００７(０．９４)１．９７(０．１６)２．１５(０．１２)０．９４(０．４６)
LNEXPOR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DP ７．５４(０．０１) １．７５(０．１９)１．４８(０．２４)１．２０(０．３４) 不显著

LNGDP 不能 Granger引起 LNEXPORT ０．００７(０．９４)１．２６(０．３０)１．８３(０．１７)１．４９(０．２４)
LNGOVERN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HOUSHOLD ４．０７(０．０５) ５．２５(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２)５．６９(０．００)３．６５(０．０２)
LNHOUSHOLD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OVERNMENT ０．０２(０．９０) ０．６９(０．５１)１．８６(０．１６)１．７０(０．１８)１．２０(０．３４)
LNINVEST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HOUSHOLD ７．３０(０．０１) ４．４４(０．０２)３．０６(０．０５)３．５７(０．０２) 不显著

LNHOUSHOLD 不能 Granger引起 LNINVESTMENT ０．１７(０．６８) １．３６(０．２７)２．１４(０．１２)１．３７(０．２８)
LNEXPOR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HOUSHOLD ６．７８(０．０１) ２．２９(０．１２)１．８３(０．１７)２．０６(０．１２) 不显著

LNHOUSHOLD 不能 Granger引起 LNEXPORT ０．０２(０．９０) ０．１２(０．８９)０．３８(０．７７)０．６１(０．６６)
LNINVEST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OVERNMENT ３．７０(０．０６) ３．８３(０．０３)３．３７(０．０３)２．８１(０．０５) 不显著

LNGOVERN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INVESTMENT ０．６６(０．４２) ３．０８(０．０６)１．８１(０．１７)１．０８(０．３９)
LNEXPOR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GOVERNMENT ２．３５(０．１４) ５．５６(０．０１)２．５２(０．０８)１．７５(０．１７) 不显著

LNGOVERN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EXPORT ０．３４(０．５７) ０．３９(０．６８)０．３７(０．７８)０．４０(０．８０)
LNEXPOR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INVESTMENT ４．９３(０．０３) ３．３３(０．０５)２．６６(０．０７)１．７０(０．１９) 不显著

LNINVESTMENT 不能 Granger引起 LNEXPORT ０．５１(０．４８) ４．５３(０．０２)３．２１(０．０４)２．１６(０．１１)

　　注:括号外为F统计量值,括号内为伴随概率.

表６　LNGDP方差分解结果(％)

预测期 标准误 LNGDP LNHOUSHOLD LNGOVERNMENT LNINVESTMENT LNEXPORT
１ ０．０３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０５６ ６５．２３４ １３．８６８ ６．１８２ １４．６８１ ０．０３５
３ ０．０８３ ３２．５７１ ３５．４０３ ８．１８６ ２３．２１０ ０．６３０
４ ０．１０２ ２１．７７４ ４６．０５４ ７．３５９ ２４．０９５ ０．７１９
５ ０．１１８ １７．４４８ ５３．８８６ ６．７０５ ２０．７６２ １．１９８
６ ０．１３０ １９．４３０ ５５．５３２ ５．６４９ １７．１０５ ２．２８４
７ ０．１４０ ２４．６２１ ５１．６４９ ５．４４３ １４．８８９ ３．３９８
８ ０．１４７ ２７．９６２ ４６．６９０ ７．７０１ １３．４５２ ４．１９４
９ ０．１５６ ２７．９１８ ４３．５１０ １１．２７７ １２．６０３ ４．６９２
１０ ０．１６６ ２５．５４７ ４３．８４５ １３．５６４ １２．４６８ ４．５７６

CholeskyOrdering:LNGDPLNHOUSHOLDLNGOVERNMENTLNINVESTMENTLNEXPORT

四、结论

第一,在以往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很少有将政府消费作为其影响因素之一进行分析,本文协整

检验关系中,Granger检验中,在脉冲分析及方差分解中均体现出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重大影响.
尤其在我国还不是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时,既要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又要限制政府

的“过于作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

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第二,必须指出,在脉冲分析中,居民消费的前８期对经济增长的负冲击,说明了我们对消费市场的

开发不到位,忽略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和长期性作用.以往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大规模的基建投

入,即是走财政杠杆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作用不

大.所以,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内涵式建设,培育新型的消费热点,如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消费

和文化消费等.
第三,在本文的所有分析中,投资均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表现.但不得不指出,以往的经济波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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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由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所导致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占了主角,如果继续以前的做法,会延缓甚至

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转型.所以,下一阶段,一方面要注意投资的结构和效益;另一方面则是改

政府投资主导为民间投资主导,用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投资的效率.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出口在协整分析中对经济增长有一个负效应,但在 Granger检验、脉冲分析和

方差分解中均有好的表现.这说明了以往我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尽管在短期内会带动劳动密集

型和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规模扩张与产能释放,表现积极的经济拉动作用,但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和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下一步应该走出口专业化和高级化的道路,优化出口结构和努力提高出口

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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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危机处置的微观视角∗

王小毅　熊　伟

摘　要:质量问题危机往往是以微观个体认知行为作为基础.在实际中,常常是因为当

事人的非理性,导致质量问题从单一事件演变为社会问题.因此,将宏观质量管理研究的触

角,深入到质量背后的用户认知机制,可以为解决这类难题打开一扇新的“窗口”.研究主要运

用行为学和认知神经学的方法,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确定无产品质量问题”“可控产品质量

问题”和“不可控产品质量问题”三类信息的启动下,研究消费者的风险的评估过程.研究结果

发现,不可控质量问题远比可控质量问题对消费者的影响大;消费者会首先感知到它的存在,
该过程在大脑认知加工中属于恐慌和负性情绪加工,因此容易因情绪激化而被放大.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质量问题危机处置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对质量问题的控制感,缄默回避反

而会引发更大危机.
关键词:风险感知;不确定性风险;不可控;恐慌

一、引言

谈及质量问题的危机处置,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会是借助宏观管理手段,包括危机监控、应急处置

预案等.程虹(２０１０)指出,宏观质量问题是指区域性的质量问题给人们带来的安全伤害,其构成边界包

括产品与商业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等.由此推论,宏观质量问题是要以人们对于质

量问题所带来安全伤害的感受与反应作为实现条件.在现实中,区域性的总体质量问题与孤立的单一

质量问题的关键区别,往往在于是否出现伴随性的突发社会事件.这种区域性的质量问题社会事件,其
演变与当事人、关联利益群体、围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心理、生理反应密切相关.从质量责任单位和政

府角度来看,宏观质量问题很多时候往往是由于大众对质量问题的“过度”反应与“非理性”行为,结果造

成传统质量管理无法解决的失控局面;但是,站在用户的个体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所谓的“非理性”行为,
其背后都有符合科学规律的从认知学到心理学再到传播学和社会学的逻辑.

知觉是人脑对经由感官器官获得的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的整体的反映,是人们认识日常活动的基

础,同时也是构成人们消费与使用行为的重要环节.质量,站在用户视角,同样是一种知觉的子类.任

何产品质量要素,包括功能、外观、服务等,首先会被人们所感知到,而这些感知信息又最终在人脑中被

整合,最后才形成一个完整的质量认知.现实中,普通用户并不具备全面而完整的产品知识,不可能全

面科学地判定其所使用的产品的客观质量状况.因此对于用户而言,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质量概念,而
是客观质量在其认知层面的映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质量”概念的诞生主要是来自于对风险

的规避(例如,食品质量关乎健康和生存).由于用户不具备产品的全部质量信息,同时也不可能消耗大

量的认知资源去感知全部质量细节,因此更多地采用“走捷径”的方法.最常用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眼、
耳、鼻、舌、身等感官,对产品的形状、重量、手感、色泽等物理属性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形成初步的质量印

象(例如,重而鲜泽的食物代表质量好,而颜色奇怪的食物往往代表变质).它所依赖的是人们长期生活

和工作中所形成的刻板的印象和经验.虽然认知加工速度快,但是却不稳定和不可靠,所以还需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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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信息来辅助进行决策判断.产品说明、广告、使用示范、社会推荐等,就起到了很好的信息补充作

用.这种在知觉层面的质量产生过程,在传统质量管理中还是一个“黑箱”.
尽管在J．M．朱兰博士主编的«质量控制手册»中已有专门章节涉及人的心理问题,但并没有作为质

量管控体系的关键部分加以阐述.实际上,传统质量管理与控制,所针对的主要是生产环节的物化对

象,因此可以通过精确的测量与统计来实现最优的管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人,往往是通过

规制的方法要求人依附于物化的管控系统.可以这样说,传统质量管控常常是努力“抹除”由人所带来

的不确定.但是一旦进入宏观质量管理,由于对象扩展到了用户,原有的方法系统已经不能完全适用.
在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中,由于组织行为学不断融入,尤其是 TQC的提出,理论与实践逐渐开始从只

是强调人对质量管控体系稳定性的影响作用转变为强调在质量管控体系中纳入人的因素,我国学者还

曾经提出过“质量心理学”概念(李正权,１９８９).但是由于这段时期我国总体上是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更
多关注的是生产环节人的心理状态,却很少涉及产品用户质量感知.程虹(２０１３)开创性地从消费者感

知的角度构建了我国宏观质量状况的分析模型,并采用了定量化的质量满意度调查方法来分析宏观质

量.与问卷打分法相比,实验室研究,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到宏观现象背后的用户的认知规律,恰恰可以

为解决这类难题打开一扇科学的“窗口”.本文将尝试从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认知活动,来论述由于用

户的微观机理而导致宏观质量问题的出现.

二、文献综述

用户视角的质量问题感知,与之密切相关更具有一般认知意义的概念是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传统风险理论主要基于效用理论而发展.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expectedutility)认为

人们能够对每一事件的发生概率给出主观概率估计(Savage,１９５４),这种概率的大小就是一种风险表

征.但是,后来又许多学者都发现在实际情境中,人们对感知风险要更加复杂.
(一)感知风险的定义

Bauer(１９６０)最早对消费者感知风险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感,
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决策风险感,它主要来自于对自己所使用产品的不确定感,即不能确定自己的购买和

后来的持续使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伴随产品使用的全过程.Bauer对

感知风险的内涵强调两点,一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二是结果出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之后,Cox(１９６７)
进一步扩大了感知风险的范畴,他认为应该基于一个消费者目标导向的假设,即假定消费者在购买和使

用产品的 时 候 有 明 确 目 标,那 么 不 能 达 到 预 期 目 标 都 可 称 之 为 风 险.在 Cox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Cunningham(１９６７)提出了双因素模型,即感知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后果的危害性.
(二)不确定性风险

不确定决策理论是风险评估和决策理论研究的核心.Knight(１９２１)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的概

念:选择结果随机,但发生概率可用数字表达的称为确定性风险(如,一种产品“具有２％的可能性会产

生故障”);不能给出唯一结果或精确概率的称为含糊风险(如,一种产品“产生故障的可能性是有的,但
不是很大”).Ellsberg于１９６１年再次提出了风险与含糊(用含糊取代了不确定)之间的区别,认为人们

倾向于规避含糊概率(Ellsberg,１９６１).类似的,质量管理学中也将产品质量风险信息分为两类:第一

类是直接披露的产品质量风险信息,主要是关于产品使用所可能导致的直接风险(Menonetal．,２００３);第
二类是用户做出的推论,甚至这种风险还很不确定(MeyerowitzChaiken,１９８７;Rothman&Salovey,１９９７).

近年来,风险感知的脑神经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Smith等人２００２年在ManagementScience
上,报告了面对风险问题时,回报结构(收益/损失)与信念结构(含糊/风险)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脑区;

Hsu等人２００５年在Science上则进一步报告了含糊信息和风险概率信息是两个独立的脑区.很多神

经学证据倾向于支持不确定性决策问题中,回报估计、风险评估是多个相互独立的认知机制综合的结

果,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如传统风险决策模型中所描述的那种转化关系,则还在进一步探索中,如表

１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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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与风险决策有关的大脑皮层结构

要素 效用理论特征 脑区

价值

反应奖赏幅度 多巴胺系统、前额叶、纹状体、后扣带回

预测奖赏错误 中脑多巴胺系统

编码结果的主观价值 眶额叶

预测奖赏信号 纹状体、背外侧前额叶,眶额叶,前/后扣带回、后顶叶

概率
获得奖赏的主观概率 腹内侧前额叶

评估概率的含糊程度 杏仁核、眶额叶、背内侧前额叶

效用
计算效用

决策效用 纹状体、背外侧前额叶、眶额叶、前/后扣带回、后顶叶

体验效用 眶额叶、前/后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

表征负效用 前扣带回

　　实际上,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和脑活动测量仪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认知神经科学在经济、商
业、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应用迅速发展,并发展出了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和神经营销学

(Neuromarketing)、决策神经科学(DecisionNeuroscience)和神经管理学(Neuromanagement)(马庆

国、王小毅,２００６).而神经质量管理学则是上述多个分支领域的进一步交叉的产物.神经质量管理学

更强调从用户角度研究质量感知,以及由质量引发的风险感知,并从中获得新的发现,从而改进产品质

量设计,对质量问题进行管理干预,降低质量问题造成的市场不利影响.
(三)质量问题危机的应对策略

关于质量问题危机的应对策略,一般依照危机的演变过程进行分阶段处置的方法.最直接的划分

阶段是依照处置效果划分,例如“平息—恶化”(McLauglin,Cody&０′Hair,１９８３),以平息为目的的处

置鼓励承认错误以换取受害者的认同,而恶化的原因可能来自于过分保护企业形象并否认过失.类似的

处置策略还有 Marcus和Goodman(１９９１)的“和解—辩解”,Siomkos和Shrivastava(１９９３)的“否认—纠正”.
以此为基础,Coombs(１９９８)在“辩解—和解”向量维度上依次划分出了攻击、否认、借口、辩护、迎合、纠正、
道歉一共７种处置策略.与上诉划分有所不同的,Griffin等(１９９１)强调了还存在一种策略“缄默”.

关于哪种处置策略最好的问题,还存在多种观点.Siomkos和 Kurzbard(１９９４)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发现和解策略最能补救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比如:积极承担责任、诚实发布质量问题信息、积极关

注用户的利益、以及其他表现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方法(Laufer& Coombs,２００６;Vassilikopoulouetal．,

２００９).王晓玉、吴纪元和晃钢令(２００６)通过实验证实,企业应对、专家应对、企业和专家双重应对消费

者考虑集呈正面影响.方正、江明华、杨洋和李蔚用实验研究方法发现,产品伤害危机类型对最优应对

策略存在调节作用,在可辩解型中最优的是辩解策略,在不可辩解型中最优的是和解策略.由于这类研

究更多的是基于危机传播的视角,而不同的事件对象、不同的情境,危机处置策略往往是变化的.本文

希望能够在更微观的认知层面来探讨该问题.

三、产品质量问题风险感知的实验研究

(一)预实验

从淘宝上随机选择一款电动产品的照片,并添加文字描述,分别是:“该产品的质量没出现过问题”、
“该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概率可控制在１０％以内”(在０５％－３％之间随机设置)、“该产品的质量问题

不明”三种类型.在浙江大学校园内随机找寻学生,对其中一种类型的产品进行７级量表的风险评估(１
为没有风险,７为有很大风险)和是否愿意使用(１为不愿意使用,７为很愿意使用).每种类型分别找５０
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风险评估 M 确定无质量问题＝２５０,风险评估 M 可控质量问题＝５３２,风
险评估 M 不可控质量问题＝５６８;使用意愿 M 确定无质量问题＝６３８,使用意愿 M 可控质量问题＝
３１４,使用意愿 M 不可控质量问题＝３００.进一步的卡方检验发现,风险评估在可控质量问题与不可

控质量问题之间无显著差异(p＞０１),确定无问题与可控质量问题、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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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０００);使用意愿在可控质量问题与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无显著差异(p＞０１),确定无问题与可控

质量问题、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有显著差异(p＜００５).由此可见,基于随机问卷调查的方法,消费者并

不能有效区分可控质量问题和不可控质量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操作过程

３０位健康的浙江大学经济管理类学生作有偿被试,其中女性１９位,均为右利手,年龄１９－２４岁

(平均年龄２２岁).在实验设计中,我们设计了三种产品质量风险作为启动刺激,分别是确定无质量问

题(确定决策)、可控质量问题(风险决策)、不可控质量问题(含糊决策)三种类型,分别被表述为:“该产

品的质量没出现过问题”、“该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概率可控制在１０％以内”(在０５％－３％之间随机

设置)、“该产品的质量问题不明”.为了区别每次刺激,在上述三种类型的刺激图片上增加了无重复的

虚构品牌与产品名称,每类３０种.为了更符合被调查者的实际情况,产品均为日常使用的类别,例如电

动器械、电气、用具等.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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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刺激图片与范式示例

　　被试在正式实验之前,被要求仔细阅读实验指导语.在阅读完成之后,被要求做个示例以确认其正

确理解实验指导语.被试的任务是关注电脑屏幕上呈现的启动刺激,根据启动刺激提供的产品质量信

息,做出是否决定使用该产品的决策.
(三)研究分析与研究结果

１．行为数据分析

在本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对产品质量问题做出选择按键反应,因此实验的行为数据包括了两方

面:不同决策情境的决策反应时间和不同决策情境决策判断的确定率.决策反应时是指从被试看到决

策情境的目标刺激开始,到按键做出决策判断之间的这段时间,它代表了决策者做出情境决策的最短时

间,体现了认知和情感加工程度的差异.决策判断的确定率为决策者判断确定个数与判断总数的比例.
确定无质量问题、可控质量问题、不可控质量问题这三种决策情境下,其行为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决策类型行为数据描述性统计

决策类型 有效样本 反应时均值 反应时标准差 确定率均值 确定率标准差

确定无质量问题 ３０ ４５１．４５ ７０．１５ ９２．３７ ５．２１
可控质量问题 ３０ ５６７．２４ ８９．２５ ５２．１３ ４．６７

不可控质量问题 ３０ ６０１．２８ ９８．１３ ４３．６９ ４．３１

　　在确定无质量问题、可控质量问题和不可控质量问题这三种条件下,被试的决策判断反应时、准确

率差异:不可控质量问题的确定使用率小于可控质量问题;可控质量问题的确定使用率小于确定无质量

问题.对三种决策类型的确定率做单因素(决策类型:确定、风险、含糊)被试内重复方差检验.统计检

验结果表明,确定无质量问题、可控质量问题和不可控质量问题之间存在显著的主效应,F(２,６０)＝
５３２５８,p＜０００.进一步的决策类型配对比较检验结果显示,不可控质量问题显著小于确定无质量问

题,同时也显著小于可控质量问题,可控质量问题显著小于确定无质量问题.

２．脑电波分析

连续记录原始脑电波EEG,然后经过离线处理:排除眼动和其他伪迹(剔除标准定为±＞８０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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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分析时程为１０００毫秒,从决策情境刺激呈现前的２００毫秒(基线)到决策刺激呈现后的８００毫

秒.脑电分段根据不同的决策类型(确定、风险、含糊)分别进行平均叠加,平均后的脑电数据再用低通

３０Hz(１６dB/Octave)的滤波,得到三条脑电波线.
从脑电波数据来看,在对质量问题进行感知并做出是否使用的１秒钟的决策过程中,三种不同质量

风险类型在三个不同的脑电波成分上表现出了明显差异,详见图２.第一个成分是早期正成分,其峰值

潜伏期在决策刺激呈现后的２５０毫秒左右,主要分布在额中央区,称之为P２.采用baseＧtoＧpeak的方

法,用２００－２５０毫秒时间段的平均振幅做分析.第二个成分是 N２,其峰值潜伏期是３００毫秒左右,最
大峰值出现在额区.同样采用baseＧtoＧpeak的方法,采用２５０－３５０毫秒时间段的平均振幅做分析.第

三个成分是P３成分,其峰值潜伏期出现在４００－５００毫秒之间.为了研究不同类别决策情境的神经处

理过程的内在关联性,使用被试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withＧsubjectsRepeatedＧmeasureofANOVA)的
统计处理方法,并用 GＧG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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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质量问题风险情境出现时使用决策过程的脑地形图
　

　　P２脑电成分分析:在事件相关脑电位分析中,P２是指２００毫秒左右出现的正电位.它往往与人的

恐慌、负性情绪密切相关.根据本实验的目的和总平均图的波形特征,结合P２成分的分布特征及其代

表的含义,选取额中央区作为分析部位的代表点.针对额中央区P２成分做３(决策类型:确定决策、风
险决策和含糊决策)×９(电极:F１,FZ,F２,FC１,FCZ,FC２,C１,CZ,C２)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决策类型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２,６０)＝５６４３,p＜００１;电极没有主效应,F(８,２３２)＝２５８７,p＞０１;
决策类型和电极的交互效应不存在,F(１６,４６４)＝０５７５,p＞０５.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不可控质量问

题的P２振幅显著小于可控质量问题,p＜００１;亦显著小于确定无质量问题,p＜００１;可控质量问题与

确定无质量问题的P２振幅没有显著差异,p＞０５.

N２脑电成分分析:在事件相关脑电位分析中,N２是指２００毫秒左右出现的负电位.它往往与人的

风险判别密切相关.根据本实验目的和总平均图的波形特征,结合 N２成分的分布特征及其代表的含

义,选取额区、额中央区电极点作为分析部位的代表点.针对 N２成分做３(决策类型:确定决策、风险决

策和含糊决策)×６(电极:F３,FZ,F４,FC３,FCZ,FC４)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决策类型具有

显著的主效应,F(２,６０)＝２１１４３,p＜０００;电极具有显著主效应,F(５,１４５)＝７９５２,p＜０００;决策类

型和电极的交互效应存在,F(１０,２９０)＝９２１４,p＜００１.结果发现,不可控质量问题的 N２振幅显著大

于可控制质量问题的 N２振幅,p＜００１;亦显著大于确定无质量问题的 N２振幅,p＜０００;可控制质量

问题的 N２振幅显著大于确定无质量问题的 N２振幅,p＜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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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决策类型P２成分事件相关脑电位波形图
　

　　P３脑电成分分析:在事件相关脑电位分析中,P３是指３００毫秒以后出现的正电位.它往往与人的

记忆、复杂判断、决策信念密切相关.根据本实验的目的和总平均图的波形特征,结合P３成分的分布

特征及其代表的含义,选取中央区电极点作为分析部位的代表点.完全无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大于

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大于不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不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

潜伏期略大于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为了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三种决策类型的

P３峰值潜伏期做１(峰值潜伏期)×３(决策类型:确定、风险、含糊)重复测量方差检验.统计结果表明

决策类型具有显著主效应,F(２,６０)＝９３５１,p＜００１.因此,针对决策类型再做配对比较,发现确定无

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显著大于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p＜００１,亦显著大于不可控质量

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p＜００１;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与不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峰值潜伏期

没有显著差异,p＞０５.针对P３成分３５０－４５０ms时间窗的振幅做３(决策类型:确定决策、风险决策

和含糊决策)×９(电极:C３,CZ,C４,CP３,CPZ,CP４,P３,PZ,P４)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决策类型没有主效应,F(２,６０)＝１３０３,p＞０５;电极具有显著主效应,F(８,２３２)＝９８６５,p＜００１;决
策类型和电极的交互效应存在,F(１６,４６４)＝８．３２５,p＜０．０１.进一步分析三种决策类型之间在P３成分

上的关系,发现确定无质量问题的P３振幅显著大于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振幅,p＜０．００;亦显著大于不可

控质量问题的P３振幅,p＜０．００;可控质量问题与不可控质量问题的P３振幅没有显著差异,p＞０．１.

四、研究结果讨论

质量问题危机处置的前提是正确判断用户在质量问题风险面前的感知.由于风险决策可以分为确

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含糊风险两类,它们在实际质量问题中往往表现为可控质量问题和不可控质量问

题.过去宏观质量管理对该问题并不关注,而实际上很多质量问题危机处置行为会将不可控质量问题

转化为可控质量问题(例如,主动披露质量问题信息),或者将可控质量问题转化为不可控质量问题(例
如,采取缄默策略).本文在前测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的确不能区分可控质量问题(风险决策)与
不可控质量问题(含糊决策)问题,说明同危机处置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但是,更为微观的脑电波实验研究却发现,不同质量问题的有不同的脑电反应.不同的脑电特征反

映了消费者在面对产品质量问题时的认知加工活动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风险信息

进行评估的神经电生理机制,并支持了过去传统决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假设,即含糊决策尽管是与一般

风险决策相独立的两种不确定决策问题,但是可以被处理为一般风险决策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由此

可发现,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风险信息的评估,依照时间过程,在认知加工上可形成三个阶段,如图４所示.
不可控质量问题远比可控质量问题对消费者的影响大;消费者会首先感知到它的存在,并会诱发恐

慌和负性情绪,如果在这个过程情绪会被外部环境激化,那么会进一步加大对不可控质量问题的感知.
在认知神经学上,P２其与杏仁核的活跃有较大的关系,因此容易受到情绪效价的影响,甚至可以推测,
不可控质量问题感知在早期与负性情绪加工或危险信号注意有相近似的脑活动区域和脑机制.因此,
外生的负性情绪会很大程度的加大消费者对不可控产品质量问题风险的感知,或者反过来不可控质量

问题会加大消费者的负性情绪.其次,不可控质量问题最终会在消费者大脑中转化为类似于可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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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感知,从而形成明确的风险判断.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消费者已经很难再区分可控质量问题与不可

控质量问题之间的区别,而只能判断出两者的风险程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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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产品质量问题风险决策的三阶段认知加工过程
　

　　它对产品质量问题危机处置的现实意义在于:由于多数质量问题都具有不仅可控的特征(用户不可

能具有确切的质量问题发生概率信息),因此会努力尝试收集各种信息或者通过自身的经验判断,将其

转化为可控的质量问题.不确定性规避是人的天性,因此这种过程是自然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采
取缄默或者不能增加控制感的措施(例如,在没有公布质量问题信息的情况下提出补偿计划),反而会带

来恐慌情绪;如果这个过程中有处置不当行为带来负面情绪,那么会进一步带来不确定风险感;情绪与

失控不确定感会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不仅延缓了人们对不可控质量问题的认知过程,
最终还是提高对它的风险判断.而最佳的处置方法,应该是及时披露质量信息,或者采取增进质量问题

控制感的行为(例如,向公众介绍企业的质量管控体系,政府在关键管控点上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五、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尝试从微观研究视角,以消费者/用户为对象来分析宏观质量管理问题的大脑认知与行为,
通过对产品质量风险感知机制的研究得出具有指导现实意义的结论.研究结果首先可以用于识别消费

者在产品质量问题危机下的,风险感知、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问题可控性的感受以及对其最终风险感知的

影响,其次可以推测企业及政府应对具体事件的不同措施对消费者风险感知和消费决策的不同作用,从而

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危机处置应对措施,同时还可以对消费者行为进行持续监测和过程推演,结合目前使

用的舆情监控、消费者质量感知调查等宏观质量管理方法,可以更好地达到预测危机、防患未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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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及其模式变迁:
一个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

张峻豪

摘　要:近几年,食品安全监管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总

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中,基础型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尽管有学者从新制度经

济学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及其绩效做出研究,但很少有学者使用产权理论对该问

题做出全面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和目标,及政府主导的食品

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与发展趋势进行产权分析,希望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

分析框架.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监管模式变迁;产权分析;公共领域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

问题和监管的思考.首先,在为何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方面,Akerlof(１９７０)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提供

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解释方法.其后,这种方法得到不断发展(Antle,１９９５).Nelson(１９７０)、Darby和

Karni(１９７３)根据消费者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从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的角度,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
经验品和信任品,认为由于大多数食品兼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因而在食品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逆向

选择问题,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在政府对食品市场进行监管方面,公共利益理论为政府进行

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Utton(１９８６)、Noll(１９８９)、Becker(l９８３、１９８５)等人都对公共利益

理论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政府监管并不一定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

Stigler(１９７１)则通过经验验证对公共利益理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政府俘获的思想.目前激

励规制理论被用于研究如何让政府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
由于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学者非常关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及其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不但指出目前的分段式监管方式存在政出多门(林闽钢等,２００８),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执法不力

的状况,还指出了政府主导的监管中存在监管权垄断(张璇、陈福中,２０１０),监管碎片化(李静,２０１１),监
管权分配不合理(余晖,２００３),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王耀忠,２００５)等问题.对此,研究者纷纷从模式上

提出自己的解决方式,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应该改“分段”监管为“垂直”或“独立”监管(韩忠伟、李玉基,

２０１０),而政府主导的单一食品安全监管形式,应向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元食品安全

监管形式过度(李长健、张锋,２００７;张亚菁,２００８;秦利等,２００８等).严海娜(２００９),刘鹏(２０１０)等学者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了食品安全监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进行

制度改进的建议.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中,缺乏理论分析基础.尽管博弈论被普遍用于分析

食品安全监管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及自律条件,但缺乏理论上的深入解释.制度变迁理论虽然能够

解释监管模式的变迁历程,但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对政府本身的讨论,没有得到扩展(严海娜,２００９;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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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此外,制度变迁理论也没有深入地解释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也有学者使用治理理论来阐述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共同治理变迁趋势,但该理论本身就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与其他理论相

比,产权理论不但能够从静态上解释如何有效地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问题,还能从动态产权维护的角

度,将所有利益主体融合在一起,深刻地解释监管模式变迁的动力问题.使用产权理论进行的研究不

多,主要有程启智(２００２)、李光德(２００８)、汪普庆与周德翼(２００８)等人使用产权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理

论分析工具,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使用产权理论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希
望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以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变迁的讨论,建构食

品安全监管的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以该框架为基础,探析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安排向多中心发展的必然

性和制度设计的构想.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外部性、内部性与市场失灵

市场无法有效抑制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食品具备着如 Nelson(１９７０)所说的不同属

性.在信息不对称时,消费者无法获知所消费食品的详细信息,从而无法清晰界定自己的产权边界,为
生产者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市场陷入失灵状态,并通过出现的外部性与内

部性问题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应对食品不安全的问题,才需要政府通过监管的形式

进行干预.
(一)外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外部性是由于产权边界不确定引起的,是指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的影响.例如,大
型超市的建立,可以引来大量顾客,这使得超市周边的销售单位的收益机会大大提高.外部性可以分为

两类,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指市场主体的活动,可以给其他主体带来好处,增加社会收益.上面

超市的例子便是一个正外部性的例子.相反,负外部性是指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其他主体带来了负面效

应,从而降低了其社会收益,增加了其社会成本.例如企业生产噪音太大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负外部性.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界定不清晰是产生外部性的原因.

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表现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其负外部性的情况是,在食品

市场上,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对提供优质食品企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产生一种负的外部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消费者在食用了劣质食品的生产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后,产生了负面效应,消费者就

会减少类似食品的购买,这将会影响提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此外,当提供劣质食品的生产企

业因为低价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会减少消费者对正规食品的购买,出现“劣币驱除良币效应”,影响提

供优质食品的生产企业的业绩,这样,原有的优质食品提供者可能就会转向提供劣质食品.
(二)内部性与食品安全监管

在经济学术语中,外部性概念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与此相反,内部性这个概念显得不那么为人所知.
较深入提出一般性“内部化”概念的是美国规制经济学家史普博,他在其著作«管制与市场»中对“内部

性”进行了定义:“由交易者所承担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反映的利益和成本”.根据该定义,引起内部

性的原因与外部性一样,也是交易费用.这里的交易费用包括:(１)签约时的成本;(２)签约方在不完全

信息下监督合约的成本;(３)签约方收集签约另一方的信息时发生的成本.据此,史普博认为内部性与

外部性一样,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内部性的后果一样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一般来说,内
部性可分为正内部性和负内部性.正内部性就是合约一方可以接收到合约另一方所带来的好处,且不

需要为此额外付费.负内部性与正内部性相反,指合约一方可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实际给合约的另一方

带来损失,而没有在合约中指明对这种损失的赔偿.例如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约中注明了食物的

部分成分,但却隐瞒了带来不确定风险的信息.
由于内部性与外部性有相同的引发原因,因此,产权理论也可以作为对内部性进行分析的有效工

具.程启智(２００２)运用产权理论对内部性和外部性及其政府管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从产

权的角度看,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内部性问题的产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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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部性一样,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产权问题”.
无论是出现负外部性还是负内部性,都会引起市场失灵.归其根源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

中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产权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因为该问题实际上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所以,在这

种情况下,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为了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有必要出面实施监管.

三、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产权界定、公共领域与制度安排

清晰的产权边界是市场良性运行的前提,因此,产权界定成为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产权界

定就是确定财产权利的归属主体.产权界定涉及其重要性、原则、属性等诸多问题.最早发现产权界定

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的是科斯.科斯之后,以德姆塞茨、巴泽尔、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

产权界定的属性及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作用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产权界定问题的视野.
鉴于巴泽尔在解释微观经济行为中扩展了产权理论的应用范围,形成了泛产权解释框架,本文中将基于

他的产权界定思想来讨论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
(一)产权界定的特征

科斯揭示了产权界定对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告诉我们,产权究竟能够界定到什

么程度,产权界定的过程具有什么特点.对于这些问题,巴泽尔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产权界定

只能做到相对清晰的观点,即产权界定具有相对性和渐进性.
首先,产权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巴泽尔认为资产的产权是不可能被完全界定的,因为,每一项资产

都具有许多属性,如果要将产权完全界定清晰,就需要对这些属性做充分认识,掌握完整的属性信息,但
这个认知的过程需要不断付出交易费用.再说人们也不会对资产的所有属性都感兴趣,他们只会在交

易费用的约束下,对感兴趣的属性进行排序,然后按照顺序去了解,直到到达资产产权界定的边界点,在
这个边界点上产权界定带来的净收益是零,如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因此

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时候,产权的界定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产权界定的相对性导致了资产的

权利总会有部分没有被界定,这部分没有被界定的产权就会进入巴泽尔所说的“公共领域”之中.
其次,产权界定具有渐进性.资产的价值不会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资产的价值属性的变化,产权也

会随之变化.之前产权界定相对性的论述中,提到了界定产权的边界点,在这个边界上产权界定带来的

净收益是零,如果超过这一边界继续界定,资产所有者就会受到损失.但情况会随着技术的改变而发生

改变,当这个边界点上的属性的价值发生变化,或者边界点之后的产权属性价值发生变化,由于交易费

用的下降,边界点就会后移,直到一个新的边界点.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产权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过程,
因此可以说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巴泽尔关于产权界定的观点对于产权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之前的经济学家在产权的研

究中都认为产权要么是可以完全清晰界定的,要么就是不可能被界定的,而没有人指出产权界定的中间

状态,没有看到产权界定中还存在着“公共领域”.而这个公共领域的提出,为许多经济学现象的解释提

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本文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使用巴泽尔对产权界定的观点为理论基础.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实质与产权制度安排

基于上述对从产权理论角度,对食品不安全的分析及产权界定特征的介绍,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实际上是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内部性问题,从产权理论角度看,就是食品交易中消费者应该享有的一部

分食品安全的权利进入了公共领域,而这部分权利可以被转化为收益;作为信息上有优势的一方,食品

生产、加工等提供方会想方设法地攫取公共领域中的这部分财富.而消费者作为信息缺乏方,由于产权

界定和维护的交易费用过高,不得不放弃这部分权利,从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严重地甚至会危及生命.
因此,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就是要帮助食品消费者维护“食品安全”的权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提供信

息,来尽可能地帮助消费者进行产权界定和维护,抑制信息占有优势一方过度对公共领域中利益的攫取.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要进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就需要

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监管模式与激励和约束方式的组合.在食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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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和消费者的交易中,这个制度安排就能够通过提供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抑制食品生产者的

投机行为,降低消费者界定产品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来尽可能清晰界定双方的产权边界,并在较低

交易费用下维护这个边界,这样因信息不对称而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便会减少,而食品生产者不敢过

度攫取公共领域中的利益,使得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权利得到维护,达到食品安全监管的目标(如图１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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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逻辑
　

四、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从政府单一治理到社会参与治理的产权分析逻辑

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对于其监管绩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食

品卫生监管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相应地也经历着多部门向单一部门监管的历程.从产权理论的角

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变迁,实质上是部门监管外部性消解的过程.尽管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

监管模式在向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但监管需要付出行政成本,因此其有效监管边界是有限的,超出这

个范围的监管效果就会变得低下或失灵.故此,有效的监管模式不能是单一的政府主导,而需要形成社

会多元治理的格局.
(一)多部门监管到单一部门监管:外部性与监管绩效

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不断变迁,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食品安

全监管模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从产权理论角度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从多部门监管向单

一部门监管过渡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不断的监管权内部化来消解部门监管的外部性的过程.本

文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的演进阶段来具体分析.

１．卫生部门主导,多部门辅助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存在于计划经济与经济转型时期,时间约为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年.在这一时期,食品产业处于开

始发展的阶段,对于食品监管的理念还停留在卫生层面,卫生部是食品卫生监管的主要部门,特别是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正式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确立了卫生部的主导地位.但

同时,涉及到食品卫生监管的权力作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又被分散在不同部门,如轻工部、粮食部、农
业部、化学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等部门里面都有食品生产和经营部门.尽管这一时期卫

生部门是监管的主导,但是由于法律障碍、专业化经验、资源竞争等因素的作用,以及部门监管产生的外

部性效应(颜海娜等,２００９),使得一方面卫生部门无法完全主导整个监管的过程,另一方面监管权力也

在不断向食品链涉及的相关部门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多部门监管的局面,在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制

度显得重重叠叠,非常的复杂,且职能分散,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不畅.

２．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食品卫生监管模式

该模式出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多部门食品卫生监管时期(１９９３—２００２).该阶段中,由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目标的确立,食品领域的政企合一的模式被打破,我国食品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旧的«食
品卫生法»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于是在１９８５年后,修订后的«食品卫生法»通过并开始实行.该法从

法律角度完善了参与食品卫生监管的各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尽管监管的格局仍然是卫生部门为主导,
质检、工商等部门共同监管,多部门监管的弊端没有根本解决,但部门监管的外部性通过不断内部化而

得以减小,为向下一个监管模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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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我国爆发的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极大地引起人们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的关注,也暴露出了原有监管体系中监管缺失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多部门分环节监管为主、分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同

时,«决定»调整了原有监管部门的责任范围,将食品监管职责分环节赋予了农业部、卫生部、质检、工商、
食药监等几个部门(如图２所示).这样,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就从多部门管理一个环节变成一个部门管

理一个环节的形式,«决定»将卫生部主导的多部门监管模式转向“五龙治水”模式,使得部门之间的监管

职责更加明确,整体监管边界得到扩展.
之后,为了防止各大监管部门利用部门立法的职权谋取利益,以及促进各部门间的协调,２００９年６

月１日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该法中不但明确了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

式,同时,为了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还成立了以副总理直接领导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监管部

门间的协调机构.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食品安全监管权更加集中,分工也更加明确.食品安全

委员会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部门间协调不好的问题.也为多部门监管转型为单一部门监管模

式创造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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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尽管分环节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优于多部门共同监管的模式,但该模式无

法根本改变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的弊端,从减少行政成本与提高监管绩效的角度看,监管模式还有进一步

完善的空间.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形成单一部门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公布

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就提出要整合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将其转交给将

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
(二)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治理:监管边界扩张下的必然趋势

巴泽尔从产权维护的视角,解释了奴隶制度的崩溃.这表明产权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制度变迁的内

在动力问题.同样,产权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会向社会参与治理方向

发展.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条件是现有制度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而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制度变

革者预期新的制度能够带来大于成本的收益.只有当条件与动力二者都具备时,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１．制度变迁的条件: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有效边界,即在这个边界之外,政府的监管可能

失效,失效的理由可能是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并伴有寻租行为的发生.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食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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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在监管中也就将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当行政成本太高时,政府的监管将变得

非常无力.尽管政府可以通过集中监管权的方式,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明确监管的有效边界,但这边界总

是存在的.因此,完全靠政府监管是无法解决食品安全这个社会问题的,监管制度需要变迁.

２．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与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

首先,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力.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如果所消费的食

品因质量问题伤害了自身的健康,其就会产生投诉或起诉的意愿,这就是产权维护的行为.当政府不能

较好地实行有效食品安全监管时,消费者可能会通过大众媒体或网络,向政府施加压力.压力的大小取

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程度.其次,食品生产者的产权维护行为会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的变迁.其原因在于,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将产生惩罚提供违规的食品生产者,同时奖励提供安全食品

的生产者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前文所提到的负外部性问题.如果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有效维

持这个激励机制,那么食品生产者就会进行产权维护行为,而出现食品市场上的“劣币驱除良币效应”.

３．制度变迁的方向:有序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

政府无法负担完全的食品安全监管的费用,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成

本分摊机制.首先,通过鼓励消费者的产权维护行为,培养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举报意识,有效遏制不安

全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其次,通过鼓励食品生产者间信誉机制的形成,产生企业间的自组织式的自我规

制发展路径;最后,支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社会中介组织在行业监管的某些

方面具有政府监管部门不具有的优势,例如信息的获取、标准的制定、协调沟通、促进行业自律、宣传教

育等.可以看到,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能起到

较大作用的.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文使用产权理论对政府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然性、目标及模式变迁等一些列关键性的研究方

向做出解释,试图以此来建构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理论解释基础.该做法的意义在于,食品安

全监管实质上就是一系列的组织及制度安排的组合,如何更加优化已有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使其更加有

秩序并衍生出新的组织与制度,需要有明确的理论进行指导,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旨趣.当然,本文当前

只是大体勾勒出了产权理论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的运用框架,没有涉及该研究领域中一些具体的问

题,如利益相关者产权制度设计的影响因素、食品产业链与安全质量相关性等,因此,这些都是进一步需

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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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现状、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郭兰英　单飞跃　赵文焕

摘　要:以微博、微信、个人网站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具有重构公共话语平台的现实功能,
能够拓展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和监督空间,成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新方式.但在«食品

安全法»确立的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中并无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的位置,再加之自媒体传导食品安全信息存在的缺陷,导致公众在使用自媒体进行食品安全监

督时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法律对其作出回应.完善自媒体监督的规范,可以鼓励公

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提升食品安全监督效果.
关键词: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公众参与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吴恒在网络征集志愿者搜集媒体报道资料,完成中国食品

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创建了“掷出窗外”网站.创建者团队希望通过维系一个“数据搜集完全、更新速

度及时的新闻报道资料库”,引起公众对问题食品的重视,从而真正行动起来,将不安全的食品“掷出窗

外”.该网站曾获２０１３年第九届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全球媒体论坛奖的提名,截至目前,它仍在更

新.在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吴恒的行动可被视为公民食品安全行动的一种范例———在官方

监管之外,利用自媒体工具,谈论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而寻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掷出窗外”网
站是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食品安全领域,并对该领域进行自发监督的一个

缩影.

一、自媒体: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新方式

自媒体(WeMedia),有别于传统媒体,是公众能够自主发布与接受信息,借助于信息和网络的发展

而搭建的新技术媒介及平台.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从“participatoryjournalism”的角度出发

研究自媒体,给其下了一个定义:“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

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需要向报纸、电台、门户网

站投稿或者举办发布会来传递信息,也不会被传统新闻发布程序局限,能够及时传递普通人周边领域正

发生的信息.自媒体的兴起给了普通大众一个表达声音的平台,使得“人人都有了麦克风、人人都能办

杂志”.
(一)自媒体的特点

自媒体具有自主创造、自我表达、自由发布的特点,博客、WIKI、论坛、视频网站、社交网站和微博

客、微信等具有交流分享功能的网络工具成为自媒体主要载体,公众通过这些工具记录世界,表达自己

的声音,私人的、碎片化的、即时的信息得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不断地聚沙成塔,建构起自媒体的传播世

界.自媒体比较鲜明地具有以下特点:(１)主体平民化,进入门槛低.自媒体的传播主体不受传统媒体

的专业与技术限制,门槛很低,只要拥有互联网终端设备,能够使用微博等工具,就可以成为自媒体的传

播主体.(２)交互性的传播方式.自媒体的传播方式具有交流分享功能,自媒体主体是网络中的节点,
拥有相当的自主性,节点间可以进行平等沟通,且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并不固定,时常互换.自媒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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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呈非线性的扩散结构,且能得到迅速回馈,并在时空交互中不断得到修正.(３)即时性、碎片化的传

播内容.自媒体主体能够“零延迟”地将自己创作的内容上传到网络,与受众形成即时交流.同时,传播

主体创作内容的碎片化特点也很鲜明,许多用户记录的是自己生活的片段.(４)语境个体化、去中心化.
自媒体的用户众多,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可以在自媒体中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传统媒体的主流

话题很难渗入自媒体的传播世界.(５)极具传播效果.
微博、博客、社交网站、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拥有庞大的用户量和极快的传播速度,能够在极短时

间内将信息传播到极大范围,形成大面积的舆论环境,在时空环境中展现出舆论连续高涨状态,产生“舆
论波”的效果.

(二)自媒体与公共话语平台的重构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转型的关键时期,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也进入到了攻坚时期,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

愈发明显,中国社会到了一个群体事件容易激发和矛盾爆发的高峰期.在一个不稳定和危机多发的社

会里,民众更需要表达意见和声音的平台,同时也需要接收及时与真实信息的渠道.自媒体的出现,本
质上成为民众实践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参与公共事务和监督公共权力的一种民主形式.哈贝马斯曾

提出过“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

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这样的公共领

域实质上是一个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共讨论来调节社会冲突的公共话语空间.
自媒体,尤其是微博客的出现,在深刻影响新闻传播方式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媒体在公共领域的

监督和批判功能,重构了公共话语平台.自媒体的开放与平等特性契合公共领域的特点,其给予每一位

使用者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麦克风”,每一位使用者都有将自己私人碎片化的生活领域转换成公众

关注焦点的可能,每一位使用者都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功能实现自己从一个受众到传播者的嬗变,
公共话语的空间无限扩展,公共事务的内容被无限地丰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无限地倍增.

(三)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优势

第一,自媒体能够拓展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空间.自媒体使用者的草根化、较低的使用门槛,
可以让食品市场中的广大消费者成为自媒体的传播主体.自媒体传播中专业人士的参与,给公共事务

的讨论带来了难得的批判和理性色彩.自媒体还能有效地突破政府和传统媒体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
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自媒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自媒体重构了与食品有关的公共话语平台,
让公众有了充分参与讨论和关注食品事件的空间,能够向社会传递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看法,进而形成

舆论,不仅让生产经营者暴露于舆论之中,同时也使监管者与舆论面对面交流,从而实现了对监管者和

生产经营者的监督.
第二,“碎片化”语境和强大的传播效果鼓励公众的参与热情.自媒体的传播特点,允许传播者将自

己对事件不完整的看法和对生活琐碎的记录上传到网络,公众动动鼠标、敲敲键盘,就能了解食品市场

的现状.自媒体传播世界中,尽管每个人对一起事件所知道的信息可能有限,但知道的人越多,就越有

可能接近真相.自媒体的这些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热情.
第三,自媒体能有效突破信息不对称瓶颈.食品市场中,生产者和销售者因其生产经营地位,占据

大量的食品信息,是自然的信息垄断者.出于利益和竞争的考虑,生产者和销售者很少主动将自己的信

息对外公布,在没有管制和外在监督情况下,其只会更加强化其信息垄断地位.同时,监管者也很难及

时全面地对广大公众公布所有食品信息.自媒体的出现有效地改善了这一状况,信息传播的成本被大

大降低,信息来源的渠道变得畅通和多元,公众获取信息极其方便,只需一部连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就
可以拥有整个互联网的海量信息.

(四)自媒体已成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新方式

每一种问题食品的曝光,不仅能快速成为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还能迅速成为自媒体传播中的热点

话题.«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书(２０１２)»显示,２０１１年问题食品的曝光以群众举报行动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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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３７７％,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主动披露的案例也较多,占比３２１％,由媒体披露的占２４５％,其它占

５７％.在«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书(２０１３)»的报告中,２０１２年国内共计有１９４２起食品安全事件

被媒体曝光,曝光媒介中,网络传媒的影响力为４０５％.食品安全话题在自媒体中的传播,能够快速形

成“舆论波”的效果,倒逼公权力部门介入解决食品问题.首先,它能够引起主流新闻媒体对问题食品的

重视,为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有利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其次,它能够向执法部门提供举报材料,有利食

品安全的监管;同时,自媒体逐渐也在成为新闻媒体及政府部门发布信息的平台,有利于公权力部门与

公众的交流,有利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传递.食品话题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中的传播,形成了公众

运用自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事实性监督,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食品安全监督方式.

二、自媒体监督与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主要包括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舆论监督安排两个层面.就舆论

监督而言,«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

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该条文的“新闻媒体”并未被明确界定,但能够对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进行公益宣传,并担负舆论监督责任的,应该是具有法人资格的

传统新闻媒体,其中并不包含自媒体.«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

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该条赋予了社会公众有限的监督权利,公众有权“举报”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

了解食品安全信息的知情权以及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该条规定赋予了公众间接监督

食品安全的权利.
(一)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机制对自媒体监督的部分吸收与包容

第一,政府监管中的自媒体运用.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是监管部门为配合舆论监督所负有的法定

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

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随着政务微博的兴起,自媒体也正

在成为政府机关发布信息的重要平台.公众对监管部门的自媒体信息进行转发和评论,可以使监管部

门发布的信息得到及时的传播和反馈,构成了一种自媒体监督的特殊形式.在微博等自媒体中传播的

有关食品话题,可以给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线索,同时,监管部门还可以从自媒体传播的信息中得到公

众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使得自媒体监督成为了公众行使«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

定的举报权和批评建议权的方式之一.
第二,舆论监督中的自媒体运用.自媒体监督是公众自主运用自媒体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关注食品

安全所形成的事实监督,其实质是一种舆论监督,其在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对监

管部门起着监督作用,督促监管部门合法合理地运用权力.此外,传统新闻媒体通过对自媒体平台的拥

有与运用,发布食品安全信息,追踪热点食品安全事件,参与食品安全话题讨论,形成了自媒体对食品安

全的监督.
(二)自媒体监督与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机制的部分离析

自媒体是一种舆论监督,但它与传统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存在明显的不同,并不能完全适用现行食

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中舆论监督的安排.
第一,自媒体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有学者认为舆论监督主体有“二元结构”之分,一为公众监督,

一为新闻媒体监督,认为公众监督在现实中必须借助新闻媒介去实现.自媒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公众监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藩篱,整合了公众监督力量,使公众意见能迅速形成“舆论波”,产生实

质的监督效果.自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其并不以生产和传播新闻为主要内容,也不负有必须行使舆论

监督的法定义务.传统新闻媒体的设立以及新闻传播均要遵循严格的程序,而自媒体的传播途径很少

受到法律限制,传播的内容也常在私人和公共领域游弋,一个私人话题引起了公众普遍兴趣就迅速转化

成公共话题,但很少有人会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自媒体构成对食品安全的现实监督,并非基于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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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是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使然,«食品安全法»第八条之规定并不能适用于自媒体监督.
第二,自媒体监督不同于行使举报和批评建议权.依«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公民行使举报权和

批评建议权的受理主体是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级行政机关.但在自媒体传播中,绝大多数食品

安全话题的传播对象并不是监管部门.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刚开始时大多没有明确的传播对象,而是

在互动性和裂变性的传播中,逐渐明确信息的传播方向,传播到能够推动事件解决的对象那里,间接地

产生监督效果.
第三,自媒体监督是消费者“用手投票”的行动.作为食品的消费者,公众对食品安全和监管环境有

着最真实的体会和最充分的发言权.在微博、社交网站非常普及的网络时代,消费者可以在自媒体平台

上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其他消费者的转发和评论也能够直接体现他们的态度,不需要向有关部

门投诉或向新闻媒体爆料就可以获得实际影响食品市场的效果.

三、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存在的问题

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尽管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状态,但其在法律依据、传播方式、传播监管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自媒体行使食品安全监督权利的法律依据不足

食品安全的自媒体监督还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尚未得到法律的规范,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机制中并无

自媒体监督的位置.尽管«食品安全法»第三条、第八条、第十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支持社会公

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理念,«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在第四条规定了监管部门要为公众咨询、投诉、
举报提供方便,但并无细化落实吸引公众参与具体做法的内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
在第三条规定由卫生部负责成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独立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但专

家并不能代替公众.由此可见,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法律制度规定都显得概括、笼统、原则,缺乏具

体明确的操作流程,导致公众参与流于形式.
自媒体监督的法律依据缺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食品安全的自媒体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没有

体现,哪些人能构成合法的监督主体,监督权利的内容、行使方式以及边界缺乏规定,监督权利受到侵害

后如何救济,以及滥用权利应承担哪些责任等都缺乏法律规定.
(二)自媒体传播缺陷容易给食品生产经营者造成威胁

自媒体传播普遍面临着五大缺陷:其一,谣言和水军的泛滥很容易破坏自媒体生态;其二,责任主体

在群体传播中被掩盖;其三,过快的传播节奏削弱监督效果;其四,意见领袖难以规范;其五,负面信息更

易在自媒体中传播.这些缺陷对食品产业的影响尤为明显.食品市场相比较而言更接近一个完全竞争

的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与一般制造业相比,食品工业的声誉风险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包括“终端

性、时效性、无选择性、影响大、声誉毁损速度快”,其中,声誉毁损速度快是指建立公司声誉需要长期积

累,但毁损声誉却只在一刻间,轻工食品企业尤其如此.一个不利消息就有可能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造成

难以弥补的损失.近些年,由于爆发丑闻而坠入危机的食品企业比比皆是,如“瘦肉精”对双汇集团的打

击,“三聚氰胺”直接造成三鹿集团破产.在这两起事件中,曝光的毕竟是真实丑闻,而在自媒体传播世

界,许多信息难以被证实,但并不妨碍它们能快速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何况自媒体便于某些不

怀好意之人刻意利用虚假信息打击他人.如２０１０年的“蒙牛陷害门”事件,蒙牛公司雇员为打击竞争对

手,雇佣水军造谣攻击伊利产品.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泛滥还会打击到整个食品产业,如在２００７年海南

“毒香蕉”事件中,通过短信和网站转发,有关“海南香蕉有致癌物残余”的消息得到疯狂的传播,海南蕉

农每天损失１７００多万元.
由于缺乏“把关人”机制,任何主体都可以自由运用自媒体传递信息,消费者的不满和质疑可以借助

自媒体对企业品牌造成沉重打击,企业的商业秘密也能通过自媒体更易泄露,食品企业的声誉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风险.负面信息更容易在自媒体中传播,也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能够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

的问题食品很容易让公众警惕,对极其依赖声誉的食品企业来说,自媒体就是一把悬在其头上的“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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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之剑”.
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自媒体特殊的传播过程,食品企业很难找到引起自己损失的责任人.自

媒体传播是一个群体意见表达的过程,“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有些食品确实存在一定

瑕疵,但还不足以构成问题食品,但发布者一经发布消息,就能在传播中很快达成共识,再被推手及从众

网民加以歪曲或夸张放大,最终就会演变成一条负面信息.在这种扭曲的传播过程中,谁都无法区分每

个主体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责任.为了引起其他受众的注意,夸张的表达在自由创作的自媒体中是最

常见的手法,追逐注意力的欲望很容易让人有意忽略信息的真实性,而食品市场的生产经营者的声誉又

是如此的珍贵,经不起任何强度稍大的打击.
(三)负面信息传播给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

自媒体中负面信息的快速传播,也能给食品市场的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食品市场的生产

经营者中,有提供劣质食品的企业,也有提供安全食品的企业,负面信息的泛滥会导致消费者对全部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产生怀疑,并对整个食品市场抱有普遍的不安全感.
(四)自发传播增加监管困难

依«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是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法定主体.自媒体的出现,使食

品信息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布主体,其中既有食品安全的信息,也有食品不安全的信息,这在给公众增加

食品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带来了甄别信息真伪的困扰.对监管部门而言,除了其必须履行原有的发布食

品安全信息的法定义务外,还增加了帮助公众和生产经营者甄别自媒体信息真伪的任务.由于自媒体

信息的海量性以及难以辨别真伪的特点,监管者如果对每条信息一一做出反应,首先需要对信息的真实

性进行鉴定,然后才能分别采取行动.无疑,这样会大大地增加监管成本.但监管者若不对自媒体发布

的食品信息作出回应,不仅会增加公众对食品消费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会纵容自媒体对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恶意侵犯.此外,监管者对自媒体的监督与自媒体对监管者的监督同时并存的双向监督格局,也给

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监管难题.
(五)自媒体传播与食品安全风险的加剧

缺少监督管理的自媒体传播,容易成为引发错误舆论的平台,加剧社会风险,而食品市场的特殊性

又导致了该市场成为自媒体引发错误舆论的重灾区.公众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者,因为知识的局

限性,不可能如专家学者一般客观分析食品安全问题,仅从自身的感性体验上判断,忽略了食品的保质

期限、食用环境等其它客观因素.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自然地将矛头指向生产经营者,借助自媒体,消
费者发泄自己的不满非常容易,随着有相同体验的其他消费者加入传播,很快就能汇合而成一股愤怒的

声讨舆论,此时如有不同意见,不论正确与否,都会被看作狡辩,从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和不信任.在“圣
元奶粉性早熟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感性的冲动和理性的局限所带来的不信任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认
为圣元奶粉与性早熟无关的专家和卫生部被网民贴上“帮凶”标签,网民们的愤怒声讨,导致圣元公司直

接损失近２０亿元.

四、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的法律规制

自媒体监督现已能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生产经营行为及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也能对监管者行使监

管权力形成社会监督.但鉴于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对食品市场的生产经营者、消费

者、监管者乃至整个食品风险都有直接的威胁,法律应当及时对这一新的监督方式作出回应,规制其中

明显超出言论自由,甚至恶意侵权的行为.由于匿名性、群体性的主体特点和吸引眼球优先于事实本身

的传播特点,自媒体监督的责任主体往往难于确定,使得极度依赖声誉的食品市场亟需完善相关法律,
明确自媒体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效管理自媒体食品安全监督所产生的相应风险.

(一)自媒体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法律规制自媒体监督行为的起点.
消费者.消费者是食品安全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也是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的主体.消费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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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的过程中,享有言论自由,讨论食品安全话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方便消费者行使

自媒体食品安全监督权利,缺少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的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应

当进行改善,建议在«食品安全法»第八条或第十条中增加“国家鼓励和保护公民以各种合法形式参与食

品安全监督的权利”的表述,以明确包括自媒体监督在内的公众有权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
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者是自媒体监督的主要对象.食品安全信息在自媒体中的传播能够以舆论

压力方式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形成影响,迫使生产经营者必须积极应对公众通过自媒体所进行的监督.
由于自媒体传导食品安全信息的缺陷会直接威胁生产经营者的声誉,法律应当特别重视防止自媒体滥

用监督权利损害食品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食品声誉有其特殊性,损害者的道歉往往比经

济补偿更具有价值,因此,生产经营者在遭受自媒体的不当声誉损失后,可以要求自媒体加害人就其过

错责任公开道歉.
政府职能部门.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中,公众只能通过有限的举报权和批评建议权来行使

对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督,容易助长官僚主义,造成监管效率低下.自媒体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

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的缺陷,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及时回应自媒体食品安

全信息内容的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对公众监督所给出的反应能间接地影响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也能使

公众监督更好地帮助监管者行使监管职能.笔者建议«食品安全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监管部门在

特定情形下(如舆情热度达到某种程度时)必须对公众作出相关解释与回应的义务.
(二)利用网络自治规则治理食品信息传播

为克服自媒体传播缺陷在食品安全信息传导中产生的危害,法律在规制食品安全的自媒体监督中

信息传播时,可以充分借鉴网络自治规则.
第一,实名制与责任主体的还原.网络的匿名保护了用户的言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名制

限制了言论自由.但是从保护公民隐私和名誉等人身权利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秩序的角度来说,
匿名的网络极易成为散布谣言和侮辱言论的温床,实行实名制又是必须的举措.北京市于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推出«北京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以“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形式实行网络实名制,此举措是国

内在推进实名制建设的第一次尝试,目前运行良好,实现了言论自由和网络管控的平衡.
第二,意见领袖的规范与食品信息公信力的维护.拥有众多受众的意见领袖在自媒体传播中拥有

十分可观的影响力,意见领袖如果具有中立的第三方地位,能为公共危机的处理提供一种缓冲,有利于

事件真相的披露和问题的解决.目前自媒体运营商在意见领袖的认证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运营商难以

对每个申请认证的用户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能确保意见领袖身份的真实;自媒体平台无法预见意见领袖

何时被收买或其账号被人利用;谁也无法保证意见领袖在自媒体中的言行一直与其身份相符.为了保

持自媒体公信力和传播理性,自媒体平台应加强认证意见领袖的规范,确保他们与其申请认证的身份相

匹配,同时明确规定如何取消认证,以防用户滥用认证标识.法律可规定意见领袖进行商业行为所应承

担的义务和责任,以规范其在自媒体传播中的商业行为,同时也可加重意见领袖恶意传播信息的责任.
第三,网络自治与虚假食品信息传播的遏制.有学者将法律规范对微博、论坛等网络虚拟世界的管

理看作一种“外部强制力”,将网络自治看作一种“软约束”,认为网络自治是一种有效的净化虚拟空间环

境的有效机制.已经出现的自媒体社区自治公约是网络自治的一种尝试,但其仍需进一步完善,自律责

任与法律责任应当并行.如社区公约中对用户商业行为的规范不仅要符合自媒体的传播特点和技术要

求,还应当遵循«广告法»对于商业广告的法律规范,虚假广告的发布者和制作者不能仅承担社区公约规

定的删除内容和扣除积分的后果,还应承担«广告法»规定的责任.
(三)食品安全自媒体监督主体的法律责任

第一,自媒体信息发布主体的法律责任.自媒体侵权具有其特殊性:(１)自媒体侵权不属于«侵权责

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情形,是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现实生活中,自媒体侵权通常是许多

人在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但却难以确定行为主体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以及责任大

小,如在“克莉丝汀诉女大学生”一案中,最初发布消息的女大学生是否应为她的消息产生如此巨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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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负责? 她是否应该对别人的转发甚至添油加醋地再次传播负责? 笔者认为,这起案件中女大学

生过错程度的判断要更加依靠对其恶意程度的分析,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在自媒体侵权中更具有客观

性和不可控性.若强求行为人对信息的传播效果、损害结果、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未免不尽合理.笔者

认为,在自媒体侵权中,传播主体应只对自己在传播信息时的主观恶意负责,并就损害结果在自己的恶

意程度范围内承担责任.(２)自媒体中信息发布终端的多样性,给发布主体的确定造成了困难.现实

中,利用他人账号发表不负责言论的事件屡有发生,更遑论账号被盗后更难以确定侵权主体.因此,自
媒体侵权责任的进一步确立,还需要«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无论怎样,信息发布主体在

使用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过程中,如果给生产经营者或其他主体造成了损害,无论损害是出于故

意还是过失,都应该在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起给生产经营者的声誉造成损毁的责任,应当在自己发布

损害信息的平台上,依照声誉受损的生产经营者的要求,进行合理的公开道歉或各种形式的声明.
第二,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由于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机制中并无自媒体监督的规定,监管部门

在自媒体监督中承担法律责任在现行法律机制中也无依据.但依前文所述,监管部门履行在自媒体监

督中的义务是为了更好地行使现行法律机制赋予的行政监管和信息发布职能.如果监管部门无视自媒

体监督中的举报和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而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及影响扩大,就构成了行政不作

为,未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那么监管部门就应当承担«食品安全»第九十五条所规定的相应责任.
第三,自媒体运营商的法律责任.自媒体运营商是自媒体服务的提供者,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用户散布第十五条规定之不良信息的时候应当立即

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否则,对经营性的服务提供者,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并通知企业登记机关;对非经营性的服务提供者,由备案机关责令暂时关闭

网站直至关闭网站.在自媒体的传播中,如果是因为运营商的过错,导致虚假信息泛滥,给食品市场的

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害,运营商应当在经济赔偿之外,按照受害人的要求,以一定的形式承担道

歉和声明的责任.

结　论

自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传播方式,突破了政府和传统媒体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垄断,为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有效地改善了食品安全的治理.现行食品安全监督法律

机制中缺失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导致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公众参与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再加之自媒体

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存在的固有缺陷,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威胁,也加剧

了食品安全风险.因此,法律需要对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自媒体监督作出回应:建议在«食品安全法»
增加“国家鼓励和保护公民以各种合法形式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权利”的表述;法律应当特别重视防止

自媒体滥用监督权利损害食品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舆情热度达

到某种程度时必须对公众作出相关解释与回应的法律义务;利用网络自治规则治理食品信息传播;确立

自媒体信息发布主体、监管部门、自媒体运营商在自媒体监督中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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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ofWeMediaoverFoodSafety:
ItsPresentSituation,ProblemsandLegalRegulations

GuoLanying１,ShanFeiyue２andZhaoWenhuan３

(１．PoliticalScienceandInstitute,ShanghaiFinanceUniversity;

２．LawSchool,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３．ShanghaiBranch,PingAnBank)

Abstract:WeMedia,representedbymicroＧblogs,Wechatandpersonalwebsites,hastherealistic
functionofreconstructingapublicdiscourseplatform,whichhasgraduallybecomeanewandeffective
wayforthepublictoparticipateinthesupervisionoverfoodsafety,suchasexpandingthespaceof
spreadingtheinformationofand makingsupervisionoverfoodsafety．However,theexistinglegal
mechanismoffoodsafetysupervisionestablishedbytheFoodSafet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
Chinadoesnotprovideforanypublicparticipationinsupervisionoverfoodsafety;inaddition,the
defectsofspreadinginformationoffoodsafetybyemployingwemediahavearousednewproblems
aboutpublicsupervision overfoodsafety．So new legalnormsaredemandedtoimprovethe
supervisionofwe mediasoastoencouragethepublicparticipationinandenhancetheeffectof
supervisionoverfoo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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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水平评价的初步研究∗

———以４４个重点城市为例

赵继敏　杨　波

摘　要:通过对城市管理概念的辨析,界定了城市管理水平的内涵,建立了涵盖城市行政

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空间管理、基础设施管理、文化管理７个子系统组成的中

国城市管理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对中国包括３５个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以及９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在内的４４个城市的管理水平进行了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行政管理水平有显著相关关系.中

国城市社会管理与包括总体管理水平、经济管理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管理水平都存在较大的

差别.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管理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管理水平超

过东部部分城市;西部地区城市管理水平整体较低,东北地区城市管理水平位居中游.
关键词:重点城市;管理水平;评价;行政管理

一、城市管理水平的内涵

城市管理的定义很多,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有不同的理解:一是对城市的政治体制、规划建设、运
行等全方位的管理;二是对应城市政府的行政职能,涵盖除政治体制之外的,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三是指市政管理,属于城市环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的范畴,包括政府部门对城

市公用事业、公共设施等方面的规划和建设的控制、指导.
本文所说的城市管理大体上是在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与公民、第三方机构、企业组织等构成的多

元主体一起,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对城市发展的全过程(规划、建设、运行)进行的综合

管理,既包括对经济、社会、环境、空间、基础设施、文化等城市职能的管理,也包括对政府、公民、社会组

织、企业等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本文中的城市管理水平,是指城市的政府与公民、第三方机构、企业组

织等构成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能力,及在促进城市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公共福利等城市管

理内容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城市管理与城市发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对概念.首先,二者涵盖的范畴和出发点不同,无法

相互替代.城市管理强调的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

过程(张波、刘江涛,２００７),是从城市的规章制度、运行机制、文化观念出发,通过维护城市秩序,协调各

种要素,对城市经济进行的引导,对社会公平、文化发展、环境建设等提供的支持.城市发展则强调的是

一种状态,常常与城市增长表达类似的含义,是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所达到的结果.
其次,二者相互推动,互为基础.一方面,城市管理是实现城市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建立了好的城

市管理机制并高效地运行,才能实现城市的最终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是城市管理得到提高的

根本保证.只有城市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足够的积累,从而投入更多的资源,提高城市管理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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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是一个过程,强调城市各领域的动态变化,这决定了城市管理水平精确测度是十分困难

的.在评价的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通过对相应方面所投入的要素和产出的结果来进行估计.已有的

研究中,牛文元等(２００４)认为城市管理能力可以从城市的效率水平、城市的经营水平和城市的带动水平

三个方面综合反映.邹凯等(２０１１)侧重于通过测算公众的满意度这样的主观指标来分析城市管理状

况.翟国涛、刘苗苗(２０１３)综合城市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得出城市管理效能.杨东奇、李一军

(２００６)在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城市管理绩效进行初步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数据包络方法进行二次

相对评价.这些评价方法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着眼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综

合评价城市管理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发展水平,因而希望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评

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一评价探讨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哪些领域

的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在东中西部等各区域城市管理水平呈现怎样的状况,驱动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深

层次原因是什么,从而为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些思路.为此,我们的指标体系需要综合考

虑、严格筛选那些最具解释力的指标,为最终分析城市管理现状的成因和发展趋势提供便利.

二、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某个单项指标发展的好坏并不意味着城市整体管理水平高低;因而,只
能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城市管理水平主要表现在针对城市管理所投入的要素、产出的结果等方面,可
以用一系列的结构和比率指标进行估计和表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参见表１):

城市行政管理,本文中主要指对管理城市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的管理,管理的目

标是确保这些主体彼此协同合作,高效率地推动城市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新公共管理

运动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要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把非纯

公共物品生产的具体职能让渡给企业和半行政的机构去做,极力敦促政府充分培养和利用中介组织,让
中介组织承担一部分社会协调和微观管理的职能,把公共管理放在全社会动员的层面上,使参与公共管

理的对象扩大到公众、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上.因而,作为城市管理水平指数的二级指标,
城市行政管理水平的高低往往与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有重要关系.由于我国政府和社会组

织之间往往有较多的联系,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城市行政管理水平分为两个三级指标,
即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运营与企业社会责任两个指数.其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运营状况以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费用①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逆指标)来体现.② 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特别是一些公益事业,是未来

的重要趋势.然而,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很少与城市联系起来.这里我们假定城市中的企业

社会责任排名高的企业数量越多,则这个城市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越高,对于城市管理有更多积极的

参与.我们根据钟宏武等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２０１０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排名进行了相应计算,
得到了各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再将政府和社会组织运营指数与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合成城市行政

管理指数.
城市经济管理,包括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规模,以

及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好相关服务等内容.一般而言,引导产业高级化,改善居民生活,以及汲

取财政资源,这三方面构成了城市经济管理下的第三级指标.在第四级指标中,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从低

端向高端,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产业高级化程度以及吸引外资状况③两个

方面.我们选取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表征产业实现的高级化程度,人均外商直接投资来表征城市吸

收外资状况.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是城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促进居民就业和提高居

民收入(以及生活质量)两方面.我们分别选取了城镇登记失业率(逆指标)和恩格尔系数(逆指标)来加

以表征.财政管理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这里用人均财政收入表征城市财政汲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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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
这一指标越高,一般意味着有更少比例的经费投入到科研、教育、社会保障等城市管理事务方面,因而将其作为逆指标.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是积极吸引外资,推动产业发展,因而这里将其作为测度城市产业引导能力的指标.



城市社会管理是指为解决城市中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避免产生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解决措施,
包括为困难群众提供住房、医疗、收入等基本生活保障等.这里从城市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出

发,用住房保障、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三个三级指标来刻画城市社会管理.其中,城镇化率用非农人口

比重表征;住房保障表现在全社会人均住房的数量和政府对于困难群众的住房配置两方面,我们分别选

取了人均全社会住宅投资额和经济适用房的覆盖率①表征这两个方面.医疗保障一般是指参加医疗保

险人口比率等指标,一定程度上,它是更能体现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的指标.限于数据来源,我们改用医

疗条件指数,即采用每万人医生数和每万人床位数合成来表征城市医疗管理水平.与医疗保障相比较,
它更侧重于表现城市的医疗的床位、医生等“硬件”资源.社会保障一般用参加社会保险人口覆盖率表

征,这里一方面考虑到数据来源,另一方面,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用社会保

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表征城市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城市环境管理的对象包括影响城市人类活动的各种自然和人工环境,它们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一定

的空间区域和附着于其上的空气、水、植被等自然要素,还通过对城市环境卫生以及各种废弃物的治理,
为城市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城市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植被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国

统计资料里对于前两者的统计不够全面,因而在三级指标中,我们主要分析城市绿化状况来表征城市自

然环境的管理,在第四级指标中,从人均状况和地均状况两方面分别选用人均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合成表征城市绿化指数.城市人工环境的管理,包括对城市中各种废弃物和市容卫生的治理,从数

据出发,我们选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三个指标合

成“三废”处理率指标来加以表征.另外,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的治理,都依赖于政府对环境的

投资,因而我们还选用第三个三级指标:环境治理投资强度,它主要由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和人均

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两方面的四级指标合成.
城市空间管理,其目的是通过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引导产业和人口布局,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推动城市合理控制发展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人口多,土地资源稀缺,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

更为适宜.２０１０年全国重点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仅为１６６３人/平方公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２０１１年

纽约的人口密度为１０４３７人/平方公里,东京为６０００人/平方公里.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是石家庄市,为５３４８人/平方公里.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密度严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我国当前

“土地财政”的局面下,各地城市普遍面临着土地过度开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因而土地利用效率是

刻画城市空间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三级指标.我们从人口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

重和地均GDP三个四级指标合成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数.此外,城市空间管理水平的另一表现是对城

市增长的控制.土地利用效率往往是城市长期积累所达到的效果,与之比较,城市增长效率指数则重在

刻画城市空间管理的近期状况,我们设计了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人口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
指标)、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GDP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指标)来表征城市增长的控制状况,
主张土地面积的增长需要与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增长相适应.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是指对以保障城市安全高效运行为目的而规划建设的各种工程及相关配套设

施的管理,具体包括对道路交通设施、水电气供应设施、邮电通信设施、排水设施等的管理.这里采用各

类基础设施的人均拥有量反映各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测度的全面

性要求,我们选取了包括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人均家庭燃气用量合成生活供应设施指数(由于人均用

水和人均用电存在强相关关系,这里仅选取了其中一项);人均道路面积、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合成道路

交通设施指数;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万人移动电话数合成邮电通信设施指数来综合体现城市基础设施管

理水平.
城市文化管理,指城市政府及文化领域的其他主体依据国家和所属城市的方针、法律、法规,对城市

公共文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的规划、组织、调控和监督.城市文化管理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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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经济适用房年销售面积与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之比.



的结合,既与城市的文化设施、教育资源有关,也与城市中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素质和数量有关.从可

以度量的指标出发,城市文化管理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度量,包括文化设施、文化就业和教育状况.其

中,文化设施由每百人剧场、影院数表征;文化就业由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

表征;教育状况由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征.
表１　城市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城市行政
管理

城市经济
管理

城市社会
管理

城市环境
管理

城市空间
管理

城市基础
设施管理

城市文化
管理

政府和社会组织运
营状况

企业社会责任

产业引导

居民生活

财政管理

住房保障

医疗条件

社会保障

城市绿化

“三废”处理率

环境治理投资强度

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增长效率

生活供应设施

道路交通设施

邮电通信设施

文化设施

文化就业

教育状况

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逆指标) ０．１０８

２．社会责任排名前１００的企业数目① ０．０３６
３．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０．０１６
４．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３２
５．城镇登记失业率(逆指标) ０．０１６
６．恩格尔系数(逆指标) ０．０３２
７．人均财政收入 ０．０４８
８．人均全社会住宅投资额 ０．０１２
９．经济适用房覆盖率指数② ０．０２４
１０．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０．０１２
１１．每万人医生数 ０．０２４
１２．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 ０．０７２
１３．人均绿地面积 ０．０１６
１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０３２
１５．工业固体废物、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三种废弃物处理率 ０．０４８
１６．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０．０３２
１７．人均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０．０１６
１８．人口密度 ０．０１８
１９．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０．０１８
２０．地均 GDP ０．０３６
２１．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人口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指标) ０．０３６
２２．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百分比减去 GDP增长百分比的差额(逆指标) ０．０３６
２３．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 ０．０２４
２４．人均家庭燃气用量 ０．０２４
２５．人均道路面积 ０．０４８
２６．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 ０．０１６
２７．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０．０１６
２８．万人移动电话数 ０．０１６
２９．每百人剧场、影院数 ０．０４８
３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 ０．０４８
３１．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０．０４８

三、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评价方法为综合评分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首先通过专家打分,集成专家的意见,
对各项指标进行设定和赋权.同时,通过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降维技术,将解释事务的多变量指标转化为

几个公因子,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确定指标的权重,实现客观赋权.前者更容易解释各样本城市管理

水平高低的成因.后者则更为客观,避免人为主观倾向的影响.在实际评价中,我们结合了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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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钟宏武等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１)中各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排名前１００的企业数目和民营
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前１００的企业数目之和给各城市打分得到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采用２０１０年各城市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与商品房销售面积的比率来表征.



通过对评价结果的比较和相互验证,对原始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多次改进(比如因子分析时,原始指标体

系不能通过 KMO检验,我们删除了一些存在显著相关的指标,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最终的

结果.
我们发现,运用综合评分法测算的城市管理水平的排序与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

结果总体上较为接近,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别.将两种计算结果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还是综合评分方法更

能反映实际情况;而且,采用综合评分分析法既可以计算出总水平,也可计算出分层或分类的水平,并能

直接显示出各个方面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该方法在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具
有科学性的同时又简便易行.

(一)评价样本的选择

牛文元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曾经对全国５０个重要城市进行评价.本文

借鉴了这一方法,选择其中的３５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９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进行评价①,
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
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
宁、银川、乌鲁木齐、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二)权重的确定

假定一级指标权重为１００％,二级指标是城市管理的不同方面,对城市管理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地位同等重要,因而选择平均赋权.城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空间管理、基础

设施管理和文化管理每项权重约为１４４％,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基于专家打分的层次分析

法进行确定,并经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各级指标的权重相乘,则得到四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

(见表１).
(三)测算方法

首先对四级指标的各项得分进行极差标准化,之后,按照四级指标逐层加权合成即可得到城市管理

水平指数.其中,相关指标可以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两类,所谓正指标是指假定直接评价的指标(四级

指标)与最终评价目标(一级指标)呈现正向线性关系.对于这类指标采用正线性相关变换:

Yi＝(Xi－minXi)/(maxXi－minXi)
所谓逆指标是指假定直接评价的指标(四级指标)与最终评价目标(一级指标)呈现负向线性关系.

对于这类指标采用正线性相关变换:

Yi＝(maxXi－Xi)/(maxXi－minXi)
其中Yi 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Xi 为四级指标的原始值,即某城市i指标的评价结果.maxXi 为该

城市i指标的最大样本值,minXi 为该城市i指标的最小样本值.
(四)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能查找到的资料,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国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２０１０»(数据为２０１０年数据)和各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出版)的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个别城市的某些

数据缺失,采用类似数据或相邻年份数据进行估计.比如,广州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无市辖区数据,用全

区数据代替.珠海市无家庭煤气用量相关数据,用液化石油气用量和液化气使用人口数据折算替代.
长春、昆明、北海缺失２０１０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合计数据,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数

据回归估算.经济适用房屋销售面积,长春、昆明、深圳、烟台、汕头、湛江、珠海、北海采用多年数据回归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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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还有２个资源型城市和５个特别选择的城市.本文认为这些城市的样本太少,很难反映某种城市类型的
状况,根据有限的资料,选择只评价３５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和９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管理水平.另外,拉萨市因缺少相关
数据,没有纳入评价范围.



四、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一)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整体趋势

为了分析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趋势,我们尝试做了一些相关的回归分析.当我们将城市管理水平

设置为被解释变量 Y,将经济总量(GDP)、人均 GDP、人口规模、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时,其结果显示经济总量(GDP)和人口规模被

剔除,其余变量可以拟合为以下模型(通过了t检验、共线性诊断等):

Y＝１９．８６６＋１７．４９２D＋１６．６９２E＋０．３９F
其中,D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E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F为人均 GDP.这意味

着中国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没有相关关系,与城市的行政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我

们容易有以下结论:

１．城市管理水平与行政管理水平正相关

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行政管理水平在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双边检验)线性相关.这表明城市管

理主体自身的组织建设、协同能力是城市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成因.特别是城市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指

数与城市管理水平高度相关①,表明我国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中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重要

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城市应当将推动本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改善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内容

来抓.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评价结果里作为逆指标,结果显示标准化之后的该指标与

城市管理水平正相关,也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低,城市管理水平越高.这主要是由

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低,往往意味着城市在科学、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

出比率可能越高.因而,一定意义上说,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城市实际事务的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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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行政管理水平的散点图及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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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行政管理的三个指标可以对城市管理水平进行多元回归,结果显示符合线性关系假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企业社会
责任的回归系数远高于其他两个指标.回归方程为:Y＝１９．９３２＋２２．７５２X１＋１３．７９７X２＋１０．５４X３ 其中 Y为城市管理水平,X１ 为企业社
会责任指数,X２ 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口比例,X３ 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



管理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２．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城市管理水平与各市的人均GDP显著相关,意味着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有很

大关系.一般而言,经济收入高,不仅有更多的实力对城市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同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

到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来,可以推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管理;另外,城市内部的企业、社
会组织等往往也发育更为完善,有助于城市行政管理的提高.我们对这些指标的相关分析,符合以上这

种预期.

３．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无显著相关关系

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经济总量(GDP)呈显著相关关系①,但是与人口规模无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

与人均 GDP等一起逐步回归时,被剔除出去,因而这种相关关系很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的差异造成的.由于本文中所选样本几乎均为大中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占据了

绝大部分),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大中城市的管理水平与城市规模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与我们通常概念中

所认知的大城市各种要素俱全,往往各方面管理水平更高有一定的差别.

４．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管理水平、人均 GDP等指标差别悬殊

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强调效率,后者注重公平.我们的测算发

现,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的社会管理,特别是住房保障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都没

有明显的联系.上海、北京这样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经济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城市,社会管理水平

却接近于平均值;相反,昆明、南昌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高,但是社会管理水平却排在前

列.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主要取决于各城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制定的相

关管理政策,而不是经济基础等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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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市经济管理水平和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的散点图
　

(二)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特征

作为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本文中的城市管理水平包括七个子系统.尽管我们对评价结果进行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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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城市管理水平指数与与经济规模在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上强相关.



致的分析比较,然而,这些子系统呈现出的规律性的内容较为有限.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城市的各项管

理水平与该城市的自身管理状况关系密切,而不是简单由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我们发现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特征有以下几点:

城市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分值最高;相反,湛江、汕头、北海、
南通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城市相关分值较低.

城市社会管理中,沈阳、大连两个东北城市位居前列.这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城市经济衰退后,政府

对于社会管理高度重视,对于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医疗条件的建设都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可能有一定

关系.相反,重庆、成都、银川等西部城市社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城市环境管理、基础设施管理的对象属于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硬件”.深圳、广州、厦门、福州等东

南沿海核心城市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均很突出,这些城市注重城市的“硬环境”①建设,舍得投入,同时又

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
城市空间管理也与其他指标存在较大的差别,郑州、石家庄等其他领域一般的城市,较好地控制了

人口密度和城市建设密度,在空间管理方面位居前列.
城市文化管理与其他指标一样,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分值明显高于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

没有呈现出其他明显的特征.
(三)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的区域差异

按照«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上的划分,我国可以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即:东部１０省(市),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６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和湖南;西部１２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

新疆;东北３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下面,我们从所建立的城市管理指标体系分析位于四大经济

区的城市管理水平差异.
表２　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分项排名前１０、２０位分布

城市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行政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经济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社会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环境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空间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基础设施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文化管理

前１０
名

前２０
名

东部地区 ６ ９ ４ ８ ６ １４ １ ６ ８ １２ ５ １３ ８ １３ ３ ７
中部地区 ４ ６ ３ ５ １ ２ ３ ４ ４ ５ ６ １ ３ ４ ６
西部地区 ２ ３ ５ １ ２ ４ ７ １ １ １ １ ３ ２ ５
东北地区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１ ３ １ １ ２

１．东部地区城市管理水平最高,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突出

深圳、北京、上海、石家庄、广州、杭州６个东部城市排在城市管理水平的前１０位.这些城市的共同

特点是城市管理水平的各个领域都较为出色,特别是行政管理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普遍较高.

２．中部城市管理水平总体与东部相当,但是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武汉、郑州、南昌、合肥四个中部地区的城市排入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前１０位,但是没有一个城市

排到前５名.由于中部地区计入测评的城市远少于东部,因而可以认为中部城市管理水平总体与东部

相当,但是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中部城市往往在些城市管理的某些方面表现较为突出,比如郑州的空间管理、武汉的社会管理、南

昌的社会管理和文化管理都非常出色.这些城市如果能够全面发展,特别是在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方

面进一步提升,有可能达到东部一线城市的管理水平.

３．西部城市管理水平欠佳,缺乏一流管理水平城市

西部共有１１个城市进入测评,没有城市进入前１０名,呼和浩特、昆明、成都、银川是西部城市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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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最高的城市,分别排在第１５、１６、２２和２４位.因而,整体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然而,西部城市并

非一无是处,比如,呼和浩特的文化管理、成都的环境管理和银川的基础设施管理等排名均很靠前.然

而,各城市也往往在不同的方面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昆明的环境管理只排名第３１位,呼和浩特的环境

管理仅排名３７位,成都的社会管理排在４３位,这些影响了它们总体排名状况.

４．东北地区城市管理水平位居中游

东北地区计入测评的城市仅有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市,城市管理水平分别排在１２、１９、２０和

３０位,位居中游.沈阳、大连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是其主要亮点.相反,空间管理和基础设施管理落

后是影响其排名的关键.特别是大连,相较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建成区面积增长了５１％,在原本城市人

口密度中等的情况下,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明显过快.

５．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差距明显

本文中的城市样本分为两类,分别为:①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②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测

算结果显示,前者中排名最靠前的是威海,排名也仅为１４位.北海、汕头、南通、连云港四市排名所有

４４个城市中的最后四位,珠海、烟台、湛江也全部排名在２５位之后.可见,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

管理水平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差距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影
响了城市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相比较,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的行政资源相对

缺乏,而城市管理中的很多内容与政府的投入有关,相较于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在这些方面存

在先天的不足.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用多指标综合评分方法对中国城市的管理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评价过程中,采用了因子

分析方法,对打分方法进行佐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评价体系的各二级指标之间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一

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以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为例,两者都涉及到了财政分配,但是财政向一方倾斜势必

会损害另一方,一方的优势也就代表另一方的劣势.为了得到总体的管理水平,我们不得不对各指标之

间进行赋权,然而,权重的确定无法完全避免主观倾向的影响.因而,综合评价的结果,正如其他多指标

综合评价一样,仅具有有限的参考价值.一定程度上,各城市二级指标所反映的在特定领域的管理水平

更具有实际意义.
由于人性中对确定性的渴望,政府、媒体以及大众普遍喜欢综合性的全面的评价体系,需要给出某

个城市以特定的量化分值,从而评定出该城市在整个中国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本文的评价也是基本顺

应了这一要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本文的七个二级指标的测算结果来看,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

特色.虽然有些城市总分比较低,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呼和浩特的文化管理,南昌、兰州的

社会管理等.
因此,对于城市而言,相较于关注城市管理总体水平的分值,更应该关注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存在

的具体的优势和差异.我们的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力图表明,城市管理中,既要强调因地制宜、突出地

方的特色;也要注重协调发展,弥补城市管理中的短板.特别是,资金和人力不能以投入经济管理为缘

由而牺牲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的发展.一个有地区特色并且协调发展的城市才理所当然是我们最终的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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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theManagementLevelsofChineseKeyCities

ZhaoJiminandYangBo
(InstituteofUrbanStudies,Beiji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Basedondiscriminatingtheconceptofurbanmanagement,wedefinetheconnotationof
thelevelofurban management．Andestablishtheindexsystem ofurban managementincluding
“executive management level”,“economic management level”,“social management level”,
“environmentalmanagementlevel”,“spatialmanagementlevel”,“infrastructuralmanagementlevel”,

and“culturalmanagementlevel”．Inthispaper,weonlyanalyze４４citiesofChina,becauseofthe
deficiencyofdataofothercities．Thesecitiesincludealmostalltheprovincialcapitals,andsomecostal
cities．Withthesystemicevaluation,wefindthereisstrongpositive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managementleveland “executive management”oreconomicdevelopmentlevelortheurbansize．
However,therearenoobviousrelationsbetweensocialmanagementlevelandurban management
level,economicmanagementlevel,orotherindexes．Inviewoftheregionaldisparities,thecitiesof
easternregionshavethehighestlevelofurbanmanagement,andafewcitiesofcentralregionshave
higherlevelthansomeeasterncities．Whilethemanagementlevelofthecitiesofwesternregionsis
overalllower．ThemanagementlevelofthecitiesofNortheasternregionsisinthe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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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杨国强　汪兴东　梁志民　肖芳文

摘　要: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

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

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

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

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
关键词:主观生活质量;在城农民工;代际差异;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QualityofLife,简称SQL)也称做生活满意度,是综合反映人们生活舒

适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也是人们在一定的物

质基础上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的评价.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的

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将逐步“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

活方式等的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满意度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

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分析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

想状态,不仅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

建设是人的“建设”,设法提高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是人“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一步

的目标之一.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涌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极

具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工城

市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外学者 WWRostow(１９７１)较早研究了生活质量

的影响因素,认为生活环境的美化、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能够有

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Day(１９８０)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
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

Diener(１９８４)在幸福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类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渐

渐形成生活质量客观因素和个人人格特质因素两个方向.如 Veenhove(１９９５)从经济状况因素、Cui
andVainant(１９９６)从生活事件因素等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Larson(１９７８)和Bowling(１９９１)从
健康状况因素、Mastekaasa(１９９５)和DienerandSuh(１９９８)等从婚姻状况因素等个人人格特质因素对

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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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如曹大宇(２００９)通过研究国际上

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urvey,简称 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与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度相差近５０％,在此

基础上,曹大宇(２０１１)又通过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但是空气质量下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上,对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没

有显著影响.冯云(２０１１)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李想(２００９)认为性别

的差异、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均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培刚(２００８)着重从代际视角验证了健

康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群体,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进入他们的

视野,郭乙辉(２００８)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获得性别与工作状况对在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评价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及家庭经济对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拉

动效果,年龄、婚姻状况、社会保障及社会环境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结论.
回顾近些年文献发现,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然而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并不多,从代际视角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寥

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

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能够有效地发现代际视角下农民

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到１２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

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３４县区１０２
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

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创业就业等六大方面.直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

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１０１９份,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要求,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

力及未进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问卷９７份,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９２２份.依据研究目的,将１９８０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将１９８０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在
本研究９２２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３５２,老一代农民工有效问卷５７０.其中,样本中新老

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

样本务工区域分布
新生代

频率 百分比％

老一代

频率 百分比％
其他地区 ２２ ６．２５ ３０ ５．２６
本省内 ４５ １２．７８ １５７ ２７．５４
珠江三角洲地区 １５３ ４３．４７ １５８ ２７．７２
长江三角洲地区 ４０ １１．３６ ８１ １４．２１
渤海湾地区 ８５ ２４．１５ １３５ ２３．６８
福建 ７ １．９９ ９ １．５８
合计 ３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

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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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
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

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

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满意程度 代际样本 收入 住房 家用电器 垃圾处理 社区服务 室外环境 水电 购物 邮电 看病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基本满意

很满意

新生代

N＝３５２

老一代

N＝５７０

新生代

N＝３５２

老一代

N＝５７０

新生代

N＝３５２

老一代

N＝５７０

新生代

N＝３５２

老一代

N＝５７０

新生代

N＝３５２

老一代

N＝５７０

频率 ７ ６ ６ ３ ２ ３ ２ １ ２ ９
百分比％ １．９９ １．７０ １．７０ ０．８５ ０．５７ ０．８５ ０．５７ ０．２８ ０．５７ ２．５６

频率 ４ ３ ３ ６ ３ ３ ４ ３ ２ ８
百分比％ ０．７０ ０．５３ ０．５３ １．０５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７０ ０．５３ ０．３５ １．４０

频率 ６ ５２ ４２ ２５ ３２ ２４ １１ １６ １２ ３１
百分比％ １．７０ １４．７７ １１．９３ ７．１０ ９．０９ ６．８２ ３．１３ ４．５５ ３．４１ ８．８１

频率 １４ ８３ ７６ ５１ ４５ ５０ １５ ２４ １８ ６６
百分比％ ２．４６ １４．５６ １３．３３ ８．９５ ７．８９ ８．７７ ２．６３ ４．２１ ３．１６ １１．５８

频率 １１８ ８３ ８４ １３７ １０９ ９５ １００ ８２ ８５ ７４
百分比％ ３３．５２ ２３．５８ ２３．８６ ３８．９２ ３０．９７ ２６．９９ ２８．４１ ２３．３０ ２４．１５ ２１．０２

频率 １９５ １４２ １４９ １８４ １６９ １６３ １５７ 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１８
百分比％ ３４．２１ ２４．９１ ２６．１４ ３２．２８ ２９．６５ ２８．６０ ２７．５４ ２３．３３ ２３．８６ ２０．７０

频率 １９９ １８３ １９４ １５６ １７５ １８５ １７３ １９３ １７２ １９６
百分比％ ５６．５３ ５１．９９ ５５．１１ ４４．３２ ４９．７２ ５２．５６ ４９．１５ ５４．８３ ４８．８６ ５５．６８

频率 ３２６ ２９３ ３０６ ２７９ ３０８ ２９０ ２７９ ２９６ ２７６ ２９９
百分比％ ５７．１９ ５１．４０ ５３．６８ ４８．９５ ５４．０４ ５０．８８ ４８．９５ ５１．９３ ４８．４２ ５２．４６

频率 ２２ ２８ ２６ ３１ ３４ ４５ ６６ ６０ ８１ ４２
百分比％ ６．２５ ７．９５ ７．３９ ８．８１ ９．６６ １２．７８ １８．７５ １７．１０ ２３．０１ １１．９３

频率 ３１ ４９ ３６ ５０ ４５ ６４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３８ ７９
百分比％ ５．４４ ８．６０ ６．３２ ８．７７ ７．８９ １１．２３ ２０．１８ ２０．００ ２４．２１ １３．８６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

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

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

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１、λ２、、λ１０ ,那么,因子分析表达

式为:
χpi＝ωp１λ１i＋ωp２λ２i＋＋ωp１０λ１０i

其中,χpi 表示第p 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 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 表示第p 个

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 表达式为:

Yi＝α１χ１i＋α２χ２i＋＋αpχpi

其中,α１、α２、、αp 表示方差贡献率,χ１i、χ２i、、χpi 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

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

况四类.具体为:
(１)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

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

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

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

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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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

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

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３)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

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

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４)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

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

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

义与描述如表３所示.
表３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变量 变量定义及单位
新生代

均值 标准差

老一代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利用因子分析计算 ０．１０３ ０．４５７ ０．１１３ ０．４８９
自身特征

性别 ０＝女;１＝男 ０．７７８ ０．４１６ ０．９２５ ０．２６４
婚姻状况 ０＝未婚或丧偶;１＝已婚 ０．５８８ ０．４９３ ０．９５６ ０．２０５
文化水平 １＝小学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中专)及以上 ２．３３２ ０．５２９ １．９３３ ０．５９２
健康状况 １＝残疾;２＝很不好;３＝一般或较弱;４＝比较好;５＝非常好 ４．２９８ ０．６１７ ４．０２６ ０．６９０
家庭特征

家庭经济状况 １＝低保户;２＝中等收入;３＝较富裕 ２．０３７ ０．３３１ ２．０２３ ０．３５３
家庭负担 １６岁以下人口与６０岁以上人口的和/家庭总人口 ０．２４６ ０．２０６ ０．３２２ ０．２４３
务工收入 年家庭务工收入(万元) ２．７３３ ３．２３１ ２．８９１ ２．２２８
环境与工作

空气质量 １＝快速变坏;２＝逐渐变坏;３＝稳定;４＝逐渐变好;５＝快速变好 ３．２９３ ０．８８８ ３．３５４ ０．８４７
社会满意度 利用因子分析计算① －０．０４６ ０．９９０ ０．０２９ １．００６
工作满意度 利用因子分析计算② ０．０３５ ０．４８５ －０．０２２ ０．４２３
保障情况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０＝否;１＝是 ０．１８２ ０．３８６ ０．１３７ ０．３４４
是否缴纳失业保险 ０＝否;１＝是 ０．０４５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７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 ０＝否;１＝是 ０．２３６ ０．４２５ ０．１９５ ０．３９６
是否缴纳工伤保险 ０＝否;１＝是 ０．３７２ ０．４８４ ０．３６７ ０．４８２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
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１,不太满意＝２,一般＝３,基本满意＝４,很满意＝５.②工作满
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
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１,不太满意＝２,一般＝３,基本满意＝４,很满意＝５.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

用Stata１２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４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
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

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

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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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变量
新生代模型

Coef． P＞t

老一代模型

Coef． P＞t
自身特征

性别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５４５
婚姻状况 ０．０３２ ０．３８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１
文化水平 ０．００７ ０．８８９ －０．００８ ０．８３０
健康状况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１
家庭特征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０２３ ０．６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４４８
家庭负担 ０．０２０ ０．６９８ ０．００８ ０．８１２
务工收入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４
环境与工作

空气质量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
社会满意度 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
工作满意度 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００
保障情况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０．０３９ ０．３８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９
是否缴纳失业保险 －０．０１５ ０．７４９ ０．００７ ０．８３３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 ０．０１２ ０．８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４４９
是否缴纳工伤保险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３

_cons －０．０４８ ０．３３６ ０．０６５ ０．１３４
Numberofobs＝３５２ Numberofobs＝５７０
F(１４,３３７)＝１３．９２ F(１４,５５５)＝２６．８４
Prob＞F＝０．０００ Prob＞F＝０．０００
RＧsquared＝０．３６６ RＧsquared＝０．４０４

AdjRＧsquared＝０．３４０ AdjRＧsquared＝０．３８９

　　注:∗∗∗、∗∗、∗分别表示z值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
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

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

(２００４)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

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

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

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

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

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１９７８)和Bowling
(１９９１)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４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家庭负担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主观

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者家庭负担重的农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较高,主观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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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较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家庭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观生活质量会降低.
务工收入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达到显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１０％的显著水平,老一代

模型中５％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务工收入都

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与郭乙辉

(２００８)研究结论一致.
(三)环境与工作

由表４可以看出环境与工作因素中空气质量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

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
且空气质量越好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社会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

中也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
他们对务工城市社会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会满意度越高农

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工作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

中也达到显著(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
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

生活质量越高.
(四)保障情况

由表４可以看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

活质量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

响.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

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意识仍比较薄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觉得有无养老保险对自

己以后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工会产生一种没有社会保障是应

该的错觉.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
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

一代农民工,是否缴纳工伤保险都会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依据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将其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

据,选取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四类十四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

工模型和老一代农民工模型,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

发现:(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

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

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

等.(２)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同时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

主观生活质量.(３)除共同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外,性别因素还影响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以上

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１)改善农民工工作状况,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

市主观生活质量,说明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是提升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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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权益的保障仍不够重视,权益

保障意识普遍不高.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

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３)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其城市主观

生活质量,包括完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社会秩序、稳固社会风气、完善法制状况、提升

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４)提升农民工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越

高,其主观生活满意度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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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研究∗

谭春辉　王　乐

摘　要:由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自身设计问题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

约,在实践过程中,评价机制经常出现“失效、失灵”的情况.基于此,在借鉴系统工程的相关理

论基础上,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重点设

计了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分别从管理、技术、社会和人文角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措施.
关键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

一、引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更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更深厚的智力支撑.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主体,更应该发挥主力军作用,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应有贡献.众所周知,没有科学的评价,
就没有科学的管理与决策,要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持续健康发展,首先必须制定一套公平、公正、合理

的评价机制.评价机制是组织机构的一种制度安排,旨在运用科学评价手段增强人和事物内在的运行

动力并调节各方面的制约关系,确保管理的科学决策,保证运行和管理目标的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功能的内在的、比较成熟的

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评价方法、评价程序和监督体系.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完

善措施.邓毅(２００４)提出可以采取引证分析法、异地评审、建立专家库及完善监督机制、网上公众评议、
建立成果查新制度、重视异议等措施来健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陈淳等(２００６)针对现行

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科研道德教育、推行异地评审、建立完善的专家库和监督制度、开展

CSSCI评价等措施.卢花(２００７)认为,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工作,要依靠科学合理的

评审制度、监督机制和公正的学术批评制度.熊进(２０１０)认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评价的科学化,
第一,遵循社会需要原则,以凸显时代特色来创新;第二,严守学术认同原则,坚持把学术含量作为创新

生命线;第三,重视时间筛选原则,通过长时段、多维度来检验创新.王志章(２０１２)在对国外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进行剖析后,为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提出规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评价标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差别化评价、建立健全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等建议.邱均平等(２０１２)
指出,形成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需要健全科学评价制度、加强科学评价立法、建立科学评

价行业规范、实施科学评价管理与监督.不过,上述成果,并没有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

保障体系的高度,所提的策略方案不全面,缺乏系统化的对策措施.
在科研评价管理的实践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经常出现“失效、失灵”的现象,这就迫切地要求我们构建一套全面系统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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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确保评价机制能够持续高效运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保驾护航.

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价值

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持续繁荣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科学、客观、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评价机制的健康有效运行,与之配套的内外部保障体系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计再科学的管

理机制,如果没有成熟完备的实施条件,一切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只有构

建一套长效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才能保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学
科、人才评价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才能真正促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

学的繁荣发展.
(二)有利于提高高校科研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能够保证评价中规则的公平,可以最大限度地扫除目前高校人文社

科研究成果评价机制运行的障碍因素,保障所有科研工作人员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促进科研资源实

现优化分配,从而不断提高科研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有利于促进高校社科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人文社会科学作用的正确发挥,离不开其成果在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转化和应用.但是,目前由

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造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质量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我们可以

从管理、社会、技术以及人文的角度提供有力的保障措施,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创新,特别是原始

性创新;同时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经过鉴定和评审的优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从而充分发挥其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有利于发现和培育优秀人才队伍

任何学科的繁荣和发展,都离不开一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使命感、学术作风严谨、理论功底扎实、
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学术队伍.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中的激励和约束

制度建设,既有利于形成崇尚诚实劳动、鼓励科研创新、遵循学术道德、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又有

利于保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国内外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逐步形成人文社

会科学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五)有利于促进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众多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但也屡屡发

生科研违规、学术抄袭、以量代质等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现象,学术公信力不断下降.通过建立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方面的保障措施,从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可以规范、净化和提升科研人员

的职业道德素质,进而彰显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规范学术行为,讲究科研诚信,强调学风建设,引
导学术研究健康发展.

三、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构建

保障体系是构成保障系统的各个有机部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可以为保障对象构筑一张

“防护网”,保证其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和运行.目前保障体系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社

会管理框架内,最常见的形式如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法律保障体系等.这一管理理念与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科研管理当中,以此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
(一)构建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

本文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为对象,尝试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保障体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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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大量研究中发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具有很大程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涉及众多利益相关

者,且相互之间存在多种利益冲突.我们在构建评价机制保障体系时,应该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分别从

管理、社会、技术、人文等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构建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相适应

的保障体系.因此,笔者将此保障体系的构建作为系统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在借鉴系统工程的相关理

论基础上,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系的构建划分为界定

问题、确定目标和原则、调查研究收集数据、提出保障体系总体框架、研究保障体系构建策略、保障体系

的实施、评估及反馈等主要环节,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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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构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流程图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此流程,重点探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界
定问题”、“确定目标和原则”、“保障体系总体框架”、“保障体系构建策略”等内容.

(二)明确评价机制保障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工作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评价机制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双重制

约,其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一直为学术同行和社会大众所诟病,因此在构建

评价机制保障体系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评价机制本身设计来说,包括:评价

周期过短,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而由于教师的研究成果又与职称评定、个人津贴、科研奖

励等个人最直接的利益挂钩,导致研究成果粗制滥造、虚假繁荣;评价方法过于单一,没有针对人文

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采取分类评价的方法,而“论文中心说”仍然大行其道,不管哪个学科专业,其研

究成果和科研活动都必须与学术论文之间确定出某种量化比例关系;评价程序粗糙化,科研管理部

门为了追求“多快好省”,评价过程越来越简单化,评价标准多以刊物和出版社级别来认定,评价结果

的公示与反馈制度不够健全;评价监督环节缺失,监督制度成为“摆设”,大大助长了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评价行为的自由化.从评价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看,高校教育中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学

术共同体一直无法扮演研究成果评价活动的主角;为了迎合国内创办综合性大学的浪潮,一些本来

学科专业特色鲜明的高校也在强调科研评价的“大一统”,制定千篇一律的评价标准.目前国家动辄

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科研项目资助,使科研工作者与各级评审专家之间形成固有的利益链条,
评价活动中到处充斥着“人情交易”、“权钱学交易”的味道,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

不断沦丧.
(三)构建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１．总体目标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是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和发展目标.所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构建,其目标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各个高校正确处理和协调好

高校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主体功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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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必然会涉及多种主体和

要素,体系内各主体要素间又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关系,因此在构建保障体系时必须

处理好各种关系,笔者结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运行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条必

须遵循的原则:
(１)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结合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运行不仅受到内部各因素,如高校科研管理政策、评价技术

(方法、程序、监督等)、科研人员自身学术能力和道德素质等因素的作用,还受到政治经济制度、人文环

境、社会大众文化水平和监督意识等外部条件的影响.高校这个系统本身就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它又

存在于社会大环境中,因此我们对保障体系进行分析和构建时,要十分注重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的结

合,将内外部各因素综合考虑在内,才能实现总体的最大效益.
(２)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

看似简单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其实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其中各个利

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利益链”,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更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
既然要构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就要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诉求,平衡和协调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之既可以调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又可以

完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目标,保持一种“和谐健康”的发展态势.
(３)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

众所周知,与自然学科相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不易量化、研究对象的复杂多样性、
成果价值的延时性、间接性、相对性等特点,这就需要参照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在科研管理中建立“弹
性评价机制”,避免采用缺乏或者没有弹性的评价方法.具体的弹性评价机制如:定性、定量与延时评价

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评价相结合,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公开评价与盲评相结合,科学性

与可行性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目标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专家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等

等,这样才能将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三公”

评价.
(４)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相结合

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

理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一种倡导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商基础上寻求得到公众认同的最佳问题解决方式.
笔者认为将这一管理理念引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可以很好地解

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由于科研管理活动与其他行政性事务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长期的实践也证明,单
一的行政化管理方式,会大大影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在科研管理

中除了坚持相关行政部门领导外,要大力发挥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公民社会等重要的补充性

管理力量,使科研管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将正式与非正式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四)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

美国历史学家马兹利什(Mazlish,B．)认为科学的质量评价主要来自于学术界内部和社会外部,“内
部质量”是指学术同行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进行评价,科学的“外部质量”则可以看作是该研究

成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所做出的贡献大小.换言之,研究成果的质量好坏、价值大小一般要接受“内
部质量”和“外部质量”的检验,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作为整个科学评价的有机组成部

分,其运行的好坏与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涉及科研管理政策、制
度、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评价技术;从外部条件看,一般指社会评价管理和监督以及人文道德环境等方

面.基于此,构建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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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
　

(五)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具体构建策略

根据图２,可以从管理、技术、社会、人文四个视角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保障体

系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以理顺研究成果评价中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促进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持续健康繁荣发展.

１．管理维度

从管理维度看,笔者认为任何管理方法都离不开宏观政策、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具体制度措施等几

个方面.针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来说,具体可以从宏观层面的科技教育政策规划制定、科
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科研活动的法制化建设以及科研奖励和惩罚制度的落实,对评价机制的运行

进行有效的保障.
(１)出台人文社科评价政策

研究成果评价管理作为科教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发挥着反馈、控制、协调、激励、约束等功能,而
这些功能的有效发挥首先需要以宏观政策为指导.目前有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关政策,主要

有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教育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这些政策是我们开展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总体指导

纲领.只有全面规划科学的宏观科教政策,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才能保证研究成果评价机制正确的发

展方向.
(２)转变科研管理理念

当前“行政干预过多”的研究成果评价体制,严重弱化了学术评价与社会大众评价的力量,很难持续

调动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而且成果转化推广利用的后劲普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

立柔性科研组织结构,将科研管理的重心下移,扩大中层和基层科研学术组织的权力,最终形成“中上

下”的科研管理模式,可以避免权力高度集中和过于散漫带来的效率和效益低下问题.除了管理模式之

外,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遴选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流动机制也是评价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外部

保障.
(３)加强科研相关立法

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我国高校的科研管理法制化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人文社会科

学尤为突出.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来明确规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职能定位、科研工

作者的职业操守、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由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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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制度不健全,导致高校大量知识产权流失,给国家和高校的科研工作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必须

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立法工作,通过法制化的制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提供

强有力的评价依据和法律环境.
(４)落实科研奖惩制度

高校常见的激励方式有晋升职称、科研奖励和津贴等,此类激励方式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而且以个

人为单元的奖励往往容易造成科研人员之间的对立冲突,挫伤相互间的科研合作积极性.另外我国高

校对于学术违纪行为的处理,一般只限于道德谴责和追回奖励所得、撤销学术成果、解除聘用合同等行

政处罚,缺乏相应的法律问责.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应该创新科研激励机制和严格学术违纪惩处力度,
内外兼顾,创造良好的评价氛围.

２．技术维度

评价目的的顺利实现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高
校的科研评价管理手段、方法不能固步自封,要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而不断革新,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机制运行效率的提高辅以技术上的保障.
(１)提高评价的信息化水平

研究成果评价信息化是指在评价的各个环节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环境,建立科研

评价信息网络系统,优化研究成果评价模式,不断提高科研评价工作的效率和水平.通过评价信息网络

系统开展研究成果评价工作,可以进一步规范科研评价程序,客观上也减少了人为或“行政因素”干预的

机会,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评价环境提供重要的保障.同时利用网络的平台优势,还可以推进不同高校开

展校际间研究成果互评,以及校内与民间社会学术团体机构评价相结合,对于提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公开透明度和社会认可度具有重要意义.
(２)引入评价辅助技术

目前关于科研评价定量分析的工具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大多是基于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

计量学的论文数据库,通过影响因子、引用频次、引用半衰期等指标来反映研究成果或科研工作人员的

学术水平.如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国际上主要有SSCI、A&HCI、CPCIＧSSH(旧
称ISTP)等,国内主要以CSSCI为主,虽然上述引文数据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但该做法目前在国

内外科研学术评价中已得到普遍认可和使用.我们通过不断研发和引入先进的评价辅助技术,不仅可

以大大提高研究成果评价工作的效率,而且能够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整体的客观性、公
平性以及公开透明性.

(３)开发评价监督技术

评价监督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三维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在制度上加强

审计监督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充分开发和利用评价监督技术来制约学术腐败行为,真正地实现“把评价

权利关进评价机制的牢笼里”.目前在研究成果评价实践过程中,许多评价监督技术被开发出来甚至已

经投入使用,对于提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质量和效果产生了明显作用,例如科研评

价信息网路系统、反剽窃检测软件、评审专家数据库、随机专家遴选技术、学术信誉电子档案等,较好地

担任了评价监督中的“安全卫士”.

３．社会维度

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了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属性,更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

督,对于其价值的评价应该主动走出校门,接受多元主体的评价,特别是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评价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间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以此来保证更加公平公正的评价结果.
(１)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简单地对研究成果

进行数量统计,其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如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书刊出版机构、学术共同体、专
门的评价中介机构、国家科教管理部门、高校科研人员、高校在读硕博研究生、高校各院系、研究成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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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研究成果受用者和社会受众等,因此评价主体的选择就不能局限于高校科研行政管理者,应该全

面考虑各种利益相关的组织机构或个人.
(２)社会监督的规范化

通过建立和实施学术评价结果公示制、评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等措施,高校校内学术监督成为了

学术防腐的第一道“防火墙”,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随着“学术利益链条”的不断固化,校
内学术监督很难发挥原有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引入社会评价监督主体,成立全国性的民

间学术监督机构,对全社会监督力量进行整合和优化,化零散性监督为常规性监督,充分发挥社会公众

的监督积极性与天然优势.

４．人文维度

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顺畅运行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评价

机制保障体系中的人文维度可以重点从学术自律、科研诚信、学术自由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１)倡导学术自律

目前高校学术不端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从规章制度建设上努力,也要加

强培养学术自律意识.学术活动探究规律和探索真理的目的,以及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特征,决定了

很难用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学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从思想意识出发,采取一定的

措施唤起学术人员的羞耻意识,形成学术人员的敬畏意识,激发学术人员的成就意识,这样才能逐步引

导科研工作者加强学术自律,使自身的学术活动始终符合学术伦理.除了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学术自律

外,众多出版社、期刊杂志社、高校学报管理部门以及国内外知名的引文数据库机构也要强化自身的学

术自律,为营造健康和谐的学术环境贡献力量.
(２)加强科研诚信管理

科研诚信立法是加强科研诚信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科研诚信问题的根本性举措.就目前情

况来看,我国科技部、中国科协、教育部及一些大学虽然出台了很多科学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

指导和警示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当前的科研诚信违纪处罚力度总体过轻,非常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科研诚

信法,成立国家层面的科研诚信委员会,依法进行诚信监督、审查与处理,确立法治的威慑力量.
(３)培育学术自由氛围

学术自由是高校追求的核心理念,也是其立足之根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自

由的环境,才能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笔者认为要培育学术自由氛围需要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加快教育“去行政化”步伐;减少学术审批和弱化等级学术;降低学术机构的组织化程度;放宽学

术评价的时间尺度和数量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科研工作人员所承受的外部程序压迫,
给学者以较大的支配空间,使他们能沉浸于学术创造之中,达到“宁静致自由,自由成学术”.

四、结论

在科研评价管理长期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制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

价机制经常会出现“失灵、失效”的尴尬境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究其原因,就在于评价机制运行中

缺少一套完备科学的保障体系.基于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的

基本内涵,分析了构建评价机制保障体系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价值,然后提出了构建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基本研究思路.重点厘清了构建保障体系所面临的评价机

制内部和外部环境问题,设计出了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在其指导下提出了我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结构,分别从管理、技术、社会和人文四个维

度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力求从全方位消除阻碍评价机制有效运行的因素,为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公平公正合理地运行创造健康有序的内外部环境,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持续繁荣

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更深厚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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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的案例分析

罗连发

摘　要: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质量关键又是在

于推进人的城镇化,而这需要建立在内生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基础之上.当许多城镇面对内外

冲击出现发展危机时,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强劲.基于这一案例的分析,得
出了以市场动力为基础,建立基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体系而发展起来的内生型城镇化

模式,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内在优势.后港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不同于传统的“造城”式的

城镇化道路,对于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后港镇;案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城镇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亿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７１亿,城镇化率从改革之初的１７９％增加

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２６％(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至今日,最大的问题不是提升其速率,
而是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具体表现为产业基础薄弱、城镇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经济发展不稳等方面.在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人的城镇化方面,相关

研究机构已经开展了对于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中国社科院,２０１３),设计了城镇化质量的定量分析指标.
然而进一步地,对于哪一种城镇化的模式最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特别是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

史教训如何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新型城镇化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发展模

式来支撑.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中国已有的城镇化动力模式中,何种模式是更加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的

质量,以及这种模式能否在现实中找到可实现的路径.
为实现这一分析目标,需要在一定的理论假说基础之上进行典型案例的分析.现阶段,我国城镇化

内部差异很大,总体而言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任务较重;因而在城镇化发

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选一个典型地区更具有代表性.通过对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城镇化进程的实

地考察和经验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内生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并论证了内生型城镇化提升城镇化发展

质量上的优势.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总结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方法与模式选择的研究,在文献述

评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第三部分是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第四部分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

的案例分析,验证内生型城镇化在提高城镇化质量方面的优势;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城镇化外延极广,本文的研究聚焦于城镇化的质量以及与质量相关的模式,因而对于已有文献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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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文献并未对城市化与城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区

分.而根据相关学者的观点,城市化与城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如城市化主要注重的是在在城市的发

展,而城镇化主要是强调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发展;城市化主要是要素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对于农民

的发展是排斥的,而城镇化是主要针对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因而是包容的.①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十

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主要使用的表述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因而本文在进行文献回顾时既包含了题

为城市化又包含了题为城镇化的文献,但在本文统一使用城镇化这一术语.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城镇化质量最早是由叶裕民(２００１)所提出来的.他认为城镇化②质量主

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核心载体,即城市现代化的问题;二是城市化的域面载体,即城市化的区域

发展质量.刘传江、郑凌云(２００５)认为城镇化的质量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城镇经济效益以及生态环境

的变化.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１),孔凡文、苏永玲(２００６)等也分别在其研究中给出了不同的城镇化质量定

义,但在核心指标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最新的一个关于城镇化质量度量的指标体系是由中国社科院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于２０１３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其认为“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

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与较早前研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这一研

究不仅仅强调了城市本身的发展质量,还强调了城乡发展的协调性;换言之城镇化质量不仅要看城镇还

要看与之配套的农村经济发展情况,不仅要看市民的生活质量,还要看与之相适应的农民生活状况是否

得到了改善,城乡的发展是否协调.从这些研究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来看,城镇化的质量研究有以下

几个共同的重点:一是把城镇化质量看成是一个与速度相对的概念,强调城镇(或城市)本身在发展中的

效率问题,如资源、环境、土地等相关的可持续性;二是城乡发展的协调性,以及对于人的城镇化的重视;
三是更加注重城市化(即城市自身的扩张),而忽略了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大量的质量评价实际上

是城市化的质量评价.
许多学者从城镇化模式的角度研究城镇化的质量问题.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认为我国城镇的模

式从动力模式上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模式.他们认为自上而

下的模式是一种政府包办的计划式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较为盛行,但改革开放之

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自下而上的模式是一种民间力量推动的、市场诱致型的城镇化,这是改革开放

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城镇化模式.冯云廷(２００５)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有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与

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自我发展的两种城镇化模式,或者分别叫做“离乡不离土”和“离土不离乡”的模

式,这是从空间变化的角度来区分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在农村城镇化方面,李强、陈宇林、刘精明(２０１２)
认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上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动力、市场动力和民间动力,只有让三种力量相互协调

才能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邓大才(２０１３)将城镇化分为:身体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三

种模式,他认为前两种是外生型城镇化,而后一种为内生型城镇化.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问题很多,但最为主要的是发展质量不高.具体而言就是没有真正实现人的城

镇化,即主要以“离土不离乡”为主或者未能实现“生活城镇化”.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之所以人的城镇

化相对滞后,主要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土地流转等制度因素,需要打通城乡户籍管理制度,让更多的农民

工市民化(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刘传江、程建林,２００８).诚然这些制度性因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有很

大的阻碍,但是城镇化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户
籍改革、土地流转等政策的实施对于城镇化的作用就失去了前提,也无法实现有质量的城镇化.实际

上,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房地

产泡沫、“有城无市”等经济发展层面的问题(辜胜阻、李睿,２０１３).
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对城镇化质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动力机制、发展模

式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围绕着人的城镇化这一目标,已有的研究仍主要地集中于如何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利这些方面展开.这些方面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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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而本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使得城镇发展具有稳定地吸纳农民就业的经济发展问题,或
者更进一步地说是研究城镇本身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三、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本文中将依据本地资源禀赋优势作为主要动力模式的城镇化,称之为内生型城镇化;主要通过行政

手段或政策引导(招商引资)推动的城镇化,称之外生型城镇化模式.
从已有文献中的城镇化质量度量指标,可以对城镇化的制度内涵进行界定.

表１　已有文献中对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

作者 城镇化质量指标

中国社科院(２０１３) 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经济社会效率、生态环境效率、收入协调、
公共服务协调

张春梅、张小林等(２０１２) 经济规模、经济效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城乡互动发展、城乡发展差距、资源条件、环

境污染与治理

邓凡文、苏永玲(２００６)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城镇管理

柳思维、熊曦、刘玲(２０１１) 人口就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生态环境

陈鸿彬(２００３) 经济发展、设施环境、人民生活、社会进步

叶裕民(２００１) 经济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人的现代化

　　根据表１所列的相关指标,可以发现,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在具体指标选择上略有

差异,但指标设计的基本思想上是趋同的,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这

些指标体系,在评价静态的城镇化质量时各有优势,即可以反映某一时点上的城镇化质量.然而城镇化

是一个连续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只有找到正确的动力机制才能维持城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现有

的城镇化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土地浪费严重、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
靠外力推动的“造城”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以及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候鸟式”经济,经济增长

极不稳定.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没有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或者没有正确的动力机制所造成

的.对于这些城镇化的质量问题,如果仅仅是在一个时点上进行评价,则很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例如

经济、社会乃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大,虽短期内都可以由大量的外部投入来支撑,但其可持续性如

何却需要对其发展机制进行评价.在实践中,已经发生由于资源枯竭、产业转移、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

因而带来的城镇的萧条.
基于已有的城镇化动力模式研究(辜胜阻、李正友,１９９８;李强、陈宇林、刘精明,２０１２),本文提出基

于发展动力机制,可以将城镇化模式分为两类:内生型城镇化和外生型城镇化.邓大才(２０１３)等学者已

经提出内生型城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只是强调了城镇化最终结果的状态,并不是将内生型的城镇化当

成一种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模式.内生型城镇化强调在城镇发展的动力上更加注重市场力量,在发展

的结构上更加注重本地化,在发展的路径上更加注重可持续.内生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外生型城镇化而

言的;外生型城镇化从发展的机制上来讲主要是指,发展的动力上更加依靠政府的推动、发展的要素上

主要以外部为主,发展的需求上更容易波动.当然,这样一种区分主要是针对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城镇

化而言.
人的城镇化是指要使得农民不仅实现居住地点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生活方式、收入来源、社会保障

等各方面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即实现所谓的“生活城镇化”.许多学者指出要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在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方面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以农民工的市民化来更好地实现人的城

镇化目标,这主要是针对大中型城市而言的城市化.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农村城镇化过程的发展质量

问题,在动力范畴上属于辜胜阻等(１９９８)提出来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在空间范畴上属于冯云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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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表述为城市化,是为了在其内涵上与城镇化相区分.



(２００５)所提出来的“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的城镇化目标之所以未能很好地实现,一方面是有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等

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城镇化的动力模式错误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缺乏可持

续性,不能为城镇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因而,为解决城镇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应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

制上实现内生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在第四部分中,将以后港镇的实际发展经验来验证内生型城镇化

道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实现路径.

四、内生型城镇化的质量———基于后港镇的分析

(一)后港城镇发展概况

后港镇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南部,江汉平原北部,地处“宜荆荆”城市群的腹地,２０１２年底的总人口为

７．６３万人,实现生产总值９７．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３．７％,高出湖北省总体增长率１２．４个百分点.城镇

人口比重为６８％,高出湖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１４．５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５．４个百分点.后港

与沿海的一些小城镇相比,既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也没有邻近港澳的区位优势,更没有十分突出

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近几年来其城镇化不仅速度快,而且发展质量较高,对于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

变化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沿海制造业一片萧条的背景下,２００９年仍然

保持了超过３０％的高增长率.
目前,后港已形成以玻璃建材为主导,绿色食品和精品服装产业为支柱的工业结构,镇区道路、广

场、排污、供水、住房等基础建设初具规模.镇区内购物广场、绿化带、小公交等一应俱全,改变着后港人

的生活方式.商品房平均价格未超过２０００元/平方米,对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一个可承受的范围.
目前,后港镇已有２００多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２８家,亿元以上企业１０家.作为一个后发型城镇,
虽然在发展的规模上与沿海发达镇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其发展的质量较高,其产业发展具有内在的基

础,是一种内生化的城镇化道路.
(二)后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后港之所以能够实现较高质量的城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

１．内生的产业集聚

所谓内生型发展是指发展更加注重本地化.但本地化并不等于对外部资源毫无利用,只是强调在

发展的资源要素上更加注重具有本地特色.这一发展模式,不是不利用外部要素,而是利用本地的特色

资源来吸引外部的资本,形成本地化的产业.纵观后港的各主要产业,全部是基于本地资源优势而发展

起来的,并不是产品的低端加工,而是注重产品品质带来的附加值,因而其产业发展体系具有内在的稳

定性.后港引进的红蜻蜓粮油公司,由重庆中粮投资２亿元,该公司投资主要依赖于江汉平原的油菜籽

生产优势,将其作为绿色产品的最为重要的原料,其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因而也是具有内生性

的.该企业的兴建吸纳了当地近２００名农业劳动力就业,同时将农民的土地集中承包实行规模化经营,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后港的粮油产业并不是唯一的内生优势产业,其各主导业相对应的本地资源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产业发展与资源优势

产业 资源禀赋优势

玻璃建材 具有３１年办厂历史的荆玻集团所积累的技术、企业家、人力资源优势

绿色食品 百里长湖丰富的鱼类、水产资源,世代传承的传统的养殖技术和制蛋工艺,江汉平原在油菜上的种植优势

服装 长年在外打工形成的企业家资源和熟练劳动力,有近４０００名在外的服装老板,１．２万名熟练工人

在后港的这三个主导产业中,都选择了本地的优势资源来发展,有的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如绿

色食品),有的是人力资源和企业家资源的优势(如玻璃建材).这些优势都是经过长年积累的结果,具
有内在的稳定性.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后港的工业并不是完全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使用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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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来吸引投资;不管是本地企业家创办的企业还是外部的投资建厂都主要依靠了本地某种资源,这些

资源的可替代性较弱,对投资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２．内生的资本转化

产业发展需要资本投入,而资本是逐利的,会从边际产出较低的地区流入到边际产出较高的地区.
在我国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城市几乎是一种常态,大量农村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成为

农村资金的“抽血机”.只有本地产业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才能扭转这种资金的流动方向.后港的产业

发展基础较好,并充分利用了本地资金,使得本地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的比率较高,本地产业对于资金

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强.

表３　后港镇的储蓄和投资结构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居民存款总额(万元) ７５０００ １３２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０
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额(万元) ５００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
镇外资本投资额(万元)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比例 ６６．６７％ ５１．２８％ ８０．４１％
本地投资与镇外投资之比 ０．６３ ０．６２ １．１１

　　资料来源:后港镇政府提供.

从表３的统计数据可见,后港的本地储蓄有较大一部分比例能够转化为本地的投资,２０１０年以来

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５０％以上,在２０１２年达到了８０％以上.在镇内镇外资金的比重上,也相对均衡,
在２０１２年本地的投资额甚至超过了镇外投资额.这表明,后港的产业发展产生了较高的投资需求,能
够为本地的储蓄提供良好的流入通道;另一方面也表明,后港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本地的资本积

累,而不是靠大量的外部投入和招商引资,从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３．内生的公共支出来源

外生型的城镇化初期靠大量的外部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没有相关的产业基础,或者产业发展

薄弱,导致“有城无市”的不良后果.政府早期公共投入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税收基础也难以为继,靠土

地财政而支撑的公共支出迟早会出现危机.大量的招商引资是以政府的免税或各类补贴为条件的,一
旦优惠政策到期或者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撑,就会发生资本转移的风险.当产业发生转移时,城镇发展所

需要的公共支出就无法支撑,城镇人口也开始流出,出现“空城”的现象.与外生型城镇化模式不同的

是,内生型的城镇化一般是产业发展在前,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随即跟进,财政收入具有较为稳定

的来源,因而也是可持续的.后港的发展经验体现的是依靠本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型公共支出模式,其财

政收入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大体相适应.

表４　后港镇GDP、工业总产值与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６０３３７５ ７８８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工业总产值(万元) ４０６０１０ ６５７０００ ８３６０００
财政收入(万元) １２１７７ １４６１２ １７６０８

　　资料来源:后港镇政府提供.

由表４可见,后港在近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平均为２５％左右.工业增长速度甚至达到４０％
的平均增长率,２０１２年底的工业总产值为８３６亿元,占到 GDP的比重为８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时,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较快,保持了年均２０％的增长;考虑到镇级财权很小,由本地企业所创造的税收

收入实际上比镇级财政收入高得多.稳定的公共财政增长,为城镇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据统计,２０１２年底后港镇市政工程投资由２０１１年的９６０万元,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５７９万元,增长

了１６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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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内生化的城乡协调发展

后港的内生型城镇化还体现在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工业发展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工业发展能够

让农民受惠.在后港的主导产业中,其中一个为绿色食品,这一产业项目承担了整个后港的农产品的后

续加工环节.投资２亿元的红蜻蜓粮油公司,将农民土地进行集中整合,实行规模化油菜种植;同时雇

佣当地农民到粮油厂工作,农民可以得到以谷价计算的土地租金以及在工厂务工的收入,使农民有了多

样化的收入来源.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不仅没有受到侵占,还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实现了其市

场价值,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表５　后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对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纯收入 后港城乡收入比 湖北城乡收入比

２０１０ １０９９５ ７４８０ １．４７ ２．７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０４０ ８６００ １．４０ ２．６６
２０１２ １４７５６ ９９０４ １．４９ ２．６５

　　资料来源:后港镇政府提供数据;«湖北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从表５的数据可以看到,在一个内生型城镇化的模式下,后港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在１．５以内,
远低于同期的全省平均城乡收入比.因此后港的城镇化是一条真正的城乡一体的城镇化.后港城镇化

不仅让城镇居民的收入获得稳定增长,同时也让农村居民的收入有所保障,城乡差异并未在快速的城镇

化进程中过度扩大.

５．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后港虽然经济规模不大,但是产业基础较好,多为特色产业,相对而言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的程度

较低.而沿海的一些以加工贸易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城镇,虽然发展规模与速度上远高于后港,
但是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资本流动性较强,一旦本地的成本优势消失,就会产生企业流失

的风险.从后港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不管是玻璃建材还是绿色食品行业,由于有较强的产业发展根

基,以及本地资源的可替代性较弱,不管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的欧债危机都没有受到很剧烈的影

响.

表６　后港近５年经济增长速度

全国 湖北 后港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１３．４０％ ５１．６０％
２００９ ８．３％ １３．５０％ ３６．８４％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１４．８０％ １３．９６％
２０１１ ９．６％ １３．８０％ ２８．５４％
２０１２ ７．８％ １１．３０％ ２２．３９％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后港镇调研资料.

由表６的数据可以发现,后港的经济增长率并未直接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在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两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总体经济增长率从１０．１％下降到８．２％;而后港的增长率虽

有下降,但仍保持在３６．８４％的高位.对比东莞各镇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发现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与外

部经济环境高度一致,在２００９年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率低谷,有的镇降幅高达２０％①以上,甚至

出现了负增长.后港经济增长率虽然也出现下降,如在２０１０年的增长率从３６．８４％下降到１３．９６％,这
主要是受到国内宏观政策的影响,国家对玻璃等高耗能产业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导致后港的主导产业

受到影响,但是在实现产业转型之后,后港的经济增长又恢复到了２０％以上的增长.因此,后港的经济

发展主要是受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这也与我国市场化不完善的大环境相关,但相对于东莞等外生型城

镇而言,其经济增长的可控性和稳定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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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后港走的是一条内生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其发展的模式可以由图１来表

示.后港的产业发展主要是基于本地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积累,从而能够形成具

有特色的产品品质,同时也能够充分地利用本地劳动力的资源和人力资本,让转移出来的本地农民具有

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这种内生的产业发展,又进一步地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并形成具有市场刚性

需求的产品品牌,保证了本地经济能够较好地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的稳定增

长可以为财政收入创造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政府对于城镇发展的必要的公共事业的支出.在这一

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不仅没有损失还得到了巨大的增值,农民的稳定就业加上政府的城镇建设,切
实地实现了人的城镇化目标,提升了城镇发展的质量.

图１　后港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三)内生型城镇化与外生型城镇化质量的对比分析

从后港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到,内生型城镇化与外生型城镇化相比,在动力机制、结构特征以及发展

的最终结果上存在着以下的关键性区别(见表７).

表７　内生型城镇化与外生型城镇化的比较

内生型城镇化 外生型城镇化

主要动力① 市场驱动为主 政府推动为主

产业结构
基于自身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要

素禀赋比较优势,以特色鲜明的“小产业”为主

基于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以需求规模巨大但

产品较为同质化的“大产业”为主

财政负担 没有特殊的补贴政策,财政负担较小 各类免税政策和补贴政策,财政负担较大

城乡一体化程度
工业带动农业,农民能够分享城镇化收益,城乡

一体化程度较高

土地大规模集中,容易导致征地冲突;工业发展背

离本地资源优势,工业过度膨胀,城乡差距较大

经济稳定性
主要受国内宏观政策影响,由于本地资源的可替

代性较弱,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较小

受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双重影响,容易发生资本大

规模流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人的城镇化程度
本地居民“离土不离乡”,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
“生活的城镇化”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实现“身份的城镇化”;资本

的流动导致城镇化发展根基不稳,人员流动性较大

对比我国城镇化的两种模式,可以发现内生型的城镇化相比于外生型的城镇化,在实现人的城镇化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内生型城镇化并不是天然具有这种优势,这也是现实中很多地区没有能够走

内生型城镇化的道路而是依靠大量外部投入的外生型城镇化模式的主要原因.这与我国经济市场化改

革渐进式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关.在经济转型的早期,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

导作用(即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率作为一种有形的考核指标,驱使竞相采用各种优惠政策

来吸引大量的外部资本投入来提高城镇化率,内生发展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这种依靠人口红利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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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区分内生型城镇化与外生型城镇化的动力来源.



地、税收等政策优惠的产业集聚,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城镇的繁荣;但是依靠外生力量

来实现的城镇化质量不高.一方面是在人的城镇化方面质量不高.由于依靠大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城镇

主要吸纳的是跨区流动人口,无法在所在地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一系列的服务,因而虽是常住

人口但并不能算真正的城镇人口.据统计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距达到了约１２个百

分点,约有１．５９亿人居住在城市却不能按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来生活(中国社科院,２０１３).同时,在有

些地区工业大规模征地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而外生型的产业资本、市场都在外,只依靠本地的

廉价劳动力,不能给当地农民带来稳定的就业.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土地供给趋紧,所有当初吸引资本

投资的条件都消失以后,城镇赖以发展的基础逐渐消失了,因而这种外生型城镇化模式的发展质量不

高.另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投入的不可持续性.由于早期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在产业发展较弱

时只能主要依靠土地和资源的过度开发来获取资金,依靠招商引资而进入的企业又不能给当地带来稳

定税收,城镇化的公共投入难以持续.
在我国内地一些区位条件不占优势、优惠政策远不如沿海的一些小城镇,主要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

发展一些特色产业,同时由于东部产业转移所带来资本积累提供了外部资金供给,催生了内生型的城镇

化模式.这种模式(以后港镇为典型),在发展初期没有大量的政府“造城”投入,也没有大规模的税收减

免和土地低价政策,主要依靠从本地生长起来的企业.虽然在发展的早期可能速度较为缓慢,政府的公

共投入资金紧缺,而一旦出现资本、劳动力回流等良好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后港经

济发展是这一规律的现实案例.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后港的 GDP仅有不到１０％的增长率;而２００８年至今

的五年间,其经济出现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５０％以上.而这一时期正是东部地区出

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本流出的年份,这为后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加之本地已有的产业

基础,因而迅速发展起来.
通过前文的比较可以发现,这种内生型的城镇化是一种能够提高城镇化质量的现实路径,能够将农

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统筹协调起来.在外生型城镇化的边

际效应递减、各种问题逐渐暴露时,走内生型发展道路的小城镇优势突显出来.因而,从我国经济发展

转型的现实背景来看,要真正依靠城镇化来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从传统的外生型

道路转变为内生型道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比较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对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界定,本文提出了城镇化质量的

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需要有稳定的经济发展基础.本文从动力机制上提出了内生型城

镇化和外生型城镇化两种模式,并以后港镇为案例指出了内生型城镇化所具有的优势:产业发展依赖于

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资金供给的本地化,流动性较低;稳定的产业发展支撑可持续

的公共投入;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较强的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因而,内生型城镇化更加有利

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也更有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人的城镇化目标.
(二)政策建议

由外生型城镇化向内生型城镇化转变,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要更好地实现城镇化目

标,提升城镇化质量,需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辅之以政府的强制性变迁的努力,促进这种转

变.此外,由于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内生

型城镇化模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相应的政策改革来支撑.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政策

改进.

１．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城镇化内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内生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市场需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做

公共服务,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事业的管理等.内生型的城镇化是基于本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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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的,各个城镇可以根据自身特色发展“小产业”,以产品品质的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形成稳定

而刚性的市场需求,而不能一味地承接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产业.特别是要注重具有传统特色的产业

挖掘,通过本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和集聚,不断地吸纳本地农民就业,在市场扩大的同时加快城镇建设,为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民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设施,让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徘徊的“两栖”型居民能够就

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城市生活的各种保障.

２．改善中心镇内生发展的政策环境

目前我国内生型城镇的发展仍受到很多的政策约束,中心镇并不能享受沿海开放地区的特殊政策,
特别是在财政上受到的约束太大.以后港为典型代表的内生型城镇,财权与事权极不匹配,本地税收上

交比例过多,并且在政策上受到城关镇的不平等竞争,不管是在土地、财政、税收方面都受制于县一级行

政力量的约束.作为中央和省级政府应从制度上理顺关系,重视这些内生型城镇的发展,给予其更大的

财权.切实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
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可参考广东顺德区省直管的成功经验,在城镇行政管理方

面试点由市直管镇的行政管理模式,让一些实力较强的镇能够增强财政的独立性,提高“镇级市”的管理

权限,减少其对县级政府行政上的依附性.

３．创设有利于城镇内生化发展的融资环境

内生型城镇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来驱动,因而其企业以中小民营企业占据多数;但在现行的金融体制

中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容易受到正规金融部门的歧视,难以获得公平的贷款机会,从而限制了其发展.为

解决这一问题,应让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为主的“草根金融”的发展,
在利率政策、贷款条件等方面实行更为宽松的政策,以满足于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在公共融资

方面,虽然城镇自身经济发展可以提供相应的支出来源,但是政府单一的投资总体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要.对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镇,可允许其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为城镇公共投入获得相应的融资,更多

的利用社会资本参与到城镇建设中来,形成公共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地良性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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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消费者网络
质量安全信息预警实证研究∗

余　凡　余红伟　许　伟

摘　要:针对目前产品网络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本文以“天涯”论坛中“圣元”奶粉的

所有帖子为数据源,构建了一个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三层 BP神经网络.通过筛

选,选取发帖单位量、发帖累计量、发帖单位频度、发帖累计频度、回复单位量、回复累计量、回
复单位频度、回复累计频度８个指标作为输入层参数,选取安全、轻警、中警、重警、严重警５个

预警等级作为输出层参数,利用隐含层的BP神经网络对输入层的质量信息进行计算,得到预

警等级.实验证明,BP神经网络能够有效地进行预警,预警结果略低于期望值,预警敏感度还

有待加强.
关键词:BP神经网络;网络质量安全;预警

一、问题的提出

质量安全信息出现后,会产生相应的负面结果.将这些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炼出来,应用到现有

的质量安全信息,能够推测出可能性结果.质量安全信息预警是政府有效预测质量安全事件并成功阻

止其大规模爆发的重要手段(程虹,２０１３).想要得到准确、科学的预警结果,必须要有客观、迅速、全面

的质量信息源.面对近年来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政府除了采取诸如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加大处

罚质量违规人员的力度等措施外,对产品从生产、流通到交易的全过程也进行了严密地监管(李酣,

２０１３).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政府监管部门人员的有限性与需要监管产品种类的无限性之间的

矛盾,政府监管技术的滞后性与产品技术发展的先进性之间的矛盾,证明无论从信息的客观性、及时性

还是全面性,利用监管获取的信息源都难以进行有效地预警(罗英,２０１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

有效预警带来了契机.
网络的便捷性、普遍性促使其能够成为质量预警的数据平台.作为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平

台,网络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２０１３年７月发布的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９１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加２６５６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４４１％,较２０１２年底提升２％①.平均不到３人就有１人能够上网,加之手机等移动设备与互联网相

连,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布满网络的世界.与互联网的紧密联系,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上进行交

流和沟通.２０１３年５月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指出,截至２０１２年底,中国网络微

博用户规模为３．０９亿.据对中国最有影响的１０家网站统计,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价达

３００多万条,微博客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超过２亿条②.频繁的信息交流让人们把信息发布到网上当

成一种习惯.当人们习惯于把每天经历、遇到的事情发布到微博和论坛上时,质量安全信息一定也会成

为人们讨论的重点之一.当消费者使用过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后,这些经历都有可能出现在网络上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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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信息.这些质量安全信息不仅全面反映了种类繁多的产品质量问题,而且能够第一时间在网

络上发布,是任何其它平台无法比拟的.网络质量安全信息是能够对产品质量进行预警的非常宝贵的

数据.
网络的虚拟性、完全自由性导致消费者对于网络质量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甚至还有专门从

事网络造谣的炒作公司每天散播虚假信息.但是,消费者每次网购时会把其他消费者的评价信息作

为衡量产品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评价信息千差万别,但当某件产品销售量非常大时,个别不同观

点的评价会被大数据淹没,主流的评价会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动机的直接推动力.对点击率、回复

率非常高的帖子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性:提供大量的诸如图片、新闻链接、视频等能够证

明信息真实性的材料.以蒙牛关于“出口比内地产品质量更好”的言论发帖为例,由于楼主提供了新

闻截图,引发了接近２５万人的点击和３０００人的回复.如果说点击量只能说明消费者对此事比较关

注,那么回复量则能说明消费者群体之间产生了共鸣.大量点击率和回复率为零的帖子没有提供能

够证明其真实性的材料,其信息真实性存在问题,消费者不关注说明帖子发布的内容并不重要.从

两个例子中不难发现,一方面消费者非常信赖网络上的质量评价信息,一方面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并

且想到得到关注时,一定会引用真实材料做信息支撑.同时大数据的特性帮助消费者过滤掉非主流

信息和不值得关注的信息.综合三方面的因素可以推出,通过消费者对于网络质量信息的自由发布

和选择,形成网络质量大数据,大数据会将真实的、值得关注的质量信息提供给消费者,将虚假的、不
值得关注的质量信息淘汰.

网络信息传播的迅猛性、无边界性使得网络质量信息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亚于质量事件本身造成的

后果,甚至更为严重.网络上存在大量的诸如新浪微博、天涯论坛的虚拟社区.同一位用户可以注册多

个虚拟社区,用户在不同的社区拥有不同的网络关系.整个网络由错综复杂的不同关系叠加交织在一

起.当用户的网络关系越多时,质量信息一经发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转载、关注的方式无限扩散,
酝酿成为网络质量事件.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的三聚氰胺事件一经报导,仅圣元奶粉在天涯论坛的发帖

数和回复数分别由前一天的３和１６个上升到１２和３０６个,可见网络质量信息传播速度之快难以想象.
网络使得质量信息不对称最小化,消费者掌握的信息越多,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

２０１３).因此网络质量信息的迅速传播对于企业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三聚氰胺事件通过网络平台

让消费者了解到国内奶粉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年轻妈妈们通过网络交流奶粉经验,共享

使用奶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国外奶粉.经过几年的质量建设工作,国内奶

粉市场仍然没有太大的起色.
综上所述,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全面、真实、迅速地反映不同产品的质量,我们

能够利用网络质量信息预警.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巨大负面效应也要求我们对其预警.因此,消费者

在网络平台发布质量信息之时进行严密监控,掌握信息的传播和发展趋势,提前做好预警工作,避免酿

成巨大损失,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然而,由于网络质量信息纷繁复杂,平台和语言各异,传播迅速,很
难找到质量信息的传播发展规律和预警的关键节点,这也是目前关于利用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进行预

警研究非常少的原因.本文将以消费者的网络质量信息为研究数据,通过预警指标的构建,尝试利用

BP神经网络形成预警模型,对网络质量信息进行预警,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文献回顾

按照预警依托的不同平台,可以把预警分为网上预警和网下预警两块.网下预警的出现、发展、应
用都早于网上预警,预警主要涉及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具体而言,预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风险预警,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数学模型对存在的财务危机进行预测.Fitzpatrick(１９３２)利用财务

指标进行单变量预测分析.Altman(１９６８)利用多变量分析模型对财务危机进行预测.黄福员(２０１３)
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金融风险预警.环境预警,研究者对土地、水等环

境的恶化、污染进行预警.Herrick(２００２)对耕地进行监测预警.Katlan(１９９９)对土地的荒漠化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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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研究.罗艳(２０１３)采用生态风险预警评估法评估遵义东南部地区农业土地的重金属含量.张立辉

(２０１３)基于韦伯－费希纳定律建立水库水环境预警评价模型.危险工作场所预警,研究者对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的场所进行预警.Lee(１９９２)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对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预测,预防安全事件

发生.马建(２０１３)通过多种地压监测方式对某矿综放工作面形成综合监测预警系统.疾病预警,研究

者对高发且危险的疾病进行预警.盛静宇(２０１３)探讨了心率减速力在评价肥厚型心肌病患者自主神经

功能方面的应用以及对高危患者进行预警方面的临床价值.食品安全预警,研究者对食品生产到销售

各个环节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预警.陈璐(２０１３)探索建立江苏省昆山市餐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三级

网络和预警信息平台.
网上预警的兴起相对较晚,预警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控制方面.丁菊玲(２０１１)利用BP神经网络

进行网络舆情的预警,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和预测.姚福生(２０１３)认为主题演化是网络舆

情演化的重要形式,构建了包括信息捕获与提取模块、分析评估模块和结论通报模块的网络舆情主题演

化预警信息工作系统.王铁套(２０１２)在详细分析网络舆情影响因素和自身属性的基础,依据模糊综合

评价法构建了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并用实例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刘毅(２０１２)利用基于三

角模糊数的模糊德尔菲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对网络舆情指标进行了再次筛选和权重的确定,得到了面

向于某一具体公共事务或热点话题的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丁菊玲(２０１１)实现对网络论坛网帖中网

民观点极性和观点强度的挖掘,构建基于三粒度挖掘结果的观点树,建立基于观点树的网络舆情危机预

警架构,最后通过实验验证其可行性.王青(２０１１)对现有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进行整理与归纳,通过

E－R模型系统分析主题舆情的属性特征,从舆情热度、舆情强度、舆情倾度、舆情生长度四个维度进行

预警.曾润喜(２０１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警源、警兆、警情三类因素和现象的网

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虽然网下、网上预警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都采用构建评价指标、计算评价结果、划分预警等级、

判断预警结果的步骤进行预警.评价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因此预警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科学的评价指

标.将网下、网上预警的文献对比,可以发现网下预警指标的领域区分性非常强,比如金融预警的常用

指标有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生态环境预警的常用指标有温度、湿度、风速、光
照度等.之所以不同领域可以构建适应于该领域的指标,是因为网下预警的数据来源更加多样化.研

究者可以通过精密的仪器设备、抽查、调查问卷等方式主动收集评价指标对应的数据.与网下相比,网
上预警的数据来源更加单一化,只能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互联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就只能

被动地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因此,根据网上的信息设计的评价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主动设计指

标,只能被动地接收指标.
另外,网下、网上预警的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网下收集信息的手段丰富,能够准确获取产品相关

安全指标的信息,因此网下预警主要对产品进行安全性预警分析.比如金融预警中的净资产收益率就

是金融领域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当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某个值时,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企业的财政

状况处于何种状态.相反,网上提供的信息与产品的相关性不高,与信息传播的相关性非常高,原因在

于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于信息本身的负面效应,因此网上预警主要对质量事件的传

播进行预警分析,更加关注事件的信息传播状态.预警的指标也主要集中在信息传播的指标上,比如:
帖子点击数、回复数、参与讨论人数等.

本文主要研究消费者的网上质量信息.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将使用网上预警指标的构建方法构

建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的预警指标.

三、预警指标

本文选取的预警指标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可获取性、客观性、可用性.
由于网上的预警指标是根据网上信息制定的,而不同的网络虚拟社区提供的信息不同,因此首先需

要确定待研究的网络虚拟社区,查看该虚拟社区能够提供哪些信息,然后根据信息确定预警指标.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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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国内知名论坛———天涯论坛作为预警的实验数据来源.通过对天涯论坛中帖子相关属性进行分

析,发现论坛能够提供的信息有发帖数量、帖子标题、楼主昵称、发布时间、点击数量、回复数量、帖子内

容、回复作者昵称、回复时间、回复内容１０个帖子属性.
在网上预警的文献中,研究者除了使用网上提供的客观信息外,还会在预警指标中加入一些主

观信息,比如:帖子真实性、敏感度、主题参与度.这类指标都是用问卷调查、专家打分的方法获取.
还有一类诸如主题观点倾向的指标数据会使用情感词匹配的方法从帖子内容、回复内容中获取.笔

者认为采用问卷调查、专家打分的方法获取的指标数据可能会受到调查对象、专家个人经验、偏好的

影响.对于情感词匹配方法,由于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在讨论的时候会使用本地的语言,加上

中文存在一词多义、多词一义、一词多性的现象,这些因素都会降低匹配的精度,影响最后的预警结

果,而采用论坛提供的客观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质量信息的传播规律;因此本文将从１０个帖子

属性中选择预警指标.
考虑到预警主要观察单位时间质量信息传播的数量,帖子标题、楼主昵称、帖子内容、回复作者昵

称、回复内容无法使用,而论坛没有提供点击数量随时间变化的量,因此选取发帖数量、发布时间、回复

数量、回复时间４个指标作为原始指标.对原始指标扩展,最终得到发帖单位量、发帖累计量、发帖单位

频度、发帖累计频度、回复单位量、回复累计量、回复单位频度、回复累计频度８个指标.其中,单位量和

累计量分别指发帖和回复单位时间和累计时间的数量,单位频度和累计频度分别指单位时间和累计时

间帖子和回复的变化数量.

四、BP神经网络预警及结果分析

BP(BackＧPropagation)神经网络的前身是误差反向传播.误差反向传播经由 Bryson的提出和

Werbos、Parker等研究者的运用,反向传播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并被逐步引入到人工神经网络.BP
神经网络具有简单的结构、较强的可执行性、较好的自学习性,并且能够有效地解决非线性问题.因此,
在众多人工神经网络的模型中,以BP神经网络作为研究方法的论文占了最大的比重.

(一)BP神经网络算法和模型

BP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王钰,２００５).输入层和输出层分别负责接收输入值和

产生输出值.隐含层负责将输入层的值计算得出输出期望值以及反向传播输出值.BP神经网络算法

是一个误差反向传播的循环学习过程.其基本思想为,输入层接受输入值后,传播给隐含层处理,隐含

层将处理结果传播给输出层.这个传播过程称为正向传播.如果输出结果与期望值的误差过大,则进

入反向传播阶段.误差反向传播阶段,将输出误差反向传播给隐含层,隐含层各神经元都将接收到一部

分输出误差,神经元根据输出误差调整权值.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调整,输出值将无限接近期望值.直到

神经网络学习次数达到预定的阈值,神经网络才会停止.

yj ＝
１

１＋e－xj
(１)

xj ＝∑
i
yiwji (２)

BP神经网络模型主要由公式１、２、３、４构成(李萍,２００８).公式１为神经网络的Sigmoid激活函

数,激活函数用于输入和输出值的非线性映射转换.公式２为神经网络的输出值.神经网络中的神经

元接收激活函数的值yj ,激活公式２,公式２乘以权重,得到神经元的值xj ,xj 代入激活函数,激活函

数激活下一个神经元,依次循环,直到激活所有神经元,形成神经网络.

ΔW ＝－l
∂E
∂w

(３)

∂Ej

∂wji
＝yj(１－yj)(yj －dj)yi (４)

当输出值误差大于期望误差时,神经网络利用反馈机制修正神经元权重.神经元权重的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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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式３所示,∂E
∂w

为权重的误差量,l为学习率,负号表示权重朝负方向调整.通过公式运算,权重误

差量可以由公式４表示,其中dj 为期望输出值.权重的修正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当权重小于设定阈值,
停止修正.

(二)基于BP神经网络的预警结构

通过以上算法和模型的描述不难发现,本文的研究可以基于BP神经网络进行消费者网络质量信

息的预警.将上文提出的８个指标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层,预警等级为输出期望,利用一段时间内的输

入和输出值训练并搭建起BP神经网络,最后利用BP神经网络对未来的消费者网络质量信息进行预

警.预警框架如图１所示.预警等级分为安全、轻警、中警、重警、严重警.

图１　基于BP神经网络的预警结构

(三)预警流程

本文将使用 Matlab工具进行预警实验.预警流程细分为１０个步骤,实验结果将在对应的步骤中

展示.

１．选定数据源

选定国内知名论坛———“天涯”中与圣元奶粉质量有关的所有帖子作为数据源.数据时间从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２９日到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

２．获取输入指标数据和输出预警等级

通过对原始帖子的预处理,将原始数据以时间为轴统计到８个输入指标中.同时,设定输出预警等

级.预警的五个等级从安全和严重分别对应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五个数字,方便计算.

３．训练样本输入值归一化

将所有数据分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两个部分.首先利用训练样本构建BP神经网络,然后利用

测试样本检验BP神经网络,查看神经网络的预警准确率.为了降低输入值带来的误差,提高神经网络

的精度,需要对输入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本文使用“premnmx”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前后的输入值

如表１、２所示.BP神经网络的核心函数如表３所示.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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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训练样本的部分输入值

时间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期望输出

２００８/９/１３ ２９ ２ ５６ ２ ３３４ ９ ４９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４ ３１ ２ ５６ ０ ３４９ １５ ４９９ ６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５ ３４ ３ ５７ １ ３６５ １６ ５００ １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６ ４６ １２ ６６ ９ ６７１ ３０６ ７９０ ２９０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１７ ７７ ３１ ８５ １９ １４２２ ７５１ １２３５ ４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１８ ９５ １８ ９８ １３ ２１９６ ７７４ １２５８ ２３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１９ １２１ ２６ １０６ ８ ３１５７ ９６１ １４４５ １８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２０ １３７ １６ １１６ １０ ３５４１ ３８４ ２０２２ ５７７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１ １４９ １２ １２０ ４ ３８３１ ２９０ ２１１６ ９４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２ １５８ ９ １２３ ３ ４０４２ ２１１ ２１９５ ７９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３ １６６ ８ １２４ １ ４２５０ ２０８ ２１９８ ３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４ １７３ ７ １２５ １ ４４２４ １７４ ２２３２ ３４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５ １７６ ３ １２９ ４ ４４８５ ６１ ２３４５ １１３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６ １７６ ０ １３２ ３ ４５２２ ３７ ２３６９ ２４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７ １７９ ３ １３５ ３ ４６２０ ９８ ２４３０ ６１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１７９ ０ １３８ ３ ４６４０ ２０ ２５０８ ７８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９ １７９ ０ １３８ ０ ４６４３ ３ ２５２５ １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２　训练样本的归一化值

时间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期望输出

２００８/９/１３ －０．８１８２ －０．８７１０ －０．６６１５ －０．７８９５ －０．８８０５ －０．９８１３ －０．７２１８ －０．９８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４ －０．８０５２ －０．８７１０ －０．６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７５２ －０．９６８８ －０．７１８４ －０．９７９２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５ －０．７８５７ －０．８０６５ －０．６５５４ －０．８９４７ －０．８６９４ －０．９６６７ －０．７１７８ －０．９９６５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６ －０．７０７８ －０．２２５８ －０．６０００ －０．０５２６ －０．７５９６ －０．３６３２ －０．５５３９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１７ －０．５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９０２ ０．５６３０ －０．３０２２ ０．５４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１８ －０．３８９６ ０．１６１３ －０．４０３１ ０．３６８４ －０．２１２６ ０．６１０８ －０．２８９２ －０．９２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１９ －０．２２０８ ０．６７７４ －０．３５３８ －０．１５７９ ０．１３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８３５ －０．３５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０８/９/２０ －０．１１６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２９２３ ０．０５２６ ０．２７００ －０．２００８ ０．１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１ －０．０３９０ －０．２２５８ －０．２６７７ －０．５７８９ ０．３７４０ －０．３９６５ ０．１９５９ －０．６７４２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２ ０．０１９５ －０．４１９４ －０．２４９２ －０．６８４２ ０．４４９７ －０．５６０９ ０．２４０６ －０．７２６２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３ ０．０７１４ －０．４８３９ －０．２４３１ －０．８９４７ ０．５２４３ －０．５６７１ ０．２４２３ －０．９８９６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４ ０．１１６９ －０．５４８４ －０．２３６９ －０．８９４７ ０．５８６７ －０．６３７９ ０．２６１５ －０．８８２１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９/２５ ０．１３６４ －０．８０６５ －０．２１２３ －０．５７８９ ０．６０８６ －０．８７３０ ０．３２５４ －０．６０８３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６ ０．１３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９３８ －０．６８４２ ０．６２１９ －０．９２３０ ０．３３９０ －０．９１６８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７ ０．１５５８ －０．８０６５ －０．１７５４ －０．６８４２ ０．６５７０ －０．７９６０ ０．３７３５ －０．７８８６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０．１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９ －０．６８４２ ０．６６４２ －０．９５８４ ０．４１７６ －０．７２９６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２９ ０．１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６５３ －０．９９３８ ０．４２７２ －０．９４１１ １００００

表３　BP神经网络中的核心函数

函数名称 函数意义

premnmx 输入值归一化

newff 构建BP神经网络

postmnmx 输出值反归一化

tansig 隐含层双曲正切传递函数

purelin 输出层线性传递函数

traingdx 网络训练函数

train 网络训练执行函数

sim 计算相似度

　　表１中,x５、x７的值明显大于其他值,利用这些原始

值构建神经网络,会影响神经网络的精度.归一化后所

有的值均处在[－１,１]之间,方便神经网络的搭建.
４．创建神经网络

使用“newff”创建神经网络.本文构建三层神经网

络,隐含层只有一层.隐含层的节点数通常通过反复测

试确定.通过反复测试,确定隐含层的节点数为１０.隐

含层的激活函数选用双曲正切函数“tansig”.输出层的

激活函数选用线性函数“purelin”.训练函数选用梯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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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自适应学习率训练函数“traingdx”.

５．设置网络参数

BP神经网络的常用配置参数如表２所示.通过反复测试,本文选定训练次数显示间隔为１００,网
络学习速率为００５,最大网络训练次数为１００００,网络允许误差为００５.

表４　BP神经网络的配置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参数意义

net．trainParam．show １００ 网络训练次数的显示间隔

net．trainParam．lr ０．０５ 网络学习的速率

net．trainParam．epochs １００００ 最大的网络训练次数

net．trainParam．goal ０．０５ 网络训练目标的允许误差

６．训练神经网络

使用“train”开始训练神经网络,Matlab将弹出训练监控窗口,并实时反馈误差信息.当误差小于

配置值时,训练过程结束,神经网络形成.

表５　从输入层到隐含层的神经元权值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０．２３４２ －１．１９９３ ０．１９８６ －１．１１３５ ０．７１９７ －１．７９２５ －０．３８３９ ０．２７１９
０．４４４１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８８７ ０．４８３９ ０．７６６３ ０．８４２９ －１．２８８４
－０．３５４６ ０．２６１８ －０．８３０４ ０．１９６７ ０．８５５１ －０．７０５６ －０．５０１７ －０．６７５６
０．６４５５ －０．９４２２ －１．２８５８ ０．９２４３ －０．０４７７ ２．５３６６ －１．６３４９ ０．５４９９
０．３９９６ －０．１９７１ －０．２７３２ ０．３５８８ －０．３３７５ ０．４７８１ ０．６９６５ ０．７３０９
－１．４４０８ ２．０６６６ －１．３８７０ －０．７０１４ －１．５４０９ －１．１２４８ －０．６７９６ －０．１０１７
－０．９４６４ －１．１３２１ －１．５５５９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４０４ －０．７９７５ －０．３９９８ －０．４２０９
０．５０２７ －０．５４２６ －１．１４９８ ０．００３０ ０．４８８２ －０．５１２３ －０．３８９５ －０．２９１１
０．１２７９ －０．４３２４ －０．８８５０ －０．３１６２ ０．７７１７ －０．８３４８ －０．４６２７ ０．５６６２
－０．３５０２ －０．５９６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３６１３ ０．６２８７ －２．２５０７ －０．２４６３ －１．０５５６

表６　从隐含层到输出层的神经元权值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x８ x９ x１０
－０．３１２９ －０．６３３３ ０．６５２９ －２．５２５１ ０．００６５ １．９１１６ ０．１０１５ ０．１７７２ ０．７７５２ ２．８６０１
０．２４４３ －０．０１２８ －０．８１４１ １．９６９１ －０．７０５１ －１．６３９３ －０．４５０６ －１．４１８８ ０．１４８５ －０．５３３８
０．２０１３ －０．７２４３ －０．６７３２ ０．５１８２ －０．４９９９ －１．１３３３ －０．０７５９ －０．３０８６ －０．４４２８ －１．１０４４
１．００８４ １．６９１０ －１．１７５８ ０．１１５４ １．２１０４ １．０５６２ ０．４８３８ －０．０３０３ ０．１４９９ －１．１２４０
－１．１８４７ ０．０８２８ －０．５６３３ ０．０５９１ －０．１５３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４ ０．４４４８ ０．２３４２ －０．００８４

表５、表６为形成三层神经网络后,神经元的权值.表５为输入层到隐含层的神经元权值.输入层

８个神经元,隐含层１０个神经元,因此得到一个１０行８列的权值矩阵.表６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神经

元权值.隐含层１０个神经元,输出层５个神经元,因此得到一个５行１０列的权值矩阵.

７．测试样本输入值归一化

将测试样本同样用“premnmx”进行归一化处理.
８．神经网络仿真

将归一化的值输入到神经网络,检验神经网络的准确率.仿真函数为“sim”.
９．仿真结果反归一化

仿真后的结果是归一化后的值,无法与期望值比较,因此使用“postmnmx”函数对结果进行反归一

化处理.

１０．结果与期望值比较

将反归一化后的结果与期望值比较,查看神经网络的效果.比较结果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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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测试样本输出值

时间 期望输出 实际输出 实际输出 实际输出 实际输出 实际输出 总输出

２０１０/８/６ ０１０００ ０．７９４７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７９７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７ ００１００ ０．６７４９ ０．０６９９ ０．１２４１ ０．１２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２３２ ０．１３９６ ０．３１１７ ０．３７３９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１５８３ ０．３４３４ ０．４５９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３ ０．１７３０ ０．３４２１ ０．３７６２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３１ ０．１６８１ ０．３３５０ ０．４１７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１９４５ ０．３３６９ ０．３４５３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８ ０．２６８０ ０．３３０４ ０．４２８０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２２４ ０．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４ ０．５８１９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８８９ ０．９６０２ ０．５１９６ －０．０２０２ ０．９８５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０/８/１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３４０ ０．５７９５ ０．０１１２ ０．８２９７ ０．３５７０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８/１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５８４ １．７７５８ １．１１９２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３２８ －
２０１０/８/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１９４ １．２８５９ ０．８９６５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２１２ －
２０１０/８/１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３２４ ０．２３４４ ０．４１７２ ０．１３１５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１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８１４ ０．７９６６ ０．２４７３ ０．１３７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４８９２ ０．１９０８ ０．１７９０ ０．１３７２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６２０９ ０．１２９４ ０．１４０５ ０．１０８０ ０．００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６８８５ ０．１０４７ ０．１１５１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４ ００１００ ０．７１１４ ０．０９６９ ０．１１１６ ０．０７５２ ０．０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５ ００１００ ０．７７１０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６８５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６ ００１００ ０．６７９３ ０．１５８４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７ ０１０００ ０．８０２９ ０．１３５２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８/２８ ０１０００ ０．９１４３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２ １００００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BP神经网络具有比较好的预警作用,预警级别略低于期望.２０１０年８月８日

和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的预警结果与期望值是完全一样的.从２０１０年８月９日到１４日,BP神经网络的

预警结果均为重警,期望值是严重警,测试结果比期望值低了一个等级.８月６日、８月１６日、８月１９
日、８月２７日和８月２８日的预警结果比期望值低一个等级.剩下的预警结果均比期望值低两个等级.
总的来看,当出现质量危机时,基于BP神经网络的预警模型能够预测到危机,但低于期望结果,预警敏

感度有待加强.

五、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基于互联网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利用产品网络质量安全信息进行预警能够有效

避免大规模质量安全事件的爆发,最大程度地减少消费者、企业的损失.本文尝试利用BP神经网络对

网络消费者产品质量信息进行预警.通过对圣元奶粉质量安全信息预警的实证测试,发现BP神经网

络具有比较好的预警作用,但预警结果低于期望值,预警敏感度有待加强.本文仅是对一个品牌的奶粉

进行BP神经网络预警,今后的工作将集中在利用BP神经网络进行多产品的预警,将BP神经网络应

用到产品质量大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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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EarlyＧwarningforNetworkQualitySafetyof
ConsumerBasedonBPNeutralNetworkInformation

YuFan,YuHongweiandXuWei
(Instituteof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WuhanUniversity)

Abstract:ToCopewithfrequentlyoccurredissuesofnetworkqualitysafety,thispaperaimstostudy
informationearlyＧwarningfornetworkqualitysafetybyusingBPneutralnetwork．Datasourceisall
postsaboutShengyuan milkpowderdownloadedfrom Tianyaforum．BPneutralnetworkincludes
threelayers:inputlayer,hiddenlayer,andoutputlayer．Eightindicatorsincludespostsperunit,

cumulativeposts,postingfrequencyperunit,cumulativepostingfrequency,replyperunit,cumulative
reply,replyfrequencyperunit,cumulativereplyfrequencyareconstructed,soastofiveearlyＧwarning
levelsincludingsafetyandmildwarning,middlewarning,seriouswarning,veryseriouswarning．The
empiricalstudyfindsoutthattakingadvantageofBPneutralnetworkhasanefficientimpactonearlyＧ
warning．However,the earlyＧwarning results arelowerthan expected．And the earlyＧwarning
sensitivityistobestrengthened．

KeyWords:BPNeutralNetwork;NetworkQualitySafety;InformationEarlyＧ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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