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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 经济的虚拟化程度不断提

高袁金融体系不断完善袁金融结构也更加复杂多变袁金融

稳定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而资产价格泡沫风

险最为集中的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就成为货币政策调整

时必须考虑的因素遥 我国房地产价格自 1998 年住房制

度改革以来经历了五轮上涨高峰院2003 年到 2004 年第

一季度袁 由住房货币化引起的房价第一次上涨高峰曰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8 年上半年袁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

快车道带动房地产价格的又一轮冲高曰2009 年之后为发

作者简介院 孟方琳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mfanglin@163.com遥
项目基金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渊项目编号院17YJA630087冤尧江苏省野六大人才高峰冶项目渊项目编号院2017-JY-067冤研究成果之一遥

揖摘 要铱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 20 年来袁房地产价格经历了五次上涨高峰袁其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

影响越来越大遥 该文从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出发袁探讨货币政策针对资产价格实施对宏观经济带来

的动态影响遥 在居民完全预知的情况下袁以房地产价格与本国汇率为变量袁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经济模型袁在浮动汇

率制度下袁考察货币政策宣告前后对经济体的影响袁计算并绘出房地产价格与本国汇率的动态变化路径遥
揖关键词铱 房地产市场曰 货币政策宣告曰 汇率

Abstract: In view of overheated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real
estate market price and variou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r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ordi鄄
n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state market and money policy, discussing how money policy dynamically acts on asset
price for macro-econom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itizen忆s complete expectation, applying our real estate market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 variables, an open economic model is built constrained by floating exchange rate, the effect of economy
is investig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policy announcements, and finally the dynamic paths of them are calculated and drawn.
Key Words: real estate market; money policy announcements; exchan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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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房地产业的带动效应而出台一系列刺激性财政政策

和鼓励性购房政策袁 使得房地产价格再次飙升曰2012 年

两次降准和两次降息再次推高了 2013 年的房价曰2015
年至 2016 年的这轮房价飞涨袁 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

市的表现有很大区别袁这是我国经济野换挡期冶结构性问

题的集中体现遥 当前袁房地产作为我国居民持有的重要

资产袁其稳定性也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遥
众多学者曾提出应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作为货币政

策制定的重要因素袁 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人民币

币值稳定袁 即货币国内与国际购买力的稳定袁 表现为

CPI 与汇率的稳定袁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

稳定发展遥 我国当期 CPI 计算不包含房地产价格袁因此

房地产价格并非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遥 但现实房地产

价格的波动确实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袁并
且随着资本市场日益发达袁 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居民

通胀预期尧消费价格指数尧货币流通速度尧人民币汇率

等都存在一定的影响遥 值此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袁房地

产等资产价格的稳定已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必须面对的

一个问题袁 是否将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第五大目

标也成为极具争议的问题遥
二尧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渝 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金融深化袁资产价格的影响

力越来越显著袁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是否进行调控袁
在当前的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遥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

策应当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遥 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可导

致泡沫的出现袁而资产价格泡沫又会扭曲投资和消费袁从
而导致通货膨胀遥因此袁货币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资产价格的波动袁根据货币政策对通胀所产生的影

响程度不同袁缩小或消除预期通胀与目标通胀间的差异遥
Bean 渊2003冤从金融稳定角度袁提出为保持长期的经济稳

定袁央行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袁不能单一追求货币稳定袁
而是要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不平衡的长期后果[1]遥

以 Bernake & Gertler 渊2001冤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

认为袁当要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进行调控时袁存在两个

难题院一是引起资产价格波动因素复杂多变袁如投资者

的风险偏好曰一些经济非基本面因素袁如针对土地的投

机行为袁都有可能引起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变动遥 当央

行针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进行调控时袁 会加剧通胀袁
也会对经济发展的波动造成负面效果袁因此不能实现货

币政策的目标遥 二是货币政策制定要瞄准多个目标袁对

于央行来讲袁操作上存在很大难度袁尤其当通货紧缩与

房价高涨并行时更加大了调控难度袁直接针对资产价格

泡沫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更大的经济波动[2]遥因此袁货币政

策只需野盯住通胀冶袁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央行制定货币政

策的依据遥学者们认为不应该将房地产价格彻底地排除

在货币政策盯住的目标之外袁就目前国际与各国的经济

形势来看袁房地产市场对于宏观经济与币值的稳定具有

相当的影响力袁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

要因素袁货币政策制定应关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袁应将

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第五个目标袁央行可以利用利

率政策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3]遥
渔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袁 我国

房地产业带动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袁 因此是宏观经

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袁其在 GDP 中

占比巨大袁 是我国经济运用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Hendershott[4]和 Baffoe-Bonnie 渊1998冤[5]等从投入产出角

度计算房地产投资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 Green
渊1997冤[6]袁Coulson &Kim 渊2000冤[7]等利用 Granger 因果关

系检验分析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果关系遥
货币政策影响下的房地产市场变化会使宏观经济

波动更为剧烈袁 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从

更全面的角度进行评估袁在执行货币政策时袁应充分考

虑其长远影响遥 近二十年我国房价经历了几次大幅上

涨袁民众预期值越来越高袁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宏观经济

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遥 针对目前我国的经济现状袁价格指

数不稳定袁货币流通速度的逆变速性袁金融市场存在一

定的泡沫等诸多因素袁 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很

大程度的影响遥 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袁房价对

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不言而喻遥 在我国袁虽然当前呈

图 1 2000 年耀2016 年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院 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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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刚性上升趋势的房地产价格并不足以被用作钉住通

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袁 但针对当前不稳定

的价格指数来说袁研究货币政策对于房价的影响袁对价

格指数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遥
隅 货币政策宣告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

在居民存在预期的情况下袁 央行一旦宣布未来某

一时间将要实施货币政策袁 居民的预期值就会进行相

应的修正袁 改变其预期袁 所以在货币政策宣布后执行

前袁 国家经济体系就已经发生了调整遥 自 Dornbusch
渊1976冤之后袁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政策的变动对整个

经济体系的动态影响遥 政策宣告对经济体的动态调整

的研究袁 很多学者运用此方法针对不同的商品市场采

用动态分析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8]遥 Saghaian 等渊2002冤
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经济模型袁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袁并且

假设资本完全流动袁探讨为未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变动对

汇率与商品价格的时间调整路径[9]遥巴曙松和田磊渊2015冤
利用 DSGE 模型分析稳定货币政策和控制房价加成能

够减弱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周期的不良影响[10]遥
目前国内关于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遥 但房地产市场具有非线

性周期的特点袁 仅仅研究线性模型不足以说明货币政

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袁 需要加入多因素进行动态分

析曰 货币政策的预期效应对房地产价格及房地产市场

的影响作用也需要深入探讨遥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密切

联系袁金融业又是我国现代经济的核心袁所以在政策宣

告前后观察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反应袁 可以从侧面考察

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遥 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尧信
贷渠道以及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到房地产市场袁 房地

产市场又通过财富效应尧 拉动效应和挤出效应进一步

影响宏观经济遥 针对此调整袁本文以房地产价格与本国

汇率为变量袁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经济模型袁在浮动汇率

制度的条件下袁 通过对比货币政策宣告对经济体的动

态影响袁来观察两者的变化路径遥
三尧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20 年来袁房地产市场迅猛

发展袁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袁同
时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金融体系稳定和宏观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面对当前的经济状况袁央行通

过利率尧汇率尧信贷等货币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袁进
而稳定国内经济遥图 2 列出中国人民银行从 1998 年 12
月到 2016 年 6 月我国央行对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的

一系列调整袁 相应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

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遥
渝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产业袁 房地产业兼具

高风险性和低市场供给弹性的特点袁 房地产业是资本

密集型产业袁其对利率和汇率的敏感度强于其他产业袁
被誉为第二金融遥 因此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袁货币政策

对房地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遥 并且由于房地

产信贷增长过快尧房地产商自有资金比重低尧商业银行

过渡竞争尧住房贷款管理薄弱尧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等

原因袁我国的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均高度依赖金融袁这
也形成了一定的金融风险遥冯科渊2011冤利用 2000耀2009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 SVAR 分析袁 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

波动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作用有限袁 但是货币政策对

房地产企业财务指标有显著影响袁 对投资行为影响有

限[11]遥王云清尧朱启贵尧谈正达渊2013冤基于新凯恩斯主义

DSGE 模型袁运用贝叶斯估计模型的参数袁研究认为我

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的变动袁提出

我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盯住房地产价格波动[12]遥
陈日清渊2014冤分析得出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存在非对称

效应袁当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时袁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

场作用不明显袁当房地产市场处于大幅波动时袁货币政

策的作用会愈加明显袁 此时可预期的货币政策会充分

发挥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调控作用[13]遥
1. 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理论有效性来看袁货
币政策通过影响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影响住房

需求曰 也可影响信贷成本进而影响消费者债务结构及

住房需求遥 我国房地产在突破了使用属性袁增加了财富

效应的时候袁成为政府调控的又一目标袁但以利率为主

的货币政策在房地产价格调控中的效果并不明显遥 利

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会给房地产等行业带来的影

响袁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袁利率提高不能抑制房价上涨

趋势曰货币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特征袁实践中来看袁利率

图 2 1998 年-2016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利率调整情况

孟方琳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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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四个季度后才会对房地产价格有抑制作用曰因此袁
当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时袁 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

须具备一定的超前性和灵活性遥
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袁 居民购买房产兼具消费和

投资双重功能袁 利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影响房地

产价格遥 在我国当前市场状态下袁利率的变动会影响房

地产市场中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行为袁 最终体现在房地

产价格的波动上遥 从供给角度袁利率提高使房地产开发

的成本增加袁成本增加会计入房价遥 从需求角度袁利率

提高使购房者还款的压力增大袁因此购买力会下降袁房
地产市场的整体需求也随之减少遥 利率提高后袁房价收

入比会降低袁当收入不变时相应地需求会减少遥 另外袁
利率的提高也增大了投机者转投其他行业的几率袁一
定程度也抑制了需求遥 研究显示名义利率与房地产价

格呈负相关袁当央行开始实施加息政策时袁会使人们的

购房心理预期增强袁 未来利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会抑

制需求遥 因此利率高低是民众购买房产的主要成本负

担袁也是影响其投资房地产意愿的主要因素遥 当利率水

平升高时袁投资房地产的意愿降低袁房地产需求减少曰
利率水准降低时袁 购买房屋成本降低袁 房地产需求增

加袁故房地产景气与利率水准呈反方向变动关系遥
2. 汇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从 2005 年 7 月开始我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制度袁人民币汇率波动扩大袁升值预期使得国际热钱涌

入袁房地产价格也持续升温袁这种汇率与房价交错上升

的复杂局面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遥 新开放宏观经济

学观点明确指出袁 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是两个连带互

动的系统袁 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会通过外汇市场传导

至资本市场袁进而引起资产价格的波动遥 实践证明袁汇
率变动带来的人民币升值会通过收入效应尧替代效应尧
财富效应影响房地产价格[14]遥第一袁收入效应袁即汇率价

格传递效应理论认为袁 本币升值或汇率下降意味着进

口商品国内价格下降袁 导致以其为原料的国内厂商生

产成本下降曰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袁国际市场对该产品的

需求下降袁从而此产品与其国内替代品的价格下降遥 由

以上两点袁导致国内整体价格水平走低遥 价格水平降低

后袁消费者在维持以前的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袁主观

上会觉得手头的货币余额增多袁 从而倾向于更多的钱

投资于房地产袁推动房地产市场需求袁从而推动价格遥
第二袁替代效应袁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袁本币升值必然

导致相对贬值的外币流入袁 以获取升值收益或者避免

贬值的损失遥 房地产作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产袁自
然地具备吸纳货币与保值投资的功能遥 而且与股票尧债
券等金融资产相比袁房地产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袁投资收

益更加稳定遥 因此袁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刺激下袁国际

资本会将外币兑换成本币购置房地产袁 待本币有较大

提升后袁投资者可以出售袁至此可获得房地产价格上涨

带来的增值和汇率升值获得的双重收益遥 第三袁财富效

应袁当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金融资产增值袁会使持有

人财富增长袁从而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增大袁促使消费增

长袁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遥 本币汇率升值会直接引

起以本币计价的房产价值增值袁 使得房产持有人财富

上涨袁引发财富效应袁促进经济增长袁经济增长会使得

汇率升值预期提高袁不断循环遥 从理论上看袁利率与汇

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应该非常大袁据以上三点效应袁在
考虑两者变化方向基础上袁 本文以汇率与房地产价格

呈负相关关系建立模型遥
渔 模型的建立与经济体系之相图

1. 模型的构建

本文模型是包含房地产市场尧快速消费品市场尧汇
率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开放动态宏观模型袁该模型假设院
第一袁政策宣告后袁居民对经济变量形成完全的预期曰
第二袁将商品市场分为房地产市场尧快速消费品渊CPG冤
市场与汇率市场曰 第三袁 房地产价格受总收入 渊总产

出冤尧名义利率尧房价变化率与汇率的影响袁房价与汇率

呈负相关关系遥
基于三点假设袁模型构建如下院
-夼渊pc-ph冤+啄渊m-ph冤=x渊pc-ph冤 优
ph=琢1y+琢2i+琢3ph=琢4e 其中渊琢4约0冤 悠
p=琢pc+渊1-琢冤ph 其中渊0约琢约1冤 忧
m-p=-姿i+渍y 尤
i=i*+e觶 由
变量说明如下院
pc 将快速消费品 CPG 价格取对数曰ph 将房地产价

格取对数曰m 表示名义货币数量的对数值曰i 表示名义

利率水平曰e 表示汇率渊以本币表示外币冤曰p觶 h 表示房屋

价格水平对数值的时间变动曰p 表示一般物价水平的对

数值曰y 表示总产出水平的对数值遥
优 式表示一般快速消费品市场的均衡条件袁 表示

CPG 的需求要等于其供给曰其中袁快速消费品的需求设

Meng Fanglin On the Mechanism of Money Policy Announcements Acting o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an Op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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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一般快速消费品与房地产相对价格的减函数袁以
及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函数曰 而一般快速消费品的供给

函数设定为一般消费品与房屋相对价格的增函数遥
悠 式表示房地产价格受到收入尧名义利率尧房屋价

格变化率与利率的影响遥
忧 式表示一般物价水平袁 由快速消费品和房地产

价格加权平均算出袁其权数分别为 琢 及渊1-琢冤遥
尤 式表示实际货币供给与需求相等袁 即货币市场

均衡遥
由 式表示汇率均衡时袁i 表示本国汇率袁i* 表示外

国汇率袁e觶表示汇率变化率遥
2. 经济体系的相图

根据我们所建构的模型袁 来讨论经济体系的动态

性质袁 分析外生变量的变化对整个经济体系长期均衡

值的影响袁随后袁我们对政策宣告影响经济体系动态走

势进行探讨遥
将优变形得 pc=渊1- 啄x+夼 冤ph+ 啄x+夼 m 邮
将邮代入忧式得 p=琢渊1- 啄x+夼 冤ph+ 琢啄x+夼 m+渊1-琢冤ph

变形得 p=渊1- 琢啄x+夼 冤ph+ 琢啄x+夼 m 铀
将铀代入尤由于 i= p-m+渍y姿
得 i=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ph+渊 琢啄x+夼 -1冤m+渍y] 犹
将犹代入悠得院
ph=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ph- 琢4琢3
e- 琢1琢3

y
+ 琢2渊x+夼-琢啄冤姿琢3渊x+夼冤 m- 琢2渍姿琢3

y 油
将由式代入尤式可得院 m-p=-姿渊i*+e觶冤+渍y 游
将铀式代入游式得院
e觶=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ph-渊1- 琢啄x+夼 冤m-i*- 渍姿 y 輥輯訜
将油与輥輯訜联立得方程组院
ph=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ph- 琢4琢3
e- 琢1琢3

y
+ 琢2渊x+夼-琢啄冤姿琢3渊x+夼冤 m- 琢2夼姿琢3

y
e觶=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ph-渊1- 琢啄x+夼 冤m-i*-渍姿 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輥輰訜

将方程组表示为矩阵形式院
p觶 h
e觶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2琢冤姿渊x+夼冤 ] 琢4琢3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 0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ph

e蓸 蔀
+

- 琢1琢3
y+ 琢2渊x+夼-2啄冤姿琢3渊x+夼冤 m- 琢2渍姿琢3

y
-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m-i*- 渍y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輥輱訜

方程组的一般解为院 ph=p軌h+p軈
e=e軇+e軃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其中p軌h 与e軇为房屋价格与汇率的长期均衡值袁即当

p觶 h 与e觶均为 0 时的解遥 从而袁方程组輥輰訜变形为院
0=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p軌h- 琢4琢3
e軇- 琢1琢3

y
+ 琢2渊x+夼-琢啄冤姿琢3渊x+夼冤 m- 琢2渍姿琢3

y
0=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p軌h-渊1- 琢啄x+夼 冤m-i*-渍姿 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0=a11xp+a12yp+A
0=a21xp+a22yp+B嗓 輥輲訜

此为微分方程组的一般形式袁 其中 A尧B 分别代表

参数项

其中

a11=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

a12=- 琢4琢3

a21=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
a22=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由 Cramer忆s Rule 知院

p軌h=
A a12
B a22a11 a12
a21 a22

= Aa22-Ba12a11a22-a12a21
= Ba12a12a21

= Ba21

e軇=
a11 A
a21 Ba11 a12
a21 a22

= Ba11-Aa21a11a22-a12a21
= Ba11-Aa21-a12a21

经整理得院
p軌h= 渍渊x+夼冤姿渊x+夼-琢啄冤 y- x+夼-琢啄x+夼-姿渊x+夼-琢啄冤m- 姿渊x+夼冤x+夼-姿渊x+夼-琢啄冤 i*

孟方琳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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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軇= 渊姿琢1-琢渍+琢2渍冤渊x+夼-琢啄冤-姿渍渊x+夼冤姿琢4渊x+夼-琢渍冤 y
- 1琢4

m+ 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琢4渊x+夼-琢渍冤 i* 得出方程组的长

期均衡解遥
解方程组一般解p軈h 与e軃袁 二者为方程组的齐次解袁

即排除外生参数 A尧B 解的值遥 其中 姿0 为特征方程的特

征根渊以便与参数 姿 相区别冤遥
设

p軈h=Ce姿0t

e軃=De姿0t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寅 p觶 h=C姿0e姿0t

e觶=D姿0e姿0t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代回方程组 輥輰訜

C姿0e姿0t =a11Ce姿0t +a12De姿0t

D姿0e姿0t =a21Ce姿0t +a22De姿0t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寅 C姿0e姿0 t =a11Ce姿0t +a12De姿0t

D姿0e姿0t =a21Ce姿0 t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寅 C姿0=a11C+a12D
D姿0=a21C嗓
得

C姿0=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C- 琢4琢3

D
D姿0= 1姿 渊1- 琢啄x+夼 冤C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袁 若要

使 C尧D 为非零解袁则 姿02-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琢3姿渊x+夼冤 姿0+ 琢4姿琢3

渊1- 琢啄x+夼 冤=0袁得出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袁即为院姿1+姿2=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琢3姿渊x+夼冤 曰

姿1姿2= 琢4姿琢3
渊1- 琢啄x+夼 冤<0

必存在一正根一负根袁经济体具有马鞍安定渊sad鄄
dle point stability冤性质渊可收敛性质冤袁本文隐含条件

x+夼-琢啄跃0袁我们假设 姿10<0<姿20遥 我们知道袁当经济体处

于长期均衡时袁经济体系处于静止状态袁将不再变化袁即
p觶h=e觶=0袁并且我们在上文已经求出p觶h=e觶=0 时的p軌h 与e軇遥

鄣p軌h
鄣y = 渍渊x+夼冤姿渊x+夼-琢啄冤 曰 輥輳訜
鄣p軌h
鄣m = x+夼-琢啄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 曰 輥輴訜
鄣p軌h
鄣i* = 姿渊x+夼冤x+夼-姿渊x+夼-琢啄冤 >0曰 輥輵訜
鄣e軇鄣y =- 渊姿琢1-琢渍+琢2渍冤渊x+夼-琢啄冤-姿渍渊x+夼冤姿琢4渊x+夼-琢渍冤 曰 輥輶訜
鄣e軇鄣m =- 1琢4

曰 輥輷訜

鄣e軇鄣i* = 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琢4渊x+夼-琢渍冤 曰 輦輮訜

由以上我们得出方程组的一般解为院
ph=p軈h+ 姿021姿 渊1- 琢啄x+夼 冤 De姿02 t

e=e軇+Ce姿01 t +De姿02 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分别求出p觶 h=0 与e觶=0 线的斜率:
鄣ph
鄣e 讦

p觶h =0
= 琢4琢3

1琢3
[ 姿渊x+夼冤-琢2渊x+夼-琢啄冤姿渊x+夼冤 ] <0渊琢2<

0袁琢4<0冤
鄣ph
鄣e 讦e觶=0=0
由以上可知p觶 h 斜率恒为负袁e觶的斜率恒为零袁为一

水平线遥 并且由一般解可知 D=0 的所有 ph 与 e 组合的

轨迹是经济体系收敛的唯一路径袁 该线被称为安定鞍

臂渊stable arm 或稳定臂冤袁以 SS 线来表示袁其斜率为院
鄣ph
鄣e 讦ss =0
当 C=0 时袁为发散的 ph 与 e 组合的轨迹袁以 UU 线

表示袁斜率为院
鄣ph
鄣e 讦uu= 姿姿02

渊1- 琢啄x+夼 冤 >0

除了 SS 线与 UU 线以外袁 经济体系还存在其他四

种调整路径遥 由方程组的一般解可知袁这些路径出发与

结束时的斜率分别是院

limt寅-肄 渊
p觶 h
e觶 冤=0= 鄣ph

鄣e 讦ss

limt寅肄 渊p觶 he觶 冤= 姿姿2
渊1- 啄琢x+夼 冤 = 鄣ph

鄣e 讦uu

由以上两式袁我们可发现袁其他四种动态调整路径

的共同特性为院以 SS 线为渐近线出发袁并且以 UU 线为

发散渐近线遥 这些路线分别为对应 C>0
<0四 D>0

<0种不同

的组合袁 接下来我们确定这些动态路径所展现的 C 和

D 的正负符号遥 如果 C 与 D 的数值固定袁 则随着 t 值
由-肄 逐渐增加到+肄袁 经济体系将沿着既定的动态路

Meng Fanglin On the Mechanism of Money Policy Announcements Acting o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an Op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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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依箭头所示方向移动袁最后将向不同的方向移动袁向
不同的方向发散遥 这些动态路径出发的时刻是 t寅-肄袁
但它们最后发散的时候则是 t寅肄遥 我们对 e=e軇+Ce姿01+
De姿02

式取 t寅-肄 及 t寅肄 的极限值遥
limt寅-肄 e=e軇+Climt寅-肄 e

姿01 t +Dlimt寅-肄 e
姿02 t =e軇+C肄 輦輯訜

limt寅肄 e=e軇+Climt寅肄 e姿01 t +Dlimt寅肄 e姿02 t =e軇+D肄 輦輰訜
由輦輯訜可知院如果 C>0袁则动态路径的汇率变数最初

出发值为 肄袁如果 C<0袁则动态路径的汇率变数最初出

发值为-肄遥 由輦輰訜可知院如果 D>0袁动态路径的汇率变数

最初发散值为 肄袁如果 D<0袁动态路径的汇率变数最后

发散的值是-肄遥
由联立方程组可知院
鄣p觶 h鄣p = 1琢3

>0袁因而在p觶 h=0 的上方线具有p觶 >0袁下方

线具有p觶<0袁如图 3 所示遥
鄣p觶 h鄣e = 琢4琢3

>0袁因而在e觶 =0 的上方线具有e觶 >0袁下方

线具有e觶<0袁如图 4 所示遥
由以上可知袁SS 线斜率为 0袁UU 线斜率大于 0袁如

图 5 所示遥

四尧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的影响分析

若货币当局于目前渊假设为 0 时冤宣布袁在未来某

一特定时刻渊Tm 时冤将会增加货币供给袁由原来的 m0寅
m1袁且自 Tm 时之后维持在 m1 的水准遥 在居民的预期形

成为完全预知的情况下袁一旦接收到新的消息后袁理性

的居民会改变原先的预期袁从而改变自身的经济行为遥
因此袁在货币政策宣告后到政策执行之前袁经济体已经

进行了调整遥 将 0-和 0+分别设为政策宣告前尧后瞬间袁
Tm-和 Tm+设为政策执行的前后瞬间遥 由方程的一般解可

以设定房屋价格与汇率的时间调整路径为院

ph=

ph渊m0冤 渊t=0-冤
ph渊m0冤+ 姿01姿

渊1- 琢啄x+夼 冤 Ce姿01 t + 姿02姿
渊1- 琢啄x+夼 冤 De姿02 t

渊0+臆t=Tm-冤
ph渊m1冤+ 姿01姿

渊1- 琢啄x+夼 冤 C*e姿01 t + 姿02姿
渊1- 琢啄x+夼 冤 D*e姿02 t

渊t逸Tm+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輦輱訜

e=
e軇渊m0冤 渊t=0-冤
e軇渊m0冤+Ce姿01 t +De姿02 t 渊0+臆t=Tm-冤
e軇渊m1冤C*e姿01t +D*e姿02t 渊t逸Tm+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輦輲訜

说明院 第一袁 假设经济体系原先处于长期均衡状

态袁此时国内货币供应量为 m0袁所以在 0-时刻袁我国房

屋价格与汇率对应在 m0 的房屋价格长期均衡值p軌h 与

汇率长期均衡值e軇遥第二袁0+与 Tm-到时间段内袁虽然政府

已进行政策宣告袁但该时间内货币供应量仍维持在 m0袁
所以 ph 与 e 所对应的货币供应量为 m0遥 第三袁在 Tm+之
后袁货币供应量已增加到 m1 水准袁所以在该时间段内

ph 与 e 所对应的货币供应量为 m1遥 第四袁在 0+到 Tm-与

图 3 p觶h=0之相图

图 4 e觶=0 之相图

图 5 经济体系之相图

孟方琳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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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时之后的两个时间段内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 m 改

变袁所以特解不同袁同时齐次解的形式不同遥
若要知道货币政策宣告后到执行之前袁 与货币政

策执行之后两个时间段内袁 房屋价格与汇率的明确调

整路径袁要先算出待解参数 C袁D袁C*袁D*遥 依据理性预期

的前瞻性特质袁在调整过程中袁预期变数在货币政策宣

告前后瞬间可跳动外袁 其余时刻皆不能有所跳动遥 另

外袁同样的袁既然居民事先已经知道在 Tm+时刻货币供

应量会增加袁理性的居民事先就会有反应袁所以在 Tm+

之后袁ph 与 e 均不能有所跳跃遥 同时袁为了使经济体系

在新货币政策下收敛袁D* 的值必须为 0遥
所以得出限制条件为院
e0-=e0+

pT-
m*
h =pT+

m*
h

eT-
m*
h =eT+

m*
h

D*=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輦輳訜

将輦輱訜与輦輲訜代入輦輳訜得出院
e軇渊m0冤=e軇渊m0冤+C+D
鄣p軌h
鄣m 渊m1-m0冤= 姿2姿

渊1- 琢啄x+夼 冤 De姿02 t

鄣e軇鄣m 渊m1-m0冤=Ce姿01 t +De姿02 t +C*e姿01 t

由于 鄣p軌h
鄣m = x+夼-琢啄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

鄣e軇鄣m = 1琢4
袁得出关于 C袁D袁C* 的矩阵院

1 1 0
0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0

e姿01 t e姿02 t -e姿01 t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由 Cramer忆s Rule,从上式可以求得 C袁D袁C*

C= e姿01 t 驻p軌h

-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e姿01 t =-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D= e姿01 t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e姿01 t =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C*=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驻e軇+驻p軌he姿01 t -e姿02 t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e姿01 t

= 驻e軇
e姿01 t - 驻p軌h

渊1- 琢啄x+夼 冤e姿02 t + 驻p軌h

渊1- 琢啄x+夼 冤e姿01 t

将其代回輦輱訜与輦輲訜袁得出房价与利率的明确调整路径院

ph=

p軌h渊m0冤 渊t=0-冤
p軌h渊m0冤+ 姿姿01

1- 琢啄x+夼
窑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

姿姿2
1- 琢啄x+夼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 渊0+臆t=Tm-冤

p軌h渊m1冤+ 姿姿1
渊1- 琢啄x+夼 冤

-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e姿02 t蓸 蔀

+ 驻p軌h
姿姿2

渊1- 琢啄x+夼 冤
渊t逸Tm+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e=

e軇渊m0冤 渊t=0-冤
e軇渊m0冤+ 驻p軌h

姿姿2
1- 琢啄x+夼

e姿02t e
姿01t+ 驻p軌h

姿姿2
1- 琢啄x+夼

e姿02t e
姿02t

渊0+臆t=Tm-冤
e軇渊m1冤+ - 驻e軇

e姿01t - 驻p軌h

渊1- 琢啄x+夼 冤e姿02t + 驻p軌h

渊1- 琢啄x+夼 冤e姿01t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e姿01 t

渊t逸Tm+冤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此外袁 我们已算出本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

对的移动方向遥
鄣ph
鄣m 讦

p觶
h
=0
= x+夼-琢啄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

鄣ph
鄣m 讦e觶=0=1跃0
当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跃0 时袁房价和汇率的动态走

势图为图 6 所示院

Meng Fanglin On the Mechanism of Money Policy Announcements Acting o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an Open Economy

12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如图 6 所示袁假设经济体系初期渊0 时冤位于p觶 h=0 线

与e觶=0 线的交点 Q0-遥 若此时央行宣布在 TM 时刻袁将货

币供应量由 m0 变为 m1 时袁 则经济体在 TM 之后由 Q0-

渊下方图冤移至 Q*渊上方图冤袁p觶 h=0 向上移与e觶 =0 向上移

相交于新交点 Q*袁是经济体新的长期均衡点袁由于经济

体呈现马鞍安定的动态性质袁 因此政府在执行扩张性

货币政策时袁必须将经济体送往马鞍路径 SS渊上方冤线
上遥 由于政策宣告后渊0+冤时刻到执行前渊TM-时刻冤时间

段内袁货币供应量仍然维持在 m0 水平袁所以经济体的

动态走势袁在此时间段内围绕着 Q0-点移动袁可由路径

Q0-要Q0+袁Q0+要QTM袁将经济体系送达 SS渊上方冤线上袁即
在 TM 时刻袁经济体会在 QTM点袁在 TM 时刻之后袁由于货

币供应量已经增加到 m1袁故经济体沿着 SS渊上方冤线走

向均衡点 Q*遥
五尧结论与建议

众所周知袁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袁其
价格的波动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息息相关遥 房地产

市场需求的变化袁对于货币流通具有一定的影响遥 房地

产价格的波动恰好直接反映了房产的需求状况遥 所以

在探索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过程中袁 房地产市场是重要

的一环遥 同时袁我们考察到本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已经

不是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发展袁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开放

的经济模型袁 将汇率这一货币流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引入其中袁在居民完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袁考察货币政

策宣告前后对房地产价格与汇率影响的宏观经济动态

变化袁结论如表 1 所示遥

图 6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跃0时袁货币政策宣告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图 7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约0时袁货币政策宣告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移动情况 变量
宣告之时
Q0-要Q0+

政策宣告到执行之前

Q0+要QTM

政策执行之后

QTM要Q* 搭配图形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跃0 ph 持续上涨 持续上涨 保持不变 图 6
e 持续下降 持续上涨 持续下降 图 6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约0 ph 持续下降 持续上涨 保持不变 图 7
e 持续下降 持续上涨 持续下降 图 7

表 1 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价格的ph与 e 影响

在居民完全预期的情况下袁 我国实施扩张性货币

政策遥 当 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跃0院货币政策宣告之时袁房
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袁本国汇率持续下降遥 在货币政策宣

告到执行之前这段时间袁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袁而本国

汇率持续下降遥 在货币政策执行之后袁房地产价格保持

不变袁本国汇率持续下降遥姿渊x+夼-琢啄冤-渊x+夼冤约0院货币政

策宣告之时袁房地产价格与本国汇率均持续下降遥 在货

币政策宣告到执行之前的时间段内袁两者持续上涨遥 到

了货币政策执行之后袁房地产价格保持不变袁本国汇率

持续下降遥

孟方琳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宣告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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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野微观经济学冶一直是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

础课遥 这门课程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本科学生

尤为重要遥 一方面袁这门课程是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第一

环袁是宏观经济学尧国际经济学尧计量经济学等后续课

程的基础袁如果基本概念及原理没有阐释清楚袁将影响

后续课程的教学曰另一方面袁本科生如果申请国外经济

学相关的商科硕士留学机会袁 该课程的成绩绩点将影

响到他们的择校范围及录取概率遥 因此袁无论从教师还

是学生角度袁这门课程都值得重视遥

第 3 期圆园 1 8 年 9 月

上海杉达学院研究与发展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Research & Development

晕燥援3Sep援 圆 园 1 8

微观经济学课程全英文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方法及路径研究

蒋君仙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作者简介院 蒋君仙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 2634495043@qq.com

揖摘 要铱 作为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袁野微观经济学冶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方法及路径值得授课

教师们的重视遥 该文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细致的国内外文献研究袁并结合上海杉达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渊中美合

作项目冤该课程的全英文教学实践袁依照教学规律袁精心设计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遥 对于从事该课程全英文或

双语教学的教师来说袁具有参考价值遥
揖关键词铱 微观经济学曰 全英文教学曰 教学有效性曰 方法曰 路径

Practical Methods and Paths Study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Microeconomics in English

Jiang Junxian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Microeconomics is a basic major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ts practical
methods and paths to realize effective teaching deserve great attention and emphasi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es鄄
say starts with a thorough and careful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papers focusing on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Microeco鄄
nomic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ing the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essay designs concrete
teaching methods and paths along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Definitely it will give those teachers who are engaged in
teaching Microeconomics as well as Macroeconomics in English or bilingually some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Key Words: Microeconomics; teaching in English;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ethods;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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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门课钥 能不能帮助学生形成

初步的经济学思维袁 把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解释身

边的经济现象钥这是个不小的挑战遥原因在于院首先袁微
观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繁多尧 结构复杂的系统性理论体

系袁对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遥 其次袁
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袁 研究的是人在资源稀缺状态

下的决策过程袁涉及社会学尧心理学尧行为科学等等知

识袁内容比较复杂遥 而笔者所在的上海杉达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渊中美合作项目冤自 2002 年开始招收本

科生至今已经有 16 年袁从项目设立之初就启动了微观

经济学全英文教学袁 所以教师和学生还需要逾越语言

这道关遥
面对种种挑战袁 本文以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国际

化不断发展为背景袁基于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习袁
结合国内外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和经验袁 探讨微观经

济学全英文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方法及路径遥
二尧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袁 关于微观经济学全英文教学的教学

方法尧路径等等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并不少遥
渝 国外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方面袁Nan L. Maxwell 渊2005冤
认为提问式尧启发式尧互动式的教学效果要明显优于传

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遥 Daniel K. N. Johnson 渊2011冤强
调定期的同步测试在本科生经济学教学中相当重要袁
对提升教学效果作用显著遥 Tin-Chun Lin 渊2013冤对商

务类专业的学生进行经济学基本原理教学时袁 发现运

用生动活泼且有创意的纵横填字字谜给学生练习袁能
有效促进学生掌握经济学专业词汇和术语袁 提升他们

在测验中的成绩遥 Jill Caviglia-Harris 渊2016冤提出运用

翻转课堂及在线视频可以有效促进教学效果遥 Tisha L.
N. Emerson 渊2015冤则研究发现袁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

学中袁 鼓励学生合作分享并让学生采用团队合作的方

式解决经济学问题袁 这样的教学方法并不比传统的教

学模式更能提升学生的经济学思维遥 Seife Dendir
渊2016冤运用来自微观经济学在线课程和面授课程两种

不同授课方式的数据袁 分析了它们教学特点及学习效

果的差异袁发现院即便在传统教学体制下袁这两种授课

方式应适用于不同背景和特点的学生曰 在学习效果方

面袁在线学习的学生在最终评估中得分更高袁这种差异

与选课时的潜在选择偏差尧 不同的选课方式及成绩衡

量方法都有关系遥 Jose J. Vazquez 渊2015冤提出微观经济

学这门课程涉及许多核心原理及主题袁教师要想在规定

的课时内完成繁多艰涩的课程教学内容及任务袁同时还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曰而这时翻转课

堂教学法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院课前要求学生做好预

习渊观看多媒体课件袁并嵌入相关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冤袁
可以留出更多的课堂时间用于小组活动袁 比如小组讨

论尧问题解决或者课堂实验遥他们的教学实践证明袁翻转

课堂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袁改善教学效果遥
2. 在学生经济学思维或理念的培植方面袁Sylvia

Maxfeld渊2011冤发现袁授课过程中结合企业担负的社会

责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给学生讲解袁 有助于

学生理解定价尧利润最大化尧博弈论尧信息不对称尧反托

拉斯法尧 网络与创新经济学等基本概念遥 Chad Cotti
渊2012冤认为阅读历史小说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经济学思

维袁 他们以历史小说 The Lost Painting 渊Jonathan Harr
Tisha, 2005冤为例袁发现微观经济学中的稀缺性尧机会成

本尧成本-收益分析法尧税收规避尧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

分工尧工资差异补贴尧竞争尧市场结构尧定价尧收入以及

政府管制等等基本概念袁 都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充分

的解释遥 Brandon Dupont渊2014冤指出袁野经济学之父冶亚
当斯密的道德理念能够用来较好地解释交易成本这个

概念袁 同时他发现在道德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密

切的联系袁 且学生如果能够从历史和经济史的视角将

经济社会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作为学习经济学的道德

基础袁教学效果能得到明显的提升遥
3. 在经济学教学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袁Cynthia

Harter 渊2015冤发现不同高校经济学系在经济学的教学

方法及使用的教学材料方面都存在差异袁 相对来说资

金充裕尧 教师待遇高且生源优质的高校袁 配合小班教

学尧助教制度等有利条件袁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学的教学

效果遥 Gloria Allione 渊2016冤在开设开放性的微观经济

学网络在线课程过程中发现有较高的退学率袁 年轻女

性不能完成课程学习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袁 因此在设计

课程教学方案时袁 应更重视那些有强烈学习主动性的

学生曰而不同的学生群体对教师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院如
何开发灵活的课程教学体系袁 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习

进度袁同时还能保持学生的学习群意识袁并能提供足够

的构架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遥
渔 国内文献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1. 哪些方法能有效促进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遥 韩燕

渊2015冤提出精心设计教学内容袁丰富教学手段袁注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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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相结合袁 可以有效提高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质

量遥 吕文慧渊2011冤和李晓宇尧周东尧张晓春渊2016冤等提

出通过案例教学法袁 将经济学案例科学地运用于微观

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的各个环节袁 是提高教学效果的

重要手段袁有助于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遥 吕文慧尧李佐

阁尧周宁渊2016冤认为微观经济学微课的案例化和精品

化既是统筹推进实践教学改革尧 探索网络化教学的有

效方法和具体途径袁也是提升微观经济学微课的品质尧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本科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内在要求遥
卢丹渊2016冤认为基于翻转课堂模式设计与开发高质量

的微观经济学微课袁 有利于课程的教学效果遥 孙亚君

渊2016冤 也提出微课和翻转课堂是新形式教学方法袁建
立基于微课视角的微观经济学网络教学资源库袁 有助

于学校进行微课与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袁 为学生学好微

观经济及其他经济类课程打下坚实基础遥 高国辉

渊2016冤将基于问题导向渊Problem-Based Learning袁PBL冤
的教学方法引入课堂教学袁通过提出问题尧自主学习尧
分组讨论尧提出解决方案和点评分析等 PBL 五步教学袁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袁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遥

2. 影响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因素有哪些遥 唐果

渊2012冤以微观经济学课程为例袁运用因子分析法对

应用型高校本科学生教学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袁结
果显示袁 课堂气氛和实用性因子尧 教师职业道德因

子尧 专业理论素养因子是影响教学满意度的三个最

主要因素遥 为了改善学生对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满意度袁 不仅要努力改善课堂气氛和提高课程实用

性袁 还应该大力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着力提高

教师专业理论素养遥
3. 结合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尧 全英文教学的具体

实践袁提出具体的教学方法遥 比如胡卫中渊2010冤结合浙

江大学城市学院与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合作办学的

实践袁 提出微观经济学双语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化数

学工具尧图表应用并充分使用教学辅导书袁能够有效缓

解学生的语言困难袁提升教学效果遥 此外袁文中提出在

高校中推广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需要正确估计学生

的英语能力袁重视对学生英文阅读及答题能力的训练遥
王铂渊2014冤则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袁认为全英文教学避

免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袁 教师在全英文

授课过程中需要注意口语发音的标准化袁 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袁对经济学专业术语进行深入讲解袁同时注意引

入我国案例袁这些对提升全英文教学效果都有作用遥

4. 实验经济学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积

极作用遥 李永波渊2017冤以实验经济学为视角袁将微观经

济学的实验内容分为基础模块尧研究模块和综合模块遥
通过三个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模块学习和建设袁 夯实

学生的经济学基础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袁使微观经济

学实验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遥 舒燕渊2015冤提出实验经

济学将经济学导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袁 可以有效改变微

观经济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袁 提高学生的实验和实

践能力遥
综上所述袁关于微观经济学教学的有效性探讨袁国

际上侧重在教学方法尧 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以及影响

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等方面袁 专注于教学效果的比较

及量化评估遥 我国学者对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

讨论主要围绕传统教学体制下如何拓展新的教学方

法袁双语或全英文教学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遥
上海杉达学院坚定推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渊中

美合作项目冤15 门课全英文教学袁 配合以小班教学尧助
教制度等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遥 基于前辈教师和学

生们积累的经验袁秉持教育国际化的信念袁本人结合微

观经济学全英文教学的实践袁 提出上海应用型高校本

科生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理念与方法袁 以实现教学

的有效性遥
三尧微观经济学全英文教学的设计思路尧教学方法

及路径

经上海市教委批准袁上海杉达学院于 2002 年开办

野国际经济与贸易冶专业本科中美合作项目袁办学性质

为中美合作尧非独立设置尧高等学历教育渊本科冤袁学制 4
年遥 该项目以野加强基础尧拓宽专业尧注重应用尧培养能

力冶为教育模式袁兼顾中方学科专业体系要求袁在师资尧
课程尧教材尧教学等方面与美国瑞德大学渊Rider Univer鄄
sity冤深层次合作袁培养有国际视野尧掌握先进学科知识

和现代技能尧能适应国际化进程需要尧适应区域经济建

设需要尧具备跨文化合作和交流能力的综合型人才遥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渊中美合作项目冤的学生主要

来自上海尧江苏尧浙江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袁高考基

本都接近甚至超过各省市一本分数线水平遥 大多数学

生英语基础扎实袁善于与人沟通交流袁适应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遥 该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有近 25%学分用

于设置叶大学英语曳听说读写等各种课程渊集中在大一

大二年级冤袁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遥 此外袁一
系列全英文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袁 渐进式地推动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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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专业词汇尧术语尧概念及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袁构建

了连贯的尧不间断的全英文专业课程教学体系遥 就微观

经济学渊英冤课程来说袁前面有工商导论渊英冤课程袁后面

有宏观经济学渊英冤尧会计学概论(英)尧市场营销学渊英冤尧
国际经济学渊英冤等等袁课程体系体现了沉浸式的教学

理念袁遵循了循序渐进尧由浅入深尧从简单到复杂的教

学规律遥 自 2002 年至 2017 年底袁该项目已招收 15 批

次学生共计 996 名袁其中赴美留学人数累计达 306 人袁
282 人获得中美两校本科学位袁257 人获得美国瑞德大

学硕士学位遥 毕业生总体英语能力突出袁视野开阔袁就
业状况良好遥 经过四年制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培养袁一部

分学生本科毕业后能够自己申请到国外知名大学的留

学机会袁攻读硕士学位遥
基于前文中阐述的国内外学者丰富的教学研究经

验袁结合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渊中美合作项目冤专业的

生源特点尧 师资力量及教学条件袁 依照教学的基本过

程袁 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设计思路尧 教学方法及路径

渊如表 1 所示冤遥
渝 重视课前预习袁及时考核预习质量遥 首先袁在开

课前对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进行测评分级袁 尽量做到

因材施教袁将全英文课本中的重点案例尧新闻尧信息列

为课前阅读任务袁设计阅读理解题袁检测学生的理解能

力遥 其次袁充分运用翻转课堂袁要求学生课前阅读课本

相应章节及资料袁观看多媒体课件或课前视频袁要求学

生在线回答嵌入的预习问题袁 教师团队查看学生答题

的用时及准确率袁检验学生的预习质量并给予评价袁作
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学生学习手册遥 第三袁通过案

例化尧精品化的微课录制袁将重要章节的重要概念尧理
论的授课视频放置到网络平台袁 要求学生观看并制作

相应的预习提纲遥
渔 丰富课堂教学方法及形式袁使之更立体更生动遥

一方面袁采用提问式尧启发式尧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构建

课堂教学体系袁运用小组讨论尧问题解决及课堂实验等

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遥 另一方面袁在重点章节运用

案例教学法或者问题导向渊PBL冤的方法袁激发学生深入

思考袁分析典型案例袁解决难点问题遥 此外袁在产品供求

市场分析及市场结构等章节里袁 强化数学工具及图表

应用袁使学生熟练运用数学工具和图表分析市场变化遥
在部分章节还可以借助于经济学游戏袁 让学生体验经

济学思维袁如寡头市场的博弈论思维遥
隅 课后复习及测评遥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曼昆

第 6 版全英文微观经济学教材授课内容总共 19 章渊其
中第 12 章此版教材未印冤袁 为了促进学生及时掌握理

解所学知识袁从三个方面考核学生遥 首先是课后作业袁
表 1 微观经济学渊英冤教学方法及路径设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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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后面的练习题要求学生至少完成其中一半袁教
师团队按章节收齐后及时批改点评遥 其次是分段测验袁
18 章分成 4 个部分分段测试院1-5 章尧6-9 章尧10-14
章尧15-19 章袁测试题题型包括单选题尧判断题尧简答题

和计算画图题遥 第三是学生的小组作业袁要求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袁通过搜集案例及实验数据袁将经济学基本原

理与方法用于分析现实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遥 学生搜集

到的案例尧 实验数据及其小组分析报告须提交教师团

队评阅袁 存在问题或不足的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修改

完善袁最终收齐后建设网络学生案例资料分析库袁供下

届学生参考遥
予 培植学生经济学思维或理念遥 鼓励学生扩展课

外阅读袁将与经济学有关的参考书尧历史小说或名著罗

列清单袁要求学生定期阅读并分享心得袁组织野经济学

沙龙冶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袁如辩论赛尧知识竞赛尧著作

品鉴会等遥
娱 建立配套的教学制度袁确保教学质量优良遥继承

和发扬十六年来的野小班教学+助教制度冶模式袁形成教

学团队成员 3 个层级梯度式发展袁 分工合作构建完善

的课程教学体系袁建立习题库尧课件尧视频尧案例资料

库袁及时构建网络尧电子教学资源平台袁不断推陈出新遥
四尧结语

通过上述教学研究袁 本人于 2016尧2017 两年袁开
展了微观经济学渊英冤的教学实践袁在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渊中美合作班冤逐步推进上述教学方法及教学路

径袁并不断更新完善遥 接下来袁笔者将着手教学调研袁
对教学效果进行逐项评估袁从课前预习尧课堂组织尧课
后实践及学期论文撰写等三个方面袁考察学生经济学

思维的形塑情况袁以进一步提升该课程全英文教学的

有效性遥

蒋君仙 微观经济学课程全英文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方法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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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近年来袁人类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袁中国也在积极探索节能减排尧减少环境污染的途径遥 物

流行业是能源消耗比较大的行业之一袁被列为节能减排的重点袁尤其是该行业中的仓储与配送环节遥 该文首先分析

了我国仓储物流企业减少资源损耗的必要性袁接着分析仓储物流企业利用光伏发电的可行性袁并在调研的基础上

说明仓储物流企业利用光伏发电的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袁最后袁提出我国仓储物流企业实施光伏发电的保障机制遥
揖关键词铱 光伏发电曰 仓储物流企业曰 资源损耗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仓储物流企业的应用研究

陈仙丽 朱 昊 周 提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Warehous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Chen Xianli Zhu Hao Zhou Ti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 to mankind, and China ha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ogistics industry is a key industry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鄄
sion reduction, especially during its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proces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estab鄄
lishing warehous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to reduce resource depletion,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logistics en鄄
terprises by using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so as to illustrate the economic gain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ose warehouse logistics enterprises using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is going to propose safe鄄
guard mechanism of implementa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忆s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s.
Key Words: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warehous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resource de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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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我国出现了许多大型综合物流公司袁物流运

输货物的种类增多袁市场对仓储的要求也随之增加遥 根

据叶中国仓储行业发展报告 2016曳袁2015 年袁中国仓储

业企业数量已有三万多个袁 营业性通用仓库面积约

9.55 亿平方米[1]遥 这些仓储物流企业的用电需求量在增

加遥 本文分析仓储物流企业减少资源损耗的必要性和

物流企业采用光伏发电的可行性袁 并通过例子分析物

流企业利用光伏发电的成本收益袁最后袁提出仓储物流

企业实施光伏发电的保障机制遥
一尧仓储物流企业减少资源损耗的必要性

渝 转变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方式

近年来袁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

题遥 根据叶巴黎协定曳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

革命前 2益之内的长期目标[2]袁 我国提出到 2030 年袁单位

GDP 的 CO2 强度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约 60%-65%遥我
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二为能源消费的 CO2[3]袁减少能

源消费 CO2 的排放需要实现能源转型袁改变依赖化石能

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袁提高电力系统投资方面的非化石能

源发电比例袁用太阳能发电尧水电等替代燃煤发电袁实现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20豫的目标遥
渔 降低物流费用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袁 发展现代物流成为

一个必然的选择遥 这就要求物流业降低成本袁 提高效

率遥 通常袁国际上通过比较物流费用占 GDP 比重来衡

量一国物流成本的高低遥2012 年袁发达国家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例比发展中国家要低渊见表 1冤遥 在几个发展

中国家中袁我国物流成本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遥 近几年袁
我国物流成本不断下降袁2015 年我国社会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例比 2012 年下降了 2 个百分点袁 降低到

16%遥 2015 年袁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构成中袁保管

费用为 5.8 万亿元袁约占三分之一的比例[4]遥 因此袁要降

低物流成本袁应减少仓储物流企业的费用遥

区域 国家
2012 年 GDP
渊十亿美元冤

2012 物流费用
渊十亿美元冤 物流费用与 GDP比率%

北美
加拿大 1819.0 163.7 9.0
美国 15680.0 1334.6 8.5

欧洲
法国 2609.0 247.6 9.5
德国 3401.0 299.7 8.8

亚洲太平洋

中国 8227.0 1480.9 18.0
印度 1825.0 237.1 13.0
日本 5964.0 506.9 8.5
韩国 1156.0 103.9 9.0

南美
阿根廷 475.0 57.0 12.0
巴西 2396.0 277.9 11.6

全球 71830.0 8356.6 11.6

表 1 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物流费用及占 GDP的比率渊2012 年冤

数据来源院 Armstrong Associates Inc.
2000耀2015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逐年递增袁其中交

通运输尧仓储和邮政业在电力消耗量上增长速度较快遥
2000耀2011 年袁年增长速度都超过 10%遥 2011 年以来袁
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袁但还是处于 8%左右遥 由于许多物

流公司应用自动化分拣尧扫地机器人尧叉车搬运货物等

等来提高效率袁 也开始采用恒温库尧 冻库等来保质保

鲜袁导致仓库的用电需求增多遥 尤其在一些节日活动的

时候袁货物爆仓袁用电需求会更多遥 因此袁我国应该推动

物流业节能减排袁发展绿色物流遥

年份 2000 2005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用电量 281.2 430.34 617.01 734.53 848.42 915.37 1000.92 1059.24 1125.61

增长速度 10.85% 10.61% 10.84% 19.05% 15.51% 7.89% 9.35% 5.83% 6.27%
数据来源院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6

表 2 交通运输尧仓储和邮政业消费电力总量

亿千瓦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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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陈仙丽袁等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仓储物流企业的应用研究

隅 实地调研

近年来袁物流公司在绿色物流方面袁尤其是节省成

本方面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遥 我们实地调研了两家仓储

物流公司院上海宜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和宁波龙星物流

有限公司遥 这两家企业都是货架式仓储物流公司袁主要

经营仓储尧集装箱运输尧配送等业务遥两家公司表示他们

实现绿色物流的侧重点在可持续发展上遥他们充分利用

空间的货架仓袁如高 5耀6 层的货架层来节省成本遥 在节

能方面袁宜欧公司通过安装节能设备袁例如 LED 等节省

能源消耗遥 龙星物流有限公司使用透明聚光板袁在仓库

顶上每隔一定距离安装透明聚光板用以照明袁不需要使

用电力袁只要有阳光袁就可以照明袁其光亮程度完全不亚

于普通的照明灯袁充分体现了节能减排的发展理念遥
二尧仓储物流企业利用光伏发电的可行性分析

为了发展绿色仓储袁 物流企业可以考虑采用光伏

发电技术袁通过安装分布式发电系统袁利用太阳能电池

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5]遥 公共仓储企业和制造企

业物流仓库尧物流园区都比较适合应用光伏发电袁因为

屋顶面积很大袁具备屋顶资源的优势遥
仓库屋顶光伏发电可以成为绿色仓储的措施之

一遥 目前国内外都有企业或者物流园区实施了屋顶光

伏发电技术遥

实例 应用效果

意大利的普拉托 CNNA 物流中心太阳能光伏屋顶项目
2906 kW尧21000 平方米[6]

年发电量 3.2 亿吉瓦窑时

广汽商贸集团公司分布式屋顶仓储项目[7]

金山尧松江区工业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渊计划 2018 年实施冤 约 70 000m2 的闲置屋顶将安装半导体板袁 实现光伏发电发电

量约 7150 000kWh
山东济宁工业园区 5.3 万 m2袁全年总发电量约为 610 万度

首都博物馆[8] 应用并网光伏发电系统袁峰值发电量可达 300kW
浙江省义乌市普洛斯渊义乌冤物流园区 装机容量约为 9.177 85 MWp

表 3 屋顶光伏发电实例

我国政府层面积极推动分布式光伏应用示范园的

建设遥 在我国太阳能野十三五冶规划中袁2020 年将建成

100 个示范园袁在这些示范园区内袁将有 80%的新建建

筑屋顶尧已有 50%的建筑物屋顶应用光伏发电[9]遥
技术方面看袁 我国建立了较成熟的光伏技术研究

团队袁形成了较完整的光伏制造产业链袁具有较强大的

产业化技术水平袁也实现了光伏产业的规模化效应遥 技

术和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太阳电池效率袁 降低了光伏组

件成本遥 在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我国晶体硅太阳电池绝对效

率保持每年提升 0.3%袁单晶电池片产业化效率从 2015
年 19.5%提高到 2017 年 21.8%袁 多晶电池片产业化效

率从 2015 年 18.3%提高到 2017 年 20%袁 单位功率的

太阳电池价格下降袁 光伏组件生产成本从 2015 年的 3
元/W 降低到 2017 年的 2 元/W[10]遥

光伏发电成本方面袁 因为刚开始我国光伏发电成

本高袁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袁以扶持和鼓励行业

发展遥 目前袁不论是从国家能源战略政策袁还是实际光

伏装机市场袁中国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装机国遥 随着

光伏发电的技术变得成熟袁发电成本已经降到极限了袁
几乎已经实现平价上网 渊成本在无国家补贴的情况下

已经接近火电成本袁只比火电高几分钱冤遥
技术的发展也提升了光伏发电的产品的性能和质

量遥 目前我国多数公司生产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基本

性能都不错袁转换率高尧效率高袁弱光性优异袁性能稳

定袁在产品使用年限和质保方面也具有优势遥 拥有高转

换率尧高效率的电力输出曰弱光效应卓越要要要选取透光

率 97%的优质钢化玻璃曰5 年寿命提升袁30 年功率质

保要要要小于 0.5%年衰减率袁30 年后仍可保证 83.5%的

发电能力袁杜绝 PID 效应曰高性能双玻组件要要要到第 25
年双玻组件比常规组件多发电 3.28%袁 且寿命增加 5
年袁到第 30 年双玻组件比常规组件多发电 22.9%袁有效

提升了组件经济价值遥 太阳能光伏产品转换效率高达

98.5%袁 高于欧洲转换效率 97.5%袁MPP 跟踪效率达到

99.9%袁IP65 的防尘防水等级袁安全性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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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利用光伏发电的成本和收益

仓储物流企业或者物流园区屋顶利用光伏发电袁
不仅存在经济收益袁也会带来环境收益遥

渝 企业屋顶光伏发电的投资成本收益分析

如果采用野自发自用尧余电上网冶的模式袁企业屋顶

光伏发电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节省的电费遥 这可以通过

用电量 * 企业用电单价计算遥
一部分来自于卖电所得遥 就是将余电上传至电网袁

按照各地上网电价计算所得遥 2014 年上海的脱硫燃煤

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是 0.39 元[11]袁 2017 年 7 月 1 日公布

的上网电价调整为 0.4155 元[12]遥 余电上网的收益为余

电量 * 各地脱硫煤电价渊例院上海 0.4155冤遥
还有一部分收益来自于补贴遥 随着光伏发电技术

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袁 我国光伏发电的政府政策也在

发生变化遥 2013 年袁发改委规定袁分布式发电每度电可

获得 0.42 元国家财政补贴遥 2018 年 5 月 31 日袁国家能

源局印发叶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通知曳袁暂不

安排 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袁 仅安排约 1000
万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13]袁采用野自发自用尧余电

上网冶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袁全电量度电补贴标

准降低为每千瓦时 0.32 元渊含税冤遥 地方补贴不同省份

有不同的规定袁2014 年上海市公布的叶可再生能源和新

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曳规定袁上海分布式光伏发

电每度电工商业用户地方补贴 0.25 元袁 个人用户地方

补贴 0.4 元[14]袁奖励期限是 5 年遥 政府补贴会随着光伏

发电成本的降低和项目的普及越来越少遥 因此袁在计算

项目收益的时候国家财政补贴可以不计算遥 近几年地

方补贴收益的计算按照以下公式院 发电量 * 省补尧市
补尧县补渊例院上海 0.25冤

本文以太阳能板为例袁 来说明物流企业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的投资回报率遥 以上海地区物流企业安装

4800KW 项目为例袁所发电量 90%自用,10%余电上网遥
电价按照每度 0.88 元/度计算遥 按照 25 年计算遥

太阳能光伏电板规格 价格渊元冤
5kw 并网系统 50,000
8kw 并网系统 76,000
10kw 并网系统 100,000

表 4 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板价格

数据来源院 调研

年份 衰减率 年发电量 自用电量 余电电量 地方补贴 余电上网 企业节省电费 年收益总额渊元冤
1 0 4560000 4104000 456000 1140000 189468 3611520 4940988
2 0.025 4446000 4001400 444600 1111500 184731 3521232 4817463
3 0.0065 4417101 3975391 441710 1104275 183531 3498344 4786150
4 0.0065 4388390 3949551 438839 1097097 182338 3475605 4755040
5 0.0065 4359865 3923879 435987 1089966 181152 3453013 4724132
6 0.0065 4331526 3898374 433153 179975 3430569 3610544
7 0.0065 4303371 3873034 430337 178805 3408270 3587075
8 0.0065 4275399 3847859 427540 177643 3386116 3563759
9 0.0065 4247609 3822848 424761 176488 3364107 3540595
10 0.0065 4220000 3798000 422000 175341 3342240 3517581
11 0.0065 4192570 3773313 419257 174201 3320515 3494717
12 0.0065 4165318 3748786 416532 173069 3298932 3472001
13 0.0065 4138244 3724419 413824 171944 3277489 3449433
14 0.0065 4111345 3700210 411134 170826 3256185 3427012
15 0.0065 4084621 3676159 408462 169716 3235020 3404736
16 0.0065 4058071 3652264 405807 168613 3213992 3382605
17 0.0065 4031694 3628524 403169 167517 3193101 3360618
18 0.0065 4005488 3604939 400549 166428 3172346 3338774
19 0.0065 3979452 3581507 397945 165346 3151726 3317072

表 5 光伏发电项目收益计算

Chen Xianli, et al.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Warehous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24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资料来源院 自己整理计算

企业的光伏发电项目以 25 年的使用期计算袁企业

投资这种项目的总收益是 91944821 元袁 成本是 1440
万元袁总共的投资回报率是 538.51%遥分摊到每年袁年收

益率为 21.5%渊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融资成本冤遥
渔 环境效益分析

1. 计算该项目的 CO2 减排量 Qrco2
Qrco2 = Qtr窑Vco2 优
其中袁Qrco2 表示 CO2 减排量袁单位为 kg; Qtr 表示太

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常规能源替代量袁 表示年光伏发

电量折算为标准煤的数量渊kg冤曰Vco2 表示标准煤的 CO2
排放值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推荐吨标煤 CO2 排放

值为 2.4567tCO2/ tce[15]遥
Qtr = D窑En 悠
悠 式中袁Qtr 表示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年标准煤替

代量袁D 表示每度电折算的标准煤量袁按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渊2017冤中火电发电煤耗计算袁D = 0.294kg /kWh; En
为太阳能光伏系统每年的发电量遥

仓储企业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光伏发电量为 4146217
度袁 相当于每年节省标准煤数量院Qtr=4146217*0.294=
1218987kg袁每年可减少的 CO2 排放量院Qrco2 =1218987伊2.
4567=2994687t/年

如果碳排放量按照 2015 年火力发电电力转换过

程中各类能源消耗量 783gCO2/kWh 来计算 [16]袁则可减

少的 CO2 排放量院Qrco2=637474*783=3246487t/年
2. 计算该项目的 SO2 减排量 Qrso2
Qrso2 = Qtr窑Vso2 忧
其中袁Qrso2 表示 SO2 减排量袁 单位为 kg; Qtr 表示太

阳能光伏系统的年标准煤替代量袁 为 187417 kg 标准

煤曰Vso2 表示标准煤的 SO2 排放值袁取值 0.02 kg /kg[17]遥
仓储物流公司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后袁 每年可减

少 SO2 排放量院Qrso2 = 1218987伊0.02 = 24379t /年
3. 计算该项目的粉尘减排量 Qrfc
Qrfc = Qtr窑Vfc 尤
其中袁Qrfc 为粉尘减排量袁单位为 kg; Qtr 为太阳能

光伏系统的年标准煤替代量袁 为 187417 标准煤曰Vfc 为
标准煤的粉尘排放因子袁取 0.01kg/kg[18,19]遥

仓储物流公司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后袁 每年可减

少粉尘排放量院 Qrfc = 1218987伊0.01= 12189.87t/年遥
四尧实施屋顶光伏发电的保障机制

仓储物流企业实施光伏发电袁 需要建立相应的保

障机制遥
渝 融资

小型分布式渊屋顶冤电站的优势是就地发电就地

使用袁但是建设初期固定资产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较

多袁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支持[20]遥分布式光伏项目资金

来源主要是金融机构信贷尧 政府补贴和企业自有资

金遥 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形式单一袁主要是融资租赁遥
因为项目的风险问题袁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袁分布式

发电项目受益期限较长袁大概是 20耀25 年袁针对项目

的特点袁金融机构可考虑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能性[21]遥政
府补贴是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主要的现金来源袁如果

补贴资格认定需要时间长袁企业就会遇到资金周转问

题遥 分布式光伏项目存在正外部性袁会对社会带来环

境收益遥 随着补贴政策的取消袁国家也可以考虑对于

安装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的企业给予一次性税收优

惠政策袁用税收激励替代补贴政策袁激发企业的积极

性遥 另外袁可以借鉴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袁通过与仓库

业主签订能源管理合同袁能源服务公司为项目提供融

资并参与项目的投资尧建设袁分享仓库业主的节能收

益袁逐步收回投资遥

年份 衰减率 年发电量 自用电量 余电电量 地方补贴 余电上网 企业节省电费 年收益总额渊元冤
20 0.0065 3953586 3558227 395359 164271 3131240 3295511
21 0.0065 3927887 3535099 392789 163204 3110887 3274090
22 0.0065 3902356 3512120 390236 162143 3090666 3252809
23 0.0065 3876991 3489292 387699 161089 3070577 3231666
24 0.0065 3851790 3466611 385179 160042 3050618 3210660
25 0.0065 3826754 3444078 382675 159002 3030789 3189790

合计 103655428 93289885 10365543 91944821

渊续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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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协调

对于仓储物流企业来说袁 一部分企业是自己建造

仓库自己使用袁另一部分是租用仓库遥 对于租用仓库这

种模式袁 光伏电站建设和使用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仓

库业主尧仓库使用者渊物流公司冤和电网企业三方遥 首

先袁电站是否安装取决于仓库业主遥 其次袁屋顶光伏电

站建成后袁仓库业主还需要解决电站的运营管理权袁支
配收益权的归属等问题遥

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是由仓库业主建造屋顶电

站袁拥有所有权袁享有发电收益权遥 具体的发电量尧用电

量及上网余量袁由仓库业主与电网企业核算袁度电补贴

也由电网企业来发放遥 要保障分布式光伏项目顺利运

行袁需要解决余电上网问题遥 光伏系统白天发电袁企业

全天用电袁如果不能并网袁为了保证全天用电袁企业需

要购买储能设备遥 要保障分布式光伏项目顺利运行袁还
需要解决电费收取结算问题遥 电网企业是比较快捷尧方
便尧有权威性尧信用良好的征收电费单位袁所以比较可

行的方法是由电网企业代收代付分布式发电项目的电

费遥 无论是自己发电自己使用袁还是余量上网袁都由电

网企业来认定袁度电补贴也由电网企业来发放遥
仓库业主与物流公司之间是仓储租赁关系袁 同时

还需要签订长期电力购买合同袁 在合同中二者之间需

要说明物流公司用电量的结算方法袁 具体用电量由电

网公司核算袁 物流公司每月支付的电费直接支付给仓

库业主袁价格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工商业峰值电价袁因为

是企业自己发电袁所以具体电价可由双方协商确定遥
电站的运营方面的管理袁可以通过完全委托模式袁

仓库业主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袁 委托专业运营维修公

司来负责运营管理遥 最好能由能源类服务企业提供这

类服务遥 专业的能源服务企业拥有成熟的运营经验袁有
较高的运营效率袁能有效地提高业主的节能效率[22]遥

隅 加快我国电力体制改革

在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中袁 一方面发改委和能源

局可以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分布式发电项目的发展袁规
定分布式能源的买卖双方袁 可以通过向电网企业付过

网费的方式进行直接交易遥 另一方面袁应该鼓励电网企

业的积极性遥 目前为了支持光伏发电袁 国家电网

野95598冶 和国家电监局都针对光伏发电开通了投诉热

线袁以改善和监督各地电网营业厅的服务质量遥 随着光

伏发电的快速发展袁 无论是并网装表还是电网企业代

收待付电费尧 补贴计算发放袁 都需要电网企业提供服

务袁对于国家电网集团来说都是成本支出袁超出了他们

现有的服务能力遥 因此袁在电力体制改革中袁应给予电

网企业收取相关服务费的权利袁这样袁才能激励电网企

业的积极性遥
总之袁不仅是仓储物流企业或者物流园区袁还是

电价比较高且生产经营情况较稳定的工厂或者商业

中心袁都比较适合推广屋顶光伏发电项目袁不仅企业

可以获得经济收益袁还可以减少火力发电带来的环境

污染遥

图 1 屋顶光伏电站项目的相关主体

Chen Xianli, et al.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Warehousing Logistics Enterprises

26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8] 张拓, 衣建全, 杨小天. 太阳能光伏发电在我国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及其重要意义[J].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

学报, 2013,10:56-58.
[9] 徐亦潇援正硅新能源院轻资产打造屋顶上的光伏帝国[J]. 太阳能,2017,11:66-69.
[10] 胡润青,刘建东.2017 年光伏发电市场回顾和展望[J].天阳能,2018,1院14-18.
[11] 推出 O2O 平台尧打造光伏别墅社区中概股晶科能源全面发力分布式光伏[N]?. 证券日报,2015-07-10.
[12] 各省脱硫燃煤标杆电价[EB/OL]?.https://www.sohu.com/a/202517251_99908549.2017-11-05.
[13] 野5.31冶光伏新政百日院企业陷去补贴阵痛袁行业淘汰加速[N].经济观察报,2019-09-30.
[14] 孙波袁廖强强袁刘宇袁刘怡袁周国定袁葛红花. 分布式光伏储能电池混合系统的经济性分析[J]. 电力建设,

2016,8院102-107.
[15] 夏德建袁任玉珑袁史乐峰. 中国煤电能源链的生命周期碳排放系数计量[J].统计研究,2010,8:82-89.
[16] 张希良袁齐晔.中国低碳发展报告渊2017冤[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7] 张昕宇. 真空管型太阳能热水器与中温集热器热性能研究[D].天津院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5:124.
[18] 李娟袁丁蕾袁王娅.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分析[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

2018,1院1-4,22.
[20] 邓洲. 国内光伏应用市场存在的问题尧障碍和发展前景[J].中国能源,2013,1院12-17.
[21] 彭立斌. 光伏发电金融难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能源,2014,8:19-21.
[22] 刘宏志.我国分布式电源商业化投资机制及效益分析模型研究[D].北京院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袁

2013院31-33.

陈仙丽袁等 分布式光伏发电在仓储物流企业的应用研究

27窑 窑



作者简介院 沈建军袁男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袁讲师遥 电子邮箱院

揖摘 要铱 近年来袁电竞直播产业发展迅速袁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袁电竞主播凭借个人魅力充分阐释了注意力

经济的特点曰但在同时袁电竞主播的行为本身也有市场失灵属性袁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遥 为了积极引导产业良

性发展袁除了推动建立电竞游戏主播平台的联动治理机制袁推动建立以市场为主尧政府和社会为辅的电竞主播内容

合作供给方式外袁直播平台也需要建立与收入挂钩的电竞主播绩效考评机制遥
揖关键词铱 注意力经济曰 外部性曰 道德风险曰 逆向选择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sports broadcast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s the core of industry, e-sport an鄄
chors hav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 economy by virtue of personal charism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behavior of e-sport anchors has also led to market failure,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social issues. In order to
positively guid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e need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
e-sports game anchor platform, and also build up a market-based, government- and social-supported e-content compe鄄
tition platform. Finally, the income of E-sport anchor should be linked with their performance under evaluation from
platform.
Key Words: attention economy; externality; moral hazard; advers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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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游戏主播渊简称电竞主播冤是指利用网络视听

交流平台袁通过电脑尧摄像头尧声卡尧麦克风等设备以视

频尧语音尧文字等方式袁对电竞游戏进行现场直播袁同时

与网络受众进行交流互动的表演者尧主持人[1]遥
电竞游戏主播经济是指以利用互联网为平台尧以

互联网直播为传播载体袁聚集人气袁根据粉丝的需求进

行定向营销袁从而形成产品的设计者尧制造商尧销售者尧
消费者尧服务者之间的完整产业链袁是互联网经济下的

一种新经济模式袁也是粉丝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遥
近年来袁电子竞技游戏的市场非常火爆袁中国电子

竞技游戏直播产业也取得迅速的发展遥 据统计袁中国游

戏直播市场规模从 2014 年 2.7 亿元增至 2016 年 23.7
亿元袁 预计到 2020 年袁 游戏直播的市场规模将增至

86.5 亿元遥 与之相对应的是袁电竞游戏直播平台的用户

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袁2015 年国内的电子竞技用户达 1
亿人袁其中超过 80%的用户在线看比赛袁预计 2018 年

观看游戏直播用户规模将达 1.9 亿遥从产业链的角度来

看袁电竞游戏直播产业分为上尧中尧下游产业链遥 上游企

业由例如 Blizzard Entertainment 等的几家大型游戏厂

商构成袁主要研发新游戏袁随后由游戏厂商得到代理权

举办电竞赛事曰中游产业链则为内容生产方袁主要以各

类主播尧游戏媒体或者游戏运营商等机构为主袁可以通

过直播平台跟用户互动收取费用进行盈利曰 下游产业

链就是游戏爱好者和直播平台的忠实观众遥
随着产业链的完善袁 电竞主播行业的盈利模式也

逐步建立遥 目前与电竞赛事尧电竞直播相关的广告尧竞
猜和粉丝经济有超过 500 亿元的市场规模遥 以斗鱼尧龙
珠尧虎牙尧熊猫尧战旗为代表的五家电竞直播平台的每

日活跃用户数尧每月活跃用户数占比均在 30%左右遥 用

户数量庞大袁用户粘性度较强袁可以预测袁游戏直播行

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2]遥
具备注意力经济特点的电竞直播行业袁 在取得迅

速发展的同时袁并没有完全呈现良性态势袁电竞直播行

业若要健康持续发展袁 需要加强对电竞主播行为的监

督和引导袁对直播内容进行规范和筛选袁从而共同营造

出一个干净健康的行业发展环境遥
一尧电竞主播的行为阐释了注意力经济的特征

根据 Michael H.Goldhaber 的著作 叶注意力经济与

网络曳的阐述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信息传播的范围

越来越广袁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多样袁相对应的袁人们获

取信息的途径也越来越多遥 在信息社会中袁信息非但不

是稀缺资源袁而且是过剩的遥 相对于海量的信息袁人的

注意力反而变得稀缺遥 所以袁获取注意力资源是获取现

实财富的关键因素袁 而掌握注意力资源也成为企业获

得财富的核心竞争力遥 电竞主播平台和电竞主播的出

现袁充分阐释了注意力经济的上述特点遥
渝 电竞主播为直播平台带来可转变为收益的粉丝

流量

传统的广告营销方式袁信息是单方面传递的袁消费

者每天被动接受大量的商家营销信息轰炸袁 面对同质

化程度很高的产品信息袁消费者在信息嘈杂的环境中袁
很难全神贯注地长时间关注一件商品遥 而在信息时代袁
消费者会主动搜寻和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电竞主播

平台正是基于信息互动的一个双向沟通媒体遥 相对于

传统媒体平台的单向传播袁 电竞主播平台提供了交互

式的双向沟通方式袁 粉丝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感受与

主播直接进行实时互动袁例如提问和评论等等袁主播也

可以根据观众的提问和评论对自己的直播内容进行及

时补充与调整袁这也为更准确尧更便捷的信息传播提供

了便利条件遥
电竞主播的粉丝群体袁 对游戏主播本身和主播所

传递的内容与信息更有兴趣袁 电竞主播在对粉丝进行

内容传递的同时袁也在进行直播平台的品牌建设袁从而

让电竞游戏直播平台成为传统电商平台的一个入口袁
冲击着传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遥 作为电竞主播传播媒

介的直播平台袁 在充分捕获电竞主播本身所带来的注

意力资源后袁 以主播为媒介将粉丝群纳入到平台的整

合营销中袁 利用具有社交和互动属性的网络媒介进行

营销传播袁通过提供服务袁解决粉丝的问题袁组建粉丝

公益社群团队袁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线上尧线下互动节

目袁提供一些促销或者优惠产品袁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

合作企业品牌与电竞游戏主播粉丝群体的共性特征袁
将电竞游戏主播粉丝群体逐渐转化为主播平台和合作

企业品牌的粉丝群体袁最终获取投资收益遥
渔 电竞主播作为游戏的资深玩家为游戏提供品牌

代言

在注意力经济环境下袁 游戏如果不被消费者注意

就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袁 电竞主播最大的作用首先就是

引起粉丝对游戏的注意袁 很多对游戏不熟悉的粉丝就

是通过对电竞主播的认知袁 来认识游戏品牌和选购游

戏产品的遥 以电竞游戏主播为中介袁建立游戏品牌的知

名度袁从而为游戏进行市场推广奠定基础遥

沈建军 电竞主播行为亟待规制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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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对主播的喜爱袁往往会延伸到对游戏的喜爱袁

爱屋及乌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迁移现象遥 主播的品牌代

言袁可以把主播的人格形象投射到游戏品牌中袁使品牌

更有立体感和人格魅力袁从而丰富游戏品牌内涵遥
最后袁 很多电竞主播都是由电竞游戏的职业选手

转变而来袁他们对于游戏的理解更有专业性和权威性袁
对比赛的解读有自己的专业视角袁 拥有与游戏相关的

专业知识袁 这些知识是他们经过专业学习和长期训练

的结果遥
对游戏厂商或者游戏运营商而言袁 电竞主播的代

言和营销行为完全是自发的袁 无需花费他们任何运营

成本袁而且选择电竞主播代言袁可以更加精准地定位新

一代的游戏品牌受众群体遥 因为电竞游戏的粉丝群体袁
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游戏爱好者和消费者袁 他们对

游戏有着浓厚的兴趣遥
隅 电竞主播作为粉丝的意见领袖为粉丝提供专业

性的消费建议

作为电竞主播主要受众群体的野90 后冶一代袁他们

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目的发生了巨大变化遥 就消费方式

而言袁他们更多地从网络获取消费信息袁传统的营销方

式袁如投放媒体广告等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遥 在知识

经济的今天袁 消费者每天都面对海量的冗余信息和垃

圾信息袁 对有效信息的关注和筛选占据了消费者主要

的时间和精力袁也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遥
电竞主播在进行游戏主播过程中袁 既充当了传统

比赛解说员的角色袁 又充当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的

角色袁 他们在引导游戏消费者进行消费方面有较高的

权威性袁是很有说服力的野意见领袖冶袁可以为粉丝提供

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消费建议袁 为粉丝节省大量的交易

时间和交易成本袁获得粉丝的信任袁从而对游戏消费者

起到了很好的劝说效果遥
著名传媒人张泉灵在她的演讲中分享过一个故

事袁她的好友袁作为一个厨艺网红袁在直播厨艺的过程

中袁卖了一万块单价 1500 的案板袁而所要做的就是提

供以下信息院你们家的案板常年在提供霉菌遥 因为中国

人习惯用木头当案板袁木质案板容易浸水袁总是不干遥
总有水和汁渗透到木头纤维底下袁 所以案板上一块一

块发黑袁那都是霉菌遥 这个案板把这么厚的木头压缩到

这么薄袁表面致密袁不会有任何的霉菌袁也没有任何涂

层袁所以更加安全和健康遥 该主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抓住

了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次焦虑袁 提出了

专业性的消费建议袁从而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遥
而从消费目的来看袁野90 后冶 消费者的消费已经不

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功能满足层面袁 他们更多地关注自

己的心理需求遥野90 后冶有一个特别大的社交属性袁不愿

迁就袁也不需要被迁就遥 他们想要彰显自己的个性尧生
活态度和消费选择遥 电竞主播能根据互动交流中获得

的粉丝个性消费信息袁 捕获粉丝的消费心理尧 兴趣爱

好袁从而对粉丝提供理性的消费引导和消费建议遥
二尧电竞主播行为的市场失灵属性

渝 电竞主播行为具有市场外部性属性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遥 电竞游戏主播

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主播在节目传播过程中袁 传导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袁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提高整个社会精神文明水平遥 例如袁在解说游戏

的过程中袁除了关注游戏选手的操控技能和技巧外袁更
多地强调选手之间的团队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曰 介绍

游戏团队领袖在游戏中的作用时袁 更多地强调其敢于

责任担当袁 引导观众要更关注全局而不在意一时的得

失等等遥 当然袁除了介绍游戏本身以外袁主播也可以在

直播平台上引导观众适度游戏袁 对电竞游戏产业的发

展提出中肯的建议等遥
然而在实际传播活动过程中袁 电竞主播的教育功

能逐渐被弱化袁甚至被忽视袁电竞主播的负外部性行为

更值得关注遥
由于电竞主播经济本质上是注意力经济袁 为了博

出位袁电竞游戏主播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吸引粉丝袁抢
占市场袁各种违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袁有些主播甚至公

然触犯法律袁严重背离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袁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遥 电竞主播的受众袁 很多都是未成年

人袁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成熟袁这些违法违反道德的行

为对他们的人生观形成不良的心理暗示和消极影响袁
甚至会激起其模仿心理袁 从而影响其正确价值观的形

成袁危害其成长遥
以知名电竞游戏主播平台斗鱼为例遥2016 年初袁斗

鱼女主播公然和一名男子在直播间直播性行为曰2016
年元旦袁斗鱼炉石知名主播野熊大冶在上海直播飙车时

与一辆出租车相撞袁造成严重交通事故袁全程都在斗鱼

TV 直播袁 更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曰2016 年 3
月 31 日晚袁斗鱼女主播野笨笨笨狐狸冶携带摄像装备闯

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女生宿舍楼全程直播袁 并在直播

过程中当着数万观众多次发表对于重庆大学的侮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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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言论袁这严重损害了重庆大学的声誉[3] 遥
渔 电竞主播行为存在着道德风险

电竞主播的盈利模式袁 第一种是粉丝购买平台的

虚拟道具袁比如斗鱼 TV 中的鱼丸遥 观众可以将购买的

虚拟道具当作礼物赠送给主播袁 这个费用一部分会直

接分给主播袁 这是直接将主播人气转化为收益的主要

方式遥 2016 年 4 月 8 日叶海峡都市报曳报道袁12 岁男孩

自称富二代袁 偷妈妈 3 万元打赏网络主播曰2016 年 12
月 12 日新浪游戏网报道袁 父母辛苦一年攒下 3 万元袁
竟被儿子全部打赏给游戏主播遥 电竞主播的粉丝很多

是未成年人袁他们对金钱的价值观还未成熟袁电竞主播

的运营团队利用信息不对称袁 假扮粉丝在平台给主播

赠送大量礼物袁 利用粉丝的从众和攀比心理诱导粉丝

赠送礼物袁欺骗尧诱导粉丝进行打赏遥 这些行为已经严

重触犯了道德底线袁有悖于社会的善良风俗遥
电竞主播的第二种盈利模式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营销袁把电竞直播平台变成一个电商入口遥 主播在

直播过程中往往会插入自己淘宝店的信息或者通过代

理广告的形式获得收益袁 或者直接打造自己品牌的商

品或店面袁基于庞大的粉丝数量袁实现了人气资源的变

现遥 退役的 DOTA 职业选手 09 伍声曾经说过袁 他在

2012 年的时候袁 淘宝店销售额就已经在 1400 万左右

了遥 目前行业内的一些知名电竞游戏主播月收入可达

到百万元袁 其中 85%的收入就是来自于其经营的淘宝

店遥 电竞游戏主播为了实现自身粉丝流量的快速变现袁
往往忽视产品本身的质量和服务袁 甚至会故意选择隐

瞒产品的部分信息袁导致推销的产品良莠不齐袁甚至出

现假冒伪劣产品袁严重侵害了粉丝利益遥 电竞主播的这

种行为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袁 具备典型的道德风

险特征遥
叶中国青年报曳问卷调查发现袁野79. 9% 的受访者认

为袁耶网红爷就是为了出名尧博得上位的年轻人曰43. 8%
的受访者认为袁耶网红爷是通过整容尧撒谎包装自己的骗

子曰40.5%的受访者表示袁耶网红爷是搞粉丝营销尧卖低劣

品的淘宝卖家冶 [4]遥
隅 电竞主播的行为导致市场出现逆向选择

根据注意力经济学的观点袁 人们的注意力是稀缺

的资源遥 为了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袁电竞主播一味迎合观

众恶趣味袁直播内容一味泛娱乐化和不断低俗化袁使受

众的文化趣味和品味不断降低遥 而真正有内涵有品位

的内容反而被排斥尧被边缘化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袁这

种现象就是典型的野劣币驱逐良币冶的逆向选择遥
近两年袁 以斗鱼为代表的电竞直播平台公然出现

了博彩行为袁这些行为通常都以野竞猜冶或者野幻想游

戏冶等打擦边球的形式出现遥 资料显示袁早在 2014 年袁
我国电竞直播平台用户袁在观看主播比赛中袁进行竞猜

投注的比例达到 45.9%遥 而在重大赛事中袁这一数字更

是达到 51.9%遥叶中国体育报曳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袁目前袁
国内较为知名的 11 家电竞平台有 10 家已经推出了竞

猜游戏[5]遥
以野斗鱼冶为例袁主播在游戏过程中袁可以选择开启

一个有限定条件的竞猜袁之后由观众选择下注袁获胜者

会按照赔率获得额外的野豆子冶袁反之亦反遥 早在 2007
年袁公安部尧原信息产业部尧文化部尧新闻出版总署 4 部

委就联合发出了 叶关于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查禁利

用网络游戏赌博的通知曳袁明确规定院企业不得按照游

戏输赢收取不定金额的佣金曰 不得提供将游戏虚拟货

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的服务遥 因此袁野佣金冶 和 野双向兑

换冶袁这被视为判定网络游戏是否涉赌的两条红线遥 斗

鱼平台的虚拟货币 野豆子冶 虽然不能直接兑换法定货

币袁但是可以兑换平台提供的如充值卡尧游戏装备等礼

物袁而这些礼物袁又可以直接在相应的外围网站上公开

出售遥
有些电竞主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袁迎合观众的

好赌心理袁一门心思扑在电竞竞猜上袁为观众提供各

种技术分析袁预测比赛的走向袁甚至推荐和鼓动观众

进行竞猜遥 这样的主播房间往往非常火爆袁而真正做

游戏主播的房间却无人光顾袁从长远来看袁电竞主播

行业的逆向选择现象对行业的伤害很大袁不利于行业

的健康发展遥
三尧规范电竞游戏主播的供给制度

渝 推动建立电竞主播平台的联动治理机制

推动建立电竞主播平台的治理机制袁 首先要健全

相关法律规范和各级政府的监管遥 目前对电竞主播和

电竞平台进行监管的法律法规还比较少袁 相应的政策

条例也不健全遥就网络直播而言袁2016 年 11 月 4 日袁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对外发布了 叶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曳袁主要内容有院实名登记尧即时阻断尧新闻

信息先审后发尧黑名单等遥 叶规定曳还提到袁互联网直播

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袁 对互联网新

闻信息直播及其互动内容实施先审后发管理[6]遥 叶互联

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曳 并没有对电竞直播平台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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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尧直播受众的范围等进行有效规制袁也没有制定相

应的监督机制以及惩罚机制袁 究其原因在于电竞直播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袁其经营范围涉及到竞技体育尧网络

媒体和文化娱乐产业袁相关的主管部门涉及到文化部尧
信息产业部尧体育总局等袁目前的执法权限归属尚不明

确遥 就电竞游戏而言袁在 2010 年袁文化部就正式成为电

竞游戏的主管单位袁 目前对互联网直播平台进行监管

和执法的部门主要是文化部袁如院2016 年 6 月 14 日袁文
化部公布斗鱼尧YY尧熊猫 TV 等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

嫌提供含宣扬淫秽尧暴力尧教唆犯罪等内容的互联网文

化产品袁被列入查处名单遥
针对目前监管和执法权限不明的情况袁 笔者建议

相关部门共同设立一个统一的电竞游戏主播管理机

构袁推行类似于行政服务中心的野一站式办公尧一条龙

服务尧并联式审批尧阳光下作业尧规范化管理冶的运行模

式袁各部门的人员集中在一起办公袁可以加强彼此之间

的沟通和协作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遥
推动建立电竞主播平台的治理机制袁 还要建立以

政府为主导袁直播平台和主播共同参与袁多方联动的预

防机制遥 电竞游戏的直播都是实时的袁而监管却具有一

定滞后性袁 在直播中发生的恶性事件袁 往往传播很迅

速袁影响力很大遥 事后的监管和惩罚也不能完全消除恶

劣影响袁所以建立预防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遥 建立预防机

制首要的步骤是行业伦理准则袁 增强直播平台的自我

规制遥 直播平台企业联合组建相关的协会组织袁制定伦

理准则袁对平台企业和主播进行教育和引导袁增强他们

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遥 行业协会要成立相应的公

益性团队袁对直播平台进行不定期巡视袁要求直播平台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袁 促使其在追求巨大经济利益的同

时袁更要追求社会利益和公益价值遥 对电竞游戏主播要

积极引导袁促使其在直播过程中弘扬正能量袁坚持社会

道德规范和正确的价值观袁 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

败坏社会道德袁甚至触犯法律遥
渔 推动建立以市场为主袁 政府和社会为辅的电竞

主播内容合作供给方式

目前袁 电竞主播平台和内容都是以市场为主导的

供给模式遥 在市场主导模式下袁供给企业往往以经济效

益为直接目标袁忽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袁导致电竞主

播的供给内容媚俗化尧功利化遥 过度商业化的电竞主播

平台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袁 置社会良好风俗和国家法律

于不顾袁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袁甚至铤而走险袁公然触

犯国家法律遥 电竞主播市场供给带来的负外部性袁难以

依靠市场本身解决袁 这是市场供给本身的局限性决定

的袁即野市场失灵冶遥
与市场上绝大多数产业相反的是袁 电竞主播产业

具备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公共产品属性袁公
共产品的合作供给成为最优的选择遥 虽然市场尧政府和

社会作用的机制和方式各不相同袁 但是通过它们之间

的协作和配合可以使电竞主播内容的供给更科学合

理袁电竞主播平台和内容可以采用野政府负责尧市场主

导尧公众参与冶的混合供给模式遥
对于目前已有的众多电竞直播平台袁 内容提供主

要以市场为主袁政府有选择性地参与经营和管理遥 针对

主要电竞直播平台袁如斗鱼尧熊猫尧YY 等袁地方政府文

化管理部门控制下的国有企业袁可以通过收购尧注资尧
入股等方式进入袁对其直播内容加强管理袁以便更好地

弘扬主流价值观曰针对影响力一般的电竞直播平台袁政
府可以鼓励更多的公益性机构加入袁 在内容提供上更

多倾向于公益性和社会性遥 政府主导的文化企业也可

以成立自己的直播平台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袁积极履行

游戏文化交流尧教育大众的社会责任遥 倡导社会公德袁
坚持社会性和公益性袁用良好的职业操守袁树立起公益

直播平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袁从而起到净化行业风气尧
树立行业标杆的作用遥

隅 建立与收入挂钩的电竞主播绩效考评机制

目前袁电竞主播的收入主要有这样几块院平台签约

收入尧电商平台收入尧粉丝送的礼物尧在直播时植入游

戏厂商的广告等袁 这些经济收入基本上来源于市场机

制遥 根据前文所述袁电竞主播的行为具备明显的野市场

失灵冶特点袁纯粹依靠市场机制来规范电竞主播平台和

电竞主播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袁 要综合考虑电竞主播

行为的外部性和电竞主播内容的公共产品属性袁 制定

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袁 并与电竞主播的部分

收入挂钩遥 对平台签约收入尧粉丝送的礼物和广告收入

的部分袁直接纳入绩效考评的范畴袁根据考评的结果来

决定收入的高低遥
首先袁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袁严格执行考核结果遥

考核的内容要从品德尧工作作风尧直播技能等多方面入

手袁既要考虑主播给平台创造的经济利益袁更要考虑主

播创造的社会价值遥 对弘扬社会正能量尧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播袁要给予更多的经济奖励遥 相反袁如
果电竞主播为了一己之私坑害社会公众利益袁 违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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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德袁 除了要停止其主播资格外袁 也要给予经济处

罚遥 违规情节特别严重的主播袁 应在全行业内进行通

报袁终身禁止其从事相关行业袁避免出现违规主播改头

换面以其他身份出现在类似平台遥
其次袁完善相应的考核方法遥 实行日常考核与年度

考核相结合袁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结合遥 考核人员来

源应多样化尧多层次袁既有平台监管人员袁也有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人员袁还可以是普通的直播观众遥 从而可以

多方位尧 全角度地对电竞主播的日常行为进行约束和

规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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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日本提出的野超智能社会 5.0冶袁强调了从解决社会问题出发袁将劣势变为机遇袁实现社会和经济同

步发展遥野社会 5.0冶强调开放的协同创新袁强调用户与厂商间的上下游联系袁这对发展智能制造有借鉴意义遥该文分

析了野社会 5.0冶的相关计划内容袁对中日制造业进行对比袁提出了中国智能制造的产业链及转型发展路径袁并探讨

了中日制造行业产业合作与发展问题遥
揖关键词铱 社会 5.0曰智能制造曰转型升级

日本“社会 5.0”对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启示

李少颖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Reflection on Japanese Super Smart Society 5.0 Strateg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i Shaoying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义Super smart society 5.0义 proposed in Japan places emphasis on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both society
and economy from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urning disadvantages into opportunities. Its concept of open-ended co鄄
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focus o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and manufacturer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is essay starts fr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lan of 义Society 5.0义, compar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us putting forward the industry chain
and path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鄄
nese and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also explored.
Key Words: Society 5.0;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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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近年来袁 世界各国都在制造业领域最大限度地应

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袁 政府和产业界积极合作应对第四

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袁继德国的野工业 4.0冶尧美国

的野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冶尧中国的野中国制造 2025冶后袁日
本发布了野超智能社会 5.0冶袁围绕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

已进入一个新阶段遥
当前中国已制定了野中国制造 2025冶袁该规划为中

国制造业 2015 年以后 10 年设计了顶层规划和路线

图遥 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到以野日本制造冶著称袁
凭借其优越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产品质量享誉全球袁
经历了多次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袁其社会 5.0 战略对中国

智能制造的发展有启发借鉴意义遥
根据德勤旗下的全球消费者及工业产品行业小组

联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 叶2016 全球制造业竞争

力指数曳报告袁中国在世界野制造业竞争力冶排名位列首

位袁同时该报告也预测五年后将下滑到第二遥 中国制造

业既迎来了机遇袁又面临着新挑战遥
从中日两国的国情来看袁日本人口只有 1.27 亿袁以

此支撑全面的工业体系非常困难遥 而中国制造业的体

量非常庞大袁可是在核心技术与材料这两个领域袁远远

落后于日本遥 精密机械的研发和制造也远远落后于日

本和德国遥 中国在整个的制造业领域袁中低端产业已经

引领世界袁但是高端制造的部分袁中国与世界袁尤其是

与日本尧美国尧德国等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

的差距遥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较高水平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袁2018 年上半年袁制造

业产能利用率为 77.1%曰2017 年全年产能利用率为

77.5%袁比上年增长 3.7 个百分点遥 实际上袁国家层面的

顶层规划已布局袁 经过过去五年的产能调整和近一年

多来的经济复苏袁 制造企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呈现明显

回升袁各因素推动制造业转型遥
二尧日本野超智能社会 5.0冶的内涵与系列计划

日本内阁会议在 2016 年 1 月颁布的 叶第五期

渊2016耀2020 年度冤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曳中袁提出了超智

能社会 5.0 战略袁认为超智能社会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形

态袁 之所以是 5.0 是因为它之前的社会是狩猎社会尧农
耕社会尧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袁同时袁超智能社会也是

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融合的社会形态袁 同时将人

工智能作为实现超智能社会 5.0 的核心遥

日本野社会 5.0冶具有全球标志性意义袁相对于野工
业互联网冶和野工业 4.0冶袁意在强调从解决社会问题出

发袁将劣势变为机遇袁实现社会和经济同步发展[1]遥 相

比追赶期国家创新系统的封闭性而言袁野社会 5.0冶强
调开放的协同创新袁 强调用户与厂商间的上下游联

系袁强调构建持续学习的社会体系袁是全方位进化了

的系统遥
叶日本再兴战略 2016曳明确指出应通过设立野人工

智能战略会议冶袁从产学官相结合的战略高度来推进人

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袁 这些措施将是实现第四次产业

革命的重要举措遥 该战略还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应

用袁作为叶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 2016曳中提出

的尧 到 2020 年实现 GDP 总额超 600 万亿日元发展目

标的重要技术支撑遥
在 2016 年 4 月召开的第 5 次野面向未来投资官民

对话会议冶上袁日本首相安倍提出了设定人工智能研发

目标和产业化路线图袁以及组建野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

议冶的设想遥 日本政府随后正式确定设立野人工智能技

术战略会议冶袁并作为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机构袁其下

以总务省尧 文部科学生和经产省三省协作方式推进人

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及应用遥
日本 2017 年度概算要求中的科技预算总额比

2016 当初预算大约增加了 15%袁也就是 3 兆 9746 亿日

元遥该计划在梳理基本认识和问题的基础上袁2016 年到

2017 年度袁明示了野选择重点的相关机制冶遥计划的五大

方向为院野面向未来产业创造与社会变革的新价值创

出冶野经济与社会问题对应冶野科学技术创新基础力量的

强化冶野面向创新的人才尧知识尧资金良性循环系统的构

筑冶袁以及野科学技术创新推进功能的强化冶遥 在其国家

发展战略 叶未来投资战略 2017院 为实现社会 5.0 的改

革曳中袁阐述的野世界领先的供应链领域冶中袁提出要最

大限度地利用企业的技术优势袁利用开发尧生产尧销售尧
消费各个环节的实时数据袁 创造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

创新性产品和服务袁通过数据的共享和通信袁先于其他

国家建立起精准的最佳智能供应链和安全高效的生产

流程袁形成跨界互联产业遥
综上袁 日本政府和企业界认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

核心推动力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及物联网可实现

的产业结构转型袁 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

发促进机制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袁并巩固及扩展

其在汽车尧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遥 社会 5.0 带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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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社会的双重变革袁 通过新技术开发和数据的有效

利用袁推进政府尧产业和社会的数字化尧智能化遥
三尧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定位

智能制造源于工业领域的制造业对人工智能的研

究和应用遥 智能制造应当包含智能制造技术和智能制

造系统袁 智能制造系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充实知

识库袁而且还具有自学习功能袁还有搜集与理解环境信

息和自身的信息袁 并进行分析判断和规划自身行为的

能力[2]遥 智能制造体系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的

深度融合应用袁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袁贯穿设计尧生产尧
管理尧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袁是先进制造过程尧系
统与模式的总称遥 智能制造被定位为野中国制造 2025冶
的主攻方向袁 但智能制造应该怎么做袁 对很多企业而

言袁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遥

工信部部长苗圩于 2018 年 1 月指出袁全球制造业

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院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

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曰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袁
包括欧盟尧日本曰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袁主要是

一些新兴国家袁 包括中国曰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

国袁包括 OPEC渊石油输出国组织冤尧非洲尧拉美等国遥 也

就是说袁中国目前位于第三梯队袁但是在全球聚焦新制

造业形态的风口袁如能完成转型升级袁对中国制造业将

是重大利好遥
渝 智能制造产业链

智能制造发展需经历自动化尧信息化尧互联化尧智
能化四个阶段遥 智能制造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将经历传

统制造的转型升级遥 图 1 列出了智能制造产业链的物

理基础尧关键产品尧技术链及运营商遥

以工业机器人为例袁 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由零部件

企业尧本体企业尧代理商尧系统集成商尧最终用户构成遥
上游生产核心零部件袁 包括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

件院相当于机器人肘关节的减速器尧进行过程反馈控制

的伺服系统尧相当于机器人大脑的控制器遥 中游是本体

生产商或称设备制造商袁 包括工业机器人本体和服务

机器人本体遥 下游是系统集成商袁为终端用户提供解决

方案袁包括单项系统集成商和综合系统集成商遥

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

场遥 但是核心零部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明显袁大幅

度抬高国内工业机器人成本袁制约行业发展遥 大部分国

内厂商承担的角色是系统二次开发尧零部件定制尧售后

服务等附加值低的工作遥 核心基础部件中袁控制器在国

内大部分知名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已实现自主生产袁
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袁但和国际水平仍有差距曰而另两个

核心基础部件要要要伺服电机和减速器袁 仍大量依赖进

图 1 智能制造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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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遥 全球减速器行业集中度很高袁纳博特斯和哈默纳科

这两家日本公司的减速器在全球机器人市场占有率超

过 75%袁ABB 等国际主流机器人厂商的精密减速器均

由以上两家公司提供遥 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也主要

采购这两家企业的减速器袁但由于采购成本较高袁成为

了制约国产工业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遥 此外袁由
于造价尧使用尧维护尧安全防护等方面应用门槛都比较

高袁工业机器人很难被中小企业所采用遥 因此袁在战略

执行上袁 可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实力等特

点袁 采取由研发实力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带动中小企

业袁 由试点地区总结方案优化成果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的野渐进式冶策略遥
渔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智能制造带动新型制造业发展袁 使得中国制造开

始向中国智造转型袁但是从生产到服务袁从创造附加值

到商业模式的竞争袁转型仍有很多路要走袁以下从数字

技术推动下袁 未来制造的几个趋势来探讨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路径遥
第一袁从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转型遥 传统制

造系统是按照大批量制造规划尧设计及布置的袁在转

型到大规模定制时必然会面临着刚性到柔性的困难遥
因为大规模定制必须由柔性制造生产环境所支撑袁这
种改造可能是对传统企业最大的冲击遥 而传统的大规

模制造通过专线生产尧以制造商渊而非客户冤为中心的

销售袁客户等待时间长尧定制成本高遥 转型为大规模定

制采用柔性化生产尧按订单生产袁客户等待时间短尧定
制成本相对低遥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袁大幅度提高大规

模定制能力遥
第二袁 从制造向服务转型遥 以制造为中心的情况

下袁企业按产品成本报价袁不参与产品运营袁不掌握产

品使用情况袁维修被动遥 向服务转型则按照使用效果或

使用量收费袁参与产品运营袁实时获取产品运行数据主

动进行产品维护遥 上汽进行的汽车领域智能化就从研

发过程尧产品以及制造过程三方面进行转型遥 产品的研

发袁不是凭企业经验袁而是把客户需求数字化曰产品的

智能化不仅是嵌入一个芯片袁 而是将客户使用环节中

的需求融入到产品中曰 制造过程使用大量机器人和自

动化制造设备袁并自主研发大规模智能设备遥 中国制造

2025 发布以来袁 对智能制造的关注度持续升温袁 截至

2018 年 2 月袁 我国已在建及建成的机器人产业园区超

过 65 家遥 同时袁在互联网尧云计算尧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袁协同传感技术尧控制技术的高速发

展袁智能制造带来的产业变革开始产生袁推进传统制造

企业向制造服务业转型升级遥
第三袁从集中式制造向分布式制造转型遥 传统的集

中式制造以规模采购和集中物流的方式进行袁 制造以

机械加工工艺为主袁 把原料加工所需的各种零部件从

各地运到装备中心生产或组装袁周期长袁物流成本高曰
分布式制造则把原材料和生产方式分散化袁 可以充分

利用 3D 打印技术袁在靠近需求的地点用本地的材料进

行生产袁依托众包技术实现当地生产袁当地完成当地交

付袁具有灵活和柔性遥 分布式智能生产网络的建立袁将
颠覆传统社会的生产模式袁开创全新的扁平化尧协同合

作的全球新工业市场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层级式尧金字

塔式的企业结构遥
隅 中日制造行业产业合作与发展问题

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看袁 由于

中国企业仍然趋向出口相对低价的制造业零部件袁进
口相对高价制造业零部件袁因此袁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总体偏低遥 当然袁近年来呈现不断改进趋势袁例如中国

装备制造业在不到十年间提升了 43%遥
中国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差异使得中

日合作长期存在遥 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尧巨额贸易顺

差尧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给中国

制造业出口带来了的巨大阻力袁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

的日本十分相似遥 当时日本通过在本土设立母工厂尧
在发展中国家设立量产基地尧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

心的策略将产业链合理分段袁既充分利用海外具有比

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袁 又将核心生产技术保留在本土袁
从而维持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3]遥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

时候袁可以结合本国国情袁借鉴日本经验遥 另一方面袁
日本至今仍要面对资源尧能源短缺的问题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袁中日贸易发展极不平衡袁当时日本对中国

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尧资本密集型的商

品曰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则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原材

料以及劳动密集型商品袁 中国对日单边依赖程度较

高遥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袁 特别是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袁技术不断进步袁中日贸

易关系也逐渐从中国对日本的单项依赖转变为中日

相互依存遥 中国制造业所依托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对

日本企业投资流向引导袁中日两国地缘优势也促进经

贸合作的开展遥

李少颖 日本野社会 5.0冶对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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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结语

德国实施国家层面的工业一体化推行机制后袁日
本政府和企业界高度重视尧深切关注袁一系列政策推

行超智能社会 5.0遥 但在实行阶段袁日本各省厅条块化

状况明显袁本文并未分析如何突破各省厅壁垒尧各系

统间的合作协调使社会 5.0 加速实施袁 而是仅关注中

国智能制造的发展遥 我国制造业科技创新遇到新的发

展机遇袁望能通过进一步的转型发展袁抢占先机袁进入

更好的阶段袁加快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

步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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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袁汽车购买量大幅增加袁引发了大型城市停车位紧张的社会难题遥 虽然上海市通

过拍卖车牌的方式限制市区汽车数量袁但是市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遥 随着 2016 年上海对新能

源汽车免费上牌政策的落实尧上海的汽车保有量增速加快袁停车问题越来越明显遥 由于上海市区人口稠密袁如何有

效缓解停车位不足这一热点问题袁考验着城市领导者们的管理智慧遥 本文中总结了上海停车位进展的问题袁提出合

理建议袁旨在为解决上海市区停车难问题出谋划策遥
揖关键词铱 上海公共停车位曰 发展现状曰 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people忆s purchase of automobiles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which has also triggered the soci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parking difficulties in large cities. Although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cars in the urban area through the auction of license plates, the
problem of lacking urban parking spaces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resolved. In particular, with the landing of free-to-
license car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in Shanghai in 2016, Shanghai忆s car ownership growth accelerated, and parking is鄄
sues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Due to the large population in Shanghai,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parking spaces
is a hot issue tha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esting the wisdom of the management of city忆s leaders. The growing de鄄
mand for automobiles has triggered a huge demand for public parking space in urban areas. How to meet the require鄄
men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reasonable plann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is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ity
decision make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ssues aris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parking spaces in Shanghai and pro鄄
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parking difficulties in Shanghai.
Key Words: public parking space in shanghai; pres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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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袁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袁 购买力持续上升袁 我国私家车拥有数量急剧上

升遥 私家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袁必然加剧城市道路交通

拥堵和市区停车位紧张的情况遥 中国各个大型城市市

区停车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都非常突出袁 越是靠近市

中心位置袁停车位紧张的问题越是严重遥 以上海为例袁
越是靠近城市中心的区域袁土地价值就越高袁为追求更

高土地利用率和利润袁 上海市中心区域不断建设各类

购物中心和商铺袁但常常忽视配建相应的停车场地遥 开

发商以高额成本拿到土地后袁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袁过
度开发商业地产袁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停车需求袁形成了

恶性循环遥 因此袁如何优化上海的停车管理与科学建设

停车位显得尤为重要遥
二尧研究的意义

由于规划落后袁 中国许多城市都存在车位不足问

题袁巨大的缺口自然会导致居民因停车位严重不足而引

发矛盾曰而房价的快速上涨袁土地出让金的提高都会造

成停车位价格上涨过高尧过快遥此外袁大型城市市中心停

车位的稀缺性甚至也让部分个人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了

停车位市场袁 停车场甚至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投资项目遥
2016 年袁 上海中心城区居民小区的停车位缺口是 27
万袁商业中心的停车位缺口是 10 万遥大型城市停车位的

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袁不仅会涉及停车尧交通拥堵尧
环境保护等问题袁还会涉及财政税收尧人口控制尧宏观调

控尧市政建设尧城市定位等方面袁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遥 因此袁研究本课题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1]遥
三尧上海公共停车位发展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袁至 2017 年年末袁上海市拥有各类

民用汽车 361.02 万辆袁比上年增长 11.8%遥 其中袁私人

汽车 274.41 万辆袁增长 13.1%遥 2016 年开始袁上海对于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给予鼓励政策袁 在地方补贴和免费

牌照政策的影响下袁 上海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大

幅增加遥 但是袁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在方便市民购车的

同时袁 加剧了上海停车位紧张和道路拥堵的问题遥 此

外袁 上海大多数的无车家庭和少数已购车家庭依然有

强烈的购车意愿袁当购车意愿实现后袁将进一步加剧上

海市区停车位紧张的窘境袁前景不容乐观遥
上海市区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长袁 加剧了市区的

停车压力遥 上海市区的停车位矛盾突出集中在三个方

面院夜间停车需求尧中心城区需求和居住区需求遥 停车

矛盾最突出的是上海的中心城区袁 由于大量老式小区

在建设时忽视建设配建车位袁 大量小区居民的私家车

只能占用小区公共区域停车渊绿化带尧小区内部空间尧
小区门前广场尧小区周边道路冤袁堵塞了小区内部通道

的同时袁也影响了小区的美观遥
同时袁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袁市区内也存在着野僵

尸车冶无人监管的问题遥 野僵尸车冶是指长期无人使用和

维护袁被人废弃从而落满灰尘的车辆遥 这些车辆长期占

用免费的公共停车位袁 减少了本已经稀缺的停车位资

源袁加剧了停车难问题袁并影响市容遥 上海市区已经开

展对于废弃车辆的清理工作袁但是郊区依然存在着野僵
尸车冶问题遥

四尧上海市政府在停车位管理上的积极举措

渝 上海停车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

2015 年 7 月起袁 上海开展公共停车信息管理和服

务系统工程建设和示范遥 2016 年完成了两千三百多家

公共停车场电子收费系统标准化改造和信息联网遥 按

照市政府的标准要求袁2017 年底全市所有的停车场必

须联网袁由市交通委尧区交通管理部门尧互联网企业等

多方协同推进遥
针对公共停车场库智能管理系统的推广和应用袁上

海发布了叶公共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建设技术导则曳遥停
车场不仅仅是收费袁还涵盖其他的功能袁包括区域停车

诱导系统尧道路停车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停车综合信息服

务系统等功能遥 目前停车场收费手段采用分时段收费袁
而使用野互联网垣冶的移动支付模式也正在试点遥

渔 促进停车资源共享利用袁释放错峰车位

2018 年袁 虹口区对区内停车场进行了信息化和电

子化升级袁提高了对现有区内停车资源的管理效率袁对
区内停车位资源进行了统计遥 通过对现有公共车位实

行错峰车位袁 可以释放 650 个车位袁 实现社会资源共

享遥 同时袁虹口区停车管理公司在四川北路公园地下车

库正式对外实行野错峰停车冶服务袁试点网上预约车位遥
线上通过野优会停冶服务公众号发布近百个全天泊位尧
夜间 30 余个泊位等信息袁从而大大缓解了附近单位和

居民的停车难问题遥 在试点成熟的基础上袁虹口区还将

在一些商务楼宇地下停车库实行网上预约野错峰停车冶
制袁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推行野共享停车冶遥

尽最大可能挖掘利用公共机构尧公立医院尧各类学

校等内部停车资源袁 充分开发周边公共道路等各类停

车资源袁形成停车资源共享利用格局遥 通过优化提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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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资源配置袁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的停车难问题遥淤 在商

业中心尧大型医院尧学校等停车矛盾突出的区域袁鼓励

周边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应全天开放[2]遥 于 鼓励有关政

府机关单位尧 医院和普通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将内部

停车资源错时对外开放袁率先落实停车共享[3袁4]遥 盂 鼓

励商业中心尧 写字楼等建筑配建的停车设施办理经营

备案手续袁对外提供临时停车服务遥 其中按照规划要求

配套增建的公共停车泊位袁 应按照所在区交通主管部

门要求全部对外开放袁不得自行占用遥榆 停车矛盾突出

的住宅小区周边道路如具备夜间停车条件的袁 由街镇

牵头协调公安尧交通尧居委会尧小区业主委员会以及物

业服务企业尧道路停车管理单位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袁落
实停放管理制度遥 通过编制方案袁在审核程序申报得到

批准后袁 可以按照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管理的相关

规定实施遥 虞 由全体业主共有的住宅小区内部停车设

施袁如果经由业主大会决议通过袁可向周边错时开放袁
提供临时停车服务遥

隅 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尧速度快尧安全尧准点尧保
护环境尧节约能源和用地等特点遥 不要试图劝人们放弃

私家车袁需要给他们一种更好的选择遥
上海市政府通过对上海公共交通的大力投入袁让

更多市民放弃使用私家车袁在缓解交通堵塞尧停车压力

的同时袁改善了城市的空气质量遥 截至 2018 年袁上海共

有轨道交通线路 16 条袁 全网运营线路总长 673 公里袁
车站 395 座遥 根据 叶上海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计划

(2017-2025)曳袁 到 2025 年上海预计将新增 9 条轨道交

通线路遥 进一步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基础袁启动建

设轨道交通 5 号线延伸段尧 13 号线西延伸尧19 号线尧
20 号线尧崇明线尧嘉闵线等[5]遥 上海规划在建的轨道交

通并非都是地铁袁 还包括了连接上海两大机场的城际

铁路快线遥 从被苏联专家认为野不适合建设地下铁冶袁到
如今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袁 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见证

了上海发展的速度与高度遥
予 规划设立路面停车泊位

近年来袁 上海市区内许多道路都委托车辆管理公

司去管理路内车位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大大增加了市

区停车位的数量遥 西方国家普遍采取路边停车来缓解

停车难问题, 发达国家对于路面停车的探索和规划应

该被我们加以借鉴利用遥 路边停车是缓解城市停车位

紧张简单而有效的举措袁 有效管理路边停车服务能够

有效提高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袁 为政府提供停车费

收入的同时袁为市民提供了大量的停车位[6]遥 路内停车

管理不是一种临时性措施, 而是应该被广泛推广的有

效举措遥 利用非交通主干道设立路面临时停车场, 在缓

解停车位紧张的同时,也提高道路资源的利用率袁增加

了就业岗位遥
五尧上海公共停车位管理遇到的问题

上海市政府在城市停车位管理上取得了许多成

果袁 但是日益加剧的停车位紧张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

解决袁停车位管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遥 针对上海

市市区的停车位紧张问题袁 上海市各级政府都在积极

应对袁想尽一切办法为市民创造出更多的停车位遥 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 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市民对于停车

位日益增长的刚性需求遥
上海市区停车管理方面主要面临的问题有院
1. 停车位缺口严重

上海中心城区居住区配建停车位为 64 万个袁 然而

居住区居民停放需求量为 133 万个袁居民区停车位缺口

逐年增加袁 由 2009 年的 37%扩大到 2014 年的 52%[7]遥
在对徐汇区康健街道的调研中发现袁 许多小区的停车

位数量与居民私家车数量严重不匹配袁 一些车辆无车

位可放袁甚至于出现了争抢车位尧临时占位尧占用小区

原有绿化面积停车等问题遥 随意占位停车不仅影响交

通和校区美观袁还容易导致纠纷遥 在停车紧张的小区袁
为了预定到小区的公共停车位袁 小区居民需要通过塞

红包等形式贿赂停车管理人员遥 因停车问题引起的邻

里纠纷尧社区矛盾不断增加袁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遥
2. 停车管理不规范

对徐汇区康健街道的调研发现袁 停车管理人员培

训欠佳也是影响停车管理的因素之一遥 停车协管员职

业培训缺失袁入职门槛低是导致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袁
这将会有碍于停车管理的长远发展遥 我国目前对于停

车管理公司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袁 至今还未出台

一部国家层面针对经营性停车场的法律条款遥 目前袁我
国对于经营性停车场管理主要是依据 1988 年指定的

叶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曳, 该规定已经过去 30
年袁 早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现状遥 停车相关规定不够明

确袁导致小区居民乱停车袁不配合指挥袁难以形成有效

的停车管理秩序遥
3. 收费标准不明确

多数小区都存在收费不透明问题袁 物业公司的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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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收入不开具相应收据袁收费收入不公示袁居民对于

小区公共区域停车费收入不知情遥 许多物业公司私自

经营小区停车位袁收费标准不透明袁收费不开具收据或

者发票遥 小区停车位收入成为物业公司的灰色收入袁这
引发业主的反感遥

4. 附近居民抵触收费停车位

上海的城市公共停车位都是由车辆管理公司运营

管理袁而私营公司缺少权威性袁导致停车位管理人员收

费困难袁无法顺利收费的情况时有发生遥 以徐汇区江安

路 99 弄梅花园小区为例袁小区周围的百花街路面原本

为免费停车位袁经 2017 年改造后袁现由上海宏圣车辆

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所有的沿街公共停车位遥 原本的免

费公共停车位转变成了收费公共停车位袁 高昂的停车

费用引起了附近梅花园和百合花园小区居民的极大不

满遥 由于附近居民的联合抵制袁拒绝缴纳停车费袁致使

停车公司运营陷入窘境袁停车位管理人员离职率高遥
5. 停车位划配存在结构性矛盾

位于中心城区的一些商业购物中心尧 写字楼由于

收费高昂袁停车位使用效率不高遥 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停

车场夜间多半处于空置状态袁 大量夜间闲置的车位得

不到有效管理遥
6.停车位侵占原有绿化面积

中心城区绝大部分小区停车位处于超饱和使用状

态袁为了扩大停车位袁有些小区被迫将绿地僻为停车区

域袁影响了小区居住环境遥 比如虹口区广粤路 1577 弄

良辰美景公寓袁 小区内大量私家车停在原本属于小区

绿化的绿地上袁严重影响了小区公共环境的美观遥
7. 城市停车用地没有做到最优规划

许多停车场地没有发挥接收停车的最大潜力袁没
有科学有效地规划城市停车系统袁 没有充分运用路边

停车尧地下停车库尧机械停车库和立体停车库等新型停

车模式和智能化停车管理系统遥 如 2015耀2018 年袁上海

每年新建绿地均超过 1000 万平方米袁城市绿地美化了

环境袁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袁但绿地的地下空间却没有

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遥
六尧上海公共停车位管理问题解决策略建议

渝 充分利用开发公共绿地的地下空间

2018 年袁来自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数据显示袁近三

年袁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袁 上海每年新建绿地均超过

1000 万平方米袁去年达到 1358 万平方米遥 上海在拆除

一些影响环境的建筑和店铺的同时袁 也一直在扩大城

市公共绿地的面积袁 绿地的地下空间还可以进一步挖

掘潜力遥 城市绿地靠近居民区袁发展潜力巨大袁施工难

度低袁应合理规划建设袁服务附近居民遥
在绿地的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库有许多优势袁 如可

以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的抵触心理袁 对附近建筑的影响

较小袁施工相对简单等等遥 在建成地下停车场后袁引入

专业的停车管理公司袁 也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袁同时为绿地附近居民提供更多的停车位遥
渔 提升公共停车位管理人员素质袁 构建完备的规

章制度

建议市政府建立统一的停车管理模式袁制定统一的

经营停车位的企业标准与管理人员入职培训标准遥 同

时袁对停车位管理企业和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与考

核袁建立一套科学的培养培养体系袁以提高管理人员素

质遥 构建完备的规章制度袁做到有法可依尧公平合理袁以
保障停车位有序管理袁杜绝停车位管理混乱等现象遥

隅 优化停车位规划袁加强管理与监管

政府应该对居民密度大的区域加强合理的顶层设

计袁因地制宜选择停车位的建设和改造袁选择合理的停

车模式遥 要根据停车场地周围的停车需求袁综合经济效

益尧社会效益尧环境效益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选择停车场

地的开发遥 依据实际情况袁科学有效地选择城市停车系

统袁充分发挥路边停车尧地下停车库尧机械停车库尧路面

停车场和立体停车库等系统各自的优点遥
上海各区县和各街道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

况袁制定公平合理的停车位收费标准遥 收费标准应该充

分尊重民意袁听取附近居民意见袁制定让附近居民可以

接受的价格遥 避免出现停车管理企业或者物业私自定

价袁杜绝主观收费和随意收费的现象遥 停车位收费标准

的原则制定应该尽可能做到社会总效益最大化袁适当采

用差别收费与累进费率遥只有制定出合理的收费标准与

规范的管理模式袁才可以实现既满足附近居民停车需求

又满足停车管理企业运营所需利润的双赢局面遥
予 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实现停车位资源共享

由于上海市区人多地少袁供需矛盾突出袁中心城区

应合理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遥 停车场的建设要依据停

车需求和未来城市发展规划袁 高瞻远瞩袁 注重综合效

益遥 在居民小区密集区域袁 在不影响市容美观的情况

下袁合理设计尧建设公共停车场袁向周边居民开放袁引入

专业的停车管理公司袁并适当收取管理费用遥
对于中心城区商业购物中心尧写字楼区域袁物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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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引导适度降低停车费用袁 供周边小区居民停车使

用袁提高商业区域停车位使用效率遥 企事业单位在政府

引导下袁划出部分停车区域袁开放给周边小区居民停车

使用袁并收取适当费用袁实现停车位资源共享遥 上海中

心城区大规模的停车场建设不太可能袁 只能利用停车

资源共享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遥
娱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对于上海等特大型城市袁 应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袁
通过优惠的政策法规鼓励市民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遥通
过构建方便尧廉价尧快捷和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袁吸
引广大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遥政府需要对公共交通建

设给予政策尧资金尧税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遥完善城市公

共交通换乘体系袁 规划设立更多城市公交绿色通道和

BRT 快速公交遥 通过大力发展轻轨尧地铁等轨道交通袁
增加公交车站密度等措施袁提高公共交通效率袁提升公

共交通对市民的吸引力袁为城市停车问题减压遥
雨 继续推广夜间路面停车泊位方案袁 制定统一路

面停车标准

路面停车是缓解停车位紧张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之一遥 路面停车在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普遍存在袁上海在

路面停车规划上也积极探索遥 上海有着丰富的路面停

车资源袁现有的自行车道袁在夜间都可以用于临时停车

使用遥 有效利用上海市区现有的路面停车资源袁可以极

大地提升城市的停车能力遥
目前本市尚未建立统一的路面夜间停车收费标准

和时间标准袁 制定统一的标准有利于方便路面停车的

推广和管理遥 如果利用好这丰富的公共资源袁将大大缓

解上海的停车难问题袁 缓解人口密集区域的停车位紧

张局面遥 合理规划路面停车袁既可以有效缓解夜间和周

末的停车压力袁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袁也可以提高

道路资源的利用率遥
与 推行智能化停车管理系统

随着上海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袁 通过人工去

管理停车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遥 引入智能化停车管理

系统袁可以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袁提供 24 小时不间

断尧方便快捷的停车服务遥 政府可以鼓励在上海市中心

区域尧公共停车场尧路面停车位推广自助停车收费管理

系统遥 通过引入智能化停车系统袁减少人工的投入袁以
减少停车管理企业运营成本遥 同时政府也应通过相应

的政策引导袁 在相关道路上建立停车智能系统和诱导

系统, 并把它作为道路交通标志之一遥
七尧结语

上海公共停车位管理存在停车位缺口严重尧 停车

管理不规范尧停车费收费标准不明确尧附近居民抵触收

费停车位尧停车位划配存在结构性矛盾尧停车位侵占原

有绿化面积尧城市停车用地没有做到最优规划等问题遥
据此袁本文提出充分利用开发公共绿地的地下空间袁提
升公共停车位管理人员素质袁优化停车位规划尧管理与

监管袁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和实现停车位资源共享袁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袁继续推广夜间路面停车泊位袁推行智

能化停车管理系统的解决对策袁 从根本上来缓解上海

的城市停车问题遥
停车难是国际性大都市都面临的社会难题袁这既是

困境袁也是巨大的商机遥 如何满足好市区强烈的停车需

求袁提供足够的停车位供给袁以达到社会总效益的最大

化袁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遥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方

法与政策法规袁 可以把现有的困境转化为巨大的商机袁
既解决了停车位紧张的问题袁又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与社会的和谐遥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袁我们一定会制定

出合理的停车位管理办法袁让居民停车变得更加便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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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公司上市后普遍经历经营业绩显著下滑的现象袁该现象被称为野IPO 效应冶遥 新三板市场近年来发

展较快袁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和良好的发展环境遥 相比主板尧创业板等资本市场有着门槛低尧审核较快

的特点遥 那么袁新三板市场是否存在野IPO 效应冶呢钥 该文针对新三板挂牌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检验袁研究结果发现袁
公司挂牌新三板后袁不存在野IPO 效应冶袁经营业绩反而明显改善遥

揖关键词铱 新三板曰 IPO 效应曰 经营业绩

新三板市场存在“IPO效应”吗？

牛淑珍 1 秦岚川 2

渊1 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 2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袁上海 200120 冤

Is There Any IPO Effect in New OTC Market?

Niu Shuzhen1 Qin Lanchuan2

渊1 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渊2 Shanghai Branch of the Ernst & Young, Shanghai 200120,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mpanies generally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operating performance after an
IPO, which are called as IPO effect. In recent years, New OTC market develop rapidly as well as providing new financing
channels and sustained growth environ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Compared with capital market such
as main board and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OTC market have lower entry barriers and
faster audit. Thus, is there any IPO effect in New OTC market? This article tests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New
OTC market list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out any
IPO effect.
Key Words: new OTC market; IPO effect ; oper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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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袁 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资本市场结构不

完善的限制袁 主要原因是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

融资渠道单一袁成本过高遥 新三板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袁 有利于社会资

金流向中小企业遥
国内外学者对主板尧创业板等研究较为充足袁其中

比较成熟的一个理论是上市公司的 IPO 效应遥多数学者

的研究表明袁公司上市时存在显著的 IPO 效应袁该效应

指公司上市后袁普遍经历着经营业绩显著下滑的情况遥
新三板市场出台时间较短袁由于数据的缺乏袁相关

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实证部分的研究非常缺乏遥因此对新

三板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遥本文拟研究新三板市场是否

存在野IPO 效应冶袁即挂牌后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动情况遥
2 文献综述

IPO 效应首次提出于 1994 年袁Jain 和 Kini 渊1994冤
将 1967-1988 年间的美国上市公司分别与同类型的未

上市公司相比袁结果显示 IPO 后的五年内袁公司的经营

情况显著差于非上市公司遥
Mikkelson 渊1997冤选取了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公司

的经营业绩袁 且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袁 该文章选取了

1980耀1983 年美国的上市公司袁主要从股权结构角度解

释 IPO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袁 其选取的评价指标为

销售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袁 最终验证了 IPO 效应是

存在的[1]遥
Manas Mayur 渊2013冤采用前人的研究方法袁对印度

的资本市场进行分析遥该研究选取了 1997耀2007 年 IPO
的 306 家印度公司袁其研究结果表明袁作为与中国相似

的新兴市场袁同样具有 IPO 效应[2]遥
国内学者有同样的结论袁 国内对 IPO 效应研究较

早的比如卢文彬渊2001冤等人的研究袁该研究从公司管

理层行为角度分析我国主板市场是否存在 IPO 效应以

及 IPO 效应存在的原因遥 该研究发现院我国主板市场同

样存在 IPO 效应曰 流通股比例对 IPO 效应没有显著影

响曰国有股性质的公司袁且国有股比重越大袁公司的 IPO
效应越显著[3]遥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袁徐博韬渊2015冤选用了销售

净利率的变动程度[4]遥 如喻凯尧罗阳渊2012冤等人袁他们认

为应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以综合衡量

公司的经营业绩遥 本文认为应该选取综合指标以全面

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的情况袁 但针对具体财务指标的

选择袁各个学者的选取也各不相同遥
李晓霞渊2009冤针对中小板企业上市前后的 IPO 效

应进行分析袁其研究结果与前人不同袁认为中小板上市

公司上市后经营业绩显著好转遥 该研究通过将不同的

财务指标构建为衡量公司经营业绩的综合指标袁 以此

分析得到结论院 中小板公司上市前后的 IPO 效应并不

显著袁而与之相反袁上市后袁公司的经营业绩呈现普遍

好转[5]遥
为验证新三板市场是否存在 IPO 效应袁 本文综合

了前人的指标选取袁 认为 IPO 效应主要存在于企业的

盈利能力尧偿债能力尧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袁
因此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入手袁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

建综合指标袁 并检验公司挂牌新三板后经营业绩是否

出现显著的改变遥
3 实证检验

3.1 样本选取

我国三板市场虽然成立时间较早袁但直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袁 全国股转系统才接收全国企业的挂牌申

请遥 因此袁为保证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袁本文剔除了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挂牌的企业遥 同时因为数据的可获

得性袁本文选取 2014 年挂牌公司于 2012 至 2015 年四

年的财务报告数据遥
新三板市场的金融业公司盈利模式较为特殊袁因

此不作为研究对象袁本文将金融行业样本剔除遥 由于新

三板市场挂牌标准较低袁一些公司的实际情况较特殊袁
比如仁会生物袁 挂牌初期甚至没有主营业务收入遥 同

时袁新三板公司大多为初创企业袁整体上经营情况波动

较大袁导致数据的波动性很大袁不利于本文通过建模的

方式进行分析袁因此袁本文将各项指标中波动性较大的

数据视为异常值剔除袁 具体方法为剔除超过三倍标准

差的数据遥
本文数据均来自与 WIND 数据库袁 经过排除金融

行业样本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具有异常值的样本之后袁
本文最终选取了 2014 年挂牌的 798 个样本公司遥
3.2 变量选取及依据

为构建有代表性的挂牌公司经营业绩综合指标袁
本文从偿债能力尧盈利能力尧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四个

维度来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遥
本文综合考虑了财务指标的意义尧 新三板挂牌公

司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袁 最终挑选了如下财务

指标院

牛淑珍袁等 新三板市场存在野IPO 效应冶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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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建综合指标

在做因子分析法之前袁 对各个财务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 袁 常用的处理方法是 KMO 检验和

Bartlett忆s 球形检验遥
对公司七项财务指标的 KMO 检验和 Bartlett忆s 球

形检验的结果如下所示院

上表检验结果显示袁KMO 值介于 0.5 与 0.7 之

间袁对三年的财务指标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法的效果较

好遥 Bartlett忆s 球形检验显示该检验 P 值约为 0袁 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袁因此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处理财

务指标遥
本文需要对三年样本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袁

由于一一分析较为冗长袁本文仅以 2015 年数据处理过

程为例袁2012尧2013 年和 2014 年的处理过程略去袁仅显

示最终结果遥
首先袁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袁得

到方差解释结果遥 用 SPSS 20 对 2015 年数据的方差解

释结果的截图如下所示:

指标体系 计算公式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X1 =渊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待摊费用冤/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X2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权益净利率 X3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销售净利率 X4 =净利润/销售收入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X5 =销售收入/本年平均应收账款

总资产周转率 X6 =销售收入/本年平均总资产

发展能力 可持续增长率 X7 =股东权益净利率伊渊1-股利支付率冤/渊1-股东权益净利率伊渊1-股利支付率冤冤

表 1 财务指标的选取

检验结果 2012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KMO 值 0.577 0.552 0.527 0.594

Bartlett忆s 球形检验 1426.114 1884.948 1948.356 2033.664
Df 21 21 21 21
Sig .000 .000 .000 .000

表 2 KMO检验和 Bartlett忆s球形检验结果

从表 3 结果可知袁 前四个成分共解释了总体样本

的 86%以上袁 因此提取前四个成分便可代表公司经营

业绩的水平遥
其次袁前四个成份采用方差最大化旋转之后袁得到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袁为使该矩阵意义更为清晰袁本
文将 2015 年的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和具体财务指标

对应列出袁其结果如下所示院

表 3 数据的方差解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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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6袁综合得分模型如下所示院
挂牌前两年院
Fi=0.2980F1i+0.2415F2i+0.1741F3i+0.1601F4i

+0.1263F5i
挂牌前一年院
Fi=0.4041F1i+0.2796F2i+0.1741F3i+0.1421F4i

挂牌当年院
Fi=0.4113F1i+0.2603F2i+0.1915F3i+0.1370F4i
挂牌后一年院
Fi=0.4273F1i+0.2599F2i+0.1753F3i+0.1376F4i
其中 i 为样本公司的序列数遥
综上袁通过上述三个公式袁可以计算出四年中袁每

本文将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F1尧F2尧F3 和 F4袁因
子 F1 在销售净利率尧权益净利率尧可持续增长率的权

重较大袁因此袁因子 F1 代表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

能力遥 因子 F2 在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权重较大袁
代表了公司偿债能力遥 因子 F3 在总资产周转率的权重

较大袁因子 F4 在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权重较大袁两者从

不同方面反应了公司的营运能力遥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袁 四年的因子和对应的方差贡

献率计算如下所示院

表 4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分析法得到的因子得分函数如下所示院

财务指标 因子 F1 因子 F2 因子 F3 因子 F4
速动比率 X1 -0.005 0.905 0.035 -0.034

资产负债率 X2 -0.159 -0.880 0.066 -0.042
权益净利率 X3 0.921 0.030 0.238 0.020
销售净利率 X4 0.889 0.170 -0.179 0.031

应收账款周转率 X5 0.019 0.004 0.074 0.996
总资产周转率 X6 0.175 -0.024 0.957 0.081
可持续增长率 X7 0.817 0.016 0.280 -0.009

财务指标 因子 F1 因子 F2 因子 F3 因子 F4
速动比率 X1 -0.102 0.583 0.116 -0.051

资产负债率 X2 0.002 -0.541 0.031 -0.039
权益净利率 X3 0.387 -0.056 0.058 -0.018
销售净利率 X4 0.441 0.002 -0.350 0.047

应收账款周转率 X5 -0.013 -0.006 -0.059 1.003
总资产周转率 X6 -0.106 0.046 0.927 -0.045
可持续增长率 X7 0.331 -0.050 0.124 -0.052

表 5 因子得分函数

2012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权重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权重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权重 累计方差贡献率渊%冤 权重

F1 24.798 0.298 34.85 0.404 36.19 0.411 37.13 0.427
F2 44.893 0.242 58.97 0.279 59.10 0.260 59.71 0.260
F3 59.382 0.174 73.99 0.174 75.95 0.191 74.94 0.175
F4 72.704 0.160 86.25 0.142 88.00 0.137 86.89 0.138
F5 83.210 0.126

表 6 因子方差贡献率

牛淑珍袁等 新三板市场存在野IPO 效应冶吗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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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司经营业绩的综合指标遥 由于因子分析法得到的

综合指标数值较小袁 本文将得到的该综合指标乘以

100袁以便后续的分析遥
3.4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将 3.3 中得到的结果表示为折线图袁如图 1 所示院

由图 1 可知袁无论从平均数还是中位数来看袁2012
年至 2013 年挂牌公司综合业绩指标有明显的下滑袁而
2013 年尧2014 年和 2015 年间袁 该指标均有明显的上

升袁即公司挂牌中和挂牌后袁公司经营业绩均有明显的

上升遥2013 年至 2014 年挂牌公司综合业绩指标的中位

数增长 57.11%袁2014 年末至挂牌后一年 2015 年年末袁
中位数增长 51.74%遥 因此袁从整体上看袁挂牌公司的经

营业绩呈现了明显的增长袁
本文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进行初步检验袁检

验结果如下表所示院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结果显示综合指标的中位数

增长变动是显著的袁虽然 2012 年与挂牌后两年的数据

关系不明显袁但不影响本文的结论遥 从上表中袁挂牌后

经营业绩出现显著的增长袁因此袁新三板挂牌公司可能

不存在 IPO 效应袁公司挂牌新三板后袁经营业绩得到了

显著的提高遥

但由于 2014 年挂牌的公司在挂牌后仅有一年的

财务数据袁 所以本文仅利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的方

法分析综合指标数据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合适的遥 为

保证本文结论的说服力袁 本文将继续构建含有是否挂

牌虚拟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袁 进一步分析该结论是否

成立遥
3.5 回归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方法得到

的结果袁本文将挂牌事件作为虚拟变量袁挂牌之前取值

为 0袁挂牌中和挂牌后取值为 1遥 同时设立资产的对数

值和营业收入的对数值为控制变量遥
对于模型的设立袁 由似然比检验得到 p 值=0.001<

0.05袁 因此应当拒绝混合模型遥 豪斯曼检验得到 p 值=
0.017<0.05袁应拒绝随机效应模型而使用的固定效应模

型遥 使用 Eviews 8.0 软件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院

该模型 R 方为 0.1378袁数值较小袁说明该模型对经

营业绩的解释能力不足遥 但 F 值通过检验袁且各变量的

系数均为显著袁因此袁模型的设立较为合理袁取得了良

好的分析效果遥
从实证结果来看袁 是否挂牌的虚拟变量系数在

95%置信区间上显著袁且其系数为正袁说明挂牌对公司

经营业绩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袁 证明了上文中使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方法得到的结果遥
4 结论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袁 挂牌新三板企业不存在

IPO 效应袁经营业绩反而提高遥 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点院新三板市场准入条件较为宽松袁挂牌公司没有盈

余管理的动机曰挂牌公司多采用协议转让袁短期公司股

权稀释较小袁公司努力经营的动力较大曰新三板市场多

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袁流动性较差袁溢价不足袁分层制度

和转板制度会激励公司管理层努力经营袁 实现更大的

收益遥

图 1 经营业绩指标的变动折线

对比年份 Z值 显著性渊双侧冤
2012 与 2014 年 1.370 0.069
2012 与 2015 年 1.159 0.078
2013 与 2014 年 3.897 0.000
2013 与 2015 年 4.275 0.000
2014 与 2015 年 5.749 0.000

表 7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C渊常数冤 98.19 7.1137 0.0000

L渊是否挂牌冤 5.4029 3.0790 0.0021
LOGY渊营业收入的对数冤 74.7185 19.5951 0.0000
LOGZ渊总资产的对数冤 -86.0690 -22.5230 0.0000

R 方 0.1378
F 值 169.6033 F 值对应的 P 值 0.0000

表 8 回归结果

Niu Shuzhen, et al. Is There Any IPO Effect in New OTC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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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应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引袁以创新型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宗旨袁以满足社会

人才需求为导向遥 学科竞赛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实践和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袁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应用能力方

面具有独特功能遥 专业课程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相结合的应用型创新探索袁旨在引导学生以赛促学尧学以致用袁发
掘创新潜能袁提高综合素质袁增强未来的职业适应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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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探析
要要要基于学科竞赛的视角

夏 园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Reform and Analysis of Financial Practical Teaching
要要要Based on Subject Competition

Xia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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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bjective, with the
aim to train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and orient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ocial talents. A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subject contest has unique functions to cultivate students忆 cre鄄
ative thinking and hand-on ability.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new way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subject contest is to promote student忆s learning ability. We hope to excavate student忆s ability of innovation by competi鄄
t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occupational adaptation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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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加袁 在激烈的竞争中袁
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不断提高袁除了思想素质尧专业知识

以外袁创新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成为重要的考核标准遥
一尧金融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渝 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转型的客观要求

2015 年袁由教育部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尧财政部联合

发布 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的指导意见曳袁其指导思想是野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袁 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

来袁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袁转到增强学

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袁 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遥 冶这为地方本科院校培

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指明了方向遥
渔 人才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袁 市场

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袁 对金融人才的质

量要求也越来越高遥 这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教育的目标袁应
能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袁 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

要袁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袁切实培养创新型尧应用型金

融人才遥
上海杉达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袁 应不断优化

人才培养定位袁为加快推进上海市 野五个中心冶建设培

养学以致用的创新型人才遥
隅 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自身特点的要求

出于审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袁 金融机构难以为金

融专业的在校学生提供足够的在岗实习机会袁 更无法

为学生提供核心金融业务的实践实习岗位遥 而金融行

业在聘用毕业生时袁 又希望学生有一定的行业实习或

工作经验袁具备良好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创新协作精神遥
这对金融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袁 金融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

仅仅局限于常规的形式显然是不够的袁 需对专业基础

课程和核心课程从教学内容尧 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业考

核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重构袁 对实践教学环节进

行精心设计和再造袁在实践教学的课外拓展中袁积极引

入学科竞赛袁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分析技能和创

新思维能力袁将创新意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遥
二尧国内外基于学科竞赛的实践教学研究现状

渝 学科竞赛的内涵及优势

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袁 具有经管类专业实践教

学的共同短板袁和理工类尧设计类专业相比袁往往缺少

发明和设计创新专利袁 实践教学仅限于实验室内的专

业课程软件模拟教学或基本柜台业务的模拟办理袁实
践效果难以直观检验袁 难以适应快速变革的市场对金

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遥
学科竞赛是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袁 通过

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袁理论联系实际袁以竞赛的方式解决

实际问题的专题化课外实践活动遥 学科竞赛激发学生

创新思考和独立分析尧团队协作的工作能力袁是提高综

合素质的有效途径[1]遥 学科竞赛在提升大学生专业知识

的应用和分析能力尧创新能力尧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都

具有独特的优势遥
渔 欧美国家的研究现状

欧美国家对于大学生学科竞赛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的关系的研究袁源起于对高校学生创造力的研究遥创造力是

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国外高校非常重视对学生

创造力的培养遥 1943年袁德国心理学家Wertheimer Max出
版了叶创造性思维曳一书袁被认为是全球第一部创造性思维

专著遥 2012年袁Lampel Joseph在强调野开放式创新冶的环境

下袁研究了通过竞赛形式获得实践创新源泉的竞争方式遥
国外关于学科竞赛的研究袁 侧重于针对某个竞赛

主题袁提出设计或创新解决方案袁为此会寻求课程教学

传授的技术手段或教学方法的改进遥 这就提出了将学

科竞赛和课程实践教学有机结合的客观要求遥
隅 国内学科竞赛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国内的学科竞赛活动袁 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遥
1989 年袁由共青团中央尧中国科协尧教育部尧全国学联联

合主办了第一届野挑战杯冶中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袁推动了全国高校学科竞赛的发展遥
2007 年袁国家教育部颁布相关文件中指出要野继续

开展大学生竞赛活动袁 重点资助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

力和广泛参与面的大学生竞赛活动袁 激发大学生的兴

趣和潜能袁 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冶袁
高校学科竞赛进入蓬勃发展阶段遥 目前袁面向全国大学

生的学科竞赛有国际级尧国家级尧省部级尧校级袁达上百

种之多袁每年参赛学生达到数百万人遥 学科竞赛在高校

的教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遥
我国理论界对学科竞赛的研究相对国外而言较

晚遥 近几年袁国内关于学科竞赛领域的研究袁从研究视

角划分袁主要可以概括为院关于学科竞赛促进创新人才

培养研究尧关于学科竞赛与高校发展关系的研究尧关于

夏 园 金融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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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管理体系的探讨等几个方面遥 研究者普遍认

为学科竞赛对高校实践教学改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

用袁 对于学科竞赛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方面具有常规教学不可及的特殊教育功能这一点袁已
普遍达成共识[2]遥

三尧组织实践教学与学科竞赛活动现存的问题和

制约

渝 实践教学学时的制约

理论教学是实践教学的基础袁 为实践教学提供理

论依据袁合理解释实践教学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袁两者并

重袁相辅相成遥 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袁需具备扎实的理论

功底袁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思维袁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提

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遥 基于此袁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学

时须有保障遥 但这使得实践教学的学时在教学计划中

受到制约袁给实践教学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袁实践教学的

效果难以落到实处[3]遥
渔 实践教学效果难以检验

以专业课程证券投资学为例袁 目前在金融学专业

教学计划中是 3 学分袁其中理论教学 2 学分袁实践教学

1 学分遥 关于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袁常规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是院 指导学生在金融教学实验室的硬件环境

中袁运用模拟投资教学软件袁根据实践指导书的指导和

要求袁 针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各种投资工具的熟悉操

作袁在此基础上袁指导学生撰写证券投资实验报告袁形
成投资方案袁并可进行团队展示遥

但是学生面对真实的尧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袁是否

具备独立的投资分析和决策能力袁 是否具备良好的抵

御市场风险的心理素质袁 能否做出灵活创新的市场判

断和应对袁能否开展良性有序的团队协作袁仅有的实践

教学都难以对教学目标进行训练和检验袁 学生课程考

核评价方法也有待进一步改革遥
隅 学科竞赛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袁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袁大一至大三年级专业课

程较多袁学业繁忙遥进入大四袁又面临实习和就业遥如果

脱离于实践教学袁就学科竞赛而组织学科竞赛袁由于缺

乏专项经费保障尧激励措施不够明确袁而参赛学生又需

要投入较多的课余时间和精力袁 大多数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不高袁甚至将学科竞赛视为额外的负担袁具有一定

的抵触情绪遥
予 学科竞赛与实践教学缺乏有机结合

学科竞赛的良性开展袁 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动手能力袁与实践教学起到课程内外的互补作用遥
两者的有机结合袁有助于切实推进教育创新袁深化教学

改革袁突出办学特色袁进一步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4]遥 对

满足金融学专业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型尧 应用型

人才的要求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遥
但由于国内高校学科竞赛活动开展得较晚袁缺乏

系统成熟的管理体系袁 理论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袁学
科竞赛与实践教学缺乏紧密联系和有效配合袁有些竞

赛内容缺乏专业实践性袁无法形成 1+1>2 的优势互补

效果遥
四尧基于学科竞赛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思路

渝 将学科竞赛嵌入实践教学环节袁形成优势互补

将学科竞赛嵌入实践教学环节袁 是一种 野以赛促

学尧以学促训冶的全新教学模式袁是指在实践教学活动

中袁通过组织有课程针对性的学科竞赛袁将实践知识与

实践技能尧课内资源与课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袁既拓展

了课堂教学内容袁又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热情遥
以金融学专业基础课程金融市场学尧 核心课程证

券投资学为例袁 两门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实践教学

的要求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具有较为典型的代表性遥 实

践教学都强调对学生市场判断能力尧 独立投资分析能

力尧团队协作能力的训练袁对课堂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

践操作技能要求较高遥 教师需根据教学计划的课时安

排袁对实践教学进行重新整合设计袁激发学生的竞争意

识和创新决策能力袁引导学生化被动为主动袁积极参与

到比赛和学习的过程中遥 具体实施办法如下院
1.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效结合遥 在理论教学的

基础上袁教师根据教学计划袁设计实验教学大纲袁指导

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的要求袁 运用实验室模拟投资教

学软件袁 对各种投资工具进行熟练操作袁 并在此基础

上袁进行团队协作袁撰写投资分析实验报告袁对理论知

识进行练习和初步应用遥
2. 组织有课程针对性的学科竞赛遥 具体做法是袁以

金融系学生社团野金英竞赛实训营冶为学科竞赛的组织

依托袁与银河证券尧万联证券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

金融机构开展合作袁组织全国性的野银行杯冶股票模拟

投资大赛尧野中金所杯冶 高校大学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识

竞赛袁以及地方性的野万联杯冶上海大学生模拟投资高

校联赛等公益性学科竞赛遥
这些比赛既与金融市场学尧证券投资学尧期货交易

实务等专业主干课程的课内知识紧密联系袁 又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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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考证券从业资格证等从业证书的学习需要袁 还和

学生将来的就业领域密切衔接袁 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

明显增强袁 参与面也不断扩大遥 除金融学专业的学生

外袁 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科竞赛

中来袁形成了健康积极的活动氛围遥
据调查显示袁95%以上的同学认为基于学科竞赛的

实践教学模式突破了课堂局限袁 优化整合了学生课内

课外的时间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考核和激励袁是一种事

半功倍的教学模式遥
3. 将学科竞赛嵌入实践教学环节遥 野学科竞赛冶是

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袁其结果可反映教学计划尧教学

内容的合理性遥 将学科竞赛的项目内容和知识技能要

求嵌入实践教学的培训中袁 与实践教学的教学大纲要

求有效衔接袁 同时邀请大赛合作机构的专业导师为学

生开展课外讲座和培训辅导袁 以便学生就比赛中遇到

的市场现实投资问题袁 与金融机构专业人员进行实时

沟通和交流遥 这些措施有效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

主动参与意识遥
学科竞赛对学生投资分析的经验尧 独立判断的能

力尧对市场反应的灵敏度和准确性的把握尧抵御市场风

险的心理素质等各方面未来职业素质的训练袁 都与常

规的实践教学形成有效的优势互补遥 并且学科竞赛克

服了实践教学学时的制约袁 打破了实践教学传统意义

上的课堂界限袁拓展了实践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弹性袁体
现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独特创新遥

渔 进一步完善学科竞赛各项管理和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是深入有序开展学科竞赛

活动的重要保障遥 应形成职责分明袁分级管理的学校尧
院系学科竞赛分级管理制度[5]遥 由专门的系部负责人进

行专业学科竞赛的总体工作协调袁 有专门的指导教师

团队负责学科竞赛的具体组织尧规划和实施袁从管理体

系上保证学科竞赛的顺利开展遥
针对专业实践教学的学分机制是推动学科竞赛活

动持续开展的有效激励遥 在制定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

实践实训教学计划时袁 对通过参加各类各级学科竞赛

活动获奖的学生袁应给予相应明确的学分奖励遥 同时袁
学校也可考虑设立学科竞赛奖学金制度袁 用于表彰在

各类各级学科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个人和团队遥
此外袁学科竞赛的顺利开展袁离不开充足的比赛经

费作为保障遥 学院应系统梳理各专业的学科竞赛袁每学

期给予合理立项袁 并划拨专门的常规项目经费作为支

持袁以激发和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科竞赛中来袁形
成持续良性的竞赛机制遥

隅 改革基于学科竞赛的实践教学课程成绩考评机制

1. 常规的课程考评方法遥 常规的专业课程考评主

要包括两部分院平时成绩渊40%冤+期末成绩渊60%冤遥 平

时成绩考评依据主要包括学生的考勤尧平时作业和课

堂表现等因素袁 期末成绩通常以卷面考试的形式评

定遥 这种考评模式的制约在于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缺

乏有效的过程考核袁难以调动学生对实践教学参与的

积极性袁也难以有效促进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和

锻炼遥
2. 纳入学科竞赛因素袁切实优化实践教学课程考

评机制遥 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袁要求随之配套

的成绩考评机制的改革遥 实践教学考评原则是希望更

加关注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参与能力和个体表现袁加强

课程的过程考核和效果检验遥 所以袁在实践教学课程

的成绩考评中袁应善于突破常规袁将学科竞赛纳入实

践教学的考评体系中袁切实提升学生面对金融市场环

境的分析应用能力遥 以专业课程金融市场学和证券投

资学为例袁嵌入学科竞赛环节后袁应提升课程的过程

考核力度袁平时成绩比例可提升为 60豫袁期末成绩降

低为 40豫遥 平时成绩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院学习态度

渊上课出勤情况袁 听课认真程度袁 回答问题情况等冤
10豫袁个人平时作业 10豫袁小组实践作业渊学生投资方

案分析讨论袁分工合作尧小组展示等冤30豫袁实践技能类

学科竞赛 50豫遥 通过成绩考评机制的改革袁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对学科竞赛的参与意识袁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尧独立思考尧竞争协作的创新精神袁提高学生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实践能力袁将实践教学的

宗旨落到实处遥
予 将基于学科竞赛的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相结

合袁为学生打造实习就业平台

以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为目标袁 将专业课程教学

计划与校企合作相结合袁较成熟的做法以德国的野双元

制冶模式为代表遥 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

任务袁综合利用学校和企业的资源袁按照企业对人才的

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遥 这样袁可针对企业需求进行

课程设置袁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袁毕业

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袁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遥
大学生未来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应用

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这种能力的培养仅仅局限于课堂是

夏 园 金融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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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不够的袁实践教学并没有让学生真正走出校园遥 从

目前金融学专业组织的学科竞赛来看袁 主办方组织大

赛也为物色优秀金融人才提供了有效途径遥 对于比赛

中表现优秀的学生袁除物质奖励之外袁主办方还为他们

提供若干岗位实习机会袁对实习表现突出的学生袁可以

直接签约聘用遥 学科竞赛为实践教学和企业实习之间

搭建了畅通的桥梁袁 为学生打造实习就业平台提供了

便利条件遥

五尧结语

基于学科竞赛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性改

革袁其探索的总体构想就是袁构建突破常规课堂局限的

多平台实践教学机制袁实施多模块尧立体化尧开放式的

实践教学和考评体系袁 建立实践教学+学科竞赛+企业

实习实训的一体化教学模式袁优化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袁
切实体现教学宗旨袁 培养具备职业综合素养和创新实

践精神的金融行业应用型尧技能型专业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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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全面实施袁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已经进入到全面风险管理阶段遥 大数据技

术能够减少商业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袁前置风险管理措施袁同时还可以改善商业银行的外部信用环境袁
对于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商业银行应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袁整合内外部数

据袁深入挖掘数据隐含的信息和知识袁改造风险管理流程袁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适宜风险管理模型袁从而在国际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遥
揖关键词铱 大数据曰 商业银行曰 风险管理曰 数据挖掘

Abstract: With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Big data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urther upgrading the risk manage鄄
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t can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ommercial banks and customers, control
the risk in advance, and improve the external credit environment.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take this advantage to inte鄄
gr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ata, explore impli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data, rebuild the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and establish a suitable risk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big data, so as to be invinci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big data; commercial bank; risk management;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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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商业银行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金融业

务数据袁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能够记录并保

存这些数据遥 从 1999 年起袁我国商业银行开始逐步建

立独立数据运营中心袁实现数据集中化管理袁目前主要

商业银行均已建成集中化的数据中心遥 例如交通银行

在上海的数据中心集中了全球分支机构的数据袁 除商

业银行业务外袁还涉及基金尧信托尧保险及金融租赁等

领域遥 但随着金融业务数据的总量和维度不断迅速增

长袁 传统分析手段已经无法充分解析其中隐含的有价

值信息袁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兴起为商业银行深挖数据

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遥 张漫春和邢科

渊2015冤认为大数据的应用引发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

第二次数据革命[1]袁揭示出了大数据正在导致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的变革遥
二尧商业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背景

大数据的本质不在于数据的大袁 而在于海量数据

能够给研究和应用者提供的全新分析视角和应用方

向遥 冯芷艳袁郭迅华等渊2013冤认为野大数据与耶海量数

据爷和耶大规模数据爷的概念一脉相承袁但在数据体量尧
数据复杂性和产生速度三个方面均大大超出了传统数

据形态袁也超出了现有技术手段的处理能力袁并带来了

巨大的产业创新的机遇遥 [2]冶
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大数据技术改进风险管理水平

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遥
首先袁商业银行积累了海量数据袁这是进行大数据

分析的前提条件遥 而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种类的拓展和

服务理念升级袁 数据种类和数据记录模式也发生了重

大转变袁 商业银行积累了庞大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资源[3]遥 深入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关联袁精准定位风

险关键点都需要适当的技术和方法与之匹配遥
其次袁商业银行有进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动力遥 提

高利润尧降低风险尧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企业永恒

的话题遥 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除了挤占传统银行市

场尧压缩银行利润空间外袁更重要的是使得银行对于客

户的风险描述和定位不再清晰遥 单纯依靠传统的风险

尽调无法全面了解客户的真实风险状况袁 银行需要更

多外部信息的补充以便准确刻画风险等级遥 一方面袁商
业银行需要采用新的手段重新挖掘已有数据袁 另一方

面需要有效利用内外部数据的结合来发现新的风险信

息遥 大数据分析技术恰好满足了这样的需求遥

再次袁 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提

出了相应要求遥 我国政府对于大数据战略的部署已经

在全面进行中遥 2014 年袁野大数据冶一词首次出现在叶政
府工作报告曳中遥2015 年袁国务院印发叶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曳袁 昭示了大数据战略已经提升到国家层面遥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的重要支柱袁 其大数据应

用也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重视遥2017 年袁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 120 号文 叶关于强化银行卡磁条交易安全管理的通

知曳袁要求野全国性商业银行于 2017 年 8 月底前袁其他

商业银行于 2017 年 12 月底前袁 完成基于大数据技术

的银行卡风险防控系统建设袁 提升磁条交易风险管理

水平冶袁对商业银行提出了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管

理的明确要求遥 从另一角度来说袁通常法律和法规的正

式出台会略滞后于市场发展袁 人民银行的规定足以反

映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大数据风险管理方面已经具备了

现实条件和实施能力遥
三尧大数据技术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发挥

的作用

大数据技术是从海量数据中挖掘信息和知识的

一种技术手段袁其中数据是基础袁对于数据所包含的

信息的挖掘和分析是关键遥 通过大数据分析袁能够提

升对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袁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袁改善

管理水平遥 在风险管理中袁大数据技术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遥
渝 大数据技术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

风险来源于不确定性袁 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不确

定性袁 因此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风

险遥 大数据技术能够将不同来源的数据加以整合袁增加

信息维度袁挖掘隐藏信息袁更准确完整地刻画分析对象

的风险特征袁减少信息不对称遥 例如阿里金融利用客户

的网购记录尧 评价情况和投诉纠纷等数据来对贷款者

的信用水平和还款能力进行评价袁 从而判断是否发放

贷款袁而非仅仅依靠其历史贷款信息遥 商业银行同样可

以通过从合法渠道购买类似的外部场景数据来进一步

刻画贷款者的经济行为特征袁 从而更准确地判断贷款

者的风险等级和风险特征遥
渔 大数据技术能够将风险管理前置

大数据技术在风险预警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遥 传

统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模型主要建立在财务数据

基础上袁财务数据的统计本身具有滞后性袁通常通过财

务数据识别出风险时风险已经产生袁 只能通过事中和

Wang Liping On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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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管理手段来控制风险袁风险管理效率低袁容易产

生风险损失遥 而大数据分析由于有更多的信息支撑袁可
以通过客户的其他交易行为数据或企业日常运营数据

的异常变动捕捉风险敏感点袁提前预知风险袁先人一步

采取风险控制手段袁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风险损失遥
隅 大数据技术能够改善外部信用环境

除银行自身外袁征信系统尧税务系统尧公共事业缴

费系统等也都积累了海量数据遥 大数据技术的普遍应

用打破了数据边界袁 使得这些之前孤立零散的数据得

以整合袁 揭示出在独立分析状态下无法识别的风险特

征遥 除了这些传统数据来源外袁网络平台已成为大数据

的主要来源遥 阿里巴巴尧百度和腾讯是目前国内三家拥

有最大数据量的网络企业遥 其中阿里巴巴旗下拥有网

络交易平台和征信平台袁 积累的主要是交易数据和信

用数据曰腾讯运营网络社交平台和游戏平台袁拥有社交

数据曰百度则通过搜索引擎收集用户需求数据遥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袁对比商业银行,这些企业在大数据积累和

分析应用上具备更大的优势遥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这

些机构或基于此类数据的外部征信机构合作袁 过滤不

符合要求的风险企业和个人袁实现风险预防遥
目前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袁在信用卡尧线上线下渠道合作尧电子支付以及信用

体系互通等方面开展合作曰无独有偶袁中国工商银行与

京东全面合作袁农业银行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袁合作领

域均指向金融科技曰 此外光大银行和北京银行也与芝

麻信用在信用卡业务领域展开合作遥
四尧大数据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变革方向

大数据技术归根结底是一种新的技术手段遥 新技

术产生于人们对于理论和设想付诸实施的迫切需求袁
脱胎于长期持续的积累和探索工作遥 在新技术得以出

现并投入应用后袁以往积累的需求会得到充分释放袁生
产效率也会随之大幅提升遥 更重要的是袁新技术实施后

能够打开新的视野袁 促使使用者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

和理解袁为进一步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遥 大数据技术在

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袁 会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一

系列的变革遥
渝 提升数据收集能力袁 实现内外部数据的转换和

整合

数据是大数据分析的基础袁 数据收集是大数据技

术得以成功的首要环节遥 黄志凌渊2016冤认为野数据正成

为大型商业银行的重要战略资产袁 拥有独一无二的数

据资产的银行袁将会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袁发育出

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模式冶[4]遥 我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

都是商业银行主导袁商业银行具有天然的数据优势遥 除

收集积累业务相关数据袁 商业银行还需要打破业务条

块分割袁整合线上线下客户行为产生的不同类型数据袁
根据数据容量和数据类型升级数据中心软硬件袁 以适

应海量数据的查询和处理以及非结构化外部数据的分

析需要遥
此外袁 金融脱媒现象使得大量金融数据游离于银

行体系之外袁 因此外部数据的收集和应用成为拓展数

据维度的重要手段遥 不同来源不同特征的外部数据有

助于准确刻画风险特征袁 但这些外部数据多以场景为

中心袁 在数据格式和存储模式上与商业银行传统的以

账户为中心的数据有一定差距遥 商业银行应制定合理

的数据标准袁适当转换外部数据的存储格式曰有效整合

结构化数据尧半结构化和非机构化数据曰将内部数据与

外部数据存储模式顺利对接遥
渔 增强数据挖掘能力袁 构建基于业务大数据的风

险分析模型

基于数据之上的信息挖掘和信息分析是大数据技

术成功的关键遥 大数据的魅力不在于数据的大袁而在于

数据野大冶了之后能够反映和揭示更多从前没有认识到

的信息遥 如果在引入外部数据后仍然采用传统的数据

分析方法袁能获得的只是信息量的增加袁而增强数据挖

掘和分析能力尧实现风险管理质的提升才是重中之重遥
商业银行应构建基于自身业务基础数据的风险分析模

型袁同时兼顾外部数据的整合[5]遥
例如袁 可以利用关联性分析方法将内外部大数据

结合袁 在全面刻画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挖掘新的风险因

子曰然后重新梳理原有内部数据袁通过风险点的匹配深

入挖掘出以往未曾识别的风险点遥 除了关联性分析外袁
孤岛数据同样需要引起关注袁 因为此类数据往往意味

着异常风险甚至是极端风险遥 这些具体的数据分析方

法需要由统一的风险分析模型来集成和统一部署袁而
不能是分散的技术手段的简单堆砌遥

隅 转变风险管理思路袁 重构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

理流程

大数据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数据来

源袁同时也将导致风险管理思维方式的转变[6]袁对于整

个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流程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遥
风险管理流程主要包含四个步骤院风险识别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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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袁风险控制和风险动态监测遥 大数据技术对传统的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的每个环节都起到了促进和提

升的作用遥 在风险识别环节袁由于更多隐含风险信息被

揭示袁 需要补充定义或重新定义风险特征和风险识别

点袁以实现多维度综合识别风险尧改善风险识别的敏感

性和准确性的目的曰在风险评估环节袁基于传统业务数

据的风险度量模型的数据基础发生变化袁 定性分析模

型的评价因子也更加丰富袁 风险评估方法必然要发生

重大变革曰在风险控制环节袁由于能够更准确地提前预

知风险袁风险管控手段得以前置袁风险管理的侧重点也

随之前置袁尾部风险的控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袁事前事

中和事后管理手段则需要重新设置和分类曰 在风险动

态监控环节袁 大数据技术使得多点多手段多角度监控

得以实现袁风险的动态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遥

在全面风险管理的思路下袁 仅仅关注每个风险管

理环节的孤立变动是不合时宜的袁站在全局的角度袁必
然需要转变风险管理思路袁重新构建风险管理框架袁理
顺风险管理环节间的关系袁 从而建立起基于大数据的

全新风险管理流程遥
五尧结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供了

新的契机遥 大数据技术并非仅仅增加了数据的维度和

信息量袁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

风险遥 人类历史上袁每次技术革命都能带来生产力的

大幅提高和社会的飞速进步遥 在这场数据革命中袁商
业银行应当抓住机遇袁转变思维模式袁重构风险管理

流程袁灵活运用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袁实现信用风险管

理质的飞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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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在教育部着力推动课堂革命的背景下袁该研究构建了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遥 此模型分为

课前尧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袁在课前预习尧课中讲授和练习尧课后复习和答疑等环节融合了野线上和线下冶的教学遥 将

此模型应用于野统计学冶课程袁教学对象是上海杉达学院商学院会计学专业 2015 级两个教学班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遥 调查表明袁接近 80%的同学表示喜欢雨课堂袁88%的同学认为雨课堂的使用对课程学习有较大的帮助遥 该文

所开展的混合式教学使得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袁有效提升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深度袁是提

高学生野抬头率冶的一种尝试袁对应用技术类大学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遥
揖关键词铱 雨课堂曰 混合式教学曰 教学模型曰 统计学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要要要以野统计学冶课程为例

邹 富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要要要Taking the Statist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Zou Fu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忆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blended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the Rain Classroom. This model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e-class, in-class and
after-class. We have integrated the teaching of 义online and offline义 in the three stages. We applied this model to the
Statistics course. The teaching subject was the 2015 students of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Shanghai Sanda University,
which has yield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nearly 80% of the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prefer鄄
ence for the Rain Classroom, and 88%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 use of the Rain Classroom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course. The blended learning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m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no longer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depth of learning of most students with an attempt to
reduce students忆 义head-up rate义. This paper has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teaching of applied technology u鄄
niversities.
Key Words: Rain Classroom; blend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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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在高校课堂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袁 教师

在讲台上努力讲授袁部分学生低着头在玩手机遥 智能手

机的普及以及它巨大的诱惑力袁 是当前高校教师必须

面对的问题遥 面对这一问题袁解决的途径有多种袁其中

一种是改革传统教学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遥
2018 年 6 月袁 教育部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袁 教育部长陈宝生在讲话中指出院
野要着力推动课堂革命遥 我们要改革传统的教与学形

态袁高校教师要把育人水平高超尧现代技术方法娴熟作

为自我素质要求的一把标尺袁 广泛开展探究式尧 个性

化尧参与式教学袁推广翻转课堂尧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

学模型袁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尧启迪智慧的

互动场所袁让学生主动地耶坐到前排来尧把头抬起来尧提
出问题来爷遥 [1]冶

本文构建了基于雨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型袁并应用于

上海杉达学院商学院野统计学冶教学袁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遥 本文是开展混合式教学袁让学生野把头抬起来冶的一

种尝试袁对应用技术类大学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遥
二尧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将线上的数字化在线教育与线

下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袁
充分发挥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尧 主动性尧 创造

性袁并借助在线教育资源与信息技术促进课程教学袁以
达到更加有效的学习效果[2,3]遥 混合式教学融合了传统

面授教学与在线教育的优势[4]袁而教师尧学生尧教育技术

的应用和高校的支持是在线教育必备的要素遥
目前教育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袁 就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教学软件而言袁 在教学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有学习

通尧微信和雨课堂等遥 雨课堂是在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

背景下由清华大学推出的智慧教学工具遥 雨课堂通过

增强 PPT 和微信这两个软件的既有功能袁 实现了在课

外教师可以推送视频尧语音尧课件到学生的手机上袁在
课堂上可以进行师生之间的实时沟通反馈等一系列功

能[5]遥雨课堂相对于其他软件有如下的优势院淤 低成本遥
雨课堂是清华大学几位老师开发的一款免费软件袁只
与 PPT 和微信这两个软件相关袁 而目前的手机和电脑

一般都安装了这两个软件袁 因此雨课堂不需要学校对

软硬件进行任何投入袁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硬件设

备袁低成本地开展混合式教学遥 于 易操作遥 PPT 和微信

是师生经常使用的软件袁 教师和学生容易掌握雨课堂

的操作袁 一般来说教师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就可以

掌握雨课堂的基本操作袁 而学生只要经过几分钟的讲

解就可知道相关操作遥盂 可在原有课件资料上迭代遥雨
课堂在 PC 端是 PPT 的一个插件袁教师以前的授课 PPT
不需要修改就可以在雨课堂使用袁 如果需要增加课堂

实时练习等袁可以在原有课件上修改添加袁如果教师以

前有题库袁可以批量导入雨课堂遥
正因为雨课堂有上述优势袁 雨课堂已经在清华大

学尧重庆大学尧厦门大学尧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教学楼

计算机全部实现预装遥 从 2016 年 4 月 1 日雨课堂正式

对外开放测试使用袁到 2018 年 3 月底袁全球已经有 114
个国家 20 万个课堂 330 万用户使用了雨课堂[6]遥 杨芳,
张欢瑞和张文霞等设计了基于 MOOC 与雨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活动袁并应用于清华大学 2016 英语暑假夏令营

的生活英语听说课堂袁调查结果显示袁雨课堂新颖有趣

的互动形式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袁 但是由于雨课堂

系统的不稳定及个人对新技术接纳程度的区别袁 助教

对于雨课堂的选择意愿差别较大[7]遥 吕俏, 张智等讨论

了雨课堂在湖南大学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8]遥 肖

安宝, 谢俭, 龚付强等构建了基于雨课堂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型袁并将其应用于广西大学高校思政课堂袁他们的

调查表明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新的模型袁 认为此模型有

助于提高学习主动性袁但是该文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需

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袁强调情感交流尧思想碰撞以及言

传身教的影响袁因此不能完全依赖教育信息化技术[9]遥以
上文献涉及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的混合式教学实践袁而
且针对的学生是研究型大学的学生袁 由于不同学科及

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有其自身特点袁 本文主要针对应

用技术型大学的学生袁 讨论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在经管类野统计学冶课程上的实践遥
三尧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的构建

结合民办高校学生的特点袁 我们构建了基于雨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袁如图 1 所示遥 此模型分为课前尧
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袁三个阶段中的野双向箭头冶表示

师生之间通过雨课堂互动遥 下面我们分别看三个阶段

的具体教学设计遥淤 课前遥教师根据即将授课的内容制

作预习课件袁通过雨课堂推送给学生遥 学生收到课件后

完成预习遥 雨课堂将学生的预习情况反馈给教师遥 于
课中遥 教师讲授知识点时袁学生可同步收到课件袁如果

有疑问袁学生可通过雨课堂适时反馈给教师遥 教师可以

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针对重难点推送课堂习题袁 学生做

Zou Fu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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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

完课堂习题袁雨课堂将立即统计完成情况和正确率袁教
师可以据此适时调整教学遥 教师在知识点引入尧案例分

析环节袁 可以通过雨课堂的弹幕功能让多位学生同时

发言袁以更好地进行课堂讨论遥 盂 课后遥 教师可以根据

课堂教学内容推送课后习题袁学生完成习题后袁雨课堂

将记录学生的完成时间和分数袁 教师可以据此设定平

时分数遥 学生如果课后有疑问或希望与同学交流讨论袁
可以在课程讨论区发言袁教师可以随时答疑解惑遥 我们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设计帮助学生完成从输入到

整理到输出这样一个学习闭环遥

四尧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统计学课程的实践

本研究以野统计学冶课程为例实践了基于雨课堂的

混合式教学袁 教授对象是上海杉达学院商学院会计学

专业 2015 级两个教学班的学生袁一个班级的人数是 53
人袁另一个班级的人数是 73 人遥 统计学是经济管理学

科的基础课袁 另外上海杉达学院的办学定位是民办应

用技术大学袁 因此本研究可以为相同定位的学校教学

提供一定参考遥
如上所述袁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包括课

前尧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袁我们仍然分为三个阶段来描

邹 富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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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具体的教学实践遥

渝 课前

在课前预习环节袁教师给学生推送预习课件遥 课件

内容主要通过习题的形式引导学生把握与前期知识点

的联系尧整体框架尧重点难点等遥 学生预习后袁雨课堂将

记录他们的预习情况尧答题情况以及留言遥 教师可以根

据反馈的结果及时调整授课内容遥
例如在第 3 章野数据的图表展示冶的预习课件中袁

我们首先让学生去学校官方网站下载 野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冶袁然后通过预习教材相关内容回答这份报告中

的图表涉及统计学的哪些图表袁 从而引导学生预习条

形图尧饼图尧直方图等基本图形袁并关注直方图和条形

图的区别等难点内容遥 学生预习后袁教师可以查看到完

成预习尧查看课件的人数以及答题情况尧课件数据和学

生反馈遥 完成预习和查看课件的人数可能不一致袁这是

因为如果学生只是打开课件而没有在课件上停留一定

时间袁 系统会认定这样的学生只是查看了课件但没有

完成预习遥 答题情况包括每道题的正确率和答题率等遥
学生的反馈教师可以点击查看并回复袁 在接受到的反

馈中许多同学提到直方图和条形图的区别不太清楚袁
当同学们预习时产生了问题袁他们会带着问题去听课袁
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袁这正是预习希望达到的效果遥

渔 课中

上课时,教师在 PPT 的插件中登录雨课堂,然后投

影二维码到屏幕上袁 学生利用微信扫二维码进入雨课

堂遥 教师在讲授课件中的知识点时袁PPT 会同步到学生

的手机上袁这样可以避免学生用手机拍照的麻烦遥 如果

教师讲到后面的内容袁学生需要翻看前面的 PPT 时袁学
生可以自行在手机上查看遥 如果教师讲到重难点内容袁
学生希望保存这张 PPT袁 学生可以在相应的 PPT 下方

点击野收藏冶按钮以备课后查看遥 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

点有疑问袁可以在相应的 PPT 下方点击野不懂冶按钮袁
野不懂冶的情况会适时反映在教师的手机端袁教师可随

时查看调整教学进度遥
当教师讲完知识点中的重点或难点时袁 可在雨课

堂上推送习题到学生的手机上袁 学生接收到习题后需

要在教师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袁 学生完成习题后教师可

以适时查看学生的答题情况并将统计结果 渊仅针对客

观题而言冤投影到屏幕上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答题情

况适时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点的情况遥 如果习题比较难袁
教师可以通过发红包激励那些答得又快又好的学生袁

这种适时的反馈可以激发同学们的好胜心遥
例如在讲解描述性统计野四分位数冶这个概念时袁由

于这个概念是描述性统计中的难点且有明确的求解步

骤袁为了检验同学们是否掌握了求解步骤袁我们可以在

讲解完知识点后立即让同学们求解一个题目遥雨课堂的

课堂习题应答习题设置了时间限制,如图 2 所示遥 在规

定的时间内袁同学们必须提交答案遥提交答案以后袁雨课

堂会在后台统计同学们选择各个选项的人数袁我们可以

将这个统计形成的柱状图展示在 PPT 上遥 如果选对的

人较多袁 那么说明这个知识点大部分同学已经掌握袁我
们可以简略讲解求解过程袁如果选对的人数较少袁那么

说明这个知识点大部分同学没有掌握袁我们需要再详细

讲解求解过程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袁如果选对的人数

是少数人袁那么说明这个知识点同学们困难很大袁我们

要回到前面重新讲授知识点遥从上可以看到雨课堂的课

堂习题应答系统可以让教师适时地了解学生掌握知识

点的情况袁且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袁并适时

检验自己掌握知识点的情况遥教师可以设置每道习题的

分数袁 雨课堂自动记录下每个学生的课堂习题的分数袁
教师可以在课后下载遥由于课堂习题应答系统反映了学

生课堂学习过程的情况袁因此学生回答课堂习题的分数

成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遥 我们强调对学生进行过程评

价袁雨课堂可以成为帮助教师实现过程评价的工具遥
在讲解应用案例或提出开放性问题时袁 教师利用

雨课堂的投票题或弹幕等功能吸引学生参与讨论袁特
别是弹幕这种现在的学生容易接受的二次元形式可以

活跃课堂气氛并促使学生积极思考遥 如果让学生站起

来表达观点袁可能很少同学响应袁可是由于弹幕的匿名

功能袁学生发送弹幕没有了顾虑袁课堂讨论参与度较传

统教学课堂高很多遥
例如我们在讲授完野均值尧中位数和众数的比较冶

之后袁给出一个应用案例野你的工资被平均了吗冶袁希望

学生应用统计学知识解释这个案例袁 这时我们打开弹

幕功能让同学们参与讨论遥 实践后发现弹幕上有二十

条以上发言袁如果假设一位同学发一条弹幕袁至少有二

十位同学参与了讨论遥 在传统教学课堂袁我们只能请两

到三位同学发表他们的看法袁 雨课堂的弹幕功能使得

同学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课堂讨论遥 又例如在讲解野假
设检验冶 的思想时袁 我们先让同学们就下面的问题投

票院某同学声称其罚球命中率是 0.8袁现在他投了 25 个

球袁中了 5 个袁你是否相信他的话遥 然后我们将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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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野你认为雨课堂的使用对课程学习有帮助

吗冶袁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渊分数越高表示越喜欢冤袁我
们可以看到 88%的同学认为雨课堂的使用对课程学习

有较大的帮助遥

1 分 2分 3分 4 分 5 分
1 1 12 17 33

1.56% 1.56% 18.75% 26.56% 51.56%

表 1 野你喜欢雨课堂吗冶的调查结果渊分数越高表示越喜欢冤

结果显示出来袁接下来再提问你为什么相信他的话袁为
什么不相信他的话袁从而引出假设检验的思想遥

隅 课后

在课后复习环节袁 教师根据课堂讲授的重难点制

作好试题课件遥 雨课堂提供了单选题尧多选题和主观题

等多种题型袁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题

型组成试题遥 制作好课件后袁教师将试题课件发布给学

生袁可以设定发布时间尧截止时间尧考试时长和公布答

案时间等遥 学生收到试题后袁 必须在截止时间之前完

成遥 学生完成后袁教师可以看到总分分布尧每道试题的

答题率和正确率遥 对于错误率较多的习题袁下次课教师

可以讲解这些习题帮助同学们查漏补缺遥 在统计学教

学中袁我们每一章都有相应的试题让同学们课后完成袁
帮助同学们巩固和复习课堂内容遥

五尧调查数据分析

课程结束以后袁 我们对使用雨课堂的班级进行了

匿名调查袁调查采用李克特量表袁参与人数为 64 人遥 针

对野你喜欢雨课堂吗冶袁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渊分数越高

表示越喜欢冤袁我们可以看到接近 80%的同学表示喜欢

雨课堂遥

图 2 雨课堂习题应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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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几位同学的匿名评论袁 这些评论代表了

同学们对雨课堂的典型看法遥 其中一位同学这样评论院
野对于雨课堂淤 很喜欢浴 课后可以不开电脑袁到手机里

直接看 PPT 复习和整理笔记袁真的太方便了遥 于 课堂

上会随时发题目袁 要倒计时做袁 让我没有办法开别的

APP袁并且更加集中在课堂上遥冶另一位同学说院野运用雨

课堂这样的高科技教学方式我非常喜欢袁效果非常好袁
不会的可以直接收藏袁 习题都能保存下来袁 不必担心

PPT 看不清楚袁课堂上不明白的也不用担心袁可下课自

己慢慢研究遥 冶也有同学建议野把弹幕打开袁可以提问

题袁老师也可以依照弹幕回答问题遥 可以不用太循规蹈

矩袁在知识传递的基础上可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遥 冶
六尧结论

本文构建了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型袁 分为

课前尧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遥 课前教师推送预习课件给

学生袁学生完成预习后反馈给教师遥 课中教师将课件同

步给学生袁学生有疑问可以反馈给教师袁教师在重难点

处插入习题袁随时把握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袁教师在讲

解应用案例或引入某个知识点时袁 可以采用弹幕或投

票等形式遥 课后教师推送试题给学生袁学生完成试题后

反馈给教师袁如果有疑问袁可以给教师留言遥 所有这些

环节都以雨课堂为媒介形成教师和学生的互动遥 雨课

堂使得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在时间上涵盖课前尧 课中和

课后三个阶段袁 在空间上包含了教室内外和线上线下

两个维度遥 我们将此教学模型应用于上海杉达学院商

学院野统计学冶的课堂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遥 调查表

明袁接近 80%的同学表示喜欢雨课堂袁88%的同学认为

雨课堂的使用对课程学习有较大的帮助遥
在用雨课堂实践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

了一些问题院一是雨课堂的功能不够完善遥 例如在推送

试题课件时随机选题功能可以部分减少学生之间互相

抄袭的可能袁但是雨课堂没有这一功能遥 雨课堂目前组

建了一些教师微信群袁希望听取一线教师的使用意见袁
正积极完善教师普遍需要的一些功能遥 二是网络信号

不稳定遥 学生和教师在使用雨课堂的过程中需要用到

网络袁如果网络信号不稳定袁会较大地影响课堂教学效

果遥 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学校信息网络的不断完善遥
本研究存在如下可能的研究方向院 淤 我们希望混

合式教学让学生野把头抬起来冶袁但是在混合式教学中

手机成为课堂教学必须的工具袁 学生是否会因此而更

容易玩手机呢钥 混合式教学是否确实提高抬头率了呢钥
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遥 于 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会一

五一十地在课堂上留下记录袁 例如学生什么时候进入

课堂袁回答习题用了多少时间袁答对了哪些题目袁得了

多少分袁发送弹幕说了什么袁是否问过老师问题等等袁
这些数据反映了学生在课程上的行为袁 可以成为对学

生进行过程评价的依据袁 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合理地构

建过程评价体系钥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遥

幻灯片同步与野不懂冶反馈 课堂习题应答系统 野弹幕式冶课堂讨论

51 35 22
79.69% 54.69% 34.38%

其他

1
1.56%

表 3 野你喜欢雨课堂哪些功能冶的调查结果

1 分 2分 3分
0 1 7

0.00% 1.56% 10.94%

4 分 5 分
18 38

28.13% 59.38%

表 2 野你认为雨课堂的使用对课程学习有帮助吗冶的调查结果渊分数越高表示越喜欢冤

针对野你喜欢雨课堂哪些功能冶渊限选 2 个冤袁可以

看到 80%的学生最喜欢幻灯片同步与 野不懂冶 反馈袁
55%的同学喜欢课堂习题应答系统袁35%的同学喜欢

野弹幕式冶课堂讨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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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汇市场的动量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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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在我国金融市场中袁外汇市场是一个重要且相当活跃的部分袁同时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一

个重要场所遥而动量策略又是行为金融学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交易策略遥其经常被使用于股票市场袁而将动量策略应

用到外汇市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遥 该文从了解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到了解 Jegadeesh 与 Titman 的重叠抽样法

及其相关的理论遥将上述重叠抽样法运用到外汇市场实证分析中去袁探究我国外汇市场上是否存在动量效应遥实证

结果得出院我国外汇市场上不存在动量效应袁与形成期 J 和持有期 K 无关遥
揖关键词铱 超额收益率曰 动量效应曰 外汇市场曰 行为金融

A Momentum Effect Analysis of China忆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Du Juan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In China忆s financial market,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plays an important and rather active part.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place for investors to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Momentum strategy, rather typical in behavioral finance袁
is often used in the stock market援However, its research on the exchange market has just started援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忆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o Jegadeesh and Titman overlapping sampling method and its re鄄
lated theory. The above overlapping sampling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momentum effect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momentum effect in China忆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ation period J
and holding period K.
Key Words: excess rate of return; momentum effect;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behavioral finance

66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1 概述

1.1 文献综述

动量策略 [1]是一种典型的行为金融交易策略袁也
就是购买过去表现较好的股票袁同时卖出表现较差的

股票曰而反转策略则相反袁也就是买入过去表现较差

的股票袁即输家组合袁同时卖出表现较好的股票袁即赢

家组合遥
动量投资策略和反转投资策略实证研究最早是

Bondt 渊1985冤和 Thaler 渊1987冤运用于股票市场袁从而研

究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遥 他们发现院股票市场长期存在

着过度反应袁采用逆向投资策略能够获得利润遥 Shleifer
和 Summer 渊1990冤认为噪声交易行为会导致外汇价格

严重偏离它们的基本值遥 中央银行干预的主要目标不

是盈利袁而是降低外汇市场的波动性袁并保证外汇价格

反映政治上可接受的价格遥 但 sweeney 渊1997冤发现中

央银行干预市场可获得可观利润遥
Szakmary 和 Mathu 渊1997冤以及 LeBaron 渊1999冤发

现采取与中央银行相反的策略可产生超额利润并导致

中央银行损失遥
1.2 背景意义

自从 1994 年我国统一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以来袁
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袁 外汇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袁投
资者类型日益丰富遥 投资者的发展壮大对于活跃我国

外汇市场尧 拓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遥
以往袁 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汇市

场的有效性尧 外汇市场的风险管理以及外汇市场体制

改革等方面遥 对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

少袁尤其是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袁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袁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分析上遥
当前袁外币交易市场通称外汇市场袁是全球最大的

金融市场袁平均每天资金流动将近 4 兆美元袁远远超过

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天交易额 30 亿美元遥 投资者的动

量投资策略是行为金融学里面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遥
目前袁 已经有很多学者将动量策略运用到股票市场的

研究中遥
实证表明袁 动量策略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外汇市场中也可以获得超额收益遥 然而袁我国在外

汇市场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袁在这种情况下袁本文从理

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研究动量策略在我国外汇

市场中的应用遥
实证分析结果将对投资者在外汇市场的投资策略

提供建议遥 另外袁本文还将对我国外汇市场的特征进行

分析袁 找出我国外汇市场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外汇市

场的监管提出解决的建议遥
1.3 研究思路

基于前期阅读的文献资料及初步实证结果数据袁
本文框架结构和写作思路简要概括如下院

渊1冤 概述院交代本篇论文的研究背景尧研究意义以

及研究思路遥
渊2冤 外汇市场院讲述外汇市场的定义尧特点以及我

国外汇市场的现状遥
渊3冤 动量效应院本篇章从动量效应这一问题的提

出尧它的交易策略尧投资组合的构建以及组合收益的来

源进行展开遥
渊4冤 实证分析院从样本数据处理袁包括样本的收集

以及样本数据的处理袁 接着介绍实证的检验方法并得

出结论袁最后总结思路研究遥
渊5冤 结论院主要分为两部分袁一是主要结论曰二是研

究展望遥
2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2]是一个世界各地用来交易货币及有价

证券的金融市场遥 进行外汇买卖的商业银行尧进行外汇

业务专营的银行尧外汇经纪人尧进出口商袁以及外汇市

场供求者都进行各种现汇交易及期汇交易袁 这一切外

汇业务组成了外汇市场遥

图 1 研究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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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外汇市场的定义

外汇市场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遥 广义外汇市场是

指所有用来进行外汇买卖的场所遥 外汇银行买卖外汇袁
要产生差额袁形成外汇头寸的盈缺遥

市场上汇率波动无常袁 银行外汇头寸的盈缺都会

蒙受损失袁因此外汇银行要对多余的头寸进行抛出袁或
对短缺的头寸进行补进遥 各外汇银行都进行头寸的跑

步袁就形成了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遥
外汇市场的作用[3]在于院淤 调节外汇资金头寸问

题遥 于 提供避免外汇风险的手段遥 部分公司或银行袁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资金的收入袁 担心未来的远期汇

率会下跌袁 使得收入的资金少于按原先汇率所收取的

资金袁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袁商业主体可以在外汇市场

上进行买卖远期外汇遥盂 便于中央银行实施汇率政策遥
在短时期内袁 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动会对外汇市场产生

强烈的冲击袁 使得资金流入国货币的价值暴涨或者暴

跌遥 此时袁市场已无法正常有序地进行运转袁需由中央

银行进行干预遥 中央银行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大量判处

或买进汇价过分涨跌的货币袁 使汇价逐渐趋于平稳遥
国际收支平衡对汇率无影响袁 但是反过来汇率变动会

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遥 当人民币升值时袁我国商品的出口

价上升袁使得出口地数量减少遥
2.2 外汇市场的特点

近年来袁 外汇市场之所以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

睐袁成为国际上投资者的新宠儿袁这与外汇市场本身的

特点[4]密切相关遥 外汇市场的主要特点是院
2.2.1 有市无场

欧洲等西方国家的金融业基本上有两套系统袁一
是集中买卖的中央操作袁 二是没有统一固定场所的行

商网络遥 股票交易是通过交易所买卖的遥
无统一场地的外汇交易市场被称之为 野有市无

场冶遥 从全球范围来看袁整个外汇市场平均每天上万亿

美元的交易遥 尽管资金规模庞大袁但是它却是在既无集

中的场所又无中央清算系统的管制袁 以及没有政府的

监督下完成清算和转移的遥
2.2.2 循环作业

由于全球各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5]存在差异袁亚洲

市场尧欧洲市场尧美洲市场因时区差的关系袁连成了一

个整天 24 小时连续作业的全球外汇市场遥 早上 8院30
渊以纽约时间为准冤 纽约市场开市袁9院30 芝加哥市场开

市袁10院30 旧金山开市袁18院30 悉尼开市袁19院30 东京开

市袁20院30 香港尧新加坡开市袁凌晨 2院30 法兰克福开市袁
3院30 伦敦市场开市遥
2.2.3 零和游戏[6]

在股票市场上袁 某种股票或者整个股市上升或者

下降袁对应地袁某种股票的价值或者整个股票市场的股

票价值也会上升或下降袁 例如日本新日铁的股票价格

从 700 日元下跌到 350 日元袁 这样新日铁的全部股票

的价值也随之减少了一半遥
2.3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

1992 年耀1993 年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遥 多家香港外

汇经纪商未经批准即到大陆开展外汇期货交易业务袁
并吸引了大量企业与个人遥

在不了解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的情况下袁盲目参与

导致了大面积和大量的亏损袁其中包括大量国有企业遥
1994 年 8 月袁中国证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发文遥 要求

全面取缔外汇期货交易[7]渊保证金冤遥此后袁管理部门对境

内外汇保证金交易一直表现为否定和严厉打击的态度遥
1993 年底袁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允许国内银行开展

面向个人的实盘外汇买卖业务遥 至 1999 年袁随着股票

市场的规范袁买卖股票的盈利空间大幅减小袁部分投资

者开始进入外汇市场袁 国内外汇实盘买卖逐渐成为一

种新兴的投资方式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遥 据中央电视台

报道袁 外汇交易已经成为除股票交易之外最大的投资

市场遥
与国内股票市场相比袁 外汇市场要规范和成熟得

多遥 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约是国内股票市场交易

量的 1000 倍袁所以尽管在交易规则上不完全符合国际

惯例袁 国内银行开办的个人实盘外汇买卖业务还是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遥
随着中国外汇体制[8]的不断改革袁中国外汇市场经

历了由外汇调剂市场渊1979耀1988 年冤袁发展到外汇调剂

公开市场渊1988耀1993 年冤袁到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

渊1994 年至今冤的发展历程遥
新时期的外汇市场确立了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主

体地位袁 银行间外汇市场作为汇率生成的主要渠道和

宏观调控的政策渠道袁对外汇资源的配置尧进出口贸易

的发展尧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及人们心理预期袁具有一

定的影响作用遥
3 动量效应

动量效应渊momentum effect冤一词袁一般又称之为

野惯性效应冶遥动量效应是由 Jegadeesh 和 Titman 渊199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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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袁 是指股票的收益率有保持原来的运动方向的

趋势袁 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表现较好的股票在未来

获得的收益率仍会好于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遥
3.1 问题提出

3.1.1 反向投资策略与动量交易策略[9]

反向投资策略院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袁即输家组

合袁同时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袁即赢家组合袁来进行

套利的投资方法遥
动量交易策略院买进过去表现好的股票袁即赢家组

合袁同时卖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袁即输家组合袁来进行

套利的投资方法遥
3.1.2 反向投资策略的争议

Lo和Mackinlay[10] 渊1990冤认为袁Jegadeesh和 Lehmam
所说的异常收益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股价对共同因素的

滞后反应而并非反应过度遥
Jegadeesh 与 Titman 渊1990冤也提出了与过度反应

假设不一致的证据和解释袁 他们认为短期股价反转与

买卖价差的扩大渊bid-ask spreads冤有关曰
Grinblatt 和 Titman 渊1989,1991冤考查了绝大部分

的共同基金袁 结果显示投资者倾向于有购入前一季度

价格上涨的股票遥
Jegadeesh 和 Titman 渊1993冤提出了动量交易策略遥

研究表明袁与 De Bondt 渊1985冤和 Thaler 渊1987冤的价格

长期回归趋势 [11]尧Jegadeesh 渊1990冤与 Lehmann 渊1990冤
的短期价格回归趋势不同袁 中期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

连续变动的动量效应遥
Jegadeesh 和 Titman 利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美国证券交易所 1965-1989 年的月度收益数据袁 采用

相对强势策略[12]要要要买进赢家组合袁卖出输家组合袁分
析表明可以获得正的超额收益遥
3.2 交易策略

确定研究对象要要要1965~1989 年美国股市月度收

益数据遥
计算股票形成 J 的收益率袁 并按期间收益率高低

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遥
计算动量交易策略渊J 月/K 月冤要要要买进赢家组合袁

卖出输家组合的收益遥
形成期之后或间隔一段时间后袁 再选一个时间长

度作为持有期 K遥
3.3 投资组合

选取不同的时期袁构造赢家组合袁输家组合遥

赢家组合院 在未来三至五年的投资绩效优于过去

长期投资绩效较佳的组合遥
输家组合院过去长期渊三年至五年冤投资绩效较差

的组合遥
3.4 组合收益来源

若动量交易策略能够获利袁意味着这段时间内拥有

高于平均收益率的股票在下一期也会产生较高的收益遥
若动量交易策略能够获利袁意味着这段时间内拥

有低于平均收益率的股票在下一期也会产生较低的

收益遥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数据

4.1.1 样本来源

由于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相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

来说处于初步阶段[13]袁外汇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时间跨度

较短袁 在选用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需考虑前后类别的

一致性袁故根据我国外汇管理局所提供的信息袁可收集

如下 9 种类型的货币院美元袁欧元袁日元袁港元袁英镑袁澳
大利亚元袁 加拿大元袁 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俄罗斯卢

布遥其时间跨度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袁为期 74 个月遥
4.1.2 样本处理

通过计算袁可初步计算出样本数据的月收益率遥
首先袁将样本数据进行整理组合袁形成一个 74 行 9

列的一个数组集合遥 列代表不同类型的货币袁其中日元

以百作为单位袁 但这对于收益率的计算并不会产生误

差袁故可以忽略对日元的折算遥 本实验采用对数收益率

为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收益率的计算遥 对数收益率即

预期收益率袁同时也称期望收益率袁指如果事件不发生

的话可以预计到的收益率遥 经过运算袁得到 73 行 9 列

的对数收益率组合遥
4.2 检验方法

4.2.1 组合构造

在每个形成期为 J袁 持有期为 K 的投资收益组合

中袁 选取 9 种货币中期望收益率最高的两种货币定义

为赢家组合遥
在每个形成期为 J袁 持有期为 K 的投资收益组合

中袁 选取 9 种货币中期望收益率最低的两种货币定义

为赢家组合遥
其中袁形成期 J 与持有期 K 的范围为[1袁12]遥
在每个形成期为 J袁 持有期为 K 的投资收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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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W.p>0.05袁WML.p>0.05 说明在 J=1 的情况

下袁持有期的长短不会给动量利润带来显著性的影响遥
于 当 J=3袁K=1~12 月时可得表格如下所示遥

中袁计算出相应的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之后袁分别求取

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的均值袁 运用减法运算遥 最终可

得院动量利润=赢家组合的收益要输家组合的收益遥
4.2.2 进行组合的统计检验

本论文求取均值袁标准差袁P 值进行统计检验遥均值

如下院赢家组合列的均值袁输家组合列的均值袁输赢之

差平均值遥 P 值采用 t 检验求取遥 本论文进行的 t 检验

如下院赢家均值的 t 检验袁输家均值的 t 检验袁输赢之差

平均值的 t 检验遥
4.3 结果检验

经过数据处理袁得出数据的统计值如下院赢家组合

的年收益率均值尧赢家组合的年收益率均值尧赢家组合

的 P 值 尧赢家组合的风险报酬率尧输家组合的年收益

率均值尧输家组合 T 检验的值尧输家组合的 P 值尧输家

组合的风险报酬率尧 赢家输家之差组合的年收益率均

值尧赢家输家之差组合的 t 检验值以及赢家输家之差组

合的 P 值遥
4.4 最终结果

4.4.1 数据分析

本文在分析动量策略的收益表现的过程中袁 采用

了统计指标院P-Value遥 P 值渊P-Value冤是指当原假设为

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的概率袁P 值的大小反应了

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袁p渊0<p<1冤越小袁则说明结果越

显著且该样本是在 t 检验下获得遥表中 J 表示形成期曰K
表示持有期曰W.p 表示赢家组合的 P 值曰L.p 表示输家

组合的 P 值曰WML.p 表示动量利润的 p 值曰W.t尧L.t尧
WML.t 分别表示赢家组合袁输家组合以及动量的 t 检验

的值遥 取 琢=0.05遥
形成期固定袁持有期变动院
淤 当 J=1袁K=1~12 月时可得表格如下所示遥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1要1 -0.0028 0.8511 -0.0577 0.1688 0.0046 0.2337
1要2 -0.0061 0.3474 -0.0258 0.1723 0.0033 0.3379
1要3 -0.0048 0.2004 -0.0178 0.125 0.0033 0.2957
1要4 -0.0035 0.1517 -0.0141 0.0753 0.0036 0.2079
1要5 -0.0025 0.1509 -0.0117 0.0439 0.0038 0.1421
1要6 -0.0018 0.1778 -0.0095 0.0339 0.0038 0.116
1要7 -0.0013 0.2211 -0.0076 0.0322 0.0037 0.11
1要8 -0.0011 0.224 -0.0064 0.0282 0.0035 0.1036
1要9 -0.0009 0.2414 -0.0057 0.0206 0.0036 0.0823
1要10 -0.0007 0.2645 -0.0051 0.0153 0.0037 0.0673
1要11 -0.0006 0.3094 -0.0046 0.0118 0.0037 0.0555
1要12 -0.0005 0.3136 -0.0041 0.0103 0.0036 0.0518

表 1 形成期为 1 个月的收益表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3要1 -0.0229 0.1659 -0.0492 0.2537 0.0022 0.5655
3要2 -0.0152 0.0313 -0.02 0.3065 0.0008 0.8156
3要3 -0.0112 0.0088 -0.013 0.2726 0.0004 0.887
3要4 -0.0085 0.0037 -0.0098 0.2176 0.0004 0.873
3要5 -0.0066 0.003 -0.0071 0.1947 0.0002 0.9192
3要6 -0.0056 0.0016 -0.0054 0.1689 -0.0001 0.9643

表 2 形成期为 3个月的收益表

Du Juan A Momentum Effect Analysis of China忆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70窑 窑



2018 年第 3 期

可见袁 WML.p 远大于 0.05 说明在 J=6 的情况下袁
持有期的长短不会给动量利润带来显著性的影响遥

榆 当 J=2袁4袁5袁7 月时袁情况相同遥
综上袁当形成期固定袁持有期的长短不会带来显著

性的动量效应袁即存在反转效应遥 月度检验中袁动量策

略在我国的外汇市场上没有显著的动量利润遥
形成期不固定袁持有期变动院
淤 当 K=2 时袁J=1~7 时袁可得表格如下遥

可见袁 WML.p 远大于 0.05 说明在 J=3 的情况下袁
持有期的长短不会给动量利润带来显著性的影响遥

盂 当 J=6,K=1~12 月时可得表格如下所示遥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3要7 -0.0049 0.0009 -0.0046 0.132 -0.0002 0.9049
3要8 -0.0044 0.0004 -0.0044 0.0859 0 0.9734
3要9 -0.0039 0.0003 -0.0043 0.0579 0.0003 0.8296
3要10 -0.0035 0.0001 -0.004 0.0425 0.0004 0.7616
3要11 -0.0033 0 -0.0036 0.0354 0.0002 0.8515
3要12 -0.0032 0 -0.0033 0.0282 0.0001 0.9465

渊续表冤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6要1 -0.0157 0.3064 -0.0501 0.2613 0.0029 0.4708
6要2 -0.0099 0.1587 -0.0197 0.3334 0.0016 0.6487
6要3 -0.0087 0.0417 -0.0133 0.2842 0.0012 0.7206
6要4 -0.0075 0.0187 -0.0114 0.1813 0.0013 0.6549
6要5 -0.0069 0.0055 -0.0097 0.1212 0.0011 0.6695
6要6 -0.0066 0.0019 -0.0079 0.0996 0.0007 0.7806
6要7 -0.0062 0.0006 -0.0068 0.0805 0.0003 0.8845
6要8 -0.0057 0.0002 -0.006 0.0645 0.0002 0.9261
6要9 -0.005 0.0001 -0.0054 0.0495 0.0002 0.8981
6要10 -0.0043 0.0001 -0.0047 0.0441 0.0004 0.8428
6要11 -0.0038 0.0001 -0.0041 0.0438 0.0003 0.8768
6要12 -0.0034 0.0001 -0.0036 0.0422 0.0002 0.8788

表 3 形成期为 6 个月的收益表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1要2 -0.0061 0.3474 -0.0258 0.1723 0.0033 0.3379
2要2 -0.0166 0.0175 -0.0288 0.1363 0.002 0.5479
3要2 -0.0152 0.0313 -0.02 0.3065 0.0008 0.8156
4要2 -0.0119 0.0815 -0.0224 0.2623 0.0018 0.6172
5要2 -0.0086 0.2324 -0.0256 0.2037 0.0028 0.4339
6要2 -0.0099 0.1587 -0.0197 0.3334 0.0016 0.6487
7要2 -0.0086 0.2252 -0.024 0.2459 0.0026 0.4744

表 4 持有期为 2 个月的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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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WML.p>0.05, 说明形成期的长短不会带来显

著性的动量效应遥
当 K 为其他情形时袁结论相同遥
综上袁当持有期固定袁形成期的长短不会带来显著

性的动量效应袁即存在反转效应遥
从整体上来看袁J-K 组合所形成的 annual.WMean曰

W.RR.ratio曰annual.LMean曰L.RR.ratio 都为负数袁 而 an鄄
nual.WMLMean 为正数袁但其在统计检验上的 P 值并不

显著袁 所以外汇市场上采取构造输赢家组合并不能带

来稳定的超额收益遥
4.4.2 实验结论

在我国外汇市场上袁没有显著的动量利润袁与外汇的

形成期和持有期没有关系遥 由于我国外汇市场完善程

度还有待提升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袁我国外汇市场上

的投资者采取构造输赢家组合的策略并不能带来稳定

的超额收益遥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动量策略是行为金融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最初

用于股市研究袁后用于期货外汇市场遥 我国的外汇市场

发展尚未成熟袁相应的研究也才刚刚兴起遥 本文采用重

叠抽样法进行实验分析来研究我国外汇市场上是否存

在动量效应遥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得出袁在我国外汇市场上袁没有

显著的动量利润袁与外汇的形成期和持有期没有关系遥

5.2 研究展望

由于我国的外汇市场处于发展阶段[14]袁时间间隔短

暂以及货币种类有限袁 所以并不能取到庞大的有效数

据信息遥 其次袁采用中间价作为货币的研究价格袁与真

实交易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遥 在这样的 2 个基础上袁使
用动量交易策略袁 结果可能与市场上的真实情况不相

符合遥
在未来的研究中袁我国的外汇管制将会放松袁外汇

市场会朝着更加活跃的方向发展遥 同时袁更能激发金融

市场的活力遥 货币时间信息的数据集合将迅速扩大遥
从收益率和动量利润来看袁目前袁我国的外汇市场

上袁投资者并不能取到稳定的超额收益袁具有一定的投

机性遥 放松管制后袁是否存在动量效应以及是否能给投

资者带来收益仍有待研究遥
虽然动量策略在我国的外汇市场运用中存在着一

定的瑕疵袁 然而这些瑕疵对于动量效应策略使用后产

生的影响并不固定遥
我国实行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15]袁直接导致我国外

汇市场的有效性不足遥 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的高低与投

机机会的多寡成反相关关系遥 因此袁放松外汇管制可能

会使得动量效应在我国的外汇市场上显著遥 另一方面袁
外汇管制的宽松程度与交易成本成正相关关系袁 较严

格的外汇管制会带来比较高的交易成本袁 这会减少我

国外汇市场的动量收益遥 因此袁未来的研究中还要量化

交易成本对动量收益的影响遥

可见袁L.p>0.05袁WML.p>0.05袁说明形成期的长短不

会带来显著性的动量效应遥
于 当 K=5 时袁J=1~7 时袁可得表格如下遥

J-K annual.WMean W.p annual.LMean L.p annual.WMLMean WML.p
1要5 -0.0025 0.1509 -0.0117 0.0439 0.0038 0.1421
2要5 -0.007 0.0019 -0.0104 0.0825 0.0014 0.5666
3要5 -0.0066 0.003 -0.0071 0.1947 0.0002 0.9192
4要5 -0.0044 0.018 -0.0096 0.1148 0.0022 0.3845
5要5 -0.006 0.0108 -0.0105 0.0848 0.0018 0.4796
6要5 -0.0069 0.0055 -0.0097 0.1212 0.0011 0.6695
7要5 -0.0059 0.0138 -0.009 0.1582 0.0013 0.6004

表 5 持有期为 5 个月的收益表

Du Juan A Momentum Effect Analysis of China忆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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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两点院 一是通过普及互

联网消费金融的知识袁 逐步推动我国信贷业务和互

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曰 二是通过研究分析和比较互

联网消费金融的三种主要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及优

缺点袁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建议袁以便提

醒消费者应着重关注的问题并对其采取相应的风险

防范措施遥
由于消费金融所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袁 国内外的

学术界对消费金融仍未形成明确定义遥 在我国袁消费金

融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消费信贷袁 而互联网消费金融通

常是指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企业等市场主体袁 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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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近年来袁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消费金融的发展袁云计算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为消费金融行

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遥 该文主要介绍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服务模式袁将互联网消费金融模式与银行的

消费金融模式进行比较袁对各类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优劣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袁并提出相

应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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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tak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mer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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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types of Internet consumer finance as well as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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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技术为依托袁 向个人或家庭出借资金并让其分期

偿还的一种信用活动[1]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渊图 1冤袁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

尔系数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袁 这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水平

提高遥 消费水平提高袁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的原因袁但更重要的是袁作为消费主力军的野80冶尧野90冶
一代愿意尝试先消费后付款的新型消费方式袁 推动了

赊购业务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遥

2007 年 8 月袁次贷危机出现袁中国的出口也受到了

强烈的撞击袁甚至在 2009-2011 年出现了负增长渊见图

2冤袁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影响遥 为缓解金融危机对我国

经济的影响袁 政府不断出台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的政

策袁 希望利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方式带动消费整体的

转型和升级遥 近年来袁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也确

实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遥
二尧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服务模式

渝 银行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

1. 银行消费金融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渊1冤 优势[2]院淤 银行开展信用卡尧消费信贷等消费

金融业务多年袁有庞大的客户基础[3]曰于 和其他市场参

与主体相比袁银行的资金成本较低袁有成本优势和定价

优势曰盂 银行的消费金融业务开展多年袁有更为完善的

风险控制体系曰榆 具有大量的线下网点遥
渊2冤 劣势: 淤 银行的消费信贷产品较少袁只有住

房尧汽车贷款和信用卡业务等曰于 银行距离客户较远袁
缺乏对客户消费场景的直接掌控能力曰盂 银行没有设

立专门的消费金融部门袁导致银行内部资源分散袁不能

形成合力遥
2. 银行消费金融的发展策略

首先袁银行要巩固其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优势袁推
进智能风控建设袁重视对客户信用的全面评估袁提高风

控覆盖水平曰其次袁银行可以加强贷后风险管理袁加强

风险预警模型建设曰此外袁银行还可以加强与保险等金

融机构的合作袁合力做好客户的拓展和服务工作袁增加

双方的客户基础遥
渔 消费金融公司的消费金融互联网化

1. 消费金融公司的产生背景

在我国袁 商业银行在消费金融业务中处于垄断地

位袁但其能提供的消费信贷产品仅仅只有住房尧汽车贷

款和信用卡业务等袁 这导致我国消费金融整体发展水

平较低遥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耐用品尧发展型消

费需求大幅度上涨袁 商业银行提供的消费金融已不能

满足消费者需求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

正好弥补了这种不足袁在提供消费金融融资服务时袁消
费金融公司的定位更准确袁服务方式更灵活遥

2. 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概况

消费金融公司是指为居民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

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遥 到 2010 年袁我国首批试点的消

费金融公司有以下三家遥

数据来源院 国家统计局

图 1 2008-2016 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动

数据来源院 国家统计局

图 2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公司 地点
注册
资本

出资人及出资比例

中银消费金融公司 上海 5 亿元
中国银行院51%
百联集团院30%
陆家嘴金融发展控股院19%

四川锦程消费金融
公司

成都 3.2 亿元
成都银行院51%
马来西亚丰隆银行院49%

北银消费金融公司 北京 3 亿元 北京银行独资

表 1 国内首批消费金融公司的概况

资料来源院 中国贸易金融网

陆婉柯 野互联网+冶时代下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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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袁我国获得消费金融牌照的消费金融

公司已扩容至 15 家袁但在目前市场上袁即使没有消费

金融牌照袁也能做消费金融的部分业务袁因此当前市场

上的多头授信情况较严重遥
3. 消费金融公司的特点

优 主要提供耐用消费品贷款和个人一般用途贷款

消费金融公司主要提供个人耐用消费品和个人一

般用途贷款遥 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是指通过经销商袁由
消费金融公司向借款人发放的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

贷款袁 个人一般用途贷款是指消费金融公司申请发放

的袁用于个人及家庭教育等事项的贷款遥
悠 消费金融公司只贷不存

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资金一般是投资者投入

的资本金袁不吸收公众存款遥 若消费金融公司获得银监

会的批准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进行融资遥
忧 单笔授信额度小袁审批速度快

消费金融公司的单笔授信额度一般在几千到几万

元之间 渊借款金额最高不超过借款人月薪的 5 倍冤曰同
时审批基本可以在 1 小时内完成遥

尤 服务方式灵活

消费者除了可以去消费金融公司的营业厅办理贷

款手续外袁 还可直接在与其合作的商场店铺内直接办

理贷款遥
由 无需担保尧质押

因为消费金融针对的用户是收入稳定的中低端个

人客户袁而消费者在申请消费贷款时袁不需要担保品袁
一般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收入证明袁就可获得贷款袁
减少消费者的贷款压力遥

4. 消费金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优 优势院
淤 客户定位明确院主要为有稳定收入的年轻群体曰
于 无需担保或抵押院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或抵押袁

大大减轻了借款者的负担曰
盂 手续简单袁审批速度快院借款人只需提供身份证

及工作收入证明袁就可申请贷款袁且基本能在 1 小时内

办理完成遥

渊2冤 劣势[3]院
淤 信用风险较大院由于申请贷款手续简单袁无需担

保和质押袁且审批速度快袁所以消费金融公司短时间内

无法确定借款人提供的信息是否正确袁信用风险增加曰
于 资金来源不足袁投资主体单一院消费金融公司不

吸收外来存款袁 主要靠投资人投入袁 所以资金来源不

足袁此外袁上述三家消费金融公司中袁均由商业银行控

股袁不利于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曰
盂 运营经验不足袁竞争力不足院由于发展时间短袁

消费金融公司缺乏运营经验袁 同时由于消费金融公司

的贷款一般只用于耐用和一般用途消费品袁 在贷款种

类中所占比重较小袁导致消费金融公司缺乏竞争力遥
5. 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策略

优 扩大业务范围遥 由于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业务

范围仅限于耐用消费品和一般用途贷款袁业务范围小袁
因此消费金融公司应扩大业务范围袁 开创多元化的营

销模式遥
悠 增加合作商户数量遥 消费金融公司可以通过合

作商户加强与消费者的联系袁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曰另外袁通过商家采取优惠促销活动袁可以有效引

导消费遥
忧 扩大投资主体袁拓宽资金来源方式遥我国多数消

费金融公司由商业银行控股袁这不利于新型金融机构的

发展袁投资主体应呈现多元化遥并且袁消费金融公司的资

金来源主要靠投资者投入袁不吸收公众存款袁会导致消

费金融公司资金不足袁因此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方式遥
隅 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

1. 典型产品介绍

继小额贷款和基金等业务后袁 国内电商又开始涉

足个人金融消费领域遥 其中袁京东野白条冶尧阿里巴巴野花
呗冶和苏宁野任性付冶为典型代表袁为消费者们提供了一

种先消费尧后付款的新的消费模式遥
2. 三大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比较

京东野白条冶尧阿里巴巴野花呗冶和苏宁野任性付冶三
者在各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袁 表 2 为三大电商

平台信用支付产品各方面的比较情况[4]院

产品名称 京东野白条冶 阿里巴巴野花呗冶 苏宁野任性付冶
最高信用额度 1.5 万元 3 万元 20 万元

最长免息付款期限 30 天 41 天 30 天

表 2 三大电商平台个人信用支付产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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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问题

优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消费者在申请电商信用产品时都需要提供手机号尧
身份证号尧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遥 一旦系统被黑客攻击袁
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将会被泄露袁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遥

悠 信用违约风险[5]

由于个人消费信息未接入到央行征信系统袁 且各

电商平台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袁 导致电商平台无法全

面评判用户信用情况曰另外袁各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违约

行为缺乏有效约束袁并且由于用户的收入来源多样袁透
明度较低袁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可能相差甚大袁部分消

费者可能会利用虚假资料袁提高自身信贷额度袁导致信

用违约风险上升遥
忧 法律法规风险

从本质上说袁电商消费金融属于互联网赊购业务袁
具有授信功能袁这对电商平台的资金实力尧风控能力等

要求较高袁但国内对电商平台没有明确的准入标准尧运
营规范等方面的要求袁存在一定风险隐患遥

尤 套现风险

虽然各电商平台都限制了个人信用支付产品的应

用范围袁但由于互联网消费的快捷和分散袁交易数据无

法有效获取袁导致洗钱和套现现象十分猖獗遥
4. 建议

优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要建立明确的电商平台准入标准袁 并实行金

融牌照管理袁降低风险隐患曰还应出台消费者权益保障

的相关规定袁完善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立法遥

悠 完善线上征信平台建设

构建互联网金融信息共享平台袁 并将电商平台接

入央行征信系统袁 可以有效防止用户的投机和违约行

为曰另外袁还可强化互联网失信惩戒制度袁对外有限披

露用户的失信行为袁形成良好的信用约束环境遥
忧 加强用户的权益和隐私保护

采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经过用户授权袁且
未经授权不得提供给第三方袁 并加强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协会等部门的合作袁共同维护信息主体权益遥 另外袁
还应加强信息安全监管袁改进信息加密技术遥

予 P2P 平台提供的消费金融

1. 市场背景

目前袁 中国仍有超过 10%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状况

处于贫困线以下袁且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巨大遥 而对于

这两类群体来说袁他们需要的贷款额度较小袁不满足商

业银行质押贷款的条件袁所以资金问题十分突出遥 在这

种情况下袁P2P 网络小额信贷应运而生遥
2. 典型产品介绍

拍拍贷尧 宜农贷等均为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 P2P
信贷平台遥 本节主要对拍拍贷和宜农贷进行主要的情

况介绍院
拍拍贷袁 始创于 2007 年上海袁 是中国第一个 P2P

网络小额信贷平台遥
宜农贷在 2009 年被宜信公司推出袁是具有公益性

质的 P2P 网络小额信贷平台遥
3. 典型产品运营情况的比较

下表为拍拍贷和宜农贷各方面的情况比较[6]遥

产品名称 京东野白条冶 阿里巴巴野花呗冶 苏宁野任性付冶

最长分期的期数 24 个月 无 60 个月

分期费用 0.5%~1%/月 无 0.498%~1%/月
还款日 不固定 固定 固定

还款方式 储蓄卡绑定主动还款 支付宝余额尧余额宝尧绑定借记卡自动还款 任性付 APP 和 PC 端等主动还款

逾期违约金 0.03%/日 0.05%/日 0.05%/日
资金来源 京东自有资金 蚂蚁微贷 苏宁消费金融公司

应用平台 京东自营及开发平台 淘宝尧天猫等平台 苏宁尧新百等平台

渊续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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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优 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

P2P 平台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袁一是平台的

网络安全风险曰二是借款人的信用风险遥
平台的网络安全风险主要是指黑客入侵平台系统

可能会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露袁 甚至会对资金安全造

成威胁遥
借款者的信用风险通常可分为事前尧事中和事后

三个方向遥 以拍拍贷为例袁其借款流程没有通过平台

审核袁缺少风险事前控制袁借出者可能因信息不对称

而导致财产损失遥 另外袁许多平台都缺乏事中控制袁只
有少数平台会进行贷后回访遥 在事后管理上袁大多数

平台只承诺催款袁但当借款确定收不回时袁仍由借出

者承担损失遥
悠 利率水平难以确定

宜农贷的贷款利率低于商业利率袁但供给资金少袁
资金缺口大袁借贷需求不易满足遥

拍拍贷的贷款利率则很高袁 一般年利率在 12%~
20%左右袁最高为 25.24%袁而小额信贷的借款对象为短

期资金短缺者袁收益低于利息袁所以高利率将会导致借

出者和平台承担的风险增加遥
忧 缺少平台审核监管

P2P 小额信贷平台的发展时间较短袁在法律方面也

缺乏监管遥 目前袁 国家不存在审核小额信贷平台的机

构袁这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操作空间袁利用平台进行不

法集资遥

5. 建议

优 加强信贷风险管理

如果要在尽可能少的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袁 加强信

贷风险的事前尧事中和事后管理袁就要利用网络信息的

透明性遥 比如袁可以由多个小额信贷平台联手打造野P2P
网络小额信贷征信系统冶袁实现不同平台间的信息和资

源共享袁这不仅能降低信贷风险袁还能避免个人从多个

平台同时借款的情况出现遥
悠 寻求分散风险新机制

在当前的平台发展过程中袁风险基本上由资金借

出者承担袁这容易挫伤资金借出者的积极性袁且不利

于 P2P 平台的长期发展遥 所以袁平台可以通过和保险

公司合作袁推出野借款保险冶来降低资金借出者承担的

风险遥
忧 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管

政府应对 P2P 小额信贷平台加强引导和监管遥 首

先应明确金融服务平台的许可性问题袁 引导小额信贷

发展曰另外袁还应建立规范的进入审核制度和平台的信

息披露制度遥
三尧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现状

渝 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优势

1. 消费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袁我国的消费形式正向服务型消费转变遥 同

时袁我国的野80 后冶尧野90 后冶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袁他们

的消费观念先进袁提前消费被普遍接受袁促进了互联网

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遥

拍拍贷 宜农贷

运作流程
由借款人自身发布资金需求信息袁其他人以竞标
方式参与

借款人向贷款平台提出借款申请袁 平台审核通
过后在网上公布借款人信息

借款人借款方式
借款人将借款原因尧金额尧期限尧预期年利率列到
平台

借款人通过平台公布借款金额尧期限尧利率尧还
款方式

借出者借出方式 借出者可自己设定年利率和出借金额
借出者只能根据借款者公布的固定利率和期限
进行借款袁100 元为单位金额资助

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个人创业初期尧短期信用卡资金周转等 主要用于农业

主要借款对象 发布需求的资金短缺者
必须是 野三农冶 范畴中的贫困人群和低收入者
渊一般为 60 周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冤

借款金额 3000要10000 元 3000要5000 元

还款期限 12 个月内

平台特点
借贷关系建立在好友圈内袁利用"好友列表"降低
风险

属于公益项目袁不以营利为目的袁 在可维持运营
的情况下收取少量服务费

表 3 拍拍贷和宜农贷运营情况的比较

Lu Wanke Research on the Main Service Modes of Consumer Finance in the Era of 义Internet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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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政策的支持

自 2015 年以来袁 央行已连续 5 次降低基准利率袁
消费金融成本越来越低袁 并且政府通过了各种政策鼓

励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遥 同时袁我
国社保体系的完善给了消费者提前消费的信心遥

下表为 2015 年以来央行的降息标准院

3. 消费方式更方便

互联网消费金融申请贷款和消费的方式比传统消

费金融更方便快捷遥 以消费金融公司为例袁用户若要申

请贷款袁无需担保或质押袁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及工作

收入证明袁简化申请手续袁且审批速度迅速袁一般能在 1
小时内完成审核遥

渔 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困境

1. 互联网消费金融观念覆盖面有限

优 从年龄结构看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虽然发展迅速

且市场潜力巨大袁 但仍受到科技和传统消费观念的制

约遥 其迅猛发展的地域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袁
并且用户年龄段集中在 18 到 34 岁遥 由此可见袁互联网

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覆盖度仍十分有限遥
悠 从城乡结构看

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知识的不断普及袁 城乡网民

数量都在不断的上涨遥 如图 3 所示袁近几年来袁农村网

民数量在总网民数量中的占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袁
这说明了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地域限制正在逐

步缩小袁但城乡网民规模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遥
2. 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的风险防范不足[7]

由于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发展时间短袁
未形成完善的监管机制袁 各个平台没有明确的准入标

准袁导致平台实力参差不齐袁且消费金融平台无法使用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数据袁信贷业务也缺乏有效监管袁
导致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都面临着较高风险遥 同时袁由
于黑客的存在和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袁 用户的个人信

息也存在着极大风险遥
3. 互联网征信体系不健全

由于我国的互联网征信体系发展时间短袁 征信业

务发展不健全袁存在着信用情况无法实时更新的问题遥
此外袁网络征信评估缺少统一标准袁并且尚未形成跨平

台的信用数据合作机制袁 导致平台无法准确反映用户

真实的信用状况遥
四尧推动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服务模式发展的建议

渝 内部措施

1. 创新消费金融产品[8]

互联网消费金融是为了给更多的用户提供优质服

务袁 只有不断创新产品袁优化用户体验袁才能打开中国

需求市场袁吸引潜在消费者袁让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

要服务模式蓬勃发展遥
2. 贷款额度分级化

随着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和相关法律的完善袁 各类

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都可以根据交易记录袁 给用户划

分不同的信用等级袁对贷款额度进行阶梯式管理遥 这不

仅可以降低信用风险袁 还可以推动互联网消费金融及

其服务模式的发展遥
渔 外部措施

1. 宣传消费金融相关知识

由于目前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覆盖面有限袁 所以政

府可以利用政策引导袁也可以通过广播尧电视等宣传方

式袁 提高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普及力

度袁改变居民传统消费观念袁打开我国的需求市场遥
2.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袁 加强消费金融的风

险控制

目前我国的信贷法律和监管制度仍不完善袁 还存

调整时间 存款 贷款

2015.02.28 引 0.25% 引 0.25%
2015.05.10 引 0.25% 引 0.25%
2015.06.27 引 0.25% 引 0.25%
2015.08.25 引 0.25% 引 0.25%
2015.10.24 引 0.25% 引 0.25%

表 4 2015 年以来央行降息标准时间表

资料来源院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图 3 城乡互联网发展状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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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各类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各自存在的问题袁 为了

更好地促进其发展袁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各类平台的监

管袁建立明确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准入标准袁并且建

立相关法律严惩套现和洗钱分子遥 另外袁互联网消费金

融的各个平台还可以利用保险来分散风险袁 完善互联

网消费金融风险管理遥
3. 构建多元化征信体系[9]

针对互联网征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袁 政府在统一

网络征信评估标准的同时袁 还要形成跨平台的信用数

据合作机制遥 有研究表明袁不同平台间的信息共享程度

越高袁承担的信贷风险越小遥 因此袁构建多元化的跨平

台征信体系势在必行袁 但在构建多元化征信体系的过

程中袁要注重对用户隐私的保护遥
五尧结论与展望

渝 主要结论

近年来袁随着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袁互
联网消费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创新发展遥 互联网消费金

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不仅可以方便消费者的生

活袁还可以刺激消费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遥 我国的

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目前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

段袁不仅有充满无限潜力的需求市场袁还有政府的大力

支持遥 政府出台了众多推动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

发展的政策袁要求继续推进野互联网+冶发展策略袁指出

了消费金融升级的重要性遥 由此可见袁互联网消费金融

及其服务模式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遥
然而袁互联网消费金融及其主要服务模式的发展仍

然面临着一些困境袁只有通过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共同努

力袁才能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袁推动互联网

消费金融及其服务模式的发展袁以期达到消费金融市场

监管机制逐步健全尧服务水平日渐完善的局面[10]遥
渔 研究展望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仍存在着较

多的问题袁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袁一是互联网消

费金融服务模式的观念覆盖度有限袁 二是互联网征信

体系仍不健全袁三是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不足遥
针对第一类问题袁 国家可以利用社区演讲或做推

广等方式袁加大互联网消费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曰针对

第二类问题袁 政府可以构建跨平台的信用数据合作机

制袁同时也要统一网络征信评估的标准曰针对第三类问

题袁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袁并且加强消费

金融的风险控制遥
总的来说袁 互联网消费金融主要服务模式在我国

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袁 除了近年来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

外袁还有国家的政策支持袁从我国已推出的政策来看袁
国家越来越重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袁 在经

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将从投资拉动逐步向消费主

导转变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需

求市场还非常广阔袁互联网消费金融正在蓬勃发展遥

Lu Wanke Research on the Main Service Modes of Consumer Finance in the Era of 义Internet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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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利率市场化是促进经济与金融市场化的关键性因素袁更是我国实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核心

内容遥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所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袁也能够在有效提升市场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袁进一步避免

金融风险的发生袁进而促进金融市场的秩序的稳定遥 该文简要阐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袁提出了利

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袁分析了国外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经营之道袁并着重探讨了

完善我国工商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下的对策与建议遥 旨在通过本文的分析与研究袁能够为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袁我国商

业银行科学尧合理应对措施的制定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遥
揖关键词铱 利率市场化曰 商业银行曰 风险管理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要要要以工商银行为例

葛雨冉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On the Coping Strategies by China忆s Commercial Banks
during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要要要Tak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 an Example

Ge Yuran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The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 and it is
the key in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mar鄄
ket-oriented in China忆s commercial banks, we can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resources, and fur鄄
ther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risk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order. In view of this,
this essa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忆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s on the management of China忆s commercial banks. The focus is on the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f how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China忆s ICBCs during the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reform.
Key Words: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commercial banks;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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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绪论

渝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袁受金融自由化潮流的推动袁金融

经营模式也在持续创新遥 一方面袁国内外商业银行通

过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与改革袁促使其本国金融市场逐

步扩大曰另一方面袁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金融经济的

发展袁 意识到银行利率对各项资源配置的优化方面袁
尤其是促进资金配置和提升投资效率等方面袁更是起

到明显的杠杆作用遥 由此袁国外众多发达国家开始实

施银行利率的改革工作袁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利率的

管制环节遥 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逐步迈向成熟袁并与

国际接轨袁 对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改革袁便
是现阶段极具研究意义的课题之一遥 我国仍由政府主

导利率的变动袁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遥 随着利率

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袁我国政府对利率管制也逐渐放

开袁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逐步增强遥 如何在应对利率

市场化袁使其促进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能力提升的同

时袁规避由此所带来的利率风险问题成为银行当下研

究的重点遥
渔 相关研究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袁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利率管

制政策袁其目的是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的方式降低资金成

本去推动经济的增长或是通过限制激烈的竞争来保持金

融市场的稳定遥 我国仍处于将银行利率与货币市场分离

的现状袁利率较低会导致储蓄水平低袁使得潜在的资金供

给者不愿去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存款袁从而使商业银

行不得不在实行利率压制的同时袁实施行政性信贷配给袁
这就面临着如何避免寻租和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袁从而

衍生出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决策研究的需要遥
1. 国外学者关于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

现状

优 自由化导致的低国内利率增加信贷渗透的可能性

悠 衍生金融工具业务

借鉴国际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经验袁 认为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副产品袁 它对货币政

策微观传导机制的形成等一系列市场行为具有深远的

意义[1]遥
2. 国内学者关于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

现状

如今较为热门的关于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

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国外学者针对发达国家成功事例所

作的理论和探索袁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所分享的理论较

少袁但是也进行了持久性的研究袁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

点袁主要有院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渊程大友袁哈尔滨工

业大学曰冯英俊袁河南工业大学冤尧贷款利率自由化带给

商业银行较高风险 渊蒙毅院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商业

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曳袁叶中国城市金融曳冤尧区域经济增长

正向影响银行信贷配置渊曹凤岐尧杨乐袁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 冤遥
二尧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渝 利率市场化的价值作用分析

1. 利率市场化概述

所谓利率市场化袁即是货币市场中袁进行自身经营

与融资的金融机构袁 是通过市场供求方式来决定其利

率水平的遥
2. 利率市场化的价值作用

首先袁是利于形成较为规范的金融市场环境遥 通过

对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的促进袁 便能够在构建统一化

金融市场的前提下袁 进一步推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

的协调尧共通发展袁使利率成为宏观调控的抓手遥
其次袁 利于促进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发生本质上转

变遥 利率市场化发展的现实意义体现在银行经营机制

的转化方面袁为达成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理念与目标袁并
做出适应市场环境的创新变化袁 都需要利率市场化的

发展予以推动遥
另外袁利率是由央行确定的袁利率能够影响资本市

场上的资金供求遥
最后袁利率市场化是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遥
渔 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历程和现状

1. 我国利率市场化发展历程

我国利率市场化起步较早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袁我国便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口号遥 在 2013耀2015 年

间出现了典型的过渡时期野双轨制冶特点袁随后近几年袁
中国尝试实行袁 中央银行自行调节存贷款的利率浮动袁
来间接影响和控制同业拆借利率袁这个新方法称为野利
率走廊冶袁 是近十年来国外实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一种

新方法袁但目前我国还在探索阶段袁尚未形成真正的利

率走廊[2]遥
2. 我国利率市场化现状

优 信贷市场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

利率双轨制是指在中国的货币金融市场中袁 存在

受管制的贷款利率和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化利

Ge Yuran On the Coping Strategies by China忆s Commercial Banks during Reform of Market-oriented Interes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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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影子银行收益利率遥 一级

市场和民间市场之间存在的高额价差袁 即是影子银行

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袁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大中型企

业利用体制上的优势获得国家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袁然
后以更高的价格转贷给民营企业尧中小企业袁从中赚取

野利润冶野租金冶遥
悠 利率市场化调控机制仍不完善

一是金融机构内控制度不够健全袁 自主合理定价

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有待加强遥
二是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参考和指引作用发挥力度

不够袁短期回购利率尧再贷款尧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需

要强强合作袁理顺政策利率向债券尧信贷等市场利率传

导渠道袁形成市场收益率曲线遥
三是对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监督管理还不够强袁采

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激励约束利率定价行为的

政策调整仍处于探索阶段袁防控和监管越到位袁利率市

场化程度就会越高遥
忧 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稳定推动利率市

场化

由表 3 可以看出袁2014 年 11 月 22 日袁中国人民银

行首次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基

准利率袁 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4 个百分点尧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3]遥同时扩大存

款利率浮动区间袁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1 倍调整为

1.2 倍遥 之后 2015 年也不断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袁直至现在袁基准利率尚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

的阶段遥

率两种利率体系遥
首先袁银行存贷款利率和民间融资利率并存遥 随着

民营经济的发展袁 资金来源主要是家族和企业内部的

这种融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了袁

这就使得民间金融市场从中获得利好袁得以发展起来遥
由下表 1尧表 2 可以看出袁民间融资利率超过银行贷款

利率渊以工商银行为例冤的 2耀3 倍以上袁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袁加剧了双轨制的行程遥

种类 综合 1 个月 1~3 个月 3~6 个月 6~12 个月 1 年以上

利率 12.50% 12.36% 12.97% 13.13% 13.62% 11.33%

表 1 2015年民间借贷利率

数据来源院 南方财富网数据摘录

种类

项目
利率%

一尧短期贷款

六个月渊含冤 4.35
六个月至一年渊含冤 4.35
二尧中长期贷款

一至三年渊含冤 4.75
三至五年渊含冤 4.75

五年以上 4.9

表 2 2015 年中国工商银行借贷利率

数据来源院 中国工商银行官网数据摘录

序号 日期

短期 中长期 个人住房贷款

6 个月内渊%冤 6 个月
至 1 年渊%冤

一年至
三年渊%冤

三年至
五年渊%冤

五年以上
渊%冤

五年以下
渊%冤

五年以上
渊%冤

1 2015.10.24 4.35 4.35 4.75 4.75 4.9 2.75 3.25
2 2015.08.26 4.6 4.6 5.00 5.00 5.15 2.75 3.25
3 2015-6-28 4.85 4.85 5.25 5.4 5.4 3.00 3.5
4 2015-5-11 5.00 5.00 5.5 5.5 5.65 3.25 3.75
5 2015-3-1 5.35 5.35 5.75 5.75 5.9 3.5 4.0
6 2014-11-22 5.60 5.60 6.00 6.00 6.15 3.75 4.25

表 3 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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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袁

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袁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袁
增强了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中的稳固地位遥 一是基本

不变的公开基本存款利率遥 二是完善利率调控和传导

机制遥 三是发挥行业自律管理作用遥
三尧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

渝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渊以工商银行为主冤
的有利影响

1. 利率市场化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理念的转变

长期以来袁我国工商银行持续处于利润管理层面袁
加之工商银行的国有产权属性袁 使之经营策略仍具有

较为重要的行政色彩袁 这也促使工商银行中大量不良

资产的生成[4]遥
由表 4 可以看出袁截至 2016 年袁我国四大行业银

行中袁仅有建设银行存在相对较少的不良贷款率袁其他

三家银行袁含工商银行在内袁不良贷款率都相对较高遥

2005 年建行成为国有银行上市第一行袁 而工商银

行也于 2006 年进入股市袁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本

市场改造的中坚力量袁由此袁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在工商

银行中构建遥
2援 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及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

当利率受到严格管制阶段袁客户的资产规模尧经营

状况尧以及信誉程度等袁都将由商业银行对其贷款利率

做出更为严格的管控袁并因此执行央行的统一化标准遥
由此袁 资金价格无法反应出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

体现出的成本及风险袁 这也导致商业银行自身会忽略

对于内部的风险控制工作遥
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袁 以工商银行为首

的商业银行逐步构建起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袁并
获取到更多的利率定价权遥

3. 加快商业银行在业务种类的创新步伐

在利率处于被管制阶段时袁 商业银行对于利率并

无自主决定权袁若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袁必然会生成全新

的利率价格袁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于新

产品开发的主观能动性遥 很多商业银行所提供出的产

品也具有典型的同质化特点袁缺乏竞争力遥
作为我国国有银行中占据优势位置的工商银行袁

是通过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袁而创新出更多尧更为符

合客户需求且具有市场优势的金融产品遥 由表 5 可以

看出袁2017 年相比 2015 年末袁 中国工商银行网络融资

新增超过 1900 亿元袁规模达到 6904 亿元以上袁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网络融资银行遥 工行持续深化大数据和信

息化战略袁积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袁投入近千个应用创

新项目袁加快推动科技和业务的融合创新袁多维度推动

e-ICBC 互联网金融发展遥

2016 年末袁野融 e 行冶 开放式网络银行平台客户达

2.53 亿户袁 其中移动端用户数达 6605 万户袁 增长

64.2%曰野融 e 购冶电商平台年交易额达 1.27 万亿元曰野融
e 联冶 即时通讯平台客户达 6649 万户袁 是年初的 12.4
倍曰网络融资新增 1057 亿元袁规模达 6293 亿元[5]遥

由此可见袁 利率市场化能够加速商业银行的金融

创新袁而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遥
渔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渊以工商银行为主冤

的不利影响

1. 利率市场化使得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弱化

在实施利率市场化后袁 不断递增的市场竞争使得

利差收窄遥 此时袁存贷款利率基本相同袁商业银行的平

均利润水平将会显著降低遥 随着利率变得更有弹性袁必
将导致资金流入到收益高且风险低的项目之中袁 从而

促使资源配置效率将大幅度的提升遥
由表 5 可以看出袁在利率市场化后袁虽然贷款利率

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上升袁 但短期内整体存贷利差也会

出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遥 在 2006耀2015 年的九年时间内袁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袁 虽然工商银行整体存

贷利差有所下降袁但存贷利差也存在相对稳定的趋势袁

银行名称 不良贷款余额渊亿元冤 不良贷款率渊%冤
中国农业银行 2308.34 2.37
中国工商银行 2118.01 1.62
中国建设银行 1785.90 1.52

交通银行 624.00 1.52

表 4 2016 年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排名

渊单位院亿元冤

数据来源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年份 2015 2016 2017
网络融资余额渊亿元冤 跃5000 跃6200 跃6904

表 5 中国工商银行网络融资余额

渊单位院亿元冤

数据来源院 中国工商银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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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出现大范围的波动遥 由于大型国有银行袁如工商银

行等袁其共同存款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 70%袁使得其存

款优势明显袁这也将影响到未来国有银行利率的变动遥
2. 利率市场化使得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更激烈

银行可通过积极尧 正面的市场份额抢占方式袁逐
步建立起关系型客户遥 但也为商业银行的定价科学

性尧合理性以及专业性等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标准遥 而

在此背景下袁商业银行应当如何在确保高利润的基础

上袁获取充足的准备金来避免挤兑现象的出现袁就成

为一个问题遥
资产总额及净利润是反映银行总体实力水平的主

要载体袁 能够掌握资产总额以及净利润的变化便能清

晰了解一家银行的总体规模和市场竞争力遥
四尧国外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发展策略

渝 美国的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对策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为自由利率要利率管

制要自由利率遥 美国银行在应对利率市场化形式下袁采
取了发展中间业务的形势袁来进一步扩大利润空间遥 如

表 6 所示遥
由此可知袁 美国银行在通过中间业务的调整与增

加袁为利率市场化现状袁开辟出多样性的解决措施袁并
为美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促进与推动[6]遥

渔 日本的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对策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发展历程为取消贷款利率管

制寅大额交易存款利率启动寅流动存款利率自由化寅
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袁 至此日本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得以完成遥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袁 日本银行业

渊樱花银行尧富士银行等冤大多进行资产多元化配置袁促
进收入结构多样化呈现[7]遥

隅 小结院国外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经验

通过对美国尧 日本两个国家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成

功案例的分析袁 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主要有以下

几点经验院
1. 对于利率自由化的监管与否袁 是影响国家金融

格局的重要方面遥
2. 为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健全袁 应采用不断深入的

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方案袁 以此来确保商业银行的经营

稳定性遥
3. 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遥 第一袁完善并建立更

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袁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遥 第二袁强
化中间业务的监管袁提升监管质量遥 第三袁提高差异化

经营的步伐袁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8]遥
五尧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下的应对策略要要要

以工商银行为例

渝 积极使用大数据来推动信息化电子银行

作为国内银行业中信息技术的引领者袁 工商银行

的信息化建设历程可以看作我国银行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遥
我国工商银行袁实现了大数据积累尧运营集约化尧

管理现代化尧服务信息化等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变袁工商

银行一直秉承着野科技兴业冶的方针袁提倡科技创新袁实
现工行整体机制的变革袁推进各项业务的更新换代袁提

图 1 中国工商银行存贷利差渊单位院%冤

数据来源院 中国工商银行官网数据整理所得

时间 业务范畴 创新金融工具

60 年代 中间业务 可转换债券

1970 资产业务 联邦住宅抵押贷款

1971 中间业务 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

1972 中间业务 外汇期货

1973 中间业务 可转让支付账户命令

1974 中间业务 浮动利率债券

1975 中间业务 关联物价指数的公债

1976 中间业务 利率期货

1977 中间业务 货币市场存款账户

1978 中间业务 自动转账服务

1979 中间业务 货币互换

1980 中间业务 零息债券

1981 中间业务 便利票据发行

1982 中间业务 期指期货

1983 中间业务 优先股调整

1984 中间业务 美元期货期权

1985 中间业务 可变期限债券

数据来源院 东方企业文化网摘录

表 6 美国商业银行创新中间业务进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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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本行的核心竞争力袁 工行还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的大

型金融企业信息化建设道路袁 持续为新时期推进大数

据和信息化银行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渔 加强商业银行员工行为管理

银行总体实力的表现不仅仅是一个银行的投资利

润以及固定资产上袁 还包括银行的信誉尧 文化等软实

力遥 软实力是一个银行想要发展强大所必须要进行建

设的袁对于银行的壮大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袁尤其是对

于商业银行来说袁员工行为管理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袁
需要银行重点关注遥

一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指导遥 二是规范员工的日常

行为遥三是严格监督员工的岗位业务遥四是完善员工行

为管理机制遥 五是为员工建设良好的工作空间[9]遥
隅 加快商业银行的创新步伐

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袁 工行一直以来都走在

顺应技术革命和社会需求袁谋求金融创新的前列遥
首先袁 在结算平台上袁截止 2017 年袁个人网上银

行客户突破 9 亿户袁个人电话银行尧手机银行客户相继

突破 1.4 亿户袁在国内率先建立了 野亿冶级电子银行客

户群体曰 电子银交易额突破 400 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20%遥 电子银行交易主渠道作用日益发挥袁电子银行业

务占比达到 80.2%的新历史高点袁为全行节约经营成本

约 450 亿元[10]遥
其次袁在理财产品方面袁工商银行开发出行业第一

款野平民化冶理财产品即灵通快线袁年化收益以日计算袁
但客户群体并不广泛袁宣传力度也不够袁很快被以野余
额宝冶为首的理财产品抢占了市场遥 这就迫使工商银行

发展潮流袁 推出更高收益和更易控制风险的产品袁目
前袁工行现金宝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遥

最后袁在电商平台方面袁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

测报告显示袁单从交易金额来看袁2012 年袁阿里借助淘

宝天猫等平台的超高交易增长袁 在当年交易金额突破

了 1 万亿元袁 而此时距离阿里成立已经过去了 12 年袁
也就是说袁 工商银行仅用了 3 年时间就走完了阿里 12
年走过的路遥

予 适当缩小存贷款利差

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模式打破了以工商银行为首的

传统银行业的垄断地位袁 极大地降低了金融市场上信

息不对称的程度袁 各银行理财产品等为争夺资金往往

附以较高利率袁这就使得利差盈利空间收窄袁迫使银行

进行产品创新袁以开展更多新业务来提高盈利水平袁从

而使存款利率的进一步开放袁 倒逼市场利率的改革和

推进遥
工行创建互联网金融尧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尧 云计

算尧区块链与生物识别等野七大创新实验室冶袁全面推进

企业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袁在高起点上优化调整 IT 架

构袁构建更为开放灵活尧功能强大的技术系统遥
娱 推出多元化业务抢占客户资源

随着传统电商规模的拓展袁第三方网络支付的方式

已经不能满足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遥工行必须学习美国当

年发展中间业务的方法进一步转变业务内容袁拓展服务

方式尧调整渠道建设袁加速工行互联网金融发展进程遥
综上所述袁 工商银行需要充分发挥 野财务全能管

家冶的作用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模式的创新袁能够为企

业打造一条完整的电子供应链袁 为链条上不同参与主

体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遥 同时袁还需要拓宽金融产品的

渠道袁加大对于增值服务的扶持力度袁为企业和个人客

户提供便捷的尧快速的尧综合性的金融解决方案遥
1. 积极推进电商平台建设遥
2. 探索线上尧线下业务模式融合的途径遥
3. 密切与电商平台合作袁 深入研究广告对客户行

为的影响袁 提高精准度袁提升宣传效果遥
4. 推进服务模式创新袁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袁积极创

造服务价值遥
5. 完善风险管理和风险监测机制遥
六尧结论与研究展望

渝 主要结论

现阶段袁金融资源的垄断将被打破袁关注并提倡进

行利率市场化深度改革的声音也在逐步加强袁 这是我

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与基础袁 更是必须达到

的发展目标遥 针对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袁我国商业银行所

存在的诸多问题袁如存贷款利差尧市场竞争力等袁应通

过完善化的机制建立尧加速金融创新尧完善组织结构尧
细致应对定价风险尧 以及依照自身优势所进行的体制

改革等方式袁来进行利率市场化发展的应对遥 同时袁我
国商业银行更要做到积极谋求发展与改变袁 以此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求遥
渔 研究展望

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应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袁 进行

野两大结构冶的调整袁和野两大能力冶的提升袁才能在确保

我国金融市场繁荣的基础上袁 促使其在国际金融市场

中立于不败之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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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袁不同的行业产生了不同的野互联网+冶商业模式创新遥尤其对互联网企业来

说袁企业优胜劣汰的关键所在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益遥 该文通过对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袁
以腾讯公司的财务绩效分析为例袁为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对策建议袁降低相关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风险袁
保持企业的竞争力遥

揖关键词铱 商业模式创新曰 财务绩效曰 价值网络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ge,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created different 义Internet Plus义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The key to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the efficiency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especially for Internet
compan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encent Compan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鄄
ing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Taking the analysi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encent Company
as an example, it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in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us
helps reducing the risk of innovation in the business model of related companies and keep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valu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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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袁在野互联网+冶的背景下袁商业模式一词已日

益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遥 管理学大师尧现代

管理之父彼得窑德鲁克曾经说过院野将来的竞争机制将

会发生一次大的调整袁之前我们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袁
当众多产品出现的时候袁 我们的竞争点又变为了服务

的竞争袁再到不久的将来袁又会发生一次转型袁实现商

业模式为核心的竞争机制[1]遥 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

技术的发展袁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袁 企业必须抓住机

遇袁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模式创新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遥 本文对腾讯公司进行案例分析袁
研究野互联网+冶背景下袁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所带来

的企业财务价值增值袁 为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

来新的启示遥
1 商业模式创新的含义尧特点及发展趋势

1.1 含义

商业模式概念的核心是价值创造袁 即企业在一定

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中如何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并

获取利润遥
商业模式创新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计算

机尧互联网在商业世界的普及应用遥 商业模式创新是指

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基本逻辑的变化袁 即把新的商业

模式引入社会的生产体系袁并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遥
1.2 特点

创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熊彼特提出的袁 创新就

是要进行各种生产因子的再创造袁 并投放到具体的生

产中去袁有五种表现方式院新产品的研发尧新生产方式

的探索尧进入未知市场尧使用新能源和新材料尧改变产

业结构遥 在此基础上袁提出的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几大要

素组成院
1.2.1 客户角度

商业模式要获得客户的青睐袁 就必须从客户的角

度出发袁要关注企业的内部情况遥 由于产品是以客户为

导向的袁即使该产品已经创造了一定的价值袁还要考虑

这种产品如何为客户创造附加价值或者额外价值袁发
展该种产品的新功能袁发掘更多的细分市场的客户群遥
1.2.2 系统工程

商业模式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袁 这就需要企业

进行调整袁制定相应的企业战略来适应这样的过程遥 商

业模式的创新往往会涉及众多的方面袁 品牌和流程都

要随其进行改变遥 不但要进行技术创新袁还要进行相应

的服务创新遥

1.2.3 持续盈利

从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袁 商业模式创新无论是提

供新的有型的产品还是提供无形的服务袁 都占据一个

可以盈利的制高点之上袁 这就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利

润空间遥 之前的一种模式已经被社会所通用和超越袁利
用新的商业模式袁可以控制成本和提高利润袁可以利用

其优势袁在领先的几年进行最大化的盈利袁然后利用盈

利进行后期商业模式的再次变革遥
1.3 发展趋势

商业模式创新富含强大的推动力袁 改变产业的竞

争格局遥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袁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

熟袁新的商业模式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袁未来的商业模式

将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的特征院
1.3.1 互联网化

自从野互联网+冶被提出以来袁互联网经济崛起袁互
联网力量与行业结合袁这种结合以信息流带动物质流袁
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健康发

展遥 互联网在社会中的优化集成作用被充分地发挥出

来袁在经济与社会中互联网创新所带来的成果被运用袁
进而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创造能力袁 形成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广泛的形态曰 与互联网

结合的商业模式使得传统企业生产的众多环节正在逐

步智能化尧互联网化[2]遥
1.3.2 价值网络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袁 企业与第三方企

业的合作更加积极与紧密遥 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袁
与供应商尧客户等形成一张巨大的价值网络袁为人们的

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袁创造更多的价值[3]遥
1.3.3 平台模式

互联网时代袁 商业模式逻辑下的新元素正在逐渐

形成[4]遥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密切袁知识溢出范围增

大袁知识生产难度下降遥 促使商业模式的创新袁更替速

度加快遥 但是袁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背后存在共同

的逻辑袁 即以社群为中心的平台模式或称为社群逻辑

下的平台模式[5]遥
2 我国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2.1 烧钱赚流量

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创新模式存在令人担忧的

地方遥以 Uber 和滴滴快的为例袁短短两年时间袁Uber 中
国已经从 1%的市场份额上升至目前的 35%左右袁在近

20 个城市发展了业务遥 2015 年 6 月袁Uber 公司称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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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公司不仅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开立了更加广阔

的前景袁 还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数以亿计的网络用户

的生活习惯以及联系方式遥
腾讯公司注重长远发展袁坚持自主创新袁注重产品

研发遥在多项技术中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遥在国内具有

非常广阔的平台和业绩遥

3.2 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况

早在上世纪末袁 马化腾就模仿国外的 ICQ 创造出

了中国特色的软件要要要腾讯 QQ袁提供完全本地化的中

文服务袁取得巨大的成功遥
2002 年,腾讯开发了野Q 币冶,用户通过购买不同数

额的 Q 币充值卡进行充值,Q 币是一种虚拟货币遥 腾

中国投入 10 亿美元袁其中大部分都将用于补贴遥 滴滴

快车公司 2015 年虽然实现了营业额的增加袁但是由于

其机制本身存在缺陷袁 没有平衡好营业和投入的产出

比袁使得公司补贴额度过高袁从而出现了亏损遥 可以说袁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袁野烧钱冶成了互联网公司的必杀技遥
由于雅虎率先进行了免费的服务袁 使得流量成为了互

联网公司盈利的指标之一袁 而且这种盈利又是职责划

分不清的袁所以成为了老大难的问题遥
2.2 流量变现难

目前我国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袁 很多互联网企业都

是以免费的形式来吸引用户袁但是一个公司要有盈利袁
最终要使野流量变现冶遥 对于中国大部分用户而言袁一旦

公司采取收费袁这些用户可能就离开袁企业将面临不利

的局面遥
商业模式创新要赚钱袁必须有盈利的方式[6袁7]遥 或者

是通过广告赚钱袁或者是通过增值服务赚钱袁或者是靠

收取订阅费遥 当企业开始收费袁一部分用户流失之后袁

要有应对的策略袁 但是我国的企业似乎很少考虑这些

问题遥 而且袁有些企业在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花费了大

量的成本袁 这样会给企业造成资金链断裂或难以承担

的债务风险遥
3 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案例分析

3.1 腾讯公司背景介绍

腾讯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

一袁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袁主要创办人为马化腾遥 早在

2004 年腾讯公司公开发行了股票袁 为公司筹资做了良

好的准备遥
腾讯公司致力于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袁并且在实际

生活中不断践行该准则遥通过互联网和腾讯公司的产品

使得线上和线上交换链接袁 用户可以随时通过移动

QQ尧微信尧腾讯公司开发或者收购的游戏尧支付软件满

足自身需求遥 由于腾讯公司不断地进行创新袁使得其用

户越来越多袁几乎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遥 微信和海外版

WeChat 合并后袁它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了 8.06 亿遥

图 1 腾讯成长史

数据来源院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63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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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在野QQ 秀冶出现之前还是以无线增值业务为主,但是

野QQ冶秀使腾讯在业务方面实现了转型遥
腾讯公司还推出手机端的 APP袁 使得人们可以更

加方便快捷地使用 QQ袁腾讯公司在发展自身产品的同

时袁也致力于与各行各业进行合作袁拓宽了腾讯产品的

适用范围遥
腾讯在 2011 年初推出微信要要要一款新的交流软

件遥 由于良好的群体效应和传播袁使得微信成为了商业

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之一遥腾讯通过为与他合作的第三

方企业提供野连接一切冶的能力袁微信正在形成一个全新

的野智慧型冶生活方式遥 通过与第三方运营商的合作袁微
信提供了一个能使用户与供应商进行交易的平台遥

开放平台是腾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创新袁这
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袁腾讯与 6 亿多的用户有了面

对面的机会遥 如今腾讯将用户的电脑尧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机上的应用数据相互融合袁 并将用户的社交尧娱
乐尧游戏尧通信和生活服务等相互串联起来袁构建一个

全新的网络遥 让一切的应用以社交网络和云计算为

基础袁产生新的价值袁从而将腾讯的影响力延伸到新

的角落遥
3.3 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创新的财务绩效分析

商业模式创新的目的就是让企业盈利[10袁11]袁通过

对腾讯公司 2011 年至 2015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袁
我们可以了解到腾讯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否使企

业价值有所提升遥

3.3.1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从图 2 可以看出袁腾讯的收入尧收入成本和毛利总

体呈上升趋势遥 从收入折线来看袁从 2011 年开始腾讯

的营业收入迅速增长袁在这一阶段腾讯开发了微信袁进
行了平台的开放化等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袁 实现收入增

加的同时提升了影响力遥 而收入成本从增长速度来看袁
相对缓慢袁 在 2013 年的增长尤其缓慢甚至有下降趋

势袁是因为腾讯在平台开放尧微信不断更新版本以及其

他业务的发展中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袁 导致费用支出较

高遥 2011-2013 年的增长也是快速上升袁2013 年无论是

产品成本还是人力成本增长的放缓使得总成本减少袁
由此可见腾讯在成本的控制上非常有成效袁 这也说明

了腾讯在 2013 年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袁短短两年时间就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袁 腾讯的商业模式创新实力不容小

觑遥 毛利的增长迅猛袁尤其是 2013 年后袁成本的降低以

及收入的不断增长促使了毛利的增长遥

从图 3 来看袁 前三年的费用折线和收入成本折线

在不断地增长袁公司不断扩大规模袁使其需要进行平台

和后台的维护袁研发新产品和增加人力成本遥而收入成

本折线从 2013 年有较大的下降袁这主要是因为腾讯开

始改变成本战略袁开放了平台袁将一部分业务交给第三

方企业来运营袁降低了运营成本袁收入也有所增加遥
3.3.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图 2 2011-2015 年收入成本趋势图

数据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数据绘制而来

图 3 2011-2015 年成本费用比重图

数据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数据绘制而来

2011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销售净利率 35.81% 29.01% 25.65% 30.26% 28.30%
销售毛利率 65.16% 58.52% 54.04% 60.89% 59.53%
税前利润率 42.71% 35.03% 32.55% 38.25% 36.78%

总资产收益率 22.03% 19.28% 16.99% 17.16% 12.18%
资料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整理得出

表 1 腾讯盈利能力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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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和图 4 可知袁 腾讯的盈利能力的各项财务

指标从 2011 年到 2013 年逐年递减袁2014 年有所回升袁

但是 2015 年又有所下降遥 销售净利率及毛利率的逐年

递减由表 2 可以得知遥 由于开放式平台以及微信等的

建立袁以及不断更新版本袁腾讯投入了大量的营业成本

导致费用支出较高袁2011 年到 2012 年的收入成本增长

率为 83.39%袁而收入增长率只有 54.03%袁收入增幅小

于成本增幅遥2014 年是腾讯丰收的一年袁腾讯凭借它的

核心通讯以及社交平台要要要微信与 QQ 手机版袁在培育

健康的生态系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袁 也为用户提供

了非常丰富的产品及服务遥 并且袁 由表 2 可知袁2013-
2014 年的收入成本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袁 所以使得

销售净利率和销售毛利率急速上升遥

图 4 2011-2015年盈利能力趋势图

数据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数据绘制而来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收入渊人民币亿元冤 284.96 438.93 604.37 789.32 1028.63

收入成本渊人名币亿元冤 99.28 182.07 277.78 308.73 416.31
54.03% 37.69% 30.60% 30.32%
83.39% 52.57% 11.14% 34.85%

收入增长率

收入成本增长率

表 2 腾讯收入与收入成本

资料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整理而出

总资产收益率的降低说明腾讯的资产利用率较

差袁也说明了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12]遥 2015
年由于出行尧分类信息尧团购及在线旅游等领域的中国

互联网公司竞争越发激烈袁 可替代的增多导致腾讯各

项指标都有所降低遥
3.3.3 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由于互联网企业的行业性质袁 互联网企业普遍存

在低存货或者零存货的情况袁 所以这里不分析存货的

指标袁选取了总资产周转率尧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

款周转率这三项进行分析遥 由图 5 中的营运能力各项

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袁 其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在之前的几

年呈现增加态势袁这表明腾讯公司收账迅速袁资产的流

动性强袁可以减少坏账损失袁短期偿债能力强遥 后两年

呈下降趋势是因为腾讯的开放性战略袁 通过围绕核心

通讯及社交平台来培育野互联网+冶的生态系统袁重点围

绕 QQ 及微信的平台建设及各种服务袁增加了一部分非

流动资产袁使得总资产周转率下降遥 其他地方我们也可

以看出袁腾讯公司的流动资产也占据到了一定的比例袁
总资产由于利润的提高而提高遥
3.3.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由图 6 可以看出袁 腾讯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下降袁而且基本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袁说明腾讯在近几

年的流动资产周转速度越来越慢袁偿债能力逐渐减弱遥图 5 2011-2015 年营运能力各项财务指标图

数据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数据绘制而来

图 6 2011-2015年流动比与速动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院 根据腾讯年报数据绘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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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是流动比率的补充袁 在计算时将存货剔除在

外袁而从图上看速动比率与流动比率几近相同袁说明腾

讯的存货几乎为零遥 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个指标在数值

上虽然仍旧大于 1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 1 了袁 因此腾讯

要重视并提高短期偿债能力遥
4 腾讯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案例启示

通过分析腾讯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袁 我们可以发

现袁腾讯公司产品众多袁推出速度快袁这跟腾讯公司鼓

励内部创新有很大的关系遥 腾讯的员工有 50%都是技

术人员袁内部竞争能够很好地激发他们的潜力袁创造出

能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的产品遥
通过分析腾讯公司从 2011 年到 2015 年的成本费

用尧盈利能力尧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各项财务指标袁
并且结合腾讯公司的经营现状袁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院从 2011 年微信面世以及开放式平台推出后袁腾讯

公司在成本费用方面的变化是比较大的袁 营业收入及

成本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袁 收入的增加证明了腾讯的

商业模式创新是成功的遥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商业模式

创新必然伴随着的是成本的增加袁 前期成本增长趋势

较快是由于微信及平台开放还不成熟袁 需要财力物力

人力去完善袁 而后期成本增长放缓则是因为腾讯各方

面相对成熟袁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遥 从盈利能力来

看袁总资产收益率的降低说明腾讯的资产利用率较差袁
也说明了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袁 各家公司

推出的新产品各有各的特色袁替代了腾讯的一些业务袁
使得腾讯失去了一部分用户遥 从偿债能力看袁腾讯的流

动比与速动比都逐年下降袁 表示了腾讯的偿债能力较

弱袁要引起重视遥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的战略体现[13]袁腾讯这个例子

很好地体现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为公司带来的巨大

价值遥
5 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

5.1 鼓励内部创新袁创造差异化产品

为了呈现与其他同类产品不同的特点袁 就必须要

创造出差异化的产品遥 企业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

与新的技术来更新自身的产品袁 以此来增加企业的创

新能力遥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开发差异化产品是必须

的袁互联网行业竞争如此激烈袁如果产品没有特色就得

不到用户的青睐袁没有流量也就意味着得不到盈利遥

5.2 完善服务袁增加竞争力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产品刚开始推出的时候非常火

爆袁但是过了这一段时期之后就开始渐渐地走下坡路袁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后期的服务没有跟上遥 出了问题

用户找不到反馈的地方袁或者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袁那么

这款产品就会被用户放弃遥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袁那
么成功的另一半就取决于产品的服务了遥 监管不善和

服务不完善会导致顾客权益受损袁 这会给互联网公司

的信誉造成很大的打击遥 而如今各类互联网替代品如

春笋般冒出袁大大减弱了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遥 所以

互联网企业千万不能低估产品服务的威力遥
5.3 成本分析袁保证盈利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能会为一些企业带来机遇[14]袁
但是对于小企业来说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遥 小型企业

在技术的创新方面和经济效益方面袁 都被大企业远远

地甩在后面遥网络的运作与维护所需的成本极大遥因而

这大大地局限了小型互联网企业未来的发展遥 与小企

业相比袁大企业具有更加完善的成本效益基础袁所以小

企业在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需要对成本进行一步步

分析袁合理运用有限的资本来实现盈利最大化遥
5.4 与第三方合作共赢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三方企业合作遥 如果不

合作袁只靠自己的产品无法健康地发展袁只有利用其他

企业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板袁 才能创造出互利共赢

的局面遥 各个平台相互合作共同进步和发展袁不但为用

户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袁 同时也吸引了更加多的人

使用互联网袁提升企业效益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遥 第

三方企业的加入不仅可以提高用户使用互联网平台的

频率袁而且也可以增加用户的数量和企业的网络效应袁
从而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增长遥

商业模式创新是新时期企业应该具备的关键能

力袁它能带来战略性的竞争优势[15]遥 打破了原有的价值

网络袁构建出新的赚钱模式袁企业以新的尧有效的商业

方式取得盈利袁实现企业价值遥 商业模式创新是互联网

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遥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袁 网络用户的规模在不断

扩大袁 互联网行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使得国家产业格局

出现变化袁将最终形成野互联网+各领域冶全方位发展的

局面遥

孙爱丽 商业模式创新视角下互联网企业财务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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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大学生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实践着野确立增值目标尧优选增值策略尧评价成长冶的学习增值全

过程遥 一朵包含塞利格曼的幸福五元素的野幸福花冶贯穿该过程袁发挥了强化观念尧激发动力尧及时评价和反馈的功

能遥 论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生涯教学团队的思考和尝试院首先以美德优势强化人力资本成为大学生首要的学习增

值目标曰其次袁优选并实践了野赋魂尧升层尧激励冶三大学习增值策略曰最后在增值评价中不仅关注大学生个人学习增

值袁同时也评价团队要要要野成长私董会冶在学习增值过程中互帮互学所起到的作用遥 作为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

的研究成果袁本文的内在逻辑是院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寅大学生美好幸福元素的测量与计划寅大学生美德优势的

发现与发展寅大学生生涯课程学习增值评价遥 初步收获了四个创新性的实践成果院野学习增值行动的自主性冶野学习

增值目标的定量化 冶野学习增值策略的联动性 冶和野学习增值评价的可视性 冶遥
揖关键词铱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曰 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曰 学习增值曰 幸福花

一朵“幸福花”蕴涵的学习增值探索
要要要聚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

高红霞 1袁2 何妍蓉 2

渊1 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 2 上海杉达学院 双创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A Value-added Exploration of a 义Happiness Flower义
要要要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areer Course

Focusing o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Gao Hongxia1,2 He Yanrong2

渊1 Shengxiang School of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渊2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As a career management course focusing on the self-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ide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reform of professional life is a process of value-added learning featuring 义establishing value-added goals,
optimizing value-added strategies, and evaluating growth义. A 义happiness flower义 containing Seligman忆s five elements of
happiness can be found in the process and it exerts the functions of idea strengthening , motivation, inspiring , timely e鄄
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reflection and experiment of the career teaching team from three as鄄
pects: firstly,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by virtue study is the primary value-added learning goal for college students;
secondly, optimizing and practicing the three learning value-added strategies of 义teaching, ascending and inspiring义 F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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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习增值袁 在本文中特指大学生在思政化的

生涯课程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积极变化遥 高校以学生

发展为使命袁生涯教育作为引领大学生成长的第一课袁
实践着野确立目标尧优选策略尧评价成长冶的学习增值全

过程遥
一尧野幸福花冶的理念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院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遥 [1]冶在新时代开启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格局下袁高校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的目标是院促
进大学生成为具有胜任力的新时代的奋斗者袁 能够帮

助自己及社会大众实现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要要要平衡

而充分地发展自己遥
过去为了便于学生掌握袁生涯课程在构建大学生

胜任力指标体系时袁 浓缩为人力资本的三个指标院知
识尧 技能和情商袁 也就是将胜任力模型 1 中除了知识

和技能之外的指标提炼为野情商冶遥 虽然动机和价值观

等德育因素在课程中也有所强调袁但是并没有明确地

作为后续学习增值的指标袁显然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比

知识尧技能和情商更有强度尧与美好幸福密切相关的

指标遥

在思政化教学改革后的的生涯课程教学中袁 我们

已经将教学目标由促进野职业成功冶进化为推进野生涯

幸福冶遥 这就是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 2 提出幸福

2.0 版本的五大幸福元素院积极情绪尧人生意义尧投入尧
人际关系尧成就[2]遥 生涯教学中为了强化对这五个元素

的认知袁教学团队首创了 野幸福花冶袁如图 1 所示院

一朵包含塞利格曼幸福五元素的野幸福花冶袁成为

具有多元功能的教学工具遥 在大学生生涯课程的教学

中具体实施强化理念尧学习评价和成绩评价遥 使得幸福

nally, in the value-added evaluation, it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added-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袁 individual learn鄄
ing, but also evaluate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eam要要要义Growth Private Board of Directors义 in the process of value-
added learning. A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career curriculu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is paper i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the society in the new period 寅 the measurement and plan of the elements of
college students忆 happiness 寅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tages of college students忆 morality. Four in鄄
novative practical results are 义autonomy of value-added learning activities义 义quantitative added-value learning goals义,
义co-movement of value-added learning strategies义 and 义visibility of added-value learning evaluations义.
Key Words: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socie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eer courses;

added-value learning ; happiness flowers

1 胜任力模型其核心的构成要素袁由下至上分别是动机尧个性尧自我形象与价值观尧社会角色尧态度尧知识尧技能等遥 就大学生而言院动机

是推动大学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目标而行动起来的内驱力曰个性是大学生对外部环境及各种信息的独特的反应方式或倾向曰自我形象是

指大学生对其自身的看法与评价曰价值观是大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作出选择的标准曰社会角色是大学生对其所属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

认识和定位曰态度是大学生的自我形象尧价值观以及社会角色综合作用外化的结果曰知识是大学生在本专业或其他特定领域所拥有的

事实型与经验型信息曰技能是大学生结构化地运用知识完成某项具体工作的能力遥
2 马丁窑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 1942- )袁积极心理学之父袁著有幸福五部曲遥

图 1 幸福花

Gao Hongxia, et al. A Value-added Exploration of a 义Happiness Flower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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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这一教学工具本身袁 也具有激励大学生学习增值的

功能遥
在塞利格曼的眼中袁野美德可以拉近幸福袁优势可以

获得幸福冶[2]遥因此袁积极心理学意义上的野美德优势冶1 成
为我们的不二选择遥 也就是说袁大学生学习增值指标是

人力资本的综合提升袁 尤其是其灵魂要要要美德优势的

发现尧利用和学习增值的定性和定量遥
二尧野幸福花冶的增值策略院赋魂尧升层尧激励

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袁 大学生中存在着三个

制约其平衡和充分发展的消极因素院其一袁随着国家的

繁荣昌盛袁大学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袁但
是与此相对应的是部分学生自我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平

衡不充分的状态遥 高校职业生涯教育工作可以因应新

时代的新矛盾袁改变这种有心无力的迷茫状态遥其二袁独
生子女野6+1冶的养育模式袁导致了野精致的利己主义冶[3]盛
行袁缺少野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冶的大格局遥 以往高

校的职业生涯课程过于强调大学生能力提升而忽略了

道德修养袁须要及时匡正遥其三袁据我们调查袁许多用人

单位的选人标准袁 首要的并非能力水平袁 而是道德水

准遥 于是高校职业生涯教育工作者需要研究院如何野明
德冶以扩展在校大学生的格局袁将他们培养成新时代的

奋斗者钥 那就是院根据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冶 和其他相关理论结合新时代社会对高等人

才需求的实际袁采用相应的增值策略袁实现赋魂尧提层

和激励遥
渝 赋魂策略院美德的启蒙尧认知尧运用

在传统的生涯课程教学中袁野赋能冶 这个用语大家

十分熟悉遥 在融合思政教育的生涯教育教学改革中袁团
队野赋能冶的同时更加注重野赋魂冶遥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

人伊曼努尔窑康德渊Immanuel Kant冤曾说过院野有两样东

西袁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袁它们就越

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院 我头上

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遥 [4]冶因此野赋魂冶策略就是

促进学生认知和传承野美德冶遥
定义美德的最早尝试出现在叶论语曳中袁孔子系统

地论述了仁渊博爱和仁慈冤尧礼渊遵守礼仪和习俗冤尧信
渊诚实冤尧义渊责任和公正冤和智渊智慧冤遥 上个世纪末袁美
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在与他的团队一起袁 研究了包括

叶论语曳叶道德经曳在内的横跨 3000 年历史的不同文化袁
从找出的 200 多种美德中归纳出以下六个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美德院智慧和知识尧勇气尧仁爱尧正义尧节制和精

神卓越[5]遥 塞利格曼指出院野把实现这些美德的途径叫做

优势袁这些优势是可以测量的袁也是可以学会的遥 [2]冶六
种美德及其实现途径如表 1 所示遥

1 美德袁就人格心理学而言是指院凡是可以给一个人的自我增添力量的东西袁包括力量袁勇气袁自信等袁都可称之为美德遥 在积极心理学

中袁美德是性格优势的上位概念袁不同的性格优势可以汇聚成不同的美德遥

美德 优势

智慧和知识渊获得和使用知
识的认知优势冤

创造力渊能想出新颖的和多产的做事方法冤
好奇心渊对不断出现的事物感兴趣冤
开放的心智渊多角度思考和考证事物冤
热爱学习渊掌握新的技能尧主题和知识内容冤
洞察力渊能够给他人提供明智的忠告冤

勇气渊情绪优势袁涉及在面
临内部或外部反对力量时
达成目标的意志冤

勇敢渊不因威胁尧挑战和困难或痛楚而退缩冤
坚持渊完成自己的工作袁即使工作中出现困难袁也会坚持下去冤
正直渊说实话和真实地展现自我冤
生命力渊兴奋尧充满干劲地面对生命曰做事不半途而废冤

人道渊人际优势袁涉及关心
和扶助他人冤

爱渊重视与别人的亲密关系袁特别是那些相互分享与关怀的关系冤
仁慈渊愿意向他人施以恩惠和为他人做好事曰帮助他人曰照顾他人冤
社会智慧渊明白他人与自己的动机和感受冤

表 1 积极心理学之美德及实现途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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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髓也具有时代感的人类共

同的美德与优势可以作为学生基本品质的指标遥 为了

测量和构建美德优势袁 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实践这

些美德优势的教学方法上遥 在生涯课程思政化的教学

实践中袁通过四个环节来进行美德优势的启蒙尧认知尧
运用和发展遥第一环节袁美德优势启蒙院团队自我介绍遥
课程导入时进行团队组建袁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成长

私董会成员的自我介绍袁 规定格式是院野我是来 XX 家

族渊家乡冤的 XXX袁我要传承我们家族渊家乡冤XX 美

德遥冶引导学生关注和传承美德遥第二环节袁美德优势的

认知院 在第二章盘点自我课程教学中袁 进行塞利格曼

叶VIA 优势调查曳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美德与优势遥 第三

环节袁美德优势运用院教学中运用野三件好事冶21 天记

录和分享的方法袁 引导学生进行美德优势运用并促使

其形成习惯遥第四环节袁美德优势发展院运用学涯计划尧
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的具体训练袁 帮助大学生发展自

己的美德优势遥
渔 提层策略院需求层次尧逻辑层次和学习层次

1. 需求层次由物质到精神遥野佛系冶这个新名词一夜

之间铺天盖地而来袁社会上对此不乏担忧和指责遥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罗文娟撰文对此进行了还原和解读1 [6]遥
独生子女养育野6+1冶模式的物质提供不是缺乏而是多

到无法承受遥 野佛系冶大学生的父母辈有着生存的恐惧袁

基本都是指望着钱尧权尧工作过一辈子遥 所以袁他们一辈

子的起点和终点袁可能就是某个地段的某套房袁某个单

位的某个职位袁某个数量的存款遥 而野佛系冶大学生的背

后袁确实是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满足遥 因而袁罗文娟的

结论是野这些佛系青年袁不过是在告诉世人袁他们的理

想饿了袁 他们在追寻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终极价值所

在遥 冶罗文娟的判断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7]的理论支撑

渊参见图 2冤遥 当生理尧安全这两个物质性价值需求得到

满足的今天袁只有提升社会尧尊重尧自我实现等精神性

价值需求层次袁才有激发佛系大学生的动力遥

美德 优势

正义渊构成健康社区生活基
础的公民优势冤

公民精神渊作为团队的一分子袁表现良好曰对团队忠心冤
公平渊依据公平和公正的观念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冤
领导力渊鼓励所在群体完成工作冤

节制渊避免过度冤
宽恕和宽容渊宽恕做错事的人曰接受他人的缺点冤
谦恭/谦虚渊不张扬自己的成就冤
审慎渊对自己的选择小心谨慎曰不会过分冒险冤
自我控制渊规范自己的感觉和行为曰自律冤

超越渊建立与广博宇宙的联
系和提供意义冤

对美和卓越的欣赏渊留意和欣赏生命中的所有美丽尧优秀和富于技巧之处冤
感恩渊留意身边发生的好事并为此感谢冤
希望渊对未来抱有最好的期望并努力达成愿望冤
幽默感渊喜欢大笑和逗别人笑袁给别人带来欢笑冤
精神感悟渊对崇高的人生目的和宇宙意义持有一致的信念冤

渊续表冤

1 罗文娟还原的场景院野仔仔袁吃不吃汤圆遥 冶奶奶端着碗追着遥 野毛衣啊袁毛衣换上遥 冶小学时袁妈妈追到小区门口遥

图 2 马斯洛需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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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化教学改革后的生涯课程满足大学生三个精

神层面需求的野提层策略冶是院第一袁满足大学生的自我

实现需要院用野学习和变革的逻辑层次冶 渊参见图 3冤[8]和
野生涯发展广角镜冶1 [9]渊参见图 4冤启发大学生袁激发人生

意义的思考院重要他人乃至世界因为我有什么不一样遥
第二袁满足大学生的社会需要院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各

自为战的状态袁 课上以成长私董会为主题建立成长互

助团队袁 在课下成立职业发展协会袁 满足大学生的归

属尧友谊等社会需要遥 第三袁满足大学生的尊重需要院传
统的教学重视知识的记忆袁 支离破碎的考点让学生感

觉到知识无用袁从而厌弃课堂学习袁缺乏对大学教育价

值的尊重遥
2. 逻辑层次的提升袁从个人到他人遥 从迪尔茨学习

与变革的逻辑层次 2 中也可以领会传统生涯教育的不

足院虽然已经关注到下一个三角形中六个层次的五个袁
但是过于在能力尧行为尧环境这三层盘桓袁而且恰恰缺

失了价值观尧身份和使命高三层的精神元素遥

其实袁大学生在下三层的能力尧行为和环境上的偏

颇调整袁只是从价值观和身份上寻找动力还是不够的遥
用使命感引导大学生给精神加餐袁 而思政化的生涯课

程用生涯广角镜渊参见图 4冤为大学生开阔胸怀袁在立足

图 3 学习与变革的逻辑层次

图 4 生涯发展广角镜

图 5 新布鲁姆认知历程

1 根据 Norman C.Gysbers &Mary J. Heppner &Joseph A.Johnston 的叶职业生涯咨询要要要过程尧技术及相关问题曳第二版袁候志瑾译袁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袁第 9 页野图 1-2 终生生涯发展冶改编遥
2 根据 Norman C.Gysbers &Mary J. Heppner &Joseph A.Johnston 的叶职业生涯咨询要要要过程尧技术及相关问题曳第二版袁候志瑾译袁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袁第 9 页野图 1-2 终生生涯发展冶改编六个逻辑层次由上至下分别是院渊1冤精神层次院我与世界及其他系统的关系

渊人生的意义冤曰渊2冤身份层次院我是谁钥 渊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袁我希望大家如何看我冤曰渊3冤信念尧价值观层次院为什

么钥 渊我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人袁有什么样的信念让我认为这是适合我的袁是有必要的袁我有怎样的选择冤曰渊4冤能力层次院如何做钥 渊我具

备怎样的能力袁我有哪些不同的选择去支撑我袁我还需要培养怎样的能力冤曰渊5冤行为层次院做什么钥 渊具体的行为袁我要做什么具体的事

情袁有没有开始做冤曰渊6冤环境层次院我在什么时间袁什么地点开始做袁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袁有哪些人事物需要考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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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基础上袁放眼他人尧家庭尧专业尧社会和星球等更

大的系统袁从而用升层策略扩展学生的视野遥
3. 学习层次院从记忆到创造遥 生涯课程思政化改革

后用新布鲁姆学习历程的六个层次[10]渊参见图 5冤启发

学生袁并通过课堂讨论尧分析尧评价和提出对策袁让学生

获得成就感和个人美德优势的认同遥 事实上袁职业生涯

课程的大作业要要要大学生职业生规划书就是发展高阶

思维技巧的活动遥
隅 野幸福花冶的运用院生涯课程学习的激励策略

激励渊motivation冤袁 含有激发动机尧鼓励行为尧形成

动力的意义遥 改革之后的职业生涯课程的激励策略就

是以培养新时代奋斗者为目标袁 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

励大学生在美德尧知识尧技能尧情商等方面都得到发展袁
实现学习增值遥

职业生涯课程学习激励策略的理论基础有三个袁一
是马斯洛的野需求层次模型冶袁二是麦克利兰的胜任力

的野素质冰山模型冶袁三是迪尔茨的野学习和变革的逻辑

层次模型冶遥 这三个方面模型的提出者是激励研究领域

的集大成者遥 在具体实践中袁生涯课程以野幸福花冶为激

励工具袁通过野三件好事为主题的成长 21 天冶袁每周上

课的第一件事是以野每周进步一点点冶为主题袁请同学

分享过去一周的进步袁并以野幸福花冶进行激励遥 以上的

尝试已经收到效果袁还在进一步的尝试和完善中遥
三尧野幸福花冶的增值评价院个人与团队

生涯课程学习质量的评价要有效地回应个体发

展袁 通过衡量该课程学习在大学生自我发展上带来的

增值来达成遥 具体做法是从个人尧团队两个方面进行学

习增值评价袁最后综合两方面获得个人学习增值总值袁
进而换算成百分制的学习成绩遥 生涯课程学习增值综

合评价计算公式是院平时 60%渊=团队活动 30%+个人活

动 30%冤+结课成绩 40%渊=规划书撰写 30%+规划书展

示 10%冤
渝 个人生涯课程学习增值评价 70%
大学生个人在生涯课程学习过程中袁 可以通过生

涯学习活动渊30%冤尧生涯规划书撰写渊30%冤及生涯规划

书展示渊10%冤三个环节获得幸福花遥这些幸福花折算个

人成绩的权重分别是院30%+30%+10%=70%遥
生涯规划书的撰写和展示均有专门的评价指标和

评分表遥 这里大学生个人生涯学习活动内容袁主要包

括野21 天的三件好事冶野每周进步一点点冶野校园招聘会

探访冶野生涯人物访谈冶野最佳雇主研究冶野成长私董会冶

等等遥
生涯课程思政化教学改革将平衡轮和度量尺结合

起来运用到幸福元素中袁开展野幸福花冶评价和计划活

动遥 如图 6 所示的野幸福花冶袁有两组数据袁方框里的是

现状的评价数值袁花叶顶端的数据是计划目标遥 在开课

初期进行评估袁根据现状找差距尧定目标袁课程结束时

再评价学习增值的实现程度遥
渔 团队生涯课程学习增值评价 30%
职业生涯课程的成长私董会是为了扭转大学学习

各自为政的局面袁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袁发展大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袁 同时获得归属感而特设的实践

活动遥 因此袁私董会的运作情况就可以衡量大学生团队

合作能力的发展以及社会需要的满足遥 团队生涯课程

学习活动内容主要是院野团队策划与展示冶野团队头脑风

暴冶野团队生涯人物访谈与展示冶野团队最佳雇主研究冶
野生涯规划书撰写与展示冶等方面遥

四尧总结院野幸福花冶的教学创新

思政化的生涯课程通过学习增值实践从目标尧策
略评价三个相互联系尧相互承接的环节袁不断促进大学

生作为新时代奋斗者的胜任力的提升遥 图 6 显示的是

野送你一朵幸福花冶[11]袁其所蕴涵的教学创新分别体现以

下四个环节遥

渝 学习增值行动的自主性遥学生现状的自我评价尧
学期增值计划目标都由学生根据教材上的野幸福花冶自
主完成遥 这种评价和计划的自主性袁可以让同学自己找

到差距袁确立目标袁并且为消除差距尧实现学习增值目

图 6 送你一朵幸福花院学习增值衡量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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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采取行动遥
渔 学习增值评价的可视性遥 以往学生的平时成绩

都是记录在老师保存的记分册上遥 野幸福花冶的设计使

学生的成绩均以奖励的野幸福花冶来表现袁学习增值的

幅度可视性得以彰显遥
隅 学习增值策略的联动性遥 从每天野三件好事冶的

记录引出野每周进步一点点冶的收获袁持续一个学期 16
周积攒下来的成长就可观了遥 在课程结束时设计了野带
走你的幸福花冶环节袁借以评价学生实现学期增值计划

目标的情况遥

予 学习增值策略的定量化遥 第一节课就对学生明

确及格为 30 朵袁出勤尧作业和团队活动各 10 朵曰中等

为 35 朵尧良好为 40 朵尧优秀 45 朵袁多于 30 朵的野幸福

花冶来自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突出表现遥 由于每位同学

接受和努力的差异性袁同学们收获的野幸福花冶数量有

所不同遥 但是袁根据自己收获野幸福花冶野幸福花冶数量袁
每位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心中有数遥

应当说明的是袁一朵野幸福花冶所承担的思政化教

学改革袁其研究和实践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袁期待大

方之家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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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是援外工作的机构载体与实效保证遥 我国的援外管理体制几经变迁袁在当前野一
带一路冶倡议的大背景下再度显现出援外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遥 全国人大通过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曳袁组建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主管援外工作袁是我国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里程碑进展遥 该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对援外决策协调与实

施体制作出改革安排袁援外管理体制在部门协调尧实施体制尧机构法定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挑战遥 我国应借鉴国外模

式袁结合本国制度运行经验袁设立国务院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提升部际协调袁重塑援外实施体制强化援外管理袁推
动援外管理立法明晰援外职能界限袁顺利推进野一带一路冶进程遥

揖关键词铱 对外援助曰 发展合作曰 援外体制曰 发展援助

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与展望

曹俊金
渊上海杉达学院 胜祥商学院袁上海 201209冤

On the Reformation of China忆s Foreign Aid Management
System：Evolution and Expectation

Cao Junjin
渊Shengxiang School of Business, Sand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冤

Abstract: Foreign aid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organizational carrier and effectiveness guarantee of foreign aid. China忆s
foreign aid management system has experienced many changes, and the needs of reformation on foreign aid management
system arise after the 义The Belt and Road义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National People忆s Congress has approved the
pla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a new department was established to take charge of the foreign
assistance work, which is the milestone in foreign aid reformation. The reformation plan did not plan to make changes in
foreign aid decision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since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in departmental coordina鄄
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fter learning from the institution operation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we should improve the foreign aid system by establishing the State Council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鄄
tion Committee to strengthen inter-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rebuilding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to intensify the man鄄
agement of foreign assistance, and clearing the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oreign aid ministries by the law,
thus facilitating B&R Initiative process.
Key Words: Rain Classroom; blend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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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工作是推进南南合作与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的重要方式遥 2018 年 3 月 17 日袁我国国务院机构改革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

立是我国援外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与突破袁 也是推进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遥
当然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组建并非我国援外体制

改革的终结袁目前的援外管理体制仍然存在挑战袁本文

拟对我国援外管理体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袁 结合

对外援助工作的战略需求及国内外实践袁 提出进一步

深化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建议遥
一尧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袁我国的援外规模较小袁仅
涉及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袁 因而援外工作并未

设立专门机构予以主管袁由中央直接下达援外任务袁交
有关部门执行袁直至 1952 年设立对外贸易部袁由该部

负责物资援助的管理和后续对外成套项目援助的谈判

与缔约袁 此后中央和国务院的援助决策与援助管理之

间开始相对分离遥 1960 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设

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袁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归口管理

对外援助工作曰1964 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

定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袁 同时撤销对外经济联络

总局袁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于 1970 年改为对外经济联

络部[1]遥 对外经济联络部运行十二年之后袁受中央精简

机构政策的影响袁 两部 渊对外贸易部尧 对外经济联络

部冤尧两委渊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尧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

会冤合并袁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援外工作[2]遥 这一时

期袁我国主要采用野总交货人部制冶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冤和野承建部负责制冶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冤的管理体

制袁主要由中央直接制定援外政策尧确定援外项目袁由
相应的部委直接负责援外项目的实施及管理袁 这种管

理体制在当时援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能够有效集中力

量实施援助工作袁实现援外战略目的遥
199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袁 将对外经济贸易部更

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袁 下设对外援助司具体负责

援外工作遥 根据政企职责分开尧政府转变职能的原则袁
援外工作由行政部门集中行使管理职能袁 政府部门主

要运用行政规章和经济手段对援外工作实行规范化的

宏观管理袁同时建立野企业总承包责任制冶袁由总承包企

业作为中国政府指定中方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援外任务
[3]遥目前我国仍然采用野企业总承包责任制冶的援外管理

模式袁这种模式对于发挥市场作用尧调动社会资源尧提

升援外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袁 但是在援外项目质量

控制尧 援外政治目标兼顾等方面仍然需要进行管理体

系的再调整遥
2001 年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袁组建商务部袁由

商务部归口管理援外工作遥 自 2003 年到 2018 年 3 月

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曳通过之前袁对外援助工作均由

商务部予以负责袁 主要包括拟订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

和方案尧签署并执行有关协议尧编制并执行对外援助计

划尧监督检查援外项目执行情况尧管理援外资金和援外

优惠贷款尧推进援外方式改革袁其职能范围基本涵盖了

援外工作的各个阶段袁 具体工作由商务部下设的对外

援助司负责遥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尧中国国际经

济技术交流中心尧 商务部培训中心等单位作为商务部

直属事业单位袁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一部分对外援

助工作袁是援外项目开展的具体管理部门遥 为提升援外

工作的专业性与有效性袁 除商务部及其直属事业单位

之外袁其他部委作为协作部委袁也承担着一部分援外实

施职能遥
二尧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

渝 援外战略型塑呼唤援外管理体制改革

由于援外工作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复合性袁 决定援

外工作并非单纯的国际经济合作或是国际政治合作袁
这对国内的援外战略规划提出了挑战袁 以致于我国当

前尚未形成明确的援外战略规划遥 然而袁为保障野一带

一路冶倡议与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理念的推进与落实袁援
外工作必然需要形成明确的战略目标遥 由商务部门主

管的援外工作自然地倾向于援外战略的经济侧面袁无
法充分顾及援外战略的政治与外交侧面袁 致使援外战

略目标与战略规划无法有效整合袁 也难以与当前国家

的重大政治经济战略进行有效对接遥 可以说袁援外战略

规划的设定与落实袁理顺援外体制是前提遥
渔 援外决策形成呼唤援外管理体制改革

援外体制的变迁给我国援外工作的部门协调带来

了新问题袁 相较于原先由中央或国务院统筹决策的援

外决策机制袁商务部作为援外工作的主管部门袁在援外

决策中需要得到其他部门的配合与协作遥 例如袁从宏观

政策层面而言袁 特别是在制订国别援助方案和对外援

助资金计划时袁商务部应与外交部尧财政部和中国进出

口银行进行经常性沟通并充分征求上述部门意见遥 从

项目决策层面而言袁 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是在受援国

需求基础上袁 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并且经过专家实地

曹俊金 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改革院 进程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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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认定以后进入决策过程的袁 在决策程序中各相关

部委之间存在着协商关系[4]遥 为加强各部门间的决策协

调袁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尧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成立

部际协调机制袁该部际协调机制由商务部渊主任单位冤尧
外交部渊副主任单位冤和财政部渊副主任单位冤等三部委

领衔袁共 24 个中央部委和单位参与袁负责统筹援外归

口管理和多方联动袁发挥各方专业功能的优势袁就中国

援外问题进行沟通袁定期就政策问题进行协调袁强化对

外援助领域的发展战略规划尧 政策规划和制度建设[2]遥
这种松散的决策协调机制在现实中可能无法满足日益

提升的援外工作需求袁 需要通过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畅

通援外决策机制遥
隅 援外制度建设呼唤援外管理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袁 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都在政策指导下

开展袁援外制度发展缓慢遥2003 年组建商务部并由商务

部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以后袁 逐渐在规章层面开展对外

援助的建章立制工作袁但在体系化尧透明度尧有效性评

价等方面的成果仍然差强人意遥 尽管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的开展成为对外援助法治化的重要引擎袁 商务部也已

于 2014 年推出了叶对外援助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袁但援外

制度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遥 如我国当前的援外

制度主要以部门规章为主体形成袁 但部门规章在效力

层级尧 效力范围及立法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援外

制度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遥 此外袁 援外工作是一项集战

略尧法律尧实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尧多元性工作袁援外工作

不仅需要实施层面的制度供给袁 同样需要战略层面与

职能协作层面的制度供给袁 将援外战略与援外法律进

行对接形成综合性的援外制度是援外活动作用得到有

效发挥的重要保障遥 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形成而言袁往往

是体制决定法律袁而非法律决定体制袁因而在援外体制

不畅的前提下难以实现援外制度的发展遥
予 援外实效提升呼唤援外管理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袁 我国较为关注对外援助的资金流量与

存量袁但忽视援外工作取得的实际效果遥 尽管对外援助

的经济产出与政治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精确衡量袁
但援外实效对于野一带一路冶尧南南合作等推进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袁 因而仍需通过建立机制对援外实效进行

监测与评估遥 同样袁在目前的援外体制之下袁援外实效

评估工作无法有效开展袁 相关主管部门尽管存在监督

评价职责袁但在评估机制与实施方面仍然跟进乏力遥 援

外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深化袁 将能够有力推动评估机制

运行袁有效提升援外实效遥
三尧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挑战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 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曳和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曳袁同意把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曳的部分内容

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遥
2018 年 3 月 13 日国务委员王勇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 叶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的说明曳袁强调对外援助的外交作用袁认为对外援

助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袁 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

和统筹协调尧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尧改革优化援外方

式袁 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 野一带一

路冶等遥 在部门职责调整与机构设立上袁将商务部对外

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尧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袁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袁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袁负责

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尧规划尧政策袁统筹协调援外重

大问题并提出建议袁推进援外方式改革袁编制对外援助

方案和计划袁 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

等袁 援外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相关部门按分工承担遥
2018 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曳袁意味着国家正式批

准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袁 今后对外援助的战略规

划尧决策尧评估等均由该机构予以负责遥 2018 年 4 月开

始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完成主要领导任命与揭牌工

作袁正式开始履行援外职责袁掌管援外事务遥
尽管我国的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已经进行了开拓性

的改革袁但目前看来袁我国的援外管理体制仍然面临深

刻的挑战院
渝 援外协调机制仍需升级

在商务部主管援外工作时期袁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

援外工作协调需求袁我国建立了一系列部际协调机制遥
这些部级协调机制中袁既有援外决策协调机制袁又有援

外执行协调机制袁 还有援外巡视监督协调机制遥 可以

说袁我国的对外援助严重依赖野部际协调冶进行运行袁甚
至出现任何环节首先需进行协调的情况遥 但由于我国

的部际协调机制总体而言是松散的尧 不稳定的工作联

系机制袁 因而在应对援外工作时既缺乏必要的工作章

程袁也缺乏高效的执行力度袁导致援外协调实施效果差

强人意遥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以后袁 融合了商务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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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援助职能和外交部的援外政策协调职能袁 国家希

望能够通过这类制度安排兼顾援外工作的经济与政治

双重效益遥 然而袁由于国际发展合作署本身并非经济合

作机构袁也非外交机构袁因而该机构将严重依赖于商务

部与外交部的经济尧外交战略进行决策袁致使先前存在

的援外政策的部际协调仍将存在遥 这种低效的部际协

调不仅在决策制定中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袁 也会相应传

导到对外援助的实施过程遥 正是各个职能部门在援外

职能方面存在差异袁在行政级别上又处于平权态势袁难
免出现援外野权力争夺冶现象袁致使援外战略尧援外政策

与援外实施无法形成合力遥 如果不升华当前的部际协

调机制袁则既难以有效促进对外援助决策袁也难以有效

提升援外管理水平遥
渔 援外实施体制改革仍需深化

按照当前通过的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曳袁援外的

具体执行工作仍由相关部门按分工承担遥 可以说袁当前

的援外体制改革仅仅进行到援外决策管理层面袁 尚未

深入到实施层面袁 在援外实施体制上仍然存在两个方

面的挑战院
一方面袁是当前的援外实施工作本身存在条块分

割的难题袁按照援外工作的不同需要袁不同的对外援

助方式可能涉及不同的职能部门遥 例如在向受援国开

展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袁 我国形成了由商务部牵

头尧军方配合尧国务院相关部门渊如外交部尧卫健委尧海
关总署尧民航总局等冤在各自职能范围为人道主义援

助提供便利与配合[5]遥 该机制在帮助受援国开展人道

主义援助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但是目前我国关于该机

制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范袁 让人感觉是一种松散

的尧临时性的合作机制遥 因而在实际开展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时难免会因为部门利益冲突尧部门职能交错而

产生无法有效尧有序运作的情形遥 再如袁优惠贷款的审

批与发放涉及商务部尧外交部尧财政部尧中国人民银行

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五个中央部门袁如果将优惠贷

款资金与后续援外项目进行对接袁则更可能涉及到国

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尧 技术交流中心以及其他中央部

委袁在优惠贷款实施过程中袁难免存在部门职能交叉

以及权力协调方面的问题遥 到目前为止袁尽管我国已

经就成套项目尧物资项目尧技术援助项目等制定了部

门内部的实施管理规定袁但不同援助方式尧援助项目

的实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部际协调机制袁甚至尚

未形成透明尧基础的制度性规范与机制袁导致这种现

状的原因在于条块分割的实施体系遥 根据学者的研

究袁 目前的援外资金流动呈现出垂直而不交叉的现

状袁 足以表明各个职能部门在援外领域中分头对外尧
各负其责的局面[4]遥 此外袁承担援外职能的机构大多在

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袁在职能上是配合关系袁因而在

目前条块分割尧各负其职的实施管理体制之下袁要提

升我国对外援助的实效袁存在体制上的阻碍遥
另一方面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与援外实施部门

间的协调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遥 从表明上而言袁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的设立能够有效解决援外领域 野多头管

理冶造成的碎片化问题袁但其援外实施职能的缺位可能

使今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援外职能运行存在限

制遥 本轮援外体制改革之前袁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务部

及其直属事业单位为核心尧 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实施

体制袁在实施体制未能理顺的前提下袁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面对其他强势部门难免野力不从心冶遥
此外袁 在将商务部的决策管理职能划归新设立的

国际发展合作署之后袁原来商务部尧地方商务部门尧直
属事业单位及驻外使馆经商参赞处对于援外实施的工

作职能袁由于并未能整合到国际发展合作署袁且由于国

际发展合作署本身的定位与级别袁 要独立协调其他部

门的援外实施也存在一定难度遥 因而袁从当前的援外管

理体制改革而言袁已经显现了一定的成效袁但援外体制

改革仍然需要深化袁 尤其是援外实施体制改革仍然需

要进一步的整合与协调遥
隅 援外机构法定化程度仍需提升

我国当前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透明度不高使我国

当前援外工作饱受争议袁 援外机构职能配置法定化问

题尤为突出遥 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曳明确了援外工作

的归口管理部门袁但是对于援外工作的其他实施部门袁
则很难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面寻找相应的制度依

据袁通常由国务院办公厅野三定冶规定确定相应的职能尧
机构与编制遥 然而袁一方面袁目前国务院的野三定冶规定

实际上并未完全规定援外实施部门的职能范围袁 如教

育部的援外工作并未在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

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曳渊国办发

[2008]57 号冤中予以明确曰再以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领域

为例袁中国政府于 2004 年 9 月初步建立了人道主义援

助机制袁目前机制的内容没有公布袁只是初步建立袁并
有待补充和完善袁 难以满足人道主义援助对于时间和

质量的高要求[5]遥 另一方面袁野三定冶规定存在效力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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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尧监督机制缺失尧制定程序不完善尧缺乏执行过程

评估与监督制度规定尧 无法协调部门间职能冲突等[6]袁
容易导致职能交叉尧缺位等现象袁不利于国家行政权力

的有序运行和行政目标的有效落实遥 可以说袁我国援外

管理体制的法定化程度袁与目前我国倡导的依法治国尧
依法行政的基本政策有一定距离袁 援外工作部门应当

借着 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公报曳提出的野机构编制法定化冶的东风袁尽快推动援

外立法出台袁提升援外机构的法定化程度遥
四尧展望未来院深化援外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渝 提升部际协调院设立国务院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

平权的部际协调机制导致难以形成统一尧 有针对

性的援外战略遥 纵观其他援助国袁特别是以美国尧日本尧
英国等为首的发展援助强国袁 无一不从国家层面制定

有关对外援助的战略规划性文件以及国别援助文件袁
以便在一定时期内协调各职能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对

外援助工作袁落实国家对外战略遥 我国自 2013 年由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以来袁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遥 野一带一路冶的启动必然对我国的援外活

动提出更高的要求袁我国对外援助活动也应当对野一带

一路冶倡议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回应遥 目前我国对外援助

工作既未形成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文件袁 也未出台专

项性的援外政策文件袁 援外法律制度建设和工作落实

也缺乏相应的部际协调遥
在援外工作推进工作过程中袁 势必需要由多个职

能部门联动与推动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袁法国尧韩国等

国的援外部际协调可以为我国援外部际协调机制的建

立提供适度参考遥 从国内的实际情况而言袁也有不少领

域曾因部际协调问题陷入规制困境袁 但通过相应的立

法设立协调委员会对此予以改善遥 例如袁备受关注的食

品安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多部门分头执法-协调

执法-合并执法的过程袁目前也同样通过机构整合的方

式解决了部际协调问题遥
从援外职能行使来看袁 已经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职

能部门袁但由于对外援助的经济与外交特征袁决定援外

战略尧 政策和制度的形成与落实无法由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一个部门完成遥 因而袁为有效协调部际职能袁也
可以借鉴国内外的做法袁撤销低效尧庞杂的各类援外部

际协调机制或联动机制袁 通过国务院设立以国务院总

理或副总理为主任尧主要职能部门部长为副主任袁其他

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委员的国务院国际发展合作委员

会袁统一研究尧制定我国对外援助中长期战略尧决定对

外援助政策尧协调对外援助决策尧评价对外援助成效遥
渔 强化援外实施院重塑援外实施体制

按照当前援外管理体制改革进程袁 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在推进与引导援外实施方面存在需要加强的空

间遥 实际上袁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强化援外实施中至少面

临三个方面的挑战院第一是妥善野交接冶商务部的援外

实施职能袁第二是有效野接管冶援外实施的管理职能袁第
三是有力野协调冶其他部门的援外实施工作遥 只有落实

上述三个方面的实施工作袁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才能

有效落实其援外职能遥
第一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应当妥善野交接冶商务

部门的援外实施职能遥 商务部门的援外实施工作主要

可以分为中央商务主管部门直接实施的援外工作 渊如
签署政府间援助协议尧核准援外企业资质等冤尧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实施的援外工作 渊主要是配合商务部开展

援外工作袁如推荐地方企业申报援外资质袁推荐企业参

与招投标等冤以及驻外使馆经商参赞处的援外工作渊主
要是援外项目的协调与监督管理等冤遥 尽管叶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曳 中仅仅将商务部的援外决策与评价职能

野移交冶给了国际发展合作署袁但若不能妥善地将商务

部直接实施的援外管理工作进行同步野移交冶袁则势必

削弱援外决策与援外管理之间的联系袁 既可能影响援

外决策的制定袁也同样会影响援外政策的落实遥 因而袁
在后续的援外体制改革深化中袁 应当做好商务部援外

工作的移交部署工作遥
第二袁 商务部直属事业单位是援外项目实施的主

要管理部门袁 其中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主要负责援外

成套项目渊含技术合作项目冤的实施与监督工作袁具体

包括政府间成套项目的实施与管理 渊包括商定设计方

案尧签订实施协议或合同尧对外验收和移交等冤尧成套项

目承包企业资格与合同管理 渊包括援外成套项目投标

企业资格预审尧招标监督管理尧签订和管理援外成套项

目内部总承包合同尧监督检查合同执行等冤尧援外成套

项目预算编制与执行尧援外成套项目人员管理渊包括项

目实施队伍的考核和日常管理尧 专家队伍的建设和日

常管理等冤尧成套项目信息与资料管理渊包括成套项目

统计尧信息报送及技术资料管理工作等冤尧成套项目制

度建设渊制订援外成套项目执行管理规定尧操作规程和

管理实施细则等冤等事项遥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原先主要承担国际对华援助事宜袁 自 2008 年 12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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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对外援助一般物资项目立项后招标的组织尧决
标和实施管理工作袁 并承担相应的人员培训及紧急救

援物资的采购等工作袁 是我国对外援助实施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商务部培训中心是商务部直属的唯一

的教育培训机构袁负责全国援外培训协调管理尧援外培

训执行等工作袁是人力资源合作的重要实施机构遥
但是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存在一些问题袁 上述

三个部门在有条件统一援外实施管理的情况下而分散

处理援外事务袁有浪费行政资源之嫌袁因而今后整合援

外项目的实施管理部门尧 形成援外机构合力是一个大

的趋势遥 在原有的框架下袁由经济合作局专门执行援外

事务袁 将商务部下属的培训中心和交流中心的职能合

并到经济合作局袁 经济合作局组织并管理具体援外项

目是比较理想的方案遥 但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系商务

部直属事业单位袁国际发展合作署如无法接管该局袁则
同样容易增加援外综合管理与援外项目管理的协调难

度袁影响援外工作的实际效果遥 因而袁从当前的实际情

况出发袁可以考虑两种项目实施方案袁第一种是参照英

国国际发展部的做法袁 将援外具体项目实施的职能也

收归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袁 由国际发展合作署直接负

责具体援外项目的实施工作袁 这种做法能够保证援外

工作的效率袁但可能使国际发展合作署机构庞大袁且不

利于后续的监督评价遥 第二种是将援外机构整合后渊如
援外项目管理职能整合并入经济合作局冤袁将援外项目

实施机构划归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管理袁 这种模式在

一定程度上将野决策-实施冶相分离袁虽然会增加相应的

协调成本袁 但有利于国际发展合作署对项目实施管理

机构及援外项目的客观评价袁 目前许多国家采用了这

种模式袁我国也可以进行相应参考遥
第三袁是确保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能够有力协调其

他部门的援外职权遥 援外决策与援外实施从 野碎片冶到
野整合冶能够有效保证援外实效袁但援外实施并不可能完

全归于一个部门袁不同部门出于事权与专业原因必然需

要适度野分享冶援外实施职能袁多头实施下的援外战略实

现必然需要援外主管部门的协调遥 然而袁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袁与外交部尧商务部尧教育部

等传统的强势部门进行协调其效果难以得到保证遥 因

而袁国务院应确保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行政地位袁将国务

院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的秘书处或办公室设立于国际

发展合作署为其创设协调平台袁以保证国际发展合作署

具有充实的协调地位和充分的协调职能遥

隅 推动机构法定院依托援外立法明晰部门职权

援外管理机构的法定化不仅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

政的基本要求袁 同时也是援外职能顺利开展的基本保

障遥 法律制度对于体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袁通过对外援

助法律制度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袁 不仅能够明确各

个职能部门所主管的具体援外事项或者工作环节袁同
时也为今后实施政府绩效评价和追究部门责任提供法

律依据曰不仅能够明确政府部门的援外职权袁也可以避

免援外部门职能冲突尧职能交叉或者职能缺位的情况袁
也能有效改善部门各自为政尧多头援助的局面遥

我国近期立法都倾向于明确规定某一特定事项的

主管部门袁 并规定与该特定规制事项相关的其他主管

部门的职权袁这是我国立法技术的进步袁也体现了我国

法治化程度的提升遥 例如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曳
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中

医药管理工作袁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与中医药管理有关的工作袁 通过该条规定明确

了中医药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遥 该法第十四条关于中

医医疗机构设立与审批问题以及第十五条关于中医人

员的分类考核事项袁 廓清了中医药主管部门与卫生行

政部门的职能界限袁 尊重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

的主管职能袁 避免了中医药主管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

的职能冲突遥 此外袁该法第二十四条关于中药材质量监

测工作的规定尧 第三十条关于中药复方制剂药品批准

文号的规定尧第三十二条关于中药制剂品种配制尧使用

的监督检查等内容袁均涉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袁这三条

均明确了不同工作环节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管的

工作职责袁既避免主管或者监管职能重叠袁也可以有效

避免主管或监管职能缺位袁 使得各个职能部门可以各

司其职袁协调运作遥 再如新近通过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曳 也对部门之间的职权进行有效的确认

与协调遥
2007 年以来的十年间袁 全国人大已经有代表三度

提案提议制定叶对外援助法曳袁表明叶对外援助法曳已经

存在较强的现实需求遥 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通过文

件提出优化援外战略布局尧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尧
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尧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袁表明

对外援助存在的问题已不容回避袁需要制度提供良方遥
当前的援外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初步进展袁 但仍然

需要后续的深化和完善工作袁 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法

律制度的推动和确认遥 援外管理长期缺乏基础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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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依据袁 尽管近年来商务部出台了不少援外管理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袁 但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决定新

的主管部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需要对现有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系统进行梳理袁 在此过程中需要援外管理

立法的统筹与指导遥 援外管理立法的研究起草成为援

外制度发展的重要需求袁 援外机构法定化是协调援外

职能的基本依据袁因而袁可以考虑在今后制定叶对外援

助法曳时袁参照其他法律的做法袁明确对外援助的主管

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遥 在主管部门执行职务时袁如涉及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袁则应由叶对外援助法曳明确部门

间的职能界限袁从立法上避免职能交叉或冲突袁利用机

构法定化实现援外高效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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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袁我
国出现了一种新兴的经济现象要要要网红经济院 以一位

年轻貌美的时尚达人为形象代表袁 以红人的品味和眼

光为主导袁进行选款和视觉推广袁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

气袁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袁从而将粉丝转

化为购买力的一个过程遥 这种经济模式不仅影响了线

上销售的销售模式袁 也开始对普通餐饮业的营销模式

产生影响遥 最近袁我们所熟知的野喜茶冶的黄牛天价更是

作者简介院 李颖袁女袁上海杉达学院胜祥商学院市场营销系 2015 级学生遥 电子邮箱院 jane.lee2333@outlok.com

揖摘 要铱 在网络营销当道的如今袁如何通过互联网营销和战略管理进行餐饮业态升级袁成为广大餐饮业创

业者所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遥 笔者希望通过讨论商品经营结构尧店铺位置尧店铺规模尧价格政策尧销售方式尧销售服

务等经营手段袁讨论网红店的通常营销模式与管理战略遥 从而得出网红经济对传统餐饮业提出的新挑战的应对措

施袁以帮助广大餐饮运营从业者在新时代应对新危机遥
揖关键词铱 网红经济曰 网络营销曰 企业管理曰 发展战略

Abstract: Nowadays, how to upgrade the catering business through Internet marketing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key issue for entrepreneurs in catering industry. The author manages to discuss commodity business structure,
shop size, loc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price policy, sales mode, marketing service and so on so that those
marketing model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generally used in internet celebrity shop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help
the catering operators to cope with the new crisis in the new era, we can get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w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to the traditional catering industry.
Key Words: net celebrity economic; network market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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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认识网红经济的发展潜力袁 更让我们不得

不正视这个问题袁 网红经济对传统餐饮运营人员的未

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遥 因此袁本文想通过讨论目前较

为知名和成功的几家网红店的实例袁 深入探讨在网红

经济中袁餐饮营销和运营到底应该如何做袁企业的战略

管理又要何去何从的问题遥
一尧餐饮业的宏观环境分析

渝 高端餐饮受阻袁年轻化餐饮广受欢迎

中央野八项规定冶出台后袁公务接待尧公款消费直线

下降袁高端的餐饮形式越来越难以生存袁而年轻人的餐

饮需求由于刚性需求而增长比较稳定袁 成为推动整个

行业回温的主要力量遥
渔 野互联网+餐饮冶迅猛发展

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袁 传统餐饮行业也迅速利用

技术袁第三方线上餐饮平台表现突出袁如大众点评等出

现袁BTA 三大巨头也纷纷进入这个市场袁市场竞争已经

白热化袁微博尧微信营销系统的出现尧各类餐饮轻应用

渊app冤的诞生袁餐饮的线上业务占比远超线下遥
隅 大量餐饮品牌涌入商业综合体袁 但实际营收不

理想

近年来袁随着大型购物商场在中国各地以惊人的速

度发展袁餐饮行业无论大小品牌袁纷纷挤进商场遥由于餐

饮对客流量的巨大拉动优势袁新型商业综合体和购物中

心也迅速调整商业结构袁购物尧餐饮尧娱乐的比例格局通

常为 7院2院1袁如今已普遍形成了 5院3院2遥 但据调查袁80%
的商场餐饮都处于亏损状态袁 购物中心餐饮同质化尧供
大于求的局面让更多餐饮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遥

二尧餐饮业的微观环境分析

渝 连锁品牌经营是发展大势

中国的餐饮业的发展是从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连

锁品牌进入中国开始遥 而这二者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

连锁餐饮模式袁 连锁餐饮可以通过原材料统一采购配

送袁操作流程标准化等手段降低运营成本遥 因此连锁品

牌经营是发展的大趋势遥
渔 精品餐饮时代开启

在连锁品牌的前提下袁消费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遥
如今的连锁品牌袁不仅仅需要满足消费者便利的需求袁
更多的需要在装修尧选址尧菜单制定方面下功夫袁精品

餐饮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遥
隅 与科技结合袁餐厅智能化升级

随着互联网技术尧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袁很多餐厅

开始用高科技武装餐厅袁从线上推广尧点餐尧下单尧送菜

实现了自动化袁最终完成手机支付遥
智能化餐厅一方面可减少人工成本袁 提高餐厅效

率袁另一方面袁又能吸引顾客关注袁是一个非常好的营

销点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袁中国餐厅的智能化服务将有

更大的普及遥
三尧网红经济现状分析

据网易财经 2015 年野双十一冶过后的淘宝销售数据袁
一些知名的网红店铺在没有任何会场资源和流量倾斜的

情况下袁都实现了 2000 万至 5000 万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袁
成为了双十一女装类目最大的亮点遥 可即便不是双十一

助阵袁平日这些网红店一个月也能实现 500 万至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惊人销售额遥 即使这些销售额将被抽成袁预估

网红能够取得 5豫耀20%的销售分红袁也是一般民众难以想

象的收入袁由此推论网红数量于未来数年将继续激增遥

数据显示院2015 年移动互联网整体用户规模达

11.39 亿袁 其中移动视频应用用户规模 8.79 亿袁 占比

77.25%遥根据叶互联网周刊曳评选的 2015 年中国网红影

资料来源 院 中国网红经济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

势分析报告渊2017-2021 年冤

图 1 中国互联网消费急剧上升袁商机巨大

资料来源 院 中国网红经济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

趋势分析报告渊2017-2021 年冤 渊单位院万冤

图 2 网红的快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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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排行榜袁前 10 位的网络红人中袁有 4 位是以视频

或短视频方式进行传播活动的袁分别是 Papi 酱尧艾克

里里尧叫兽易小星和穆雅澜遥 其实通过排名我们不难发

现袁 这些网络红人自身就和线下或线上的商业息息相

关袁以王思聪为例袁他所代表的袁既有线上的熊猫直播袁
又有传统零售业的万达广场遥

截至 2016 年 4 月袁papi 酱微博粉丝 1154 万粉

丝尧秒拍粉丝 922 万尧美拍粉丝 178 万袁艾克里里微博

粉丝 648 万粉丝尧秒拍粉丝 612 万尧美拍粉丝 74 万袁
罗休休秒拍粉丝 46 万尧 美拍粉丝 216 万遥社交通讯类

软件和音乐视频类软件受欢迎程度位列第一和第三遥
数据显示袁 即时通讯类 APP 和在线视频 APP 在 2015
年全年高居月度覆盖人数第一和第二多遥 未来袁 轻图

文+视频结合的内容是大的趋势遥

根据 Go-Global 的统计资料袁中国是在线视频成长

潜力最大的国家袁2014 年的在线视频产值达 240 亿人

民币袁四年复合成长 达 65.4%袁预估 2018 年能达到 900

亿人民币袁每年仍以超过 35%的速度成长遥 然而这只是

网红经济的冰山一角袁网红带动的线下产业袁难以计量遥
四尧消费者心理分析

渝 猎奇

以野80 后冶和野90 后冶为代表的新食客猎奇心理很

明显袁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心遥 因此袁很多网红美食也

在食物的外观尧选料尧味道尧销售环境上推陈出新袁以满

足食客们的好奇心遥
渔 虚荣心

微信尧 微博等社交软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

部分袁我们越来越喜欢把生活分享在软件上袁被点赞或

评论满足着我们的虚荣心遥 网红美食是生活和网络上

的热点袁 而分享在社交网站有更多赞数恰恰满足了虚

荣心遥 某个美食在网上越受欢迎袁 人们越渴望尽快买

到袁但买到后第一反应是拿起手机拍照分享到朋友圈遥
隅 从众

对大众的模仿亦或是迫于跟大众保持一致性的压

力袁似乎没做别人做的事袁就是落伍遥 这就是从众心理袁
由于知觉尧判断尧认识受外界影响袁表现出符合公众舆

论的行为[1]遥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袁 把需求分成生理需

求渊physiological needs冤尧安全需求渊safety needs冤尧爱和

归属感渊love and belonging冤尧尊重渊esteem冤和自我实现

渊self-actualization冤五类袁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

排列遥 当今社会袁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饥饿问题袁因此

如今消费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了袁 所以出现

更高级的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2]遥
五尧网红店的产品经营结构构成要要要以 lady M为例

Lady M 始于 2004 年袁是源于美国纽约的高端甜品

品牌袁 以精湛的纯手工工艺打造的千层蛋糕而闻名遥
2017 年 9 月 Lady M 开始在上海经营门店袁开业第一天

就因为排队人数过多袁而被警察勒令停止营业遥
渝 Lady M 经营结构的特点分析

1. 符合东方食客的口味

Lady M 的老板 Ken 叔出生在夏威夷袁却有日美两

种血统袁创建 Lady M 的灵感源于他和外祖母的环日之

旅遥 虽然千层可丽饼 渊mille-cr俸pe冤 的故乡是法国袁但
Lady M 区别于传统西方甜点的重油重糖袁 以一种清新

脱俗的姿态袁在以华人为主的地区掀起风潮遥
2. 腔调十足

比起食物本身袁上海人更看重品牌所传达的理念袁

资料来源院中国网红经济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渊2017-2021 年冤

表 1 2015 年中国网红影响力排行榜前 10 位

视频网红占据 4 席

资料来源院 中国产业调研网

图 3 2015 年即时通讯和在线视频覆盖人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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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野腔调冶遥Lady M 则十分符合袁不显

山露水袁但暗藏乾坤遥 日式简约风袁略有距离感袁装修以

白色为主袁极尽素雅袁完全符合上海这个摩登大都市的

腔调遥
3. 产品设计

网红餐厅的路术袁视觉先于味觉遥 区别于美式甜品

的笨重和欧式甜品的花哨袁Lady M 有种和风式优雅袁分
量适中袁品相上乘遥 招牌千层可丽饼一层层叠起来袁层
次感赏心悦目遥

另外一款经典的 Checker 蛋糕袁表面是一层绵密的

巧克力 Shell袁内嵌方格图案袁有理科生般的精确感袁相
当野朋友圈友好冶遥

无论是清新怡人的抹茶千层袁 还是细腻浓郁的云

朵芝士袁配上一壶刚泡好的伯爵红茶袁在店内简洁纯白

装修风格的映衬下袁随手一拍都是情调遥
渔 与传统店铺渊85毅C冤对比

1. 装修

Lady M 的装修风格为纯白极简风遥 据此就可以和

普通的甜品店区别开来袁有营销文称其为野高级珠宝店

的风格冶 遥 而 85益的装修则是暖色调为主袁突出产品展

示和厨房袁其卖点就是触手可得袁物美价廉遥
2. 定位

两者的定位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了袁Lady M 的定位

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袁其消费能力强袁对价格不敏感袁
热衷于接受新鲜事物遥 而 85益的定位则是全年龄段袁突
出的特点是连锁门店多袁方便快捷袁价格实惠遥

六尧网红店的店铺位置选择要要要以 Line Friends 淮
海路旗舰店为例

2015 年在 SOHO 复兴广场开出中国内地首家常规

店的 Line Friends CAFE & STORE袁这也是该品牌旗下

第七家常规店遥 2016 年 11 月 18 日在淮海路开业的

Line Friends 旗舰店早在前几个月就已经有围挡广告展

示袁并且上面显示野coming soon 2016 summer冶遥与 SOHO
复兴广场 Line Friends CAFE & STORE 不 同 袁Line
Friends 淮海旗舰店则是首家以布朗熊的妹妹 CHOCO
为主题袁门店内更有 3 米巨型 CHOCO袁800 平方米的独

栋小洋楼里袁全是与 Line Friends 相关的产品遥 其不仅

售卖各式周边产品袁更推出主题韩式下午茶遥
淮海路的选址可以说的煞费苦心遥 淮海路位于上

海市中心人民广场区域袁 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

一袁是全上海公认的最美丽尧最摩登尧最有野腔调冶和情

调的一条街遥这家店位于淮海中路 666 号袁 Line Friends
淮海路旗舰店总面积为 800 平方米袁横跨三层袁是一

个独栋的小洋楼遥 这个选址非常抢眼袁宣传价值不言

而喻遥 其次周围是 Zara 和 H&M 等品牌的旗舰店袁并
没有直接竞争对手遥 最后袁其将这座独栋的小楼外观

刷成了其主题色袁远远看去十分醒目袁可以说是一个

巨大的广告了遥
七尧网红店的营销手法分析要要要以喜茶为例

喜茶创立于 2012 年袁原名野皇茶冶袁后因商标问题

在 2016 年初更名为野喜茶冶袁并在同年 8 月获得由 IDG
资本以及何伯权共同投资的超 1 亿元融资遥

在资本助力下袁喜茶开启了从广东向上海尧北京等

一线城市扩张的路径遥 喜茶上海来福士广场店火爆的

场面一度野逼冶得商场动用保安维持秩序遥 原价 20耀30
元一杯的茶饮袁被黄牛和代购炒到七八十元袁依然有人

买单遥 这家引起茶饮疯狂排队潮的喜茶上海首店最终

给出单日售出近 4000 杯的成绩单遥
目前袁喜茶在广州尧深圳尧上海尧佛山尧东莞尧中山等

地区有分店 63 家袁均为直营店铺遥
喜茶爆红的根本原因袁还是消费升级的驱动袁此外

居民收入的提高尧科学技术的进步袁都在潜移默化地改

变着民众的消费习惯袁影响着消费品市场遥 而喜茶从门

店布局尧产品品质袁到客户定位尧营销手段都经过精心

设计遥
从门店布局来看袁 喜茶店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一

线城市袁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尧经济发展程度高袁居民消

费水平较高遥 其中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袁集聚了

大量白领阶层袁生活节奏快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高袁是
奶茶品牌重点战略区域遥

从产品品质方面来看袁 在如今奶茶饮品大同小异

的环境下袁喜茶最有竞争力的当属茶底和配方遥 以目前

奶茶市场来说袁 粉末茶和奶精茶都得不到消费者的认

可袁 喜茶放弃了廉价的奶茶专用碎茶袁 而是提供乌龙

茶尧 茉莉绿茶等更为优质的茶底遥 相比传统奶茶店红

茶尧奶绿的品类袁还采用拼配茶方式袁提供金凤茶王尧四
季春等拼配茶底袁不仅起了具有传播噱头的名字袁而且

也起到了一定的配方保密作用遥
此外袁喜茶不再满足于仅为顾客提供购买的功能袁

更开拓了休闲社交功能遥 北京朝阳大悦城店占地面积

较大袁店铺内部设置了不少休闲区域袁买完奶茶后的顾

客可以在此饮茶社交遥 而黑金店的占地面积较小袁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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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平方米袁虽然店铺内设置了座位袁但大部分消费者还

是选择打包带走遥
而且袁喜茶也不再局限于年轻人聚集的场所袁早在

进入上海之前袁喜茶已经开始了品牌合作的尝试遥 通过

与深航进行合作的袁进入深航总部野hey tea to go冶活动袁
为早间机组人员送上热茶袁提升品牌好感度袁而且还与

酒店尧化妆品品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遥
网红店的诞生不是自发的袁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袁

网络红人尧网络推手尧新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

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遥 喜茶登陆上海后袁来福士广

场店等待时间少则半个小时袁多则七个小时袁黄牛加价

起码一倍以上仍野一杯难求冶遥
喜茶自称芝士奶盖茶的始祖袁独创了芝士奶盖袁除

了产品上的独创袁在营销上喜茶也不遗余力袁获得了融

资之后袁喜茶开始大范围投放软文广告遥 这方面袁喜茶

毫无保留地选择了拥抱新媒体袁尽最大的可能袁让喜茶

的名字出现在大家的朋友圈和微博里遥 以上海为例袁门
店尚未开业袁就已经把上海很多微信大号尧知名媒体统

统野砸冶了一遍遥 开业前三天买一赠一袁然后借助 7 小时

排队效应和消费者自发的晒图袁进行二次传播袁扩大影

响力遥
喜茶的一个标志性就是排队袁特别是开始的时候袁

只要有喜茶店的地方都会有排队的现象袁 当消费者开

始怀疑其排队真实性的时候袁喜茶已经红了遥 可以说袁
喜茶把排队做成了一种文化袁 通过不断宣传排几小时

长队袁反而更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遥 长队从哪里来

重要吗钥 显然不重要了袁重要的是我要去和大家一起排

队遥 喜茶这种野带入式冶的饥饿营销袁立竿见影地让排着

队的消费者转化为真金白银遥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袁当花费大量时间在排队上时袁

他们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超产品本身的价值遥 这一部分

多出来的成本袁需要产品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袁才能让

消费者感到满足遥 消费者对于这些食物袁恐怕并不在乎

味道好不好袁而是野这是网红袁我要拥有冶遥

八尧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三个网红品牌以及网红经济现状的分

析袁我们不难发现网红经济在年轻化餐饮的运营当中

已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袁甚至可以说袁年轻化餐

饮的运营就是依托网红经济进行的遥 但是我们也会从

中发现一些矛盾袁 例如网红的迭代更新速度极快袁而
传统的店铺无法跟上这样快到更新速度遥 再如袁网红

经济对茶饮甜品店铺的影响比较大袁但是对传统餐饮

店铺帮助就明显较弱遥 根据上述分析和参考文献袁得
出以下结论遥

网红经济对餐饮业的影响不可避免袁 但是其影响

就是一把双刃剑袁有利也有弊遥 一方面袁网红经济对一

些街边小店的生存产生了较大的挑战袁它们转型困难袁
规模小袁难以负担营销费用遥 另一方面袁大多数的餐饮

连锁店袁都可以利用网红效应提升自身的知名度袁例如

抖音带火的西安毛笔酥等等袁都是因为网红效应袁给传

统小吃带来了新生命遥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袁如何利用

网红效应网红经济更好地做营销和运营遥
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院
其一袁开放心态袁积极利用网络营销遥 一些传统的

老店铺往往不敢进行网络营销或者网络创新袁 担心会

不伦不类袁但是就目前的一些成功案例来看袁网络营销

对传统的老牌餐饮有很大的作用袁 可以帮助他们吸引

年轻的消费者袁传统老字号的产品经历时间的检验袁但
是往往营销理念落后袁网络营销的加入袁可以帮助他们

发现新机遇遥
其二袁 提升消费体验袁 提升经营服务的个性化水

平遥 在电子商务及网络营销的浪潮下袁一对一营销袁提
升服务个性化势在必行遥 当网红店推出定制服务大受

欢迎的时候袁传统餐饮自然也要跟随潮流遥
其三袁顺应全球化袁市场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域遥 随

着经济技术发展袁食客的胃口不再单一固定袁全球化在

餐饮市场也越加明显遥 来自美国的 Lady M 进入中国袁
却是日式风味遥 而传统的餐饮也应该学会野混搭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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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随着互联网上各种不同自媒体平台的百家争鸣袁短视频这一互联网内容传播方式逐渐吸引广大人

群的注目遥紧随其后的就是各类资本对于其中的投入袁通过短视频营销的方式促成产品或服务的推广遥该文对美即

面膜的营销案例进行分析袁围绕自媒体环境下短视频营销所产生的内容监管尧渠道匹配尧营销方法把控等问题进行

探析遥 通过分析美即面膜与 papi 酱合作推广的关注人数及年终财报所展示的相关信息袁发现这样的营销没有产生

相应的价值袁从而得出院应当对视频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核袁选择合适的投放渠道与匹配的视频作者有着积极的

作用遥
揖关键词铱 自媒体曰 短视频营销曰 内容营销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self-Media platforms on the Internet, short videos have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ollowed are the various types of capita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vestment so as to
promote products or services through the short video marketing mo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of the MG mask,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such as content supervision, channel matching, marketing method and so on arising from the short
video marketing under the We-Media environment. By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concerned and the relevant in鄄
formation displayed in the year-end earnings report, it is found that this marketing mode does not produce correspond鄄
ing value, it is concluded that video content should be audi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de鄄
livery channels and matching video authors play a positive role.
Key Words: We-Media; short video marketing; conten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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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袁 视觉消费的方式早已不再

局限于对文字图片的捕捉了袁 人们越来越对视频特别

是短视频给予更多关注遥 与此同时袁移动互联网的超速

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袁 致使在线视频的各类

基建也在不断完善袁 这使得在线观看的人们不仅能随

时随地使用视频作为消遣娱乐袁 而且达到了可以进行

更多实时互动的目标[1,2]遥 一个短视频随着互联网的不

断传递,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辐射面袁使得这个短视频

的受众可以遍布大江南北遥 人数多尧流量大袁自然带来

了广告主的青睐遥 诸如 papi 酱的 2200 万广告竞拍袁百
雀羚的四美不开心与过年不开心袁OPPO 推出的 叶周杰

伦的 2000w 个故事曳袁这诸多案例展现的就是人们对于

短视频广告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遥
一尧自媒体环境下短视频营销的背景与意义

自科技发展越发快速袁 视频的拍摄已经不再是以

前那样需要专业的相机才能做到的事情了遥 仅仅是一

部手机袁就能随时随地进行拍摄袁拍摄的后期制作也不

局限于电脑的 Flash 软件尧绘声绘影等专业软件遥 随意

进行搜索就可以发现上百款多种多样后期特效处理软

件袁从场景渲染到后期混音袁都可以在一块小小的手机

屏幕上完成遥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发布的报告袁 在 2017

年 12 月袁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袁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3,4]袁同时在 2017 年袁快手视频日均上传量为 1000 万

条袁抖音的日均播放量破 3.5 亿遥短视频发展的特色非常

鲜明袁前景也非常广阔袁电商与广告主蜂拥而至遥
广告主往往需要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推

广袁以达到提高销量尧提升品牌知名度尧扩大影响力等

目的遥 广告主向短视频进行投资袁运用短视频营销的方

法袁达到高额的转化率与变现能力[5,6]遥
二尧短视频在自媒体环境中的分析

渝 短视频行业的 SWOT 分析

从 S-O 类可以看出短视频行业前景可观袁 抓住了

年轻人的注意力就等于抓住了最大一笔财富遥 活力与

创新力在这一领域以层出不穷的方式展现袁 而政策的

整顿则保证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遥
从 W-O 类可以看出年轻人的活力展现袁然而这样

也会导致泥沙俱下的问题袁 需要更专业性的人才来进

行引导遥
从 S-T 类可以发现短视频的优势就在于短袁 短就

降低了高昂的网络费用袁 也由此与传统的长视频进行

了区分遥
从 W-T 类可以发现这两类内部与外部的因素将

决定短视频在未来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袁 是否有能力

在现有环境下袁展现更优质的内容袁以更多专业性知识

吸引更多的知识消费[7]遥
渔 短视频行业的供给分析

优势渊strengths冤 劣势渊weaknesses冤
1. 内容丰富 1. 泥沙俱下
2. 短小精悍 2. 缺乏深度与专业性
3. 娱乐贴近大众 3. 相似度高
4. 时间碎片化
5. 视频比图片更有吸引力

机会渊opportunities冤 威胁渊threats冤
1. 注意力稀缺 1. 成熟的长视频产业链
2. 客户群众多 2. 高额的网络费用
3. 客户年轻化
4. 覆盖面呈爆发式增长
5. 政策整顿

表 1 短视频行业的 SWOT分析

图 1 2016耀2020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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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展示的是近年的短视频行业市场规模及未来

预测袁 从中可以发现 2018 年的市场规模比 2016 年增

加了 6 倍不止遥 而未来的市场规模还将持续走高遥
同时在 2018 年 2 月袁联通发布的沃指数之移动应

用 APP 排行榜中袁活跃用户数排行榜前 20 位中的短视

频应用包括第九名的快手和第十二名的今日头条遥 除

此之外的视频应用软件包括第三名的腾讯视频袁 第六

名的爱奇艺视频和第十四名的优酷视频[9]遥 如此高的用

户活跃度袁使得短视频平台的提供越发增多袁也使得众

多使用者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遥
隅 短视频行业的需求分析

从图 2 可以发现在 2017 年这一年中袁短视频活跃

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袁2018 年 2 月在综合平台已经达到

了 4 亿的规模袁 庞大的用户群体有着较高的用户黏性

与忠诚度遥
根据今日头条创作者大会上所公布的相关信息袁

在 2016 年今日头条所有的短视频袁每则平均播放时长

1.62 分钟袁同时平均阅读时长 1.16 分钟遥在 2017 年袁张
一鸣公布袁 今日头条旗下所有短视频的播放量超 100
亿遥 2017 年 10 月袁今日头条与旗下的西瓜视频播放量

加起来达到日均 30 亿 [11,12]遥
三尧短视频营销的运用分析要要要以 papi 酱的美即

面膜为例

短视频是一块新生的价值洼地袁 众多的新企业新

理念在其中大展拳脚袁 各色短视频营销的方法与理念

层出不穷遥 而众多目光所集中的地方袁一定是广告主所

关注的地方[13,14]遥
2016 年 8 月 1 日袁papi 酱第一次接到广告袁来自美

即面膜的广告遥 这引起热议袁当时的微博获得了 1 万多

的点赞遥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贴片广告袁在当时就成为了

微博热议话题的第三名遥 这支广告并没有在太多平台

进行投放袁只在秒拍尧美拍尧爱奇艺尧搜狐尧优酷与腾讯

视频上投放袁在美拍上的点赞数达到了 25.8 万袁评论量

达到了 7198袁转发数达到了 7951曰在腾讯视频上的点

击率达到了 110.3 万遥 这是相当可观的数据袁通过百度

指数可以查询到野美即面膜冶关键词在 8 月 1 日当天的

搜索指数达到了 1356袁而在第二天袁8 月 2 日的搜索指

数也有 1305遥
自此袁美即面膜开始了后面 11 次的广告投放遥

图 2 中国移动短视频综合/聚合平台月度活跃用户规模[10]

日期渊2016冤 广告形式 美拍视频点赞数渊万冤
08 月 01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25.8
08 月 22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宣传新风尚活动
29.6

09 月 09 日 贴片和创意广告 21.2
09 月 12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25.9
09 月 23 日 贴片和创意广告 22.0
09 月 26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24.1
10 月 14 日 贴片尧口播和角标广告 16.2
10 月 17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19.4
10 月 21 日 贴片尧角标和创意广告 25.3
10 月 28 日 贴片尧口播和角标广告 23.4
10 月 31 日 贴片和口播广告 17.9
11 月 04 日

贴片尧创意和角标广告

转发抽奖活动
24.1

表 2 美即面膜广告投放时间及类型与点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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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美即面膜 4P 分析

1. 产品渊Product冤
美即面膜分为缤纷系列尧安瓶玻尿酸系列尧黑酵力

系列尧水光盈系列尧至安舒润系列遥
包装规格上有 6尧10尧20尧30尧40 片不等遥
荫 缤纷系列专注补水保湿遥
荫 水光盈系列针对蚕丝面膜质地遥
荫 至安舒润系列针对敏感肌遥
荫 安瓶玻尿酸系列专注玻尿酸保湿遥
荫 黑酵力系列针对清洁面膜遥
荫 流金丝语系列针对美白遥
荫 汉草理肤系列专注汉草理念遥
2. 价格渊Price冤

通过调查天猫官网与线下专卖店发现两边商品种

类并不重合袁同时价格上走的是亲民路线遥
3. 渠道渊Place冤
荫 淘宝/京东

荫 屈臣氏渊无冤
荫 百货与连锁超市渊无冤
荫 专营店渠道渊上海仅一家冤
价格混乱导致由曾经的全面开花到现今遍地飘零遥
4. 促销渊Promotion冤
荫 买一送一

荫 广告投放渊papi 酱冤
美即面膜的促销活动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了袁除

了日常的天猫上的买一送一袁 已经只有过去的和 papi
酱的广告合作了遥

渔 广告定位策划分析

抽样调查 papi 酱微博关注年龄段分布袁 可以发现

papi 酱的主要观众集中在 18-24 岁袁 从而使得美即面

膜的主要传播受众也集中在了这一年龄段遥
美即面膜的广告词有三种遥
荫 野美即面膜袁听说是超好用的面膜遥 冶

荫 野管你美不美袁就得让你美遥 冶
荫 野美即黑酵力面膜袁去污能力一级棒浴 冶
这里前两个主要运用了观念定位袁 向人们传递一

个美即面膜好用的概念袁 只是这个传递的效果并不理

想袁不仅是听说袁而且野好用冶和野美冶范围太广尧所指太

虚遥 直到黑酵力面膜袁明确表明了是一款清洁面膜袁以
去污能力为优点遥

隅 广告创意分析

9 月 9 日将美即面膜与教师节尧上学时的回忆两两

结合袁不仅如此袁还结合当时比较火热的话题袁将网络

热词编辑进去袁引起了更多的共鸣遥
9 月 23 日的创意广告立足于 papi 酱的受众袁 选择

以搞怪的形式进行放送袁 重点仍然集中于美即面膜新

产品黑酵力面膜的去污能力袁多次强调袁通过水平思维

的方向袁扩展了这一方面的趣味性遥
10 月 21 日的创意广告通过将面膜与许多人喜欢

玩网络游戏的方面进行结合袁 一边抨击着当前充斥在

网络上的网络暴力袁一边将美即面膜引入袁通过前后对

比袁表现出去野污冶的能力遥
11 月 4 日的创意是通过将美即面膜与主题 野我喜

欢你的方式冶相结合袁明确表示喜欢你袁就要为你野去
污冶遥 同时加入转发抽奖袁扩大话题性遥

予 结果分析

天猫官网价格 线下专卖店价格

缤纷系列院10 片装 45 元 缤纷系列院1 片装 10 元

水光盈系列院10 片装 69 元 流金丝语系列院1 片装 25 元

至安舒润系列院10 片装 69 元 无

安瓶玻尿酸系列院10 片装 79 元 无

黑酵力系列院10 片装 99 元 无

表 3 美即面膜类型与价格

图 3 papi酱微博关注年龄段分布情况

图 4 美即面膜 2016 年搜索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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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美即面膜 2018年搜索指数

在 2016 年 papi 酱做完美即面膜广告后袁以美即面

膜为关键字可以发现搜索指数呈现较高指数的情况袁
而在 2018 年现在再以美即面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却

发现指数已经跌破 1000遥
同时根据欧莱雅发布的 2016 年度财报显示袁美即

面膜在上半财年就共计亏损达到 15.8 亿元遥随后袁又有

第三方市场监测机构曝出美即面膜在 2016 年整年回

款不足 2 亿元的消息[15]遥
如此高流量低转化率袁 这样的短视频营销可以说

是失败的遥
四尧短视频营销的问题与建议

渝 短视频营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广告是视觉的盛宴袁哪里繁花似锦袁哪里就能吸引

到更多的目光遥 短视频正是一个聚集了众多用户注意

力的领域袁随着视频广告在其中的高速发展袁挑战也越

来越多遥
1. 短视频的内容泥沙俱下

以 UGC渊用户生产内容冤为主导的内容生产多数通

过野宠物冶野模仿冶野搞笑冶来博得点击量袁而除此之外的

信息则相对较少遥 对于短视频的 UGC 类视频袁仍然需

要短视频平台的引导袁使之朝向高质量发展遥
短视频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遥 现今各类短视频的

内容大多都是模仿已有的内容方式袁 过多的模仿就会

导致吸引力的下降袁需要创作群体的不断创新遥
短视频的技术方面仍然需要继续投入遥 人们会更

喜欢高清晰画质的视频袁未来更多需要的是高清晰度尧
高品质的视频内容遥同时若能与 AR 技术或 VR 技术等

相结合袁更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遥

2. 短视频营销的渠道匹配不易

短视频的作者是各广告主的投放渠道遥这些作者各

有各的目标受众袁这本是为细分人群打下基础袁但作者

与各种不同的自媒体交织融合袁 产生了非常大的复杂

性袁要对其进行监测袁进行调查袁才能瞄准适合的渠道遥
3. 短视频营销的方法需不断尝试

短视频不是传统的视频袁 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支撑

如传统广告般长篇大论的内容袁 同时也由于每个视频

有特别面向的群众袁 这不是一个能接受突兀的硬广的

地方袁如何寻找合适的方法与内容是需要不断尝试的遥
渔 短视频营销的建议

首要的是增加广告的变现能力与转化率遥 广告最

终的目标是为企业带来利益遥
针对短视频营销有以下建议院
1. 寻找 UGC尧PGC尧OGC 之间的平衡

UGC 将会带来更多的活跃客户袁 这是短视频行业

中最有生机的一股力量袁 而 PGC 渊专业生产内容冤与
OGC渊职业生产内容冤具有更高的专业性袁是短视频平

台的有效吸引手段袁需要精心维护遥 这三者间只有达到

完美平衡的时候袁 才能带来最优的变现能力与用户活

跃度遥
2. 选择合适的短视频制作者

针对自身产品的定位与目标市场袁 运用大数据选

择相应的短视频制作者袁了解他的关注者的群体印象袁
使两者相合袁达成深度营销效果遥

3. 监管短视频的质量

短视频的质量分为拍摄质量与内容质量遥 监管短

视频的拍摄与后期的质量袁 寻找特效与高清原画的平

衡袁并且审核短视频内容的质量遥
尝试与多平台进行互动袁 不同平台所支持的播放

功能与辅助功能有所区别袁 具有弹幕与倍速等效果的

平台会比单一播放功能的平台更有优势遥 只有本身的

创意尧创新更好袁才能吸引来更多的用户遥
4. 更多地选择内容营销与原生广告的模式

观众对于视频中插入广告有一个评价为 野防不胜

防冶遥 将广告与视频本身相融合袁能够顺其自然地互相

表现衬托袁不仅能使产品深入人心袁还能建立良好的品

牌形象遥

戈贲睿 自媒体环境下短视频营销问题探析

119窑 窑



No.32018
揖参考文献铱

[1] 于欧洋,杨芳,杨瑞瑞.移动短视频营销方式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6,12:343.
[2] 张书乐.短视频能成为企业营销下一个风口吗钥 [J].创业邦,2017,9:14-16.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2018.
[4] 韩喜君.网络视频营销形式及发展趋势分析[J].电子商务,2012,12:32-33.
[5] 于佳琳.自媒体时代的广告营销研究[J].科技传播,2014,24:90-91.
[6] 苏落.短视频院移动营销未来野标配冶[J].成功营销,2014,9:86.
[7] 肖明超.知识短视频来了,品牌如何玩转野知识营销冶钥 [J].新营销,2018,2:12-15.
[8] 艾瑞咨询.2017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DB/OL] .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712/3118.shtml,2017-

12-29.
[9] 2018 年 2 月沃指数之移动应用 APP 排行榜[DB/OL].2018-02-23.
[10] 易观.中国短视频行业年度盘点分析 2018[DB/OL].https://www.analysys.cn/analysis/8/detail/1001248/,2018-

03-23.
[11] 今日头条赵添院短视频不是更短的视频袁而是次世代的图文[EB/OL].

http://www.sohu.com/a/123851702_467142,2017-01-09.
[12] 张一鸣演讲全文院今日头条短视频总播放量超 100 亿 [EB/OL]. http://tech.qq.com/a/20171122/018251.htm?

iosapp,2017-11-22.
[13] 林凯怡.短视频广告在电子商务营销中的应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8:134-135.
[14] 孙晓. 2018 年短视频营销趋势[J].商业观察,2017,12:21-22.
[15] 美即面膜半年亏 15 亿 欧莱雅还要当几次冤大头钥 [EB/OL]. http://finance.china.com/industrial/11173306/

20170329/30369287.html,2017-03-29.

Ge Benrui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hort Videos as an Advertising Marketing Mode Under the We-media Environment

120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