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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号： 309010034 
英文名称：Higher Mathematics(一) 
授课对象：经济学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专业 
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高等数学(一)是我校本科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

程，它内容丰富，学时较多，其任务是既要为经管类专业后继课程提供基本的数学工具，又要培养

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本课程以一元微积分学为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微积分研究的对象—函数以及微积分研究的重

要基础—极限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元函数微积分学的导数、微分、不定积分、定积分、广义积

分的概念和理论。教学重点放在“掌握概念，强化应用，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上,通过教学要实现传

授知识和发展能力两方面的目的，能力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高等数学课程既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

和工具课，更是一门素质课。在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及学生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有重点地营造有利于学生能力发展的氛围，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逐步培养学生的

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特别是注意培养学生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授课方法： 
高等数学(一)是一门形数结合的数学学科，在讲解过程中，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多用图形和实

例引入来说明和描述微积分中的一些主要定义和概念。用问题驱动法逐步展开教学,把学生吸引到

教学内容中去, 并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在讲授传统内容时，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

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说明：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

解”、“会”等词表述。 
教材：微积分  赵树螈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核方法：采用闭卷考试，以百分制评定成绩。平时成绩 20%,期末成绩 80%. 
(60 学时，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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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函  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培养学生的函数意识,利用函数的理论分析问题中变量间的关系. 
1．理解函数概念，掌握求函数的定义域、表达式及函数值的方法，并掌握作出简单分段函数

的图像的方法； 
2．理解函数的单调性、奇偶性、有界性和周期性，掌握判断所给函数的几何性质的方法。 

3．理解函数 ( )y f x= 与其反函数 ( )1y f x−= 之间的关系，掌握求单调函数的反函数的方法。 

4．理解复合函数概念，掌握初等函数的复合与分解运算过程，掌握求复合函数的定义域的方

法，了解初等函数与分段函数的复合运算过程； 
5．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简单性质及其图像，掌握初等函数概念，掌握判断一个函数是否为初

等函数的方法。 
6．掌握建立常用经济实际问题的函数关系的方法。 
本章的知识点：函数的概念及表示  函数的有界性、单调性、周期性和奇偶性  复合函数、反

函数、隐函数、分段函数  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初等函数  简单应用问题函数关系的建

立 
重点：函数概念、函数的几何特性、反函数的概念和计算、复合函数的概念及运算、初等函数 
难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 
学时分配：2×2=4 

第一节  集  合 

集合是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在现代数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集合的概念 
1．集合，元素 
2．集合具有确定性 
（二）表示方法 
1．列举     2．描述     3．文氏图 
（三）全集与空集 
1．全集   U 或Ω 具有相对性 
2．空集     Φ   区别{0}和{Φ} 
（四）子集 

, ,a A a B A B∀ ∈ ∈ ⊂有 则  

性质：1． A A⊂  
2． AΦ ⊂  
3． , ,A B B C A C⊂ ⊂ ⊂若 则  
（五）集合的运算 

1．并 { | }A B x x A x B∪ =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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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 ( ) { | }A B AB x x A x B∩ = ∈ ∈且  

3．差  { | }A B x x A x B− = ∈ ∉且  

4．补集  { },A x x U x A′ = ∈ ∉  

（六）集合的运算律 
1 交换律： A B B A A B B A∪ = ∪ ∩ = ∩  

2．结合律  ( ) ( ) ( ) (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 = ∪ ∪ ∩ ∩ = ∩ ∩  

3．分配律  ( ) ( ) ( ) ( ) ( ) ( )A B C A C B C A B C A C B C∪ ∩ = ∩ ∪ ∩ ∩ ∪ = ∪ ∩ ∪  

4．狄 摩根律  ( ) ( )A B A B A B A B′ ′′ ′ ′ ′∪ = ∩ ∩ = ∪  

（七）集合的笛卡尔积： {( , ) | , }A B x y x A y B× = ∈ ∈  

第二节  实数集 

在中学数学课程中，我们知道实数由有理数与无理数两大部分组成。每一个有理数都可用分数

形式
p
q
（ ,p q为整数， 0q ≠ ）表示，也可用有限十进小数或无限十进循环小数表示；而无限十进

不循环小数则表示一个无理数。 
1．实数与数轴       2．绝对值           3．区间 
4．邻域 
设 a 与δ是两个实数，且δ>0，数集{x||x-a|<δ}称为点 a 的δ邻域。点 a 叫做这个邻域的中心,

δ叫做这个邻域的半径。记作 Uδ(a)={x||x-a|<δ}. 
Uδ

o(a)={x|0<|x-a|<δ}称为点 a 的去心δ邻域（或空心邻域）。 

第三节  函数关系 

（一）关系 
任意两个集合之间都可以建立关系 
（二） 函数定义 
1．定义   若 D 是一个非空实数集合，设有一个对应规则 f，使每一个 x∈D，都有一个确定

的实数 y 与之对应，则称这个对应规则 f 为定义在 D 上的一个函数关系，或称变量 y 是变量 x 的函

数。y=f(x)，x∈D。x 称为自变量,y 称为因变量,D 或 D(f)称为定义域,Z 或 Z(f)称为值域 
2．函数图形 
3．研究一个函数必须知道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对应规则以及函数定义域 
（三）多值函数 
1．单值函数      2．多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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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函数表示法 

（一）公式、表格和图形 
（二）分段函数   函数在其定义域的不同部分用不同的公式表达。 
1．绝对值函数     2．符号函数      3．取整函数 
4．Dirichlet 函数      5．Riemann 函数 
（三）隐函数 
1．函数因变量可以用自变量表达式表示出来，称为显函数。 
2．函数的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对应规则是用一个方程 F(x,y)=0 表示的，称为隐函数。 

第五节  建立函数关系的例题 

为了解决应用问题,先要明确问题中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根据题意建立变量的关系等式,即给

出问题的数学模型,应用问题的定义域的确定,除了考虑函数的解系式外还要考虑变量在实际问题中

的含义. 后对所得的解进行合理性解释. 

第六节  函数的几种简单性质 

一、函数的奇偶性 

(一)函数的奇偶性定义 
1．偶函数 

定义：设函数 ( )y f x= 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即当 x D∈ 时， x D− ∈ ,如果对于定义域 D

中的任意 x ,均有 ( ) ( )f x f x− = 则称 ( )f x 为偶函数. 

偶函数图形关于 y 轴对称. 
2．奇函数 

定义：如果对任意的 x D∈ ，均有 ( ) ( )f x f x− = − ,则称 ( )f x 为奇函数. 

奇函数图形关于原点对称. 
(二)函数奇偶性的有关命题 
命题 1：两个偶函数之积是偶函数。两个奇函数之积是偶函数。一个奇函数与一个偶函数之积

是奇函数。 
命题 2：设 f(x)是定义在对称区间(-l,l)上的任意函数，则 f(x)+f(-x)是偶函数，f(x)-f(-x)是奇函

数。 
命题 3： 若函数 y=f(t)，t=g(x)的奇偶性不同，则其复合函数 y=f[g(t)]必为偶函数；若奇偶性

相同，则其复合函数 y=f[g(x)]与 f(x)具有相同的奇偶性。 
命题 4：定义在区间(-l,l)上的任意函数可以表为一个偶函数与一个奇函数的和。 
命题 5：定义在区间（-l,l）或全体实数上的不恒等于零的函数为非奇非偶函数的充要条件是它

可表为一个奇函数与一个偶函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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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期性 

(一)周期函数定义 
定义： 设函数 y=f(x), x∈D,如果存在不为零的实数 T，对于每一个 x∈D，都有 x+T∈D,且总

有 
f(x+T)=f(x) 
则称 y=f(x)为周期函数，称 T 为 f(x)的周期. 若 T 为函数 f(x)的一个周期，则 kT(k∈Z)也是 f(x)

的周期. 通常我们说周期函数的周期指的是函数的 小正周期. 
(二)性质 
（1）若 T 为 f(x)的周期，则 f(ax+b)的周期为 T/|a| 
（2）若 f(x),g(x)均是以 T 为周期的函数，则 f(x)±g(x)也是以 T 为周期的函数 
（3）若 f(x),g(x)分别是以 T1,T2 为周期的函数，T1≠T2，则 f(x)±g(x)是以 T1,T2 小公倍数为周

期的函数。 

三、函数的单调增减性 

(一)函数增减性的定义 
1．单调递增 

设函数 y=f(x)在区间 I 内有意义，对于区间 I 内任意两点 x1,x2 当 x1<x2 时，函数 y=f(x)满足

f(x1)<f(x2),则称函数 y=f(x)在区间 I 内单调增加. 

2．单调递减 

如果函数 y=f(x)在区间 I 内有定义，对于区间 I 任意两点 1, 2x x 当
1 2x x< 时，函数 y=f(x)满足

1 2( ) ( )f x f x> ,则称函数 f(x)在区间 I 内单调减少. 

(二)函数单调性的判定 
(三)函数单调性的有关命题 
1．严格单调函数的图像与任意平行于横轴的直线至多有一个交点。 
2．严格单调函数必有反函数，并且严格递增（递减）函数的反函数也必是严格递增（递减）

的。 

四、有界性 

定义：设函数 f(x)在区间Ｉ上有定义，如果存在一个正数Ｍ，对于所有的 x∈I,对应的函数值 f(x)
恒有|f(x)|≤M  成立，则称函数 f(x)在 I 内有界，如果这样的正数 M 不存在，则称函数 f(x)在 I 内
无界。 

注意：同一函数在自变量的不同范围上的有界性不一定相同 

第七节  反函数 复合函数 

一、反函数 

(一)反函数的定义 
1．定义：已知函数 y=f(x)，x∈D。若对于值域 f(D)中每一个值 y0，D 中有且只有一个值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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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f(x0)=y0，则按此对应法则能得到一个定义在 f(D)上的函数，称这个函数为 f 的反函数。 
2．定义域与值域之间是一一对应关系 
(二)反函数的求法及其定义域的确定 
先从方程 y-f(x)=0 中解出 x，得到用 y 表示 x 的式子 x=f-1(y)，然后将 x 与 y 互换，得所求函数

的反函数。反函数的定义域为直接函数的值域。 

二、复合函数 

(一)复合函数的定义 
定义  设函数 y=f(u)，若函数 u=g(x)的值域与函数 y=f(u)的定义域有相交部分时，那么函数 f 

[g(x)]称为复合函数. 记作：y=f(g(x))或 y=(f g)(x). 
f 称为外函数，g 称为内函数，x 为自变量，u 为中间变量. 

第八节  初等函数 

一、初等函数 

（一）基本初等函数 
基本初等函数包括：常数函数，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这些

函数的简单性质和图形. 
(1) 常数函数 
函数 y=c(c 为常数)称为常数函数，常数函数的定义域为一切实数，其图形是一条平行于 x 轴

的直线 
（2）幂函数 

函数 y xμ= (μ为常数)称为幂函数。 

(3)指数函数 

函数 xy a=  (a>0,a≠1,a 为常数)称为指数函数，其定义域为（-∞，+∞），值域为（0，＋∞）. 

当 a>1 时，函数严格单调增加; 当 0<a<1 时，函数严格单调减少. 函数的图形都过（0，1）点， xy a=

与 xy a−= 图形关于 y 轴对称. xy e= 是工程上常用的指数函数，常数 e=2．7182818… 

（4）对数函数 

指数函数 xy a= 的反函数。 ay log x=  (a>0,a≠1)称为对数函数。其定义域为（0，＋∞）,值

域为（-∞，+∞）.当 a>1 时，函数严格单调增加;当 0<a<1 时，函数严格单调减少，函数图形都过

（1，0）点.以 e 为底的对数称为自然对数，记作 y ln x=  
（5）三角函数 
正弦函数： siny x= .定义域为（-∞，+∞），值域为〔-1，1〕，它是以 2π为周期的有界的

奇数函数 
余弦函数：y=cosx.定义域为（-∞，＋∞），值域为〔-1，1〕，它是以 2π为周期的有界的偶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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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切函数：y=tanx.定义域为 X≠Kπ＋ 2
π

，即（Kπ- 2
π

，Kπ＋ 2
π

）（K=0,±1,±2…）,它是

以π为周期的单调增加的奇函数（在一个周期内） 
余切函数：y=cotx.定义域为 X≠Kπ,即（Kπ，（K+1）π）（K=0，±1,±2…），它是以π

为周期的单调减少的奇函数（在一个周期内） 

此外，还有正割函数 y=secx= 1
cos x

 和余割函数 y=cscx= 1
sin x

，其图形和性质从略。 

（6）反三角函数 

反正弦函数： y arcsin x= ,定义域为〔-1，1〕，值域为〔-
2
π

，
2
π

〕，有界，单调增加，奇

函数，它是正弦函数 y=sinx(当-
2
π

≤x≤
2
π

时)的反函数. 

反余弦函数： y arccos x= .定义域为〔-1，1〕，值域为〔0，π〕，有界，单调减少，它是余

弦函数 y=cosx(当 0≤x≤π时)的反函数. 

反正切函数：y=arctanx 定义域为（-∞，+∞），值域为（-
2
π

≤x≤
2
π

时）。有界，单调增加，

奇函数，它是正切函数 y=tanx(当-
2
π <x<

2
π

时)的反函数. 

反余切函数： coty arc x= 定义域为（-∞,+ ∞），值域为 (0, )π .有界，单调减少，它是余切

函数 coty x= （当0 x π< < 时〉的反函数. 
（二）初等函数 
由基本初等函数经过有限次的四则运算和复合能用一个式子来表示的函数。高等数学讨论的函

数主要是初等函数. 

二、经济中的常用初等函数 

(一)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 
1．需求函数  Q=Q(P)      P>0 
Q——对商品的需求量，P——商品的价格 
一般来说，需求量随价格上涨而减少，通常需求函数是价格的单调减少函数。 
（1）线性需求函数     Q=a-bP,  a≥0, b≥0 
（2）二次曲线需求函数      Q=a-bP-cP2, a≥0,b≥0,c≥0 

（3）指数需求函数  Q=Ae-bP, A≥0, b≥0 

2．供给函数（供应函数） 
商品价格对商品供给量的影响     S=S(P) 
一边，商品供应量随商品价格上涨而增加，因此商品供给函数 S 是商品价格 P 的单调增加函

数。 
3．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密切相关，将两条曲线画在同一坐标系中，其交点（P,Q），P 为均衡

价格，Q 为均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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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函数 

1．在短时间内不发生变化或不明显地随产品数量增加而变化的，称为固定成本。C1 

2．随产品数量的变化而直接变化的部分，称为可变成本。C2，是产品数量 q 的函数 C2=C2(q) 
总成本 C=C(q)=C1+C2(q) 
(1)线性总成本    C(q)=C1+cq 
(2)二次成本      C(q)=a+bq+cq2 
(3)三次成本  C(q)=k0+k1q+k2q2+k3q3 

四、收益函数与利润函数 

1．收益函数 
总收益  销售者售出一定数量 q 商品所得的全部收入。记为：R(q) 
2．利润函数 
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的总收入与总成本之差就是总利润。L=L(q)=R(q)-C(q) 
3．盈亏分析 

第九节  函数图形的简单组合与变换 

函数图形的基本变换： 
1．叠加    2．翻转    3．放缩    4 平移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一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下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数学复习指南（经济类、考研数学系列）        陈文灯主编 
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                     张顺燕主编 
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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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极限与连续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以及连续的概念，理解极限和连续的性质，

掌握极限的运算，掌握函数连续性的讨论。 
1．理解数列极限的直观定义，掌握数列极限的性质。 
2．理解函数极限的直观定义，掌握函数极限的性质。 
3．理解无穷大量与无穷小量的概念，掌握无穷大量与无穷小量的关系和性质。掌握无穷小量

的阶的比较方法。 
4．熟练掌握极限运算法则和计算方法。 
5．了解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夹逼定理、单调有界数列必有极限）掌握第一重要极限的证明，

了解第二重要极限的证明方法，能熟练的应用两个重要极限计算函数的极限。 
6．理解函数在某点连续，在（a、b）上连续，以及在[a、b]上连续的概念。了解函数间断的概

念。理解连续函数的性质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7．熟练掌握函数的间断点的计算。 
8．掌握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以及简单的证明。 
本章的知识点：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的定义及其性质  函数的左极限和右极限   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的概念

及关系  无穷小量的性质及无穷小量的比较  极限的四则运算  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单调有界准

则和夹逼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0

11 1
x

x x

sin xlim , lim e
x x→ →∞

⎛ ⎞= + =⎜ ⎟
⎝ ⎠

   函数连续的概念   函数间断

点的类型  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重点：极限的性质和运算法则、两个重要极限的应用  函数的连续性讨论 
难点：函数极限的概念   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和两个重要极限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及

应用 
学时分配 6×2=12 

第一节  数列的极限 

一、数列极限 

（一）数列 
1．定义：一个定义在正整数集合上的函数 yn=f(n)（称为整标函数），当自变量 n 按正整数 1，

2，3，……依次增大的顺序取值时，函数值按相应的顺序排成一串数：f(1), f(2),…,f(n),…称为一个

无穷数列，简称数列。 
2．数列的单调与有界 
（二）数列的极限 
1．数列极限的 ε—N 定义： 

设{xn}是一个数列，a 是一个确定的数，若对于 0, ,Nε∀ > ∃ ∈Ν  使得n N>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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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 | |nx a ε− < ，则称数列{xn}收敛于 a，a 称为它的极限。 

记作： lim nn
x a

→∞
= 或者 ( )nx a n→ →∞ . 

2．注意：（1）ε的任意性。ε的作用在于衡量 xn和 a 的接近程度。 
（2）N 的相应性。N 依赖于 ε，但并不是由 ε唯一确定。 
3．几何意义：所有下标大于 N 的 xn都落在 a 的 ε邻域内，而在这个邻域之外，至多有 N（有

限）个项。 

二、数列极限的性质定理 

定理 1  （唯一性）若数列{xn}收敛，则它的极限值是唯一的。 
定理 2  （有界性）若数列{xn}收敛，则它为有界数列。 
定理 3   数列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其任意子列都收敛并且具有相同的极限。 

第二节  函数的极限 

数列是一个特殊的函数，若将其定义与从自然数 n 扩充到整个实数域 R ，则数列 na 就是一般

意义的函数 ( )f x 。以下考察两种情况：当 x 的绝对值无限增大时，函数值的变化趋势;当 x 逐渐趋

向点 0x 时，函数值的变化趋势。 

一、当 x →∞时，函数 f(x)的极限 

1．定义   设 f 为定义在 ( ),−∞ +∞ 上的函数，A 是一个定数，若 

0 0, Mε∀ > ∃ > ,使得当 x M ,> 时,恒有 ( )f x A ε− <  

则称函数 f 当 x 趋于正无穷时极限存在并以 A 为极限。记作： lim ( )
x

f x A
→∞

=  

2．几何意义：当 x M> 时，都有 | ( ) |f x A ε− < ，表示在直线 x M ,x M= − = 的两侧，曲

线 y=f(x)整个地落在以 y=A 为中心，2ε为宽度的带型区域内。 

类似地可定义 ( ) ( )
x x
lim f x A, lim f x A
→+∞ →−∞

= =  

3．定理： lim ( ) lim ( ) lim ( )
x x x

f x A f x f x A
→∞ →+∞ →−∞

= ⇔ = =  

4．水平渐近线 

定义：若 lim ( )
x

f x A
→+∞

= 或者 lim ( )
x

f x A
→−∞

= ，则称 

直线 y=A 是曲线 y=f(x)的水平渐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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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 0x x→ 时，函数 f(x)的极限 

1．定义   如果 0, 0ε δ∀ > ∃ > ，使得当 00 | |x x δ< − < 时， | ( ) |f x A ε− < 恒成立，则称当

0x x→ 时，函数 f(x)以常数 A 为极限。 

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或者 0( ) ( )f x A x x→ →  

2．说明：（1）ε刻画 f(x)与常数 a 的接近程度，δ刻画 x 与 x0 的接近程度。 

（2） 00 | |x x δ< − < ，不考虑 f(x)在 x0处是否有定义。 

3．几何意义： 
对于任意给定的正数ε ,不论ε 多么小,即不论 y=A-ε 与 y=A+ε 间的带形区域多么狭窄,总可以

找到 δ >0,当点(x,f(x))的横坐标 x 进入 ( ) ( )0 0 0 0x ,x x ,xδ δ− ∪ + 时 ,纵坐标 f(x)全部落入区间

( )A , Aε ε− + 之内.此时,y=f(x)的图形处于带形区域之内,ε 越小,带形区域越窄. 

三、左右极限（单侧极限） 

1． 00 x x δ< − < ，x 大于 x0 而 x 趋于 x0，即 x 从 x0的右侧趋近于 x0，用 0x x +→ 表示，此时

A 为函数 f(x)在 x0 点的右极限。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00 x x δ< − < ，x 小于 x0而 x 趋于 x0，即 x 从 x0的左侧趋近于 x0，用 0x x −→ 表示，此时 A

为函数 f(x)在 x0 点的左极限。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2．定理    
0 0 0

lim ( ) lim ( ) lim ( )
x x x x x x

f x A f x f x A
+ −→ → →

= ⇔ = =  

四、函数极限的局部性质 

（1）定理 1  （唯一性）  若
0

lim ( )
x x

f x
→

存在，则它只有一个极限。 

（2）定理 2  （有界性） 

若
0

lim ( )
x x

f x
→

存在，则存在 x0 的某个空心邻域，使得 f(x)在该空心邻域内有界。 

（3）定理 3  （保号性） 

若
0

lim ( ) 0 ( 0)
x x

f x A o r
→

= > < < ，并且则对任意正数 (0 | |)r r a< < ，都存在 x0 的空心邻域

Uo(x0)，使得 0( )ox U x∀ ∈  恒有 ( ) 0( ( ) 0)f x r f x r> > < − < 。 

（4）定理 4  （不等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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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0

lim ( )
x x

f x
→

与
0

lim ( )
x x

g x
→

皆存在，且存在 x0的某空心邻域 Uo(x0,δ)，使得 0( , )ox U x δ∀ ∈ ，有

( ) ( )f x g x≤ ，则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 →

≤ 。 

（5）定理 5  （迫敛性） 

若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A
→ →

= = ，且存在 x0 的某空心邻域 Uo(x0,δ)，使得 0( , )ox U x δ∀ ∈ ，有

( ) ( ) ( )f x h x g x≤ ≤ ，则
0

lim ( )
x x

h x A
→

= 。 

第三节  变量的极限 

把数列 f(n)及函数 f(x)概括为“变量 y”,把 0n ,x ,x x→∞ →∞ → 概括为“某个变化过程中”,

那么,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可概括为变量的极限 

一、变量极限 

(一)定义：对于任意给定的正数ε ,在变量 y 的变化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以

后, y A ε− < 恒成立,则称变量 y 在此变化过程中以 A 为极限.记作 lim y A= . 

这里的极限定义和记号概括了两种变量,f(n)和 f(x),在三种变化过程中,即 f(n)在 n →∞时及 f(x)

在 x →∞或 0x x→ 时的极限问题. 

(二)变量极限的符号使用 
若对两种变量、三种过程均适用的定义、推理或规律性结论可使用通用记号 lim y a= ,但是变

量 y 已给出具体函数,则不能使用通用记号. 

二、有界性定理 

(一)变量有界的定义：变量 y 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如果存在正数 M,使得变量 y 在某一时刻之后,

恒有 y M≤ ,则称 y 在那个时刻之后为有界变量. 

(二)定理：如果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变量 y 有极限,则变量 y 是有界变量. 

第四节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一、无穷大量 

1．定义：如果对于任意给定的正数 E,变量 y 在其变化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

以后,不等式 y E> 恒成立,则称变量 y 是无穷大量,或称变量 y 趋近于无穷大. 

记作 lim y = ∞  
说明：（1）无穷大量不是很大的数，而是具有非正常极限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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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 f(x)为 0x x→ 时的无穷大量，则 f(x)为 U(x0)上的无界函数。反之，无界函数不一定

是无穷大量。 

2．定义：如果 f(x)当 0x x+→ 或 0x x−→ 时为无穷大量，则称直线 x=x0 为曲线 y=f(x)的铅

直渐近线。 

二、无穷小量 

(一)无穷小量的定义 

1．定义：若在自变量 x 的某个变化过程中 lim 0y = ，则称函数 y 为 x 在该变化过程中的无

穷小量。 
2．注意：谈到无穷小量时必须指明自变量的变化过程。 
(二)无穷小量与极限的关系 
定理：变量 y 以 A 为极限的必要充分条件是：变量 y 可以表示为 A 与一个无穷小量的和. 

即：在某个自变量的变化过程中 lim y A= 的充要条件是 ( )y A xα= + ， ( )xα 是在该自变量

变化过程中的无穷小量。 
(三)无穷小量的性质： 
定理 1：有界变量与无穷小量的乘积为无穷小量。 
推论 1  常量与无穷小量的乘积为无穷小量。 
推论 2  有极限的量与无穷小量的乘积为无穷小量。 
(四)无穷向量与无穷大量的关系 
定理   在变量 y 的变化过程中 

(1)如果 y 是无穷大量,则
1
y
是无穷小量; 

(2)如果 y(≠0)是无穷小量,则
1
y
是无穷大量; 

(五)无穷小量阶 
无穷小量是以零为极限的变量，但收敛于零的速度有快有慢。为此，考察两个无穷小量的比以

便对他们的收敛速度作出判断。 
设 ,α β 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无穷小量. 

（1）若 0limα
β
= ，则称α为比β高阶无穷小量，或称β为比α低阶无穷小量,记作： ( )oα β=  

（2）若 0lim cα
β
= ≠ ，则称α与β为同阶无穷小量。记作： ( )Oα β=  

（3）若 1limα
β
= ，则称α与β为等价无穷小量。记作：α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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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极限的运算法则 

一、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 

(一)定理 1：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如果变量 x和变量 y分别以A与B为极限,则变量 x y± 以 A B±

为极限,即有 

( )lim x y lim x lim y A B± = ± = ±
 

推论 1：两个无穷小量的代数和仍为无穷小量. 

(二)定理 2：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如果变量 x 和变量 y 分别以 A 与 B 为极限,则变量 xy以 AB 为

极限,即有 

( )lim xy lim x lim y AB= =
 

推论 1：两个无穷小量的乘积仍为无穷小量 
推论 2：常数因子可以提到极限符号外面,即 
limcy c lim y=  
推论 3：如果 n 是正整数,则 

(1) ( )nnlim x lim x=  

(2) ( )
1 1
n nlim x lim x=  

(三)定理 3：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如果变量 x 和变量 y 分别以 A 与 B(≠0)为极限,则 

变量
x
y
以

A
B

为极限,即有
x lim x Alim
y lim y B
= =  

二、极限计算方法 

(一)直接利用法则 
(二) 当 x →∞时，若分子、分母均趋于∞，则上、下同除以 x 的 高次幂，再用法则 

一般地，当 x →∞时，有理公式 0 0( 0, 0)a b≠ ≠ 的极限有以下结果： 

0

01
0 1

1
0 1

,

...lim 0,

...
,

n n
n

m mx
m

a n m
b

a x a x a n m
b x b x b

n m

−

−→∞

⎧ =⎪
⎪+ + + ⎪= <⎨+ + + ⎪∞ >⎪
⎪⎩  

(三) 当
0x x→ 时，若分子、分母均趋于 0，则将分子、分母分解因式（能分解的），约去

0( )x x− ,(当 0x x→ 时, 0x x≠ , 0 0x x− ≠ )再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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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 0x x→ 时，两分式均趋于∞，两式相减为∞ −∞型，则先通分变形后再计算; 

(五) 含有根式的未定式
0
0

∞
∞

（ 型或 型），则分子或分母有理化，再用法则 

三、复合函数的极限法则 

定理：设 ( ) ( )y f u ,u xϕ= = ,则 y 是 x 的复合函数 ( )y f xϕ= ⎡ ⎤⎣ ⎦  

若 ( ) ( )
0x x u a

lim x a,lim f u Aϕ
→ →

= = ,则 ( ) ( )
0x x u a

lim f x lim f u Aϕ
→ →

= =⎡ ⎤⎣ ⎦  

四、利用等价无穷量计算极限. 

1．等价无穷小的传递与代换性质 
设 0 0 0lim ,lim ,limα β γ= = =  
(1)若 ~ , ~α β β γ  则 ~α γ  

(2)若 ~α β ,则 lim lim , lim limγ γ α β
α β γ γ
= =  

2．常用的等价无穷小量 
当 0x → 时,有 

211 1
2

xsin x ~ x, tan x ~ x, arcsin x ~ x, arctan x ~ x, e ~ x, cos x ~ x− −  

( ) ( )
1

1 1 1n
xln x ~ x, x ~
n

+ + −  

第六节  两个重要的极限 

一、极限存在的准则 

(一)夹逼准则(squeeze rule)即极限的迫敛性 

若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A
→ →

= = ，且存在 x0 的某空心邻域 Uo(x0,δ)，使得 0( , )ox U x δ∀ ∈ ，有 

( ) ( ) ( )f x h x g x≤ ≤ ， 

则 lim ( )
n

h x A
→∞

= 。 

在研究比较复杂的数列极限问题时，通常分作两步走。第一，考察索给的数列是否有极限（极

限的存在性问题）；第二，若数列有极限，则考虑如何计算此极限（极限值的计算问题）。这是极

限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在实际应用上，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即使一时求不出极限值，但因为 n 充

分大时， na 能充分接近于其极限 a ，故可用 na 作为 a 的近似值。 

(二)单调有界数列的极限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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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单调有界数列必有极限。 
单调递增有上界数列有极限；单调递减有下界数列有极限。 
步骤：（1）判断数列的单调性； 
（2）证明数列是有界的； 
（3）求极限。 
利用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可得到如下两个重要极限，进而可求得其它一些函数的极限。 
（三）两个重要极限 

1．
0

1
x

sin xlim
x→

=  

注意：（1）0/0 型；   （2）一般形式
( ) 0

sin ( )lim 1
( )f x

f x
f x→

=    （3）
sinlim 0

x

x
x→∞

=  

2．(1)
1lim(1 )n

n
e

n→∞
+ =     (2) 

1

0
lim(1 ) x
x

x e
→

+ =       (3)
1lim(1 )x

x
e

x→∞
+ =  

注意：（1）1∞ 型 

（2）解题应注意使用凑指数幂，使得底数的第二项与指数互为倒数，同时注意变化趋势。 

(3) 公式可推广即  ( )

( )

1lim (1 )
( )

f x

f x
e

f x→∞
+ =    ( )

( ) 0
lim [1 ( )] f x

f x
f x e

→
+ =  

第七节  函数的连续性 

一、函数 f(x)在 x0 处连续的定义 

（一）定义 
1．连续的极限定义：设函数 f(x)在点 x0 的某邻域内有定义，若 

0
0lim ( ) ( )

x x
f x f x

→
= ， 

则称函数 f(x)在点 x0 连续。 
说明：（1）f(x)在 x0 处有定义； 

（2）
0

lim ( )
x x

f x
→

存在； 

（3）
0

0lim ( ) ( )
x x

f x f x
→

= ； 

（4）f(x)在 x0 处连续和当 0x x→ 时有极限是有区别的。 

2．连续的ε-δ定义： 0 00, 0,| | , . . | ( ) ( ) | .x x s t f x f xε δ δ ε∀ > ∃ > − < − <  

3．连续的增量定义：设函数 y=f(x)在点 x0 的某邻域内有定义，如果当 0xΔ → 时，有 0y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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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0

lim 0
x

y
Δ →

Δ = ， 

则称 f(x)在 x0 处连续。 

4．重要结论：在连续的意义下，极限运算
0

lim
x x→

与对应法则 f 可交换，即 

0 0
0lim ( ) (lim ) ( )

x x x x
f x f x f x

→ →
= =  

5．左连续与右连续定义 

若
0

00
lim ( ) ( )

x x
f x f x

→ −
= 则称

0( )f x x在点 左连续。 

若
0

00
lim ( ) ( )

x x
f x f x

→ +
= 则称

0( )f x x在点 右连续。 

函数 f(x)在点 x0 连续的充要条件是：函数 f(x)在点 x0 既是右连续又是左连续。 
（二）间断点及其分类 
1．定义：设函数 f(x)在点 x0 的某个去心邻域内有定义，如果 x0 不是函数 f(x)的连续点，则称

x0 是 f(x)的间断点。 
2．间断点的分类 

（1）可去间断点：若
0

lim ( )
x x

f x A
→

= ，而 f(x)在 x0没有定义，或者有定义但 0( )f x A≠ ，则称

x0 为 f(x)的可去间断点。 

（2）跳跃间断点：若 f(x)在点 x0 存在左右极限，但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f x
+ −→ →

≠ ，则称点 x0 为函数

f(x)的跳跃间断点。 
可去间断点和跳跃间断点统称为第一类间断点，其特点是函数在该点处的左、右极限都存在。 
（3）第二类间断点：函数在该点处至少有一侧的极限不存在，一概称为第二类间断点。 
（三）连续的四则运算 
若函数 f(x),g(x)都在点 x0连续，则 f(x)±g(x)，f(x)g(x)，f(x)/g(x)在点 x0 也连续。 
(四)复合函数的连续性定理 
若函数 f(x)在点 x0 连续，g(u)在点 u0 连续，且 u0=f(x0)，则复合函数 g(f(x))在点 x0 连续。即： 

0 0 0
0x x x x x x

lim g[ f ( x )] g[ lim f ( x )] g[ f ( lim x )] g[ f ( x )]
→ → →

= = =  

二、函数 f(x)在区间上连续 

(一)定义 
1．函数 f(x)在(a,b)上连续的定义 

若 ( )f x 在(a,b)内每一点都连续,则 ( )f x 在(a,b)内连续, ( )f x（a,b)称为 的连续区间。 

2．函数 f(x)在[a,b]上连续的定义 

若 ( )f x 在（a,b)内连续，且在 a 处右连续,在b 处左连续,即 

( ) ( ) ( ) ( )
x a x b
lim f x f a , lim f x f b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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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
( )f x

在[a,b]上连续。 

(二)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定理 
一切基本初等函数都是其定义域上的连续函数。任何初等函数都是在它有定义的区间上的连续

函数。 
(三)反函数连续性定理 
若函数 f(x)在[a,b]上严格递增（递减）且连续，则其反函数 f-1(x)在相应的定义域上连续。 
（四）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1． 值定理 

（1）定义：设函数 f(x)在区间 I 上有定义，如果存在 0x I∈ 使得 x I∀ ∈ ，都有 0( ) ( )f x f x≤ （或

0( ) ( )f x f x≥ ），则称 f(x)为函数 f(x)在区间 I 上的 大值（或 小值）。（ 大 小值是在整个

定义区间上的） 
（2）定理：若函数 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则它在[a,b]上必存在 大值和 小值。 
注意：“闭区间”，“函数 f(x) 连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3）推论（有界性定理）：若函数 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则它在[a,b]上有界。 
2．介值定理 
（1）定理：若函数 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且 f(a)≠f(b)，则对于 f(a)与 f(b)之间的任何数 u，

在开区间(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f(ξ)=u。 
注意：“闭区间”，“函数 f(x) 连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2）零点定理或根值定理：若函数 f(x)在闭区间[a,b]上连续，且 f(a)与 f(b)异号，则在开区间

(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f(ξ)=0。 
（3）推论：闭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必能取得它的 大值与 小值之间的一切值。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 习题二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数学复习指南（经济类、考研数学系列）        陈文灯主编 
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                     张顺燕主编 
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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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导数与微分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的导数反映的是函数相对于自变量的变化快慢的速度，而微分则指明当自变量有微小变化

时，函数大体上变化多少。关于导数和微分的理论在实际问题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物体运动的速

度，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导数概念的引进，

才能很好地说明这些量的变化情况。 
1．理解导数的概念及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 
2．熟练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3．掌握反函数求导公式。 
4．熟练掌握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 
5．掌握隐函数求导法与取对数求导法。 
6．掌握分段函数的导数计算。 
7．理解高阶导数概念，掌握简单函数求 n 阶导数的方法。 
8．了解微分的概念，可导与可微的关系及微分形式不变性，掌握利用导数求微分的方法。 
9．了解微分的近似计算。 
本章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导数的概念  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经济意义  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导数的四则

运算  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  复合函数、反函数和隐函数的导数  高阶导数  微分的概念和运算法

则  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和微分的运算法则及其计算方法,导数和微分的应用 
难点：导数与微分的概念、复合函数求导法,求高阶导数的方法。 
学时分配 5×2=10 

第一节  导数概念 

一、引出导数概念的实例 

(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 
设动点在时刻 t 在某一直线上的位置坐标为 s，于是该动点的运动规律可由函数 s= s (t) 确定。

我们要求在某一 t0 时刻的瞬时速度 v（t0）。 

在时间段[t0,t0+Δ t]内，动点经过的路程为
0 0( ) ( )s s t t s tΔ = + Δ − .于是

s
t

Δ
Δ

即为该时间段

内动点的平均速度。它并不是 t0 时刻的瞬时速度 v（t0），但是如果时间间隔 tΔ 较短，则有 

0( ) sv t
t

Δ
≈
Δ 。 

显然，时间间隔 tΔ 越短，平均速度
s
t

Δ
Δ

与瞬时速度 v（t0）的近似程度就越好。也就是说，当Δ t

无限缩短时，平均速度
s
t

Δ
Δ

就会无限接近于瞬时速度 v（t0），而运用我们第一章所学的极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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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 

0 0
0 0 0

( ) ( )( ) lim lim
t t

s t t s tsv t
t tΔ → Δ →

+ Δ −Δ
= =

Δ Δ
 

这样，该极限值就是 t0时刻的瞬时速度 v（t0）。 

(二)曲线切线的斜率问题 
设有曲线 C 及 C 上一点 M，在点 M 外另取 C 上一点 N 做割线 MN。当 N 沿曲线 C 趋于点 M

时，如果割线 MN 的极限位置为 MT，则称直线 MT 为曲线 C 在点 M 处的切线。 

设割线 MN 与 X 轴的夹角为ϕ切线 MT 与 X 轴的夹角为α 。曲线方程为 y=f (x),点 M 的坐

标为(x0，y0)，点 N 的坐标为 0 0( , )x x y y+ Δ + Δ 。于是，割线 MN 的斜率为 

0 0( ) (tan f x x f xy
x x

ϕ + Δ −Δ
= =
Δ Δ

）

。 

当点N沿曲线C趋向点M时，就有 0,x ϕ αΔ → → ，割线的斜率 tanϕ就会无限接近切线 tanα

的斜率,又由极限的定义，有 0 0

0 0

( ) (tan lim lim
x x

f x x f xy k
x x

α
Δ → Δ →

+ Δ −Δ
= = =

Δ Δ
）

即为切线的斜率。 

二、导数概念 

(一)函数 f(x)在一点 x0 处的导数定义 
1．定义：设函数 y=f(x)在点 x0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当自变量在点 x0 处取得改变量△x≠0

时，函数 f(x)取得相应的改变量 ( ) ( )0 0y f x x f xΔ = + Δ − ,若 0xΔ → 时，
y
x

Δ
Δ

的极限存在，即 

( ) ( )0 0

0 0x x

f x x f xylim lim
x xΔ → Δ →

+ Δ −Δ
=

Δ Δ
 

存在，则称此极限值为函数 f(x)在点 x0 处的导数（或微商），并称函数 f(x)在点 x0 处可导.记

作 ( )0f x′ 或
0x x

y
=

′ 或

0x x

dy
dx =

 

2．导数的定义也可取如下两种形式： 

0 0
0 0

0
0

( ) ( )( ) lim

( ) ( )( ) lim

h

x x

f x h f xf x
h

f x f xf x

→

→

+ −′ =

−′ =
。

0x-x
 

3．由导数的定义求导数的步骤： 

（1）求出对应于自变量改变量的函数改变量： ( ) ( )y f x x f x= + −  

（2）作比值：
( ) ( )y f x x f x

x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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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 0xΔ → 时,
y
x

Δ
Δ

的极限,即 

0 0

( ) ( )' '( ) lim lim
x x

y f x x f xy f x
x x→ →

+ −
= = =  

(二)几何意义 
函数 f(x)在点 x0 的导数 '( )f x 是曲线 y=f(x)在点(x0,f(x0))处切线的斜率.若α表示这个切线与 x

轴正向的夹角，则 '( ) tanf x α= 。 
从而 '( ) 0f x > 意味着切线与 x 轴正向的夹角为锐角； '( ) 0f x < 意味着切线与 x 轴正向的夹

角为钝角； '( ) 0f x = 表明切线与 x 轴平行。 

切线方程为： 0 0 0( ) '( )( )y f x f x x x− = −  

(三)左右导数 

1．定义：设函数 y=f(x)在点 x0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若 0 0

0

( ) ( )lim
x

f x x f x
x−→

+ −
存在，则称

之为 f(x)在点 x0 处的左导数，记作： 0' ( )f x− ； 

若 0 0

0

( ) ( )lim
x

f x x f x
x+→

+ −
存在，则称之为 f(x)在点 x0 处的右导数，记作： 0' ( )f x+ 。 

2．定理：函数 y = f (x)在点 x0 处可导的充要条件是左右导数都存在且相等。 
(四)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定理 ：若函数在点 x=x0处可导，则函数在 x=x0处连续。 
注意：（1）定理的逆命题不成立； 
（2）定理的逆否命题一定成立，即若函数在点 x=x0 处不连续， 
则函数在 x=x0 处不可导； 
（3）可导函数的导数不一定连续。 
(五)导函数 
1．导函数的定义：若函数 y=f(x)在某一范围内每一点均可导，则在该范围内每取一个自变量 x

的值，就可得到一个唯一对应的导数值，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函数，称为原函数 y =f (x)的导函数，

记做
( ), ( ), ,dy df xy f x

dx dx
′ ′ 。导函数往往简称为导数。用极限表示为： 

0 0

( ) ( )( ) lim lim
x x

y f x x f xf x
x xΔ → Δ →

Δ + Δ −′ = =
Δ Δ

。 

2．函数 f(x)在区间(a,b)上可导 
如果函数 y = f (x) 在某个开区间（a,b）内每一点 x 处均可导，则称函数 y = f (x)在区间（a,b）

内可导。 

第二节  导数的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一)导数的基本公式： 

1．常数的导数： ( ) 0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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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幂函数的导数： ( ) 1x xα αα −′ =  

3．对数函数的导数： ( ) 1
a alog x log e,

x
′ =    特别地 ( ) 1ln x

x
′ =  

4．指数函数的导数： ( )x xa a ln a′ = ,   特别地 ( )x xe e′ =  

5．正弦函数的导数： ( )sin x cos x′ =  

6．余弦函数的导数： ( )cos x sin x′ = −  

（二）四则运算法则 
设 u,v 都是 x 的可导函数,则有 

(1) ( ) ' ' 'u v u v± = ±  

(2) ( ) ' ' 'uv u v uv= +  

2

' '(3) ( ) 'u u v uv
v v

−
=  

（三）复合函数求导 

设 ( )u xφ= 在点 x 可导， ( )y f u= 在相应的点 u 可导，则复合函数 ( ( ))y f xφ= 在点 x

可导，且 ' '( ) '( )x
dy dy du y f u x
dx du dx

ϕ= • =或  

本法则还可以推广到有此复合的情形：如： ( ) ( ) ( )y f u ,u v ,v xϕ ψ= = = , 

复合函数 ( )( )( )y f xϕ ψ= 的导数为
dy dy du dv
dx du dv dx

= × ×  

（四）隐函数求导 
1．法则：对隐函数求导时，只要把 y 看作 x 的函数，利用复合函数求导法，将方程 F(x,y)=0

的两边分别对 x 求导数，然后解出 yx’，即得隐函数的导数。 
2．显隐互换求导法 
基本思路：对一些利用定义或利用求导法则来计算导数较繁琐的显函数，即可通过转化为隐函

数的形式进行求导。 
（五）反函数求导 

设 y=f(x)为 x=g(y)的反函数，若 g(y)在点 y0 的某邻域内连续，严格单调且 ( )0g y′ 不为零，则

f(x)在点 x0（x0=g(y0)）可导且 

0
0

1'( )
'( )

f x
g y

=  

（六）对数求导法 
先对表达式的两边取自然对数（以便把乘除运算换成加减运算），然后再在等式的两端再对 x

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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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函数表达式为若干因子连乘积、乘方或商的形式。 

（七）分段函数求导 
对于分段函数，其各区间段内导数的求法与一般所讲的导数的求法无异，要特别注意的是分界

点处的导数一定要用(左、右)导数的定义求，即 

0

0
0

0

( ) ( )' ( ) lim
x x

f x f xf x
x x++

→

−
=

−
  或  0 0

0
0 0

( ) ( )' ( ) lim lim
x x

f x x f xyf x
x x+ ++

→ →

+ −
= =  

其中 x0 是分界点。 

第三节  高阶导数 

一、高阶导数的定义 

1．高阶导数的定义 
二阶导数：函数 y = f (x)的导数 ( )y f x′ ′= 仍是 x 的函数，函数 ( )y f x′ ′= 的导数叫做函数 y = 

f (x)的二阶导数，记作
2

2

d yy
dx

′′或 ，也可理解为
2

2( ) ( )d dy d yy y
dx dx dx

′ ′ ′′= =, 。 

依此类推，二阶导数 y′′的导数称为 f(x)的三阶导数，记为 y′′′；三阶导数 y′′′的导数称为 f(x)的

四阶导数，记为 ( ) ( ) ( )4 4 ,y f x或 ······，(n-1)阶导数的导数称为 f (x)的 n 阶导， 

记为 ( ) ( ) ( )n ny f x或 。 

2．高阶导数的计算 
由于高阶导数是在上一阶导数的基础上再次求导。故求高阶导数时，可逐阶求导，具体方法与

前面所学的一阶导数的计算相同。 

二、莱布尼兹公式 

第四节  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一、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由参数方程
( )
( )

x x t
y y t
=⎧⎪

⎨ =⎪⎩
确定了 y 是 x 的函数, 称为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二、求导法则 

有时由
( )
( )

x x t
y y t
=⎧⎪

⎨ =⎪⎩
消去参变量 t 而得到 y 和 x 的直接对应关系有一定难度，要想求出 dy

dx
，我

们可以直接由参数方程求出。 



高等数学（一） 

 29

设 x=x(t) , y=y(t)关于 t 可导，且 ( ) 0x t′ ≠ , x=x(t)存在反函数 1( )t x x−= , 那么 y 是 x 的复合函

数。(y→ t→x) , y=y[ 1x− (x)]. 由复合函数及反函数的求导法则，有： 

dy
dx

= dy
dt

⋅ dt
dx

= dy
dt

⋅
1
dx
dt

=

dy
dt
dx
dt

= ( )
( )

y t
x t
′
′

 

第五节  微  分 

一、微分的定义 

(一)定义：设函数 ( )y f x= 在某区间内有定义，
0x 及

0x x+ 在这区间内，如果函数的增量

0 0( ) ( )y f x x f x= + − 可以表示为 ( )y A x o x= +   其中 A 是不依赖于 x 的常数， 而

( )o x 是比 x高阶的无穷小，则称函数 ( )y f x= 在点
0x 是可微的，而 A x 叫函数 y=f(x)在点

0x 相

应于自变量增量 x的微分，记作 dy A x= ⋅  
(二) 可微与可导的关系 

定理：函数 ( )f x 在点
0x 处可微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函数 f(x)在点

0x 处可导，且

0 0| ( ) .x xdy f x x= ′= (函数在一点处可微分与可导是等价的) 

一般地，把自变量增量 x称为自变量的微分记作 dx，即dx x= ，则函数 y=f(x)的微分又可以

记作： ( )dy f x dx′= ，于是 ( )dy f x
dx

′= 即函数的微分 dy 与自变量的微分 dx 之商等于该函数的导

数。因此，导数又称为“微商” 
(三)微分的几何意义 

函数 y=f(x)的图形为一条曲线，对于
0x ，曲线上有一个确定的点

0 0( , )M x y ，当 x 有微小增量

x时，得到曲线上另一点
0 0( , )N x x y y+ + ，直线 MT 是过 M 点的曲线的切线, 

由图可知
0, , ( )MQ x NQ y PQ MQtan xf x dyα ′= = = = = ， 即当 y 是曲线上点的纵坐标

的增量时，dy 就是曲线的切线上点的纵坐标的相应增量，当 x很小时 | |y dy− 比 x小得多，因

此在点 M 的邻近，我们可以用切线段来近的代替曲线段 

二、微分法则 

由微分定义 ( )dy f x dx′= ，若要求函数的微分只需计算函数的导数，再乘以自变量的微分 dx, 
因此根据导数公式及求导的运算法则，即可得到微分的基本公式和运算法则，归纳总结如下： 

(一)基本初等函数的微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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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数的微分：    d(c)=0 

2．幂函数的微分    
1( )d x x dxα αα −=  

3．指数函数的微分： 
( ) lnx xd a a adx=

 

4．对数函数的微分： 
( ) 1

a ad log x log edx
x

=
 

5．正弦函数的微分： d(sinx)=cosxdx 
6．余弦函数的微分： d(cosx)=-sinxdx 

7．反正弦函数的微分：d(arcsinx)=
2

1
1

dx
x−

 

8.反正切函数的微分：d(arctanx)=
2

1
1 x+

dx 

(二)函数的和、差、积、商的微分法则 
（1）d(u± v)=du± dv                   (2) d(cu)=cdu    （c 为常数） 

(3)  d(u ⋅ v)=udv+vdu                  (4)d( u
v

)=
2

vdu udv
v
−  

三、微分形式不变性 

设 y=f(u), u=ϕ (x),   （y→u→x）则复合函数 y=f(ϕ (x))的导数为 

( ) ( ) ,   ( ) ( ) ,dy f u x dy f u x dx
dx

φ φ′ ′ ′ ′= =
 

而 ( )x dx duϕ′ =   故  '( )dy f u du=  

由此可见，不论 u 是自变量，还是中间变量，微分形式 '( )dy f u du= 保持不变，这一性质叫

做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四、微分的近似计算 

在实际应用问题中，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计算公式，如果直接用这些公式进行计算，往往费时

费力，而利用微分则可把一些复杂性的计算公式 用简单的近似公式来代替。 

由微分定义 
0( ) ( )y f x x x′= + o    当 x 很小时 

( )oy f x x dy′≈ =  

x 越小，近似程度越好。上式还可表示为  
0 0 0( ) ( ( )f x x f x f x x′+ ≈ +  

令 
0x x x+ =     则有：

0 0( ) ( ) ( )f x f x f x x′≈ +  

特别地当 
0 0x =  时： ( ) (0) (0)f x f f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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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x 很小时,  可以推得： 

（1） 1 1n xx
n

+ ≈ +                （2） 1xe x≈ +  

（3） ln(1 )x x+ ≈                      （4） sin x x≈     ( x为弧度) 

（5） tan x x≈     ( x为弧度)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三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列每章章末） 

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数学复习指南（经济类、考研数学系列）        陈文灯主编 
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                     张顺燕主编 
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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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值定理  导数的应用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罗尔(Rolle)定理和拉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了解柯西(Cauchy)中值定理,掌握这三

个定理的简单应用； 
2．会用罗彼塔(L’Hospital)法则求极限； 
3．掌握函数单调性的判别方法及简单应用，掌握函数极值、 大值和 小值的求法（含简单

的应用题）； 
4．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向，会求函数图形的拐点和渐近线； 
5．掌握函数作图的基本步骤和方法,会做简单函数的图形； 
6．了解导数的经济意义（边际和弹性的概念）。 
本章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微分中值定理  罗彼塔(L’Hospital)法则求极限  函数的单调性  函数的极值  函数图形的凹

向性、拐点、渐近线  函数图形的描绘  函数的 大值与 小值 
重点：微分中值定理  罗彼塔(L’Hospital)法则求极限  函数图形的描绘  函数的 大值与 小

值 
难点：微分中值定理  罗彼塔(L’Hospital)法则求极限 
学时分配 6×2=12 

第一节  中值定理 

一、 罗尔(Rolle)定理 

(一)定理 1  （Rolle 中值定理）若函数 f 满足如下条件： 
（1）f 在闭区间[a,b]上连续； 
（2）f 在开区间(a,b)内可导； 
（3）f(a)=f(b)； 

则在(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 ) 0f ξ = 。 

(二)几何意义：在每点都有切线的一段曲线上，若两端点的高度相同，则在此曲线上至少存在

一条水平切线。 

罗尔定理肯定了点ξ的存在性及其取值范围，却不能肯定点ξ的确切个数及准确位置。 

注意：定理中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也不能认为定理条件不全具备，就一定不存在属于(a,b)

的ξ ，使得 '( ) 0f ξ = 。 

二、拉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 

(一)定理 2 （Lagrange 中值定理）若函数 f 满足如下条件： 
（1）f 在闭区间[a,b]上连续； 
（2）f 在开区间(a,b)内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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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则在(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 ) ( )'( ) f b f af
b a

ξ =
=

−
（拉格朗日公式） 

(二)几何意义：如果曲线弧 AB 是连续的，除端点外处处具有不垂直于 x 轴的切线，则在曲线

弧 AB 上至少有一点 C，在该点处曲线的切线平行于弦 AB。 
(三)几种变形，可根据不同场合灵活采用 

( ) ( ) '( )( ),f b f a f b a a bξ ξ− = − < <  

( ) ( ) '[ ( )]( ),0 1f b f a f a b a b aθ θ− = + − − < <  

( ) ( ) '( ) ,0 1,f a h f a f a h h b a hθ θ+ − = + < < = +  

(四)推论 1：若函数 f 在区间 I 上可导，且 '( ) 0f x ≡ ，则 f 为 I 上的一个常量函数。 

推论 2：若函数 f(x)和 g(x)在区间 (a,b)内可导，并且 '( ) '( )f x g x≡ ，则在 (a,b)内

( ) ( )f x g x C= + （C 为常数） 

三、柯西(Cauchy)中值定理 

定理 3 （Cauchy 中值定理）  若函数 ( )f x 和 ( )g x 满足如下条件： 

( )f x 和 ( )g x 在闭区间[a,b]上连续； 
( )f x 和 ( )g x 在开区间(a,b)内可导； 

'( )f x 与 '( )g x 在(a,b)内不同时为零； 

( )g a ≠ ( )g b  

则在(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 ) ( ) ( )
'( ) ( ) ( )

f f b f a
g g b g a

ξ
ξ

−
=

−
 

第二节  未定式的定值法-罗彼塔(L’Hospitai)法则 

一、
0
0
型不定式极限 

定理 若函数 f(x)和 g(x)在点 x0 的某一邻域（点 x0可以除外）内有定义，且满足条件： 

（1）
0 0

lim ( ) lim ( ) 0
x x x x

f x g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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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x)与 g(x)在 x0 的某空心邻域内可导，且 ( ) 0g x′ ≠ ； 

（3）
0

'( )lim ( , , )
'( )x x

f x A A
g x→

= ∈ℜ ±∞ ∞  

则
0 0

( ) '( )lim lim
( ) '( )x x x x

f x f x A
g x g x→ →

= =  

二、
∞
∞

型不定式极限 

定理：若函数 f(x)和 g(x)在点 x0 的某一邻域（点 x0 可以除外）内有定义，且满足条件： 

（1）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 →

= = ∞  

（2）f(x)与 g(x)在 x0 的某空心邻域内可导，且 ( ) 0g x′ ≠ ； 

（3）
0

'( )lim ( , , )
'( )x x

f x A A
g x→

= ∈ℜ ±∞ ∞  

则
0 0

( ) '( )lim lim
( ) '( )x x x x

f x f x A
g x g x→ →

= =  

注：（1）若
0

'( )lim
'( )x x

f x
g x→

仍为
0
0
或

∞
∞

型可继续对此极限式应用罗彼塔法则，由此类推可多次连

续使用此法则。
0

'( )lim
'( )x x

f x
g x→

=
0

"( )lim
"( )x x

f x
g x→

=……=
0

( )

( )

( )lim
( )

n

nx x

f x
g x→

=…… 

（2）求导过程中要注意化简，也可使用其它求极限的方法， 如等价无穷小代换等 

(3)当 lim
)(
)(

'

'

xg
xf

不存在时（不是∞），lim
)(
)(

'

'

xg
xf

仍可能存在 

三、其他类型不定式极限：0∞， ∞−∞∞∞∞ ,,0,1 0
 

方法：通过适当变换，化为
∞
∞

或
0
0

型。 

第三节  函数的增减性 

单调函数是一重要的函数类，对此，我们从极限、连续等知识看到了它的一些特性。下面将讨

论怎样运用导数这一工具判断函数的单调性。 
定理   设函数 f(x)在区间(a,b)内可导，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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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 , )x a b∈ 时恒有 '( ) 0f x > ，则 f(x)在(a,b)内单调增加； 

如果 ( , )x a b∈ 时恒有 '( ) 0f x < ，则 f(x)在(a,b)内单调减少； 

注意：如果在区间(a,b)内 '( ) 0f x ≥ （或 '( ) 0f x ≤ ），但等号只在个别点处成立，则函数 f(x)
在(a,b)内仍是单调增加（或单调减少）的。 

第四节  函数的极值 

一、函数极值的定义 

1．定义：设函数 f(x)在点 x0的某邻域内有定义，如果对该邻域内一切异于 x0的 x，恒有 f(x)<f(x0)，
则称 f(x0)是函数 f(x)的一个极大值，点 x0 称为函数 f(x)的极大值点；如果对该邻域内一切异于 x0

的 x，恒有 f(x)>f(x0)，则称 f(x0)是函数 f(x)的一个极小值，点 x0 称为函数 f(x)的极小值点； 
2．极值的局部性：极值是曲线增减的局部转折点。 

二、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定理：设函数 f(x)在点 x0 处具有导数，且 x0 是极值点，则必有 0'( ) 0f x = 。 

说明：此命题的逆命题不一定成立,极值点还有可能是导数不存在的点。所以，函数的极值点

必是函数的驻点或导数不存在的点，反之不成立。 

三、判定极值的充分条件 

(一)定理（极值的第一充分条件） 
设函数 f(x)在 x0 的某邻域(x0-δ, x0+δ)内连续并且可导（但在点 x0 处导数可以不存在） 

（1）如果当 0 0( , )x x xδ∈ − 时， 0'( ) 0f x > ，而当 0 0( , )x x x δ∈ + 时， 0'( ) 0f x < ，则函数

f(x)在点 x0 处取极大值 f(x0)； 

（2）如果当 0 0( , )x x xδ∈ − 时， 0'( ) 0f x < ，而当 0 0( , )x x x δ∈ + 时， 0'( ) 0f x > ，则

函数 f(x)在点 x0 处取极小值 f(x0)； 

（3）如果当 0( )ox U xδ∈ 时， 0'( )f x 不变号，则 f(x)在 x0 处无极值。 

(二) 定理（极值的第二充分条件） 

设函数 f(x)在点 x0 处具有二阶导数，且 0'( ) 0f x = , 0''( ) 0f x ≠ ，那么 

（1）若 0''( ) 0f x > ，则 x0 是函数的极小值点； 

（2）若 0''( ) 0f x < ，则 x0 是函数的极大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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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最大值与最小值 极值的应用问题 

在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中，常常要解决在一定条件下，如何使投入 小、产出 多、成本 低、

效益 高、利润 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数学上，就是求函数的 大值和 小值问题。 
由连续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性质我们知道，若函数在闭区间上连续，则该函数再次区间上存在

大 小值。这给出了函数在闭区间上存在 大（小）值的充分条件。下面将讨论怎样求出这个 大

（小）值。 
闭区间上求 值的方法： 
（1）求出函数在闭区间上所有驻点和不可导点，设其为有限个，得到可能极值点 x1，x2，…，

xn； 
（2）计算出函数值 f(x1)，f(x2)，…，f(xn)以及 f(a)，f(b)； 
（3）比较（2）中所有函数值的大小，其中 大者即为 大值， 小者即为 小值。 
注意：（1）闭区间上单调函数 值为其端点处函数值； 
（2）如果函数在开区间上有且仅有一个极大值，而没有极小值，则此极大值为函数的 大值，

极小值亦然； 
在某些实际问题中，往往可以根据问题的实际意义确定可导函数 f(x)的 值一定在定义区间内

部取得。这时，如果 f(x)在定义区间内只有唯一的驻点，则不必讨论该驻点是否为极值点，可直接

断定该驻点处是函数的 值。 

第六节  曲线的凹向与拐点 

一、曲线凹向的定义 

若曲线 ( )f x 在区间 ( , )a b 内曲线段总位于其上任一点处切线的上方，则称曲线在 ( , )a b 内是凹

的（上凹）；若曲线总位于其上任一点处切线的下方，则称曲线在 ( , )a b 内是凸的（下凹） 

二、曲线凹向的判定定理 

定理：设 ( )f x 在[a,b]上连续，在 ( , )a b 内具有一阶和二阶导数，则有 

（1）若在 ( , )a b 内   ''( ) 0f x > ，则 ( )f x 在 ( , )a b 上的图形是凹的 

（2）若在 ( , )a b 内    ''( ) 0f x < ，则 ( )f x 在 ( , )a b 上的图形是凸的 

三、拐点及其求法 

(一)拐点：凹弧与凸弧的分界点（x0,f(x0)）称为拐点。 

注：拐点是 ''( ) 0f x = 的点或 ''( )f x 不存在的点，反之不成立。 

(二)求曲线凹向与拐点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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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定义域 

（2）求 )('' xf （写成乘积形式）。 

（3）求 ''( ) 0f x = 的点和 ''( )f x 不存在的点。 

（4）用上述点将定义域分成若干小区间，考查每个小区间上 )(" xf 的符号，并判断凹凸性。 

（5）若 )(" xf 在点 x0 两侧异号，则（x0,f(x0)）是拐点，否则不是。 

第七节  函数图形的作法 

一、渐近线 

定义：若曲线 C 上的动点 P 沿着曲线无限地远离原点时，点 P 与某一固定直线 L 的距离趋于

零，则称直线 L 为曲线 C 的渐近线。 
(一) 斜渐近线 

若 f(x)满足：（1 ）
lim
x→∞

( )f x
x =a ,(2) 

lim
x→∞ [f(x)-ax]=b 则曲线 y=f(x) 有斜渐近线 y=ax+b 

(二) 垂直渐近线 

若
( )

0x x
lim f x
→

= +∞
或

( )
0x x

lim f x
+→

= ∞
,

( )
0x x

lim f x
−→

= ∞
 则称直线 x=xo 为垂直渐近线 

(三)   水平渐近线 

若
lim
x→∞ f(x)=b，或

lim
x→−∞ f(x)=b，

lim ( )
x

f x b
→+∞

=
.则称直线 y=b 为曲线 y=f(x)的水平渐近线。 

二、函数图形的作法 

步骤： 
（1）求函数的定义域,值域,考察奇偶性，周期性 
（2）确定函数的单调区间，极值点,凹凸区间及拐点 

（3）考察渐近线 

（4）画出坐标轴，标出特殊点（极值点、拐点、及与坐标轴的交点等）的位置，画出渐近线 
（5）据讨论结果逐段描绘函数图象。 

第八节  变化率及相对变化率在经济中的应用 

--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介绍 

一、函数变化率——边际函数 

(一)边际函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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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设函数 ( )y f x= 可导，导函数 '( )f x 也称为边际函数。 

0 0( ) ( )f x x f xy
x x

+ Δ −Δ
=

Δ Δ
称为 ( )f x 在 0 0( , )x x x+ Δ 内的平均变化率（平均变化速度）。 

0 0

0 0

( ) ( )lim lim
x x

f x x f xy
x xΔ → Δ →

+ Δ −Δ
=

Δ Δ
称为 ( )f x 在点 0x x= 处的边际函数值（变化速度）。 

2．含义： ( )f x 在 0x x= 处，当 x 产生一个单位的改变时， y 近似改变 0'( )f x 个单位。 

0 0 00 0
1 1 1

| | '( ) | '( )x x x x x x
x dx dx

y dy f x dx f x= = =
Δ = = =

Δ ≈ = =  

(二)经济中常见的边际函数 

1．边际成本函数：总成本的变化率 '( )C Q ，称为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 '( )C Q 应表示当已生产了 Q 个单位产品时，再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时总成本增加的数

量。 

2．边际收益函数：总收益的变化率 '( )R Q ，称为边际收益。它表示销售 Q 个单位产品后，再

销售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增加的收益。 

3．边际利润函数：令 ( ) ( ) ( )L Q R Q C Q= − ,则称 ( )L Q 为利润函数,利润函数的变化率

'( )L Q ，称为边际利润 '( ) '( ) '( )L Q R Q C Q= −  

它表示若已经生产了 Q 个单位的产品，再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总利润的增加量。 
(三).利润极大化原则 

( )L Q 取得 大值的必要条件： '( ) 0L Q = ； ( )L Q 取得 大值的充分条件： ''( ) 0L Q <  

二、函数的相对变化率——函数的弹性（弹性分析） 

(一)弹性函数的概念 

1．设函数 ( )f x 在点 0x x= 处可导，函数的相对改变量 0 0

0 0

( ) ( )
( )

f x x f xy
y f x

+ Δ −Δ
= ，与自变量

的相对改变量
0

x
x
Δ

之比 0

0

/
/

y y
x x

Δ
Δ

，称为函数 ( )f x 从 0x x= 到 0x x x= + Δ 两点间的相对变化率，

或称两点间的弹性。当 0xΔ → 时， 0

0

/
/

y y
x x

Δ
Δ

的极限称为 ( )f x 在 0x x= 处的相对变化率，也就是

相对导数，或称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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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lim lim ( ) '( )
/ ( )x x

Ey y y y x xf x
Ex x x x y f xΔ → Δ →

Δ Δ
= = ⋅ = ⋅

Δ Δ
 

0( )E f x
Ex

表示在点 0x 处，当 x 改变 1%时， ( )f x 近似地改变
0( )E f x

Ex
% 

(二)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 
1．需求函数：设 P 表示商品价格，Q 表示需求量，那么 Q=f(P)为需求函数。 
一般地：需求量随价格上涨而减少。因此，通常需求函数是价格的单调减少函数。 

需求量 Q 对价格 P 的导数， '( )f P 称为边际需求函数。它表示价格上涨一个单位，需求量将

减少 '( )f P 个单位。 

2．供给函数：设 P 表示商品价格，S 表示供给量，那么 ( )S Pϕ= 为供给函数。一般地，商

品供给量随商品价格上涨而增加，因此商品供给函数 S 是商品价格 P 的单调增加函数。 
3．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之间的关系 
需求函数 Q 是单调减少函数，供给函数 S 是单调增加函数，把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供给函

数的图形）画在同一坐标系中，他们将相交于点处 ( , )P Q ，P 是供需平衡的价格，叫均衡价格；Q

是均衡数量。 
(三)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 

1．需求价格弹性函数：某商品需求函数 ( )Q f P= 在 0P P= 处可导， 0

0

PQ
P Q

Δ
− ⋅
Δ

成为该商品在

0P P= 与 0P P P= + Δ 两点间的需求弹性。记作： 0
0 0

0

( , ) PQP P P
P Q

η Δ
+ Δ = − ⋅

Δ
 

0 0
00

0 0

/lim ( ) '( )
/ ( )P

Q Q Pf P
P P f PΔ →

Δ
− = −
Δ

 

称为该商品在 0P P= 处的需求弹性。记作：
0

0
0 0

0

| ( ) '( )
( )P P
PP f P

f P
η η= = = −  

2．供给价格弹性函数：设某商品的供给函数 ( )Q Pϕ= 在点 0P 处可导，称 

0
0 0

0

( , ) PQP P P
P Q

ε Δ
+ Δ = ⋅

Δ
为该商品在 P0 和 0P P+ Δ 两点间的供给弹性； 

0

0
0 0

0

| ( ) '( )
( )P P
PP P
P

ε ε ϕ
ϕ= = =  

称为在 0P 处的供给弹性。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四  A 组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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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定积分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 
2．掌握基本积分公式； 
3．掌握不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4．掌握有理函数的积分方法。 
本章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  不定积分的基本性质  基本积分公式  不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

积分法 
重点：不定积分的概念  基本性质和基本积分公式  不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难点：不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学时分配 5×2=10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 

一、原函数 

1．定义：设 ( )f x 是定义在某区间上的已知函数，如果存在一个函数 ( )F x ，对于该区间上

每一点满足： '( ) ( )F x f x= 或者 ( ) ( )dF x f x dx=  

2．研究原函数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1）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函数的原函数存在？如果存在是否只有一个？ 
（2）若已知某函数的原函数存在，又怎样把它求出来？ 

3．定理：若函数 ( )f x 在区间上连续，则 ( )f x 在该区间上存在原函数 ( )F x  

由于初等函数在其有定义的区间上是连续的，因此从该定理可知每个初等函数在其有定义的区

间上都有原函数。除此以外，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定义在区间上的函数都有原函数。其实，每个含有

第一类间断点的函数都没有原函数。 

4．定理：设 ( )F x 是 ( )f x 在某区间上的一个原函数，则 

（1） ( )F x C+ 也是 ( )f x 的原函数，其中C 是任意常数； 

（2） ( )f x 的任意两个原函数之间只可能相差一个常数。 

二、不定积分 

1．定义：设函数 ( )F x 是 ( )f x 在区间上的一个原函数，则 ( )f x 的所有的原函数称为 ( )f x 的

不定积分。记作： ( )f x dx∫ 。即 ( ) ( )f x dx F x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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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积分号， ( )f x 为被积函数， ( )f x dx 为被积表达式， x 为积分变量。 

2．不定积分与原函数之间的关系 
因此求已知函数的不定积分，就归结为求出它的一个原函数，再加上任意常数C  

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若 ( )F x 是 ( )f x 的一个原函数，则称 ( )y F x= 的图像为 ( )f x 的一条几分曲线。于是，函数

( )f x 的不定积分在几何上表示 ( )f x 的某一条积分曲线沿纵轴方向任意平移所得一切积分曲线组

成的曲线族。显然，若在每一条积分曲线上横坐标相同的点处作切线，则这些切线是平行的。任意

两条积分曲线的纵坐标之间相差一个常数。 

第二节 不定积分的性质 

1．导数（微分）与求积分是互为逆运算的。 

性质 1   [ ( ) ]' ( )f x dx f x=∫  或者 ( ) ( )d f x dx f x dx=∫  

即 不定积分的导数等于被积函数；不定积分的微分等于被积表达式。 

性质 2  ('( ) )F x dx F x C= +∫   或者  ( ) ( )dF x F x C= +∫  

即 一个函数的导数（或微分）的不定积分与这个函数相差一个任意常数。 
2．运算性质 

性质 3  [ ( ) ( )] ( ) ( )f x g x dx f x dx g x dx± = ±∫ ∫ ∫  

即 和差的不定积分等于不定积分的和差。 

性质 4  ( ) ( ) ( 0 )kf x dx k f x dx k= ≠∫ ∫ ，为常数  

即 不为零的常数可以移到积分号前面来。 

3．一般地，若
1

( ) ( )
n

i i
i

f x k f x
=

=∑ ，则
1 1

( ) ( ( )) ( )
n n

i i i i
i i

f x dx k f x dx k f x dx
= =

= =∑ ∑∫ ∫ ∫  

第三节  基本积分公式 

由于求不定积分是求导的逆运算，所以由基本求导公式可以相应地得到基本积分公式： 

1． dx x c= +∫  

2．
!1 ( 1)

1
x dx x cα α α

α
+= + ≠ −

+∫  

3．
1 ln | |dx x c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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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0, 1)

ln
x xa dx a c a a

a
= + > ≠∫  

5．
x xe dx e c= +∫  

6． sin cosxdx x c= − +∫  

7． cos sinxdx x c= +∫  

8．
21 sec tan

cos
dx dx x c

x
= = +∫ ∫  

9．
2

2

1 csc cot
sin

dx xdx x c
x

= = − +∫ ∫
 

10． sec tan secx xdx x c= +∫  

11． csc cot cscx xdx x c= − +∫  

12． 2

1 arctan
1

dx x c
x

= +
+∫  

13． 2

1 arcsin
1

dx x c
x

= +
−

∫
 

 
基本积分公式是求不定积分的基础，要求熟记 
说明：基本积分公式是以 x 为积分变量的，将基本公式中所有 x 换成其它字母亦成立。 

第四节  换元法 

一、第一换元法 

定理 1．若 ( ) ( )f u du F u c= +∫  

则
( )[ ( )] '( ) ( ) ( ) [ ( )]f x x dx u x f u du F u c F x cϕ ϕ ϕ ϕ= = + = +∫ ∫  

这种将 [ ( )] '( )f x x dxϕ ϕ∫ 利用中间变量u 化为 ( )f u du∫ 。则可直接（或稍微变形就可）应用

基本积分公式求得结果，再将u 还原成 ( )xϕ 的积分法，称为第一类换元积分法，也叫凑微分法。 

或：dx= ''( ) X

du du
x uϕ

=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4 

故
( )[( ( )] '( ) ( ) '( ) ( )

'X

duf x x dx u x f u x f u duϕ ϕ ϕ ϕ
μ

= =∫ ∫ ∫ = ( ) [ ( )]F u c F x cϕ+ = +
 

二、第二换元法 

定理：设函数 ( )x tφ= 连续， '( )tφ 存在且连续，其反函数
1( )t xφ−= 存在且可导，若

[ ( )] '( ) ( )f t t dt F t Cφ φ = +∫ ， 

则
1( ) [ ( )] '( ) ( ) [ ( )]f x dx f t t dt F t C F x Cφ φ φ −= = + = +∫ ∫ 。 

三、若干方法总结 

（1）利用三角函数代换，变根式积分为三角有理式积分 

被积函数 ( )f x 含根式 所作代换 

2 2a x−  sinx a t=  

2 2a x+  tanx a t=  

2 2x a−  
secx a t=  

（2）倒代换（即令

1x
t

= ） 

适用范围：设 m,n 分别为被积函数的分子、分母关于 x 的 高次数，当 n-m>1 时，用代代换

可望成功。 

（3）指数代换（即令
1,

ln
x dta t dx

a t
= = ⋅ ） 

适用范围：被积函数 ( )f x 是由
xa 所构成的代数式。 

第五节  分部积分法 

由乘积求导公式可引伸出另一种基本积分法。 

一、分部积分法则 

定理：若 ( )u x 与 ( )v x 可导，且不定积分 '( ) ( )u x v x dx∫ 存在，则 ( ) '( )u x v x dx∫ 也存在，并有

( ) '( ) ( ) ( ) '( ) ( )u x v x dx u x v x u x v x dx= −∫ ∫  

或：  udv uv vdu= −∫ ∫  

此定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被积函数分成两部分，如何选取u 与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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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原则：（1）积分容易者dv，或是由 '( )v x 容易求 ( )v x ； 

（2）求导简单者选为u 。 

（3）不定积分 vdu∫ 要比原不定积分 udv∫ 容易求。 

二、可用分部积分法求积分的类型 

1． ( ) kx
nP x e dx∫ ， ( )sinnP x axdx∫ ， ( ) cosnP x axdx∫ ， 

其中 ,k a 为常数， ( )nP x 为 n 次多项式。 

选取： ( ) ( )nu x P x= ，
kxdv e dx= 或者 sindv axdx= 或者 cosdv axdx=  

2． ( ) lnnP x xdx∫ ， ( ) arcsinnP x xdx∫ ， ( ) arctannP x xdx∫ ， 

其中： ( )nP x 为 n 次多项式。 

选取： ( ) lnu x x= 或者 ( ) arcsinu x x= 或者 ( ) arctanu x x= ， ( ) ( )ndv x P x dx=  

3．若是 sin( )kxe ax b dx+∫ ， cos( )kxe ax b dx+∫ ， 

其中 , ,k a b 均为常数，此时 ( ), ( )u x dv x 的选取可随意。 

这种类型的不定积分，一般使用多次分部积分法后又会再次出现原不定积分的形式，将期看作

未知量解出即可。 

第六节  有理函数的积分 

一、有理函数 

定义  两个多项式的商表示的函数称之为有理函数，即 
1

0 1 1
1

0 1 1

( )
( )

n n
n n

m m
m m

a x a x a x aP x
Q x b x b x b x b

−
−

−
−

+ + + +
=

+ + + +
L

L
 

其中m 为正整数，n为非负整数， 0 0a ≠ ， 0 0b ≠ ，分子分母间没有公因子。 

当m n> 时，叫做真分式；当 n m≥ 时，叫做假分式。 
注意：假分式可以用除法把它化为一个多项式与一个真分式之和。 
（一）化有理真分式为部分分式 

1．n次实系数多项式 1
1 1( ) n n

n nQ x x a x a x a−
−= + + + +L 总可以分解为一些实系数的一次因子

与二次因子的乘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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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 ) ( ) ( ) ( )k t l hQ x x a x b x px q x rx s= − − + + + +L L 。 

2．真分式
( )
( )

P x
Q x

可以为的分解如下形式： 

1 2 1
2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k t
k t

l l
l

h h
h

A BA A BP x
Q x x a x a x a x b x b

C x DC x D C x D
x px q x px q x px q

E x FE x F E x F
x rx s x rx s x rx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L L

L

L

 

待定系数的方法： 

（1）将分解式两端消去分母，得到一个 x 的恒等式，比较恒等式两端 x 同次幂项的系数，

可得出一组线性方程，解这个方程组，即可求出待定系数。 
（2）将两端消去分母后，给 x 以适当的值代入恒等式，从而可得出一组线性方程，解此方程

组，即可求出待定系数。 

二、有理真分式的积分 

1． ln | |A dx A x a C
x a

= − +
−∫  

2．
1( ) (1 )( )m m

A Adx C
x a m x a −= +
− − −∫  

3． 2( )n

Mx N dx
x px q

+
+ +∫  

2 2
2 ,

2 4
p px px q x q⎛ ⎞+ + = + + −⎜ ⎟

⎝ ⎠
Q     令

2
px t+ = ，  2 2 2 ,x px q t a+ + = +  

,Mx N Mt b+ = +       
2

2 ,
4
pa q= −    ,

2
Mpb N= −  

2( )n

Mx N dx
x px q

+
∴

+ +∫ 2 2( )n

Mt dt
t a

=
+∫ 2 2( )n

b dt
t a

+
+∫  

(1) 1,n =   2

Mx N dx
x px q

+
+ +∫ 2ln( )

2
M x px q= + + 2arctan ;

pxb C
a a

+
+ +  

(2) 1,n >   2( )n

Mx N dx
x px q

+
+ +∫  2 2 12( 1)( )n

M
n t a −= −
− + 2 2

1 .
( )nb dt
t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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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定积分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定积分的有关知识和方法,并利用定积分的有关知识和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几何性质；了解定积分的基本性质和积分中值定理。 
2．理解变上限定积分定义的函数并会求它的导数； 
3．熟练运用牛顿一莱布尼兹公式计算定积分。 
4．熟练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会利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会利用定积分求解简单的经济应用问题。 
6．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会计算反常积分；了解Γ函数。 
本章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知识点： 
定积分的概念和基本性质  定积分中值定理  变上限定积分定义的函数及其导数 牛顿-莱布

尼兹公式  定积分的换元法与分部积分法 定积分的应用  反常积分 
重点：定积分的计算，平面图形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的计算。 
难点：定积分与不定积分的关系。 
学时分配：5×3=15 课时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 

一、两个实例 

(一)曲边梯形的面积 
1．曲边梯形 
在直角坐标系中,由连续曲线 y=f(X)与三条直线：x=a,x=b,y=0 所围成的图形称为为曲边梯形,

其中,在 x 轴上的线段称为曲边梯形的底边,曲线段称为曲边梯形的曲边。 
任意曲线围成的平面图形的面积,在适当选择坐标系后,往往可以化为两个曲边梯形面积的差. 

2．曲边梯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1) 任取分点 
a=X0<X1<X2<…Xi-1<Xi<…<Xn-1<Xn=b  把曲边梯形的底[a,b]分成 n 个小区间： 

[X0,X1],[X1,X2],[X2,X3],…,[Xi-1,Xi],…,[Xn-1,Xn]小区间[Xi-1,Xi]的长度 
记为△Xi=Xi-Xi-1． (i=1,2,…,n) 
过各分点作垂直于 x 轴的直线,把整个曲边梯形,分成 n 个小曲边梯形,其中第 i 个小曲边梯形的

面积为△Ai (i=1,2,…,n) 
(2) 求和 

在第 i 个小曲边梯形的底[Xi-1,Xi]上任取一点 1, ( ),i i i ix xξ ξ− ≤ ≤ 它所对应的函数值时 f( iξ ),用

相应的宽为△Xi ,长为 f( iξ )的小矩形面积来近似代替这个小曲边梯形的面积, 

即： ( ) ( )n,,ixfA iii L21== Δξ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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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n 个小矩形面积相加得和式它就是曲边梯形面积 A 的近似值, 

即 ( )∑
=

≈
n

i
ii xfA

1
Δξ  

(3)求极限 

分割越细 , ( ) ii xf Δξ 就越接近于曲边梯形的面积 A,当 大的小区间长度趋近于零 ,即

{ }( )ii
xmax Δλλ =→ 0 时，和式 ( )∑

=

n

i
ii xf

1
Δξ 的极限就是Ａ，故： ( ) i

n

i
i xflimA Δξ

λ ∑
=→

=
10

 

可见,曲边梯形的面积是一个和式的极限 
(二)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 
1． 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 
设一物体沿直线运动,已知速度 v=v(t)是时间区间[a,b]上 t的连续函数,且 v(t)≥ 0,求这物体在这

段时间内所经过的路程 S.我们知道,对于匀速直线运动,有公式： 
路程=速度*时间 
现在速度是变量，因此所求路程 S 不能直接按匀速直线运动的路程公式计算. 
2． 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计算方法 
(1)  任取分点 
a=t0<t1<t2<…<ti-1<ti<…<tn-1<tn=b把时间区间[a,b]分成n 个小区间：[t0,t1],[ t1,t2],…[ti-1,ti ],…[tn-1,tn]

小区间[ ti-1,ti ]的长度记为△ti= ti - ti-1 (i=1,2,…,n)物体在第 i 段时间[ti-1,ti]内所走的路程为△Si 
(i=1,2,…,n) 

(2)求和 

在小区间[ti-1,ti]上，用其中任一时刻 iξ 的速度 V( iξ )(ti-1≤ iξ ≤ti )来近似代替变化速度 V(t)，从

而得到△Si 的近似值： 

△Si≈V( iξ )△ti 

把 n 段时间上的路程相加，得和式
1

( )
n

i i
i

v tξ
=

Δ∑ ，它就是时间区间[a,b]上的路程 S 的近似值： 

S≈
1

( )
n

i i
i

v tξ
=

Δ∑  

(3)  求极限 

当 大的小区间长度趋近于零， 
1
max{ } 0ii n

tλ λ
≤ ≤

= Δ → 时,和式
1

( )
n

i i
i

v tξ
=

Δ∑ 的极限就是路程

S 的精确值，即：S=
1

lim ( )
n

i ix i
v tξ

→∞
=

Δ∑  

可见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也是一个和式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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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积分的定义 

(一)定义 
1．定义： 

如果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有定义,用点 bxxxxa nn =<<<<= −110 L ,将区间[a,b]分成

n 个小区间 [ ]ii x,x 1− ( )n,,,i L21= ,其长度为 1−−= iii xxxΔ ,在每个小区间上任取一点

( )iiii xx ≤≤− ξξ 1 ,则乘积 ( ) ( )n,,ixf ii L21=Δξ 称为积分元素.总和 ( )∑
=

=
n

i
ii xfS

1
Δξ 称为积

分和。如果当 n 无限增大，而 ixΔ 中 大者 { }( )ii
xmaxxx ΔΔΔ =→ 0 时，总和 Sn 的极限存在，

且此极限与[a,b]的分法以及 iξ 的取法无关。则称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是可积的，并将此极限

值称为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 

记为 ( )∫
b

a
dxxf  

即为： ( ) ( ) i

n

i
ix

b

a
xflimdxxf Δξ

Δ ∑∫
=→

=
10

 

其中 ( )xf 称为被积函数， ( )dxxf 称为被积表达式，x 称为积分变量，[a，b]称为积分区间，

a 称为积分下限，b 称为积分上限。 
2．注意 
定积分表示一个数，它只取决于被积函数与积分上，下限，而与积分变量用什么字母无关。例

如： ( ) ( )dttfdxxf
b

a

b

a ∫∫ =  

3．两条规定： 

（1）在定积分中，如果 b<a,规定： ( ) ( )dxxfdxxf
b

a

a

b ∫∫ −=  

（2）在定积分中,如果 a=b,规定 ( ) 0=∫
a

a
dxxf  

(二)定积分的存在性 
1．定积分存在的必要条件 

若被积函数 ( )xf 在积分区间[a,b]上无界,那么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不可积; 

2．定积分的存在性定理 
当 f(x)在[a,b]上连续或只有有限个第一类间断点时，f(x)在[a,b]上的定积分存在 
由此可知：初等函数在定义区间内部都是可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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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1．当 ( ) 0≥xf 时, ( ) Adxxf
a

a
=∫  

2．当 ( ) 0<xf 时, ( ) Adxxf
a

a
−=∫  

这是因为 ( ) ( ) i

n

i
ix

a

a
xflimdxxf Δξ∑∫

=∞→
=

1
的右端和式中每一项都是负值 , 故其绝对值

( ) ii xf Δξ 表示小矩形的面积,因此 ( ) Adxxf
a

a
−=∫  

总之：定积分
( )

b

a
f x dx∫ 在各种实际问题所代表的实际意义不同，但它的数值在几何上都可用

曲边梯形面积的代数和来表示，这就是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第二节  定积分的性质 

一、性质 

设函数 ( ) ( )xg,xf 均为[a,b]上的可积函数 

性质 1：常数因子可以提到积分号前,即 

( ) ( )∫∫ =
b

a

a

a
dxxfkdxxkf   (k 是常数) 

性质 2：代数和的积分等于积分的代数和,即 

∫ ±
b

a
dxxgxf )]()([ ∫=

b

a
dxxf )( ∫±

b

a
dxxg )( . 

性质 3：定积分的可加性 
如果积分区间[a,b]被点 c 分成两个小区间[a,c],[c,b]则 

( ) ( ) ( )∫∫∫ +=
b

c

c

a

a

a
dxxfdxxfdxxf  

性质 4：如果函数 ( ) ( )xg,xf 在区间[a,b]上总满足条件 ( ) ( )xgxf ≤ ,则 

( ) ( )dxxgdxxf
b

a

b

a ∫∫ ≤  

性质 5：如果被积函数 ( ) 1=xf ,则有 

abdx
b

a
−=∫  

性质 6：如果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的 大值与 小值分别为 M.n,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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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abMdxxfabm
b

a
−≤≤− ∫  

性质 7：积分中值定理： 

设 f(x)在区间[a,b]上连续，则在区间[a,b]上，至少存在一点ξ 使得  

( ) ( )( ) baabfdxxf
b

a
≤≤−=∫ ξξ  

定积分中值定理，由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去理解更直观，以连续曲线 

( )y f x= （ , ( ) 0)a x b f x≤ ≤ ≥ 为曲边的曲边梯形面积，等于以 ( )f ξ 为高，( )b a− 为底的

矩形的面积。 
 
 
 
 
 
 
 
 

第三节  定积分与不定积分的关系 

一、变上限函数 

（一）变上限函数的定义 

设函数 f(x)在[a,b]上连续，x∈[a,b]则 ( )
x

a

f x dx∫ 存在。在 ( )
x

a

f x dx∫ 式子中的 x 即是积分变量，

又是积分上限，为避免混淆，把积分变量改为 t,则积分写为 ( )
x

a

f t dt∫ 。 

由于积分下限为定数 a，上限 x 在区间[a,b]上变化，故 ( )
x

a

f t dt∫ 的值随 x 的变化而变化，也就

是说 ( )
x

a

f t dt∫ 是变量 x 的函数。 称 ( )
x

a

f t dt∫ 为变上限积分 

记作 F(x)= ( )
x

a

f t dt∫     x∈[a,b]. 

（二）原函数存在定理 
1．变上限积分对上限的求导定理 

a b

)(xfy =

o  

y  

xξ

)(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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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f x 在区间[ ],a b 上连续，则函数 ( ) ( )
x

a

F x f t dt= ∫ 在[ ],a b 上可导，且其导数就是 ( )f x ， 

即： 

( ) ( ) ( )
x

a

d dF x f t dt f x
dx dx

= =∫
 

本定理把导数和定积分这两个表面上看似不相干的概念联系了起来，它表明：在某区间上连续

的函数 f(x)，其变上限积分 ( )
x

a

f t dt∫ 是 f(x)的一个原函数. 

2．原函数存在定理 
若函数 f(x)在区间[a,b]上连续，则在该区间上，f(x)的原函数存在。 

二、微积分基本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设 ( )f x 在区间[ , ]a b 上边续，且 ( )F x 是它在该区间上的一个原函数，则有 

( ) ( ) ( )
b

a
f x dx F b F a= −∫  

公式表明： 
1．定积分的计算不必用和式的极限，而是利用不定积分来计算。 
2．只要我们求出 ( )f x 的一个原函数 ( )F x ，在区间两端点处的函数值差 ( ) ( )F b F a− ，就是

( )
b

a
f x dx∫ 的值。 

第四节  定积分的换元法 

一、换元法公式 

设函数 ( )f x 在区间[ , ]a b 上连续，变换 ( )x tϕ= 满足： 

(1) ( ) , ( )a bϕ α ϕ β= =  

(2)在区间[ , ]( [ , ])α β β α或 上， ( )tϕ 单调且有连续的导数， 

则有 '( ) [ ( )] ( )
b

a
f x dx f t t dt

β

α
ϕ ϕ=∫ ∫  

二、两类特殊的定积分 

(一)对称区间上的定积分 
设 f(x)在关于原点对称的区间[-a,a],上可积，则 

（1）当 f(x)为奇函数时， ( ) 0;
a

a
f x d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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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f(x)为偶函数时，
0

( ) 2 ( )
a a

a
f x dx f x dx

−
=∫ ∫  

(二)周期函数的定积分 
设 f(x)是以 T 为周期的周期函数，且可积，则对任一实数 a，有 

0
( ) ( )

a T T

a
f x dx f x dx

+
=∫ ∫  

第五节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一、定积分分部积分公式 

设 u(x)和 v(x)在区间[a,b]上有连续的导数，由微分运算法则，有 

 ( ) ,d u v udv vdu⋅ = +  

移项得   ( ) ,udv d u v vdu= ⋅ −      两边在区间[a,b]上积分，得 

( )
b b b

a a a
udv d uv vdu= −∫ ∫ ∫  

因 ( ) [ ]ba
b

a
uvuvd =∫      故  [ ] ,

b bb
aa a

udv uv vdu= −∫ ∫  

或   [ ] ∫∫ ′−=′
b

a

b
a

b

a
dxuvuvdxvu  

上述公式称为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公式。 

第六节  定积分的应用 

一、平面图形的面积 

(一)x-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1．x-型平面图形 

若由 ( )( ( ) 0), , 0y f x f x x a x b y= ≥ = = =及 围成平面图形称为 x-型平面图形. 

其微面积元素 ( )dA f x dx= . 

2．x-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面积计算公式： ( )dxxfA
b

a∫= 。 

3．一般情况 

若：设由曲线 ( ) ( ) ( ) ( )1 2 1 2, ( )y f x y f x f x f x= = ≤
及直线 ,x a x b= = 围成的平面图形， 

其面积微元素为 ( ) ( )2 1dA f x f x dx= −⎡ ⎤⎣ ⎦ ，于是 ( ) ( )2 1

b

a
A f x f x dx= −⎡ ⎤⎣ ⎦∫  

(二)y-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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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型平面图形 

设由曲线 ( )yx ϕ= 及直线 ,y c y d= = 围成的平面图形，称为 y-型平面图形 

其面积元素为， ( )dyydA ϕ=  

2．y-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面积计算公式： ( )dyyA
d

c∫= ϕ 。 

3．一般情况： 

若：设由曲线 ( ) ( )1 2,x y x yϕ ϕ= =
及直线 ,y c y d= = 围成的平面图形，其面积元素为

( ) ( )2 1dA y y dyϕ ϕ= −⎡ ⎤⎣ ⎦ ，  于是 
( ) ( )2 1

d

c
A y y dyϕ ϕ= −⎡ ⎤⎣ ⎦∫  

二、旋转体的体积 

(一)绕 x 轴旋转的旋转体的体积计算 

由连续曲线 ( )y f x= 与直线 x=a，x=b 及 x 轴围成的曲边梯形，绕 x 轴旋转一周而成的立体叫

做旋转体(如图).现在求它的体积 V. 
用垂直于 x 轴的平行平面将旋转体截成几个小旋转体，所得截痕都是圆。取 x 为积分变量，x

∈[a，b]。在[a，b]内的任一小区间[x，x+dx]上小旋转体的体积近似等于以 f(x)为底圆半径，以 dx

为高的小圆柱体的体积
2 ( )f xπ ，即得体积微元 

2 ( )dv f x dxπ=  

于是旋转体体积       V=
2 ( )

b

a
f x dxπ∫  

(二)绕 y 轴旋转的旋转体的体积计算 

由曲线 x=ψ (y),直线 y=c、y=d (c<d)及 y 轴所围成的曲边梯形绕 y 轴旋转一周而成的旋转体的

体积。 

( )∫=
d

c
dyyV 2πψ  

三、已知平行截面面积的立体的体积 

设一物体被垂直于某直线的平面所截的平面可求，则该物体可用微法求体积.不妨设上述直线为 x
轴，则在 x 处的截面积 A(x)是 x 的已知连续函数,求该物体介于 x=a 和 x=b（a<b）之间的体积。在［x, 
x+dx］上视 A(x)不变，即把［x, x+dx］上的立体薄片近似看作 A(x)为底，dx 为高的柱体，得： 

dV=A(x)dx 

于是 ( )∫=
b

a
dxxAV  

四、经济应用问题举例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56 

第七节  广义积分与Γ函数 

在前面所讨论的是定积分中，都假定积分区间[a,b]是有限的，且 f(x)也是有界的，但是，在实

际问题中，常会遇到积分区间是无限的，或者积分区间虽是有限，而被积函数在积分区间上出现了

无界的情形，本节介绍的就是这两类积分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一、无限区间上的积分 

(一)定义 
1． [a,+∞）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设函数 f(x)在区间[a,+∞）内连续，对于任意给定的 t>a，积分 ∫
t

a
dttf )(

都存在，它是 t 的函数，

如果极限 ( )dxxflim
t

at ∫∞→
存在，则称此极限值为函数 f(x)在无限区间[a,+∞ )上的广义积分，记为

∫
+∞

a
dxxf )(

  即： ( ) ( )dxxflimdxxf
t

ata ∫∫ ∞→

+∞
=  

说明： 

(1)    若 ∫
+∞>−

t

at
dxxf )(lim 存在，也称 ∫

+∞

a
dxxf )( 收敛 

若 ∫
+∞>−

t

at
dxxf )(lim 不存在，也称 ∫

+∞

a
dxxf )( 发散 

(2)∵ ∫ ∫
+∞>−+∞>−

=
t

a

x

att
dttfdxxf )()( limlim 而 ∫

x

a
dttf )( 是 f(x)的原函数。 

∴ ∫
+∞

a
dxxf )( 就是原函数 ∫

x

a
dttf )( 当 x→＋∞时的极限。 

2． (-∞,b]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如果 f(x)在（-∞ ,b］上连续。则 ( ) ( )
b b

tt
f x dx lim f x dx

−∞ →−∞
=∫ ∫  

( )
b

tt
lim f x dx
→−∞ ∫ 存在 ( )∫ ∞−

b
dxxf 收敛 

( )
b

tt
lim f x dx
→−∞ ∫ 不存在 ( )∫ ∞−

b
dxxf 发散 

3． (-∞+∞）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如果 f(x)在（－

∞
，＋

∞
）上连续，则 

∫ ∫ ∫
+∞

∞− ∞−

+∞
+=

0

0
)()()( dxxfdxxfdxxf

 

当

0

0
( ) ( )f x dx f x dx

+∞

−∞∫ ∫与
均收敛时， ∫

+∞

∞−
dxxf )(

收敛， 

当

0

0
( ) ( )f x dx f x dx

+∞

−∞∫ ∫与
有一个发散， ∫

+∞

∞−
dxxf )(

发散 
(二) 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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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Ｆ（x）是 f(x)的一个原函数，则
( ) ( ) ( )

x

a
f t dt F x F a= −∫

 

记， ( ) ( ) ( ) ( )xFlimF,xFlimF
xx −∞→+∞→

=∞−=∞+  

于是有： ∫
+∞ ∞+=−+∞=

a axFaFFdxxf )]([)()()(
 

∫ ∞− ∞−=−∞−=
b bxFFbFdxxf )]([)()()(

 

∫
+∞

∞−

∞+
∞−=−∞−+∞= )]([)()()( xFFFdxxf

 
注意，Ｆ（＋∞）和 F（－∞）是极限，广义积分是否收敛，取决于这些极限是否存在。 
(三)重要的反常积分 

dx
xa p∫

∞+ 1
的敛散性（a>0） 

当 p=１时， 

dx
xa∫

∞+ 1
＝[ln ]ax +∞

=+∞  

当 p 1≠ 时 

dx
xa p∫

∞+ 1
＝

∞+
+−

+− a

p

p
x ]

1
[

1

＝

pp

x
a

p
x

p
−−

+∞>− −
−

−
11

1
1

1
1lim

 

1 1
1

1

p pa
p

p

− >⎧
⎪= −⎨
⎪ <+ ∞⎩

当 时

当 时  

因此，广义积分
dx

xa p∫
∞+ 1

，当 p>1 时收敛  当 p≤1 时发散 

二、无界函数的积分 

(一)定义 
1．函数 f(x)在 x=b 处无界 

设函数 f(x)在区间[a,b]上连续,当 ( ) ∞=
−→

xflim
bx

，如果极限 ( )∫−→

t

abt
dxxflim 存在，则称极限为

函数 f(x)在区间[a,b] 上的瑕积分,x=b 是函数 f(x)的瑕点。 

记作 ∫
b

a
dxxf )(

    即   ∫ ∫−→
=

b

a

t

abt
dxxfdxxf )(lim)(

 

说明： 若 ∫−→

t

abt
dxxf )(lim

存在，   也称 ∫
b

a
dxxf )(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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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t

abt
dxxf )(lim

不存在，  也称 ∫
b

a
dxxf )(

发散 
2．函数 f(x)在 x=a 处无界 

若 f(x)在[a,b]上连续，而 ( ) ∞=
+→

xflim
ax

 

则 ( ) ( )∫∫ +→
=

b

tat

b

a
dxxflimdxxf  

若  ( )∫+→

b

tat
dxxflim 存在,  则 ( )∫

b

a
dxxf 收敛 

( )∫+→

b

tat
dxxflim 不存在, 则 ( )∫

b

a
dxxf 发散 

3．函数 f(x)在区间内一点 c 处无界 

若 f(x)在[a,c]及[c,b]上连续，而 ( ) ∞=
→

xflim
cx

且广义积分 ∫
c

a
dxxf )( 与 ( )

b

c
f x dx∫ 都收敛，则

广义积分 ( ) ( ) ( )
b c b

a a c
f x dx f x dx f x dx= +∫ ∫ ∫  

如果广义积分 ∫ ∫
c

a

b

c
dxxfdxxf )()( 及 有一个发散，则广义积分 ∫

b

a
dxxf )( 发散 

注意：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在形式上与定积分没有区别，计算时注意对它的识别 
(二)重要的瑕积分 

广义积分
1

( )
b

pa
dx

b x−∫ 的收敛性 

当 p≤0 时,所给积分是定积分,当 p>0 时, ( ) ∞=
→

xflim
bx

,所给积分是瑕积分 

其中 x=b 是瑕点 

若 p=1 时, ( )[ ] +∞=−−=
− −→∫ b

a
bt

b

a
xblnlimdx

xb
1

 

若 p≠1 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11 1

1

p

pab
pxb

p
limdx

)xb(

pb

a

p

bt

b

a p  

综上所述，广义积分
1 , 1 1

( )
b

pa
dx p p

b x
< ≥

−∫ 当 时收敛，当 时发散。 

三、Γ函数 

(一)定义 

积分 ( ) ( )0
0

1 >= ∫
∞ −− rdxexr xrΓ 是参变量 r 的函数,称为Γ函数 

(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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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rrr ΓΓ =+ 1  

2． ( ) !nn =+ 1Γ  

(三)普哇松(Pisson)积分 

20

2 π
=∫

∞ − dxe x  

四、B-函数 

(一)定义： 

含参变量 p 和 q 的积分 ( ) ( ) ( )
1 11

0
1 0 0qpp,q x x dx p ,q−−Β = − > >∫ 称为 B 函数,当 p>0,q>0

时,该积分收敛. 
(二)性质： 

1．对称性： ( ) ( )p,q q, pΒ = Β      2．与Γ函数的关系： ( ) ( ) ( )
( )
p q

p,q
p q

Γ Γ
Β =

Γ +
 

第八节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一、梯形法 

函数 y=f(x)在区间[a,b]上连续,用分点 bxxxxa n =<<<<= L2100 将[a,b]分成 n 个等长

的小区间,每个小区间的长度
n

abx −
=Δ ,过各分点作纵线垂直于 x 轴且与曲线 y=f(x)交于点

nA,A,A L21 这些点的纵标分别是 ny,y,y L10 将相邻两点连接起来得到 n 各小梯形,每个小梯形

的面积分别是 x
yy

x
yy

,x
yy nn ΔΔΔ

222
12110 +++ −L  

( ) ⎟
⎠

⎞
⎜
⎝

⎛
++++

+−
≈ −∫ 121

0

2 n
nb

a
yyy

yy
n

abdxxf L  

二、抛物线法 

函数 y=f(x)在区间[a,b]上连续,用分点 bxxxxxa nn =<<<<<= − 2122100 L 将[a,b]分成

2n个等长的小区间,每个小区间的长度
n
abx

2
−

=Δ ,过各分点作纵线垂直于 x轴且与曲线 y=f(x)交于

点 nA,A,A 221 L 这些点的纵标分别是 ny,y,y 210 L ,在每个小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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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x,x , [ ]L,x,x 42 , [ ]nn x,x 222 − ,运用抛物线下的面积公式,就有 

( ) ( )( )2242123120 24
6 −− +++++++++
−

≈∫ nnn

b

a
yyy()yyy(yy

n
abdxxf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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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各专业必修必考的公共课。它有

双重的历史和社会作用：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是一门基础理论

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观察、认识和分析我国深化改革的发

展道路，从而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我国必须

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因而这门课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方法和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深刻理解坚

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二、设置的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深

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认清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

的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同时也使学生在当代世界历史发

展潮流中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认识在这一趋势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

中所面临的新问题，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两个必然历史进程，从而使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还可以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培养和增强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更有效地为社会为人民工作，使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能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三、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课程分两类教学进程，一类是全校公共理论必修课，总进程安排为 54 课时，共 3 学分；一

类为专业通识必修课，总进程安排为 72 课时，共 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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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与其

相联系的经济运行机制，认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历史演变的科学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历史任务，明确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变革 

一、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伴随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各种经济思想也就形成和发展。在

中国古、近代史上，均有丰富的经济思想。“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的意思。

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经济思想较为贫乏。 
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形

成的。 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重农学派标志着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的诞生。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主要的代表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开始，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

为基础，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资本论》是代表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 
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做了科学分析，并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和

经济运行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斯大林在领导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许多问题作了新的探索。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和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 

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

种统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制度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上。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资料的生产永远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任何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都具备三个简单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的劳动起决

定作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区分是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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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任何社会生产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力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之间的关系，

反映的是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科学管理也是重要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 基本问题。劳动

力所有制也是重要问题。由所有制关系和劳动力结合方式构成劳动的社会形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生

产类型的主要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 

三、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是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何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能更好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 
研究生产关系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体系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性。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仅考察和分析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四个环节的关系及其表现形

式，也考察和分析个人及其家庭、企业、国家和国际等各层面经济关系。 

四、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实现、发展和演变的运动规律，

即经济规律是它的根本任务。 
经济规律的内涵与特点。经济规律的划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 
具体方法表现为：矛盾分析法、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运用综合法、归纳法、演绎法、规范法和实证法等手段。借鉴系统论、伦理学和心理学

等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范畴。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人文性很强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经济革命的

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人类知识结构的基础学科；是掌握社会发展规律，

树立科学社会主义信念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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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要  求 

一、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变革 

经济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发展及其理论品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

性。 

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物质资料生产。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关系。经济规律及其特点和分类。 

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意义。 

复习与思考题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任务是什么？ 
3．怎样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 
5．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何在？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部分。 
2．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对象部分。 
3．列宁：《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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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了解什么是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从而认识到人

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了解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两种基本经济形态。认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市场机制的内容和功能，掌握市场经济

运行的基本原理。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人类社会形态的运动是自然界的高级运动形式，它包括两个系统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

系的物质交换运动，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运动。前者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后者表现为

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而社会生产关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表现出来的。在这两个系统

中，通过社会生产力体现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社会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表现形式。因此，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演变，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人类走上自觉发展的“自由王国”之路，

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会经济制度的实质及其功能 

1．经济制度的含义： 
经济制度的实质就是指人类为改造自然而建立起来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是在财

产、劳动、分配等关系基本方面的原则性规定，而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即财产关系决定经济制度的

性质，它可分为社会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亦称为基本经济制度，是指人类历史

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结构。 
经济制度指人类为改造自然而建立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是在财产、劳动、分配

等关系基本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其中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它可分为社会经济制

度和具体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功能： 
经济制度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作用。第二，对经济效益起

着重大作用。第三，为经济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保证。第四，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保证。 

二、经济制度变革的决定因素 

1．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系统上，

揭示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变革的 根本推动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关系会随之

相应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否则将制约生产力发展。社会就是在如此矛盾运动

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2．正确理解和认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五个方面来理解生产力的 终决定作用：第一，人

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第二，人类对自身需要追求和满足是根本动力。第三，物质生产力的

发展是 终根源。第四，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表现。第五，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社会经

济制度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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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任何社会的经济制度都不具有永恒性，而经济制度的变迁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

和更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变更的根本动力，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

的这一理论已经被人类历史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所证实。 

三、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1．经济体制的含义及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经济制度下管理经济的方法、方式和各种具体经济制度集合的总称，包括

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和国家执行经济管理职能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关系，它们是既紧

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不同范畴。 
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联系：第一，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化，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

下一系列制度设置的体系。第二，在一定范围内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转化。 
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区别表现在：第一，从两者的内容上分析，经济制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

经济形态的本质规定，而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一定经济制度下，社会经济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建立

何种经济运行机制。第二，从两者的特征上看，经济制度一旦确立，由它的内容决定具有相对稳定

性和原则性特点，而经济体制由于它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则体现为可变性和可操作性

特点。第三，从两者的关系上讲，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决定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

特征，规定着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制约和影响着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而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

要有利于经济制度本质的体现及其优越性的发挥，并且为了符合经济制度的自身要求而不断改革和

完善。 
2．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结合我国的实际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所有制结构及其经营方式是基础。所有制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中 基本的问题，建立何

种所有制结构，直接决定着建立何种经济体制。第二，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是关键内容。不同的经

济管理形式，形成不同的经济组织结构，它是形成不同经济体制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内容。第

三，经济活动决策权的划分重要内容。经济活动的决策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1）宏观经济决策，

这是国民经济全局性问题；（2）中观经济决策，这是属于企业生产经营问题；（3）微观经济决策，

这里指的是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决策。第四，经济调节和控制机制是另一重要内容。建立经济调

节和控制机制的体系是经济体制内容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五，经济利益和经济动力，以及分配方式

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应该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 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 

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 

1．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与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具

有相同的属性——是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自然历史过程，是指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

然历史进程。如何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呢？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人和自然是统一的。第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自然过程。第三，社会经济形式的发展同

样是自然发展过程。 
2．社会经济发展的三种形态：从生产力发展程度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可分为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形态。这一划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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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即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因素。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决不能跨越生产

力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跨越的必经历史阶段。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 

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1．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有了剩余产

品；第二，社会分工是一般历史条件；第三，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决定性条件。商品经济形式的发

展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复杂商品经济两个历史阶段，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

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 
2．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是

以市场作为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

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 
3．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共性是，第一，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第二，商品货币关系是两者经济运行的共同基础。第三，市场是两者存在和发展的共同要素。

第四，价值规律是两者共同的基本经济规律。区别表现在：第一，商品经济侧重于表明人类社会的

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侧重于表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第二，商品经济表明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市场

经济揭示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第三，商品经济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经济类型，市场经济表明的是

一种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 

三、市场机制及其特点和功能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了解市场机制的涵义、内容、

特点及其功能，对认识市场经济活动的实际运行和具体操作是非常必要的。 
1．市场机制的涵义及其内容： 
市场机制就是指构成市场的各种要素和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有机联系，

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系统平衡的功能。它是价值规律和其它商品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市场要素

包括价格、利润、利率、汇率、工资、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

制、工资机制、利率和汇率机制等等。 
2．市场机制的特点和功能： 
市场机制是一个由各要素机制构成的系统。作为一个系统，市场机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第一，客观性和历史性。第二，集合性和相关性。第三，动态性和时滞性。第四，自发性

和利益制约性。 
市场机制 基本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手段的职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调节

配置资源的功能。第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功能。第三，激励经济主体提高效率的功能。市场机

制也有不能克服的缺陷，需要运用宏观调控来弥补。 

考  核  要  求 

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经济制度的含义。经济制度的功能。经济制度变革的决定因素。经济体制的含义及其与经济制

度的关系。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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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商品经济与市场

经济的关系。市场机制及其特点和功能。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有那些功能？ 
2．决定经济制度变革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3．如何理解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经济制度变革的 终因素？ 
4．什么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有那些主要内容？ 
5．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如何？ 
6．为什么说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7．什么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 
8．什么是市场机制？它有哪些特点和功能？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 章，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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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品与货币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什么是商品，理解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掌握价值的

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规律。理解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掌握商品经济的一般规

定性和运动规律。了解价值形式的历史演变及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掌握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

以及价值规律作用及形式。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商  品 

一、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二重属

性：自然属性和社会交换属性。商品使用价值是为他人消费而生产的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关系和比例。价值凝结在

商品体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和基础，而交换价值

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作为商品必须既有价值又有使用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价值是商品的本质规定。价值的本质规定体现

为交换劳动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商品的二因素是由体现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这种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

和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叫做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具

体劳动的对象、操作方法及结果的差别，形成了社会分工。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

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它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只

存在于商品经济形态中。抽象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关系。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

方面。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矛盾的统一性。 
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三、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是质和量的统一。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包含三个

因素：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的关系。商品的价

值量与同类商品质量优劣有关。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 
价值量的变化规律：商品的价值量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劳动生产率

是指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决定和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有多种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平

均熟练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是否合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程度；技术装

备的好坏；原材料质量的优劣；自然条件好坏等等。单位商品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须劳

动量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率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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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概念。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形成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私人劳动

和社会劳动的表现。二者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私人劳动

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商品经济的其他矛盾。 

五、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深化对劳动价值论

理论的认识。 

第二节  货  币 

一、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价值形式的含义。价值形式发展的经历的阶段： 
1．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使用价值

成为价值的表现。第二，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第三，人劳动成为直接社会劳动的表

现方式。简单价值形式对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物的性质，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 
2．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各种商品交换的比例由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也第一

次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3．一般价值形式。在一般价值形式中，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一种商品来表现，因此，它们

的价值作为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凝结的性质，就更完全地、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4．货币形式及其发展。当一种商品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时，这种商品就成了货币商品，

这种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货币形式和一般价值形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在货币形

式上，一般等价物固定在贵金属上。货币是价值形式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货币的本质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

品，它体现着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二、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 

货币具有五种职能：①价值尺度。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供求关系平衡的条件下，商品的

价格主要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这两个因素，价格是商品价值与贵金属货币自身价值的比率。

商品价格的变化同商品价值的变化成正式，而同单位货币价值的变化成反比。价格标准。②流通手

段，是指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媒介作用的职能。货币流通规律表明，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

要的货币量，取决全三个因素：一是市场上待售的商品总量；二是商品价格水平面；三是货币流通

速度。铸币和纸币。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由于纸币的发

行量超过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纸贬值，物价上涨物现象，叫做通货膨胀。③贮藏手段。

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在金属货币流通时期必须是现实的、足值的贵金属货币或贵金属条块。贮藏手段

的作用。④支付手段。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一方面暂时解决了因缺乏现金而不能购买商品等矛盾，

减少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商品经济的矛盾。货

币流通规律的改变形式。⑤世界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一般贵金属。 
以上货币的五种职能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 基本的两个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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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的涵义及其性质。商品拜物教或货币拜物教产生的原因：由于私人劳动或个别劳动

的社会性质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间接表现出来，即通过相互交换他们所生产

的商品才能表现出来，这样就使本来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联系，现在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

换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物的外壳掩盖起来，物决定着人的命运。这样，人和物的关系颠倒，产生

了商品拜物教。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必须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来进行。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

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这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恰恰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表

现形式， 

二、价值规律的作用 

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即配置社会资源。价值规律对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的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和价格的波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供求关系的变

动实现的。 
2．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生产

者为了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必进生产工艺，提高

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引起和促进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各不相同，就

不可避免地引起商品生产者的贫富两极分化。 

考  核  要  求 

一、商品 

商品二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概念与相互关系。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价值

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劳动生产率及其与价值量的关系。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二、货币 

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阶段。相对价值性和等价形式的涵义。一般等价物的涵义。货币及其本质

规定。货币的职能。价格和价格标准。货币流通规律。纸币和通货膨胀。 

三、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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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理解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 
2．分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辩证关系？ 
3．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劳动二重性是什么关系？ 
4．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价值量由什么影响？ 
5．为什么说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6．货币是怎样产生的？他的本质和职能是什么？ 
7．什么是价值规律？它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中有哪些作用？ 
8．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包括哪些要点？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第 6 章。 

 



政治经济学 

 81

第四章  资本与剩余价值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马克思

的资本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和剩余价值的基本生产方式，了解与剩余价值理

论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工资理论。并力求说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资本、剩

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既具有特殊属性，也具有一般属性。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货币和资本的联系：资本 初表现为货币。 
货币和资本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第一，流通形式的顺序不同。货币流通公式，也就是商品流通公式：W——G——W。资本流

通公式：G——W——G。 
第二，流通形式的起点和终点不同。 
第三，流通形式的媒介不同。 
第四，流通形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两种流通形式在内容和目的上的不同，就决定了这两种形

式的流通限度不同。 
G——W——G′称为资本总公式。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指：资本总公式同价值规律的要求就

产生了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条件是：剩余价值的

产生既不在流通领域，又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资本总公式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劳动者丧失一切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劳动力商品特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包

括历史和道德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作用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1．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及特点：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2．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基础。 
价值形成过程既是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过程，同时又是活劳动创造自身新价值的过程。这两

重过程是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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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增殖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价值增殖过程的实质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

成过程。 
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3．剩余价值的本质 
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就是雇佣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超过劳动力自身价值的、被资本

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它反映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二、资本的涵义和资本的作用 

1．资本的本质。 
资本的本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是以物为媒介并在物的掩盖下体现资本家剥削工人

的生产关系。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资本一般和资本的共同规定。 
资本一般的规定：第一，资本是可以自行增殖的价值。第二，资本是对剩余劳动的索取。第三，

资本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 
3．资本的作用。 
第一，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第二，改变着人们的财富概念和生活方式。第三，使世界溶

为一体，寻求人类共同发展成为可能。第四，也使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日益尖锐。 

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1．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涵义及其划分的依据。 
依据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起作用不同，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c）和

可变资本（v）的涵义。 
2．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重要意义：第一，揭示了剩余价值（m）的真正来源。第二，

为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公式：m′= m / v。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率准

确地反映了剥削程度。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工作日长度可变。工作日

的 低界限是必要劳动时间。工作日的 高界限受两个因素限制：第一，生理界限；第二，社会道

德界限。工作日长度的确定及其趋势。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工作日长度不变，必要劳动时间可变。相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是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通过各资本家直接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实

现。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联系与区别：首先，两种方法都延长了劳动时间。其次，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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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般基础和起点。再次，两种生产方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同。 

三、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新特点 

1．劳动力构成变化。 
2．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变化。 
3．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剩余价值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会迅速提高。 

四、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原因：首先，剩余价值规律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

其次，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再次，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

展和必然灭亡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资 

一、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1．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劳动不是商品。 
2．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 

二、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 

资本主义工资有两种基本形式：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件工资特点。血汗工资制。 

三、资本主义工资的动态考察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的原

因。不同历史时期会引起工资的提高或降低。 

四、资本主义工资的国际比较 

工资国民差异是指不同国家之间工资水平存在着差别。是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主要原因。存在原

因：第一，各国家之间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各国工作日长度和强度存在

差异。第三，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同异。 

考  核  要  求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的本质。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劳动力商

品理论。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作用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资本的本质和作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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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涵义及区别与联系。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剩

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四、资本主义工资 

工资的本质。工作日。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 
2．试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3．资本的本质是什么？把资本区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依据和意义是什么？ 
4．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是什么？相对剩余价值是怎样实现的？ 
5．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什么？它怎样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6．为什么说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7．怎样理解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一般属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不同经济制度中其特殊属性的

区别如何？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4、5、10、17 章。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理论》第 7、8、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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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积累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了解

物质资料再生产、资本价值再生产和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三者的统一；认识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以及

资本积累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决定因素；掌握资本有机构成的内涵与相对过剩人口的成因；揭示资本

主义积累的实质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一、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的涵义和内容。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

基础和前提。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 
社会生产内容包括两方面：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是指再生产按原有规模简单重复。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特征：第一，可变资本是

工人自己创造的。第二，全部资本都是工人创造的。第三，工人的个人消费从属于资本的需要。 
从简单再生产过程来看，工人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不仅创造了剩余价

值，而且创造了可变资本；不仅创造了可变资本，而且创造了全部资本，也创造了资本主义存在和

发展的所有条件。 

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扩大再生产是指新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生产中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外还有

剩余，从而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持续进行。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可以看

出：第一，资本积累过程中所追加的资本源于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概念：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

资本，或者说，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行为，就叫做资本积累。第二，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

义占有规律。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实质：资本家不断利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以无偿

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资本积累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 

资本积累的动因：追求剩余价值是内在动因。竞争规律的强制力量是外在压力。 
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第一，剩余价值率的高低。第二，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第三，所

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的大小。第四，预付资本量的大小。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一、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 

资本的构成包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指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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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资本的价值构成是指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之比。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技术构成

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其公式是 C:V。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一种必然趋

势。 

二、个别资本的增长——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个别资本的增大为前提。个别资本积累的两种途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

中。资本积聚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是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资本集中是指

将原来分散的众多中小资本合并为少数的较大资本，从而增大个别资本的数额。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区别是：第一，社会资本总量增加与否。第二，是否受到资本和社会财

富增长的限制。第三，单个资本量增大的速度快慢。第四，反映的关系不同。联系：表现在它们互

相渗透和促进。资本积聚会加速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又会加快资本积聚。 
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积累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 

三、资本积累和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密切相关：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应增加。所谓相对过剩人口，是指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资本价值增值对劳动

力的需求。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形式：（1）流动的过剩人口。（2）潜在的过剩人口。（3）停滞的过剩

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四、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当代表现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这一规律揭示了

资本主义尖锐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的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以及当代的表现。 
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与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之间

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资本积累一般规律说明，在以追求剩余价值为

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贫困有不解之缘。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规律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 

第三节  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一、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大量的具有人身自由但丧失生产资料的自

由劳动者；第二，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货币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

涵义及其实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用。 

二、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促进了社会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的实现。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的主要表现在：（1）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2）生产过程的社会化。（3）产品的社会化。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其灭亡准备了物质条件。资



政治经济学 

 87

本主义积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考  核  要  求 

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的涵义、内容和种类。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特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特

征。资本积累的涵义。资本积累的动因。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资本的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发展趋势。个别资本积累的途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

积累和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及其存在形式。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三、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资本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2．马克思怎样从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3．资本积累的原因、实质及其决定因素是什么？ 
4．资本积累、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关系如何？ 
5．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6．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是否是一种主观想象？请运用马克思的积累理

论来进行解析。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第 7 节。 
2．列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8 

第六章  资本的流通过程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进一步了解资本的本质和个别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运动。掌握产业资本循环必

须具备的条件、资本的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运动顺利进行的实现条件。

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

抗性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规律。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一、产业资本的循环 

1．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 
产业资本是指投放在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资本循环经历三个阶段：

购买、生产、销售。相应采取三种职能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资本循环的涵义。

资本循环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 
2．产业资本循环是三种职能形式循环的统一。 
资本循环有三种形式：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种循环形式各自的特

点。资本循环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产业资本实现连续不断循环必备的两个条件：空间并存性和

时间继起性。 

二、产业资本的周转 

1．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资本周转是指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周转与资本循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资本周转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两部分。生产时间是指资本处在生产领域所需要的时间，由

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构成。劳动时间指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某种商品的

时间。非劳动时间指生产资料已进入生产领域，但还没有与劳动者结合的时间，包括生产资料的储

备、自然力发挥作用的和机器设备的维修等时间。流通时间指资本处在流通领域所需要的时间，包

括购买和销售两部分时间。 
资本周转次数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资本价值的周转速度。资本周转次数的公式。资本周转速度与

周转时间成反比，与周转次数成正比。 
资本周转速度也取决于生产资本的构成。按资本不同部分价值的周转方式不同，可把生产资本

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涵义及其价值周转的特点。流动资本和

流通资本是不同的。 
2．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它们的划

分对象都是产业资本。区别：划分的根据不同、划分的目的和意义不同、划分的内容不同。 
固定资本的磨损包括有形和无形磨损两部分。提高固定资本利用率以减少固定资本无形磨损带

来的损失。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折旧费。折旧费与固定资本原值的比率叫做折旧率。 
3．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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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的构成对预付资本总周转速度的影响：第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自身的周转速度。

第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重。预付资本总周转的涵义及其公式。 
4．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加快资本周转速度首先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年剩余

价值量涵义。其次可以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涵义和公式。年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率从

不同方面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次可以节约预付资本，尤其是流动资本。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一、个别资本运动和社会资本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独立发挥资本职能的资本就是个别资本，也称单个资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所有个别资本

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资本，或称社会总资本。 
社会资本运动和个别资本运动的共同点：运动的形式都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

种形式；运动的过程都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运动的内容都包含着剩余价值生产的消费；

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价值的增值。两者区别：第一，运动的数量和规模上不同。第二，运动的内容

不同。第三，考察的出发点不同。 
考察社会资本运动的出发点是社会总产品，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

的实现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部分。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两个理论前提：一是社会总产

品在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称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二是社会总产品在价

值上分为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三部分。 

二、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主要通过社会总产品三个方面的交换而全部实现：首先，第一部类

内部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交换。其次，第二部类内部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交换。 后，两大部

类之间的交换。实现的基本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

公式为： (v + m)= cⅠ Ⅱ 。另外两个实现条件的公式为： (c + v + m)= cⅠ Ⅰ ＋ cⅡ ， (c + v + m)= (v Ⅱ Ⅰ

+ m)＋ (v + m)Ⅱ 。 
三个公式表明，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是经济规律。 

三、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一是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公式为: (vⅠ  + m)＞ cⅡ ,一是要有追加

的消费资料，公式为： (cⅡ  + m－m/x)＞Ⅰ(v + m/x)。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是通过三个方面的交换实现。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第一

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与追加的可变资本，再加上本部类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

原有的不变资本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之和，公式为： (vⅠ  +Δv + m/x)＝ (cⅡ  +Δc)。另两个实现条件公

式为: (c+vⅠ +m)=Ⅰ(c +Δc)+Ⅱ(c +Δc), (c+vⅡ +m)=Ⅰ(v +Δv + m/x)+Ⅱ(v +Δv + m/x)。 
三个实现条件表明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必须保持相应的比

例关系是经济规律。 

四、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是由列宁首先发现并加以论证的，它构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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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第一部类的生产要快于第

二部类的生产。其二，第一部类内部为本部类的生产要快于为第二部类的生产。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不意味着可以脱离消费

资料生产而孤立地增长，也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得越快越好。 

第三节  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质和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

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两个具体表现：首先，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次，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

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在于基本矛盾运动的

阶段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一般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

的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三、二战后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科技革命推动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性呈现出许多新的特

点。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周期性的四个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征不明显。第二，危机的作用后果不

如战前严重。第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缩短。第四，经济危机的同期性和非同期性交错出现。

第五，出现了“滞涨”局面。 

四、西方经济危机理论简介 

西方经济危机理论主要有：供求均衡论。消费不足论。心理失衡论。太阳黑子论。比例失调论。

投资过度论。有效需求不足论。货币危机论。创新论。 

五、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波动。我国经济周期是一种增长性的波动，表现为每隔几年上一

个台阶。 
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三个方面：第一，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保持投资和消费

的适度增长。第三，保持货币增长和价格水平增长的相对稳定。 

考  核  要  求 

一、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产业资本的涵义。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形式。资本循环的涵义。三种资本循环形式统一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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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周转的涵义。资本周转的次数。资本周转的时间。影响资本周转的因素：生产时间和流通

时间；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划分的依据。固定资本的

磨损、折旧、折旧费、折旧率等涵义。 
预付资本总周转的涵义和公式。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年剩余价值。年剩余价

值率。年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涵义。个别资本运动和社会资本运动的联系与区别。社会资本运动的核

心问题。社会总产品及其构成。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和实现条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 

三、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质和根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战后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

的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产业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条件是什么？ 
2．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3．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有什么影响？ 
4．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有什么区别？ 
5．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 
6．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有哪些？ 
7．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是什么？ 
8．在技术进步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为什么生产资料生产必须优先增长？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1、4、7 章，第 20 章第 1、2、3 节，第 21 章第 3、4 节。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1 部分。 
3．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3 编，第 2 章。 
4．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第 3 部分（《列宁全集》第 1 卷）。 
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1．8 章（《列宁选集》第 1 卷，1995 年版）。 
6．列宁：《危机的教训》（《列宁全集》第 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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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存在形式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了解资本和剩余价值在运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

具体形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总体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形态，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剥削阶级集团

如何瓜分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1．成本价格。 
商品价值包括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三部分,公式为：w＝c + v + m。成本

价格用 k 表示，公式为：k = c + v。成本价格作用和意义：首先，衡量企业盈亏的界限。其次，是

企业竞争胜败的关键。成本价格范畴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2．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剩余价值在观念上当作全部预付资本产物时转化为利润，用 p 表示。商品价值构成公式就由 w 

= c + v + m 转化为 w = k + m，进一步转化为 w = k + p。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利

润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3．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把剩余价值看作全部预付资本带来时，剩余价值率就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是指剩余价值与全

部预付资本的比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反映资本的增值程度。公式为：p′ = m / c。剩余价

值率和利润率是同一个剩余价值量与不同资本量的对比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决定和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第一，剩余价值率的高低。第二，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第三，

资本的周转速度。第四，不变资本的节约。第五，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利润率。 

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1．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原因。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由于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存在差别。

通过部门间的竞争，使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转化。平均利润的概念。

平均利润率的涵义和公式。平均利润率一方面反映社会总资本的增值程度；另一方面反映各部门之

间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分配原则。 
2．影响平均利润的因素。 
影响平均利润率高低的主要因素：一是各个部门的利润率水平。二是社会总资本在资本有机构

成高低不同部门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平均利润率不是各部门不同利润率的简单平均，而是同社会总

资本在不同部门中所占比重大小有关。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 
3．平均利润及其实质。 
平均利润的实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更加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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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公式为：生产价格 = k + p。生产价格

和价值在质和量上存在差别。 
生产价格形式后，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一是商品交换以生产价格为基础

进行；二是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这种变化并不否定价值规律。 
2．超额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是个别资本家首先采用先进技术或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商品

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从而比其它资本家多得的那部分利润，它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

化形式，是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的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超额利润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伟大意义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意义：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矛盾的

难题，使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论证。革命意义：在资本主义，揭示了整个资产

阶级剥削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 

第二节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一、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 

商业资本是商品资本独立化的形式。商业资本的职能就是商品资本的职能。 
商业资本的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节省流通过程的资本，增加生产领域的资本量。第二，缩

短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第三，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平均利润率。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

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商业利润及其来源 

商业利润的概念。商业利润的来源：现象上表现为购销价格的差额。本质上是商业资本家从产

业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商业利润的实质。 
商业资本参与平均化过程而获得平均利润。商业的利润率也是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形成后，

生产价格的构成 = 成本价格( k ) + 产业利润( p ) + 商业利润( h )。 

三、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1．商业流通费用。 
商业流通费用的概念。商业流通费用分为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两种。 
2．商业流通费用补偿的途径。 
商业流通费用即要收回，还要获得相应的平均利润。补偿的途径：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生产过程

有关，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纯粹流通费用仅同商品的买卖有关，属于非生产性开支，不能增加商

品的价值。纯粹流通费用的价值补偿，就是从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的。 
商业职工的劳动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其劳动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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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借贷资本和利息 

一、借贷资本 

1．借贷资本的形成。 
借贷资本是从产业资本运动中分离出来的特殊资本形式，是货币资本的独立化运动。借贷资本

的形成。主要来源：第一，正在积累中的折旧基金。第二，暂时闲置的流动资本。第三，用于积累

的剩余价值。第四，各种货币存款等也都构成借贷资本的来源。 
2．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 
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第一，是一种商品资本。第二，是作为财产的资本。第三，是 具

有拜物教性质的一种资本形态。 

二、利息和利息率 

1．利息的本质和来源。 
利息就是职能资本家使用借贷资本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利息的来源是剩余价

值。平均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利息，另一部分是企业利润。利息和企业利润进一步掩盖了剩

余价值是真正来源。 
2．利息率的决定。 
利息率是一定时期内的利息量与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息率在平均利润率和零之间浮动，影

响利息率的主要因素有：第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第二，借贷资本供求状况。第三，一个国家的

习惯和法律传统、预期价格变动率、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借贷资本风险的大小、借贷时间长短等

等。 

三、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1．银行与银行资本。 
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基本职能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另有两种职能：充当结算中心

和发行信用流通工具。银行资本分两部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借入资本来源：第一，暂时闲置

的货币资本；第二，食利阶层存入的货币资本；第三，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小额存款。 
2．银行利润及其来源。 
银行利润的来源归根到底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银行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过程而获得平

均利润。银行雇员的劳动同样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四、股份公司 

1．股份资本及其性质。 
股份制就是通过发行股票，建立股份公司筹集资金，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形式，即是指不同所有

者通过认购股票共同出资创建企业的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和股份公司是在资

本主义信用和竞争的基础上产生，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 
2．股份公司的功能。 
第一，有利于快速聚集资本和优化投资结构。第二，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提高企业

的运营效率。第三，有利于企业财产的完整和稳定。 
股份公司的主要形式：股份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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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票、股息和股票价格。 
股票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入股的凭证。主要特点是：不返还性、流动性、风险性。股票持有者凭

股票获得的收入叫做股息。股票价格是股息收入的资本化。公式：股票价格 = 股息/利息率。股票

价格的基础取决于两个因素：预期股息和银行利息率。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经济和政治状况、

企业经营状况、股票供求关系、物价水平、政府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心

理等。 
创业利润和虚拟资本。创业利润就是创办股份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价格总额同实际投入这个企业

的资本总额之间的差额。创业利润的源泉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股票收入资本化而虚

拟出来的资本称为虚拟资本。它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其持有者带来收入。虚拟资本和实

际资本是不同的。 

第四节  资本主义地租 

一、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 

1．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特点。 
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途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本质特点是：第一，土地所有

权与土地经营权相分离。第二，土地所有权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 
2．地租的本质和特征。 
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是农业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主要特征：第一，

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第二，剩余价值分为地租和平均利润。第三，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农

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关系。 
3．地租和租金区别。 
资本主义地租的基本形态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它们是由不同的原因和条件所引起的。 

二、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同土地的等级差别相联系的地租是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土地存在着等级差别。级差地租产

生的直接原因是土地有限性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营权的垄断，与土地私有制没有关系。 
2．级差地租的源泉。 
级差地租的源泉：只能是农业工人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是由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

格和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的。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由条件差的土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

决定。级差地租可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这两种形态。 

三、绝对地租 

1．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垄断获取的地租，它是由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低于价

值的超额利润构成的。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或社

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是条件。资本向农业部门转移受限制，使农产品按价值出售。 
2．绝对地租的源泉。 
农产品价值与生产价格的余额构成绝对地租。绝对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3．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绝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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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的，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接近工业资本有机构成，

上面所说的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就消失了，但绝对地租就不会消失，只不过产生绝对地租的条件发

生了变化而已。这时的绝对地租仍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四、土地价格 

1．土地价格的决定。 
土地价格实质上就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公式是：土地价格 = 地租/利息率。影响土地价格的

因素：地租的高低、银行利息率的高低、土地的供求状况、地理位置、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土地投

资者的理性预期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2．土地价格的变动趋势。 
土地价格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其原因，一方面是地租有上涨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

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得利息率下降，土地价格提高。这不利于经济的

发展。 

考  核  要  求 

一、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的定义。成本价格作用和意义。利润的概念和本质。利润率的涵义。决定和影响利润

率的主要因素。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区别。平均利润的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涵义。影响平均利润

率高低的主要因素。生产价格的形式、涵义和构成。超额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生产价格形式后价

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意义。 

二、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和作用。商业利润实质及其来源。商业流通费用的概念及其补偿。商业

利润。商业利润率。 

三、借贷资本和利息 

借贷资本的本质、职能、形成和来源。利息的涵义。利息率的涵义。利息率的界限。影响利息

率的因素。银行的性质。银行资本的本质和职能。银行利润及其来源。股份公司、股票、股息和股

票价格。创业利润和虚拟资本。 

四、资本主义地租 

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和特点。地租和租金区别。级差地租的涵义、

形成的条件和原因。级差地租的源泉。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的涵义、形成的条件和

原因。绝对地租的源泉。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对地租的形成。土地价格的实质。影响土地价格的

因素。 

复习与思考题 

1．决定和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2．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区别是什么？ 
3．平均利润是怎样形成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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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说生产价格的形成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5．阐述商业利润、利息和资本主义地租的来源和本质。 
6．股票价格是如何决定的？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1、9、10、17、23、27、38、45 章。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理论》，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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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自由竞争导致垄断的客观必然性和垄断时期自由竞争的特点，了解竞争与

垄断之间的关系，把握国家垄断形成的原因。明确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以及调控体系的

多元目标、具体形式、主要手段和政策体系。了解国家干预的作用和局限性，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

历史作用和地位，进一步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一、垄断的形成 

1．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 
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垄断。 
2．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历史过程。 
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危机加速了资本和

生产的集中。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和调整的必然结果。 
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过程。 

二、垄断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 

垄断组织形式在历史演变中的类型：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和混合联合公司。各种

垄断组织形式反映了垄断资本从企业外部到内部，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单一部门到众多部门，

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程度的联合和垄断。 
混合联合公司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根

本原因。第二，生产集中的加强和垄断实力的膨胀是直接原因。第三，混合兼并加速了混合联合公

司的普遍推行。第四，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也促成了混合联合公司的兴起。 

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及统治 

1．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 
产业资本的垄断是一切垄断的基础。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是以产业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为基础同

时形成的。银行由普通中介人变成了万能主宰者。表现在：第一，银行控制和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

第二，银行促进和加速垄断组织的形成。第三，银行成为股票和债券买卖的场所，并代理工商企业

发行有价证券。 
二战后，银行作用的新特点：第一，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达到新的规模。第二，巨型银行的产

生。第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银行持股公司或银行集团。第四，巨型银行在国内外形成了银行密网。

第五，银行经营业务的多样化。第六，出现了许多非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金融公司、

投资公司等。 
2．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统治。 
在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基础上，银行业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日益溶合或混合生长，形成一种

新型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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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寡头的形成及统治。 
金融寡头是金融资本的人格化，指极少数掌握大量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家。金融寡头在经济领

域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金融寡头在政治领域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同政府进行所谓“个

人联合”而实现的。金融寡头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万能的统治者。 

四、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1．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凭其垄断地位操纵和控制的价格体系。它由垄断高价

和垄断低价构成。垄断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垄断利润。 
垄断价格并不否定价值规律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垄断价格以价值或生产价格为基础，受

市场竞争、商品供求及购买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等客观经济情况的制约。第一，垄断形成于商品经

济时期的自由竞争，垄断形成以后不仅没有对商品市场形成否定，而且还要以商品市场作为垄断得

以实施的空间。第二，垄断导致市场替代法则发生作用，使其它与之竞争的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

加紧了对相关同类商品的开发和研制。第三，商品价值仍然是垄断价格的基础，商品价值的变动迟

早要引起垄断价格发生相应的变动。第四，垄断价格是垄断基础上价值规律存在和作用的特定社会

历史形式。 
2．垄断利润及其来源。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剩余价值规律主要表现为垄断利润规律。垄断利润指垄断资本凭其在生

产和流通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获取垄断利润的途径主要有：第一，对本企

业劳动者所创造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第二，通过垄断价格在流通领域转移并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

和价值。第三，通过政府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第四，通过对外输出资本和

国际经贸中的不平等交换实行剥削和掠夺。 

五、自由竞争与垄断竞争 

1．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与竞争并存，这是垄断资本主义一切经济、政治现象的总根源，是

支配垄断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运动的规律。垄断与竞争并存的表现：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垄断组织

之间的竞争以及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 
2．垄断资本主义下竞争的特点。 
垄断资本主义下竞争的特点：第一，竞争的激烈程度空前加剧。第二，竞争出现了更加错综复

杂的局面。第三，综合地运用多种竞争手段。第四，竞争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是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第一，已经成长为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生活中稳定的、经常的因素。第二，形式的多样化。第三，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垄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原有的经济特征发生了局部的、部分的质变。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0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第一，克服现代经济发展所需巨额资本与私人资本积累有限性

的矛盾。第二，克服私人垄断资本追求的自身利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矛盾。第三，克服生产无限扩

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四，缓和生产力社会化同私人资本盲目竞争的矛盾。

第五，克服私人资本通过市场进行利益分配的有限性。此外还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压力、资本国际

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党派长期执政的问题。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途径和主要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途径：一是将私营企业国有化。二是由国家预算拨款直接建立国家垄断

企业。三是通过股份制对私人垄断企业进行兼并、控制和改造，增加国家股比重。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有三种形式：第一，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外部的结合。第二，国家垄断资本和私

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内部的结合。第三，国家直接掌握的垄断资本。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1．30 年代大萧条与“凯恩斯革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面对这次经济危机，西方经济理论出现

了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传统的自由放任论由兴盛到衰

落，从占统治地位变为少数派，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2．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 
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方式：直接和间接调控两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宏观经济调

控的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国内国际收支平衡。

经济政策体系中 主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四大政策。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局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经济发展有

某种阻碍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1）
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2）加快了国际间的技术交流。（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投资，有利

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4）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外投资，为发展中国家的劳

动就业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此外，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对各国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发展也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阻碍作用，具体表现在：（1）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财政支出的增大，财政赤字日益严重，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更加突出。（2）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滥发货币，

造成长期通货膨胀，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3）国家借助于发行公债来增加财政收入，加剧

财政金融危机。（4）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造成严重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沉

重包袱。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没有改变垄断资产主义的实质。它存在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

的固有矛盾和历史局限性，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在生产方面，国家调节不可能克服社会生产的无

政府状态，不能消除部门间的比例破坏和经济结构失调。第二，在分配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

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贫富悬殊的状况。第三，在世界经济方面，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l）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

输出，力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

垄断地位，操纵世界市场价格，剥削发展中国家。（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通

货膨胀，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4）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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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大、需要改造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污染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

坏了生态平衡，妨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损害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第三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 

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经

济形态代替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步。而它为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经济形

态所代替也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整。区域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

知识经济等经济概念已经逐渐成为经济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继续进行自我调整。

然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结果，表现出离社会主义的门槛越来越近，终将摆脱不了向新的社会形

态过渡、从而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命运。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 

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 终取代资本主义是资本积累发展的客观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不

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社会化形式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

势。 
应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文明做出较为准确、全面、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考  核  要  求 

一、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垄断的涵义。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垄断组织形式。银行业的垄断形成、职能和作用。金融资

本和金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垄断资本

主义下竞争的特点。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涵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途径和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

宏观调控的方式和目标。经济政策体系中四大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局限。 

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原因。 
2．垄断利润的来源是什么？ 
3．为什么说垄断价格的形成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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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如何？当代资本主义竞争有那些新特点？ 
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6．如何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 
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经济是通过哪些途径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经济的主要形式

有哪些？ 
8．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第 1、3、4、5、6 节。 
2．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3 编，第 2 节。 
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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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 

学习目的和要求：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本章从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入手，对经济区

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跨国

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中

国如何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生产的国际专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然产物。国际分工是在国内分工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区别。区别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分工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而国际分工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高级阶

段才出现的，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而出现的。第二，国内分工是各国国民经济范围内的

分工，而国际分工则是以各个国民经济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在各国之间形成的社会分工。第三，

国内分工只受本国国家权力和制度的制约，而国际分工则受到各国的政策、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因

素的制约。第四，国内分工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各国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其他经济条件。而

国际分工的发展则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国际和国内

分工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一国的国内分工越发达，国内分工越容易超越国界向外延伸，国际分工也

就越发展；反之，国际分工的扩大，通过国际贸易也会促使各个国内分工的扩大，从而促进各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 
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第一，各国的自然条件是重要条件。第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

决定性因素。第三，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国际分工的性质，制约国际分工的内容和形式。 
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垂直型分工。二是水平型分工。三是混合型分工。国际分工的

发展引起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二战以来世界市场发展新特征：首先，市场结构日趋复杂化。其次，商品市场的构成类型更加

复杂多样。 后，世界市场的垄断日益加强，竞争更加激烈。 

二、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是指生产过程和资

本活动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国际范围内不断运动的过程。资本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资本国际

化分为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产业资本国际化。商业资本的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

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殖，它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际贸易。借贷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

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运动与增殖，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产业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国

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生产的国际化它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

实现的。当代国际垄断组织普遍和主要的形式是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特点。第一，跨国公司海外公司的货币资本中绝大多数资本来源于海外公

司的保留利润、海外固定资本的折旧费，以及来源于国际银行贷款及国际还贷市场的债券融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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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使生产国际化由国际贸易的间接表现转为直接表现。第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面向

全球市场，实施全球战略。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雇佣的多国籍工人及廉价劳动力成为跨国公

司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三、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 

经济全球化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生产要素

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原因：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根本原因。第二，国际贸易深入发展是推动力。第

三，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是原因之一。第四，经济行为主体追逐利润的动机是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和高级阶段。国际分工和跨

国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是经济国际化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1．促进了世界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2．增加了世界各国

经济运行的风险。3．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拉大。4．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问题。5．使世界市

场真正一体化。6．使各国经济安全随时受到挑战和考验。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完全不平等地位。从生产力角度看，经济全

球化对发达国家更有利。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和起支配作用，决定经济全球

化的进程和性质。 

三、经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利益和好处的同时，也给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威胁。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第一，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第二，有利于中国引进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第四，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和对外投资

的发展。第五，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二、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跨越 

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跨越。 
第一，将使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第二，加速我国参与世界生产一体化

和国际分工一体化的步伐。第三，意味着中国将接受 WTO 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

则和规则。第四，有利于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在体制上与国际接轨。 



政治经济学 

 105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21 世纪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要根据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作相应的调整： 
第一，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实现从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向全球化生产战略的转变。 
第二，利用入世后带来的市场稳定性与扩展性，实现国内政策与出口发展战略的有效结合。 
第三，走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的外贸发展新路。 
第四，顺应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及时进行有进有退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五，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构成威胁，表现为：第一，经济的跨国界行为和各国相

互依赖导致经济主权弱化。第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各专门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

第三，跨过公司等非政府力量的壮大造成东道主国家经济主权的被动转移。 
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我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以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 

考  核  要  求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分工及其形式。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世界市场发展新的特征。资本国际化的种类及其特

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特点。经济全球化还以及其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经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加入 WTO 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对外经

济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复习与思考题 

1．影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二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客观必然性是什么？ 
3．跨国公司及其生产经营有哪些特征？ 
4．如何评价经济全球化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5．如何评价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它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6．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该如何趋利避害？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0 章；第 3 卷第 14 章第 5 节。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第 8—10 章。 
3．列宁：《国家与革命》。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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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制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主要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中作用，了解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掌握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和作用。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特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终达到共同富裕。”其科学性表现在：第一，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置

于首要的基础地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貌。第二，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

义本质，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第三，把“ 终达到共同富裕”列为本质规定，指出了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第四，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 

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原因：1．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公有制能更快更

好的发展生产力。3．公有制是消灭剥削， 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4．公有制能保证

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是指各种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

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

力发展。所有制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要从生产资料的形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考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

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

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

两者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中，必须始终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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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近代和现代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结构中居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

公有制能够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根本客观依据。 
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因：第一，是与社会化生产的本性相适应的。第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和根本特征。第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第四，是实现劳动人民主人翁地位、

实行按劳分配和 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第五，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的原因：第一，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总水平不高 根本的依据。第二，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就业和人民生活多种需要的客观要求。第四，

是适应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的涵义。对公有制经济内容的深化认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第一，公有资产在

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公有资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质量上。第三，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

导作用。 
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客观必然性。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概念。所有制的核心和实质性问题是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的实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社会主义公有制

具体实现形式： 
（1）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它

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其主导作用从

两方面理解：第一，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第二，主导作用是就全国而言的。为了充分发挥国有经

济的主导作用，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2）集体经济是指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一定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集

体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体经济是一种灵活性很大的经济形式。

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 
（3）股份制企业是指以投资入股形式聚集生产要素，实行联合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股

份制是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

中。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利于明晰企业的产权关系；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 
（4）股份合作制是兼股份制与合作制特点为一体的一种公有制形式。主要特征有：第一，是

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二，全员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第三，劳动

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第四，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第五，实行民主决策和管理。 
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  
个体经济是指在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

济。其特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产品归自己。 
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有制经

济。私营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作

用又有消极作用。 
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合作经营企

业的主要区别：第一，从法律性质看，合资经营属股权式经营；合作经营属契约经营。第二，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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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看，合资经营双方的投资计入股份；合作经营则不必折算股份。第三，合资经营在合营期内不得

收回投资；合作经营在经营期内可陆续收回投资。第四，合资经营企业按各方投资比例承担风险、

亏损；合作经营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风险。外商独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经我国批准在我国境内租

赁土地，独自投资的企业。外资经济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三、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现有主要的形式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 
1．个体经济。是指在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

私有制经济。其特点在于：它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一般不剥削他人劳动，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

料直接结合，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的小私有经济。 
2．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

目的的私有制经济。私营企业主占有和支配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者，依靠雇佣劳动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 
3．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是指我

国合营者同外商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由中国合作者与外国合作者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举

办的、按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入或者产品、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 

1．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按劳分配是指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尺度分配个人收入。原则是等量劳动领

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第一，资料公有制是

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第二，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劳动还是谋生手段是直接原因。第三，生产力

发展水平是物质条件。 
按劳分配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分配制度。它从根本上否定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他人劳动成

果的权利，是对一切剥削分配制度的否定。按劳分配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第一，存在多种分配方式。第二，个人消费品的分

配不能由社会（或国家）直接进行。第三，企业是分配的主体，不同企业劳动者的同量劳动获得的

报酬不同。第四，采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实现。 
3．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按劳分配的基本形式是工资。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补充形式。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1．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因：第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决定。第二，多种

经营方式决定。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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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按劳分配方式：第一，按劳分配以外的劳动收入。第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第三，按资本

分配。第四，资产收益。第五，经营收入。 
2．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1．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性：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第三、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第四、扩大对外开放

的要求。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 
2．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共同富裕和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3．坚持效率与公平并举的方针。效率是指劳动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包含自由、平等、公正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机会平等和收入平

等。 

考  核  要  求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特征。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原因。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

体的原因。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国有经

济及其主导作用。集体经济及其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及其特

点。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区别。“三资”企业的概念及其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经

济。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的涵义、性质和作用。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

配实现模式的特点。按劳分配的形式。社会主义工资和资本主义工资的区别。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原因。非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必然性。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原

则和方向。 

复习与思考题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4．国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哪些经济成分？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 
5．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 
6．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为什么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7．什么是按要素分配？为什么要坚持按要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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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学习目的和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原因，掌握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功能和框架等。认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特征和基本框架。理解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目的和手段。掌握社会

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与作用。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必然性 

经济体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运动方式。 
1．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的科学涵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过重

要作用。随着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2．在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中对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强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

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

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断。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

统一的体制。” 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 

二、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功能 

1．市场经济的内涵 
市场经济是指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机制指各种市场要素如价

格、竞争、供求、工资、利率、风险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市场经济运

行方式本身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资源配置市场化。第二，企业行为自主化。第三，交易关系平等

化。第四，宏观调控间接化。第五，市场管理法制化。 
2．市场机制的功能及局限性 
市场机制的功能本质上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体现。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第一、导向和调节功能。

即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中，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起落中，调节着物力、人力

和财力等资源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第二，激励和约束功能。即

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中，反映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和转化。 
市场机制绝非万能。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有效运作，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第

一，完全竞争假设。第二，价格灵敏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条件均难以完全具备，因此，

市场的作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市场机制的缺陷：第一，从宏观层次上，市场机制具有盲目性。第二，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

第三，市场机制具有局限性。第四，市场机制评判优劣的尺度带有短期性。第五、市场机制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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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会导致垄断。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特征：第一，所有制结构上，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第三，在宏观调控上，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的长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抓好五个环节：第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

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

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建立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体系。 
以上五个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 

四、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应做好：

第一，凡市场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事，就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第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在

微观层次上或者在基础层次上起主要调节作用，但凡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资源配置问题，

就应该和必须让计划和政策去调节。第三，计划手段虽然仍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计划工作

和相应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建立在自觉利用市场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第四，各地区、

各部门要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灵活调整计划和市场

这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切不可脱离实际。第五，应坚持“三个有利于”的 终标

准。 

五、我国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已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一、市场和市场功能 

市场的涵义：第一，商品流通的场所或领域。第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第三，一种经济调

节方式和运行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功能：第一，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各类资源相对稀缺程度，调节和实现社会资

源的合理分配。第二，市场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推动技术进步，并优化资源配置。第三，市

场信息是引导和调整企业生产发展方向的依据。第四，市场是联结各个企业保障社会再生产顺利进

行的桥梁和纽带。第五，市场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对象和中介。 

二、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需要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和完备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又称市场构成体系，是指各类市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按商品

属性分为一般商品市场即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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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第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般商品市场。第二，建立和发展金

融市场。第三，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第四，建立和开拓房地产市场。第五，发展

技术、信息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实现技术产品和信息商品

化、产业化。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格的形成。价格是市场的核心要素。价值是价格形成的基础。影响

价格的因素还有：市场供求状况、纸币的发行量、国家的经济政策、 
2．社会主义价格体系。是指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各种商品价格的有机整体，主要是比价体系和

差价体系。比价体系指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对比关系。差价体系指同一商品由于流通环节、购

销地区、购销季节或质量不同形成的价格差额关系。 
3．建立新的价格调控体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有效的物价总水平监控体系，实现价

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二是对重要物资有储备保证，以调节市场供求。三是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四是建立新的价格秩序。五是加强以《价格法》为核心的法规体系建设。六是建立完善价格信息系

统，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 

四、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1．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及其规则基础上的。所谓市场秩序是指市场主体活动的制

度框架，它具体地表现为有关的市场法律和各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市场秩序及其规则是保证市场运

行有序的 基本条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工程”。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是我

国当前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道德基石。我国信用体系的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

市场交易人为主体的基础信用。二是以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和商业习惯为主导的制度信用。三是以

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督信用。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要做到：第一，强化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第二，加

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第三，促进信用中介的市场化发展。第四，建立和完善政府的

信用监管体系。第五，强化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综合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对市场

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等方面进行调节与控制，以期达到一定的目的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 
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要性：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的需要。第二、弥补市场机制局限

的需要。第三、调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矛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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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的目标 

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

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由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

基本目标也可称为一般目标，是高度概括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具体目标是基本目标的具体化，

是某一方面的操作性较强的目标。 
1．基本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经济总量平衡指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社会总需求指一年中社会购买力总额，一般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社会总供给指

一年中社会提供的可供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总量，一般由国民生产总量和进口总量构成。 
2．具体目标：包括物价基本稳定、经济适度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1．计划手段。 
计划手段是指国家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运用指导性计划和必

要的指令性计划，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手段。 
2．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国家或经济组织通过运用经济杠杆，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引导和调

节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利息、工资、汇率等经济杠杆和价值工具。 
3．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依靠立法和执法机构，通过各种法规、条例来管理经济的手段。运用法律手段管

理经济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立法。第二、经济司法。 
4．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机关的权威，通过发布命令、指示、决定、政策、指令性计划等来

直接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手段。 

四、宏观调控的政策 

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它是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国家债务

等方面的政策所构成的财政政策体系。 
按照财政政策在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方面的功能，财政政策可具体分为平衡财政政策、紧缩财

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而由国家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理的政策，

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构成的。 
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稳定货币与发展经济。货币政策的手段实际上是中央银行所运用的

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各种手段，它包括计划手段、再贷款手段、存款准备金手段、利率手段以及公开

市场业务等。 
3．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是指政府根据既定的目标而制定的个人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方向，以及政府调节收

入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收入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第一、制定和实施工资增长的指导方针，使全部职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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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不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避免

工资的过快增长或增长不足。第二、调节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

第三、防止收入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保持合理的分配差距，使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投入相适应。第

四、收入分配应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

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保持分配的一定程度的公平性。 
4．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政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

对于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调节供需结构，合理配置和利用经济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

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是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除以上主要政策以外，还有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它们共

同构成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健全宏观调控体制要不断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的改

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四节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一、社会保障的内涵和作用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有特殊困难的人

们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是一个体系，主要由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

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方面组成。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第一、维护和提高

劳动者的素质。第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第三、维护社会安定。第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低保障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

障体系。 
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第二、拓

宽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第四、建立社会保障法规体系。 

考  核  要  求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市场机制的

涵义。市场机制的功能及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市场的涵义及其功能。市场体系的涵义和内容。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影响价格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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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建立价格调控体系。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的涵义。宏观调控的客观必要性。宏观调控的目标构成及内容。宏观调的控手段。宏

观调控的政策。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的内涵和作用。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功能及其局限性？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特征？ 
4．试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5．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6．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健全我国的信用体系？ 
7．试阐述宏观调控的客观必然性。 
8．试阐述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和政策。 
9．试阐述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和功能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2 章。 
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1995 年版。 
3．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选集》第 4 卷，1995 年版。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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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学习目的和要求：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企业的真正含义、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进行改革。本章在分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特点之后，详细地

阐述了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本章 后分析了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病，对如何完

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看法。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一、企业和企业组织形式 

1．企业及企业的特点 
企业是以协作劳动为基础，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济活动，实行独立核算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

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企业具备的特点：第一、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第二、具有独立的资本运动形式。第三、是一定

生产关系的体现者。 
2．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企业成

为市场基本主体的条件：第一、要有明确的产权。第二、是法律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实体。第三、

企业与其它交易者之间地位平等。第四、要有开放性。 

二、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微观基础。 
2．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为体制模式的转换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 
3．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实现宏观控制方式的转轨。 

第二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传统国有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非兼容性 

1．传统国有企业的特点。 
2．传统国有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二、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阶段：1978 年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81 年开始试行经济责

任制阶段。1983 年开始的利改税阶段。1986 年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1991 年以转换经营

机制为重点的深化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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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以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公司制企业。 

四、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 

1．产权和产权制度 
对产权涵义的不同认识。产权的基本意义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获得

一定收益的权利。其规定性：第一、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第二、具有排它性；第三、是一束可分

解的权利；第四、是在法律或契约规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利；第五，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产权和所有

权有不同含义。产权制度的内容。产权制度的功能。 
2．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制度也在不断的演化：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法人产权制

度和公司制企业。法人产权制度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 
3．法人产权制度的内涵 
法人产权制度的内涵：第一、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第二、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第三、

股票的可转让性是维护法人产权制度的重要条件。第四、界定经营者与公司的关系。第五、合理有

效的所有权约束。第六、必要的外部约束条件。 

五、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 

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是由企业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内涵：股东会、董

事会、经理和监事会。 

六、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很多方面做出艰巨的努力：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总体

布局。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和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积极推进各方面配套改革。 

第三节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权责问题，通过构建国有资

产管理体系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2．解决部门多头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通过成立统一的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实现资产和人、事相结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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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核  要  求 

一、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企业及企业的特点。市场主体的涵义。企业是市场的基本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阶段性。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产权的规定性。产权制度的特征。法

人产权制度的内涵。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和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解决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企业，它的一般特点是什么？ 
2．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它有哪些基本特征？ 
3．试阐述产权的内涵和功能。 
4．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5．现代企业应建立怎样的法人治理结构？ 
6．我国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是什么？应如何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 
2．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第 4 部分，《列宁选集》第 3 卷，1995 年版。 
3．《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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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学习目的和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包括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两部分内容。前面的章节是讲国内的经济，本章

考查的是对外经济关系。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理论

和重要作用；明确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经济形势和原则；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

的一项基本国策，尤其要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发展融入其中的重要意

义。 
课  程  内  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 

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国家间发生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第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第二，是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也是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需要。 

二、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第二，有利

于利用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第三，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第四，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改善和丰富人民生活。第五，有助于增强与各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实行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三、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

定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排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

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一、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特点 

对外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对外贸易的性质是由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特点：第一，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独立自主进行的。第二，是以平等

互利为原则的。第三，实行国家统一领导下联合对外的原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作用 

对外贸易的基本职能是经营进出口业务，它的重要作用表现在： 
第一，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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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利于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三，有利于调节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 
第四，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改善。 
第五，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资金来源问题。 

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原则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发展对外贸易要实行“出口领先”

的原则。扩大出口必须正确处理内销和外销的过细。 

四、深化对外贸易的体制改革 

发展对外贸易必须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使之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需要。 

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我国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第一，有利于扩大开放，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第三，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第四，有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正视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问题。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一、对外技术交流 

对外技术交流是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它包括技术引进和技术输出。 
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意义：第一，可以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可以降低科研费用，

节约经济建设的资金。第三，可以提高我国的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第四，可以提高我国的社会生

产能力，满足市场需要。 
引进先进技术的原则：第一，要有利于提高国内经济效益。第二，要努力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

来。第三，要注意保护国内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技术出口。 

二、利用外国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对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原则。 

三、对外经济援助 

对外经济援助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资本主义过的对外援助有本

质区别。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我国对

外经济援助应该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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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一、经济全球化和扩大我国对外开放 

在经济全化背景下，我国必须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应

该鼓励对外投资，形成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 

三、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巩固和发展已形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①建立

经济特区。②沿海开放城市。③沿海经济开放区。④经济技术开发区。⑤保税区。⑥沿边、沿江和

内陆中心城市开放。⑦沿线和中西部地区开放。 

考  核  要  求 

一、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性 

对外经济关系的含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意

义，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关系。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

略和基本原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我国的对策。 

三、社会主义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对外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意义；引进先进技术的原则。利用外国资金。对外经济援

助。 

四、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我国必须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巩固和发

展已形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 

复习与思考题 

1．社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2．为什么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3．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 
4．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作用及其特点是什么? 
5．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哪些形式?它们有什么重要作用？ 
6．怎样发展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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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目的： 

本课程为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本课程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

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

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与核算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

政策等，并学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为其他经济类应用学科打好

基础。 
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将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形、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

生动地丰富到课堂中，并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经济学，让学生充分领略经济学分析的乐趣。 

二、章目录： 

上：微观部分 
附录：学习参考书目 ............................................................................................................................... 171 
一. 引论 
二. 需求和供给 
三. 效用论 
四. 生产论 
五. 成本论 
六. 完全竞争市场 
七. 市场失灵 

下：宏观部分 
一. 国民收入核算 
二.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 
三. 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 
四. 总供求函数 
五. 失业与通货膨胀 
六. 流派理论 
七. 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 
八. 经济增长理论 

三、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和案例讨论为主，每周 3 学时。 

四、教材： 

本大纲指定教材：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年版。使用

者可根据课时多少和授课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增加和删减内容。 

五、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实行百分制，作业和小测验占总成绩的 1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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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上：微观部分） 

第一章 引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学习重点和难点：经济学的十大原理。 

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经济学关注的经济

问题，即怎样使用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化的需要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原理或经济理论，即有关经济问题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分为两大组成

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为考察

对象，宏观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个体经济单位是指单个消费者、单个

厂商和单个市场等。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在微观经济学中，为了理论分析的开展，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其

中，基本的假设条件有两个： 
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它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在利己的动机下，力图以 小的代价

去换取 大的利益。 
完全信息的假定。它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交易活动的人都对有关经济情况有完全的信息。 
2、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阐述事物“是怎样”的命题，称为实证命题，属于实证性质的经济理论称为实证经济学。陈述“应

该怎样”的命题，称为规范命题，经济分析中属于规范性质的命题，称为规范经济学。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 
3、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所研究的经济事物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

可以用文学语言或数学形式（包括几何图形和方程式等）来表示。如果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示均衡价

格决定模型，则可以是： 
Qd=α－β·P 
Qs=－δ＋γ·P 
Qd=Qs 
根据以上三个联立方程，可以求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均衡解。 
4、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参数 

经济变量是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在一个经济模型中，内生变量指该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外生

变量是指由该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外生变量决定内生变量。参数通常被看做是外生

变量。例如，在上面的均衡价格决定模型中，参数α、β、δ和γ为外生变量，Q 和 P 为内生变量。 
5、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根据既定的外生变量值来求得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方法，被称为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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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生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的数值也会发生变化时。研究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影响方式，以及比较不同数值的外生变量下的内生变量的不同数值，被称为比较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变量所属的时间被抽象掉了。而在动态模型中，则要区分变量

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种动态模型做出的分析，

被称为动态分析。 

三、经济学十大原理 

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自己当学生时的视角出发，归纳了十条原理，十分深入浅

出。这十大原理是： 
1、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2、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暂交替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 年。 
2、 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 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第十六版

中文版，第 1 章。 
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文版，第 1-3 章。 
4、 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

文版，第 1-3 章。 
5、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 
6、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7、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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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和供给曲线概述以及有关的基本概念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本章对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以及有

关的基本概念的初步论述，通常被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 
学习重点和难点：需求和供给如何决定价格。 

一、需求曲线 

1、需求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所愿意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 
2、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需求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

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预期等。 
3、需求函数、需求表和需求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可以分别用需求表、需求曲线和需求函数来表示。 
需求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需求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人的需求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需求表。 
需求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需求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d=f（P） 
如果需求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d=α－β·P  (α、β为常数，且α、β>0) 
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4、 需求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需

求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需

求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需求情况的变化。 

二、供给曲线 

1、供给 
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愿意生产并销售某种商品的数量。 
2、供给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供给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

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对该未来的预期等。 
3、供给函数、供给表和供给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的影响。供给量与价格的关系可

以分别用供给表、供给曲线和供给函数来表示。 
供给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供给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厂商的供给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供给表。 
供给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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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s=f（P） 
如果供给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s=－δ＋γ·P  (δ、γ为常数，且δ、γ>0) 
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成正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4、 供给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供

给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供

给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供给情况的变化。 

三、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1、均衡 
均衡的 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

相对静止的状态。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

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是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2、均衡价格的决定 
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候的价格。在均衡价格水

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均衡数量。从几何意义上说，均衡出现在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

场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上，该交点 E 称为均衡点。均衡点上的价格和相等的供求数量分别被称为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商品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

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3、均衡价格的移动 
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位置的移动都会引起均衡价格水平发生变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分

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反方向变动，供求同时变动时，均衡的变动方向不确定。 
分析外部事件发生时均衡变动的三个步骤：一是确定该事件是移动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或

两者）；二是确定曲线移动的方向；三是用供求图形说明这种移动如何改变均衡。 

P 

Q 

S 

D 

E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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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弹性的概念 

1、弹性的含义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就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弹性关系。弹性是用来表示因变

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自变量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的。弹性的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
自变量的相对变动

因变量的相对变动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f（X），以 e 表示弹性系数，则弹性公式为 

e =
X/X
Y/Y

Δ
Δ

 = •
Δ
Δ

X
Y

Y
X

 

或者    

e =
X/X
Y/Ylim

0x Δ
Δ

→Δ
 =

X/dX
Y/dY

＝ •
dX
dY

Y
X

 

 
上面两个弹性公式分别为弧弹性和点弹性公式。弹性是一个数值，它与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度量单位无关。 
2、 需求弹性 

这里研究的需求弹性是指需求的价格弹性。其公式为： 

需求弹性系数＝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  

在上式中加一个负号，是为了使需求弹性系数在一般情况下为正值，以便于需求弹性之间的比

较。 
需求弹性分为需求弧弹性和需求点弹性。需求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

公式为 

e =
P/P
Q/Q

Δ
Δ

－  = •
Δ
Δ

P
Q

－
Q
P

 

 
需求弧弹性也可以用以下的中点公式来计算： 

e = •
Δ
Δ

P
Q

－
2/)(Q

2/PP

21

21

Q+
）＋（

 

需求弧弹性分为五个类型： de >1 为富有弹性， de <1 为缺乏弹性， de =1 为单位弹性， de =∞为

完全弹性， de =0 为完全无弹性。 

需求点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公式为： 

e =
P/P
Q/Q

d
d

－  = •
P
Q

d
d

－
Q
P

 

需求点弹性也可以用几何方法求得，可以得到线性需求曲线点弹性的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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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的需求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 
厂商的销售收入等于 PQ，其中，P、Q 分别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当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时，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这种影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对于 de >1 的富有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动； 

2)对于 de <1 的缺乏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动； 

3)对于 de =1 的单位弹性商品，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销售收入。 

4、 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影响需求弹性的主要因素有：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用途的广泛性、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

程度、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一种商品

的需求弹性系数值，取决于影响该商品需求弹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 
 

5、 其他弹性 
供给弹性，这里指供给的价格弹性。供给弹性也分为供给弧弹性和供给点弹性。供给弧弹性表

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以 se 表示供给弹性系数。供给点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

某一点的弹性。 
需求的交叉弹性，被用来研究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和它的相关商品的需求量变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需求函数为 )(Qx YPf= ， xQ 和 YP 分别表示 X 的需求量和 Y 的价格，且以 XYe 表示当 Y 的价

格发生变化时的 X 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则商品 X 的需求交叉弧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Δ
Δ

 = •
Δ
Δ

Y

X

P
Q

X

Y

Q
P

 

de >1 

de =1 

de <1 

de =0 

B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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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商品 X 的需求交叉点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d
d

 = •
Y

X

P
Q

d
d

X

Y

Q
P

 

   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替代品，则 XYe >0，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互补品，则 XYe <0
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无相关关系，则 XYe ＝0。也可以反过来，根据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的符号来

判断 X、Y 两商品之间的相关关系。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经济学家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需要，可以建立各种

弹性关系，以考察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程度。 

五、供求规律的运用 

1、 价格控制政策。政府在微观政策上会采用一些价格控制政策来调节市场，包括价格上限和

价格下限。这样的政策会对由供求变动调节的市场产生干预作用。 
2、 谷贱伤农。由于农产品往往是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化，在

丰收的年份，农产品均衡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农产品的均衡数量增加的幅度，农民的总收入反而减

少了。 

 

3、 弹性与税收归宿。税收归宿是关于由谁来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买

卖双方分摊了税收负担。税收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弹性实际上衡量当市场条件不

利时，买方或卖方离开市场的意愿。 

六、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蛛网模型研究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如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的实际波动

过程及结果。该模型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属于一定时点上的变量，故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

蛛网模型可以用以下三个联立的方程式来表示： 

d
tQ =α－β· tP  

s
tQ =－δ＋γ· 1-tP  

d
tQ = s

tQ  

其中，t 表示时期，t＝1、2、3…… 
用图解法可以得到商品的产量和价格波动的三种情况，即波动的幅度分别为收敛、发散和保持

不变。这三种情况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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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效用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介绍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来分析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

并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需求曲线。 
学习重点和难点：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一、效用论概述 

1、效用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即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是一种

主观心理评价。 
2、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概念，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效用的度量单位

是“效用单位”。基数效用论者用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香、臭、美、丑等概念，其大小无法具体衡量，效用之间的比较

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表示。序数效用论者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3、 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概述 
基数效用论者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分别用 TU 和 MU 表示。假定某消

费者对某商品的消费量为 Q，则总效用函数为： 
TU＝TU（Q） 
相应的边际效用为： 

MU＝
Q

TU(Q)
Δ

Δ
 

或者 

MU＝
Q

TU(Q)lim
0 Δ
Δ

→ΔQ
 ＝

Q
TU(Q)
d

d
 

由上式可知，每一商品数量上的边际效用值是总效用曲线的斜率。基数效用论提出了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的假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消费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对某种商品消费量

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是：在收入固定和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已知的条

件下，消费者应使他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应使花费在各种商品

购买上的 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该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XPXPXP nn =+++ ......2211  

1

1

P
MU

＝
2

2

P
MU

==
n

n

P
MU λ  

1P 、 2P …… nP 表示 n 种商品的价格， 1X 、 2X …… nX 表示 n 种商品的数量， 1M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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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 …… nMU 表示 n 种商品的边际效用，I 表示收入，λ表示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此假定不变）。 

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下，根据消费者在购买一种商品时的均衡条件
P

MU
＝λ，基数效

用论推出了需求曲线。基本思路是：商品的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量的某种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随着商品消

费量的连续增加，在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价格是下降的。据此，基数效用论

推导出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并说明了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需求量都是在相应价格水平下可

以给消费者带来 大效用的需求量。 

二、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1、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定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可以用消费者的偏好来表达商品效用的顺序或等级。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组

合的偏好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这些不同组合的效用的大小顺序。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是： 
1)对于任意两个商品组合 A 和 B，消费者总是可以作出，而且也仅仅只能作出以下三种判断中

的一种：对 A 的偏好大于对 B 的偏好，对 A 的偏好小于对 B 的偏好，对 A 的偏好等于对 B 的偏

好。 
2) 对于任意三个商品组合 A、B 和 C，若消费者已经作出判断：对 A 的偏好大于（或小于、

或等于）对 B 的偏好，对 B 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 的偏好，则消费者必然作出对 A
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 的偏好。 

3) 如果两个商品组合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种商品的数量的不同，那么，消费者总是偏好含有

这种商品数量较多的那个组合。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处于饱和以前的状态。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无差异曲线是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各种不同组合的轨迹。 

 

同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一个相同的效用水平，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表示不同的效用水平。与无差

异曲线相对应的效用函数为 

U＝ ),( 21 XXf  

其中， 1X 和 2X 分别表示商品 1 和 2 的数量，U 为效用指数，它是常数，具有序数效用的性质。 

I1 

I2

I3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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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曲线有以下特点： 
第一，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

平越高。 
第二，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的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 
第三， 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三、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1、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时所要放弃

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以 RCS 表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则商品 1
对商品 2 的边际替代率为 

12RCS ＝
1

2

X
X

Δ
Δ

−  

或者 

12RCS ＝
1

2

01

lim
X
X

X Δ
Δ

−
→Δ

＝
1

2

dX
dX

−  

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就是无差异曲线在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2、 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序数效用论提出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假定：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

提下，随着一种商品消费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得到每一单位这种商品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商品

的消费数量是递减的。 
由于从几何意义上讲，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表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递减，所以，无

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某些无差异曲线具有特殊的形状。完全替代品的无差异曲线是直线型的，完全互补品的无差异

曲线为直角形状。 

四、消费者的预算线  

1、预算线的含义 
预算线表示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购买的两种

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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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商品 1 和商品 2 的数量，线段 AB 为预算线，OB 表示全部收入购

买商品 1 的数量，OA 表示全部收入购买商品 2 的数量。唯有预算线 AB 上的任何一点，才是消费

者的全部收入刚好用完所购买到的商品组合点。 
预算线方程为： 

2211 XPXPI +=  

也可以写为： 

2X ＝
2

1
2

1

P
IX

P
P

+−  

由上式可见，预算线的斜率是
2

1

P
P

− ，预算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
2P

I
。 

2、预算线的变动 

任何关于消费者收入 I 的变动，以及两商品价格 1P 和 2P 的变动，都可以影响预算线的位置。

若两商品的价格比
2

1

P
P

发生变化，则预算线的斜率会发生变化；若
1P
I

或
2P

I
的值发生变化，则预算

线在横轴或纵轴上的截距会发生变化。 

五、消费者的均衡  

1、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 
在消费者的偏好序不变、消费者收入固定和两种商品的价格已知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预算线和

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便是消费者实现效用 大化的均衡点，如图中的Ｅ点。Ｅ点表明，消费者的

优购买组合为（ １X ， 2X ）。在消费者的均衡点，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有： 

12RCS ＝
2

1

P
P

 

这就是序数效用论者关于消费者实现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该条件表示：在消费者的均衡点

I=P1X1+P2X2 

X1  

X2  

A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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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的某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应该等于该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用一

单位的这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２、不同方法得出的均衡条件 
虽然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消费者行为，并得出不同的均衡条件，但

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若假定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基数来衡量，则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可以写为： 

12RCS ＝
1

2

dX
dX

− ＝
２MU

MU1  

于是，序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可以改写为： 

２MU
MU1 ＝

2

1

P
P

 

或者：          

1

1

P
MU

＝
2

2

P
MU

＝λ  

上式就是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 

六、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序数效用论者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出发，利用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I1 

I2

I3

X1  

X2  

E 

2X  

  

１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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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 P.P.C.是一条价格－消费曲线，它是其他条件都不变时，与商品 1 的不同价格水平相联

系的消费者的效用 大化的均衡点的轨迹。将价格－消费曲线所体现的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

一一对应关系描绘在坐标图上，就可以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其上与每一价格水平相

对应的商品数量都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 大效用的商品需求量。 

七、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含义 
一种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可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部分。由商

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收入效应。由商品价格

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替代效应。 
2、 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正常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X1=f(P1)  

X1  

P1  

  

 

 

P’’1 

 
P1 

P’1 
O 

''1X  1
0X 1'X  

E E1 
E2 E3 

I1 

I2

I3

X1  

X2  

''1X 1
0X 1'X  

  

O 

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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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 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的

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 也成反方向变动。由于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化量是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所以，正常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

斜的。 

八、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及收入效应 
商品可分为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两大类。正常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变

动，低档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变动。由此可知，当商品价格变动时，正常物

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不对替代效应产生影响，所以所有物品的替代效应都与价格成

反方向变动。 
2、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低档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 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的

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 成同方向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替代效应的作用大于收入效应的作用，

所以，大多数低档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3、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在某些场合，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大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于是，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的

价格与需求量成同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形状。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

X1  O 

1'X 1''X 1'''X  

X2  

 
A 
 
F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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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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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A 
 
F a  

c  
b  

b  I1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0 

被称为吉芬物品，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析如图所示。 

 

 

九、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把某个市场上所有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水平相加，便可以得到该市场的需求曲线。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且市场需求曲线上的每个点都表示在相应价格

水平下可以给全体消费者带来 大效用的市场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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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产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从生产函数出发分析生产者行为，研究短期和长期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

出量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 
学习重点和难点： 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一、生产函数 

1、生产函数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生产者也称厂商。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

大的利润。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

量与所能生产的 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写为： 
Q＝f（X1,X2……Xn） 
其中，X1,X2……Xn 顺次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 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Q 表示产量。 
假定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以 L 和 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则

生产函数为： 
Q＝f（L，K） 

生产函数所表示的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普遍存在于各种生产过程之中。 
2、常见的生产函数 
1)固定投入比例的生产函数。是指在每一产量水平上任何一对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

不变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Minimum（
U
L

，
V
K

） 

其中，Q 表示产量，L 和 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 和 V 表示固定的劳动和资本的

生产技术系数。 
2)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LαKβ 

其中，Q 表示产量，L 和 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A、α和β是三个参数，0<α<1,0<β<1。 
该生产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具备了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一些性质。例如，在α＋β＝1 时，根据参

数α和β值，可以知道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根据（α＋β）的值，可以

判断生产的规模报酬的变化情况；根据参数 A 的值，可以估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大小。  

二、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1、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微观经济学通常以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短期生产理论，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

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这里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是以生产者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

数量为标准。短期是指生产者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不变

的时间周期。长期是指生产者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的时间周期。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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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L，Κ） 

其中，Q 表示产量，L 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Κ表示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 

2、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总产量 TPL、平均产量 APL和边际产量 MPL的定义公式分别是： 

TPL＝f（L，Κ） 

APL＝ L
)K(L,TPL

 

MPL＝ L
)K(L,TPL

Δ
Δ

 

或者 

MPL＝ L
)K(L,TPlim L

0L Δ
Δ

→Δ
＝

dL
)K(L,dTPL  

 
3、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 
如图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和产量，TPL、APL和 MPL 分别表示劳

动的总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三条曲线都是先上升，各自达到 高点以后，

再下降。 

 
这三条曲线的相互关系如下： 
1)当 A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曲线必定有一条从原点出发的 陡的切线，即图中的 C'和 C

点是相对应的。 
2)当 M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必定存在一个拐点，即图中的 B'和 B 点是相对应的。 
3) APL曲线和 MPL曲线必定相交于 APL曲线的 高点，即图中的 C'点。 
4、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TPL 

APL 

MPL  

Q 

B 

C

D

A 

B’   
C’   

D’  

L1      L 2   L 3      L 4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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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地把等量的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

加到其它不变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这种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先是递增的，达到 大值后，是递

减的。其原因在于，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

一个 佳的组合比例。 
4、 生产的三个阶段 
在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的情况下，生产的三个阶段如图所示。在第Ⅰ阶段，可变要素

的投入量太少，厂商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是有利的。第Ⅲ阶段，可变要素投入量太多，厂商只要减

少可变要素投入量就可以增加产量。所以，厂商总是在第Ⅱ阶段进行生产，只有第Ⅱ阶段才是合乎

类型的生产阶段。 

三、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1、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长期生产函数可写为： 
Q＝f（X1,X2……Xn） 
其中，Q 表示产量，X1,X2……Xn 分别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 种可变要素的投入数量。 
通常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其形式为： 
Q＝f（L，K） 
2、 等产量线 
等产量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一种产量的两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的各种不同组

合的轨迹。 

 
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同一条等产量线代表一个相同的产量水

平，不同的等产量线代表不同的产量水平。离原点越近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低，离原点越

远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高。同一坐标上的任意两条等产量线不会相交。等产量线是凸向原

点的。 
3、 边际技术替代率 
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单位的某种要素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

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公式是： 

LKTSR ＝
L
K
Δ
Δ

−  

Q3 =150 

K 

B 

C 

D 

A 

L1  L 2   L 3 L 4   L 5   
L

E 

Q1 =50 

Q2 =100 

R

K5

K1  
K4 

   
K2

K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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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LKTSR ＝
L
Klim

0L Δ
Δ

−
→Δ

＝
dL
dK

−  

等产量线上某一点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是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边际技术替代率可以表示为两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比。 

LKTSR ＝
K

L

MP
MP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不

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决定了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4、 生产的经济区域 
利用下图可分析生产的经济区域问题。 
 

 
 
图中的脊线 OE 和 OF 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脊线以外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为正值，

表示两种可变要素必须同时增加，才能生产既定的产量。而且，脊线 OE 以上的区域的资本的边际

产量为负值，脊线 OF 以下的区域的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在脊线之内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

都为负值，表示可以通过对两种可变要素的相互替代来生产既定的产量。所以，对于厂商来说，脊

线之内的区域为生产的经济区域。 

四、成本方程 

厂商的成本方程为： 
C＝wL+rK 
其中，C 表示成本，w、r 分别表示已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格，L、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数

量。 
由成本方程可得： 

K＝－
r
CL

r
w

＋  

与成本方程对应的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

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 

L  O 

K E  

F  



微观经济学 

 155

 

等成本线的斜率为
r
w

－ ，等成本线在横轴和纵轴上的截距分别为
w
C

和
r
C

。只有等成本线上

的任何一点，才表示用既定的全部成本刚好能够买到的要素组合。 
任何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变动，都会引起等成本线的变动。 

五、 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下图分别表示厂商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 大产量的要素组合和在既定产量下实现 小成本

的要素组合。 

 

K 

O L  

A 

L1   B

Q1  
Q2  

Q3  

E
K1  

C=wL+rK  

K 

O L  

C/r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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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 E 点是 优要素组合的生产均衡点。由此可得 优生产要素

组合的原则： 

LKTSR ＝
r
w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 优的要素组合，使得两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两要素的价格比。

由上式可得： 

w
MPL ＝

r
MPK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 优的要素组合，使得购买两要素的 后一单位的货币成本所带来的边

际产量相等。 

六、利润 大化可以得到 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 大化的厂商总是可以得到 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其证明如下。 
厂商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所以，厂商的利润等式为： 
π（L，K）＝P·f(L，K)－(wL＋rK) 
利润的 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0w
L
fP

L
＝－＝

∂
∂

∂
∂π

 

0r
K
fP

K
＝－＝

∂
∂

∂
∂π

 

由此可得： 

K

L

MP
MP

＝
r
w

 

此式就是 优生产要素组合的原则。 

七、扩展线 

等斜线是一组等产量线中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如图 OS 线。 

K 

O L  

A 

L1  B  

Q

E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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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平移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的生产均衡点的轨

迹，就是扩展线。如图 ON 线。扩展线一定是一条等斜线。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若生产成本或产量发生变化，厂商应沿着扩展线来选择 优的要素组合，

以实现一定成本条件下的 大产量或一定产量下的 小成本。 

八、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问题分析的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与所引起的产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

假定生产中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

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不

变。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减。 
一般来说，在企业的规模从很小开始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会顺次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

减这样三个阶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十三章。 
2、 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 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第十六版

中文版，第 6 章。 
3、 凯斯与费尔：《经济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7 章。 
4、 平狄克和鲁宾菲尔特：《微观经济学》，第二版，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92 年，第 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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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本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各类成本的概念，熟悉短期和长期成本曲线的性质。 
学习重点和难点：边际成本、长期成本曲线的推导。 

一、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1）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生产要素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时，所放弃的在其它用途中所能得到的 高收益 
（2）隐成本和显成本 
隐含成本：企业自己拥有并自己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3）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 
社会成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由社会其它成员承担的成本损失 
（4）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短、长期判断标准：能否改变固定生产要素的投入 
（5）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前期研发费用、厂房、设备、机器、广告费等 
可变成本：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燃料、原材料等 

二、短期成本及其性质 

①总成本（TC）= 固定成本（FC）+ 可变成本（VC） 

②平均成本（AC）= AVCAFC
Q

AC
Q
FC

Q
ACFC

Q
TC

+=+=
+

=  

③平均固定成本（AFC）= 
Q
FC

 

④平均可变成本（AVC）= 
Q

AC
 

⑤边际成本（MC）= 
ΔQ
ΔTC

  每增加一个产量使得总成本增加的部分 

三、短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固定成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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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变成本曲线 
假设： 
从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倾斜，先以递减的方式增长，然后以递增的方式增长 
 
 
 
 
 
 
 
 
 
（3）总成本曲线 
位置由固守成本决定，形状由可变成本决定，即由可变成本曲线向上平移到固定成本的位置 
 
 
 
 
 
 
 
 
 
（4）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随产量增加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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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边际成本曲线（MC）、平均可变成本曲线（AVC）、平均成本曲线（AC） 
①它们都是一条“U”字型的先降后升的曲线，到达 低点的顺序先后为 MC，AVC，AC 
②MC 与 AVC，AC 相交于它们的 低点 
③MC 的 低点是 TC 与 VC 曲线的拐点 
 
 
 
 
 
 
 
 
 
 
 
 
 
 
 
 
 
 
例： 
1）．已知 TC = 0.04Q3 – 0.8Q2 + 10Q +5 
求：FC，VC，AC，AFC，AVC，MC 
解：TC’= 0.12Q2 – 1.6Q + 10 
MC = TC’ 
FC = 5  （不随 Q 变化） 
VC = TC – FC = 0.04Q3 – 0.8Q2 + 10Q 
AC = TC/Q = 0.04Q2 – 0.8Q + 10 +5/Q 
AFC = FC/Q = 5/Q 

A

M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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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C = VC/Q = 0.04Q2 – 0.8Q + 10 
 
 
2）．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并填表（表中带*号的为已知条件） 

 

Q TC FC VC AC AF
C 

AVC MC 

0 840* 840 -- -- -- -- -- 
1 900 840 60* 900 840 60 60 
2 940 840 100 470 420 50 40* 
3 960 840 120 320 280 40* 20 
4 980 840 140 245* 210 35 20 
5 1020 840 180 204 168 36 40* 
6 1080

* 
840 240 160 140 40 60 

技巧：先关注 MC 这列，因为 MC= TC/ Q，上下两行 TC 的差/Q 的差 即为 MC 
四、长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长期总成本 LTC 曲线 
 
 
 
 
 
 
 
 
 
 
 
 
 
固定成本投入规模与产量规模相匹配 
LTC 曲线：企业所有固定成本变动的范围包含在内的包络线 
LTC 是 STC（短期）的包络线，从原点出发，形状与 STC 相同 
①可变、固定成本不区分 
②LTC 表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厂商总可以使固定成本的规模适应自己的产量，从而使总成本

低 
（2）长期平均成本 LAC 曲线 

TC
T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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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AC 是 SAC 的包络线，其形状与 SAC 相同 
②LAC 表示厂商长期内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 小的平均成本 
 
 
 
 
 
 
 
 
 
 
（3）长期边际成本 LMC 曲线（p202） 
①LMC 的形状与 SMC 相同，它的 低点是 LTC 的拐点 
②LMC 与 LAC 相交时，后者处于它的 低点 

思考题 

试分析软件、影视、 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参考文献 

1、弗格森，《微观经济理论》，第三版，伊尔文公司，霍木沃特，伊利诺斯州，1972 年，第七

章。 
2、安德森与邝特，《微观经济学》，第三版，麦克鲁—希尔公司，纽约，1980 年，第四章第四

节。 
3、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5、魏成龙、王华生、李仁君，《企业规模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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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 

一、市场的类型 

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 

二、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和需求收益曲线 

1．条件 
无数分散的厂商，生产和销售同一种产品的市场组织 
条件： 
①价格的客观性（价格不可能被操控） 
②产品的同质性 
③进出该行业没有障碍 
④信息完全 
2．需求特征 
（1）行业的需求曲线 向右下倾斜 
 
 
 
 
 
 
 
 
 
（2）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与横轴平行 
 
 
 
 
 
 
 
 
 

三、收益与利润 

1．收益、成本与利润 

收益 
广义成本 经济利润（超额利润） 
会计成本 必要利润（机会成本）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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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收益（TR） 
TR = P × Q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情况下：垄断市场 
 
 
 
 
 
 
 
 
 
 
 
3．平均收益（AR） 

AR = 
Q

QP
Q

TR ×
=  = P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条件下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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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际收益（MR） 

MR =
Q

TR
Δ
Δ

 

（1）销售价格不变 
 
 
 
 
 
 
 
 
 
 
 
（2）销售价格递减 
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但其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简单推理过程： 
假定 Q = a – bP；P = a – bQ 
∴AR = P = a – bQ 
TR = P Q = Q (a – bQ) 
∴MR = TR’= a – 2bQ 
∴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AR

MR=AR=P

M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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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润 大化及其条件 
（1）销售价格不变 
 
 
 
 
 
 
 
 
 
 
 
 
 
 
 
TR 的斜率即为 MR 
切线的斜率（也就是 TC 的斜率）即为 MC 
即 MR = MC 时利润 大化 
 
 
 
 
 
 
 
 
 
 
MR = MC 时利润 大化 
也可以这样 
 
 
 
 
 
 
 
 
 
Q*左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有利润空间 

亏 损 盈 利 亏 损

盈亏相等点

利润 大化

切线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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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右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亏损 
6．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 
结合实例 
 
 
 
 
 
 
 
 
 
 
如上图： 
P1：AR > AC  （MR = MC = P = AR） 
  阴影区为总利润 
P2：AR = AC  利润 = 0 
P3：AR < AC  亏损（做比不做少亏损一点） 
P4：AR = AVC 生产与不生产一个样，都要亏损一样多 
P5：AR < AVC 停产 
结论（条件）： 
①MR = MC 
②MR ≥ AVC 
即：MC = MR ≥ AVC 
7．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 
 
 
 
 
 
 
 
 
 
 
 
均衡点：生产者可以获得利润 大化，消费者可以 低价格获得需求 
结论：LMC = MR = LAC 

d = P = AR = MR

MC

AC 

AVC 

P1

P2 
P3
P4

Q 

LMC 

LAC
P1 

P* 

P2 

Q*

P = AR =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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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参考文献 

1、尼科尔森，《中级微观经济学及其应用》，第三版，德里顿出版社，纽约，1983 年，第十二、

十三章。 
2、弗格森，《微观经济理论》，第三版，伊尔文公司，霍木沃特，伊利诺斯州，1972 年，第八

章。 
3、周惠中，《微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4、李仁君，《分工与交换的一般条件分析》，《天中学刊》，200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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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一、垄断 

1、市场失灵 
2．垄断的低效率 
西方学者认为，在垄断厂商的利润 大化产量上，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此，存在有帕累托改

进的余地，即没有达到帕累托 优状态。 
因此，必须对垄断厂商的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在管制中，决定垄断价格的原则之一是：“对

公道的价值给予一个公道的报酬”。 
政府对垄断的更加强烈的反应是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 

二、外部影响 

由厂商某种经济行为的个别成本与个别收益与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别所

引起的经济现象。 
（1）正外部性（如：教育） 
（2）负外部性（如：污染） 
在本章以前的论述中，西方学者的假设是：公共的效益和成本与私人的效益和成本是相一致的。 
由于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例如，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

私人收益。而工厂的污染则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因此，国家必须用津贴来鼓励那些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行业，如教育与卫生，用税收来消除那

些具有外部经济负效果的行业所待来的不良影响。此外，国家还可以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法来改

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科斯定理可以表述如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 0 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

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 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际中运用科斯定理来解决外部影

响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有效。这是因为，有些资产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明确的加以规定，而已经明

确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转让的。此外，即使通过市场转让也未必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三、公共产品 

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产品，称为公共物品。比如说道路、军队、警察等。 
由于非竞争性的存在，每个人从非竞争性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远少于他为此而支付的代价，从

而都想作一个“免费乘车者”。这样，政府必须承担制造“公共物品”的职能。 
把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从垂直方向而不是从水平方向相加，即得到对公共物品的市

场需求曲线。 
判断公共物品是否值得生产的方法之一是“成本—收益分析”。 
除了非竞争性之外，如果同时还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一些人“不支付也消费”，则

这类公共物品又被称为纯公共物品。否则称为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 
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市场机制只有在私人物品的场合才真正

起作用，才有效率。 
政府提供的物品并不都是公共物品，政府也提供私人物品，如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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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完全信息 

市场失灵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不完全信息（ 常见的说法是来自二手汽车市场）。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经济主体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此外，由于信息本身的特点，市场机

制也无法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 
信息不完全带来许多问题。当商品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而消费者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时，价格

就成了判断商品质量的一个指示器。商品的平均质量将随其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当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

相交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此时 优价格高于供求均衡价格，它所决定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

是不足的。 
1、信息不完整 
2、信息不对称 

五、个性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博弈论介绍 
囚徒困境 
A、B 两个囚徒，他们是否招供会带来下面的影响（单位：监禁年数） 

 A 招供 A 不招供 
B 招供 3， 3 0，10 
B 不招供 10，0 1， 1 

尽管（1，1）这种组合是 佳的，但研究表明 终的均衡是（3，3） 
所以，纳什均衡要有解，必须双方有相同的信念。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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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下：宏观部分） 

前  言 

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分析国民收入、就业、物价、内外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等总量经济问题。

它依次分析：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国民收入理论、IS—LM 模型

和宏观经济政策、总供求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当代主要经济学流派、开放条件下内外均衡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 

 175

第一章  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习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要求掌握国民收入的基本概念、三种核算方

法、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关系 

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 

一、概念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经济社会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 终产品的市

场价值。 

二、特征 

1、市场价值：用货币计量，不包括家务、自给自足的产品，但包括参加市场活动的隐性成本。  
2、计全部 终产品，不计中间产品，是流量(flows)。 

终产品：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不需继续加工由 后使用者购买的用于生活消费或生产、出口的

产品或劳务。 
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用于供生产别种产品的产品如原料、燃料、半成品等，生产时

全部被消耗或需要继续加工。 
3、一定时期内生产而非所卖 终产品的价值。 终产品价值＝销售额＋存货变动量：100＝80

＋20，20 是自己买下的存货投资；100＝120－20，20 是过去存货的减少。存货投资(inventory 
investment):库存的新增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为意愿和非意愿的(undesired) 。 

4、GDP 与 GNP 的区别 
GDP 按国土原则计算：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本国从事活动的增加值。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按国民原则统计：本国公民在内和在外从事经济活动的增加值。 
GNP=GDP+本国居民在外净收益 =GDP+本国居民在外收益—国外居民在本国的收益 
GDP=GNP—本国居民在外净收益 =GNP—(本国居民在外收益－国外居民在本国收益)。1993

始联合国只计算 GDP。 

第二节  三种核算方法 

一、生产法(production approach)、 

又称部门法(sector approach)、产量法(output approach)。 
1、定义  汇总各部门新增价值(value added) 
第 1、2 次产业增加值=总产值—中间产品=销售收入—外购产品和劳务价值。 
第 3 次产业的计算：商、服、交、金、邮、等营利性部门：按纯收入计算，或营业收入—外购

产品和劳务价值。政府、教育、卫生等非营利性服务部门按工资收入计算。个体服务按个人纯收入

计算。 
若含折旧则有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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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法 

1、定义：支出法(expenditure  approach)：核算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对 终产品的支出 
2、构成   AD＝GDP=C+I+G+(X—M) 
C：居民个人消费(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除住宅购买外的商品和劳务消费。 
I：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固定资产(fixed capital)投资＋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厂房、设备、商业用房、住宅的增

加量；   
净投资(NI)＋重置资本(replacement investment) 
G( government  purchases of goods and serves)：各级政府在办医院、国防、交通、教育等方面

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transfer)和公债利息支出因为无相应的交换.不计入 GDP 
(X—M)净出口(nx)。exports：外国对本国产品的支付，收入回流。import：本国收入外流，本

国对外国产品支出，外国产品对本国的供给。nx>0:贸易盈余，对外净投资 net foreign investment)，
反之代表贸易赤字。 

有时为简化起见，把国内总投资与净出口合一称为国民总投资(total national investment)；把国

内净投资与净出口合一称为国民投资净额(total net national investment) 
三、收入法 
1、定义：按要素收入计算 GDP。收入法或要素收入法(factor  incomes  approach)、要素成本

法、要素支付法(factor payment approach)、所得法(earnings approach). 
2、构成 
(1)要素收入或净国民收入 
工资(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工作酬金 wage 、津贴 allowance、福利费 welfare，个人所得

税 earning taxes 和个人社会保险税 social insurance Taxes。 
租金(rental incomes):稀缺资源报酬－房地租、专利和版权收入。 
净利息 net interest：居民从其贷款(存款、买企业债券 )所得利息减借款应付利息。公债和消费

者信贷利息不计入(与支出法平衡，支出法没计入公债利息；消费者信贷利息是支出不是收入)有这

一项。 
公司利润 corporate profits 指税前利润，包括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股东红利和公司未分配

利润。 
非公司企业主收入(个体经营者使用自己要素所得收入)。称：设算收入 imputations 或衍生收入。  
(2)加与支出法平衡的 4 个项目： 
企业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被企业打入生产成本通过产品价格由消费者支付。企业转移

支付包括消费者呆帐(uncollectible accounts)或坏帐(bad debts)或可疑帐款(doubtful accounts)：企业为

了吸引潜在客户司提供的信用贷款，是应收而没能收回的帐款。 
间接税 indirect tax：产品税、增殖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货物税或销售税、周转税；要

素成本以外附加，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向后转嫁给供应商。 
折旧(de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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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 GDP 相关的几个总量 

一、与 GDP 相关的几个总量 

1、GDP＝新创造的价值+折旧=产品总价值－中间产品。 
2、NDP(Net Domestic  product)国民生产净值＝GDP—折旧，NDP 中的投资扣除了重置资本。 
3、NI(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按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NI =NDP—间接税—企业转移

支付+补贴。收入法的 GDP 含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不含政府补贴；而这里间接税、企业转移支

付不属要素收入，补贴是计算企业从外部得到的收入，算要素收入。 
4、PI(Personal Income)个人收入。PI=NI—不分配给个人的项目：PI=NI—公司未分配利润—公

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退伍军人津贴，失业救济金，职工养老金，职工困

难补助， 低生活费。 。 
5、DPI(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个人可支配收入。DPI=PI—个人所得税＝消费加储蓄。 
6、人均 GDP (per capita GDP)＝ GDP/该年末该国人数 

二、GDP 核算的利弊 

1、三种方法的一致性和统计误差 
2、GDP 的优点 
被各国广泛接受；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均 GDP 与反映生活质量的其他指标有密切关系。 
3、GDP 的不足 
不计居民自我服务（洗衣、做饭、搞卫生）和地下经济(一般占 GDP 的 10%)；不计算环境污

染的负效用；不反映投资和生活质量；不反映外部影响和分配公平与否；受通胀扭曲；各国比较受

汇率的影响；生产要素论。 

第四节  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一、两部门收入和均衡条件 

1、消费者和厂商的国民收入构成 
总收入： y=C+S ，C 是居民要素收入(yield)用于消费的收入，也是企业收入中分为用于消费

品生产的收入，代表消费品的供给。S 是居民储蓄，不用于消费的收入，也是企业不用于生产的收

入作为留利和折旧的部分，属于企业的储蓄。S 是包含家庭和企业在内的私人储蓄。 
总支出：y=C+I，C 是家庭总支出用于消费的支出。家庭 S 通过资本市场以金融机构储蓄和购

买有价证券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企业的留利和折旧也转化为投资。故 I 代表用于新增资本资产的支

出，来源于家庭和企业储蓄。 
2、均衡条件∵S=Y－C，I=Y－C，∴S=I 
(1)I 包含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或包含净投资+重置投资。S 包含私人储蓄和企业留利和折

旧。若 I 不包含折旧，S 也不含折旧。 
(2)事后的 S＝I。事后是指，国民经济过程结束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在收入中区分用于消费的

和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储蓄和投资是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分，投资由储蓄转化而来，故性质上

S=I。事后会计帐户计算的 I 可能包含非意愿的存货投资，它同时也是企业的非意愿的储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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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S=I 可能包含非意愿的投资和储蓄。 
(3)事前的 S＝I。事前是指经济过程之初，私人计划个人的 S 和 I，是意愿的 S 和 I。但个人 S

和 I 的动机、时间以及数量不相等，故事前的 S 和 I 在总量上难以相等。若能事前 S=I，则 AS=AD。

不论事前 S 是否=I，事后的 S 恒等于 I。 
若事前 I>S，则市场 AD>AS，产品短缺，有负的存货投资，过去的存货被销售掉还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利率上升和物价上涨。要实现经济均衡，增加 S 或减少 I，或同时增加 S 减少 I。 
若计划的 I<S，则市场 AD<AS、产品过剩，非意愿的存货投资>0，利率和物价下跌，要实现

经济均衡，减少 S 增加 I，减少非意愿的储蓄增加意愿的投资。 

二、三部门的投资恒等式 

1、加入政府收支行为：收税和支出(购买和转移支付)。 
净税收 T=总税收 T0—转移支付：T＝T0－Tr 
若总收入=C+S+T，则 AD＝C+I+G 不包含转移支付。 
若总收入＝C+S+T0，则 AD＝C＋S＋G＋Tr。 
2、三部门的均衡条件： 
I+G=S+T，转化为：I=S+(T—G)，投资等于私人储蓄+政府储蓄。 
AD＝C＋I＋G，AS＝C＋S＋T 
AD－AS＝(I－S)＋(G－T)，该式表明一国国内收支是否平衡，取决于三点：该国储蓄与投资

是否平衡；该国的政府收入与支出是否平衡；或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是否与政府部门资源配置平衡。 

三、四部门的收入构成和储蓄投资恒等式 

AS＝C+S+T+M ，AD＝C+I+G+X。 
M＝X，表示出口获得收入等量用于购买进口品。 
C+I+G+X ＝C+S+T+M，移项得到： 
I=S+(T－G)+(M－X)，投资等于本国总储蓄+外国在本国的储蓄。 
AD－AS＝(I－S)＋(G－T)＋(X－M)， 
设 AD－AS＝0，移项得到： 
0＝(I－S)＋(G－T)＋(X－M):一国经济是否平衡，取决于私人、政府、对外经济部门各自的以

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平衡。 
X－M＝(S－I)－(G－T) 或＝(S－I)＋(T－G)：一国总进帐(财源，X、S、T)与总出帐(用钱，M、

I、G)的关系；一国对外经济平衡与国内经济平衡的关系。 
四、只有私人部门与对外部门 
AD＝C＋I＋X，AS＝C＋S＋M 
AD－AS＝(I－S)＋(X－M) 
AD－AS＝0，S－I＝X－M，因为净出口是一国对外净投资，因此该式表明：一国收入高于国

内支出，该国对外净投资大于零，或资本输出大与资本输入、或官方储备增加；反之表示该国无力

对外投资，官方储备下降。 
上式还可以表明：一国经常性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关系，若一国出现贸易顺差（X－M）>0，该

国是资本输出国，若出现逆差（X－M）<0，该国是资本输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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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一、名义 GDP。 

1、定义：nominal GDP：当期名义 GDP 或称货币 GDP，即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当年 终产品

的市场价值 P1Q1。基期 basic year 名义 GDP：P0Q0 
2、名义 GDP 指数 index 或发展水平、名义 GDP 增长率 rate of increase or growing. 
 
  
 

二、实际 GDP 

1、实际 GDP(real GDP)：用不变价格计算当期 GDP 
2、实际 GDP 指数和实际 GDP 增长率。当期实际 GDP＝ P 0Q1，基期实际 GDP＝P 0Q0 

 
 

三、GDP 折算系数、紧缩指数(GDP deflator index)或物价指数(price index)。 

当期物价指数＝当期名义 GDP／当期实际 GDP 
 
 
 
 
 

四、当期名义 GDP／物价指数＝实际 GDP 

 
 
 
 
 

五、名义 GDP 指数/当期物价指数)－1＝实际 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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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已知基期名义 GDP 和当期物价指数，求用当期物价计算的基期实际 GDP＝P1Q0 基期名

义 GDP／当期物价指数的倒数，或基期名义 GDP╳当期物价指数 

 
 
 
 

本章复习 

1、简述下列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生产法  中间产品  终产品  消费 
 支出法  储蓄  总投资  净投资  重置投资  存货  存货投资  政府购买 
转移支付 净出口  
收入法 间接税 国内生产净值 国民生产净值  国民收入  个人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  储蓄

投资恒等式 事前储蓄与投资  事后储蓄与投资 
名义 GDP 实际 GDP  物价指数 通货膨胀率 
2、写出支出法和收入法的 GDP 公式。 
3、写出三部门、四部门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4、写出三部门、四部门内外经济均衡公式。 
5、写出只有私人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均衡公式。 
6、写出名义 GDP 及其指数、实际 GDP 及其指数、物价指数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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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 

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学习凯恩斯的产品市场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的理论和方法，要求掌握从

消费函数、储蓄函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方法、乘数概念和动态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一节  均衡国民收入概念 

1、定义：总供求相等时的国民收入，又称均衡产出，即与总需求相等的总产出。 
2、特征：没有非自愿的存货投资。市场出清。计划的投资=计划的储蓄。 
 

第二节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理论 

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1、消费函数：消费与决定消费因素之间的关系 
C=f(收入、价格、利率、收入分配、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消费者年龄、风

俗习惯等). 重要的函数：消费收入函数：C(y) 
2、凯恩斯的主要消费函数概念和消费定律 
平均消费倾向 APC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消费者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消费，

或任何收入水平上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存量比：C/Y， 任何收入水平上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消费

曲线的射线斜率。 
边际消费倾向 MPC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人们愿意从增加的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消费，

流量比 c/  y，或连续函数 dc/dy,或每增加单位收入所引起的消费增加量。消费曲线的斜率。 
凯恩斯的消费定律：消费随收入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 
 
 
 
线性消费函数，C=a+by，a 自发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收入为零时的消费，来自过去

的储蓄或借债。b 是边际消费倾向,by 是收入引致的消费(derived  consumption )，b 短期内是 dc/dy，
长期内=C/Y： 

c/y=a/y+b,长期内 y→∞,a/y→0,c/y→b。 
 

1// <== APCMPC
y
c

dy
dc

y
dy

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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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线消费曲线

450

0

C

y

C=by

a

S C=a+by

 
非线性函数关系*。 
(APC)’y =(c’y－cy’)/y2=(MPC－APC)/y。 
3、储蓄函数(saving function) 
储蓄是收入中不消费的部分，s=y－c，S 是收入的增函数 s(y)。 
平均储蓄倾向 APS (average propensity to save)s/y，人们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储蓄。 
边际储蓄倾向 MP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 s/ y，人们愿意从增加的收入中拿出多少用

于储蓄。 
线性储蓄函数。s=y－c=y－a－by=－a+(1－b)y。 －a 是自发储蓄(autonomous save)，+(1－b)y

是收入引致储蓄。 
短期函数－a+(1－b)y。，长期函数+(1－b)y 
s/y= —/a+MPS, APS<MPS,y→∞，APS→MPS. 

     
2006-5-2

胡文政

7
储蓄曲线

c，s

0 y

c，s

—a

S= —a+(1—b)y

y
y=a/MPS 

 

 
4、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的关系 
c+s=a+by－a+(1－b)y=y 
APC+APS=1,        1—APC=APS, 
MPC+MPS=1,     1—MPC=MPS 
若(MPC/APC)<1，则 MPS/A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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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APC/MPC)>1，APS/MPS<1 

    

• 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C，S

0

C=by

C=a+by

y
—a

a
S

S

 
 
5、社会消费函数－总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 
不同收入阶层的 MPC 差别,社会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公平呈同向关系。 
政府收支政策。社会消费水平与政府税收成反向变动,与转移支付水平呈同向关系。 
社会消费水平与公司未 分配利润的多少呈反向关系。社会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度呈

同向关系。 

二、其他消费函数理论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绝对收入论，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可支配收入 
1、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美，J.S.Duesenberry，1949)：消费者当期消费相对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

周围的消费水准决定；消费者易随 y↑而 c↑;不易随 y↓而 c ↓，形成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称为棘

轮效应(ratchet effect)；消费者消费行为受周围人们消费水准影响称为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 

2006-6-8
胡文政

10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c

0 y

C=by

y1 y2y0

c1=a1+by

C2=a2+by

长期c函数自原点始的射线。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美，Franco Modigliani，1985)： 
人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消费支出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的 佳配置。 
假定：消费者理性，工作期确定，预期寿命确定，储蓄无利息等。生命周期内的消费等于终身

收入。设预期寿命减开始工作的年龄＝生命周期年限 NL，工作以前由父母抚养的时间不计入 NL，
生命周期内均匀消费即年均消费 C=C·NL/NL。 

终身收入＝工作时间 WL·年劳动收入 YL，C· NL＝WL·YL。工作年限内的储蓄提供了退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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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负储蓄：C·NL－WL·C＝退休金，YL·WL－C·WL＝退休金。 
有财富积累或资产 WR 的生命周期消费函数，设个人有初始财产 WR(遗产或赠与)； 从而每期

消费 
    
 
 
C=aWR+cYL 说明：WR 或 YL 都会增加当前 C；越接近生命终点 a 越大；c 则与可挣钱的剩余

年限和可挣钱的分摊年限是相关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 YL 会增加 C。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了社会总消费和社会总储蓄与年龄结构、个人遗产意愿、股票市场等因

素的关系。 
3、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美，Milton.Friedman,1957)：现期消费由消费者预期的永久收入决定。

永久收入 Yp 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  
Yp＝θY+(1－θ) Y-1，故 C＝cθY+c(1－θ)Y-1，c 是长期边际倾向，cθ和 c(1－θ)是短期边际消费

倾向，若 Y 提高，消费者估计 Y 短期上升故有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若估计是持久收入才会提高边

际消费倾向。 
 

2009-5-27
胡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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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Y

C＝cY

y0
持y

E
C＝cθY+c(1－θ)Y0

c(1—θ)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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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θy+c(1－θ)y*

c(1－θ)y*

E**

 
4、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的关系 
两者均认为消费与长期收入有关。生命周期理论更多注意储蓄动机，持久收入理论更注意个人

对持久收入形成的预期方式。两者与对财富、人口统计的强调相结合，提出了现代消费函数：C＝
aWR+chYD+c(1－h)YD-1，YD 是可支配劳动收入。 

YL
Cc

WR
Ca

cYLaWR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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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两部门到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一、两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1、条件：计划 I=S。保证 AS=AD、市场出清    
2、消费函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 
Y=a+by+i    y=(a+i)/(1—b) 
 
 
 

2006-6-8
胡文政

18消费加投资曲线和45度线决定均衡收入图

C+i

0 450

Y=C=a+by=1000+0.8y

1000

5000 8000

1600

Y=1000+0.8y+600

均衡点的左方AD>AS,右方
AS>AD

 
 
3、储蓄函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 
S=—a+(1—b)y，i=s，所以： 
i= —a+(1—b)y,y=(a+i)/(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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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8 胡文政 19

C,s

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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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部门和四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1、三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含定量税 T、转移支付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i+g+Tr=s+T=—a+(1—b)(y—T+Tr)+T→ 
y= (a+i+g+bTr—bT)/MPS ，或 
 
 
 
 

2006-6-8 胡文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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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10 胡文政 21

定量税曲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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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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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率 t 的三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i+g+Tr= s+ty,i+g+Tr= －a+(1－b)(y－ty+Tr)+ty， 
y= a+b(y—ty+Tr)+i+g  
 
 
  
 
 
S+ty 曲线 
斜率： (s+ty) /y=  1－b (1－t)；或(a+s+ty) /y=  1－b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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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8 胡文政 24

• 含税率s+ty曲线图形(graph)
• 曲线移动：对于1—b(1—t)，t↑曲线向左旋转，yf↓；t↓，曲线

向右旋转，yf↑

S+ty

0 y

i+g+Tr

－(S+ty)
y2y1 y3

 
2、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设线性进口函数：m=z+hy，z 是自发进口，h 是边际进口倾向，hy 是收入引致的进口。 
含定量税的四部门均衡收入： 
 
 
 
 
 
 
 
 
 
 

第四节   乘数理论(multiplier theory) 

一、投资乘数及其机制 

1、 定义：新增投资能带来数倍的收入增量:k= y/ i， y=k i、投资边际收入。 
2、 机制：投资品工业 i↑和 y↑，→对消费品需求↑，→消费品行业的生产和收入↑，→总需求

和总就业↑。凯恩斯：是投资需求创造了供给，创造了收入和储蓄。收入是投资的复合函数：投资

的边际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倒数的乘积。 
 
 
 
设第 1 批 i 购买设备转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要素所有者又按 b( b<1)购买 终产品，形成第 2

批收入 ib、此后又有第三批收入 ib2、第四批收入 ib3…ibn—1， ibn—1 为通项。投资转换的 终

总收入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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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部门均衡收入决定含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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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部门的乘数 

1、含定量税的乘数 
y= a+b(y—T+Tr)+i+g，yf= (a+i+g—bT+bTr)/(1—b)。 
dy/dg=dy/di=dy/da=1/(1—b) 
转移支付乘数和税收乘数 
dy/dTr=b/mps，dy/dT=—b/mps 
2、含税率的三部门乘数。  
i+g+Tr= s+ty,  i+g+Tr= －a+(1－b)(y－ty+Tr)+ty， 
 
 
 
 
含税率的支出乘数：dy/dg=dy/di=dy/da  =1/[1－b(1－t)]        
                   dy/dTr=b/[1－b(1－t)]   
 
3、求含税率的政府税收乘数:对于 y=a+b(y—ty+Tr)+i+g，含税率的税收乘数的性质是 t 的变化

引起 
了 T 从而引起 y 的变化，即∆y/y∆t 
y=by(1—t)对 t 求偏导，得到：dy/ydt=－b/[1－b(1－t)] 
 

三、三部门定量税各种乘数的关系 

1、含定量税的 4 种乘数的关系。 
Ki=Kg=1/(1－b)＞KTr=b/(1－b)＞KT =－b/(1－b)。 
KTr+KT =(b/1－b)+(－b/1－b)=0。 
2、平衡预算乘数:G 与 T 作等量同向变动时的政府购买乘数或税收乘数。 
Kg+KT =[1/(1－b)]+[－b/(1－b)]=1。 
意义：虽然 g=  T，但 Kg>KT，故 y 仍能与  G 或  T 作等量增长；在需求不足时，政府

只要把税收变成支出就能增加收入，而不必靠赤字政策。 
3、含税率的乘数与定量税乘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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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部门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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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部门均衡收入决定含税率  

 
1、含定量税的各项乘数  

dy/dT= —b/(1—b+h)= —b/(MPS+h) 
dy/dTr=b//(1—b+h) dy/da=dy/de=dy/di=dy/dg=dy/dx=1/(1—b+h)＝1/MPS+h 
dy/dz= —1/(1—b+h)=－1/s+h 

2、含税率的乘数： 
    dy/ydt= —b/[1—b(1—t)+h] 

dy/dTr=b/[1—b(1—t)+h] 
dy/da=dy/de=dy/di=dy/dg=dy/dx 

        =1/[1—b(1—t)+h] 
＝1/MPS+h 
外贸进口乘数：dy/dz= —1/[1—b(1—t)+h] 

    五、乘数效应、 
    1、增收效应和减收效应 
所有需求因素都有正的乘数效应。 
y=(a+e—dr+g+bTr—bT—x－m)/(1－b) =AD/MPS。k 与 b 正相关、与 MPS 负相关。 
2.乘数效应的约束条件 
资源若已充分就业，投资增加只能使物价上涨。i↑→r↑→s↑→c↓→b↓→k↓。 
i↑，若 Ms 不变，则 Md>Ms→r↑→挤出部分 i 降低 AD。g↑若依赖 T↑则私人 i↓；若 g 依赖举债，

则 r↑挤出 i.若增加的收入用于进口或支出是对进口的支付 ，则无乘数效应，均衡 y↓。 

第五节  动态国民收入决定 

分析在不同时点下外生变量变动对内生变量或经济均衡的影响。 
前提： yt=ct+it ，ct= a+byt－1  
实际收入： yt = a+byt－1+it   
均衡收入：yf= a+by+i  
yt=bt (y0－yf)+yf   
本章复习 
1、简述下列概念 
均衡产出    消费函数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储蓄函数  平均储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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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储蓄倾向   社会消费函数   投资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   税收乘数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 
2、描述均衡产出的特征。 
3、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

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4、写出两部门、三部门含定量税、含税率均衡国民收入公式，写出含定量税和含税率的投资

乘数、政府购买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 和平衡预算乘数公式。 
5、写出动态国民收入决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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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S—LM 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习希克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发展的 IS—LM 模型，掌握产品市场和货币

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决定、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实现对均衡国民收入

的调节。 
引言 
IS—LM 模型建立了 I 与 r、I 和政府收支与 y、从而 y 与 r 的关系；建立了货币供求与 r 的关系，

从而建立了货币供求对 r 和 y 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建立，确定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对

利率的调控实现对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 

第一节  投资曲线和 IS 曲线 

一、投资曲线 

1、投资 
投资是指用于增加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资本存量 K=于折旧+投资。投资又分为固定资产投资

和存货投资、住宅投资。固定投资对于经济周期的意义：在衰退时份额下降，随经济复苏而复苏。 
设合意资本存量与上期实际资本存量缺口：(K*—Kt—1)，缺口加上期资本存量=当期实际资本： 
Kt=Kt—1+λ(K*—Kt—1 ),实现 Kt，需要完成系列的净投资 I=λ(K*—Kt—1 ), λ为调整速度,λ越大缺

口弥补速度越快。 
2、投资函数 
投资与决定投资因素之间的关系。K*=I=f(Xi). 
自变量：产品成本、投资品价格、收益、利润、r 变动、投资税收信贷变动、投资风险、企业

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投资的比较(托宾 Q 值)等。 
3、投资与利润和利率的关系 
利率既定，投资与预期利润有减函数关系 
凯恩斯的资本与其边际效率递减。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律和人们生性对未来的

预期悲观，故预期的资本利润率曲线是负斜率的。 
利润率既定，投资与利率有减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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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8 胡文政 6

r、π

0 i

r

π

增资

减资

E

 

2006-6-8 胡文政 7

• 投资曲线：i=e—dr, i=200—5r

r、π

0 i

π

r

e=200

r=e/d
=40

减资

增资

E

 

4、投资曲线移动 
只考虑 i 与 r 的关系，前述的所有影响 i 的因素都是引起 i 曲线移动的外生因素。 
若 r 既定，不考虑其它因素尤其是投资品 P 变动时 r 与 i 需求有负相关的曲线称为资本边际效

率曲线 MEC。投资品价格变动引起 I 的移动形成的曲线称为投资边际效率曲线 MEI。要在投资品 P↑
时恢复或超过 P 不变时的投资水平，要求 r 有较大幅度的↓。故 MEI 比 MEC 陡峭。 

二、IS 曲线 

1、定义与推导 
满足 I 等于 S 条件下 r 与 y 成减函数关系的曲线。 
加入投资 r 函数的均衡收入决定。 i=e－dr， s=—a+(1—b)y,i=s 得到： 
 
 
 

b
dreay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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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8 胡文政 10

几何推导

r

0 i

s

0
i

450 s=is

0 y

s(y)

r

0 y
IS

 
      2、IS 曲线的斜率 
 
 
 
 
 
 
 3、IS 曲线的特征 
     曲线上每一点都有 I=S、都有一个均衡 r 对应一个均衡 y。曲线上每一点 I=S，故(I=s)与

r 有反向关系。 
    曲线任意点右上方实际 r>均衡 r，S>I；左下方实际 r<均衡 r，S<I。 
    －dr/dy 表示 r 变动与 i 变动有反向关系，i 变动与 y 变动有同向关系。 
    b 大，ki越大，斜率越小，曲线越平缓。t 与 Ki 负相关、与斜率正相关。d 与斜率负相关。

b、t 稳定，∴d 是 IS 斜率的主要变量。 
    4、IS 曲线的移动 

d
tb

y
r

d
b

y
r

)1(1

1

−−
−=

−
=

含税率的斜率

含定两税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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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8 胡文政 13

• i移动引起IS同向移动，除r以外的投资函数中的其它自
变量是IS移动的外生因素。

S S

i

i
rr

y

y0 0

0 0

IS1
I1

I2IS2

 
 
IS 移动量 y 的计算。 y= iKi。 
投资曲线不变，防范风险意识和积累愿望等外生因素变动使储蓄曲线变动引起 IS 曲线移动。

移动量计算：∆y=—a/(1—b) 

第二节  利率决定与 LM 曲线 

要点： LM 曲线以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为基础，通过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实现货币政策调

节国民收入变动。因此，了解 LM 曲线的前提是了解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和利率与货币供求的关

系。 

一、古典货币供求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是建立在对古典货币供求理论的交易方程批判基础上的，理解凯恩斯货

币供求理论，首先要理解古典货币理论的交易方程。 
交易方程或费雪方程(1911)：M sV=Py， M s 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 V、实际产出 y 为常数。

货币需求 Py 为名义国民收入。无储蓄，货币都用于交易需求。Ms 变动只影响古典的货币供求方

程是不含利率的方程。 

二、凯恩斯的利率和货币供求理论 

1、凯恩斯认为:决定 S 的主要因素是 y, s(y),货币具有灵活周转的特点，r 是放弃灵活周转的报

酬，故 r 由货币供求决定:r(M，L) 。 
2、货币供给(money supply ) 
具有交易、储藏、计价和支付功能的金融流通手段。凯恩斯认为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小、替代性

小和保藏费用小，故供给弹性小。货币供给弹性是造成利率不易降低的原因之一，故主张实行纸币

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货币变现的难易程度分为狭义(narrow money)和广义货币(ex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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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供给。央行发纸币主要考虑流通的需要而不考虑利率(interest rate)，Ms 曲线垂直。m=M/P 是

实际货币供给。 
3、货币需求因交易、谨慎和投机等动机(motive)而产生的持币需求。又称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 、灵活周转偏好。持币客观原因：货币灵活周转，随时转化成其他资产。 
L1：交易、谨慎(预防需求 precautionary  demand) 。个人和企业日常支出和预防不确定性事件

的持币动机。合称交易需求。L1 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交易需求函数： L1=ky ，k 为交易

动机货币需求量占实际收入 y 的比重=L1/y，k=dL1/dy →货币需求收入弹性。 
L2：投机需求(speculative demand，Speculation in securities )：因未来 r 不确定以供购买债券的

投机持币需求。 r 是指对持币者放弃灵活周转的报酬、是所放弃的其他资产(债券 debt/bonds、股票

equities / stock，不动产 real assets)的收益率，故是持币成本(机会成本)，r 与持币需求成反向变动：

L2=－hr，h=－dL2/dr，h=货币投机需求利率弹性。 
L=L1(y)+L2(r)     L=ky—hr 
    4、货币供求均衡与均衡利率决定 

m

M=L

L

r

0

E

L>m

L<m
m不变，r极低L>m。竞售
券PV↓持券r↑L2↓，
L=M。
r极大L<m：竞购券
PV↑，r↓L2↑，L=M。

r

0
M=L

m1

L1

m2
＋△m：购券，PV↑和r↓;－△m：售
券债券PV↓ r↑。

L2

m不变L移动: y↑L1↑m不变不
能满足L1↑(m<L)，人们售券
换币PV↓re

b↑用于L1。
y↓L1↓(L<m)，余币买券，债
券PV↑r↓

 
市场价值(FV)=本金价值(PV)+应计利息(A)。本金是债券票面价值。本金价值是债券的价格，

是购买债券的投入，可以等于面值、平价、也可以是债券溢价和折扣发行的价格。固定利率债券

FV＝PV(1＋r n)。已知 R 或 FV，PV 与 r、n 成反比。 

三、LM 曲线 

1、定义：:满足货币供求均衡条件下 r 与 y 有增函数关系的曲线。m=ky－hr→ r=(ky－m)/h， 
y=(m+hr)/k，r 与 y 有同向关系。 

m 与 r 反向变动，与 y 同向变动。r=(ky－m)/h ,m 不变 y 变动引起 r 同向变动。y=(m+hr)/k, m
不变，r 变动引起 L1 (y)同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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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ky－m)/h 或y=(m+hr )/k

r

0
y

r－1

LM

在第一象限斜率

dr/dy=K//h

m/k

r=－m/h  

 
 
 
 

LM曲线推导

r

0 L2

m1

m2

m1

00 y
r

0 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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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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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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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LM

1000

m2=L2=1000－250r

●

●

1250=m=m1+m2
0.5y+1000－250r

L1=0.5y

y=500+500r

3
2
1

1000     2000

●

●

 
 2、LM 特征 
斜率：M 不变，r/dy=k/h 。h→∞，dr/dy=k/h→0, “ 凯恩斯区 
域” ，曲线水平； h→0，dr/dy=k/h→∞，古典区域，L 曲 
线在 r 极大时⊥ 。曲线上各点 L=M ，只改变 md 分配；曲线外失衡点。 
    3、LM 曲线的移动。 
M 不变，货币需求变动，M 相对↑或↓引起 LM 曲线变动，L2 移动和 LM 曲线与之反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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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2、m 不变,L1(y)移动引起 LM 曲线同向移动。 
M 变动使 LM 同向移动。M 货币供给量变动全部落在 L1 上。 
LM 与 M 同向移动。货币供给量变动分别落在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上。 
M 变动全部用于债券，y 不变，LM 与 M 同向垂直移动。 

第三节  IS—LM 模型 

一、y 与 r 同时决定 

在 IS、LM 方程中分别解出关于 y=f(r)或 r＝f(y)的函数；联立 IS、LM 方程同时解出均衡 y。 

二、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实现过程 

IS 失衡使 y 变动，LM 失衡使 r 变动。 

2006-6-8 胡文政 2

r

0 y
IS

LM
①

I<S L<M

②
I<S
L>M

③I>S L>M

④I>S
L<M

①高ri ,y↓L1↓ ri ↓ ;高rb,余币
购券 rb ↓

②高 ri
y ↓L1
ri ↓ ；

低rb,售
券rb↑

③低ri ,y↑L1↑ ri↑;低rb,为满足L1而售券，rb↑

④低ri ,y↑,L1 
↑， ri ↑；高rb,
购券rb↓。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的财政政策效果 

1、LM 不变(货币政策不变)，IS 移动(政府支出变动)的财政政策效果，两个市场均衡时的政府

支出乘数。把 LM 方程代入三部门的 IS 方程得到 
 
 
 
 
 
 

dkkh
hk

dg
dy

g

g

+
=

出乘数：含有货币政策的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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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17 胡文政 4

2、dy/dg=(Kgh)/(h+Kgdk)大小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基本内容：挤出效应。在IS模型中，i曲线移动引起IS曲线移动时，ri对Ki没有约
束作用：dy=di·k。在LM作用下，M不变， g↑ (M/p↑) ↓→ri↑挤出部分私人i，
y↑<ri不变时的y↑；举债支出减少私人i、债券PV↓、rb↑。若IS↓ri↓，余币购
券，券价↑rb↓。

ri，rb

0 yLM,k/h=0

IS0
IS1

0挤出效
应,k→0,h
→∞，
dy/dg→K
g

0<k/h<∞

IS0

IS1

正挤出效应
0<dy/dg<Kg

k/h=∞,h=0

IS0

IS1
完全挤
出效应，
dy/dg＝0

 
 

四、 IS 不变时 LM 曲线移动时的货币政策效果。 

1、两个市场均衡时货币政策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动或货币乘数。货币政策主要指央行买卖债券

来调整货币供给，在变动债券 rb 的同时也变动 ri。以 m 为自变量微分两个市场均衡时的 y，得到

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货币乘数： 
 
 
 
 

2006-6-8 胡文政 9

2、基本形式。

r

0 y
d→∞
dy/dm≈
1—kg

LM0 LM1

d→∞，IS水平，
dy/dm≈kg —1，古

典区域。货币全部
用于交易需求，
Msv=py，货币对py
有效。

d→0
dy/dm→0

LM0

LM1

d→0，IS垂直，投

资需求呆滞，萧条
时期。dy/dm→0，
M变动只影响rb不
影响I和y，极端凯
恩斯区域。

IS

0<︱d ︱<∞
0<dy/dm<kg

LM0

LM1

0<︱d ︱<∞中间区域，
0<dy/dm<kg。M↑购券↑rb↓；
M↑→ri↓i↑y↑。售券回收货币，
债券价格下降rb↑；
M↓→ri↑i↓y↓。  

dkKh
dK

dm
dy

g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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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四种配合使用 

1.双松政策：以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购券供应货币。为

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称为“适应性货币政策”。 
2、双紧政策，消除经济过热。 
3、松 IS 紧 LM。 
4、紧 IS 松 LM。 
六、 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2006-6-8 胡文政 14

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有效需求理论

消费 投资

收入 消费倾向 资本边际效率 利率

APC        MPC    k=1/(1－b)

预期
收益，
预期
悲观，
dQ/dK
递减

资产
供给
价格

流动偏
好L1＋
L2

交易
动机

谨慎
动机

投机
动机

货币
供给
金币
替代
性小
保藏
费用
小

政策主张：
政府支出或举债支出代
替私人投资不足；增加
纸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
投资

 
 

第四节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运用政策的原则 

1、.经济政策：国家或政府为增进经济福利和实现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

施。 
两种类型：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计划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的市场调控型宏

观经济政策。 
2、运用政策的原则。 
追求综合目标、轻重缓急考虑和各项政策的配合。根据经济在繁荣、萧条、复苏、扩张的不同

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方案要灵活。 

二、政策目标的内容 

1、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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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稳定。消费物价指数(PPI)、批发物价指数(CPI)和国民生产总值折算指数(GNP deflator)
价格指数的相对稳定，不出现通货膨胀。 

3、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人均产量和人均 GDP 持续稳定地增长。 
4、国际收支平衡 
5、环保。  

三、财政政策 

1.、政府为实现经济目标对政府收支所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收入。税收:和公债。政府支出：购买与转移支付。 
两套政策：扩张政策－增支减税；紧缩政策－减支增收  
2、古典的财政政策思想(1776—1929) 
反对支大于收，主张以收定支、年度预算平衡。但衰退时 T 随 y↓，→G↓，加深衰退；通胀时

T 随 y↑，→G↑，加剧通胀。 
3、周期预算平衡思想。衰退时按排预算赤字，繁荣时按排预算盈余，整个周期以盈余补赤字。

缺陷。预算时难以准确估计衰退与繁荣时间的长短与程度，难以估计一个周期的长短。 
4、短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 
政府收支自动和即时地变化，无需政府干预而按正确的方向对总需求产生稳定的影响。 
自动稳定器的形式：所得税税率、累进和累退税税率；社会保险金；公司储蓄即税后留利；个

人储蓄；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 
税率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滞胀时实际 GDP 增长↓同时名义ＧDＰ↑，若 T 不随实际ＧDＰ↓却

随名义ＧDＰ↑，会加速经济衰退。税率调整缺乏灵活性。       
政府购买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政府购买越来越大就会缺乏自动减少对付通货膨胀的作用。 
转移支付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很大。但一旦反通胀要减少它就

很困难。 
短期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盈余和赤字经济是自发性的预算盈余和赤字，在中间区域向下阶段，

减收增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向上阶段，经济向上就增收减支会把经济拖回经济向下的阶段。

尤其是若 T↑>GDP↑就会拖累 GDP↑。 
5、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是长期的财政政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目

标的手段。只要实现充分就业而不论预算是否盈利或有赤字。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有计划地在非充

分就业的不同阶段采用扩张的或紧缩的财政政策，避免自动稳定器在短期内自发调节经济的局限

性。又称职能财政或功能财政思想。又称反周期财政政策，逆风向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斟酌使

用的财政政策，权衡性财政政策。衰退时应坚定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胀时应坚定施行紧缩的

财政政策。 
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和赤字的两个作用：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确定预算规模和财政政策；判断财政

政策扩张性和收缩性的标准。充分就业预算盈余 BS*与实际预算盈余 BS 的差额。BS*=ty*—G—TR， 
BS=ty－G－TR，BS*－BS＝t(y*－y)。 

四、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 

1、金融机构 
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来进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媒介机构(商业银行，

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协会、保险公司、私人养老基金等等)。 
商业银行及其业务。央行的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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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和手段 
中央银行管理货币供给，调节信贷供给和利率，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斟酌使用

的货币政策：在总支出不足时，央行增加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作用引起活期存款多倍扩

大，货币供给量扩大，使信贷贷款松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和收入增加。在总支出过多，央行减

少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使活期存款多倍收缩，信贷收紧，利率上升，抑制投资和收入。 
变动准备率。衰退时减少准备率，过热时提高准备率。货币创造和创造乘数。 

货币创造：银行客户的原始存款经银行系统按法定准备金率扣除法定准备金后连续贷款、存款后所

得存款总额。货币创造乘数。D=R0/rd ，1/rd 是货币创造乘数。受到超额准备率和现金漏出率限制

的货币创造乘数：k=1/(rd+re+rc) 。由货币供给 M1与基础货币之比决定的货币创造乘数： 
 
 
 
 
公开市场业务。央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AD ↓

时，央行高价买进政府证券增加货币供给。AD ↑时，央行低价卖出证券收进货币。 
再贴现政策(Rate of  rediscount policy)。央行对商行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AD ↓时，

央行↓对商行的再贴现率，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则↑再贴现率。 
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其他途径。通过影响 r 变动改变人们的资产组合、购买力和汇率等来影响企

业投资、消费，从而影响总需求。 

本章复习 

1、投资函数 
2、MEC 与 MEI 曲线 
3、IS 的定义与特征和移动 
4、比较古典的货币供求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 
5、LM 的定义、特征与移动 
6、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财政政策乘数定义和公式 
7、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货币政策乘数定义和公式 
8、挤出效应 
9、适应性货币政策 
10、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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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供求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以 IS—LM 和总需求管理为理论基础建立 AD 曲线，以生产函数和劳动

市场理论为基础建立 AS 曲线，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学习 IS-LM 模型与劳动市场共同均衡决定国民收入，和以此为基础的价格变动与收入的关系。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一、定义：在满足 IS 与 LM 均衡条件下总产量与价格之间的减函数关系：y=f(p), 物价水平或

通胀与总需求的反向关系。 

二、A D 形成 

1、公式推导 
在 S(y)=i(r)中解得 r(y)，从 M/p=ky—hr 中得到:r(p,y)：r=(ky—M/p)/h,联立 r(y)=r(y，p)，解出

在均衡利率基础上的 y 与 p 的关系式。 
2、从 IS—LM 图形推导 AD 曲线 
p 变动引起 LM 曲线移动形成 AD 曲线。利率效应：M 不变 p 变动引起 m 反向变动、r 同向变

动、i 和 y 反向变动。 
p 变动引起 IS 曲线移动形成 AD 曲线。实际货币余额效应(effect)：C=f(Y，M/p)，M 不变，P

变动引起 m、c、i、y 反向变动。M 不变，p↓，实际货币余额增加，c↑I↑Y↑，IS 曲线右移；反之 IS
曲线左移。形成 AD 曲线。 

3、建立反映两个市场均衡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的 AD 曲线 
y＝vA+ β(M/p) 
 
 
引起 AD 移动的因素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m*、vA。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 

一、定义：总产出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或在一定物价水平下社会愿意提供的产出水平，或随总

产出变动的物价水平。 

 
 
 
总供给曲线的理论基础: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理论 
y=f(N),  N (w/P),  P 与 W 互为函数关系。 

二、古典的总供给曲线 

1、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生产少的部门多生产就能消除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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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说：，信息完全和 p、w 和 r 自动伸缩调节产品、货币和劳动市场自动实现供求均

衡。劳动供求是实际工资(w/p)的函数，W 和 P 的瞬时同比例同向调整均衡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

均衡就业量不变和充分就业不变，形成垂直的供给曲线。 
 
 

三、凯恩斯反 L 型 AS 曲线 

1、凯恩斯的劳动供求函数和主要就业政策观点：Nd=f(w/p) ， Ns=f(w)。工人反抗的不是(w/p) 
↓而是 w↓。反对 W ↓。主张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W 缓慢↑使收入、购买力、边际消费倾向、销量

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增加，从而投资和就业增加。只要 w↑<产出 y↑，w↑就不会引发 π 。 
2、萧条时期的水平供给曲线： y 和就业水平很低，大量资本设备闲置和大量工人失业，一旦

开工 MPL很大，而 MCL不变，从而企业 MCq、P 不变。失业条件下 W 变动不大或不变故 P 不变，

现行 P 水平上供给任意产量。  
π＝ λ[y－y*], 斜率 λ＝π/∞=0。 
3、充分就业时总供给曲线垂直。不论 P 怎样上涨，总产出不变，y=y*。 π＝ λ[y－y*], λ= π/0=∞。 

四、凯恩斯主义正斜率的短期 AS 曲线 

1、π = π-1 +λ(y—y*)正斜率的原因。W 与 P 的变动速度不一致，w 粘性导致 P 上升 w/p 下降，

就业和 Y 增加；P 下降导致 w/p 上升，就业和 Y 下降。接近充分就业条件下，MP 以递减的速度增

长，引起 MC↑、p↑；有些部门资源短缺，P 随需求的增长↑。 
2、AS 移动的外生因素。资源供给、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政策。 
3、反对古典派降低货币工资的主张。微观上若 w↓→(w/p) ↓、销量和利润的上升，使厂商增雇

工人，但宏观上会降低购买力，使销量和利润↓，从而使厂商 Nd ↓。反对庇古效应。工人的货币幻

觉会抵抗 p 不变时的 w↓，但不抵抗 w，不变时的 p↑。因此，在工人存在货币幻觉的条件下解决失

业的办法是：在 w 不变时，通过经济政策提高价格，降低实际工资，即通过 IS—LM 曲线的变动与

劳动市场的综合解决失业问题。 

第三节  总供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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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D移动的效率

• AD移动效率与AS斜率λ反向：△π/ △y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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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移动效率

• △π/ △y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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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均衡的三种状态和长期均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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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 

1、总供求曲线主要说明什么问题？ 
2、简述总需求曲线的定义、理论来源和形成的主要工具，形成的若干方法。 
3、简述总供给曲线的理论来源、总供给曲线方程。 
4、简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就业政策和总供给曲线垂直的原因。 
5、简述凯恩斯的劳动供求函数、货币工资主张、反 L 型总供给曲线的原因。 
6、简述凯恩斯主义正斜率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7、简述总需求曲线移动的特征和.总供给曲线移动的特征。 
8、简述总供求模型的衰退、滞胀、过度繁荣、均衡、增长与低物价状态。 
9、AS 曲线垂直时，减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政府支出增加各有什么影响？ 
10、AS 曲线斜率为正，总需求曲线右移有什么影响？ 
11、什么条件会使短期 AS 曲线左移、特征是什么？ 
12、AS 曲线斜率为正时，工资成本下降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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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萧条时期，降低货币工资能否降低利率，刺激投资？ 
14、达到充分就业后，若发生新的大规模技术革新，AS 曲线会有什么变化？ 
15、对付滞涨应当用何种政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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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通货膨胀的定义、原因、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

的造成的滞胀效应，对付失业和通胀的政策。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定义和分类 

一、定义：Inflation,购买等量商品或一组固定商品前提下，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水平变

动的百分比，或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升，或一般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上涨。 

 
 
 

二、分类 

1、按价格上涨幅度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mild～)或爬行的～(creeping ～)；10-100%，奔腾

的通货膨胀(galloping～)或加速～(run away～)；超级通货膨胀(hyper～)或恶性～(ragging～)。受抑

制的～(suppressed～)，隐蔽～(hidden～). 
2、按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程度相同或不同分为：平衡的通货膨胀。非平衡(disequilibrium)的通货

膨胀。 
3、按预期的(expected)与实际的通涨相符或不相符分为：预期到的通胀和未预期到的(unexpected)

通胀。预期的通货膨胀会使通涨在预期的通涨基础上加速。 

第二节  通货膨胀起因 

一、货币现象 

MV=Py，该古典交易方程表示，已知 v、y，M 只影响 P。 

二、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demand pull ~) 

1、定义：AD>AS 引起的通货膨胀，又称超额需求通货膨胀，也称“  太多的货币追求太少的

商品”。 
2、两个类型。 
凯恩斯的达到充分就业以后，AD↑引起的通胀。凯恩斯主义瓶颈式通货膨胀。接近充分就业阶

段，资源短缺，MP 递减和 MC↑， 刺激 AD 使 P↑并>y↑。 

三、供给推动的通涨或成本推进(cost push)的通货膨胀： 

1、定义：没有超额 AD 条件下因成本↑的一般 P 水平持续超过 Y 的↑。表现为 W 和投入品价

格↑>劳动生产力↑，P↑和 Y↓ 
2、P↑和 Y↓的原因：生产成本↑，导致生产同样的 Y 需要更多的支出，工资成本难以调整时厂

商难以承受高成本会减少 I 和工人，从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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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下即在滞涨的条件下，不能用需求管理政策。 
4、成本推进通涨的类型。 
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wage~)。工会力量使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长引起的价

格普遍地上涨。 
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垄断市场的厂商利用垄断力量谋取高额利润提高价格；并借口工资上涨

而提高价格。 
进口成本推动的通涨。 

四、结构性通胀(structure～) 

1、定义：因经济结构因素或差别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其类型有：劳动生产率落后部

门的工资向劳动生产率先进部门的工资看齐，引起全社会的 w↑>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出现

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2、不同部门商品结构差异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上游产品普遍

成为下游产品的投入，导致普遍性的价格上涨。 

五、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关系 

1、两者缺少对称性。 ～需求拉上可以不需要成本推进，成本推进的通胀若无货币供给的增加，

不会持久。 
2、拉中有推，推中有拉。 

 第三节   通胀的效应 

一、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1、判断通货膨胀分配负效应和避免损失的方法。 
比较 p↑%与货币收入↑%的关系。对于任何有名义收入的人，例如领取工资收入、租金、养老

金、储蓄和债券利息的人都适用。避免受损的方法：完全预期通涨并按 π 增加货币收入使实际收入

不变。 
2、通涨分配效应的影响对象 
债务人(debtor)和债权人(creditor)。若通涨无完全预期到，实际通涨率大于预期通涨率，则债权

人受损；通涨率小于预期通涨率则债务人受损；合约(contract)方式很重要。 
雇主(employer)与工人(employee)。实际通涨高于预期通涨不利于工人，实际通涨小于预期通涨

不利于雇主。 
政府发行债券是债务人、通胀在提高公众名义收入的同时提高了纳税等级，从而通胀条件下，

公众向政府支付了通胀税，公众实际收入减少。 

二、通胀的产出效应 

1、通胀与产出增加。需求拉上的的通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和利润增加，从而就业和产出增

加。 
2、AD 既定时成本推进的 π导致物价上涨产出减少，增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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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菲利普斯曲线 

一、费利普斯曲线 

1、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成反向关系。  

2006-6-8 胡文政 13

图－菲利普斯曲 线

w%

w1% 生产率2－3％

自然失业率

0 u
1   2.5             4     6

 
2、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工资膨胀率 gw=－ε(u－u*)/u*，ε是工资失业变动弹性.所以 gw= ε(N－N*)/N*,gw 与就业水平

N 有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政策含义；用通涨反失业反经济衰退，用失业和经济衰退反通涨。当

π>π－1，N>N*，y>y*；N<N*，y<y*才能有 π<π－1。 
3、附加预期(expectations-augmented)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 
  π = πe +λ(y—y*)，π = πe +λ(N—N*)， 
π = πe —λ(U—U*)，若 π = πe，则 y=y*、N=N*、 
U=U*。 

二、货币政策的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问题 

1、中性区域 
凯恩斯区域中性。充分就业区域货币政策中性；古典宏观理论：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财政政策只

影响 r、政府和私人支出的分配以及消费和投资的分配，货币政策只影响 P。货币数量的增加不影

响产量而只影响物价的条件下，货币是中性的。政策含义是，降低通胀只要降低货币存量增长即可，

而不影响产量和就业。 
2、中间区域货币政策非中性。 
.所有现代总供给模型认同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斜率为正，长期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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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供给政策 

一、短期 AS 移动 

1、逆向移动。A S 左移导致通胀与失业并存。 
2、有利的供给冲击，AS 右移，低通胀和快速经济增长并存。 

第六节  对付通胀的收入政策 

一、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 

反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以管理工资和收入、价格为中心，根据通胀率，调整名义工资、征税

起点和税率等级等等，防止和降低通货膨胀的负效应。 

二、 收入政策的主要手段是： 

1、货币工资与物价挂钩，根据经济增长率决定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和物价上涨速度。 
2、用税收控制工资增减。当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时，增加工资税，反之降低

工资税。若 w↑来自工会则可以征税，若来自工人的努力则不能惩罚。 
3、收入指数化：以条文规定的形式把 w 和 p 指数挂钩，w 随 p↑↓，两者升降幅度相同称全部

指数化。当通涨来自货币供给增长时这种方法有效；若通涨由原材料和生产短缺或劳动生产率下降

引起，则无效。 

本章复习 

1、对失业分类。 
2、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 
3、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4、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三类指数。 
5、通货膨胀的类型。 
6、通货膨胀的原因。 
7、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 
8、菲利普斯曲线反向关系的性质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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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反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产生的条件、主要理论和政策观点。 

第一节  货币主义 

一、背景 

50 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源于芝加哥大学，主要代表人物：Mildon Friedman。主要观点：通

涨是货币现象；滞涨并存说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败。 

二、传统货币理论 

1、(美)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M s V=Py 
2、庇古的“现金余额方程”或“剑桥方程”：Md=kY=kPy 
3、Md=kY=kPy 与交易方程的区别：交易方程无需求结构无利率；剑桥方程认为公众在完成交

易需求后的余额用于储蓄。凯恩斯的货币供求方程发展了剑桥方程，是含有利率、投机的方程. 

三、新货币数量论和自然失业率 

1、新货币数量论 
货币供给变动对利率的影响很小，短期内非中性长期中性。 
实际货币需求 Md /P=yf(k)=yf(w，rb，re，rp，u )。Ms/p>yf(k)<Md/p ，公众会根据各种财富的

预期报酬率的变动来买卖这些资产，提高或降低资产价格，从而达到货币供求平衡。1867-1960 年

美国 r/md=1%/15%：r 与 Md 关系很小，Ms↑对 r↓和 I↑的作用不大。  
短期内，Ms↑使公众变动 Md 购买各种资产，V=1/k 是变动的，从而 MS 对 r、i 和 y 有影响。

长期内 Ms 继续↑会使 p↑大于 Ms↑，→m ↓→r↑抵销 r↓效应，挤出 i，y↑不大。1869-1957 年实际ＧＮ

Ｐ每增加 1%货币需求增加 1.8%， y/md=V=0.56，证明 v 较小。故长期内 Ms 只影响 p 对 y 影响不

大。 
货币供给超速↑的原因。政府开支过速增长主要靠增发票子。联储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把注

意力放在 r 上，为降低 r 必会增加 MS。 
2、自然率假说 
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结构决定与通胀无关，凯恩斯主义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w/p)

增加就业，但在长期内不能消灭失业率，即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负斜率，长期垂直。 

四、.主要观点。 

1、MV=py=Y。M 是决定 Y 变动的主要因素，因此通涨的主因是货币供给问题。凯恩斯主义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只影响物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政府干预经济是

多余的。 
2.、政策主张。反对权衡性的货币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Ms的中间目标是 Ms 数量，

终目标是 p 稳定。只保留公开市场业务，根据产量、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以及货币 v 随 y↑↓等因素，

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年增长率，作为硬性的约束条件。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12 

第二节   供给学派 

一、供给学派的产生  

70 年代初在美国形成。分为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 

二、主要观点 

1、肯定萨伊定律，否定凯恩斯定律。    
肯定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市场的自由伸缩的机制可以使经济会增长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和失业。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只是使货币单纯增加，引起 p 上涨、s 下降和 r 上升，结果导致 i 下

降，技术变革迟缓。 
2、产量增长的决定因素有：:L、K 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劳动力和厂商积极的激励。降低边

际税率 t 能够鼓励 s、c、和 i，↑教育等非人力和人力资本存量，↑劳动的相对价格，使工人的劳动

积极性↑，↑厂商的税后所得，使厂商↑Ld。 

三、政策主张 

1、降低边际税率，提高富人的税后收入增加富人的储蓄和投资能力；在 M 和 V 不变和提高 y
的前提下，使 P 下降，具有反通货膨胀的效应。 

2、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降低包括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在内的政府福利支出。 
3、减少限制性的规章制度。激励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竞争能力，主张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4、在通货膨胀下所得税按物价指数调整。个人免税额或标准扣除额（或零等级金额）随物价

指数上涨而提高。存货进价或消耗计算按 近购买时的高价计算，折旧按重置成本计算。 
5、.恢复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质量控制，这会使物价稳定、利率下降。 

第三节  理性预期学派  

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穆思是代表；70 年代后形成一个学派，维护和发挥新古典理论，代表人

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和巴罗。 

一、预期和非理性预期 

1、预期的定义和特征 
预期(expectations)：经济当事人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事前估计，或对与目

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测。预期的经济变量是不确定和有概率分布的。预期的质量决定

于主体的特性和客体条件的变化。 
2、穆思对预期的分类 
穆思把预期分为：非理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前者包括静态预期，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 
凯恩斯认为预期者的信息不足和预期能力差，预期具有悲观性，且缺乏系统和条理性，故是非

理性预期。静态预期(static expectations)：现期的预期价格是上期实际价格的函数：P*t=Pt—1。蛛网

模型是静态预期的典型形式。 外推型预期(Extrapolation method)模型： P*t=Pt—1+ε(Pt—1—Pt—2)，是

二阶差分方程的蛛网模型。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模型：P*t= P*t—1+β(Pt—1—P*t—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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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期的预期价格取决于对前期预期价格的误差的修正，可以收敛于蛛网模型。 

二、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R·巴罗(R·J·Barro，1944)。萨金特于 1979 年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首次使用“新古典宏观经

济学”。 
1、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对未来事件进行的有信息根据的预测。人们的主观预期平

均等于实际数值，偏离则是由不可测的随机因素造成的。经济政策可以预测的，除非公众有内部信

息，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 
2、包含理性期假设的供求方程。理性预期包含对过去和未来的信息的利用。 
包含理性预期假设的附加行为方程 P*t=Et-1[Pt]，， P*t=Et—1[Pt] 是 t-1 时期获得的 t 期价格信息

的数学期望。 
3、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应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策是否能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 
4、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伸缩性，使市场可以迅速连续出清。在短期内，通涨与失业成反向

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多余。 
5、自然率假说。就业量偏离自然就业率的幅度大小，主要决定于预期通涨率与实际通涨率的

差别。只有政府的欺骗才能造成公众预期的失误，造成实际通涨率高于预期通涨率。 
6、理性预期的 AS—AD 模型。理性预期的 AD 曲线源于古典的 MV=Py，但为了反驳凯恩斯主

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使用 IS-LM 模型导出的 AD 曲线： Pe＝ βMe/(y*—vA)。短期 AS 曲线是附

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Expectation augmented  aggregate supply)：y=y*+ε(P－Pe)。在预期价格水平

Pe 一定时，一个社会在不同实际价格下提供的产量或国民收入的曲线。ε是价格预期误差引起的产

量误差的系数。预期正确时(Pt=Pe)短期的 SS 与长期垂直的 AS 和 AD 曲线交于一点， y＝y*，变

动的只是价格，这称为不变性定理。厂商和工人理性预期使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预期错

误时(Pi≠Pe)的 y 曲线与 AD 的交点落在垂直的 AS 曲线的两边。造成波动的因素是由自然和政府政

策袭击等不确定因素。 

三、外生因素与周期波动 

1、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价格的长期变动是持久的总价格水平变动，它不会使决策人的决策意

向发生变化，故对就业没有影响。短期价格波动会使决策者决定劳动和闲暇在现时和未来之间的分

配，从而引起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变动。故政府频繁使用通胀政策，不会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大的

波动，只有靠意外的通胀才能制造繁荣。 
2、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私人或政府需求偏好的随机变化、科学技术变化导致的生产率变动、

生产要素供给函数的变动引起生产函数、资源函数、预算约束线同向移动，直至达到稳定态。当事

人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区分冲击噪音的暂时性和持久性，预期冲击是暂时性的，则增加现期的劳动

和就业量，预期冲击是持久的，则投资增加，劳动不增减，；若没有技术冲击，生产者会减少投资

直到资本折旧恢复稳定增长。 

四、理性预期的政策观点及其意义和问题 

1、理性预期的政策观点。 
人们理性预期使预期的通涨等于实际的通涨。政府的政策只能使 P↑而不能↓u，短期内菲利普

斯曲线也不存在。 
政府掌握的信息不比公众更充分，预期不比公众更合理，政府政策要能奏效，只能采取突然袭

击的方法，欺骗公众。但公众长期内不会受骗上当，政府的干预只会加剧经济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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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预期的意义 
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引进模型的更好方法；改变了政

府制定政策的路线；把经济学的基础变成了信息学而不是价格学。 
3、存在的问题：价格、工资是否能灵敏地使市场迅速出清；政府与公众谁的信息量大、准确，

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公众的理性预期是用经济模型还是靠看报纸和电视得来的？实践中难以

证明到底有多少额是由预期失误造成的？假定公众不犯（重复性的）错误，这是否合适，等等。 
五、李嘉图政府举债与税收等价理论。 
1、举债与税收都来源于居民收入，巨额债务产生高额税收，会减少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资

本。减税后会用举债来弥补减税损失，居民用减税收入买债券，总支出不变。 
2、托宾与巴罗关于政府征税和举债对公众是否更多储蓄的争论。 

第四节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 

一、主要理论特点 

吸收预期对经济作用的思想，但不承认完全理性。建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以微观经济的非

市场出清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分析中得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的结论。 

二、商品价格粘性分析 

1、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名义粘性：以货币名称计量的标价不随需求变动而变动。实际粘性：

一种价格或工资相对另一种价格或工资不发生相应的变动。造成价格名义和实际粘性的原因有：风

险成本论、菜单成本论、合同定价论、成本加成定价论和非市场出清论。 

三、工资粘性分析 

1、凯恩斯主义以货币 w↓刚性来说明失业，主张↑货币供给↓w/p 来↑就业。新凯恩斯主义用工

资粘性或惰性（inertia）来代替刚性的说法，认为工资有一个缓慢的变动过程。 
    2、.工资缓慢变动的主要原因：长期劳动合同论(劳动固定合同论)。效率工资论。合同分批到

期论(ataggesed contract)。劳动隐形(implicit)合同论。在职者—职外者理论（局内局外利益论）。 

四、市场不能出清的其他原因，资本供给限额分析 

1、产权限额论：新股发行会导致市场对企业的估价降低。故企业会停止发行新股票使资本供

给和产品供给有限和价格上涨，市场不能出清。 
2、信贷限额论：金融机构机构贷款对象是敢冒风险的不诚实的厂商并因信息不充分难以分辩

企业的诚实和投资的风险；故银行在资金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宁可用信贷配给的方法也不提高利

率，从而使资本供给有限，产品价格上涨，市场不能出清。 

五、经济波动分析和凯恩斯主义的稳定化政策 

1、契约 w*决定的新凯恩斯主义附加预期变量的短期 AS 曲线。名义工资 w*一旦被契约固定，

Pt 越高，(w*/Pt)越低，Ld 越高，反之 Ld 越低。从而有正斜率 AS 曲线。 
2、AD 衰退冲击下，重新签约的分批合同连续签订较低的 w，短期 AS 连续右移，直到达到

AD 冲击前的充分就业水平。 
3、因工资和价格黏性，在总需求衰退的冲击下，由非充分就业均衡向充分就业均衡过渡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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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过程，不能等待工资和价格下降来恢复经济，故 AD 右移是必要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思想 

1、从供给强调政府干预通涨力度易缓不易急，在反通涨之前预先宣布使人们能预期通涨紧缩

而不把 w、p 定的太高。 
2、认为 r 粘性，强调通过信贷配给影响经济。  
3、即使有理性预期，微观经济的 w、p 粘性造成非市场出清，政府干预仍有必要。 

七、政府与民众博弈中应取信于民。 

若政府公布紧缩货币政策并执行，工会也相应不增工资，则低通涨低失业；若工会提高工资，

则低通涨高失业。若工会签约不增工资，而政府违约增长货币供给来降低失业率，则工会会签订增

加工资合同，从而通涨会增加，但就业并不会增加。 

本章复习 

1、货币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的内容和政策含义。 
2、货币主义为什么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存在，而在长期内不存在？ 
3、货币主义货币中性的观点和货币政策主张。 
4．简述供给学派的理论前提。 
5、简述供给学派关于产量增长的决定因素。 
6、供给学派为什么主张降低边际税率？ 
7．为什么税率增加税量反而会减少？ 
8、在拉弗曲线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税率而税量相同的现象？ 
9、简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10、比较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减税政策的区别。 
11、简述预期的定义与特征。 
12、简述非理性预期模型的特征。 
13、简述理性预期附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 
14、简述理性预期关于经济波动的思想和政策观点。 
15、理性预期理论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16、什么是“不变性定理”？ 
17、简述李嘉图的“  举债券与税收等价”论。 
18、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什么强调信誉重于规则？ 
19、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是什么？ 
20、市场非出清的原因有哪些？ 
21、简述货币工资粘性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22、简述新凯恩斯主义用 AS-AD 模型和短期供给曲线解释经济波动和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 

    23、简述产权限额理论。 
    24、简述信贷配给理论。 
    25、比较分析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

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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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汇率概念，学习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中的宏

观经济模型和政策。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 

1、封闭经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外界隔绝，没有经济往来。 
2、开放经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世界市场相联系并相互影响。 
3、开放度：一国对外贸易总额/GDP。决定开放度的因素：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资源供给率；

由人口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国内市场容量。 

二、对外贸易下的国内总需求和国内产品总需求 

1、封闭经济无进出口，国内总需求等于国内产品总需求。 
2、开放经济 一国总需求：本国居民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总需求：C+I+G+M ； C+I+G

＋(M－X)=一国净需求或(净支出) 
3、一国产品总需求：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对本国产品的需求：C+I+G+X  
C+I+G+(X—M)=一国产品净需求(净收入) 

第二节  国际贸易 

一、主要理论 

1、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绝对有利)论。各国生产同类产品中自己成本 低的产品用于交换他

国其他产品。 
2、李嘉图相对成本(相对有利)论。以绝对成本比较为基础，各国生产自己成本相对低的产品

与他国交易。 
3、俄林(瑞典 1899-1979)－赫克歇尔定理－资源禀赋论。各国应当生产资源禀赋丰裕、资源价

格便宜的产品。 
4、规模经济理论。各国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规模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每种产品的生

产规模均比各国什么都生产时大，世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5、其他理论。里昂惕夫之谜、国际贸易新要素 (人力资本、研发、信息要素)理论、技术差距

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偏好相似论、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力论。 

二、贸易限制 

交易费用、运输、各种垄断形式、贸易保护政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限制。 
1、国际贸易的转移成本(transfer coast):包装、运输、装卸和仓储费用等。 
2、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后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小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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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普遍的政策：限制进口（进口关税(tariff):和进口配额(quota)）。关

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non tariff barrier)，出口补贴。保护主义的理由：保护幼稚工业避免与发达国

家工业竞争，待强大后取消保护。国家安全；增加收入等。条件：被保护的产业有长大的潜力、保

护及其代价是短期和有限的、长大后能以收抵支。保护主义的代价与计算。关税对贸易国双边利益

的损害。 

三、国际贸易组织 

1、多边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SEAN)。 
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中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欧洲联

盟(EU)。南美共同体(SCCM)。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 

2、欧盟简介。EU25 国。欧元区 12 国。 
3、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简介。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

WTO。  

第三节  国际金融体系 

一、概念 

为保持国际交往的顺畅进行，对货币支付引起的外汇、汇率以及外汇收支一系列活动的安排。 

二、经历过的体系 

1、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金铸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 
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缺点。 
2、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Rretton Woods System)。 
3、浮动汇率国际货币体系。 
4、 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 
5、欧洲货币体系演进。 

三、国际金融机构 

1、半区域性：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2、区域性：欧洲投资银行、阿拉伯货币基金、伊斯兰发展银行、西非发展银行、阿拉伯发展

基金等。 
3、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第四节  汇  率 

外汇、汇率决定、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 

一、外汇 

1、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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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汇兑——货币行政当局(央行、货币机构、外汇平准基金组织和财政部)以银行存款、财政

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 
动态汇兑——清偿国际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国际货币交换经营活动。 
自由外汇(free convertible exchange)——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货币。 
记账外汇：只能用于贸易协定国双边之间的结算，不经过货币发行国的批准，不能自由兑换成

其他国家的货币。 
现汇(spot exchange)交易与期汇(forward exchange)交易。 
2、外汇收支恒等式。 
外汇收入=商品出口收汇+劳务收汇+资本流入+海外投资收入+侨汇收入+其他收入。 
外汇支出=商品进口用汇+劳务用汇+资本流出+外资利润汇出+侨民汇出+其他支出。 
可用外汇=上年外汇结存+外汇收入 
外汇储备=上年外汇结存+外汇收入—外汇支出 

二、汇率(exchange rate) 
1、定义：两国的货币价值比，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 

外汇买卖的标准。又称汇价、外汇行市，外汇牌价和外汇汇率。 
2、标价方法。 
直接标价法(Direct Quotation System)或价格标价法(Price Quotation System)：e= P/Pf。间接标价

法 (Indirect Quotation System)或数量标价法 (Quantity Quotation System)、应收报价 (Receiving 
Quotation)：e=Pf/P。两种标价法的汇率互为倒数，两者的乘积=1。大多数国家用直接标价法，美、

英用间接标价法。 
3、影响均衡汇率的因素：外汇供求：汇率是货币的外在价值，由外汇供求来调节。 
4、均衡汇率变动。商品进出口、r 变动、在他国投资、心理预期、国际收支、有价证券价格等

影响外汇供求曲线的移动。 

三、购买力平价 

1、概念。货币购买力是货币的内在价值。购买力平价：自由贸易前提下两国购买相同或类似

一组商品或劳务所需要的货币之比。E = P/ Pf，在本国国购买一组商品或劳务的货币额兑换成 f 币
后可以在 f 国购买到同样一组商品或劳务。 

2、购买力平价论的货币数量论基础 
 
 
 
 
 
 
3、购买力平价的绝对形式（absolute version)：某一时点上的汇率决定。e=P/Pf。 
“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同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以经过汇率换

算用同一货币表示的价格或购买力相同：P=ePf。 
e 固定条件下若 ePf<P 或 ePf>P ，可以通过套购商品、货币政策影响 P 和 Pf实现均衡。但会遇

到贸易壁垒、运输条件、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负作用的影响。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政府买卖外汇

可以较快实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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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浮动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相对形式(relative version)。 
 
 
 
 
 
5、.购买力平价说的合理性与缺陷。 
放弃金本位条件下，以国内外物价对比作为汇率决定的依据、货币内在价值的贬值引起外在价

值的贬值，揭示了汇率变动的长期原因。 
缺陷是：用纸币的购买力来评价纸币的价值；忽视非贸易和贸易壁垒、贸易成本使商品的套购

不能成立；不同国家的类似产品短期内 e 波动的原因也不相同，即使一国的商品 P 较高，也会有市

场。 

五、实际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1、定义：用同一货币衡量两国价格水平之比，E=ePf/P。分子是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

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能力。 
2、实际汇率变动的两个因素：e 和 Pf/P。由于价格粘性，故 E 变动主要考虑 e 变动。 
3、实际汇率变动的作用。P 和 Pf不变，E 变动与 e 变动同向。 
对经常项目的影响。e↑E↑，出口所得外汇折算本币↑利润↑ ；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外国商

品价格下降。反之 E↓本币升值得到相反的效果。但 E 变动是否有利于 X、M 还要取决于一国商品

进出口价格弹性的大小、本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边际进出口弹性的大小。pf/p 不变，e↑E↑若被国

内 p↑抵销则无实际贬值。若本国有高通涨时， e 不能迅速↑，则竞争力下降。但 终通涨要靠货币

和财政政策来中止，e 只是辅助工具。 
对物价的影响。若 h 大和进口品比重大，汇率贬值则会使物价水平↑。贬值有利于出口 x，但

若 x 品的出口弹性小，则会发生抢购出口品及其原料引起 P 上升并由此波及整个 P 水平。若 e↑本
币贬值导致 P 上涨抵消了 x 的增加，贬值就毫无意义。反之 e↓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可以使国内

供给增加，促使物价水平下降， 终有利于出口。 
对国内资源配置的影响。e↑资源流入对外竞争能力强的部门，若 e 突然↓会使这些部门的资源

过剩。低于充分就业时贬值刺激国内出口生产↑，但已充分就业则只会使物价↑。 
对资本流动的影响。E 变动只影响短期资本，贬值时外汇外逃增加加剧外汇供求紧张，使本币

进一步贬值。 
E↑影响国际收支。外币购买力提高，外国旅客在贬值国消费相对便宜，国外的旅游和劳务开支

相对变贵；按等量外币计算的本币外汇↑，但按等量本币计算的外币侨汇会↓；贬值使人们预期会进

一步贬值，资本会流出。 
影响世界经济。小国汇率变动只影响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主要工业国的汇率贬值，会引起其他

工业国的报复和贸易战，持有大量贬值资产的国家必然要转换货币，影响国际金融体系。 
三种外汇风险。商品进出口结汇风险——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不变，但结算时 e↓使本币收入↓；

进口商品到货支付时 e↑使支付的本币成本↑。外汇储备风险——存放在国外的外币资产遇到外币贬

值则受损。外债风险——对外举债因汇率变动引起还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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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际收支 

一、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 presentation) 

1、国际收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外收支货币资金的对比关系。 
2、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两个原则。按居民所在地划分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GNP 与 GDP)。

复式记帐体系(double -entry-system )。经验法则——凡引起本国从外国获得货币收入的交易计入贷

方(+)，凡是引起本国对国外货币支出的交易计入借方(在经常项目下的商品项目上)。 
3、国际收支平衡表的 4 个项目。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商品进出口，劳务项目，其他

服务，政府转移支付。资本项目 (capital account)——直接投资，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官方储备

项目或帐户或平衡项目(balance account) 。差错和遗漏(mistakes and  errors) 

二、国际收支平衡函数 

1、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差额等于零。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项目收支差额等于零，或经常项目、资本项目

的分别平衡。 
2、经常项目平衡。 
nx=x—m＝0。x=f(＋yf ，+e=Epf/p)。m=f(y，－e =Epf/p )，m=z+hy。nx=x－hy+vR， v 实际

汇率系数(正)， nx 曲线斜率：—h=nx/y, e、yf为 nx 曲线移动的外生变量。 
3、资本项目平衡。 
资本流入等于资本流出。资本帐户函数：KA=f[r－rf，(e1－e0)/e0] ↑、r>rf，净资本流入↑，反之

相反。净资本流出函数：F=σ(rf—r) 。 
曲线斜率 dr/dF=－1/ σ，一国投资环境好坏使曲线右移或左移。国际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使

净资本流出曲线成条水平线。 
4、国际收支函数 
x－hy+ve＝ σ(rf—r) ，r= (σrf－ x＋hy－vR)/ σ.公式表明，y 与 r 有同向关系。曲线斜率：－

hdy=－ σdr，h/σ=dr/dy，高 y 有高 m 和较少 x 和 nx，要求有高 r 和多的 k 流入来平衡。反之，较

少 y 有较少 m 和较大 nx，要求有较低的 r 和较多的 k 流出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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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曲线的特征。曲线上的任何一点国际收支均衡。上方顺差，下方逆差， 
曲线上部是高 r、y 组合，下部是低 r、y 组合。 
    nx 曲线引导 BP 曲线同向移动。e、yf 引起 y(nx)、BP 同向移动。F 曲线移动引起 BP 曲线

反向移动。 

三、国际收支调节 

1、主要理论 
物价－现金－流动机制理论。乘数论。货币论。弹性论。吸收论。 
2、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自然、贸易国和政治等突发事件引起进出口变动。发达国家经济周

期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本国产品结构落后于国际产品结构造成 x 下降 m↑。M 变动使 P、r
变动调节进出口、资本流动变。外国巨额游资投机活动造成资本流动失衡。 

3、国际收支均衡的必要 
平衡顺差的必要：顺差过多若经济无潜力，大量货币流入会导致商品 P↑通涨压力↑；若顺差转

为外汇储备，顺差就无↑产量的效应。若外汇存入外国银行则要承担通涨风险；外汇 S 加大会降低

外汇市场 r，从而使本国货币市场 r↓和 F↑。 
平衡逆差的必要：外资或 m 过多容易引起债务和国内企业的生存危机。货币流出和外汇短缺，

引起外汇贷款 r↑、本币贷款 r↑，不利本国经济增长。 
4、国际收支调节政策 
行政手段——规定外汇使用的范围和数额，颁发进出口许可证。税收，津贴，技术等。 
调整 r 来调整资本流入流出。 
政府借贷。 
货币政策影响价格和进出口。 
固定 e 央行买卖外汇。 
浮动 e 制有自动平衡收支失衡的机制和政府干预的条件，浮动 e 不需要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

国内经济不均衡可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不需要太多外汇储备，有利于取缔黑市交易。 
5.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内外作用大小的比较 
货币政策对国际收支的作用大，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对称。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作用

小对内作用大，其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不对称。经济学家主张，LM 主外，IS 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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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IS—LM—BP 模型 

一、开放经济的 IS—LM—BP 曲线 

1、不含实际汇率的 IS 曲线 
y=(a+g—bT +e—dr +x—z)/(1—b+h)，斜率：dr/dy= —(1—b+h)/d。 
2、含有实际汇率的 IS 
ye=(a+e－dr+g－bT+x－z+ve)/1－b+h， 
= (A－dr－bT+x－z+ve)/s+h，s=MPS。 
3、开放经济的 IS－LM－BP 模型 
IS：y= (A－dr－bT+x－z+ve)/s+h 
LM：(M/p)=ky－hr，y=(hr/k)+(M/p)/k 
BP： r= (σrf－ x＋hy－ve)/ σ 
三个主要决定的变量：y、r、e。令：IS＝LM，并计边际进口倾向为 β，A=a+e+g－bT，解得： 
 
 
 
财政扩张或 A↑(r↑F↓e ↓)，货币扩张(r↓F↑e↑)。e 变动下的货币政策对外有效，财政政策对内有

效。 
4、资本完全流动下的 BP 曲线。 
已知 σ ＝F/(rf－r)，资本完全流动， σ→∞， BP 曲线是以 r=rf 的水平线： 
h/σ=dr/dy =0，水平线 以上是国际收支盈余，以下是国际收支赤字。 

二、资本完全流动下不同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或资本完全流动下开放经济中标准的 IS－LM 模型。 
1、在固定 e 和资本完全流动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 M 政策，r 无法摆脱世界通行的 r 水平；

财政政策有效。央行必须提供为维持固定汇率所需要的外汇或本国货币。 
2、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下，e 调整使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差额等于零，使外汇市场出清。

其次，央行的货币供给与国际收支没有任何联系，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货币政策。浮动汇率

与资本完全流动下，短期内 M 政策引起 e、y 和 P 变动，长期内则只影响 e 与 p。 

三、不完全资本流动下开放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1、浮动汇率与资本不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也有效，但有效性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性的程度

即 BP 状态。BP 越陡峭，财政政策效应越大。LM 比 BP 陡峭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使 e 变动、

收入变动，但对 r 影响不大。 
2、固定汇率与资本不完全流动下宏观经济政策效果。 
现实汇率是管理浮动，而不是完全浮动。故货币政策作用也不会 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小于

1。 

四、利率差异与汇率预期 

1、汇率预期。前提：国际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国家间 r 有差别人们就会预期资本跨国流动。

v
zxA

kv
rkdhs

p
M

kv
se −+

−
++

+
+

=
])[( ββ



微观经济学 

 223

若预期一国货币贬值则投资外国资产。一国 e 低于外国，投资于外国债券(以本币衡量)的收益＝外

国债券 rb＋从外币升值中得益＝rb+( e/e)， e/e 是 e 预期变化。加入 e 预期的国际收支: 
BP=nx(y，－epf/p)+cF(r－rf－ e/e)。 
2、预期贬值解释低通涨与高通涨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别。一国通涨率高，可预期其 e↑名义 r 也↑。

通涨差异的长期关系是：通涨差≈利率差≈贬值差。 
3、e 预期与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设资本完全流动，游资预期一国货币升值或利率下降国内

投资有吸引力，大规模流入后导致该国 e↓，竞争力下降，产量和就业↓IS 左移。 

五、汇率变动与贸易调整。两个重要经验问题。 

1、汇率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汇率贬值增加进口品 Pf、提高本国 P，降低 w/P 增加就业；但若

W 与 P 挂钩，就业不会增加。 
2、相对价格与贸易余额：J 曲线。e 贬值后贸易先恶化后改善的路径形状为 J 型。 

六、汇率波动与相互依赖 

1、汇率变动和预期会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央行为了影响贸易量而试图改变实际汇率，防止

进口品价格上涨对通涨的影响。 
2、冲销与未冲销的干预。 
冲销干预：央行购买外汇供给本币，但又通过公开市场的证券出售收紧本币，使本币供给不变，

外汇减少，汇率升值。 
未冲销干预，央行买进外汇后不出售证券，本币供给增加，汇率贬值引起贸易国抛售该国贬值

货币。 
3、相互依赖和政策同步、货币目标区。 
一国紧缩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引发对手国相应的政策。如果政策不同步，汇率变化会

威胁自由贸易。可变汇率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一个较好的建议是建立目标区，区内各国货币和财

政政策保持同步，各国放弃货币独立性。 

第七节  内在均衡与外在均衡 

假定浮动 e 和 BP 移动。 

一、内外均衡失调 

1、充分就业与外部失衡。 
充分就业与顺差，消除顺差需要↓r F↑，有过度繁荣；充分就业与逆差，消除逆差需要 r↑ F↓，

有衰退。 
    2、外部均衡与内部失衡。 

外部均衡与内部衰退，需 LM↑r↓y↑→F↑m↑→逆差。)外部均衡与内部过热，需 IS 左移 r↑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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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
2006-6-10 2

政策组合冲突图示(AS以右双紧，以左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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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优政策的选择 

1、 优政策的含义 
R.A.Mundell 提出 优政策配合有效市场分类原理：每一个政策手段应用于其能产生 大有利

影响的市场环境；对它的另一种市场的不利作用，用相反的经济手段加以中和。 
LM 曲线移动对外作用大于其对内作用，主要用以解决外部不均衡问题：LM↑→P↑,e↓逆差，r↓F↑

逆差；P、r 变动效应一致。IS 对内的作用大于其对外的作用，主要解决内部不均衡：IS↑，P↑逆差，

r↑顺差，P 与 r 变动矛盾，但 y↑。 
2、政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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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和一国的历史传统。用增加进口来消除顺差，要考

虑一国的边际进口倾向。边际进口倾向是由政治和非政治因素决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稳定

性。用紧缩 M 供给提高 r 来引进资本消除逆差，要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 r 变动的反应度，而这

又取决于一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投资环境是否良好，国际形势和世界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

性。 

三、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1、实际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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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抬头，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手段激增。金融流动(financial 
filows)自由化。 

国内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对外部事件的敏感度提高了，货币政策实施必须考虑汇率方面的后

果。 
国家之间要求进行高层次的合作。 
2、汇率的变动问题和调整过度问题。 

本章复习 

1、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开放度 
2、对外贸易下的国内总需求、净需求和国内产品总需求、国内产品净需求的公式。 
3、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李嘉图相对成本说的主要论点。 
4、赫克歇尔定理、规模经济论的主要论点。 
5、外汇（静态）定义。 
6、外汇收支恒等式。 
7、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 
8、汇率的直接标价法。 
9、购买力平价说的货币数量论基础。 
10、一价定律。 
11、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的购买力平价或一价定律实现的途径。 
12、资本流动和不流动下的汇率变动的作用。 
13、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因素。 
14、汇率变动的作用。 
15、国际收支的定义及其主要项目。 
16、国际收支函数及其曲线的斜率和曲线的移动。 
17、开放经济下的 IS 曲线的斜率，含有实际汇率的均衡收入、IS 曲线及其乘数。 
18、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19、资本不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20、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21、平衡国际收支收支失衡的手段。 
22、内外均衡与失衡的组合。 
23、蒙代尔 优政策选择的主要观点和方法。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26 

第八章  经济增长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习和掌握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模型。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质和理论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质 

1、 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总产量、就业量、消费量、投资总量、物价水平等等的增长或减少。 
2、时间度量。 

用不变价格和几何平均数计算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的 4 个阶段。 
3、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 
古典周期：在扩张的同时存在绝对的下降或下跌(有增长和负增长)。 
增长周期：在扩张的同时，没有绝对的减少和倒退，只有增长率放慢或停滞，长期趋势是正斜

率的。  
4、)经济周期的类型或长度。 
短周期、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40 个月为小周期(minor cycle)，心理因素引起。 2-3 个小周期

构成一个大周期(major cycle)。 
中周期：中波、朱格拉周期(法，C. Juglor1860)。8—10 年。 
长周期：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苏，Nikalai D。Koudratiff)，每个周期 50-60 年。 
库茨涅兹周期(Kuznets cycle)：15—25 年，平均 20 年，或称建筑业周期。 

二、周期发生理论 

1、纯货币理论。银行体系扩大、紧缩信用反复。 
2、投资过度理论。一种生产资料投资过度引起减少消费品投资和结构失衡、资本品过剩和生

产过剩危机。 
3、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引起模仿和普及、银行信用扩大和紧缩、需求减少和经济衰退。 
4、消费不足论。(英国马尔萨斯、J.霍布森)：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社会消费品需求小于消费品

生产增长，引起对资本品需求不足和整个生产过剩。 
5、心理周期论。乐观与悲观预期交替导致投资过度投资和减少投资，从而引起过度繁荣和衰

退。 
6、太阳黑子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对农业生产影响进而影响产业、购买力和投资波动。 
7、凯恩斯学派。增长来源于储蓄、投资乘数和加速数。从时期的连续变动上分析经济增长各

因素的作用和每一个时期增长的必须条件。 
8、新古典增长模型。以边际和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资本是增长的源泉。 
9、增长的极限。 
10、重视技术进步和分工等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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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哈罗德-多马模型 

一、哈罗德模型(Roy Forbes Harrod,1900—78，牛津大学。1948《论动态经济学》，1973《经济

动态学》)。     
1、前提。 

s 全部转化为 i，凯恩斯的储蓄函数 S=sY。)凯恩斯主义加速数 K/Y=v， I=V Y ， I 由 Y 的

增长来决定。 
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Y＝min(K/v，L/u)。u=L/Y，1/u=Y/L，L/u 是 Y 所需要的劳动；v=K/Y；

Y 水平由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个决定. 
劳动力增长率 n 不变：L*/L=n。设充分就业， 大产量由 L/u 决定而不论资本存量是多少如果

u=L/Y 不变，则 Y 不能持久超过劳动力的增长，因为 n 是常数,又没有技术进步，故 Y 的增长是由

不变的 n 决定的。 
假定利率不变并进而假定资本收入比不变，其逻辑是完全竞争性条件下的 r=∆y/∆k＝1/v 。假

定只生产一种单一产品。 
2、模型基本内容。 
(1)一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增长即均衡增长，即实现均衡增长的条件是什么？但他的模型

终却是不稳定增长模型。 
产量增长的条件： 

基本公式。∵s ＝S/Y，I=V Y，S=I，∴S=sY=I=v Y，∴s/v= Y/Y。 
增长模型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2)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实际的增长率 GA＝意愿或有保证的增长率 GW＝自然增长率 GN： 
vGA=s=vrGW =GN ，s/v=s/vr= n 是稳定增长的条件或途径。即稳定增长的“存在问题”。 
3、哈罗德模型的两个问题 
(1)稳定增长的条件 vGA=vrGW =GN =s，s/v=s/vr= n 得不到保证。s、v、n 由相互独立的因素决

定， v 假定是固定的。 
(2)模型具有不稳定性质。GA一旦偏离 GW就会产生更大的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不稳定的。

GA=GW已很困难，还要使三者均等就更困难了。 
4、哈罗德模型不稳定性质的原因。 
s、v，不变。v 不变 K/L 比不变为前提， 要素价格不变 r=MPK =1/v。若要素价格和 v 可变、

增长就有内在的稳定性。 

二、多马模型 (Evsey ·D·Domar1914—俄人 麻省理工学院 ，1957《经济增长论文集》). 

投资的两重性：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实际收入水平；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增加收入的潜在 高水平。 
1、长期均衡生产增长的条件：新增生产能力 YQ=下期新增总需求 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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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YQ=Iσ,σ= YQ/I:本期净生产率代表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即投资乘数。  
需求： YD= I/a：， a= S/ Y，本期 S 完全转化为 I，故 a= S/ Y＝ I/ Y＝哈罗德的 v。

1/a= Y/ I＝ σ＝投资乘数。 
Iσ= I/a ，  I/I=aσ：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条件：净投资增长率=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与储蓄

倾向的乘积。 
2、多马的增长模型： Y/Y=aσ 

已知 aσ= I/I，∵a= s/ Y=S/Y=I/Y， σ= Y/I，∴aσ=(I/Y)( Y/I)= Y/Y，从而 Y/Y= I/I 。 
模型的含义：要使实际产量 YD=可能的产量 YQ，经济增长 Y/Y 与储蓄倾向或加速数 a 和

投资乘数 σ成正比。规模报酬不变性质。 
3、哈罗德与多马模型的比较 
相同点：哈的稳定均衡增长必须 GA＝s/vr，特别是投资增长率＝s/vr。s/vr＝aσ，σ＝1／vr。两

者形式上相同。两模型来源于凯恩斯，但避免了凯恩斯投资率不会增加资本存量规模的假定，成为

长期理论。都产生了均衡条件和不变的经济增长率.。都假定 K/Y 不变，哈因为 r 不变，多因为技

术不变。 
不同：哈充分就业下的稳态增长要求 s/vr=n，多马的 aσ 就是均衡增长率，就能保证维持充分

就业，与劳动力的增长无关。aσ 包含了有保证率与自然率的混合。多马无投资函数，其均衡增长

率能保证实际增长率与潜在的增长率相等。 哈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困难，是因为没有机制能够保

证 Gw＝n，多马是因为投资不足的倾向是经常的。 

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的分配模型 

一、卡尔多模型(Nicholas·Kaldor1956《各种不同的分配理论》) 

1、前提。S=I，使用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概念，放弃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回到李嘉图的分配论：

资本利润的增长以工资的下降为前提。 
2、基本概念。 
储蓄倾向 s=P/Y，利润 P 占收入的比重，代表增长。总收入构成：Y=W+P。 
总储蓄 S=资本家的储蓄 SPP+工人的储蓄 SWW，SP和 SW分别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 SP> 

SW。 
 
 
 
 
3、公式含义： 

经济增长 P/Y 由 S/Y、Sp、Sw 决定。若 S/Y 不变，则 P/Y 随 Sw 趋于 0 
而↑ 。总储蓄增长依赖经济增长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Y=(P/Y)SP。方法：刺激需求导致价

格↑→(w/p) ↓→利润 P↑→Sp↑。S/Y 是变数。 
4、哈罗德与卡尔、多马比较。 
哈模型中 s/v= Y/Y ，s、v，n 是常数， s/v =n 是哈罗德模型的难题，故很难实现充分就业条

件下的稳定增长。 
卡尔多模型 s 是变量，通过调整 s，使 s/v=n ，合意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是相互独立的。

这种调整是通过通涨有利于资本家的分配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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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帕西内蒂模型(1962，Pasinetti,L.L) 

1、基本含义。 
重新系统阐述卡尔多模型，但强调工人有储蓄并必须归其所有。 
2、前提。 
规模报酬不变，人均产量 y=f(k)。假定两个阶级，工人也有自己的资本 KW,，总资本等于工人

的资本与资本家的资本之和：K＝KW＋KC，n=劳动力的增长率。 
竞争使得 r 和 w 分别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r=f’(k)，w=f(k)－kf’(k)。 
3、增长公式 
 
  
 平衡增长的利润率＝劳动力增长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之比。  
工人资本增长率为： 
 
 
  
 
 
 
 

三、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比较 

1、新古典经济学从人的理性行为推导出经济理论，剑桥学派从不完全竞争和不确定条件下根

据经验推导经济理论。 
2、新古典储蓄理论认为个人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效用 大化来进行储蓄的。剑桥学派根

据经验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是不变的，个人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储蓄。 
3、新古典的增长模型没有独立的投资函数，它的投资理论倾向于折现的利润流量极大化的程

序。 
4、卡尔多认为，投资者若根据他们如果能够在若干年内能够收回成本就进行投资，是无理性

的行为，避开把利润 大化目标。 

第四节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概念、假定与方程、两个基本命题、哈罗德模型难题的解决、模型的简单扩充、新古典

模型的缺点 

一、概念 

1、标志 
边际概念、用边际生产力解释价格，用完全竞争解释所有价格可变。 
凯恩斯把追随李嘉图深信经济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学家称为古典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

如果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维持充分就业，就可以实现新古典综合；19 世纪前半叶的经济学家关注长

期问题超过个别市场的行为，因此，现代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短期问题服从于长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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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流行的原因。与实际经验更加符合。论特别容易处理，适合于按许多

不同的方向发展。 
3、产生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因设 L、K 之比不变而难以让人接受。 

二、假设与前提 

1、接收除固定比例 v 以外的所有哈罗德假定。只生产一种产品，储蓄就是投资，没有独立的

投资函数。经济经常处在充分就业状态，S 不断转化为 I。 S=sY，0<s<1。无折旧则 K*（资本增量）

＝I，I＝S，K*=S=sY；L*/L=n，劳动力按不变的比率增加。要素报酬由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

要素价格可变使得要素可以替代，K/L 可变，从而 v 可变，产量增长的途经有内在的稳定性。生产

函数 Y=f(K，L) .具有边际生产率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2、集约形式：y=f(k)=Y/L，k＝K/L，MPK＝f’(k)>0， f’’(k)<0；  

三、增长方程 

1、 sf(k)=∆k+nk 
若 sf(k)>nk，∆k 会增加，反之下降。 
  
  
 
2、长期均衡增长的(稳态)条件 
sf（k）=nk ，∆k=0 
sf(k)=nk，sf(k)/k=n，即哈罗德的 s/v=n 
 命题 1：不论所有变量的初始值为何，经济都将稳定趋向平衡增长的轨道。平衡增长是稳定的。

即 nk<sf（k）<nk，通过 k 的变动实现 ke，实现 K/K= y/y=n，长期内它们都按不变的 n 增长，故

均衡增长是稳定的。v=s/n，v 是可变的，故在 s/n 是常数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稳定增长。 
命题二：均衡轨道是存在的。比率不变的 n 是新古典长期的增长率，是经济收敛的平衡增长轨

道。∆ k=0， k 不变，从而作为 k 函数的人均产量 f(k)=Y/L 不变，即(Y/L)’=0，在 f（k）曲线的

大点，有 Y 增长率=n 增长率，实现了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的条件。 
当 dY/Y>dL/L=n，k 需要增加；dY/Y<dL/L=n，k 需要减少。 
3、一国人均产量与储蓄率和人均资本的关系 
对于 Y=KaL1-a，y=(KaL1-a)/L=ka 
 
 
 
 
 
 
 
 
 —公式表明，y 与 s、k 同向变动，n 与 k 和 y 反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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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 佳经济增长的条件 

1、问题的提出 
sf（k）=f（k）—（C/L）。新古典模型假定提高 s 会提高从而提高 sf(k)，但是不能高到使工人

不消费，故长期增长率不能依赖 s 的提高。 
当 sf（k）>∆k+nk，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sf（k）<∆k+nk，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S/L=S/Y×Y/L，∴Y/L 一定时，S/L 的变动要求 s 是可变的。  
2、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 
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 k 为何值，可实现 大 C/L。 
 
  
 
  

五、哈罗德难题和新古典模型 

1、.哈罗德模型的两个基本难题： 
无任何机制能够证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 n。只要引进厂商预期，有保证的增长率就

是不稳定的。 
2、v 是可变的可变和 r 解决了哈罗德模型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如果遇到偏好陷阱和利率刚性，

价格稳定就不存在了，就有可能出现失业。 

六、简单新古典模型的扩充 

设 I 为总投资，λ 为不变的折旧率，AL 为引进技术进步的有效劳动，技术进步按固定比率 g
增长，则 

I＝K*+λK，→ I/AL= K*/AL+λK/AL+gK/AL→ 
 
  
 
 
 

七、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 
1、总体生产函数和总体资本概念假定资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同质，非 

专用，能与任何数量和质量的工人结合。 
2、索罗模型没有给出均衡增长的时间。 
3、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假定市场完全，要素价格就能瞬时变化为均衡价格。 

第五节  两部门增长模型 

——菲尔德曼的增长模型(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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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提： 

第 1 部类提高产出能力，第 2 部类维持现有水平；资本是限制增长的唯一因素；第 1 部类的产

品可以用于两个部门；μ 为资本品产出用于第 1 部类的比例＝K1／K，用于第 2 部类的就是 1－μ
＝1－(K1／K)。 

二、生产函数 

 
 
 
 
 
 资本是唯一的增长因素，劳动力可以按任何数量使用和构成，因此，生产函数可以 
 
  
 
 
 
投资品的总产出：  
 
 
  
 
消费品部门的情况：消费品产出 C＝Y2＝K2／v2 
 
 
    
 
模型说明：消费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的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取决于 μ/ν1. 消费增长率与(1－μ)同

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增长率会提高并达到 投资增长率= μ/ν1 所给的长期增长率。提高 μ
终会使消费、投资和产出增长超过不如此配置的增长。 

第六节  经济波动模型 

乘数加速数模型、理性预期货币周期波动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波动模型 

一、乘数加速数模型 

1、加速数原理 
加速数：产出水平及其变动与投资水平及其之间的关系 
v=K/Y，v= K/ Y，已知 v，K 增加决定于 Y 的增长。 
总投资：Kt= v(Yt—Yt—1)+折旧率*Kt 
2、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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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通过乘数作用增加收入，收入增加通过加速数增加投资，循环往复引起经济扩张。收入增

大超过资源限度后，收入和销量停止增长，投资减少通过乘数作用减少收入，收入减少通过加速数

减少投资，循环往复引起经济衰退。衰退到谷底后，衰退期的负投资引起设备更新、复苏、投资和

乘数与收入增长和加速数的正向作用，引起新一轮经济扩张，等等。 
3、乘数-加速数模型 
基本方程：Yt=Ct+It+Gt ,Ct=bYt—1，It=v(Ct—Ct—1) 
Yt= bYt—1 +v(Ct—Ct—1)+Gt 

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波动理论  

1、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波动理论：在理性预期下，预测值等于实际值，若有偏离

则是由不可测的随机因素造成的。主要的随机因素时政府的政策袭击和自然条件的突变。实现了充

分就业时的失业是自然失业，经济波动不是因为市场和制度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的预期失误造成

的。就业量偏离自然就业率的幅度大小，主要决定于预期通涨率与实际通涨率的差别。若实际通涨

大于预期通涨率，厂商和工人以为自己的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从而增加就业和劳动，就业率会高

于自然率。但只有政府的欺骗才能造成公众预期的失误，造成实际通涨率高于预期通涨率。 
2、理性预期的 AS—AD 模型。 
理性预期的 AD 曲线源于古典 MV=Py，为了反驳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使用 IS-LM 模

型导出的 AD 曲线：P＝ βM/(y-vA)。在理性预期下，Pe＝ βMe/(y*-vA)。 
根据自然率假说，劳动供求都是(w/p)的函数，从不完全信息得到的劳动供给曲线 N＝N*+ε(P

－Pe)、和附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 y=y*+ε(P－Pe) 
预期正确时（Pt=Pe）SS 与 AS、AD 曲线三线交一点。y＝y*，变动的只是价格。模型中可预

测的货币是中性的。 
预期错误时（Pi≠Pe），SS 曲线与 AD 或交于 AS 曲线的右方、或左方。 自然和政府政策袭

击引起了需求曲线截距的移动，从而引起了产量的波动。 
3、理性预期的意义和问题。 
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引进模型的更好方法；改变了政

府制定政策的路线；把经济学的基础变成了信息学而不是价格学。 
存在的问题：价格、工资总是能灵敏地使市场总是能迅速出清；公众比政府的信息量大、准确，

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公众作出理性预期的方法。实践如何定量检验预期失误。回避了失业和高

于自然失业率的问题，重点是通货膨胀加速。假定公众不犯（重复性的）错误。 

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巴罗)  

1、基本观点。只有价格的短期变动才使产量和就业变动。价格的长期变动不会使决策人的决

策意向发生变化，从而对就业没有影响。短期价格变动会影响当事人决定劳动和闲暇在现时和未来

之间的分配，从而引起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变动。 
2、政策含义。当事人容易把反复出现通货膨胀看成是总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动，频繁使用这种

政策，当事人的工作和产量不会对通货膨胀作出反应。只有突然的通胀政策才能奏效。 

四、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1、实际经济周期来源于外生因素：私人或政府需求偏好的随机变化；科学技术变化导致的生

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函数的变动。 
2、以技术冲击为例：技术变动引起生产函数变动，和资源函数(生产函数与折旧之和)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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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起经济预算约束线(消费与积累可能线的)同向移动。但若没有技术的进一步进步，实际收入、

资源约束线的移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小，直至达到稳定态。 

第七节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一、肯德里克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生产率是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2、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3、增长因素 
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率和全部要素的生产率。 

二、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两大类共 7 项。 
第一大类。要素投入量：劳动、资本和土地。其中前两项是可变的，土地 

不变的。影响要素投入量的是，就业人数和年龄性别构成，工时，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资

本存量规模。 
第二大类。要素生产率：产出投入比。影响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资源配置、规模节约、和知

识进展。其中知识进展是发达地区 重要的的增长因素，它包括：技术知识－关于物品具体性质、

制造组合及使用它们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知识；因新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

等等。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同等重要。 

三、库茨涅兹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知识存量的增长。 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中间环节和

中介因素。 
    2、生产率的提高。 

3.、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变快的原因是：知识因素、生产因素、消费和需求结构变化慢制约

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4、.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倒 U 型假说。 

四、索洛余值法 

1、索罗 1957 年(Solow,R.M.技术进步和总生产函数)用类似这样的方程  
 
 
 TK是资本的相对份额 
 
索洛的余值法设：Qt=Atf(Lt，Kt)，A 代表技术水平。对其求全导，得到：a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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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值法意义与缺陷  
主要讨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技术进步可以作为“余值“简练地计算出来：

GA=GQ—aGL—βGK 。余值法的缺陷：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要素的贡献之间的余地很大，不仅有计算

技术贡献，而且还有自然贡献，政策效应等等。 

第八节  新经济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 

1、假定劳动力同质，劳动力质量对出产无显著影响。 
2、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储蓄率不变,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随资本量增长，经济增长会缓慢，甚

至停止；索罗余数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研究范围之外。 
3、假定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放慢，落后国家增速会加快，不同国家的速度收敛于均衡增长轨道，

国际经济融合使技术共享，从而均衡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 
4、假定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外生。 

二、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的 4 个模型。 

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 
1、人力资本理论 
50-60 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加力·贝克尔(T.S.Becker)：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

劳动力数量、平均技术水平，在教育、技能、健康、知识改善、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能力上形成的

资本。 
80 年代罗默(Paul·Romer)、卢卡斯(Robert·Lucas)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

力资本的微观效应是增加个人的收入回报，宏观效应是外部效应，对他人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2、 Romer 模型 
厂商的专业知识会转化为社会知识↑社会生产率，故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内生因素。知识积累率

高低及其要素收益率高低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别的主因。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正相关。国际贸易可以

加快知识积累，提高世界总产出水平。 
收益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模型：包括知识在内的资本有外部经济技术正效应 (溢出效

应:spillover effect)。每个厂商从其他厂商那里获得新的知识增加知识存量，影响产出。投资→知识

积累→经济增长→刺激投资，构成互动的内在良性循环机制，故投资持续增长能保持一国经济持续

增长。技术的整体增长同人力、物力成正比，提高投资效益，使生产函数报酬递增。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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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具体化为全社会共有的一般知识的人力资本和劳动

者劳动技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只有专业化人力资本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人力资本外部作用表现

在行业平均技术水平上，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单个经济

单位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产出贡献大时，也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收益递增有高收入；

外在效应－边学边干获得经验形成的人力资本，表现为资本与其他要素收益都递增。人力资本形成

的第三个因素是，通过外贸引进高科技产品，通过直接操作新设备和消费新产品积累经验、学习掌

握新技术。一国应当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产品。 
4、干中学 
1962 年，Arrow 提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认为生产经验积累也是投入，强调经验积

累对增长的重大作用。。 

三、研发对增长的作用 

企业盈利动机→投资→研发、新知识、新设计→提高生产率→提高 终产品产出→提高研发部

门知识存量积累、提高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生产率。 
两种方式使内生技术变化：由经济主体投资研发产生的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排他性，也有

具有扩散性、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厂商创新性和模仿性的研发。 

四、M.PG.Scott(英)新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 

1、继承新剑桥学派传统，认为资本不可加总，建议用新增投资总量与产出关系来代替，强调

技术进步与投资不可分，并可用投资数量来分析。 
2、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资本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知

识与技术对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重要影响。技术进步与投资不能割裂，资本投资是技术

进步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五、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 
Douglass C.North 和 Robert Paul Thomas：西方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 关键的是

财产关系的明确。 
Clyde.G.Reed 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实际收入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改善市场组织、健全司法

制度、商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 
交易成本下降有助于债权人和债务人谈判和履约成本下降和利率下降，从而有助于资本增长和

经济增长此。 
杨小凯的分工增长理论。把分工、交易成本和技术进步三者联系起来分析。 
2.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可以使经营管理成本的递减。制度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久的。制度创新涉及经

济、政治、法律等待创新的结合。 
3、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储蓄率政策。一般要求长期人均消费 大化的黄金律稳定态。特殊性条件下为了追求较高的当

前产出和增长率，储蓄率可以高于黄金律的要求。影响储蓄率的必要途径：改变存款利率和资本所

得税率，增加公共储蓄(T－G)和私人 S。 
技术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技术，专利保护，给研发企业减免优惠，优惠和保护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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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基本技术研究，补贴高校基础性科研活动，鼓励技术引进。政府对高边际

产出的企业按接受市场利率来决定引导其投资方向；对边产出低但有很大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支

持。 
4、政府在教育方面加大投资。 

本章复习 

1、经济增长是指哪些方面的增长？ 
2、度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简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茨涅兹周期的主要区别？ 
4、简述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 
5、简述哈罗德模型的前提、理论基础和主要说明的问题。 
6、简述哈罗德增长公式 s/v= y/y 的含义。 
7、为什么说哈罗德模型是不稳定增长的模型？怎样使它能够成为稳定增长的模型？ 
8、简述多马模型公式的含义，说明为什么它与哈罗德模型具有相同的含义？    
9、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前提有哪些？ 
10、简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和均衡增长方程。 
11、比较分析索洛模型与哈罗德模型。 
12、索罗的长期均衡增长公式如何转换为哈罗德公式？ 
13、为什么索罗模型是稳定增长模型？    
14、什么是 佳经济增长？ 
15、为什么消费 大化的约束条件是资本产出比？ 
16、简述在 佳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 大化与人均产出、人均消费和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 
18、什么是增长率因素计算的“  余值法”？ 
19、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缺陷是什么？ 
20、简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思想。 
21、简述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22、简述卡尔多收入分配增长理论的前提与主要观点。 
23、帕西纳蒂收入分配增长理论的主要特点。 
24、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25、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工增长理论。 
26、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交易成本理论。 
27、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制度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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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号：309010044 
课程名称：Higher Mathematics(二) 
授课对象：经济学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专业 
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高等数学(二)是我校本科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

程，它是高等数学（一）的后续课程.其任务是既要为经管类专业后继课程提供基本的数学工具，

又要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本课程以一元微积分学为基础，首先介绍多元微积分学的有关理论, 其次是介绍微分方程和差

分方程、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进一步地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

学基础。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课程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授课方法： 
高等数学(二)在讲解过程中，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多用图形和实例引入来说明和描述微积分中

的一些主要定义和概念。用问题驱动法逐步展开教学,把学生吸引到教学内容中去, 并引导学生讨论

问题，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讲授传统内容时，应

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不

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淡化运算技巧训练。 
说明：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

解”、“会”等词表述。 
在教学安排上,通常为每周 4 课时,后半学期学习《概率论》，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来研究随机变

量问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教材：微积分  赵树螈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核方法：采用闭卷考试，以百分制评定成绩。平时成绩 20%，期末成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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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多元函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会求空间两点间的距离； 
2．了解多元函数概念；掌握二元函数的定义与表示法；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3．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直观意义；了解有界闭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4．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方法；掌

握求全微分的方法；掌握隐函数的求偏导的法则。 
5．了解二元函数极值、条件极值的概念；掌握二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会

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会求简单多元函数的 大值和 小值。 
6．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与基本性质。掌握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

算方法；会求无界区域上的较简单的二重积分 
7．会用多元函数微积分知识解决简单的经济问题。 
本章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多元函数的概念  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二元函数的极值与连续的概念  有界闭区域上二元

函数的性质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的概念与计算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与隐函数求导法  二阶偏导

数  全微分  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 大值和 小值  二重积分的概念  基本性质和计算  
无界区域上简单二重积分的计算 

重点：复合函数及隐函数的微分法，全微分，二元函数极值，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难点：多元复合函数与隐函数的微分法、二阶偏导数、二重积分化成两个累次定积分时积分限

的确定。 
学时分配：6×3=18 学时 

第一节  空间解系几何简介 

一、空间直角坐标系 

(一)空间坐标系的建立 
过空间一点 O，作三条互相垂直的数轴，它们有共同的原点 O 和相同的单位长度，这三条轴

分别叫做 x 轴（横轴），y 轴（纵轴），z 轴（数轴）；统称为坐标轴.点 O 叫做坐标原点.三个坐

标轴构成了空间直角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方向满足右手系.一般 xoy 平面在水平面上，z 轴垂直向

上. 
由 x 轴和 y 所确定的平面称为轴 xoy 平面，类似确定 yoz 平面、zox 平面 . 它们统称为坐标平

面. 三个坐标平面将空间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称为一个挂限.在 xoy 坐标面上方有四个挂限，下

方有四个挂限. 在 xoy 坐标面上方含 x 轴、y 轴、z 轴正向的挂限称为第Ⅰ挂限、按逆时针方向依

次为第Ⅱ挂限、第Ⅲ挂限、第Ⅳ挂限；在 xoy 坐标面下方，第一挂限下方部分为第五挂限，按逆时

针方向依次为第Ⅵ、Ⅶ、Ⅷ挂限. 
(二)点的坐标 
1．空间点 P 与有序数组 x、y、z 一一对应，（x，y，z）就是点 P 的坐标. 
2．特殊点的坐标： 
原点 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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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y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x，y，0）. 
yoz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0，y，z）. 
zox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x，0，z）. 
x 轴上点的坐标为（x，0，0）. 
y 轴上点的坐标为（0，y，0）. 
z 轴上点的坐标为（0，0，z）. 

二、空间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已知点 M1（x1，y1，z1）、M2（x2，y2，z2）， 
则 M1 与 M2之间的距离 

( ) ( ) ( )2
21

2
21

2
2121 zzyyxxMM −+−+−=  

三、曲面与方程 

(一)曲面与方程的概念 
如果曲面 S 上的任意一点的坐标都满足方程 F(x,y,z)=0,而不在曲面 S 上的点的坐标都不满足方

程 F(x,y,z)=0,那么方程 F(x,y,z)=0 称为曲面 S 的方程,而曲面 S 称为方程 F(x,y,z)=0 的图形.空间曲面

与方程一一对应. 
(二)常见曲面的方程 
1．坐标方程:xy 平面:z=0  xz 平面:y=0  yz 平面:x=0 
2．一般平面方程:Ax+By+Cz+D=0 
3．柱面方程：平行于定直线并沿定曲线 C 移动的直线 L 形成的轨迹叫做柱面,定曲线 C 叫做

柱面的准线,动直线 L 叫做柱面的母线. 

(1)
2 2 2x y R+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圆柱面方程. 

(2) 2y px=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抛物柱面方程. 

(3)
2 2

2 2 1x y
a b

+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椭圆柱面方程. 

(4)
2 2

2 2 1x y
a b

−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双曲柱面方程. 

4．旋转曲面方程:以一条平面曲线绕其平面上的一条直线旋转一周所成的曲面叫做旋转曲面,
旋转曲线和定直线依次叫做旋转曲面的母线和轴. 

(1) 
2 2 2

2 2 2 1x y z
a a c

+ − =   表示旋转单叶双曲面 

(2) 
2 2 2

2 2 2 1x y z
a c c

− − =   表示旋转双叶双曲面 

5．球面方程:以(a,b,c)为球心,以 R 为半径的球面方程为 

( ) ( ) ( ) 2222 Rczby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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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元函数的概念 

一、多元函数的定义 

(一)多元函数的定义 
D 为一个非空的 n 元有序数组的集合 ,设 f 为一对应规则 ,使对于每个有序数组

( ) Dx,x,x n ∈L21 ,都有唯一确定的实数 y 与之对应,则称对应规则 f 为定在 D 上的 n 元函数,记为

( ) ( ) Dx,x,xx,x,xfy nn ∈= LL 2121  

变量 nx,x,x L21 称为自变量；y 称为因变量；集合 D 称为函数的定义域,记为 D(f)；对应于

( ) Dxxx,x n ∈00
3

0
2

0
1 L ,所对应的 y 值,记为 ( )00

3
0
2

0
1 nxxx,xf L 称为函数值,全体函数值的集合称为

函数的值域,记为 Z(f) 
当 n=2 时,y=f(x1,x2)称为二元函数. 

二、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二元函数的图形为空间的一个曲面，该曲面在 xoy 平面上的投影就是 z=f(x,y)的定义域 

第三节  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一、二元函数的极限 

(一)极限定义 
定义：对于二元函数 z=f(x,y) ，设点 P(x,y)为定义域内任意一点，当 P(x,y)以任意方式趋于点

0 0 0, )P x y（ 时，函数无限接近于一个常数 A，那末称 A 为 z=f(x,y)当(x,y)趋于点时的极限，记为

0 0
0

lim ( , ) lim ( , )
x x P P
y y

f x y A f x y A
→ →
→

= =或

 
(二)极限法则 
二元函数的极限是一元函数极限的推广，因此关于一元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定理，均可推广

到二元函数的极限 

二、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一)二元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连续的定义 

设二元函数 ( )y,xf 满足条件 

1．在点 ( )00 y,x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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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限
( ) ( )

( )y,xflim
y,xy,x 00→

存在； 

3． 
( ) ( )

( ) ( )00
00

y,xfy,xflim
y,xy,x

=
→

； 

则称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连续,否则称点 ( )00 y,x 是函数 ( )y,xf 的间断点 

(二) 二元函数 ( )y,xf 在区域上连续的定义 

如果函数 ( )y,xf 在平面区域 D 内的每一点都连续,则称函数 ( )y,xf 在区域 D 上连续 

(三)二元函数连续函数 ( )y,xf 的性质 

和一元连续函数类似,有一下结论 
二元函数经过四则运算后仍为二元连续函数； 

如果二元函数 ( )y,xf 在有界闭区域 D 上连续,则 ( )y,xf 必存在 大值和 小值 

第四节  偏导数 

一、偏导数的定义 

(一)偏导数的定义 

设函数 ( )y,xfz = 在点 ( )00 y,x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如果当 0→xΔ 时,极限 

( ) ( )
x

y,xfy,xxf
lim

x
zlim

xx Δ
Δ

Δ
Δ

ΔΔ

0000

00

−+
=

→→
 

存在,则称此极限值为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对 x 的偏导数. 

记作：
( )0

00 0
0 0

1 0 0x xx
y yx x x x

y y y y

z f, ,z , f x , y
x x

=
== =

= =

∂ ∂ ′ ′
∂ ∂  

同理：
( ) ( ) ( )

y
y,xfyy,xf

limy,xf 0000

0y00y Δ
−Δ+

=′
→Δ  

( )00yx y,xf,f 在′′
存在，称

( ) ( )00 y,xyx,fz 在=
可导。 

(二)偏导函数 

如果函数 ( )y,xfz = 在平面区域 D 内每一点 ( )y,x 处对 x(或 y)的偏导函数都存在,则称

( )y,xfz = 在 D 内有对 x(或 y)的偏导函数,简称偏导数.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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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xx z,

x
f,

x
y,xf,y,xf ′

∂
∂

∂
∂′ ；     ( ) ( )

yy z,
y
f,

y
y,xf,y,xf ′

∂
∂

∂
∂′  

二、二阶偏导数 

( ) 2xxxxx2

2

fzyx,f
x
z

xx
z ′′=′′=′′=⎟

⎠
⎞

⎜
⎝
⎛
∂
∂

∂
∂

=
∂
∂

 

xyxy

2

zf
x
z

yyx
z ′′=′′=⎟

⎠
⎞

⎜
⎝
⎛
∂
∂

∂
∂

=
∂∂

∂

   
yxyx

2

zf
y
z

xx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z

yy
z
2

2

 

如果
,f,f yxxy ′′′′
连续，则 yxxy ff ′′=′′

 

第五节  全微分 

一、全微分的概念 

定义：对于自变量在点 ( )y,x 处的改变量 y,x ΔΔ ,函数 ( )y,xfz = 相应的改变量 

( ) ( ) ( )ρoyBxAyx,fyyx,xfz +Δ+Δ=−Δ+Δ+=Δ  

其中： ( ) ( )22 yxρ Δ+Δ=  

则称 ( ) ( )yx,yx,fz 在= 可微,记为 dz 或 df(x,y) 

并称 dy
y
fdx

x
fdz

∂
∂

+
∂
∂

=   为 ( )y,xfz = 的全微分 

二、函数可微的条件 

设函数 ( )y,xfz = 在点(x,y)的某个邻域内有连续的偏导数 ( ) ( )y,xf,y,xf yx ′′ ,则 

函数 ( )y,xf 在点(x,y)处可微,并且 

dy
y
fdx

x
fdz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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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一、二元复合函数的概念 

设函数 z=f(u,v)是变量 u,v 的函数,而 u,v 又是变量 x,y 的函数, 

( ) ( )y,xv,y,xu ψϕ == ,则 ( ) ( )( )y,x,y,xfz ψϕ= 称为 x,y 的复合函数. 

二、二元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如果函数 ( ) ( )y,xv,y,xu ψϕ == 在点(x,y)的偏导数
u v u v, , ,
x x y y
∂ ∂ ∂ ∂
∂ ∂ ∂ ∂

都存在,且在对应于(x,y)

的点(u,v)处,函数 z=f(u,v)可微,则复合函数 ( ) ( )( )y,x,y,xfz ψϕ= 对 x 及 y 的偏导数存在,且 

x
v

v
f

x
u

u
f

x
z

∂
∂
⋅

∂
∂

+
∂
∂
⋅

∂
∂

=
∂
∂

 , x
v

v
f

y
u

u
f

y
z

∂
∂
⋅

∂
∂

+
∂
∂
⋅

∂
∂

=
∂
∂

 

注意:复合函数的中间变量与自变量的不同复合关系,如复合函数的中间变量均是一元函数；复

合函数的中间变量既有一元函数又有多元函数；复合函数是抽象函数 

第七节  隐函数的微分法 

一、二元隐函数的概念 

由方程 F(x,y,z)=0 所确定函数 z=f(x,y)称为二元隐函数 

二、二元隐函数的微分法 

( ) 0z.y.xF =  确定了 ( )y.xzz =  求
y
z,

x
z

∂
∂

∂
∂ ,可利用以下 3 种方法: 

(1)方程两边同时对 x求导，注意 ( )y.xzz = ，可求得  
x
z
∂
∂  

方程两边同时对 y求导，注意 ( )y.xzz = ，可求得  
y
z
∂
∂  

(2)利用公式 
y

x

F
F

x
z

′
′

−=
∂
∂

 
z

y

F
F

y
z

′

′
−=

∂
∂  

(3)两边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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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程组的隐含数问题 

由
( )
( )

0
0

F x, y,u,v
G x, y,u,v

=⎧⎪
⎨ =⎪⎩

 其中 ( ) ( )u u x, y v v x, y= = ,对方程的两端分别对 x 求导,应用复合函

数求导法则得:
0

0

x u v

x u v

u vF F F
x x
u vG G G
x x

∂ ∂⎧ + + =⎪⎪ ∂ ∂
⎨ ∂ ∂⎪ + + =
⎪ ∂ ∂⎩

,若 0u v v uF G F G− ≠   由方程组解出
u v,
x x
∂ ∂
∂ ∂

 

同理可得
u v,
y y
∂ ∂
∂ ∂

 

第八节  二元函数的极值 

一、多元函数的极值概念 

如果二元函数 z=f(x,y)对于点(x0,y0)的某一邻域内的所有点,总有 
f(x,y)<f(x0,y0), (x,y)≠(x0,y0) 
则称 f(x0,y0)是函数 f(x,y)的极大值； 
如果二元函数 z=f(x,y)对于点(x0,y0)的某一邻域内的所有点,总有 
f(x,y)>f(x0,y0), (x,y)≠(x0,y0) 
则称 f(x0,y0)是函数 f(x,y)的极小值；, 
函数的极大值与极小值统称为极值,使函数取得极值的点称为极值点. 

二、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函数 f(x,y)在点(x0,y0)处有极值,且两个一阶偏导数存在,则有 

( ) ( ) 00 0000 =′=′ y,xf,y,xf yx  

满足 ( ) ( ) 00 0000 =′=′ y,xf,y,xf yx 的点称为函数的驻点. 

三、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 

如果函数 f(x,y)在点 (x0,y0)的某个邻域内有连续的二阶偏导数 ,且 (x0,y0)是它的驻点 ,设设

( ) Ayxf 00xx =′′ 、
、

( ) Byxf 00xy =′′ 、
、

( ) Cyxf 00yy =′′ 、  

则 
(1)若 B2-AC<0 
当 A<0 时,f(x0,y0)是函数的极大值； 
当 A>0 时,f(x0,y0)是函数的极小值； 
(2)若 B2-AC>0  f(x0,y0)不是函数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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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 B2-AC=0, f(x0,y0)是否为函数的极值需另判别. 

四、条件极值 

(一)条件极值的概念 
在实际问题中要求 大， 小值往往带有附加条件，即对函数的自变量除了限制在函数的定义

域内外，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由函数的各自变量之间的一些方程来表示。这时所求的极

值叫做条件极值 
(二)拉格朗日乘数法 
求函数 z=f(x,y)在约束条件φ(x,y)=0 下的极值的方法: 
以常数λ(称为拉格朗日乘数)乘以φ(x,y),然后与 f(x,y)相加,得函数 F(x,y) 
(称为拉格朗日函数), 

( ) ( )y,xy,xfF λϕ+=  

求 F(x,y)对 x 与 y 得一阶偏导数,并令它们为零,即 

⎪
⎩

⎪
⎨

⎧

=′
=′
=′

λ 0F
0F
0F

y

x

  解得的
( )y,x

为可能的极值点 

根据题意来确定极值 

第九节  二重积分 

一、二重积分的基本概念 

(一)曲顶柱体的体积 
设函数 z=f(x,y)在有界闭区域 D 上连续,且 f(x,y)≥0,(x,y)∈D.在几何上它表示一个连续的曲面,

以区域 D 为底,以 z=f(x,y)为顶,以平行 0z 轴的直线为母线的几何体称为曲顶柱体. 
求曲顶柱体体积的方法 
1．分割区域 

将区域 D 任意分成 n 个小区域 n,, σΔσΔσΔ L21 ,且以 iσΔ 表示面积,由此将几何体分成 n 个

小曲顶柱体, iVΔ 表示它们的体积,则有 ∑
=

=
n

i
iVV

1
Δ  

2．近似替代 

在每个小区域上任取一点 ( )ii y,x ,用以 f ( )ii y,x 为高,以 iσΔ 为底的平顶柱体的体积作为

iVΔ 的近似值,即 ( ) iiii y,xfV σΔΔ ≈ ,i=1,2…n,那么 ( )∑
=

=≈
n

i
iiin y,xfVV

1
σΔ  

3．取极限求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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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割愈来愈细,di 表示 iσΔ 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的 大值,当 0→= ii
dmaxd ,Vn 的极限即

为此曲顶柱体的体积,即 ( )∑
=→

=
n

i
iiid

y,xflimV
10

σΔ  

(二)二重积分的定义 
设 f(x,y)是定义在有界闭区域 D 上的二元函数,将 D 任意分成 n 个小区域 

n,, σΔσΔσΔ L21  

在每个小区域上任取一点 ( )ii y,x ,作积分和 

( )∑
=

n

i
iii y,xf

1
σΔ  

当 n 无限增大,各小区域中的 大直径 0→= ii
dmaxd ,如果 

( )∑
=→

n

i
iiid

y,xflim
10

σΔ  

极限存在,且与小区域的分割及点 ( )ii y,x 的选取无关,则称此极限为函数 f(x,y)在区域D上的二

重积分.记作 

( )
0 1

, lim ( , )
n

i i i
iD

f x y d f x y
λ

σ σ
→

=

= Δ∑∫∫
 

(三)二重分的几何意义 

当 ( ) 0y,xf ≥ ， ( ) Dy,x ∈ ，则 ( )∫∫ σ
D

dy,xf 表示以 ( )y,xfz = 为顶，以 D 为底的曲顶柱

体体积。 

二、二重积分的性质 

1． ( , ) ( , )
D D

kf x y d k f x y dσ σ=∫∫ ∫∫  

2． [ ]( , ) ( , ) ( , ) ( , )
D D D

f x y g x y d f x y d g x y dσ σ σ± = ±∫∫ ∫∫ ∫∫  

3．若
1 2D D D= + ，则

1 2

( , ) ( , ) ( , )
D D D

f x y d f x y d f x y dσ σ σ= +∫∫ ∫∫ ∫∫  

4．若在 D 上， ( , ) 1,f x y = 则 ( , )
D D

f x y d dσ σ σ= =∫∫ ∫∫ ， 

其中 ∫∫ σ
D

d 表示平面区域 D 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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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 , )f x y g x y≤   则 ( , ) ( , )
D D

f x y d g x y dσ σ≤∫∫ ∫∫  

6．设 M,m 分别是函数 z=f(x,y)在 D 上的 大值与 小值,A 是 D 的面积,则 

( ) MAdy,xfmA
D

≤≤ ∫∫ σ
 

7．二重积分的中值定理:如果 f(x,y)在闭区域 D 上连续,σ 是 D 的面积,则在 D 内至少存在一点

( ),ξ η 使得: ( ) ( )∫∫ σηζ=σ
D

,fdy,xf , ( ) D, ∈ηζ ，σ表 D 的面积。 

三、二重积分的计算 

（一）直角坐标系下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积分区域的类型 

1 2( ) ( )
a x b

x y xϕ ϕ
≤ ≤⎧

⎨ ≤ ≤⎩
,称为 X 型区域。 

1 2( ) ( )
c y d

y x yψ ψ
≤ ≤⎧

⎨ ≤ ≤⎩
，称为 Y 型区域。 

2．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 

（1）  若 D 为 X 型区域

1 2( ) ( )
a x b

x y xϕ ϕ
≤ ≤⎧

⎨ ≤ ≤⎩
， 

则 ( ) ( ) 2

1

( )

( )
, , ( , )

b x

a x
D D

f x y d f x y dxdy dx f x y dy
ϕ

ϕ
σ = =∫∫ ∫∫ ∫ ∫  

（2）   若 D 为 Y 型区域

1 2( ) ( )
c y d

y x yψ ψ
≤ ≤⎧

⎨ ≤ ≤⎩
， 

则 ( ) ( ) 2

1

( )

( )
, , ( , )

d y

c y
D D

f x y d f x y dxdy dy f x y dx
ψ

ψ
σ = =∫∫ ∫∫ ∫ ∫  

(二) 极坐标系下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极坐标形式的二重积分 

( ), ( cos , sin )
D D

f x y d f r r rdrdσ θ θ θ=∫∫ ∫∫
 

2．极坐标形式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 极点在区域 D 的外面，有

1 2( ) ( )r r r
α θ β
θ θ
≤ ≤⎧

⎨ ≤ ≤⎩
， 

则
2

1

( )

( )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r
d f r r rdr

β θ

α θ
θ θ θ θ θ θ=∫∫ ∫ ∫  

(2) 极点在区域 D 的边界上，有
0 ( )r r
α θ β

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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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0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d f r r rdr
β θ

α
θ θ θ θ θ θ=∫∫ ∫ ∫  

（3）极点在区域 D 的内部，有
0 2
0 ( )r r

θ π
θ

≤ ≤⎧
⎨ ≤ ≤⎩

， 

则
2 ( )

0 0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d f r r rdr
π θ

θ θ θ θ θ θ=∫∫ ∫ ∫  

四、二重积分的换元法 

定理:设 f(x,y)在 xoy 平面上的闭区域 D 上连续,变换 

( ) ( )T : x x u,v , y y u,v= =
 

将 uov 平面上的闭区域 D′变为 xoy 平面上的 D,且满足 

(1) ( ) ( )x u,v , y u,v 在 D′上具有一阶连续的偏导数； 

(2)在 D′上雅可比式 ( ) ( )
( )

0
x, y

J u,v
u,v

∂
= ≠
∂

； 

(3)变换T : D D′ → 是一对一的 

则有 ( ) ( ) ( )( ) ( )
D D

f x, y dxdy f x u, y , y u,v J u,v dudv
′

=∫∫ ∫∫  

五、无界区域上的反常二重积分 

如果二元函数的积分区域 D 是无界的,则类似于一元函数定义二元函数的反常积分.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八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1．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下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2．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3．《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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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了解微分方程的阶、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等概念。 
2．掌握可分离变量型、齐次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3．会解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4．会解自由相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正弦函数、余弦函数,以及它们的和与积的二阶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5．了解差分与差分方程及其通解与特解等概念. 
6．掌握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7．会应用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求解简单的经济应用问题. 
本章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  齐次微分方程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二阶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差分与差分方程的概念  差分方程的通

解与特解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的简单应用 
重点：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类解法.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难点：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学时分配：4×3=12 学时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微分方程的定义 

把含有未知函数导数（或微分）的方程称为微分方程。未知函数为一元函数的微分方程,称为常

微分方程,未知函数为多元函数,且方程中含有多元函数的偏导数的方程称为偏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中出现的未知函数导数的 高阶数，叫做微分方程的阶数。 

二、微分方程的解 

(一)微分方程的解 
把某个函数代入微分方程中，使其称为恒等式，则称此函数为微分方程的解。 
1．通解:如果微分方程的解中所含任意常数的个数等于微分方程的阶数,则此解称为微分方程的

通解, 
2．特解:如果通解中的任意常数给予确定的值所得到的解称为微分方程的特解。 
(二)初始条件 
用来确定特解的条件，该条件是由系统某一瞬间的状态给出的,称此条件为初始条件。 

第二节  一阶微分方程 

一阶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是 ( ) 0=′y,y,xF ,其通解中含有一个任意常数,其初始条件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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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y)x(y = 或 0
0

yy
xx
=

=
 

一、可分离变量方程 

(一) 可分离变量方程 

形如
( ) ( )ygxf

dx
dy

=
的微分方程，称为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二)解法： 

1 分离变量，即 ( ) ( )dxxf
yg

dy
=

 

2 .两边积分，即可求得通解， ( )
dy

g y∫
= ( )f x dx∫ +c 

3．化简，整理，即可。 

二、齐次微分方程 

(一)概念:形如 ⎟
⎠
⎞

⎜
⎝
⎛=

x
yf

dx
dy

的微分方程,称为齐次微分方程. 

(二)解法:作变量变换,令 u=

y
x   即 y=ux  于是

dx
duxu

dx
dy

+=  

代入方程可得分离变量方程  ( ) vvf
dx
dvx −=  

即    ( ) x
dx

vvf
dv

=
−

  利用分离变量方程得方法求解. 

三、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概念 

形如
dy
dx

＋P(x)y=Q(x)的微分方程，称为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特别地，当Ｑ(x)＝０时，
dy
dx

＋P(x)y=０，称为一阶线性齐次微分方程。 

(二)解法 

1．由一阶线性齐次方程
dy
dx

＋P(x)y=０ 

分离变量，得
dy
y

＝－P(x)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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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积分，得 lny=－ ( )P x dx∫ ＋ln c 

整理，得  y=C ⋅ ( )P x dx
e
−∫ （C∈R ） 

2．利用常数变异法  令 ( )xuC =   则 ( ) ( )∫=
− dxxp

exuy 代入原方程求得 u(x) 

dy
dx

＋P(x)y=Q(x)的通解公式： 

y= [ ( )( ) P x dx
Q x e dx∫∫ +C] ( )P x dx

e
−∫  

第三节  几种二阶微分方程 

一、最简单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x′′ = 的方程. 解法：积 2 次分即可求得通解。 

二、不显含未知函数 y 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x, y′′ ′= 的方程. 

解法：令 ( )y p x′ = 则 '' dpy
dx

= ，将关于 y 的二阶微分方程转化为关于 P 的一阶微分方程。

dp
dx

= ( , )f x p ，先求出 'y =p(x),然后再积分，即可求出 y． (降阶法) 

三、不显含自变量 x 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y, y′′ ′= 的方程. 

解法如下：令 '' ( )y p y= （y 是 x 的函数） 则 '' 'dp dy dp dpy pdy dx dy dyy⋅ = == ⋅⋅  

于是方程化为： ( , )f y pdpp dy =⋅ ，这是关于 p 的一阶微分方程 

解此微分方程，求出 ( , )p y cϕ= ，即
1( , )y cdy

dx ϕ=    再分离变量，积分即可求得原方程的通解 

第四节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一、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方程 

(一)方程一般形式： 0y py qy′′ ′+ + = …(1)其中 p,q 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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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定理:如果 y1 与 y2 是方程(1)的两个特解,而且
1

2

y
y

≠常数,则 1 1 2 2
*y c y c y= + 为(1)的通解.

其中 c1与 c2为任意常数. 
(三)特征方程求解 

要想求出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只需求出它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即可 

1．特征方程：解方程
2 0r pr q+ + = 为方程

,, , 0y py qy+ + = 的特征方程 

2．设 1, 2r r
为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两个根。 

（1）   若 1 2r r≠ 则
1 2

1 2,r x r xy e y e= = 就是
,, , 0y py qy+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解， 

此时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为

1 2
1 2

r x r xy c e c e= +  

（2）若 1 2r r r= = 即 R 为重根，这时得到方程的一个解 1
rxy e=

 

还需求出一个与
1y 线性无关的解

2y ，即
2y 满足 2 ( )rx

y u x
e

= 常数，于是可设
2 ( )

rx
xy u e=  

则   
, ,

2 ( ) ( )

,, ,, , 2
2 ( ) ( ) ( )

[ ]

]

rx
x x

rx
x x x

y u ru e

y u ru r u e

= +

= + +
   代入方程 ,, , 0y py qy+ + =  

得： 2
( ) ( ) ( )[ (2 ) ( ) ] 0rx
x x xu r p u r pr q u e′′ ′+ + + + + =  

由 r 为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重根及根与余数的关系,得 

u′′ (x)=0  ⇒ u′ (x)=C1  ⇒ u(x)=C1x+C2 

这样, 2
1 2

1

y C x C
y

= + ≠常数， 1, 2y y 是方程 ,, , 0y py qy+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因此方

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为 y=(C1x+C2)erx 

(iii) 当 p2-4q<0 时，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无实根，而 有一对共 轭的复数 根，

1 2r i, r iα β α β= + = −   这时 1 2
x xy e cos x, y e sin xα αβ β= = , 

是方程 0y py qy′′ ′+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因此， 

方程的通解为： ( )1 2
* xy e c cos x c sin xα β β= +  其中 c1,c2 是任意常数 

综上述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方程的求解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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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出特征方程  r2+pr+q=0 

（2） 求出特征根 1, 2r r  

（3） 按下表写出通解 
r2+pr+q=0 的两个根 r1,r2 微分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 
两个不等实根 r1,r2 y= 1 2

1 2
r x r xC e C e+  

两个相等实根 r1=r2=r y=(
1 2C C x+ )erx 

一对共轭交根 r1,2=α β± i y=
1 2( cos sin )xe C x C xα β β+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方程 

(一)方程的一般形式： ( )y py qy f x′′ ′+ + = ,其中 p,q 是常数,f(x)是已知函数 

(二)解定理：设函数 y% 是方程 ( )y py qy f x′′ ′+ + = 的一个特解，而 y* 是相应的齐次微分方程

y′′ +p y′+qy=0 的通解，则方程 ( )y py qy f x′′ ′+ + = 的通解为： y y* y= + %  

(三)特解 y% 的求法 
1．常数变异法: 

设齐次方程 0y py qy′′ ′+ + = 的通解为 1 1 2 2y c u c u= +  

则非齐次线性方程 ( )y py qy f x′′ ′+ + = 有特解 ( ) ( )1 1 2 2y v x u v x u= +% ,且满足 

( )
1 1 2 2

1 1 2 2

0u v u v
u v u v f x

′ ′+ =⎧
⎨ ′ ′ ′ ′+ =⎩

 

解出 1 2v ,v′ ′ ,求积分得 ( ) ( )1 2v x , v x ,故特解为 ( ) ( )1 1 2 2y v x u v x u= +%  

2．待定系数法: 

设自由项 f (x ) = e xλ ( )mP x⋅   （其中 ( )mP x⋅ = a 0 1a x+ + …..+
m

ma x ） 

设 y′′ +p y′+qy= P ( )m x e xλ
的特解为：y*=Q (x)e xλ

，将其代入原方程，可得 

2(2 ) ( ) ( ) ( ) ( )mQ p Q x p p Q x P xλ λ λ′′ ′+ + + + + =  

(1)若λ不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特征根， ( 即 2 0pλ + ≠ 2 0)p qλ λ+ + ≠

 

则 ( )Q x 应为 x 的 m 次多项式，即 

( ) x
my Q x e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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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0 1 ,m
m x mQ b b x b x= + + ⋅⋅⋅+   0 1, , , mb b b⋅ ⋅⋅ 是待定系数。 

代入方程 ( )m xy py qy p eλχ′′ ′+ + =
中，比较等式两端 x 的同次幂系数，即可定出待定系数

0 1, , , mb b b⋅ ⋅ ⋅ ,从而求出 y%  

(2)若λ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单根，

2( 0p qλ λ+ + =   2 0pλ + ≠ ） 

可设特解为    ( ) x
my xQ x eλ=%

 

其中 ( ) 0 1 ,m
m x mQ b b x b x= + + ⋅⋅⋅+   0 1, , , mb b b⋅ ⋅⋅ 是待定系数。 

代入方程 ( )m xy py qy p eλχ′′ ′+ + =
中，比较等式两端 x 的同次幂系数，即可定出待定系数

0 1, , , mb b b⋅ ⋅ ⋅ ,从而求出 y%  

(3）若λ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二重根 

可设
( )2 x

my x Q x eλ=%
（用上述方法确定 ( )mQ x 的系数） 

第五节  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差分 

(一)一阶差分的定义: 

设函数 y=f(x),记为 xy .当 x 取遍非负整数时函数值可以排成一个数列: 

0 1 xy , y yL L  

则差 1x xy y+ −
称为函数 xy

的差分,也称为一阶差分,记为 xyΔ . 

(二)高阶差分 

由 1x x xy y y+Δ = −  可得 1 2 12x x x x x x( y ) y y y y y+ + +Δ Δ = Δ −Δ = − + 称为函数 xy 的二阶差分 

记为
2

xyΔ ,同理可定义三阶差分
3

xyΔ ,四阶差分
4

xyΔ …n 阶差分
( )n

xyΔ  

二阶及三阶以上的差分统称为高阶差分. 

二、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差分方程 
含有未知函数差分或表示未知函数几个时期的值符号的方程称为差分方程.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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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x x x nF x, y , y , y+ + =L
,或 ( )1 0x x x nG x, y , y , y− − =L

或
( ) 0n

x x xH x, y , y , yΔ Δ =L
 

(二)差分方程的解 
如果一个函数代入差分方程后,方程两边恒等,则称此函数为该差分方程的解.满足初始条件的

解为特解,如果解中含有相互独立的任意常数的个数等于方程的阶数,则称它为差分方程的通解. 

第六节  一阶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般形式： ( )1x xy ay f x+ − =  (a 是常数, ( )0 0a , f x≠ ≠ ),其相应的一阶常系数线性齐次

差分方程为 1 0x xy ay+ − = ,对应于齐次方程的特征方程为 0aλ − =  

(二)解定理:若 xY 是齐次方程 1 0x xy ay+ − = 的一个解,则 xy* AY= 是该齐次的通解,若 xy% 是非

齐次的一个特解,则 x xy y y*= +% 是该非齐次的通解,其中 A 是任意常数. 

(三)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1． 一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差分方程 1 0x xy ay+ − = 的通解的解法 

写出特征方程 0aλ − = ,解出 aλ = ,其通解为: xy Aa= ,A 为任意常数. 

2． 一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差分方程 ( )1x xy ay f x+ − = 的特解的解法 

若 ( ) n xf x kx b= ,可利用待定系数法求特解 

设特解为 ( )0 1
s n x

x ny x B B x B x b= + + +% L  

当 a b≠ 时,取 s=0,即 ( )0 1
n x

x ny B B x B x b=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当 a b= 时,取 s=1,即 (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b=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般形式: ( )2 1x x xy ay by f x+ ++ + = ,其中 a,b≠0,均为常数,f(x)是已知函数,其相应的齐次

方程为 2 1 0x x xy ay by+ ++ + = ,对应的特征方程为： 2 0a bλ λ+ + =  

(二)解定理: 

若 1xY , 2xY 是齐次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的两个无关解,则 1 1 2 2x xy* AY A Y= + 是该齐次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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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若 xy% 是非齐次的一个特解,则 x xy y y*= +% 是该非齐次的通解,其中 A1,A2 是任意常数. 

(三) 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1． 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差分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的通解求法 

（1） 写出特征方程  2 0a bλ λ+ + =  

（2） 求出特征根     1 2λ λ  

（3） 按下表写出通解 
特征方程 2 0a bλ λ+ + =  差分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通解 

两个不等实根 1 2λ λ≠  1 1 2 2
x xy* A Aλ λ= +  A1,A2 是任意常数 

两个相等实根 1 2 2
aλ λ= = −  ( )1 2 2

xay* A A x ⎛ ⎞= + −⎜ ⎟
⎝ ⎠

 A1,A2 是任意常数 

一对共轭交根 1 2, iλ λ α β= ±  ( )1 2
xy r A cos x A sin xθ θ= + , 

2 2r ,tan βα β θ
α

= + =  

 

2． 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差分方程 ( )2 1x x xy ay by f x+ ++ + = 的特解的解法 

若 ( ) n xf x kx q= ,可利用待定系数法求特解 

设特解为 ( )0 1
s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1)当q 不是特征根时,取 s=0,即 ( )0 1
n x

x ny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2)当q 是特征单根时,取 s=1,即 (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3)当q 是特征重根时,取 s=2, 即 ( )2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九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1．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下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高等数学（二） 

 263

2．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3．《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64 

第十章  无穷级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了解无穷级数的收敛与发散、收敛级数和的概念。 
2．掌握级数的基本性质和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掌握几何级数及 p 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条件。 
3．掌握正项级数的收敛性的比较判别法和比值判别法，交错级数的判别法，了解绝对收敛和

条件收敛的判别法。 
4．会求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 
5．了解幂级数在其内的基本性质（和函数的连续性、逐项微分和逐项积分），会求简单幂级

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和函数。 

6．掌握常见幂级数 ( ) ( )αx,xln,xsin,e x ++ 11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会用它们将一些简单函

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本章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知识点: 
常数项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概念  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  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条件  

几何级数与 p 级数的收敛性  正项级数收敛性的判别法  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交
错级数与莱布尼兹定理  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和收敛域  幂级数的和函数  幂级数在其

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  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  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重点：正项级数收敛的判定，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

间，幂级数的间接展开法。 
难点:幂级数的间接展开 
学时分配：4×3=12 学时 

第一节  无穷级数的概念 

一、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 

1．无穷级数 

设数列 1 2, , , ,nu u uL L  

则 
LL ++++=∑

∞

=
n

n
n uuuu 21

1 称为常数项无穷级数， nu 称为一般项或通项 。 

2．无穷级数的收敛与发散 

∑
=

=
n

1K
Kn uS 称为级数前 n 项的和。 

若 lim nn
S S

→∞
= ，称{ }nS 收敛，且称 S 为级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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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lim nn

S
→∞ 不存在，称级数发散。 

3．无穷级数的余项 

当级数收敛时,其和与部分和的差 L++=−= ++ 21 nnnn uuSSR 称为级数的余项. 

二、几何级数的敛散性 

无穷级数 LL +++++= −
∞

=

−∑ 12

1

1 n

n

n aqaqaqaaq 称为几何级数(或等比级数) 

其中 a≠0.  q 称为级数的公比. 它的一般项
1−= n

n aqu  

1． 设 1≠q ,由于
q

aq
q

aaqaqaqaS
n

n
n −

−
−

=++++= −

11
12 L  

如果
1q <

,则
q

aSlim nn −
=

∞→ 1
,几何几何级数收敛,其和为

q
aS
−

=
1

 

如果 1>q 则 ∞=
∞→ nn

Slim ,几何级数发散 

2．当 1=q 时,级数成为： LL +++++ aaaa  

Sn=na,则 ∞=
∞→ nn

Slim ,所以级数发散. 

3．当 1−=q 时,级数成为 L−+− aaa  
若 n 为偶数时,Sn=0,当 n 为奇数时,Sn=a,故:当 n→∞,Sn 没有极限 
所以级数发散 

由此可知:等比级数（几何）  ∑
∞

=0n

naq ，当 1q < 收敛， 1q ≥   发散； 

第二节  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 

一、无穷级数基本性质 

(一)收敛级数的和 

若
1 1

n n
n n

u v
∞ ∞

= =
∑ ∑与 分别收敛于 S 与 T，则

1
n n

n
u v

∞

=

±∑ 也收敛于 S±T。 

(二)级数的数乘 

1 1
n n

n n

u ku
∞ ∞

= =
∑ ∑与 有相同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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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或去掉)级数的有限项,级数的敛散性不变 

级数 ∑
∞

=
+++++

1
21

m
mkk uuuu L 与级数∑

∞

=
+

1m
mku 敛散性相同 

(四)收敛级数加括号后所成级数也收敛,且和不变 

二、无穷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一)收敛级数的必要条件定理 

若
1

n
n

u
∞

=
∑ 收敛，则 lim 0nn

u
→∞

=  

(二)推论 

若 lim 0nn
u

→∞
≠ ，则

1
n

n

u
∞

=
∑ 发散。 

第三节  正项级数 

一、正项级数的概念 

级数 0uu n
1n

n ≥∑
∞

=
称为正项级数。 

二、正项级数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 

定理：正项级数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部分和数列有界 

三、比较判别法 

定理（ 比较判别法）:设正项级数 ∑
∞

=1n
nu 与

n
n 1

v
∞

=
∑ ,如果满足

n nuv ≥ ， 

则:如
n

n 1

v
∞

=
∑ 收敛，则 ∑

∞

=1n
nu 收敛；如 ∑

∞

=1n
nu 发散，则

n
n 1

v
∞

=
∑ 发散。 

四、比值判别法 

定理（比值判别法）:设正项级数 ∑
∞

=1n
nu 的一般项满足 ρ=+

∞→ n

1n
n u

ulim ， 

则当 1<ρ 时，级数收敛； 1>ρ 时发散； 1=ρ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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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级数的敛散性 

无穷级数 LL +++++=∑
∞

=
ppp

n
p nn

1
3
1

2
111

1

称为 p-级数 

当 p>1 时,∑
∞

=1

1
n

pn
 收敛，当 p≤1 时 ∑

∞

=1

1
n

pn
 发散； 

第四节  任意项级数  绝对收敛 

一、交错级数 

(一)交错级数的概念 

如 0u n > ，则称 ( ) …+−+−=−∑
∞

=

−
4321

1n
n

1n uuuuu1 为交错级数。 

(二)交错级数的审敛法则 

莱布尼兹定理：如交错级数 ( )∑
∞

=

−−
1n

n
1n u1 满足： 

1．  1nn uu +≥  

2．  
0ulim nn

=
∞→  

则 ( )∑
∞

=

−−
1

11
n

n
n u  收敛，且和 S≤u1。 

(三)交错级数的余项 

若以 Sn 作为级数和 S 的近似值,则误差 1+≤ nn uR  

二、任意项级数 

(一)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 

1．定理:如果任意项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的各项绝对值组成的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收敛,则原级数也收敛. 

2．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定义 

对于任意项级数 ∑
∞

=1n
nu (

nu 为任意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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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

=1n
nu 收敛， 称 ∑

∞

=1n
nu 绝对收敛。 

如 ∑
∞

=1n
nu 发散 ， ∑

∞

=1n
nu 收敛 ，称 ∑

∞

=1n
nu 条件收敛。 

 
(二)绝对收敛审敛法 

如果任意项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满足条件 l
u

u
lim

n

n

n
=+

∞→

1  

则当 1<l 时级数绝对收敛,当 1>l 时级数发散. 

第五节  幂级数 

一、幂级数和幂级数的收敛区间 

(一)幂级数的概念 
1．函数项级数 
(1)函数项级数的定义 

函数列 1 2( ), ( ), , ( ), ( )nu x u x u x x I∈L L ， 

则
1 2( ) ( ) ( ) ( )nu x u x u x x I+ + + ∈L L 称为函数项级数。 

 
(2)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 

取
0x x I= ∈ ，则

0
1

( )n
n

u x
∞

=
∑ 成为常数项级数， 

若
0

1

( )n
n

u x
∞

=
∑ 收敛，则称

0x 为
0

1

( )n
n

u x
∞

=
∑ 的收敛点； 

若
0

1

( )n
n

u x
∞

=
∑ 发散，则称

0x 为
0

1

( )n
n

u x
∞

=
∑ 的发散点。 

函数项级数
1

( )n
n

u x
∞

=
∑ 的收敛点的集合称为其收敛域，记为 D。 

(3)和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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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意一点 x D∈ ，有
1

( )n
n

u x
∞

=
∑ 收敛，因而有一个确定的和，该和是关于 x D∈ 的函数，称

为
1

( )n
n

u x
∞

=
∑ 和函数，记为 S（x）。 

若用 ( )nS x 表示
1

( )n
n

u x
∞

=
∑ 的前 n 项的和， 

则在收敛域上，有 lim ( ) ( )nn
S x S x

→∞
= 。 

记 ( ) ( ) ( )n nr x S x S x= − ，称 ( )nr x 为
1

( )n
n

u x
∞

=
∑ 的余项，且在收敛域上有 lim ( ) 0nn

r x
→∞

= 。 

2．幂级数 
(1)幂级数的概念 
具有下列形式的函数项级数 

2
0 0 1 0 2 0 0

0
( ) ( ) ( ) ( )n n

n n
n

a x x a a x x a x x a x x
∞

=

− = + − + − + + − +∑ L L
 

称为 0x x− 幂级数。 

(2)x 的幂级数 

在
n

0n
0n )xx(a∑ −

∞

=

中，令 txx 0 =− ， 即上述形式化为 

∑ +++++=
∞

=0n

n
n

2
210

n
n xaxaxaaxa LL ， 

称为 x的幂级数。 
(二)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区间 
1．幂级数的收敛域的特别结构 

定理：（1）如 ∑
∞

=0n

n
n xa 在 0xx = )0x( 0 ≠ 收敛， 

则对于满足 0xx < 的一切 x， n

0n
nxa∑

∞

=
都绝对收敛； 

（2）如 ∑
∞

=0n

n
n xa 在

1xx = 发散， 

则对于满足 0xx > 的一切 x， ∑
∞

=0n

n
nxa 发散。 

2．收敛半径 

幂级数的收敛域为数轴上的对称区间，因此存在非负数 R，使 Rx < 收敛； Rx > 发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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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为收敛半径，（-R，R）为收敛区间。 
3． 幂级数的收敛域及其求法 

定理:如幂级数 ∑
∞

=0n

n
n xa 系数满足 ρ=

+
∞→ n

n
n a

1alim   ，则 

（1） +∞<ρ<0 ,
ρ

=
1R ，收敛区间为（-R，R）； 

（2） 0=ρ , +∞=R ，收敛区间为（－∞，＋∞）； 

（3） +∞=ρ , 0R = ，幂级数 ∑
∞

=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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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 

一、泰勒中值定理 

如果函数 f(x)在含有点 x0 的区间(a,b)内,有一阶直到 n+1 阶的连续导数,则当 x 取区间(a,b)内任何值

时,f(x)可以按(x-x0)的方幂展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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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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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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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R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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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勒级数与麦克劳林级数 

设函数 ( )xf 在 0x 的某邻城内具有任意阶导数，则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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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 )xf 在 0xx = 点的泰勒级数； 

特别当 0x 0 = ，则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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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 )xf 的麦克劳林级数。 

三、函数 f(x)展开成泰勒级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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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某些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一、直接展开法 

将函数 f(x)展开成麦克劳林级数的步骤: 

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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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展开法 

利用已知的幂级数展开式，通过变量代换四则运算，逐项求导逐项积分待定系数等方法得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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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西方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具有一定理论和历史特点的经济理论学科。它以马克思

主义立场和方法为指导，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特别是研究关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和理论

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从中了解市场经济中的一些概念与范畴、理论与政策及其产生和运用的

条件。 
编写目的：本教学大纲的编写目的是加强课堂教学的规范性、计划性，力求教学内容重点突出，

详略得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简介和教学目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讲授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一直到凯恩斯的经

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设置本课程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

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及其主要发展脉络，从中了解到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化

过程，学会比较和分析各种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关系，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以及经济理

论与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与解决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问题的

能力，以便以后能较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较好地理解我国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 
编写人员：本教学大纲主要由李晓教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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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绪言部分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学习的意义和必要性，了解本课程

的性质、内容、任务和相关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 

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突出表现为： 
1．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史和人类认识史的共同产物——或者说，是主观认识的主体（人），不

断研究和认识经济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客体的产物。 
2．经济思想的延续有很强的传承性、或者说很强的关联关系。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的思想

中学到和吸收一些东西。 

二、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及必要性 

1．学习经济思想史有助于了解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它的理解和认识。 
2．有助于理解社会经济发展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关系，把握经济思想演变的脉络和方向。 
3．有助于从前人的智慧结晶中获得启迪。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线索 

可以概括为“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第一次革命，是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革命，以

1776 年出版《国富论》为标志；第一次综合，是约翰·穆勒的综合，以 1848 年穆勒出版《政治经

济学原理》为标志；第二次革命，是开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主要是由英国的

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瑞士洛桑的法国人瓦尔拉斯等人推动的；第二次综合，以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第三次革命是凯恩斯革命，以 1936 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

通论》为标志；第三次综合，以保罗·萨缪尔森 1948 年出版《经济学》（第一版）为标志。 
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社会政治领域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的革命，而是指经济学理论发展

到一定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所谓的综合，则是指原来相互对立严重分歧的若干理论彼此融合渗

透，被整合到同一个理论体系之中。衡量革命和综合的主要标准是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政策主张

三个方面。 
以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的内容为线索，有利于我们从全局观念和整体高度把握西方经济思想发

展史的大致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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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洲奴隶社会的经济思想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古代奴隶社会的一些关于商品经济的早期经济思想，从而认识

到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经济体系都有其 初的萌芽阶段，了解这些经济思想在历史上的联系。 
课时分配： 
2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 

一、古希腊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奴隶制社会，也有大量小生产者。商品货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商业资

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已经出现。 

二、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财富观；价值观；对农业的重视；对分工的看法；对价格变动的看法；对货币的看法 

三、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对于社会分工的看法；对交换的看法；对高利贷的看法。 

四、亚里斯多德的经济思想 

对“经济”和“货殖”的区分；对货币职能的认识；对交换行为的看法。关于经济活动的价值

判断。 

五、古希腊文化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主要分析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古希腊三段论逻辑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

三个层面：假设、论证、验证。其中，前提假设 为关键。前提假定条件的变化足以导致不同的理

论分野乃至理论的变革。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这种研究范式直接起源于近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兴起，

但更根本更深层次的渊源却是古希腊文化。 

第二节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 

一、古罗马经济产生的背景 

奴隶制的社会，但有了大商业和高利贷，政治和法律思想有较大发展，经济思想包含其中。 

二、古罗马农学家的经济思想：对于农业的重视。 

三、古罗马哲学家的经济思想：西塞罗对大商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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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罗马法学家的经济思想 

对私有财产权的论证；对买卖、借贷、契约等关系的研究；对货币的看法；对放贷的看法。 

思考题 

1．试述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2．试述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3．试述亚里斯多德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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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经济政策主张。联系重商主义盛行的时

代背景以及今天国际贸易领域的斗争，理解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思

想史的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概述 

一、重商主义概述 

“重商主义”一词是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的。它是指一些松懈地结合起来的

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理论和实践体系从 16 世纪初年直到 18 世纪末流行于西欧国家。这个起止日

期只是一般来讲的，并非绝对界限。因为重商主义是逐渐发展起来，又是逐渐衰落下去的。在不同

地区，有早有晚，起止时间各不相同，并且具有各种各样的特征。例如，英国的重商主义一般从

1485 年亨利七世即位算起，尽管在这之前就有了某些重商主义的措施。其高潮是在伊丽莎白女王

统治时期（16 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一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若干重商主义

的立法才从英国法典中撤销，尽管有些条文在这之前就已失效。在西班牙，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重

商主义表现 完整的时期。在法国，其高潮期大致是 17 世纪后半叶。总之重商主义的盛行时间是

15 世纪初至 18 世纪末，但各个国家有所差异。 

二、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1．自然经济的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生。 
2．商业资本的壮大。 
3．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以 16 世纪中叶为界，重商主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经历了从重金到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是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本国财富的增长，具体说就是在对外

贸易中多出口少进口，主张国家运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因此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又被称为“重

金主义”或“货币差额论”。第二阶段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是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来到达本

国财富的增加。具体说就是允许货币输出国外，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必须保持对外贸易 终

的差额，为此，主张执行保护关税政策，大力发展生产能在海外畅销商品的工场手工业。因此这个

时期的重商主义又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差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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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思想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 

重商主义的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整体国力，其标志是国家拥有多少金银，其手段是国家对

经济的控制、调节和干预。因此重商主义的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资本原始积累

时期欧洲各封建国家为促进资本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另一方面，它是反映商业资本家利益，论

证国家重商政策的经济学说。 

二、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 

1．金银是 佳的货币形式。 
2．对外贸易是财富增殖的源泉。 
3．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4．鼓励增加人口。 
5．民穷国富的理论。 
6．殖民主义理论。 
7．鼓励寻租，支持垄断。 

第三节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着重于流通，特别是对外贸易，这为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

础。同时，将一国之财富的增长放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考察，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 

二、重商主义的观念持久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商业活动的态度。 

重商主义把货币看做是真正的财富，这实际上表明，在资本家的心目中，财富并不是使用价值，

而是交换价值，是货币。重商主义者还认为，货币要投入流通才能增殖。抛出货币是为了获取更多

货币，货币已经不是一般的交换手段，而且具有资本的职能了。这样，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和刚产

生的时期，重商主义就明确地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使命是赚钱发财。 

三、重商主义的政策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 

重商主义的许多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起着进步作用。在西欧，英法等国由于实行了重

商主义政策，不仅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如专利制度等、公司制度等，

这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思考题 

1．什么是重商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2．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有什么区别？ 
3．怎样理解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初理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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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古典经济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英国古典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掌握其主要经济

思想及在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 
课时分配： 
5 个学时 

第一节  威廉·配第的经济学说 

一、配第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配第的生平和著作 

三、配第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特点 

配第的经济思想散见他的著作之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严整的理论体系。不过，各种思想有

内在联系，在解释商品价格、工资、土地价格、地租等问题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他主张用数

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现象进行统计学的数量分析，以寻找现象背后

的基础。这种做法是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 初形式。 

四、配第的主要经济思想 

1．配第的自然价格论——劳动价值论的萌芽 
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商品交换的等价基础是耗费劳动，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是

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配第没有区分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价格、价值与

使用价值等概念，因而显得粗糙和混杂。 
2．配第的分配理论 
（1）工资理论。 
他把劳动看做是商品，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把生活资料与工资相联系，触及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工资规律——劳动力价值规律。这个观点又被称为“生存工资说”。 
（2）地租理论。 
配第认为，地租是收获的农产品扣除生产费用之后的剩余。生产费用包括种子和生产者的工资。

在经济学说史上，配第还首次分析了级差地租。 
（3）利息和土地价格理论。 
配第认为利息是货币的租金，是对其所有者使用不便的报酬。土地价格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

等于一定年限地租量的总和。 
3．配第的货币理论 
4．配第关于国家经济职能和财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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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 

一、斯密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斯密的生平和著作 

三、斯密的主要经济思想 

1．《国富论》的基本结构 
《国富论》共由 5 篇 32 章构成。第一篇谈分工、货币、价值、收入分配等。第二篇研究资本。

第三篇叙述欧洲经济发展史。第四篇评论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理论和政策，近似经济学说史。第

五篇考察财政。 
2．斯密的分工、交换理论 
分工是斯密分析的起点。《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的题目是“论分工”。开篇第一句就说：“劳

动生产力上的 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

分工的结果。”斯密开宗明义就指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斯密一开始就把视

野和眼光投向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世界。他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热烈称赞分工的巨大效果，认

为分工能促进专业化，使每个劳动者专门从事某项操作，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可以节省与

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时间，使劳动者比较易于改进工具和发明机械。因此分工是促进财富增长的决

定性因素，他并且得出了分工能够带来“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的结论。 
斯密认为分工来自于交换。这可以从人性和市场两个方面理解。 
3．斯密的货币学说 
他指出，在分工发生的 初阶段，各人拿着自己生产的物品相互交换，但此人之所有未必是彼

人之所需，故交换很困难。货币就是人们为克服这种交换困难而发明的。货币的作用就是充当交换

媒介，它只是帮助流通的手段。 
4．斯密的价值学说 
斯密的价值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也非常重要。总体上看，斯密

的价值理论由 4 个方面构成：一是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是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三是区分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提出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思想；四是价值决定理论。 
5．斯密的收入和分配学说 
包括工资论、利润论、地租论等。 
6．斯密的资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学说 
包括资本理论、生产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斯密认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一个决

定性因素是分工，因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进一步认为，资本则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二个

决定性因素。因为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的数量，而有用的生产性工人的数量，无

一例外地取决于为了给工人工作而投入的资本数量和使用资本的特殊方法。 
在斯密的体系中，分工与资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这样概括：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起点，

而资本积累则是把国民财富增长的过程持续下去并逐步扩大的力量。 
——这种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扩大分工和专业化，通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

式，后来被称为“斯密型增长”。 
7．斯密的财政和税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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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国家职能和赋税思想等。斯密没有完全否认政府的作用，他认为，

君主（国家）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功能：（1）保障社会安宁、抵御外来入侵；（2）建立严正的司法

机构；（3）建设和维护私人不可能从中赢利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 
8．斯密的国际贸易和分工学说 
9．《国富论》的中心思想 
自由主义是贯穿《国富论》全书的基本思想。 
（1）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点（出发点）。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是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所谓“经济人”就是为着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 
（2）两个 大化 
斯密并不单纯主张个人利益 大化，而是主张在实现个人利益 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的

大化。他一再强调，一个社会上多数成员陷于贫困悲惨境地的状态绝不是一个好的状态。经济增

长应该实现普遍富裕。这种始自个人利益，终至社会利益的状态，又被称为“斯密悖论”。 
（3）“看不见的手” 
斯密“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私有制条件下自由竞争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结果。自由的、竞争

的市场力量将可以引导生产、交换和分配。 
理解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关键是竞争的概念。为什么人人都拼命追求私利， 终反而会有效

地促进社会利益呢？这是因为人们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上受到了充分竞争的限制。人人都想赚钱，但

是每一个想要获取利润的生产者和商人的行为，都受到其他同样想赚钱的生产者和商人的限制。市

场的实际就是如此：在 初只有一个生产或销售者的情况下，此人定会牟取暴利。但超额利润定会

吸引来新的竞争者，由于供给的增加，利润趋于降低。由于自由竞争是无处不在的，同样的情形发

生于各个领域。如雇主们为得到 好的工人而竞争，工人们为 好的工作而竞争，消费者为消费商

品的权利而竞争。等等。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其结果就是资源被配置到 有价值的方面，

经济运行充满了效率和活力。 
斯密说：“垄断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使良好经营普遍确立

起来。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的经营方式”（《国富论》上卷

P147）。 
并且由于工商业者出于私利不断积累资本和投资，经济不断增长。于是，对私利的不断追求就

是这样实现了 大的产出和增长——也就是实现了社会福利的 大化。因此可以说，“看不见的手”，

其本质内涵就是可以自由参与的充分竞争。 

四、斯密思想的影响 

第三节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一、李嘉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李嘉图的生平和著作 

三、李嘉图的主要经济思想 

1．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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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当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对交换价值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交换

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或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 
（2）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 
李嘉图在分析商品交换价值决定问题时，把商品分为两大类。一类商品是人们的劳动无法增加

的，如罕见的图画和雕像、稀有的古籍和古钱等。另一类商品是其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

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如工、农业产品等。前者的交换价值由稀有性决定，后者的交换价值

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 
（3）关于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 
在价值的决定上，李嘉图注意到劳动的不同性质，区别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李嘉图还区分

了个别劳动和必要劳动。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每个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而是必要劳动。所

谓必要劳动，就是在 不利的条件下必须耗费的劳动。也就是指，所需要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这

种条件下生产。 
（4）价值和交换价值。 
（5）价值和生产价格。 
2．李嘉图的货币学说 
（1）一般货币理论。 
李嘉图的一般货币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货币是商品，具有价值，而其

价值是由生产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2）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是一种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流

通中商品的价值已定的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两者成反比例变化；因而商品价格

也取决于货币的数量，两者成反比例变化。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错误的，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 
（3）稳定通货方案。 
其核心是限制纸币的发行以稳定物价。认为纸币可以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但必须以金属货币作

为货币的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黄金准备，纸币可以随时自由兑换金币或者金块。这种纸币实际上

是银行券，按照李嘉图的理论，等于是把以汇票流通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变成了代表银行库存黄金

的存单。1844 年，李嘉图的稳定货币方案被议会采纳，并以此制定了“皮尔银行法案”。 
3．李嘉图分配学说 
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地租理论为核心。 
（1）工资理论。 
李嘉图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这就必然导致价值规律和利润

规律的矛盾。因为，资本和劳动相交换，如果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等价交换的结果，是没有利润

的；如果有利润，就破坏了价值规律。李嘉图理论中包含的这个矛盾，是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

因之一。 
（2）利润理论。 
李嘉图认为，商品价值只分解为两部分：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利润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

的余额。工资与利润在量上存在反比例关系，而在工资和利润的变化中，工资是变化的原因，利润

是变化的结果。引起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利润，因为他把用语生产资料的资本撇开不

谈。但他揭示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工人与资本家利益的对立。 
（3）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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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认为地租是支付给地主的使用土地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这个

概念有错误，因为土地并没有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且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有的，而是从荒地

开垦的结果。但他也正确地指出了，地租是地主由于土地占有而取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 
4．李嘉图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学说 
5．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 
（1）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观点。 
李嘉图主张国际自由贸易，反对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认为这会保护母国的落后产业，使母国

的总资本不能按有利于生产的原则作配置。他强调，对外贸易的意义是增加产品的数量，比在国内

制造能获得更多的数量。 
（2）比较成本学说。 
这是对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密认为，某个国家在哪种商品的生产上

占有优势、也就是成本低，该国就应该生产这种商品，然后和另一个国家同样基于占优势而生产的

商品进行交换，这对双方都有利。 
在李嘉图看来，这个原理固然好，但它的成立应当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各国

都有各自的优势。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呢？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占尽了优势，另一个国家完全处于

劣势，就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只存在单方面的贸易，要么需要将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从一

国转移到另一国，为互相贸易创造条件。但这两种情况都不太现实，因为，单方面的贸易实质上等

于取消了国际贸易，而将资本转移到别国的情况由于有种种因素限制也难以实现。于是，问题就归

结为，各方面都不占优势的国家是否什么贸易都不宜开展呢？而具有全面优势的国家是否一定要在

所有商品上都开展对外贸易呢？李嘉图用“比较成本”（比较优势）学说，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

回答。 
他是这样分析的，他举例说：“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 100 人一年的劳动；而如果要

酿制葡萄酒则需要 120 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

萄酒。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 80 人劳动一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 90 人劳动一年。因此对葡

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该国制造时所需要的劳动少

于英国，这种交换仍然会发生。虽然葡萄牙能够以 90 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 100
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

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因此，英国将以 100 人劳动产

品交换 80 个人的劳动产品。这种交换在同一个国家中的不同个人间是不可能发生的”（《原理》

113-114 页）。即： 
葡萄牙              英国 

葡萄酒      80 人              120 人 
毛呢        90 人              100 人 
合计       170 人              220 人 
交换结果   160 人              200 人 
要理解李嘉图的这个模型，必须注意 2 点：一是，这个模型的成立有前提假定，即假设国与国

之间的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同时随着产量的增加成本保持不变。二是，劳动力和资本在国

内不同部门的重新配置是趋向与别国相比机会成本较低的部门，所以尽量采用机会成本的概念。 
这段论述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尽管英国与葡萄牙相比在总体上毫无优势，但在国

内各产业或者商品生产之间，自己同自己相比，总有相对占优势的产业或者商品，它可以生产这种

在国内具有相对优势，也就是说，同别国相比劣势较小（用李嘉图的话就是比较成本较低）的商品

以供出口。另一方面，尽管葡萄牙比英国在总体上占有优势，也不必样样都出口，只需出口自己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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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大的那种商品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交换虽然是不等价的，但结果仍然对双方都有利。

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要比在斯密所讲的“地域分工”、或者绝对成本条件下，所需要的劳动总量要

少，所要求的交易条件要宽松，因而在现实中要更为可行。 
比较优势是与资源禀赋相结合的，又是通过自由的贸易交换体现出来的，没有交换就不会有比

较优势。李嘉图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 有利于本国

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

并 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 有效和 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

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

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

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原理》P113）。 
这是李嘉图的一个重要科学发现，它进一步有力地支持了经济自由主义。 

思考题 

1．为什么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的？ 
2．配第在价值论上有什么贡献？ 
3．试述斯密的价值理论。 
4．斯密是怎样论证经济必须自由的？为什么说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5．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有何贡献？ 
6．试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7．略述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比较成本说。 



西方经济思想史 

 335

第四章  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法国古典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掌握其主要经济

思想及在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局限性。 
课时分配： 
2 个学时 
教学内容 

一、魁奈的经济学说 

1．自然秩序思想 
这是魁奈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所谓“自然秩序”，就是自然界和社会中一种合乎理性的状态。

他把社会分为两种秩序，一种是自然秩序，另一种是人为秩序。人为秩序如果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

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否则就会患病。怎样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呢？就是要让人们享有人身自

由和财产私有权，要让人们自由地进行经营活动。他把私有制看做是自然秩序的基础。 
2．“纯产品”学说 
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经济思想的核心。所谓纯产品，就是新制造的产品超过被消费部分的余额。

实际是新增加的财富。他把财富的生产分为两种，一是财富的相加，二是财富的增加。前者如手工

业，只是把各种消耗掉的价值相加到一起，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只有农业才是财富增加的部门。 
3．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基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级。一是生产阶级，即生产纯产品的阶级，

包括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等；二是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僧侣、贵族和国王等，其共同特

点是都直接或间接依靠地租或赋税为生；三是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者。在经济思想史上，魁

奈首次从社会经济关系来划分阶级结构，以是否生产纯产品作为划分的标准。 
4．关于资本的观点 
魁奈著作中提到的“预付”，一般认为就是资本。由于他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因此只

有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是每年

都要投资的，必须每年从生产中得到补偿，包括种子、劳动者在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等。原预

付是若干年才投资一次，它每年只是部分地进入生产费用，包括改良土壤的水利设施、牲畜、农具、

仓库等。魁奈的这种观点，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将生产资本与剩余价值（纯产品）相联系，并从

资本再生产的角度，从资本的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把握资本的构成，这为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本再

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可能。 
5．《经济表》 
《经济表》是魁奈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是他的全部经济思想体系的完成。其基

本内容，一是显示了全社会唯一创造财富价值——“纯产品”的是农业部门，这是重农主义的基本

观点；二它展现了货币和商品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循环周转过程，货币和商品的流动是交互、双向

的；第三这个过程是简单再生产之下的整个经济体的均衡过程；第四这个过程是不受任何政府干预

影响的自然过程。总之，这样的状态反映了重农学派理想中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经济形态。魁奈的《经

济表》有什么价值呢？第一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第一次系统的分析，后来不但成为整体经济统计

分析的基础，而且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许多分析经济总量活动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

克思、凯恩斯等，都对魁奈表示敬意，就是因为魁奈 先使用了这一分析方法。第二《经济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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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设想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体，一种极其复杂而又精巧的混合物，各有机体之间的联系就像血

液循环一样，它的各个部分是由市场交换机制联系起来的。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任何一个部门的问

题，都会通过作用和反作用传导给其他部门。有人认为，能够产生这种观念，与魁奈出身于医生有

很大关系，医生对于人体的所具有的一般看法就是这样的。从解剖学上说，身体的各部分都有联系，

而联系的渠道和方式就是循环系统。同时，一个部位的紊乱，也会在其他部位反映出来。 
6．经济政策主张 
一是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二是实行地租但一税；三是实行自由贸易，鼓励自由竞争。 

二、杜尔阁的经济学说 

杜尔阁是重学派理论的重大发展者和实践者。 
1．纯产品和阶级结构理论 
特别之处是认为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占有纯产品，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保障，而这完全是人

为法律的作用，不是自然秩序的规定。杜尔阁还比魁奈进一步指出，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中，

都存在着两个阶层，即劳动者和资本家阶层。 
2．资本和收入理论 
杜尔阁是重农学派中唯一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认为资本就是可动的积累起来的价值。由

于资本的用途不同，同量资本所带来的收入是不同的。其中用语购买土地取得的地租收入 小，因

为这种收入不需要大量的照料；用放债取得的利息收入不能低于地租，因为放债者要承担风险；用

来经营农业、工业、商业取得利润的收入要大于利息，因为利润还要包括企业主劳动的报酬。 

三、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 

把农业视为唯一的创造财富的部门，这是重农学派一个 突出的谬误。尽管如此，重农学派在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贡献仍是十分突出的。表现为：第一，他们强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认为农业

是创造财富的部门，摆脱了重商主义只有商业流通才创造和增加财富的陈腐观念。他们将研究的重

点从流通领域，转移聚焦于生产部门，开辟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在经济学研究中，

确立了自由放任的价值观念。 

思考题 

1．试述重农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2．“纯产品”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何贡献？为什么说它是魁奈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3．《经济表》对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见解？ 
4．试述杜尔阁对魁奈经济学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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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萨伊、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产生过程，了解其代表人物及经济思想对

西方经济思想理论的影响。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萨伊的经济学说 

一、萨伊经济学说的性质特点 

二、萨伊的经济学体系 

1．萨伊的生产理论 
萨伊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应。所谓效用，就是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

也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效用是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就是这三个要素

共同协作，使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能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这就是著名的“生产三要素论”。 
生产不限于物质生产，还包括非物质的生产如服务等，前者创造“有形产品”，后者创造“无

形产品”。 
2．萨伊的价值理论 
萨伊的价值理论完全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包括效用价值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三个部分。萨

伊在经济思想史上首先提出了效用价值论。他认为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量是一种主观判断，

无法来衡量。萨伊的供求论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决定价格的基础是生产费用。价值的

大小由取得三要素的代价构成。所以工资、利息和地租的总和构成生产费用，它决定商品的价值。 
3．萨伊的分配理论：三位一体公式 
既然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了效用或价值，所以在分配上也必须按三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即劳

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关于分配的“三位一体公式”。此外，萨

伊还把劳动分为三类；科学家的劳动、企业家的劳动、雇佣工人的劳动。 
4．萨伊的销售理论：萨伊定理 
这个理论的简单表述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他认为，因为产品是用产品购买的，买和卖是同

一个过程，供给同时也为自己创造需求。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过剩，但不会出现全局的过剩。而局部

的过剩只是因为相关的其他部门生产不足，因此其解决办法也无非是发展其他部门的生产。因为生

产是消费的手段和能力，有了生产，消费自然会发展。这种理论是与货币无用论为前提的。 

第二节  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其人口理论的核心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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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提出了所谓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法则：一是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

二是只要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必然随之增加，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阻止；三是抑制

的方式包括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等，其结果是使人口的增加与生活资料保持一致。 

二、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 

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体系的两个矛盾，否定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价值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使

用价值，即物品内在的效用；二是名义交换价值，即以贵金属来估量的商品价值；三是内在的交换

价值，即由内在原因所产生购买力。 

三、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 

四、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马尔萨斯以“有效需求不足”论，说明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 
他认为促进财富增长有三个重大因素，即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

三个因素的作用都是使使用价值增加，而与需求无关。必须有需求的响应增长，才能促进社会经济

稳定发展。马尔萨斯所谓的需求是指总需求，即能对全部产品提供充分的有效需求。如果社会的有

效需求不足，上述三个因素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过剩。因此，创造出与不断的供给相适应的、充

分的有效需求，是财富增长的关键。但仅靠资产阶级和工人，不能提供充足的有效需求。只有依靠

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和不生产阶级。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对凯恩斯产生影响。 

思考题 

1．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和分配的三位一体公式是什么关系？ 
2．试述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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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以辩护和综合为特点的经济理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李嘉图学派瓦解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新动向，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劳资双方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要求折衷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

经济学理论。 
课时分配： 
2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西尼尔的经济学说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西尼尔主张把经济学变成“抽象的演绎的科学”和“准确的科学”。主张把哲学、道德等从政

治经济学中排除，使政治经济学成为只是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律的科学。 

二、资本“节欲”说 

西尼尔认为资本是协助继续生产的那部分财富，是节欲的结果。劳动是工人放弃安乐和休息，

是一种牺牲；而资本则是资本家放弃目前享用，也是一种牺牲。工资是对工人牺牲的报酬，利润则

是对资本家牺牲（节欲）的报酬。这种理论显然否定了资本的剥削性质，其辩护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最后一小时论 

即资本家的利润是由当时的工厂法规定的 11．5 个小时的劳动日的 后一个小时创造出来的。

如果把劳动日缩短为 10 个小时，工厂主的利润就会消失，工厂会倒闭，工人会失业。这是他的节

欲论的补充。 

第二节  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 

一、穆勒学说的特点 

穆勒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 184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此

书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综合，是穆勒经济思想的 大特点。他不但包含了亚当·斯密

以来古典经济学彼此不同的观点和流派，而且在坚持资本主义根本要求的同时，对当时正在兴起的

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同情和理解，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持

批评态度，主张对之进行改良。 

二、生产理论 

1．生产要素理论 
关于生产要素，穆勒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也归纳为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的特别之处是在更

一般的意义上论述了各种要素的存在方式、性质和条件。例如，他把劳动区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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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前者指直接生产对人类有用的物品（如面包）的劳动，后者是指为直接劳动做准备的劳动（如

磨坊主、播种者和收割者等）。对于间接劳动，又进一步细分为生产原料、制造工具、产品运输等

劳动等。关于资本，穆勒认为劳动者的就业要靠资本中用来雇佣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本（而不是预

定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来决定，而不是靠非生产性消费来决定（如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 
2．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 
认为分工与合作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他还强调了后来人们称为规模经济的优

越性（提高效率，节省开支等），实现规模经营的条件（资本和市场等），实施规模经营的方式（股

份制）。 

三、收入分配理论 

1．所有制理论 
穆勒对当时空想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财富公有制表示了相当多的理解和容忍。另一方面，他也不

认为私有制一定不好。当前，我们对于采取 好形式的私有制或公有制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一无所

知，因此现在的任务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对之加以改良。 
2．工资论 
穆勒的工作论容纳了古典经济学的工资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对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流行

的工资基金说作了系统说明。认为从长期看，工资是由工人 低生活资料价值决定，也就是自威

廉·配第以来所提出的“自然工资”。从短期看，工资决定于劳动的需求与供给，这是由资本与人

口的比例决定的。这里的资本不是指资本总额，而是指用于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即所谓

的“工资基金”。人口则是指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数。 
3．利润论 
他把总利润分为利息、保险费和监督工资。利息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保险费是资本家风险的

报酬；监督工资是资本家努力的报酬。 
4．地租论 
穆勒接受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地租是优等土地的收获超过劣等土地收获的部分，这部分通过农

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必须作为地租付给地主。 

四、交换理论 

1．价值论 
穆勒把价值论放到生产和分配论之后讨论，是因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一个交换领域的问题，与

生产无关，价值只与分配问题相关，而且也仅就分配的动力是竞争而不是习惯而言，才与价值有关。

他把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他根据商品获得的困难程度，把商品分为三类：一是供给不能随意增加

的商品，如古董等；二是商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而单位生产费用不会提高，例如工业品；三是供

给数量可以增加，但随着产量增加到一定量之后，其生产费用递增，如农产品。他认为后两种商品

的自然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其区别是，工业品的自然价值取决于一般单位的生产费用；农产品的

自然价值取决于 大的生产费用。价值主要取决于商品的生产费用。他的上述价值理论几乎包括了

截止 19 世纪中叶的各种价值理论，并且完成了从劳动价值论到生产费用价值论的转变。 
2．国际贸易论 
穆勒认为由于劳动和资本在国际间不可能像国内那样自由转移，所以，生产费用的法则不适用

于国际贸易，国际价值由供给与需求的法则决定，他称之为“国际需求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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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巴师夏的经济学说 

一、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 

巴师夏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公认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师。他一方面站在资产阶级上层立场上，

以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中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又站在整个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主张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巴师夏代表的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保护主义和反对社会

主义的结合。 

二、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 

1850 年，巴师夏出版了他的 重要的著作《经济和谐》，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 好的，能够

永存。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所谓自然，是因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自然愿望和利益

而工作；所谓和谐，是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与别人的利益相结合。巴师夏认为这种自然、和谐的社

会秩序受内部自然规律的支配，而这些自然规律又决定于人性。他把“经济和谐论”贯穿到一切经

济理论领域，认为在价值、分配、私有财产制度、竞争等方面，“经济和谐”都发生作用。 

思考题 

1．西尼尔的“节欲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质是什么？它与“ 后一小时论”怎样互相矛盾的？ 
2．怎样认识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3．穆勒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有何区别？ 
4．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的基本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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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了解李斯特、罗雪尔等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了解该学派对后来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 
课时分配： 
2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产生的理论背景 

一、德国历史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历史学派是 19 世纪 40 年代，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出现的。所谓特殊，主要表

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像英法一样通过革命，而是经由贵族地主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实现

的，这使德国资本主义长期保持着半封建的特征。以 19 世纪 70 年代为界，德国历史学派分为旧、

新两个阶段。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一般特点 

其 大特点是否定普遍规律的存在和抽象研究方法的可靠性，片面强调历史发的意义；其政策

主张是对内提倡经济自由，对外力主保护主义，从而为后起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

与英法古典经济学多有分歧和对立。 

第二节  德国历史学派开创者李斯特的经济学说 

一、李斯特的生平与著述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起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 

二、李斯特的经济政策主张 

实行工业保护关税政策，反对自由贸易，以建立和发展德国的工业，是李斯特 主要的经济政

策主张，也是他的经济学的宗旨。他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对

于后进国家必不可少。 

三、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保护主义政策的必要性，李斯特强烈抨击作为自由贸易政策理论根据的英法

古典经济学。 
1．“国家经济学” 
他首先提出了“国家经济学”的概念，以对抗英法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后者的 大缺陷，在于

忽视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同，经

济水平也有异，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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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力学说” 
其次，他提出“生产力学说”同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相对抗。他指责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价值而

忽略了生产力，及把财富本身（减缓价值）同财富的原因（生产力）相混淆。而且古典经济学把价

值的源泉只归结为劳动，而忽视了一系列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他特别把发展生产力的希

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强调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发展、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扶持，是一国

经济顺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3．“经济发展阶段论” 
他把经济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

业时期。 

第三节  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 

一、罗雪尔的经济学说 
二、希尔德布兰德的经济学说 
三、卡尔·克尼斯的经济学说 

第四节  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新历史学派产生的背景 

二、新历史学派基本经济观点的特征 

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对经济的作用。 
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强调国家和法律的经济的作用。 

三、历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及各自特点 

1．瓦格纳的经济思想 
2．布伦坦诺的经济思想 
3．施莫勒的经济思想 
4．马克斯·韦伯的经济思想 

四、历史学派的解体及其影响 

思考题 

1．李斯特怎样论证德国必须实行保护关税？ 
2．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特点是什么？ 
3．新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4．如何评价历史学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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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说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边际学派的先驱者的有关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了解奥地利学

派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认识它们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区别，正确认识边际分析方法在经

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边际学派的先驱 

一、安东尼·古诺 

1．古诺的垄断理论 
2．古诺的双寡头理论 

二、海因里希·屠能 

1．屠能的区位理论 
2．屠能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三、海因里希·戈森 

1．戈森第一定律 
2．戈森第二定律 

第二节  边际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边际学派的特点 

一、边际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边际学派的特点 

1．在分析方法上注重“边际” 
2．以个别变量或局部问题作为分析重点 
3．推崇抽象推理方法 
4．对纯粹竞争假定的强调 
5．相信需求决定的价格理论 
6．对主观效用的强调 
7．注重均衡的分析方法 
8．将土地与资本品合并处理 
9．假定理性的经济行为 
10．主张较少的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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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奥地利学派概况及理论特点 

是边际效用学派中影响 大的一个流派。由门格尔开创，以维塞尔、庞巴维克等人后继，其理

论强调心理分析，又称心灵学派。 

二、门格尔的经济理论 

主要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年）。 
1．边际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价值理论的 大特点是，他不用数学公式的方法进行表述，也没有在边沁观点的基础上

构造其理论，而是以一张表为例子来说明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 
这个表暗含的一个假定是，每种商品的每一个单位都代表了相同的货币支出或者努力与牺牲。

另一个假定是，懂经济的个人将不仅从序数上而且从基数上能够对其满足进行排队。 
门格尔认为，对价值的衡量完全是主观的。一件商品之价值大小有无，完全取决于不同人的偏

好差异和每个人所得到的收入总量。价值的性质与衡量都是主观的，都与生产无关。 
2．归算理论 
门格尔在为生产要素定价时 先提出了归算的思想。除了消费者所接触到的普通消费品之外，

是什么支配着土地、机器、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呢？门格尔按照其归算理论认为，这些物品也对消

费者产生满足，但只是间接地通过帮助生产能直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物品进行的。例如，铁的有用

性是归算到 终生活用品的有用性之中的。地主得到的地租，是受那块土地上生产的产品的效用支

配的。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 

三、维塞尔的经济理论 

1．交换价值和自然价值 
他在 1884 年的《经济价值的来源及基本规律》中首次使用“边际效用”一词。意指在物品被

充分利用条件下所得到的 小效用。 
2．机会成本 
维塞尔以提出“机会成本”或“选择成本”概念而著称。这种思想把生产成本转变成一种主观

心理成本。 

四、庞巴维克的经济理论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陪的集大成者。 
1．“时差利息论” 
庞巴维克对经济学的 大贡献是其对时间因素的分析。而自爱传统理论中，经济系统的变化或

者经济的增长都与时间无关。 
时差利息论就是其代表。他认为利息的产生是由于三种原因： 
一是人们重视当前的倾向。人们对商品在当前比在未来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因此愿意为享受当

前的商品而借款付息预支未来的收入。 
二是对于增加的财富的预期。 
三是迂回生产的性质。当越来越多的资本品被生产出来并且被用于制造 终产品时，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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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延长了，或者说越来越迂回了。也就是生产是有周期的。 
2．其他观点 

第四节  数理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数理学派概述 

数理学派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以采用数学方法为主。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杰文斯、瓦尔拉斯、

帕累托。其中后两个人物代表了边际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洛桑学派 

二、杰文斯的经济理论 

代表作是 187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认为经济学应成为以主观主义心理学为出发点，以效用为基础，一数学为分析工具的科学。要

成为科学，就必须是一种数理科学。在经济学中，只有数学才能证明一切。 
他把经济学分为一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后者如财政学、商业统计学等，都是以一般经

济理论为指导原则的。一般经济理论只考察在既定的所有权制度下，经济人如何通过消费、交换、

生产以取得 大的满足。该理论的结构是：以快乐痛苦理论为哲学或伦理学基础，以边际效用理论

为起点，以交换和价格论为中心，以生产及分配理论为归宿。 
杰文斯把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认为经济学的方法是抽象演绎法。具体说

就是：首先确立若干简单概念如效用、财富、价值等，其次进行推理和论证， 后找出普遍规律。

由于经济学的一切概念和范畴，都属于苦乐感觉范畴内的数量概念，因此应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应

用数学方法。 
2． 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杰文斯以“ 后效用程度”作为主观价值的衡量标准。认为随着消费者物品量的增加，人的感

觉（产品的效用）会递减，这就产生了总效用和效用程度的区别。总效用是全部现有产品各单位实

际效用的总和；效用程度是在产品供给的某一点上所表现的需求强度和欲望的满足程度。效用程度

对于人的福利是更为重要的。而各种效用程度中， 后效用程度（ 后增加的产品单位所提供的效

用）尤其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苦乐。杰文斯把它作为价值的尺度，即个人对产品效用价值的

判断标准。 
杰文斯强调指出， 后效用程度不是指一定量商品中 后一个新增加量所提供的效用量，而是

这个效用量和商品增量和比例。即， 后效用程度是一个以比例数字表示的抽象的量，它不包含任

何客观物质的内容。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 
理性选择：边际效用相等法则。 
3．交换理论 
认为交换时，交换者总是比较两种物品的 后效用程度，来决定他愿意放弃多少自己的商品，

换取多少对方的商品。交换者要求交换后达到 大效用程度，其条件是这两种商品的增加量的效用

（ 后效用程度）对交换双方恰好相等。 
4．杰文斯对公共政策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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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瓦尔拉斯的经济理论 

主要著作是《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1874 年）。 
1．少性价值论——边际效用分析 
瓦尔拉斯认为社会财富是一切有用而又数量有限的东西。“稀少性”在其理论体系中相当于编

辑效用或 后效用程度。“我把被满足的 后欲望叫做稀少性，英国人叫做 后效用程度，德国人

称为边际效用”。他认为商品满足欲望的强度是商品供给量的函数，它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而递减，

后一单位商品量满足欲望的强度就是“稀少性”。 
2．一般均衡理论 
这是瓦尔拉斯整个理论的中心和 突出的贡献。它是在稀少性价值论的基础上，由两种商品交

换的情况，发展到各种商品交换的“一般”情况，提出一般交换下价格决定的所谓“一般均衡理论”。 
该理论的指导思想是，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任何一种

商品的供求，不仅是该商品价格的函数，也是所有其他商品的函数。所以，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

同时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联合决定。当一切商品的价格恰好使得它们的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竞争市场

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就形成了一般均衡状态。这时候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这时候的均衡就是一般

均衡。瓦尔拉斯的这种一般均衡的观点与杰文斯、门格尔及马歇尔所使用的局部均衡方法完全不同。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一种框架，以便从包含商品和生产要素两方面在内的经济整体

上考虑基本的价格和产量的相互作用。 

四、帕累托的经济理论 

帕累托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序数效用论和使用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 
1．序数效用论 
在帕累托之前，边际效用学派主张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和重量、长度一样，是可以度量的，

两恶果效用量之间的差，是一个确定的数量。帕累托认为享用、使用价值、经济效用、满足欲望的

能力等，实际是无法计量的。他的序数效用论主张，虽然不能说出某种物品的效用大小，但可以用

第一、第二……等序数来比较两种或两组物品的效用大小。序数反映的是消费者的偏好的概念，而

不去深究效用量的差异。 
2．无差异曲线 
如果只有两种商品，其效用函数 U=U（X、Y），且 U 为某一给定量 a，然后解出满足方程 U

（X、Y）=a 的所有（X、Y）的组合，这些组合在几何上表现为一条曲线。由于曲线上的每一点（对

应于 X 和 Y 的一种组合）表示相同的效用水平，所以这条曲线叫做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可以

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决定。 

思考题 

1．“戈森定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比较奥地利学派与数理学派的特点。 
3．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方法论特点是什么？ 
4．评述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时差利息论。 
5．杰文斯怎样用数学公式表述“ 后效用程度价值论”的？ 
6．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有何重要意义？ 
7．比较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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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美国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及对经济思想史的影响 
课时分配： 
2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 

一、克拉克经济学说产生的背景及理论地位 

约翰·克拉克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 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边际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

他所创立的美国理论学派与制度学派一起构成了当时美国经济学的两大流派。 
克拉克首次把边际分析引入分配领域。 

二、克拉克的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 

克拉克批判传统的经济学三分法，主张通过研究分配研究生产。经济学开展三类研究： 
1．一般经济学，研究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只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2．静态经济学，研究静态条件下的经济规律。静态是指交换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和活动方

式不变。这是全部经济学分析研究的基础和中心。 
3．动态经济学，是研究静态被扰乱因素和摩擦因素破坏、干扰情况下的经济规律。 

三、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分配理论是克拉克研究的中心问题。其重点是在静态中，研究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息的基础，以

便说明它们各自的来源和标准。 
他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工资的自然标准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即由边际工人的边际

产量决定。利息的自然标准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即由边际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由产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

的力量对比决定。 
克拉克的结论是，劳动和资本都参与了财富和价值的创造，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这

反映在收入的提高都依赖生产力的提高。工资和利息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都受静态条件下“边

际生产力”的支配。因此工资和利息谁也没有剥削谁，它们都按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取得本身应

有的份额。 

第二节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说 

一、美国制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美国制度学派是 10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于美国经济学界、并对美国的经济理论政

策发生国深刻影响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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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学派可以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个变种，它把后者的历史研究法演化为对经济制度

演进的研究。它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的经济改良主义学说。 

二、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点 

制度学派的特征主要并不表现在理论方面，因为其代表人物之间没有提出一个共同的阐明经济

规律的理论体系。他们各自之间的研究课题也各不相同，看法也不一致。其共同点及与其他学派的

区别在于，对于“制度趋势”的研究，即以“历史起源方法”去研究与经济有关的搁置制度从古以

来的各种形态，说明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的关系。其共同点的具体表现是： 
1．较广泛的视野 
认为必须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把它分割成互不相干的部分进行研究。经济活动不仅仅

是货币收入 大化愿望支配下的个人行为与机制的总和，也存在着集体主义的形式，这比个别活动

的总和要大得多。集体活动的特征不能由对个别成员的研究推演出来。制度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社会

过程、社会关系和它面对的整个社会。 
2．集中研究制度问题 
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生活都是受经济制度，而不是受法律制

约的。影响经济生活的团体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方式会比边际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主义经济分析产生更

恰当的影响。 
3．达尔文主义的渐进方法 
认为经济分析中应采用渐进主义的方法，因为社会及其制度是经常变动的。 
4．拒绝通常的均衡思想 
强调循环因果的原则、或者寻求经济和社会目标中有有益的或有害的积累性变化。 
5．利益冲突 
6．自由民主的改革 
7．拒绝愉快和痛苦的心理学 
认为经济学应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教条的和非历史的，是进化的，而不是凝固的。 

三、凡勃仑的经济思想 

凡勃仑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人。代表作是 1899 年的《有闲阶级论》。 
1．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2．制度经济学体系 
3．凡勃仑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 

四、康蒙斯的经济思想 

五、米契尔的经济思想 

1．对经验研究方法的重视 
2．对经济周期的研究 
3．关于社会计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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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克拉克是怎样以边际生产力论来说明工资和利息的来源及其标准的？ 
2．凡勃仑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历史趋势的？ 
3．试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点。 



西方经济思想史 

 351

第十章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他关于垄断的观点，以

及这些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和意义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马歇尔经济理论的特点及产生背景 

一、马歇尔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马歇尔的生平和著述 

三、马歇尔经济理论的特点 

马歇尔把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主义学说，组织和融合到了一个

更为广泛和折衷的体系之中。这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拼凑，而是有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体系。 
这是继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大综合，它几乎包含了当时经

济学界绝大部分的观点和主张，把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作了 为全面的总结，因而成为一种被普

遍接受的经济理论体系，居于欧美经济学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达数十年之久。他的经济学说构成了

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在方法论方面具有 4 个鲜明特点： 
1．以心理分析为基础。马歇尔也像边际主义者一样，继承边沁的“苦乐心理”学说。认为，

经济学说主要应该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因为人类的动机会“ 有力、 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上

册 P11），来支配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追求满足，这可以激发人们经济活动

的动力；二是避免牺牲，这可以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阻力。这两类动机的均衡，就是绝大多数经济

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基础。 
马歇尔认为人的动机是现实中的，而不是抽象的。他否认“经济人”的存在，说：“在这一切

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

躯的人。”（上卷 P47）。 
2．否认本质差别，强调数量关系。马歇尔认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没有明显的和严格的区分，

只有连续的数量关系。例如，他认为工人与资本家只有追求金钱数量的程度差别，而没有质的不同。

他们都企图寻找 好的市场或职业，都在参与竞争。等等。 
3．强调“均衡”分析。马歇尔认为，各种经济指标的数量，都是通过各自有关要素的边际增

量达到均衡来决定的。确定各指标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各有关边际增量的均衡点的过程。在马歇尔

的体系中，均衡就是两种相反力量之间的均势。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两类均衡。一类是动态的、生物

学意义上的均势或均衡，另一类是静态的力学意义上的均衡。前者如人的成长衰亡，民族的兴衰，

工商业的兴衰等，是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不是经济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只有静态才是经济生

活的正常状态，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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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求均衡理论不仅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问题，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

是微观经济学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马歇尔强调的均衡不是一般均衡，而是局部均衡。在这种局部均衡之下，只需

要以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而不必考虑各厂商、各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他认

为经济现象的各种因素终究会达到均衡，而不会像马克思所说的形成矛盾的对立和破裂， 终突破

包含这种矛盾的外壳。[马克思曾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

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

夺了。”《全集》23 卷 831-832 页]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马歇尔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合乎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是

好的和 有效的经济制度，一切矛盾和冲突在这个制度内都会得到解决，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

的。马歇尔还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生物界的发展是渐进的演化

过程，没有飞跃过程。人类社会也一样，也不能有飞跃和突变。渐进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他甚

至认为经济学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并把“自然不能飞跃”这句话作为《经济学原理》一书

的题词。 
凯恩斯对马歇尔的这个均衡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马歇尔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经济宇宙的一切因素，由于相互抗衡和相互作用而维持在它们的适当的位置上”。
1 

4．理论分析与数理分析相结合。马歇尔自幼爱好数学，并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在边际革命

方兴未艾，数理经济学蓬勃发展之际，马歇尔把数学大量运用于经济学研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他既没有像他同时代的数理经济学派的开创者杰文斯、瓦尔拉斯那样对数学推崇备至，更没有像后

来的、特别是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几乎离开数学就不能说话。 
马歇尔的话语体系是理论分析与数理分析相结合，可以说在这种表述方式上，他也表现出了高

度的综合。在理论分析上，他认为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同等重要。 

第二节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 

一、需求理论 

马歇尔用边际效用来说明需求。边际效用就是边际购买量的效用。边际效用是表示购买者的主

观评价，是一种心理活动，应该怎样衡量呢？他认为直接衡量当然不行，但可以间接地用消费者愿

意支付的货币量即需求价格来衡量。这样，他就把效用递减规律，转化成了需求价格递减规律：出

卖的数量越大，该商品的价格越低。或曰，需求量随价格的降低而增加，随价格的上升而减少。 
在研究消费者需求时，马歇尔根据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了消费者如何使用他所支配的收入来取

得 大福利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即消费者将有限的货币妥善安排，使每一用途

上所花费的每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以便从这有限的收入中获得 大满足。 
关于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指的是当商品的市场价格低于消费者为满足自己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

格，使得消费者取得了额外的或剩余的满足，这部分额外的满足称为“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试

图说明自由竞争对消费者的好处。 

                                                        
1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01 页，商务印书馆 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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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理论 

马歇尔对供给的分析，立足于生产费用论，也以主观心理为出发点。 
供给弹性。就是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供给量的变动幅度或比率。 

三、均衡价格的形成 

所谓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像一致的价格，或者说，是需求量与供给量相一致时

的价格。 
均衡价格是怎样形成的呢？马歇尔分析指出，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

格；供给价格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接受的价格。作为生产者，总是希望价格越高越好；

作为消费者，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然而，市场上的价格并不是由生产者或消费者单方面决定的。

当供给与需求的数量相等时，市场上的价格就必然处于均衡状态，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如果市

场上某种商品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使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形成对生产者有利的局面，生产者 
就会积极地加快生产，增加对市场的供应量，从而导致需求价格下降、供给价格上升，逐步达到均

衡状态。反之，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时，同样的机制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发挥作

用。因此，马歇尔说：“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

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它们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

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下卷 P37）。 
因此，在马歇尔的理论中，价格的均衡是常态，不均衡却是暂时的、相对的。 

第三节  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 

马歇尔发展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说，提出生产要素除了劳动、资本和土地外，还有企业组织，国

民收入是由这四种要素共同创造的，因而应在四要素中进行分配。 
一、工资理论 
二、利息理论 
三、利润理论 
四、地租理论 

思考题 

1．为什么说马歇尔的经济学说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体系？ 
2．什么是均衡价格论？为什么说这一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 
3．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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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马歇尔之后的经济理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马歇尔的后继者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福利经济学、垄

断竞争理论。此外还有魏克塞尔的货币、利息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一、庇古的生平和著述 
二、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命题 
三、生产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 

第二节  张伯仑和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张伯仑和罗宾逊生平和著述简介 
二、垄断、竞争及其相互关系 
三、厂商理论和垄断竞争价值论 
四、西方经济学中的“剥削论” 

第三节  魏克塞尔的货币、利息理论 

一、魏克塞尔的生平与著述 

二、关于货币与信用 

1．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2．信用影响货币价值和社会经济 

三、利率与价格 

1．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 
2．利率与货币均衡条件 
3．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差异 
4．“间接作用过程”和“累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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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彼特的生平与著述 

二、创新理论 

1．社会经济活动的两种类型：循环流转与经济发展 
2．企业创新 
3．企业创新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三、经济周期理论 

1．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2．经济周期的类型 

思考题 

1．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2．垄断竞争与充分竞争有何区别？ 
3．魏克塞尔关于信用与货币的理论有哪些主要内容？ 
4．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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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凯恩斯革命的发生背景以及这个变革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了

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特别是预期不确定的思想。要求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理论、投资

理论、货币利息与工资理论等方面全面把握凯恩斯理论的体系，通过了解凯恩斯提出的经济政策主

张，深化对市场经济的全面认识。 
课时分配： 
3 个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一、凯恩斯的生平与著述 
二、所谓“凯恩斯革命”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特点 

第二节  有效需求理论 

一、有效需求与总收入、总消费、总投资 

凯恩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种罕见的特例，而非充分就业的均

衡才是常态。为什么这样呢？凯恩斯认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他在《通论》的第一编对此进行了

集中论述。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有效需求？简单地说，就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或者说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我们知道，

需求（欲望）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欲望）是两回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后者。 
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有 3 个要点：一是这个需求是指社会总需求，而不是单个个人或单

个企业的个别需求；二是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部分；三是有效的

总需求来自于总收入（国民收入），而总需求与总收入都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的。 

三、消费倾向 

什么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和收入的数量关系，就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在

一定的就业数量条件下，总消费量和国民收入总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也就是说，消费量占国民收入

的比例。假如某国的国民收入为 8 万亿元，其总消费为 6 万亿元，那么消费倾向就是 75%（或者 0、
75）。[如根据百年左右的统计分析，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大致为 0、92。] 

四、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什么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储蓄的比重会递增，而用于消费

的比重会递减。也就是说，国家越富裕，人们的收入越多，其消费性支出反而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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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投资理论 

一、乘数理论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主要是投资乘数。他认为，增加一定量的投资能带来比它大几倍的收入量。

所谓投资乘数，就是投资增加量和由它所引起的收入增加量之间的一定比率。乘数发生的原因是由

于不同生产部门连锁的供求反应。增加 1 元投资，可能产生 10 元收入。 

二、资本效率 

来自于投资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利润率，凯恩斯称之为资本效率。 

三、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所谓资本边际效率，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量对利润率所产生的影响。所谓资本边际效率

递减，就是资本的边际效率将随投资的增加而下降。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越多，

生产越多，资本效率也就逐渐下降。 
资本效率为什么会递减？凯恩斯从供求两方面分析，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

一旦某种商品出现较高的投资效率，就会吸引人们增加投资，使得产出增加，引起供求状况变化，

利润率下降，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减少。二是在同样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对利润率较高的行业投资

的增加，会增加有关要素的需求，引起要素价格上涨，加大投资成本。 

四、预期不确定性 

预期是对未来前景的主观判断，那么，影响人们预期的因素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存在

着若干不确定性。 
首先，决定预期的客观条件是不完全、不充分、不确切的。其次，决定预期的主观因素是不稳

定、不理智、不健全的。投机心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凯恩斯提出投资决定于预期、而未来预期又存在不确定性的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

提假设有重大区别。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经济的前景是确定的，经济人也对前景有明确的判断。

即使考虑到未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可以精确计量的，不足以影响经济人的理性决策。凯恩斯的

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理性经济人的固有假设。一些评论者，如琼·罗宾逊夫人等认为，这个“未

来不确定”的思想，正是凯恩斯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正是因为揭示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凯

恩斯才得以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我完善、自行调节的传统理论，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国家干预

的必要性。 

第四节  利息和工资理论 

一、流动（灵活）偏好 

所谓的“灵活”是指资产周转的灵活性、或方便程度。货币是流动性 强的资产，随时随地都

可以用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消费和投资。因此灵活性是货币的一个重要特性。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58 

二、利息与利率的本质 

凯恩斯指出，利息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获得货币的使用权所必须支付给货币所有者以补

偿其暂时放弃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的报酬。 
什么是利率？就是货币所有者不愿意放弃他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的程度。利率高，说明公众对

货币灵活性的偏好程度高，所以需要用较多的补偿才能使之放弃持有货币；利率低，则说明公众对

货币灵活性的偏好程度低。 
利率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偏好。如果利率高，人们就不愿多存货币而愿多买债券。如

果利率低，人们就愿意多保留货币，而不买债券。 

三、工资理论 

凯恩斯反对庇古关于削减工人工资的主张，而是强调应该增加工资和减税。因为增税会对私人

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第五节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 

一、投资社会化 
二、赤字财政政策 
三、国际贸易理论 

第六节  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思考题 

1．凯恩斯是怎样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 
2．预期不确定性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 
3．你怎样理解“凯恩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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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目的： 

中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等各专业本科生的学科基础课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微观经济学的中

级理论，是对微观经济学初级理论提高与扩展。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

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理解经济模型的基本构造，学习较高深的微观经济理论，理解微观经济

活动的运行过程，熟悉和掌握微观经济分析的数理分析方法，掌握一些从复杂的现实过渡到简单理

论的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技巧，初步具备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问

题的能力。 

二、章目录： 

第一讲 消费者行为 
第二讲 生产者行为 

第三讲 完全竞争市场 

第四讲 不完全竞争市场 

第五讲 不对称信息 

三、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适当安排习题辅导和案例讨论，每周 3 学时。 

四、教材： 

本大纲指定教材：［美］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

店，2006 年版。使用者可根据课时多少和授课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增加和删减内容。。 

五、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实行百分制，作业和小测验占总成绩的 1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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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消费者行为 Consumer Behavior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探讨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与需求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对

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本章内容主要包括：分析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 优决策；

从消费者 优决策中推导需求曲线；分析不同类型的商品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显示性偏好理论、

消费者跨时选择问题、价格指数，以及不确定情况下的消费者选择问题等。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目前有关效用理论的前沿理论。 

一、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 

1、预算线 
消费集（consumption set）：消费者面对的所有商品组合（X） 
消费束（consumption bundle）：消费者面对的某一个商品组合（x1 ,x2 , …） 
预算集（budget set）：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所能负担的消费束集合 
预算线（budget line）：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的所有收入能够购买的消费束集合 
预算线的斜率：预算线斜率的绝对值是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在市场上用商品 1 替代商品

2 的比率，即任何消费者为了多消费 1 单位商品 1 所要放弃的商品 2 的数量 
两种商品已足够：在实际分析中，可将除了我们所关注的商品之外的其他商品都视为商品 2，

或者简单地将购买其他商品的货币看作商品 2 
价格和收入的变化影响预算线的变动。 
计价物：设 x1 价格为 1，其他价格都通过实际价格与 x1 的价格的比值来表示。 
2、应用：税收或补贴 
从量税、从价税、补贴、配给等政策会使预算集发生变动。 

二、偏好 

1、偏好 
偏好（preference）：消费者对不同消费束的排列 
弱偏好（weak preference）：对于两个消费束 x1 和 x2，如果消费者认为 x1 至少和 x2 一样好，称

x1 弱偏好于 x2  ， x1≥ x2 

严格偏好（strict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1 比 x2 好，称 x1严格偏好于 x2， x1＞ x2 
无差异（indif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1 与 x2 没区别，称 x1与 x2 无差异，x1～x2 

2、关于偏好的假定 
一般地，假定偏好满足以下性质： 
假定 1：完备性（completeness）：任何消费束都是可比较的 
假定 2：传递性（transitivity） 
假定 3：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消费束 x1 中至少有一种商品的数量比 x2 多，那么消费者

严格偏好于 x1 

假定 4：凸性（convexity）：平均消费束弱偏好于端点消费束 
满足假定 1-4 的偏好称为良好性状偏好（well-behaved preference），良好性状偏好是单调的（多

多益善）和凸的。 
3、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与特定消费束无差异的消费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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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偏好集：弱偏好于特定消费束的所有消费束。无差异曲线是弱偏好集的边界。 
无差异曲线的特征：根据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表示不同偏好水平的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

根据偏好的单调性，无差异曲线斜率为负，且越往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偏好水平越高；若偏

好是凸的，则弱偏好集是凸集，即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非递减；若偏好是严格凸的，则弱偏好集是严

格凸集，无差异曲线斜率递增。 
4、特殊商品的偏好及其无差异曲线 
完全替代品（perfect substitutes）、完全互补品（perfect complements）、中性商品（natural goods）、

厌恶品（bads）、餍足、离散商品、拟线性偏好（quasi-linear preference）、凹性偏好。 
5、边际替代率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衡量了消费者愿意用一种商品去替代另一种商品的比率，称为边际替代率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MRS） 
商品 1 对商品 2 的边际替代率：为了多得到 1 单位的商品 1 而愿意放弃的商品 2 的数量 
MRS12＝△x2/ △ x1 

边际替代率的性质：根据偏好的单调性，边际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边际替代率;根据偏好的凸性，边际替代率非递增；根据偏好的严格凸性，边际替代率递减。 
边际替代率的衡量：交换或不交换的边际上，表示边际支付意愿，面临价格相同时，每个人有

相同的 MRS，并以相似的方式来交换这两种商品。 

三、效用 

1、偏好和效用 
消费者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偏好理论加以阐释，但偏好理论难以数学化，所以引入效用（utility）

的概念。 
2、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一个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仍然是代表同样偏好关系的效用函数。 
只有当偏好是理性的时，它才能用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马斯-克莱尔等，1995）。如果偏好满

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那么存在一个代表该偏好的连续效用函数（瓦里安，1992）。 
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Monotonic transforms)：当 u1>u2，意味着 f(u1)>f(u2)时，称 f(u)为原效用

函数的单调变换。其 重要的含义是：对于某一种偏好关系来说，其函数表达形式不唯一。 
常见的单调变换例子：对原效用函数乘上一个正数；对原效用函数加上任意一个数；对原效用

函数取奇次幂；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互为单调变换函数。 
3、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MU）：保持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不变，消费者从某一商品的微小增量

中获得的效用改变量。边际效用的大小随着效用函数选择的不同而不同，但两种商品边际效用的比

值却有其特殊含义。 
4、边际替代率 

四、选择 

1、选择 
无差异图描绘了消费者对于不同消费束的偏好，但是这些消费束不一定是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的。预算集给出了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消费束，但是无法判定消费者会选择哪一个消费束。因此，

消费者选择问题是：在预算集中选择 偏好的消费束。为讨论问题方便，我们首先考虑良好形状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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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消费束 
3、效用 大化 
效用 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预算约束，实际上是不等式约束。但如果偏好满足单调性，则消

费者一定会用完所有的收入来实现 大效用，从而简化为等式约束（线性等式约束）问题 
4、 优选择 
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与市场的交换比率：边际替代率给出消费者对与两种商品的主观交换比

率，它对于每个消费者都是不同的；价格比给出市场上两种商品的客观交换比率，它对于每个消费

者都是相同的；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消费者通过调整商品数量调整自己的边际替代率，直到主观

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客观的市场交换比率才能实现 优。 
5、边际替代率条件的含义 
以价格比衡量边际替代率是一种为消费束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的途径，价格反映人们对边

际物品的评价。 

五、需求 

1、需求函数 
优消费束与价格和收入有关，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那么对于给定

的价格和收入，一定存在 优消费束。 
进一步的，如果偏好满足严格凸性，那么对于给定的价格和收入，存在唯一一组 优消费束与

之对应。因而可以建立以价格和收入为自变量的 优消费束函数，称为需求函数（或瓦尔拉斯需求

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 
2、收入变化的影响 
收入扩展线（income expansion path）：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变化引起的 优消费束移动的

轨迹。把每一收入水平下某种商品的 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恩格尔曲线（Engel 
curve）。该曲线代表了消费者在每一收入水平下对该商品的需求量。 

3、价格变化的影响 
价格扩展线（price  expansion path）：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引起的

优消费束移动的轨迹。把每一价格水平下这种商品的 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需求

曲线（demand curve）。该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该商品的 优消费量。 
零次齐次性（homogeneity of degree zero ）：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

那么当收入与价格发生同比例变化时， 优消费束不发生变化。需求函数的这种性质称为零次齐次

性。 
4、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后，两商品之间交换比率发生变化，引起

优消费束的变化。“转动”：相对价格变化，购买力不变，预算线斜率变化。即： 
△x1

s = x1 ( p1’, m’) - x1 (p1, m)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价格变动引起实际收入水平变动，引起 优消费束变动。“移动”：

购买力不变，预算线平行移动。即： 
△x1

n = x1(p1’, m) - x1(p1’, m’) 
5、需求的总变动－斯卢茨基方程 
需求的总变动＝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x1

 = x1(p1’, m) - x1(p1 , m ) 
△x1

 =△x1
s ＋ △x1

n  = 〔x1 ( p1’,m’) - x1(p1, m) 〕＋〔x1(p1’,m) - x1(p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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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动率表示的斯卢茨基方程（Slutsky Equation） 
△x1

 / △p1 ＝ △x1
s / △p1

 － （△x1
n / △ m） x1

 

6、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 ） 
7、反需求函数：对于给定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探讨为了达到特定需求束所要求的价格，是为

反需求函数 
8、弹性 
需求弹性与生产者收益：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反方向变化；若|ep|= 1，则 dR/dp=0，

价格变化不引起收益变化；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同方向变化。 

六、显示偏好 

1、显示偏好 
以上分析遵循“偏好关系——效用函数——需求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人性

的假定出发推导其行为，理论前提是知道偏好关系。但在现实中，偏好无法直接观察到，我们往往

是通过人的行为来推导其偏好的，也就是说，行为显示了偏好。 
在根据行为判断偏好时，有几个基本假定：消费者选择 偏好的消费束；消费者会花光所有的

钱；对于每一个预算约束，有且只有一个需求束(严格凸)；偏好是稳定的。 
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一个消费束被直接显示偏好于且被间接显示偏好于另一个

消费束，称第一个消费束被显示偏好于第二个消费束。 
2、显示偏好公理 
显示偏好弱公理（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x1,x2) 被直接显示偏好于(y1,y2)，

且(x1,x2) ≠(y1,y2)，那么， (y1,y2)被不可能直接显示偏好于(x1,x2) ，即：如果在购买 X 时，有能力

购买 Y，那么，在购买 Y 时，X 就是无能力购买的。 
有 p1x1+p2x2≥p1y1+p2y2，那么就不可能有 q1y1+q2y2≥q1x1+q2x2 

显示偏好强公理（strong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追求 优，那么它的行为一

定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反之，如果消费者的行为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那么一定可以找到反应这

种行为的偏好。 
3、显示偏好理论的应用：指数 
在对消费者不同时期的消费进行比较时涉及到指数问题，引入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Laspeyres 

& Paasche index）。 

七、消费者的福利变动 

1、消费者剩余 
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观察到的是行为本身，而偏好和效用是无法直接观察到

的。因此，当价格发生变化时，我们很难确定消费者的福利（或效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运用显

示偏好理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用货

币来度量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消费者为每一单位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都等于市场价格，而

之前任何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都高于市场价格。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支付的价格总

额与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之间的差额即为消费者剩余。 
2、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 
补偿变化（com pensating variation）、等价变化（equivalent variation）。 
等价变化以原有价格为标准，一般用于比较不同政策的福利效果；补偿变化以新的价格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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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于计算价格变动后的补偿。拟线性效用下，三者相等。 

八、购买和销售 

消费者的收入是用自己拥有的商品（时间、资本、自己生产的商品等）换来的，这些商品的价

格变化同样会影响消费者行为。对于每种商品，消费者有可能是净购买者，也有可能是净销售者。

本节考察禀赋（endowment）和禀赋变动下效用 大化选择修正的斯卢茨基方程。 

九、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 
当存在客观不确定性时，消费者的选择依赖于消费束的概率分布。或有消费计划：依赖于某个

事件结果的计划。 
概率：一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p1,p2… 
期望：通常以实际结果与人们对该结果的期望值之间的离差来度量某一事件的风险程度的大

小。 
实际中风险常常以概率论中的“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 
2、期望效用理论 
效用函数：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x1,x2; p1,p2） 
期望效用函数(VNM 函数) ：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下消费者所获效用水平的加权平均值 
EU（x1,x2; p1,p2）=p1U(x1)+p2U(x2) 
期望值的效用：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期望值的效用 
U(EX)=U（p1x1+p2x2） 
正仿射变换：表示偏好相同的期望效用函数 
V(U)=aU+b,   其中 a>0 
3、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效用函数 期望效用 偏  好与期望值

效用 
厌恶风险 
 

凹函数               EU<U(Ex)            财富的期望值 
 
线性函数             EU＝U(Ex)           不关心风险 
 
凸函数            EU>U(Ex)        财富的随机分布（赌

博） 

风险中性 
 
偏好风险 

 
根据效用函数凹凸性判断风险偏好：若 u(x)是凸函数，风险爱好 risk-loving；若 u(x)是线性函

数，风险中立 risk-neutrality；若 u(x)是凹函数，风险规避 risk-aversion 
4、不确定性的降低 

本章阅读 ：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 
2.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三、四、五、六、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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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生产者行为 Producer Behavior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将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的生产者行为。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取决于两方

面的要素：一是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即生产函数；二是各种投入要素的支出状况，即成本函数。

在本章中，首先介绍生产者行为的生产技术特征：生产函数，然后分析生产者行为的成本状况。 

一、技术 

1、投入与产出 
生产者面临的约束包括预算约束、市场约束和技术约束。 
技术：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施加于生产者的自然约束，只有某些投入组合才能生产出既

定的产量。 
生产束（production bundle）：描述某一个生产过程中每种商品的净产出的向量。 
生产集（production set）：对于生产者而言，技术上可行的生产束集合（Y）。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生产集的边界，投入的 大产出。 
等产量线（isoquan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数量为 q 的产出的投入组合。 
2、技术的假设 
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增加至少一种投入，产出至少与原来一样多。单调性意味着多余

的投入不会产生损失，生产者可以无成本地处置多余的投入，因此该性质又被称为自由处置（free 
disposal）。 

凸性（convexity）：两种投入的加权平均值能生产出至少同样的产量。投入要求集是凸的意味

着生产函数是拟凹的，并且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3、技术的边际分析 
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MP）：保持其他投入数量不变，某种投入的微小增量引起的产出

变动。与边际效用不同，边际产出有其实际意义。 
技术替代率（technic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TRS）：保持产量不变，用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

的比例，技术替代率等于等产量线的斜率。 
技术替代率的性质：根据生产的单调性，技术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技术替代率；据生产的凸性，技术替代率递减。 
4、短期和长期 
不变要素（fixed factor）：即便企业的产出为零也必须支出的数量固定的要素。 
可变要素（variable factor）：根据产出数量而变化的要素。 
短期和长期（short-run & long-run）：短期内有些要素是不变要素，长期内所有要素都是可变要

素。 
5、技术的特征 
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在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当所有要素投入都按同一

比例变动时，产量的变动情况。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表达式： 
Q=f(K,L),t＞1 
如 f(tK,tL) ＞tf(K,L),   则称规模报酬递增；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递减；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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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最大化 

1、利润和利润 大化 
利润（profit）是收益与成本之差，指经济利润。成本是指经济成本、机会成本。 
2、短期利润 大化 
考虑只有一种产出，一种可变要素 x1 的情况。 

等利润线（isoprofi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利润π的投入和产出的组合。 
利润 大化条件：生产函数曲线与等利润线相切 
比较静态分析：可变要素价格变化、不变要素价格变化、产品价格变化时，对短期利润 大化

进行考察。 
3、长期利润 大化 
要素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要素需求法则意味着如果产品价格不变，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翻方

向变化；供给法则意味着如果要素价格不变，供给量与产品价格同方向变化。与需求法则不同，产

品价格变化对供给量的影响只存在替代效应而不存在收入效应。 
4、显示赢利 
以上分析遵循“生产函数——要素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生产

函数的假定出发推导生产者行为。但正如显示偏好理论一样，我们也可以不对生产函数做出任何假

定，而是根据生产者对投入量的选择和相应的产出来推导生产者的行为准则。 
利润 大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profit maximization） 

三、成本最小化 

1、成本 小化 
成本 小化：给定产出水平和要素价格，求出能够令成本 小的要素组合。可以证明利润 大

化意味着成本 小化。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成本 小化意味着利润 大化。 
2、成本函数和条件要素需求函数 
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定义成本 小化问题的值函数为成本函数 c(w,q)，即在要素价格 w

下生产 q 单位产出的 小成本。 
条件要素需求函数（conditional factor demand function）：定义成本 小化问题的解为条件要素

需求函数 x1(w1,w2,q),   x2 (w1,w2,q)，即既定产量水平 q 下的 小成本选择（要素投入组合）。 
3、显示成本 小化（成本 小化弱公理） 
成本 小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cost minimization）： 
要素价格变化对条件要素需求的影响：如果要素 2 的价格不变，要素 1 价格提高，其条件要素

需求会减少，即条件要素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4、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 
了解以下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平均成本函数、短期成本函数、长期成本函数；不变成本、准

不变成本、沉没成本。 

四、成本曲线 

1、短期成本曲线 
在本节中，假定要素价格不变。这样，成本仅仅是产量的函数。即：c=c(q)。本节内容是成本

函数的几何表述。 
短期成本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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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成本（fixed）：FC 
可变成本（variable）：VC=VC(q) 
成本（c）：c(q)=FC+VC(q) 
平均不变成本（AFC）： AFC=FC/q 
平均可变成本（AVC）：AVC=VC(q)/q 
平均成本（AC）：AC=c(q)/q=FC+VC(q) 
边际成本（MC）：MC=dc(q)/dq 
2、短期成本曲线的特点 
AFC 曲线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AVC 曲线 初下降，但在可变要素与不变要素达到 佳组合之后开始上升 
AC 曲线 初由于 AFC 和 AVC 曲线的下降而下降， 后由于 AVC 曲线的上升而上升 
在刚开始投入生产的时候，MC=AVC 
AVC/AC 曲线下降时，MC 曲线在 AVC/AC 曲线的下方；AVC/AC 曲线上升时，MC 曲线在

AVC/AC 曲线的上方 
3、长期成本曲线 
简单地，将生产规模（资本投入）视为不变要素 k，从而短期成本函数为 c(q,k)。生产规模在

长期中可以调整，对于给定的产量 q，都存在 优生产规模令成本 小化。用 k(q)表示这一 优规

模，则长期成本函数为 c(q)=c(q,k(q))。 
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的关系为：长期成本曲线总是位于短期成本曲线的下方；对于给

定的产量 q，长期成本曲线将与代表 优生产规模的那条短期成本曲线相切，也就是说，长期成本

曲线是短期成本曲线的下包络线（envelope curve）；对于给定的产量 q，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

平均成本曲线的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两个特征。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AC 曲线是无数条 SAC 曲线的下包络线，对于每一

个产量水平，都存在 LAC 曲线与代表 优生产规模的 SAC 曲线的切点，该切点对应的平均成本是

该产量水平下可以实现的 小平均成本，而 LAC 曲线代表在长期内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的

小平均成本。 

本章阅读：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六章。 
2.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德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1999 年。 
3.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十一章。 
4.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0 年，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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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重点分析完全竞争厂商追求利润 大化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推

导短期和长期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厂商和行业的供给曲线，并讨论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与福利状况。

本章还分析了建立在局部均衡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的含义，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市场的价格，我们称这些方式为市场结构

（market structure）或市场环境（market environments）。市场环境构成了对生产者的市场约束。 
本讲涉及 简单的市场环境——完全竞争。 

一、完全竞争厂商的均衡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单个厂商不能影响

市场价格。 
主要特征：每个厂商提供的产品完全同质；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市场（要素充分流动）；

交易双方均拥有完全信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厂商的行为，也不用考虑

价格决定问题，只需要关心产量的问题。 
1、收益和收益曲线 
收益（revenue）：厂商的销售收入。了解几个概念：总收益（total revenue,TR）、平均收益（average 

revenue,AR）、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MR）。 
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 AR 与需求曲线 D 重合，向右下方倾斜 
2、厂商利润 大化的条件 
厂商利润 大化的条件：一阶条件要求利润 大化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二阶条件要求利

润 大化时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小于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边际成本递增；上述条件适用于任何类

型的厂商。 
在 优产量水平上，产量 y 满足 p＝MC（y），边际成本曲线恰好是其供给曲线。 
利润＝py－Cv（y）－F 
生产者剩余＝ py－Cv（y） 
3、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市场需求曲线与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市场需求曲线由消费者行为决定，向右下方倾斜。 
完全竞争厂商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其面临的需求曲线的特征是：在市场价格处是水平直线；

高于市场价格时需求量为 0；低于市场价格处是整个市场需求曲线；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厂商

面临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相应的移动。 
完全竞争厂商的收益曲线：由于厂商的销售价格不变，因而 AR=MR=p，即需求曲线、平均收

益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是重合的，是一条水平线。 
完全竞争厂商利润 大化的条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 
利润 大化条件是 MC=p。因此， MC 曲线上的点代表了在每一市场价格 p 下令厂商利润

大化的 优产量 q，换言之，MC 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提供的产量，这就是完全

竞争厂商的供给曲线 s(p)。厂商短期均衡为价格水平线与短期供给曲线的交点。 
4、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厂商的供给曲线表示给定价格水平下令厂商利润 大化的供

给量，这种关系也可理解为：对于给定的产量水平，存在一个价格水平令厂商利润 大化。供给曲

线向右上方倾斜，因此产量越高，对应的 优价格水平也越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产量水平 q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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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产量，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都低于 q 所对应的 优价格水平。因此，生产者实际获得的

收益与他愿意接受的收益之间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称为生产者剩余。可以用价格线以下，供给

曲线以左部分的面积表示。 

二、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1、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均衡 
行业短期供给：短期内不存在厂商的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的厂商数量是固定的。行业短期供

给曲线由该行业内所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的水平加总得到。这条曲线向右上方向倾斜，代表了在每

一价格水平下该行业能够获得 大利润的 优产量。 
行业短期均衡：行业短期供给曲线与行业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行业短期均衡，即均衡价格和行

业均衡产量 
在均衡价格下，单个厂商的利润存在几种情况： 
价格线在 AC 曲线 低点之上：正利润 
价格线经过 AC 曲线 低点：零利润 
价格线在 AC 曲线 低点和 AVC 曲线 低点之间：负利润，但维持生产 
价格线在 AVC 曲线 低点之下：负利润，停产 
2、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均衡 
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假定每个厂商的长期成本函数相同，令长期平均成本的 小值为

AC*=AC(q*)，则 p*=AC*是令厂商继续经营的 低价格；行业内有 1 家厂商时，行业供给曲线为

S1；正利润诱使第 2 家厂商进入该行业（或者这个厂商新建一家厂商），行业供给曲线为 S2；…直

至第 5 家厂商进入，出现负利润。该行业 多容纳 4 家厂商，每家厂商均获得正利润；若市场需求

足够大，能够容纳的厂商足够多，则市场供给曲线近似平行，此时每个厂商的利润趋近于 0。 
进一步的，若每个厂商的长期生产成本函数不同，则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终将由平均成本 低

的厂商的成本曲线决定，高成本厂商退出。当然，如果市场需求足够大，低成本厂商和高成本厂商

可能共存，前者获得正利润。 
上述分析假定行业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厂商的成本曲线。事实上行业供给量增加有可能提高或

降低厂商的成本，从而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可能向右上方或右下方倾斜。长期中完全竞争行业的利润

为零意味着所有成本（即机会成本）都得到了补偿。 
3、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 生产者为获得某种生产要素而愿意支付的数额超过其实际支付数

额的部分。（实际上，租金＝生产者剩余） 
P*y*－Cv(y*)－租金＝0 
租金 ＝P*y*－Cv(y*) 
从表面上看，某些厂商由于租金而获得了利润，但考虑到这种要素在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厂

商因为拥有这种生产要素而承担着隐性成本。因此如果把隐性成本也计入成本，那么厂商的利润仍

然为 0。 
寻租（rent seeking）：为了获得能带来租金的某些生产要素而采取的行为。寻租不创造更多的

产量，只是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一种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三、完全竞争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 

1、竞争均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市场均衡的分析。这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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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是针对单个产品市场的，假定产品的消费和供给仅仅取决于该产品的价格，称为局部均衡分析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本节讨论完全竞争市场局部均衡的 后一个问题，即完全竞争的效率 
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 
2、竞争均衡与福利 大化 
福利 大化 
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视角：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可视为对社会总福利的

度量。 
3、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效率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社会目标是总效用 大化，那么竞争均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接下来的问

题是：产品的配置状况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配置状况是否令所有社会成员

都无法变得更好？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的概念。 
在保持其他人福利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任何可能的配置都无法使得某一个人的福利变得更好，

则称这一配置状态具有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也称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或帕累托 优（Pareto optimality）。 

四、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 

1、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 
本节探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研究所有市场同时达到

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某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受到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产品价格的变化影响消

费者收入，进而影响其需求。 
具体分析分三个步骤：纯交换经济中的一般均衡；包含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福

利特性。 
2、交换 
引入埃奇沃斯方框图，方框内所有帕累托有效的配置点的集合即契约曲线（帕累托集），是从

方框内任一点开始的相互交易所可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市场均衡：均衡点上所有的消费者面临相同

的价格和边际替代率。 
瓦尔拉斯均衡（Walarsian equilibrium）和瓦尔拉斯定律（Walars’ Law）。 
相对价格：与纯交换经济中一样，在瓦尔拉斯定律的约束下，瓦尔拉斯均衡要求的 k 个方程中

只有 k-1 个是独立的。但由于超额需求函数对于价格是零次齐次的，因此可以任意设定一种商品的

价格为 1，并根据均衡条件解出 k-1 个相对价格 
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对一般均衡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的讨论超出了本课

程的范围，这些理论贡献主要归功于 Debreu 和 Arrow 等人。（可参看：马斯-科莱尔等（1995），
Chap17）简单而言，偏好和生产集的凸性是保证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条件。 

3、福利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x,y,p)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

那么(x,y)是帕累托 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完全竞争，交易双方都是价格接受者；不存在消费

和生产的外部性，每个消费者仅仅关心自己商品的消费，每个生产者仅仅关心自己产品的生产；完

全信息。含义：配置的效率性，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个体 大化行为能够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信

息利用的效率性，个体只需要知道它所关心的商品的价格；不涉及公平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Second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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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调的，每个生产者的生产集是凸的，那么对于每一个帕累托 优配置(x,y)，存在一个价格 p≠
0 使得 (x,y,p)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存在瓦尔拉斯均衡，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严格地

讲是局部非饱和的），生产集是凸的（从而技术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含义：如果社会或政府试图

达到某一帕累托 优配置的目标，那么可以通过禀赋和股权的再分配来实现，而不必对价格进行干

预。 
4、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完全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 优的配置，但帕累托 优只关注效率，不关心福利的分配。从社会

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率的配置未必是合意的配置。因此必须知道社会的目标，从而引入社会福利函

数。为方便起见，我们仅讨论纯交换经济。 
社会福利函数的两种常见形式：古典效用主义或边沁福利函数（Bentham）、 大 小福利函数

或罗尔斯福利函数（Rawls）。 
效用可能性集（utility possibility sets）： 
可以证明，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从而效用函数是拟凹的）则效用可能性集是凸集。

效用可能性集的边界称为效用可能性边界（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效用可能性边界是具有帕累

托效率的效用水平集合 
5、社会福利 大化与帕累托 优 
如果某一配置使得社会福利 大化，那么它一定是帕累托 优的。因为若非如此，必然存在另

一个可行配置，使得在其他消费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某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得到增加。由于社会福利

函数是增函数，那么新配置下的社会福利必然大于原有配置下的社会福利，这与开始时社会福利

大化的假设矛盾。 
对于一个帕累托 优配置，如果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那么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使得每个消费者在禀赋约束下实现效用 大化，并且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线性社会福利函数，使

得对于这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而言实现社会福利 大化。 
假定社会福利函数是线性的，引入社会无差异曲线或等福利线（a1u1+ a2u1 =W0），令社会福利

大化的配置出现在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相切之处 
社会福利函数是存在的吗？上述分析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已知，问题是，能否以根据反映个体理

性的效用函数构造出理性的社会福利函数？ 
理性的社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三个条件： 
理性原则：社会偏好是完备的、可传递的 
帕累托原则：对于备选方案 x 和 y，如果每个人都偏好于 x，那么社会也应该偏好于 y 
独立性原则：社会对于 x 和 y 的偏好与其它备选方案无关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不可能存在同时满足性质 1、2、3 的社

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除非它是独裁，所有的社会偏好顺序就是独裁者的偏好顺序（Arrow，1951）。
阿罗不可能定理意味着不存在民主的决策方式把理性的个体偏好加总为理性的社会偏好，除非放弃

理性社会偏好的某些性质，譬如放弃独立性。 
6、平等和公平（equality & equity） 
如果在禀赋约束下，没有一个消费者对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

好，称这种配置是平等的。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商品束都相同，称这种配置是对称的。对称的配置一

定是平等的。 
如果消费者 i 对消费者 j 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好，称 i 妒忌 j。如果配置是平

等的，就不存在一个消费者妒忌另一个消费者。如果一种配置是平等的并且帕累托有效，称这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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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公平的。 
如果禀赋的配置是对称的（从而是平等的），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 终的公平配

置。 
简单的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保证对于任意禀赋都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这一配置是帕累托 优的。如果 终的配置使得消费者 i 妒忌消费

者 j，那么 j 的商品束一定是 i 负担不起的，但由于禀赋是对称的，i 一定能够负担得起 j 的商品束。

因此 i 不可能妒忌 j，从而 终的配置一定是平等的。 

本章阅读：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三篇。 
2.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德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1999 年。 
3.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年，第五编、第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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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不完全竞争市场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分析了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重点分析垄断的原因、垄断的

定价原则及其均衡情况、产品差异化等问题；介绍博弈论的基础知识，利用博弈论对寡头厂商的行

为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囚犯困境”等一系列经典博弈模型。 

一、垄断与垄断行为 

1、垄断 
垄断：一种商品只有一个生产者，没有替代品。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就是该生产者所面对的

需求曲线，垄断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等于零，可不受竞争的

威胁，存在巨大的进入障碍。 
虽然说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垄断市场在现实中极为少见，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形

成垄断市场的内在根源。存在原因包括：规模经济、原料控制、政府特许、专利发明等。 
2、垄断定价 
第一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并且这些价格是因人而异的。

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为完全价格歧视。在一级价格歧视即完全价格歧视的情况下，每个单位的产品都

出售给对其评价 高，并且愿意按 高价格支付的人。这种定价方式的结果是帕雷托有效率的。 
第二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但是购买相同数量产品的每个

人都支付相同的价格。因此，不是不同的人之间，而是不同的产量之间存在价格歧视。公用事业部

门普遍地采用这种形式的价格歧视；例如，点的单价通常取决于购买的电量。 
第三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对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产品，但对于既定的团体，每单位商

品却都按相同的价格出售。这是 常见的价格歧视形式，这样的例子有对老年公民的折让优惠，对

学生的折扣优惠。 
搭售：将各种相关的产品打包一起销售。 常见的例子就有 Office 办公软件、你得装有 XP 或

VISTA 的笔记本电脑。当你向几个不同的人销售一件产品是，价格是由具有 低支付意愿的购买者

确定的。个人之间的定价越分散，你就不得不索要越低的价格，以卖掉既定数量的产品。搭售则会

降低支付意愿的分散程度，即允许垄断厂商为搭售的产品制定一个较高的价格。 
两部收费制：两部收费机制与价格歧视相关并提供了剥夺消费者剩余的另一种方法。它要求消

费者为购买一种产品的权利预先付一定费用，然后消费者再为他们希望消费的每单位产品付一个额

外的费用。 

二、垄断竞争 

1、垄断竞争 
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具有两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厂商之间是通过销售有差别的产品竞争，这些产品相互之间是高度可替代的但不是完全

可替代的。 
第二，自由进出—新厂商带着这种产品的新品牌进入市场和已有厂商在他们的产品已无利可图

时退出市场都比较容易。 
上述两个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推出垄断竞争市场 终均衡的三个条件：每个厂商都按它的需求

曲线上的价格和产量组合出售产品；给定它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每家厂商都在追求利润 大化；新

厂商的进入使每家厂商的利润降低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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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竞争和市场效率：尽管利润为零，但情况是帕累托低效率的。当价格大于边际成本时，增

加产量是有效率的；厂商通常是在 低平均成本左边的产量处经营，这种情况下垄断竞争厂商存在

“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较就能更好的说明。 
2、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简而言之就是你的商品与其他人的有什么不同或独到之处。它可以有技术差异化 

（飞利浦的剃须刀）、功能差异化 （索爱手机强力开发 MP3 功能 ）、文化差异化 （ZIPPO 打火

机）等等。当厂商使自己的商品拥有消费者肯定的差异化后，他就会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从而索取

更高的价格。 

三、博弈论及博弈论的应用 

1、 博弈论 
用博弈互动的思想分析人的行为，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早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出现

是以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奠基性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 为标志。书

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

作型博弈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了巅峰。 
诺依曼的博弈论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

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非合作博弈 ——“纳什均衡”的产

生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 
博弈论(game thoery )是描述和分析多个人之间互动行为的一种分析理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

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

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

论概念。 
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strategies)

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

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2、博弈行为分析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在 n 人博弈中如果局中人只需采取一次行动,也就是局中人的策略集等于

他的行动集,则称这样的博弈为静态博弈。如果博弈中的每位局中人都知道所有其他局中人的策略

集和支付函数，则称该博弈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如果给定参与人 2 的选择，1 的选

择是 优的，并且给定参与人 1 的选择，2 的选择是 优的，那么。这样一组策略就是一个“纳什

均衡”。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指提这样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下，给定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概率，

每个参与人都江堰为自己确定了选择每一种策略的 优概率。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主要特点：行动是顺序发生的；每个局中人行动前所有以前的行动都能观

测到；所有的收益都是已知的。 
此类博弈的求解方法（逆向归纳法）： 
从博弈的反向考虑局中人的选择行为，以前述博弈为例，由于在局中人 2 之前局中人 1 已经选

择了行动 a1,这样局中人 2 的选择问题为 
maxu2(a1,a2) 
由上述问题局中人 2 可得到一个对局中人 1 的策略 a1 的 优反应 R2(a1),局中人 1 在预期到局

中人 2 对自己每一个策略 a1 的 优反应之后，自己所面临的选择问题为 
maxu1(a1,R2(a1)) 
解上述问题可得到唯一的 优解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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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a1*, R2(a1*))为博弈的逆向解。 
重复博弈。有限重复博弈：对给定的阶段博弈 G,用 T 表示博弈重复进行 T 次的有限重复博弈,

并且在下一次博弈开始前,每个局中人都能观测到所有以前进行的阶段博弈。无限重复博弈：在很

多现实情况中，长期合作关系的维系远比一次简单的际遇来得容易，因此短期博弈理论往往具有很

多限制性。为此，奥曼首先提出了完整详尽的无限期重复博弈理论，并严格论证了何种结果能够在

长时期的关系中得到维持。无限期博弈理论阐明了众多机构存在的理由，比如商业协会、组织犯罪、

工资谈判以及国际贸易协议等， 
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果局中人的策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了纳什均衡则称纳什均衡是

子博弈精炼的。 

本章阅读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四篇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 
3.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年，第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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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不对称信息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理解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 优

配置，重点介绍信息不完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隐蔽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是指生产过程之外在市场上交易双方由于对所交易的对象

的信息不对称而会发生的效率损失问题。 
交易的双方往往对交易的对象具有不对称的信息。一方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信息优势（又称之为

有信息的一方），而另一方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又称为无信息的一方）。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严重

的后果。 
1、 模型 1：次品（lemons）问题与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

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 
分析二手车市场的买主决策和卖主决策，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信息是隐蔽的、私人的、不

对称的，阻碍了正常交易的进行，妨碍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实现。质量好的卖主就会退出市场，

拥车不卖，好车会逐渐走光，二手车的平均质量会日益降低。这就是逆向选择。 
若上述逆向选择有止境，使称之为逆向选择下的市场均衡。 
这就是说，逆向选择的过程是：在价格 p 给定后，好车逐渐退出市场→买主出价越来越低→次

好车又进一步退出市场→买主出价更低→二手车平均质量更低→…→p=0，q=0。均衡结果： 后没

有交易，市场彻底萎缩。 
如果关于质量 q 的信息是公开的，买主对 q 一目了然，就不会发生μ与 p 之间的恶性循环，则

买卖双方就会双赢。但信息不对称，就断送了这种机会。逆向选择的后果是整个市场萎缩。市场失

灵的根源在于价格充当了双重功能：一方面价格决定了供货者的产品的平均质量；另一方面，价格

又决定了二手车质量在供求之间的均衡。 
2、模型 2：文凭的信号模型 
假设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可分为高（H）与低（L）两类。又设高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为

y=2，而低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只为 y=1，对前者、后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 w=2 及 w=1。 
教育成本这里仅指一个人为了完成某一个 MBA 项目，获得毕业证书所付出的努力成本，而不

包括学费。假设能力较低的人为获得某一毕业证书的成本为 c(e)=e，能力较高的人则为 c(e)=ke（k
＜1）。 

劳动者如获得工作，得到工资 w，则其得益为 w－c(e)；企业若雇佣了一位职工，职工的贡献

为 y，这样，企业的得益为 y－w。 
企业的难题是找出一个教育的门槛水平 e*，使得企业能凭 e*去识别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企业希

望 e*
--具有下列功能，即如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e＜e*，则该人应该是能力低的；否则，能力就是高

的。 
企业的工资只有两档，如果 e＜e*，则 w=1；如果 e≥e*，则 w=2。从这种工资政策出发，劳动

者对教育的选择也只有两种：要么选择 e=0，反正工资是 1；要么选择 e=e*，得工资 w=2。 
能力高的人选择 e=e*的得益应该大于其选择 e=0 的得益，能力低的选择 e=0 的得益应该大于其

选择 e=e*的得益。当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满足时，企业的愿望与信念会得到实现：所有选择 e≥e*的

人的确是能力高的人，所有选择 e＜e*的人是能力低的人。 
3、模型 3：保险政策的筛选模型 
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保险公司设计出一种让投保人自我选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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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两类投保人：风险较高的及风险较低的。前者闯祸的概率（q）较高；而后一类出事概

率（r）较低。O＜r＜＜p＜1。 
设所有的投保人都有财产 W，发生事故时损失 L。因此，若不买保险，消费者的 终财产或为

W，或为 W－L。一旦买了保险，则必然要付出保险费 P。同时，保险公司还规定有部分损失应由

投保人自负（称为可减损失 D）。所以，买了保险后，消费者的 终财产或为 W－P，或为 W－P
－D。 

市场均衡：当保险公司只提供单一加权平均保费率п时，风险低于п的个体就有可能只够买部

分保险甚至完全不购买保险，而风险高于п的个体则会过度购买保险，这样保险市场中低风险的投

保人会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投保人充斥整个市场，而出现与保险公司意愿相违背的逆向选择现象。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

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得处以信息劣势的一方受到

损失，而且会破坏原有的市场均衡，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保险市场上“道德风险”的解决办法：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向消费者提供“完全”的保险，通过使

消费者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就能确保消费者始终又采取一定量提防行动的激励。 

本章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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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代中国经济》（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y）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是

一门理论性与实务性紧密结合的课程。本课程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经济制

度及相关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1、介绍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内容及演变

过程、发展趋势。 

2、通过学习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内容及演变过程、趋势，掌握其理论基

础，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

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

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等。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掌握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主要经

济理论；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政治经济学。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生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本

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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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 
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原因。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学时安排 
3 学时。 

第一节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 

1、与美、日、德、印度等国家的增长率比较 

（1）中国内地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 快的国家 

（2）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规模的横向比较 

（3）中国的生产 

（4）中国经济的对外影响 

2、海外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评价 

海外对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予以高度评价：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1、中国各种好的资源：尤其是人口资源，智商高，各类劳动力齐全。 

2、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发展技术确实不错，尽管导致腐败等。 

3、中国采用了正确的经济政策。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1、脆弱的金融体系 

2、收入差距 

3、脆弱的国有经济 

4、国际环境——台湾问题、藏独问题、疆独问题 

5、就业 

6、资源与环境 

7、腐败 

8、法律、政治体制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对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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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 

1、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 

2、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3、基本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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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教学目的 

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了解我国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 

教学重点和难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 

学时安排 

3 学时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古代社会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 

1、西方社会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 

2、我国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 

二、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 

1、空想社会主义 

2、科学社会主义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内涵 

（1）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语 

（2）共产主义产生所需要的物质文明基础 

（3）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人的解放 

（4）共产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 

（5）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需要具备很高的生产力条件和社会进步条件 

2、马恩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 

（1）马克思的方法论 

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理论上的难题：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B、没有科学的理论，那有科学的实践 

解决：引入社会实践的范畴（主观和客观、目的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建立历史唯物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2）制度设计 

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总的要求，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 动规律的深刻分析 ，从中

发现发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

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通过科学的抽象把握社会主义的 一般、 基

本的特征。 

社会主义体系： 

价值目标――人的只有而全面的发展（为 大多数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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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体系――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制度安排：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 

3、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诞生 

4、过渡时期 

（1）过渡时期的内涵 

（2）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 

没收、赎买 

（3）对城乡小私有制的改造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实践 

一、苏联的实践 

二、我国的实践 

复习与思考题 

1.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社会是如何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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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践和理论 

教学目的 

学习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了解激进式改革的方式和结果，掌握我国渐进

式改革的进程、特点、基本经验、实质和基本矛盾。 

教学重点和难点 

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进程、特点、基本经验、实质和基本矛盾。 

学时安排：6学时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设计 

二、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形成 

1、十月革命后按马恩设想实施社会主义计划 

2、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军事化和国家强制性 

3、新经济政策 

4、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5、苏联模式的形成 

三、中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形成 

1、毛泽东原先认为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一个短暂或几年的时期（生产力落后，半殖民半封建国

家）。虽有代表建议，《共同纲领》未提社会主义。 

2、在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有人在继续稿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新中国成立至改造完成），无“新民主主义”地位。 

3、过渡时期原定 15 年，实为 3 年。 

4、1956 年前后理论探索的活跃期为“反右”斗争中断，经过自然灾害，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 

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 

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 

1、信息问题 

2、激励问题 

第二节  激进式改革方式 

一、激进式改革方式的内容 

稳定化：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取消优惠贷款；消除预算赤字，减少对企业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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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补贴。 

自由化：除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其它全面放开；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取消和减

少对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 

制度化：引入新的财税制度；引入新的货币银行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的法律

制度尤其是民法体系。 

私有化。 

二、激进式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 

1、激进式改革的理论依据：人不能两部跨越一道鸿沟，资源配置――价格机制――过渡的核

心：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快越好。 

2、具体原因：A、体制相互联系，部分改革不能成功，B、发挥市场作用要求取消行政干预，

新制度需尽快建立 C 快速改革才能使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力量对比上超过旧制度的受益者，D 利用大

选后的蜜月期，加快改革，尽快控制通胀以取信于民。 

3、激进式改革方式的结果 

转型中的衰退，严重程度远超过人们预料，甚至大萧条。 

第三节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一、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一）改革开放的起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和经济特区的建立 

内地的改革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二）价格改革的进程 

1、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计划 

2、价格“双轨制”到市场经济体制 

（三）其它改革 

1、所有制改革 

2、分配 

3、企业制度 

4、政府职能转变 

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 

1、过渡的含义 

2、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要把握的要点 

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化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经验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2、局部推进和整体协调。 

3、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 

4、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5、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结合。经济改革以相对稳定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经济改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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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脱离于政治改革。 

6、初始条件和改革的路径。中国的改革拥有制度前提、物质前提、组织前提和文化前提。 

7、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四、对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评价 

（一）对于改革的基本判断 

1、中国已基本形成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2、2008 年 2 月，已有 77 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

瑞士等发达国家）。 

3、从经济增长绩效来看，中国内地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优于以俄罗斯改革方式为代表的激进式

改革方式。 

五、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矛盾 

（一）改革远完成：市场发育，经济体制的变化，市场机制（双重体制），新问题 

基本矛盾：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摩擦 

（二）改革滞后的领域 

1、基础领域：电讯、铁路、航空、电力、邮政等 

2、国有企业改革（包括金融企业改革） 

3、政府职能转变 

（三）政府过度退出的领域 

1、就业分配领域 

2、教育领域 

3、医疗领域 

六、关于未来改革走向的基本问题 

1、关于改革走向的讨论 

2、改革向制度完善和创新转变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2.阐述原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方式和结果。 

3、阐述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基本经验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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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教学目的 

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依据；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掌握我国当前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依据，理解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

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含义和意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教学难点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我国当

前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依据；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含义和意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

多样化。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及其依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及其依据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的规定性： 

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从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 

2、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依据 

首先，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 

其次，是由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性质决定的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98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的突破 

第一次：“点”型―→“线”型 

第二次：“线”型―→“面”型 

第三次：“面”型―→“体”型 

二、我国改革开放后对所有制结构政策的演化 

三、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依据 

1、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否则会犯“右”的错误）； 

（1）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2）公有制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 

（3）公有制经济是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 

（4）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实现我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共同富

裕的物质保证。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劳动人民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 

2、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否则会犯“左”

的错误）； 

非公有制经济在搞活经济、方便人民生活、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国家税收、吸收外资、引进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

两者对立起来。 

四、正确理解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经济制度） 

1、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 

2、所有制结构是由一定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3、从基本经济制度高度，而不只是从方针政策看待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长期共同发展。 

五、重新界定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的含义 

（一）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 

1.国有经济；2.集体经济；3.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及体现 

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国有制≠公有制 

1.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1）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

（2）注重质的提高；（3）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三）有效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1.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意义 

（1）国有经济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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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国家引导、推动、调

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3）搞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4）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尽

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市场经济条件与计划经济条件的比较）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市场机制进行宏观调节，保持国民经

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二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实现主导作用的方式要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根据

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调整和改革： 

3.正确处理主导作用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1）两种片面倾向： 

（2） 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的不同情况 

六、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其多样化 

（一）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问题的提出 

（二）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内涵与机制 

1.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1）股份制企业的起源与发展 

（2）性质的分析：股份制不同于公有制 

2.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制度安排 

3.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制度安排 

（三）股份合作制 

（1）温州模式；（2）淄博模式（开放）；（3）天河模式（封闭）；（4）诸城模式 

七、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p 115-118 

（一）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 

1.个体经济；2.私营经济；3.外资经济；4.港澳台投资经济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1.根本上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2.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 

3.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必须从实际（生产力状况）出发，而不能从姓“社”姓“资”等抽象原则和概念出发加

以认识； 

（2）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中进行。 

4.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 

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否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四）分清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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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为什么我国要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3.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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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教学目的 

了解资源配置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内涵、基本特征和框架，市场体系的构成及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市场体系的构

成。 

学时安排、 

6 课时 

第一节  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 

一、资源配置的经济学涵义 

1、 资源配置就是采用一定的调节机制，在不同使用者和不同用途之间分配各种经济资源。 

2、合理配置资源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的层次进行，但这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互为条

件、互相依存的。 

二、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 

1、经济机制及其主要内容 

决策机制 

信息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 

2、资源配置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中 重要的是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两种形式。 

三、市场与计划两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 

1、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缺点 

2、计划配置资源的优缺点 

3、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上述两种资源配置形式都是资源调节的手段，都各有其优劣之处，所

以要配合使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配置资源应是 基础性的调节方式。 

四、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耦合：混合经济 

1、什么是混合经济？ 

2、混合经济的基本特征：资源的民间所有与国家所有相结合；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白由竞争

与国家干预相结合。 

3、混合经济或有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模式是多样的、可选择的。 

五、经济体制同经济制度的关系 

1、经济体制是组织和管理经济的一整套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是基本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 

2、在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下，经济体制是可以选择的。体制改革即是重新选择经济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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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路径。 

3、经济体制从其 根本的决策权的归属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集权型与分权型。 

第二节  市场经济 

一、市场、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 

（一）市场 

所谓市场，简单地说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 

（二）市场主体 

市场的参与者称为市场主体，即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它包括自然人、家庭、企

业、社团组织、政府、经济组织的法人。 

（三）市场客体 

市场客体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的交易对象。 

二、市场运行及其条件 

市场运行的正常进行，必须具备以下三大基本条件： 

1.市场选择和分散化决策。 

2.自愿交换和自愿合作。 

3.自利与互利的兼容。 

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一）商品经济及其发展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经济时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两个基本条件:（1）社会分工;

（2）私有制。 

（二）市场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 

1、市场经济是社会配置经济资源（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知识、信息）的一种经济形

式。 

进行资源配置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般应当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资源配置的基础形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则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 

2、市场经济的特征： 产权的确定性。市场活动的自主性。 经济活动的竞争。 经济行为的规

范性。 

四、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 

（一）古典市场经济 

1、特点： 

2、古典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1）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 问题 

（2）市场机制在非完全竞争市场 的作用有限 

（3）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外部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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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或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收入不平等 问题 

（二）现代市场经济及其一般特征 

（1）政府开始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参与市场，借助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间接干预经济; 

（2）财产权更加社会化，现代公司制度凭借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渗透到经济的每个角落; 

（3）完备的经济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 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 

（4）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 成为资源流动和配置的载体。 

（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及其划分 

1、几种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2、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公有制与

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 

规范的市场主体 

完善的市场体系 

间接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内容和特征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五大基本要素：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完

善的市场体系；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特征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 

汲取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 

科学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性 

（一）完整的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 

如果没有成熟和完整的市场体系，残缺失衡的市场将导致竞争不充分、价格扭曲、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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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能自由流动，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1）信息传递受阻，资源流动不畅，市场供求失衡并刚性化，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长期化; 

（2）价格扭曲得不到纠正，价格畸高使部分行业和地区长期获得高额利润，消费者为获得该

类产品和服务不得不支付超高的价格，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得不到提高;另一部分产品价格长期偏

低，导致消费上的惊人浪费; 

（3）价格多轨制的存在（政府计划价、指导价、市场价、黑市价）必将产生权钱交易，滋生

腐败现象; 

（4）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导致非价格机制和非竞争机制配置资源，使经济运行效

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5）资源的不流动，尤其是劳动力不流动，极大地影响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整个经济失去活力。 

(二)生产要素市场对于商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或者这种市场不健全，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信息就较难传递到生产要素

领域，消费需求无法通过这种传递拉动实际的派生需求并获得供给品（劳动力、资金、土地、企业

家才能、技术、信息等），从而消费需求就不能转换成现实的需求并获得满足。没有要素市场，市

场机制就不能渗入到生产要素领域，那么，生产要素按计划统分统配就会合理地存在下去，这样政

企不分、条块分割、产销脱节、供求失衡、计划配给也就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构成 

由于市场要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市场体系的构成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按地域和市场活动范围，市场可划分为地方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 

按商品流通时间和顺序，市场可划分为现货市场 与期货市场 ，批发市场 与零售市场; 

按市场客体的性质，市场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商品市场 和生产要素市场; 等等。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论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各自的长处与短处。 

2.试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什么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个性特征。 

4.构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5.试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特征。 

6.试述生产要素市场的作用。 

7.试述商品市场的特点。 

8.试述生产要素市场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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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教学目的 

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微观基础及其行为方式，我国国有企业需要进行改革的原

因，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难点；掌握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我国国有经济分类改革的战略，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及方向。 

教学重点和难点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和难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我国国有经济分类改革的战略，我国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及方向。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 

一、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概述 

（一）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内涵与构成 

1、广义与狭义的微观经济基础 

2、微观经济基础的构成要素。指狭义微观经济基础即市场主体及其构成，包括：企业，个人，

农户 

（二）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特征 

1、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四个基本特征：平等性，自主性，逐利性，              自发性 

2、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 

（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成条件：明确的产权界定 

1、产权的含义及特征 

2、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产权主体与产权范围的界定 

3、为什说产权界定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成条件？ 

产权界定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范围的确定，对市场主体行为动机的导向以及对市场主体之间的

竞争关系的确立，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 

（一）社会主义企业的演变与类型 

1、社会主义企业演变的历史轨迹 

计划经济时期的演变（1956 年至 1978 年） 

改革开放以后的演变（1978 年至今）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类型 

依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种类的企业。传统思路偏重于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来

划分；现在一般偏重于按企业组织类型的不同来划分。分类是相对的，也是多样的。 

（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与行为选择 

1、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企业为什么存在？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解释。 

2、市场企业制度的变迁：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变化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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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经济中企业行为的选择 

企业的投资行为 

企业的生产行为 

企业的创新行为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经济行为 

（一）市场经济中个人经济行为的一般分析 

1、为什么会有个人经济行为的选择？个人对其经济行为的自由选择对市场经济有何意义？ 

2、个人经济行为的内容 

3、个人经济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经济行为选择 

1、个人消费行为选择：必备的条件与影响的因素； 

2、个人储蓄行为的选择。个人收入一定情况下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消长关系。影响个人储蓄行

为的因素分析。 

3、个人就业行为的选择。实质上是个人在取得收入与享有闲暇之间的博弈。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农户 

（一）农户是中国农村 基本的微观基础 

1、农业为何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 

2、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户的变迁—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3、随着家庭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户越来越成为中国农村 基本的微观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农户的经济行为 

1、从经济行为上看，农户兼有企业与个人行为选择的特征 

2、农户的主体特征与经济行为选择 

农户的两大特征：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合一；劳动者与经营者的合一。 

3、农业规模经营是解决农户低效率生产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国有制的特征及传统行政代理的缺点 

（一）国有制的特征 

1、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代理关系； 

2、国家作为代理人同时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3、政府代理是国有制的逻辑选择； 

4、政府行使公共产权的目标是多元的； 

5、维护这种代理关系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 

（二）传统行政代理的缺点 

1、激励成本较高； 

2、信息成本较高； 

3、行政代理有可能降低约束效率； 

4、难以避免影响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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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企的改革进程 

国有制原来的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 

1、放权让利：有了一些权利和利益，有积极性 

不规范，放收随意；侵蚀国家利益，短期利益 

2、利改税：想要规范 

一对一，加重了负担，且由于宏观经济的变化 

3、承包制：以合同规范责权利 

无法人财产，负盈不负亏；行为短期化；鞭打快牛；一对一；无法保证政企分开；宏观上妨碍

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国有企业进入市场面临的障碍 

1、政府的多元目标与要求政府以利润目标经营国有资产的矛盾； 

2、国有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确立排他性的法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 

四、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 

（一）氏族（部落） 

（二）家庭（包括奴隶主庄园、封建主庄园） 

自耕农、手工业作坊 

制度及缺点： 

（1）劳动者所有制，工具是经验和技巧，学徒、帮工只能帮忙，尽管温情脉脉，实际上限制

了生产规模。 

（2）劳动者控制生产过程，脑体未分工，管理、决策水平低下。 

（三）传统企业 

1、出现过程 

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手工业作坊的分化，不多，行会的限制。 

手工业利润高，贵族、大商人等购买原料让贫穷但未破产的手工 业者加工，给加工费。缺点：

周转慢、工期长、效率低、质量未能保证。于是购买生产资料、雇佣破产的手工业者在一起劳动，

手工工场出现；合伙制企业所及出现。 

2、制度及创新 

（1）资本家（业主）所有制，扩大规模。 

协作出现：节省生产资料，新的集体力，劳动的 连续性和多面性，不同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扩大劳动范围。 

（2）分工：从事局部劳动，适合；积累经验，改进技术，提高劳动强度，减少非劳动消耗，

机器出现。 

3、资本家控制生产过程：专门指挥的出现 

4、传统企业的缺点 

规模有限（受个人财力的限制，合伙也如此），风险大； 

易失误，虽迅速。 

（四）近代公司 

1、近代公司的出现 

2、近代公司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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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及创新 

（1）企业财产所有权 

（2）组织结构 

4、近代公司的缺点 

（五）现代公司（企业）制度 

1、出现过程：经理革命 

2、制度及创新：经理人员的职业化 

五、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 

1、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 

2、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 

3、竞争性大型企业宜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 

4、中小国有企业宜放活。 

六、竞争性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一）、国有资产的第一层次授权经营：所有权主体行为资本化 

政府职能分解：所有权、行政权、调控权――目标、作用方式、法律依据、遵循的原则 

（二）、国有资产的第二层次授权经营：国有股股权分散化 

（三）、国有资产的第三层次授权经营：公司产权独立化 

（四）、国有资产的第四层次授权经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高效化 

第三节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委托人问题 

（1）委托人对企业的权利具有超经济性质，行政目标而非利润目标，不必承担资产责任； 

（2）委托人不是国有资本的所有权人，企业利润不能落实到作为自然人的所有者身上，不承

担资产责任； 

（3）委托代理制下的多重委托，层层都代表所有者，层层都不是终极所有者，使所有者抽象

化，难以承担资产责任。 

2.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变化 

（1）1988 年 8 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成立。其目的是适应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

造的需要，通过政资分开 终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

资产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及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法人财产权真正落实，实现国有资本在市场的公

平竞争中保值增值。 

（2）1998 年 8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被撤销。因为目的未达到，具体原

因： 

（3）2002 年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进行战略部署 

（4）2003 年 4 月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继续解决 1988 年所要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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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 

2003 年 4 月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两级出资者、三结合式管理、三层次经管框架与

两层次经营管理框架相结合，以及三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设置常常被看作新的国资管理体系的精髓

所在。 

新建国资委与原有国资局有本质区别： 

1.两级出资者，即坚持国有资产由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规定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履

行出资者职责，中央与地方均享有受益权；原国资局中央政府履行出资者职责，在实行分级管理时，

地方政府不能享受到资产受益权。 

2.三结合，即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发挥国资委的权威作用；原国资局出现“五龙治水”

（计委、经贸委、劳动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大企业工委）。 

3. “三层经管框架与两层经管框架相结合”，大多数企业的国有资产可通过国资投资经营公

司管理，少数企业的国有资产也可由国资委直接管理；原国资局采取三层经营管理框架。 

4.三级国资管理机构设置是指中央政府、省、市（地）三级设立国资监管机构；原国资局关于

国资监管机构设到哪一级无明确规定。 

（三）解决国有所有权集中化与股权应该分散化的矛盾——建立相互独立的竞争性的控股公司 

1.控股公司的经济地位：二重性 

（1）在它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是所有者，它是经营者，国家享有所有权，它享有经营权； 

（2）在它与下属企业的关系中，它是所有者，企业是经营者 ，它享有所有权，下属企业享有

经营权。 

2.组建国有企业控股公司的意义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明确的产权界定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成条件？ 

2.试分析中国农户经营的利弊，你认为应当如何改进？ 

3.国有经济进入市场会遇到什么问题？ 

4、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5、试阐述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 

6、如何使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7、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如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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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 

教学目的 

掌握国民收入及其相关概念、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掌握按劳分配的实质、基本要求

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内涵、原因，收入差距的度量、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演

变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及其关系，社会保障的涵义、功能和主要内容，如何完善我国的

社会保障体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内涵、原因，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及其关系，

社会保障的功能。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分配 

一、国民收入及其相关概念 

1、关于国民收入的两种定义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 MPS 核算体系的理解 

——社会总产品（实物形态、价值形态） 

C+V+M 

——国民收入（实物形态、价值形态） 

V+M 

（2）现代经济学和 SNA 核算体系的理解 

——广义的国民收入：总产出 

GNP 或 GDP 

——狭义的国民收入：要素报酬总额 

NI 

2、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 

（1）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区别：A、国民原则与国土原则 

B、收入概念与生产概念 

——联系：GNP=GDP+国外净要素收入 

（2）国民生产净值（NNP）： 

GNP-折旧=NNP 

（3）国民收入（NI）： 

NNP-（间接税-政府补贴）=NI 

（4）个人收入（PI）：NI-（企业所得税+企业未分配利润+社会保障金）+转移支付=个人收入

（PI） 

（5）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PI-个人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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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 

2、国民账户体系（SNA） 

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1、MPS 体系与 SNA 体系的不同理解 

2、SNA 体系中的初次分配 

——劳动收入 

——资本收入 

——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租金收入 

——技术、专利以及其它知识产权收入 

——管理者报酬 

3、再分配的理由 

（1）控制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2）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者职能的需要 

（3）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 

（4）协调地区和行业发展的需要 

（5）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需要 

4、再分配的手段 

（1）征税 

（2）财政转移支付 

四、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 

1、功能收入分配的内涵 

2、规模收入分配的内涵 

3、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的区别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一、按劳分配原则 

（一）按劳分配的实质 

1.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定义 

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方式，它一方面反映了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

另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和与此联系的劳动者之间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 

2.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 

（1）按劳分配所依据的是劳动，排除客观因素如土地、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影响； 

（2）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以提供的劳动（包括劳动数量和质量）作为获取个人消费品

的惟一尺度； 

（3）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即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生产资料和用于社会和劳动者

共同需要部分后，剩余的部分；（六项扣除后剩余的部分）p119 

（4）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在质上是符合社会需要，被社会承认的劳动，在量上是社会平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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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 

 

C＋V＋M 

生产性扣除 非生产性扣除 

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维

持简单再生产 

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

保险基金 

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 

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满足公共需要的部分，如兴建学校和保

健设施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 

3.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性 

（1）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它排除了不利于人民的分配方式； 

（2）旧式分工存在以及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是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它排除了平均分配

的方式； 

（3）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是按劳分配的根本条件或物质基础，它排除了按需分配方式。 

4.按劳分配的实质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

质。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消灭剥削，反对平均主义，承认能力和贡献上的差别及其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而按劳分配的形式即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分配的方式则涉及的只是这一原则的实现方式问题，

与实质不同）。P 123 

5.实行按劳分配的意义 

（1）劳动代替资本，成为人们占有社会产品和获得收入的唯一依据，体现平等关系； 

（2）承认个人能力和利益差别是个人天然权利，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的“经济人”身份

（劳动者的劳动与收入挂钩），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3）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按劳分配要求不同的个人和企业之间具有明确的利益边界和产权边界，

为公有制产权的明晰化和经营行为的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 

1.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 

（1）集体所有制内部的按劳分配通过劳动的直接计量实现的；国有经济的按劳分配通过国家

与企业的分配和企业内部的分配两个主要环节实现的。 

国有经济的按劳分配。 

a.国家与企业的分配 

国家以政权机关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两种身份与企业发生关系。国家作为政权机关以政治上层建

筑和公共的行政权力的身份，以税收这种无偿、强制的形式参与企业分配过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

所有者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实质上就是所有权收益，它在现实中体现为上缴利润、承包和租赁收入、

国有股权的股息等多种形式（形式上与私有企业一样，但本质上与私有企业不同）。 

b.企业内部的分配 

在对企业内部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之前，企业的自有收入首先要分解为积累和消费两个部分，

积累部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消费部分构成了按劳分配的对象。 

（2）按劳分配与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 

按劳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劳动成果和报酬的计量，而劳动成果和报酬的计量在现实中又是与产权

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企业内部看，只有在合理的产权结构下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后，有效的监督和计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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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保证（若产权关系不清，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出现收入分配中重

消费、轻积累的短期化倾向）；从企业外部看，国家对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劳动报酬的计量涉

及国家与企业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若产权关系不清，企业经济效益无法与

其劳动质量对称，也会出现内部人控制）。 

（3）按劳分配与劳动力市场 

按劳分配 ——企业内部劳动的计量和监督——劳动力市场 

技术根据：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劳动者经常性流动（——劳动力市场）。 

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劳动者都是相对独立的产权主体（生产资料产权和劳

动力产权），具有不同经济利益，需要双向选择（——劳动力市场）。 

2.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市场型按劳分配的特点） 

（1）按劳分配只能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作为分配对象； 

（2）等量劳动领取消费品的原则不可能在全社会公有制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劳动者的个

人收入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劳动贡献，而且取决于所在企业的经营成果； 

（3）作为按劳分配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支出，而且包括管

理和经营等特殊形式的劳动； 

（4）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主体，但不是唯一的分配原则； 

（5）按劳分配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形式来实现。 

3.对象（大小）：V和 M的一部分 

二、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一）多种分配方式的形成——所有制结构变化 

（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1.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涵 

（1）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质 

（2）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量 

2.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1）结合的原因 

a.所有制结构决定 

b.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c.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2）“结合”的含义 

a.并存（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b. 结合点：人力要素（公有制企业内部） 

3.要素价值论的错误 

（1）混同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2）混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3）混淆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是物质条件，只有当它被资本家用作

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时，才变成资本。 

4.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依据 

（1）需分清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的界限。技术、管理与资本不都是非劳动要

素。技术指技术工作时是复杂劳动，指技术成果或技术在生产中应用时是非劳动要素；管理指管理

工作时是高级指挥劳动；资本是非劳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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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以要素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要素须有占有主体）。 

（3）生产要素所有权只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条件，但其分配收入量大小需以产出量为

前提（蛋糕的大小）。 

（4）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要以不同生产要素掌握在不同主体手中为前提。若各种生产

要素为同一主体所有，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不会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 

（5）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指什么？生产要素的贡献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

职工的劳动、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的劳动，这类生产要素的贡献是通过生产劳动既创造作为使用价

值的财富，也创造出凝结于产品中的价值。另一类是作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资本等是劳动创造财富

和价值的必要条件。 

三、改革开放前后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 

（一）改革开放前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 

单一的“按劳分配”模式 

（二）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1.落实按劳分配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 

2.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并存） 

3.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不断完善分配结构 

（1）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问题的提出 

（2）十六大关于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主要贡献 

四、两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差距 

（一）按劳分配与收入差距 

1.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格格不入 

2.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收入差距 

1.要素参与分配与收入差距 

2.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高回报 

3.“有知(智）者”先富 

五、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总体状况:差距明显扩大 

（一）差距越来越大 

1.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 

2.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地区间差距扩大 

4.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5.居民财富占有差距扩大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素 

1.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实行，且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参与分

配； 

2.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基础通过市场竞争来分配收入； 

3.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同地区、行业、社会阶层、个人、城乡面临不同的发展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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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差距扩大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素 p142 

1.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 

2.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3.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如：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教育公平得不到保

障；平等的健康权利没有实现。 

（四）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根源：要素市场不健全 

（五）关注社会公平，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1.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解决当前我国收

入分配问题的出发点。 

2.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

配的监管，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使收入分配与市场机制接轨。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4.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5.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6.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7.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民增收幅度。 

六、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 

（一）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公平”与“效率”的涵义界定 

(1)经济学意义上公平的涵义 

理论层面指起点公平（生产资料公有制）、规则公平（按劳分配）、结果公平； 

实践层面指起点（权利与机会）、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 

现阶段公平原则的含义：等价交换的公平；权利的公平；劳动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2)效率的涵义 

效率涉及的是经济增长与增长速度的问题。效率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考察。 

2.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认识 

（1）相互促进；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讨论 

（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1.党中央的认识不断深化 

2.全面正确理解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需要强调几点内容 

（1）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认识混为一谈； 

（2）公平是具体的、相对的、历史的。当前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3）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认识不能局限在收入分配这样一个狭隘领域，而是涉及了社会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司法、行政、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4）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既坚持了生产力的首要性这一唯物史

观的基本观点，又强调了以人为本、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标，体现了目标和手段的辩证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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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经济市场化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一）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1、传统的劳动者保障的发展 

传统的劳动者保障沿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萌芽时期（原始社会末期），与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人们必须共同生产、

共同享受，共饱或同饥。 

（2）慈善时期（一直到自然经济社会末期），一方面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出

现了贫富分化，富人出于各种功利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动机，往往居高临下地进行施舍，这就是世俗

的或宗教的慈善事业。 

（3）济贫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由于社会上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间慈善事业显然

是杯水车薪，因此，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济贫事业，其典型是英国 1601 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 

2、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2）形成时期（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 

（3）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4）成熟时期（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作用 

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社会保障收入手段 是市场经济国家介入国民收入分配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2、社会保障支出手段 是国家用以调控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稳定器 

3、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向 是国家用以调节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和特征 

（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 

所谓社会保障 （英语为“social security” ，直译为“ 社会安全” ），指国家依据一定的

法律和法规，在劳动者或全体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社会诸项困难时，向

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或帮助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等三个部分 

1、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指劳动者及其家属由于生育、年老、疾病、工伤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从而

失去生活来源时，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社会制度。 

社会保险主要包括: 养老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生育社会

保险，其他社会保险 

2、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 是劳动者在其不能维持 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权要求国家

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 低生活需求的资金和实物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救助一般包括 自然灾害救助、失业救助、孤寡病残救助和城乡困难户救助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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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 是由国家或社会为立法或政策范围内的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旨在保证一定的生活

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障形式。 

社会福利偏重于提供福利设施和福利服务 ，不带任何前提条件地给予每一位符合规定的公民，

囊括了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保障内容。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特征 

1、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性 

2、社会保障体系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3、社会保障体系的共济性 

4、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性 

三、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一）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2、国有企业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劳动力市场化为社会保障提出新课题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新世纪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迫切需要 

5、组织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原则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明确以下几方面原则: 

第一，社会保障水平既要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又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社会保障既要体现公平又要体现效率。 

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也必须具有阶段性。 

在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个目标时，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 

1、 基本社会保障的标准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脱离

实际追求高水平 

2、 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 

3、 认真抓好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制建设 

4、建立社会化的科学管理体制，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收缴、支付及运营的规范化、制度化 

（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1、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较窄，覆盖面小、项目不全，而且没有实现社会统筹，部分退休职工

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2、社会保障的收缴缺乏强制性，收缴困难 

3、是现行保险费用的以收定支、现收现支，缺乏必要的积累 

4、社会化程度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统一的立法 （五）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过大，地区

差别明显 

5、失业保险中存在的问题 

6、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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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根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

系，已是当务之急。针对以上情况，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调整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 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3、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4、 强化城市居民 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作用 

5、 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和监督 

6、 实现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 

（六）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1、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第一、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 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迫切要求 

第三、 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要求。 

2、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养老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

会救济。 社会福利。 社会优抚。 

3、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 

（2）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尽合理，未能体现全社会的责任。 

（3）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 

（4）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不够科学化与规范。 

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 

要加速建设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少，直接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 

（2）加大投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3）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资金问题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 

（4）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5）在具体操作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原则。 

复习与思考题 

1．阐述按劳分配的实质和意义。 

2．我国为什么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3．如何缩小我国的收入差距？ 

4．试阐述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5.试述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6.试述社会保障体系的特征。 

7.试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8.如何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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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教学目的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

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原因和对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我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与优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内涵不同：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国 GDP 绝对量的增加，实现是经济总量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是指一国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经济社会结构比例的优化和高级化，实质是

经济质量的提高。 

2. 包容的关系(一致性) 

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的内容，没有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空中楼阁，经济增

长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包含经济增长，有发展肯定有增长，而且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增长速度。 

3.有区别或矛盾性 

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在比例失调情况下，加快增长速度，只会使比例更失调。经济结构恶化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1.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 

2.劳动力 

3.资本 

4.技术 

5.结构变化 

6.制度安排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历史变迁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增

长。从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

投资、出口。从供给推动型经济增长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

度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经济增长基本理论框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地位是不同的。 

1.在 1977－1997 年间，由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制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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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在三个推动力中就上升为主要方面，通过改革建立新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

展的主旋律，这时的经济增长也可以称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 

2. 1998 年开始，我国告别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的经济发展新时期，特别是通货紧缩的出现，

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需求不足。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及时转换了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源，扩张需求拉动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时的经济增长就可以称为

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3.从 2005 年开始，我国又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为了防止出现经济发展的大幅波动，我国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对投资的过度增长采取了有保有压的适时控制，投资需

求的增长趋缓，但我国的外贸出口却大幅增长 。这时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外贸出口需求拉动型的。 

注意：在需求拉动的三驾马车中，唯独只有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持续下降的（只有 45%）。 

（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双重转型 

1.从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向国内居民的消费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转变（——一重转

型）。 

从我国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矛盾来看，无论是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还是

外贸出口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都将在今后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的动力源。

这是因为：（1）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其所生产出来的 终产品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

化。在目前我国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的扩大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抑制经济增长。（2）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一个

发展中的大国走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近几年我国外贸的快速发

展，已经导致世界各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案连续 9 年居世界 高，外贸磨擦不断加剧。（3）从我国经

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希望外贸出口能长期

持续快速扩大是不现实的。 

可见，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内，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就必须适时

地从目前的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和外贸出口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向国内居民消费为

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 

2.在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更主要地来自于结构优化推动的经济增

长（——二重转型）。这是因为： 

（1）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看，解决结构不平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 

（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 

（2）从中国经济运行的环境来看，新世纪的客观经济环境发生了两个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一

是经济的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必须放在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中寻求发展；二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

中国经济必须放弃传统工业化道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这三元经济结构中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这意味着全球化、知识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结构。 

a.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出口）来解决；资源

的供给瓶颈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来缓解；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特别是跨国公司

进入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体制和观念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 

b.在知识化的条件下，通过发展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可以快速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推动快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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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战略目标 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宣告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同时，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概念，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党心民心，它有利于动员全

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目标体系，它涵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各个方面。 

（1）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综合

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

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趋势逐步扭

转。 

（2）全国人民不仅实现温饱，而且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劳动者就

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3）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能够充分享受健康向上、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各种文化娱乐。 

（4）在保证人民群众个人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福

利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5）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且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和健康素质也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

疗卫生体系。基本普及高中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6）在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同时，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消

耗率显著降低，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人口增长很好地得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推动

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7）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的

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 

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 2020 年必须完成以下 10 项指标 。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3000 美元。 

（2）按 2000 年不变价计算（以下相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00 元。 

（3）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 8000 元。 

（4）恩格尔系数低于 40% 。 

（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 

（6）城镇化率超过 50% 。 

（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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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学入学率 20% 。 

（9）每千人医生数 2.8 人。 

（10）城镇居民 低生活保障率 95% 以上。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各地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那么，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呢? 

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四平八稳，始终均衡地发展，而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再从

不平衡到平衡，波浪式、跳跃式发展。 

第二，本世纪上半叶 50 年内，前 20 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 30 年工

作重心转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上来。 

第三，要牢固树立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即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 

第三节  科教兴国战略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古代社会组织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消耗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劳动；人的经验逐渐积累，

并系统化为科学技术，作用已很明显。 

近代社会：革新生产工具，科学知识物化，科技已成独立力量，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第一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两次产业革命。 

20 世纪，尤其战后，科技突飞猛进，成为 重要的推动力量：量上：发达国家，上世纪初，5

－20％；中叶，50％；80 年代，60－80％。质上：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管理等。第三次科技革

命――第三次产业革命。 

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及其机遇和挑战 

出现及提出过程：工业社会以来，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反映在人们的

头脑中。 

1912 年：熊彼特（德国），资的发展关键非资本和劳动力，为创新（关键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

使用和传播）。 

1957 年，索罗（美），1909－1949，美非农劳动生产力翻一番，技术贡献 87.5％。 

1962 年，马克卢普：知识产业（教育、研究开发、传播业、信息设备服务等）。 

1973：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围绕知识组织起来），影响大。 

1980：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农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信息化浪潮，信息革命――

巨变；1990：《权力的转移》：进入信息时代，主宰力量由金钱转向知识，提出了和今天一样的有关

知识的含义、原理、观念、能力等。其它学者进一步研究。 

90 年代初，美阿斯奔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办信息探索研究所，出版《1993－1994 年鉴》中，

以《知识经济：21 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发表了 6 篇论文，从 6 个不同的方面审视了明天

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 

90 年代初，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也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 

199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 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全面系统的阐述了

知识经济，明确的定义：建立在知识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特征：科学技术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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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基础；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地位；服务业――主要角色；人的素质和技能――先决

条件。 

1997 年，克林顿在公开演讲中采用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我们迈向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需要一

种新的战略，实现教育领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对发达国家：技术日新月异、目不暇接；全新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好，尤其是技术

高度发达，这样它可以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挑战：A 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

一日千里，稍不留意，即被落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B、财力限制，得不到新技术；C 使用发达

国家淘汰的技术；D 先进技术是否符合需要。 

三、科教兴国战略 

（一）提出过程：1992 年：十四大：必须把经济建设转道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

轨道上来。 

1993 年，中共、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5 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江

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996，人大八届四次会议，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十五大重申。 

（二）战略 

1 加快科技进步 

2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3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第四节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 

（一）两种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 

粗放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 是指在生产要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

通过扩大生产场地、添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质 就是

以数量和速度的增长为中心。 

集约型增长方式 ，是指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

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等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

长方式实质 就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 

（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意义 

（1）可以节省资金和资源的消耗，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率，从而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同资源

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的矛盾。 

（2）可以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消费品的品种，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需要，更

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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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实现

可持续发展。 

（4）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参与国际竞争

的能力。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的关系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集约型

增长的经济运行机制 。 

1、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找不到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著。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方

式的改变是在市场制度诱导和驱动下自然、历史的演进过程。 

2、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机制： 

阶段必经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A要素供应充足、价格低 B 生产手段不行，技术、管理等 

体制内生论： 

3 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体制条件： 

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从我国和苏联的经验看，如下：增长目标―→增长方式―→体制―→微观基础（制约）。反过

来，又都会发生反作用。 

（四）对策 

（1）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 

（2）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 

（3）有利于公平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 

（4）有利于实现集约化增长的宏观调控机制。 

第五节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动与优化 

一、产业结构演化：合理化与高度化 

（一）产业分类与产业结构 
产业分类方法: 
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 
农轻重产业分类法 
霍夫曼的产业分类法 
三次产业分类法 
生产要素集约分类法 
产业地位分类法 
标准产业分类法 
（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 
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地位变动规律 
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规律 
主导产业转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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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产业结构协调平衡发展，产业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并满足

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产业结构合理

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趋向协调平衡的过程，主要是产

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的要求。 
第九章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高度化又称高级化，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

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这是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重工业化规律、生产要

素密集型产业地位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规律、主导产业转换规律共同作用的

结果。 
（四）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优化升级 
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转变 ,但我国产业结

构中还存在的许多问题 。 
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1、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2、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3、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二、区域结构协调发展与优化 

（一）区域与区域结构的概念 
区域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和结合状况，它也是国民经济结构

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 
梯度发展的规律 
发展极——增长点的理论 
（三）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现状与问题 
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淡化 
（四）区域结构协调发展与西部大开发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

的过程。 
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其思路和重点在于： 
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力争在十年内使西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把中部潜在的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市

场优势。 
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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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进入人均 GDP 为 1000 至 3000 美元

的发展敏感期； 

2、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3、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我们转变发展观念； 

4、以往的各种经验教训促使我们实施新的战略决策； 

5、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 

二、从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演变 

1、第一阶段（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把发展理解为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强

调经济增长，并几乎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2、第二阶段（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将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

革的统一，即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经济增长过程。 

3、第三阶段（始于 1972 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认识上更加注重发

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提出并逐步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 

4、第四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将发展看作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

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广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全球取得共识。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2003 年 10 月 14 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

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在当前提出科学发展观，从历史上回顾它的由来和提出，对提高学习自

觉性，增强落实的责任感很有必要。 

1、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1）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 

（3）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宗旨和 新的执政理念。 

2、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

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 

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 

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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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3、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重要的是在领导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时，在制定发

展战略、实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即要

统筹兼顾。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要努力做到“五

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

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内容 。 

（1）统筹城乡发展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通过工业反辅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第四.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形成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机制； 

第五.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 

第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第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2）统筹区域发展 

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克服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片面观念，树立在经济增

长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加快社会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社会领域改革和体制创新。 

（4）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首先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 

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要加大保护力度。 

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 

（5）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

拓展发展空间。 

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建立完善的内外政策协调机制，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发展 

（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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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2006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表明中央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进一步深化。 

2.又好又快的实质：就是科学的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3.落实“又好又快”方针 

（1）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2） 重要的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障碍。 

（二）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 

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3.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4.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5.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6.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就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是什么? 

3.我国为社么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4.阐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5.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关系? 

6.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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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和特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理解我国对外开放的

长期性，理解我国对外开放的多层次和多渠道，我国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我国应对经济安

全挑战的原则和对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我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必要性，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的关系。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地相互交织、相

互融合，逐渐组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

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为明显的事实，并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发展较为迅速的高潮

时期。 

（一）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 

可以说，从 15 世纪开始到 18 世纪中叶，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初步建立，已有经济全球化的萌

芽了。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 70 年代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

系基本建立，经济全球化形成了第一次浪潮。 

（二）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才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潮。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

在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客观需要 

（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制度创新、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调整等

因素，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动因，是从 60 年代后期开

始加速的技术创新。 

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根源 

（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根源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市场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发展的具体原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原因有: 

1.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2.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器。 

3.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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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强化的国际经济规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5.各国政府积极和广泛的参与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保证。 

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世界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 

2、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的资源配置 

3、全新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 

4、金融市场急剧膨胀，全球化的金融大市场正在形成 

5、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全球化特点主要体现在: 

1、国际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范围的增长是全球化的直接表现: 

2、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是全球化的关键; 

3、产品内部专业化分工是全球化的核心; 

4、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行为主体; 

5、科技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6、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国际性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协调者。 

四、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为消除各国政府彼此间的贸易壁垒以及阻碍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的歧视性经济政策，要求参与国应将其原有的某些经济领域中的国家主权部分或全部

地让渡给共同建设起来的国际性机构，并通过签订一系列的协议和条约形成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和

行政管理能力的国际性经济组织，从而在其成员国之间达成权利与义务平衡。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所出现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是经济一体化

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而经济一体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保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不能将他们等同视之，更不可以混为一体。 

五、地区经济一体化 

（一）表现 

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现状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全球性一体化和

地区性一体化。 

地区性一体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地区性一体化组织数量在增多 

二是原有的规模在扩大 

三是地区性一体化的程度在加深 

（二）促进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因素 

首先是各国寻求新的发展的结果。 

其次相邻近的地理位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由于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国际化分工日益加强，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

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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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是当代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

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具有两方面作用： 

一方面，它加强了集团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使它们之间的国际分工更加精细，协作更为密

切，从而对各国经济发展以致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个地区性的经济集团虽然不是封闭性的，但毕竟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存在着

差别待遇，使非成员国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必将对今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

为: 

1.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3.地区经济一体化将促进区域政治联盟成为可能。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上述三方面，还应包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私人直接

投资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等，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矛盾 

1.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松散联盟，导致成员国内部矛盾重重。 

2.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国家主权面临挑战。 

3.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六、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政治经济与各国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 

（四）经济全球化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五）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途径 

七、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 

（一）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二）金融对外开放并日趋国际化，有可能给国内带来较大金融风险 

（三）不尽合理的外贸结构难以防御世界经济波动 

（四）经济全球化会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 

（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环境压力 

八、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一）加入 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 

（三）逐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 

（四）增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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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的对外开放 

一、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1、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获得国际分工基础上带来的经济利益 

2、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分享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 

3、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摆脱贫穷落后 

4、实现我国经济跳跃式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二）对外开放的长期性和多样性 

根据邓小平思想，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

式把对外开放定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就该国策的基本内容而言，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

时间的长期性;其二，内容的丰富性。 

从时间上讲，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长期性。 

从内容上讲，我国对外开放具有多样性。 

1.我国对外开放是多渠道的。 

2.我国对外开放是多元化和全方位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多层次 

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由东而西、由南而北五个层次的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稳步发展

的战略，即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边疆民族地区： 

（一）经济特区 

（二）沿海开放城市 

（三）沿海经济开发区 

（四）沿江和内陆城市开放区 

（五）沿边对外开放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多渠道 

（一）对外贸易 

对外开放的多渠道主要是指，通过商品、资金、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交流，实现生产

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 

对外贸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买卖，它

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对外贸易是国家商业的一部分，是国内商业向国外或地区的延

伸和扩大。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丰富国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2）国家外汇资金的重要来源。 

（3）促进国内经济市场化。 

对外贸易的原则：我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平等互利的原则。 

对外贸易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 易货贸易；补偿贸易；转手贸易。 

（二）对外资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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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主要是利用外国政府资金、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国外私人银行和企业的资金、本国侨

民的资金、本国银行吸收的国外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吸引的外资等。 

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 

1.国家信贷。 

2.私人信贷。 

3.国外存款。 

4.国际债券。 

5.直接投资。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我们必须合理地确定使

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方向： 

1.合理地利用外资的总量规模。 

2.合理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 

3.合理利用外资的地域投向。 

4.有效利用外资，提高经济效益。 

引进外资的作用 ： 

1.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3.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三）对外科技交流 

对外科学技术交流是指科学技术引进或出口。 

科技引进的方式有两大类:贸易性和非贸易性。 

非贸易性形式有:国际学术会议、科技人员互访、聘请外国专家讲学、派遣留学生、各国研究

机构交流文献、情报和举办外国设备展览会等。 

贸易性形式有:许可证贸易，其中包括专利许可、技术许可、商标许可;咨询服务;进口成套设

备等。科技引进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选择 佳引进方式，以便取得 佳经

济效益。 

科技引进的原则 

1.引进尖端技术、 新技术和适用技术相结合。 

2.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相结合。 

（四）对外人员交流 

在国际市场上，人员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外承包。 

2.对外劳务合作。 

3.引进外国智力。 

（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向国外直接投资（到国外开办企业）。 

我国对外投资有其重要意义:单纯科技引进往往受到科技输出国的种种限制，国外投资则易于

避此弊端，填补单纯引进的不足，有利于利用外国资源，调剂国内余缺;有利于带动国内设备和材

料出口，扩大创汇;有利于吸收利息和股票，培养和锻炼开放型人才。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多元化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多元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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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元性开放; 

二是对世界不同经济组织的开放; 

三是对区域经济组织的开放。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有利于推行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集团的消极影响，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保持我国外贸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因此，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开放 ： 

1、巩固和发展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和欧盟市场 

2、努力开拓东欧、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市场 

3、大力开发和培育发展中国家市场 

（二）对世界不同经济组织的开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也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

的三个接触点。 

（三）对区域经济组织的开放 

区域经济组织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地区经济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 1989 年 11 月。中国于 1991 年 10 月同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正式加入该组

织。目前该组织有成员 21 名。 

五、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 

（一）经济安全的内涵与表现 

1.经济安全的内涵 

经济安全是与经济不安全即经济风险相对应的。在对外开放和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利

益与风险从来就是并存的。所谓经济安全，即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本国根本经济利益不受损害或威胁。 

2.对外开放可能导致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公司在本质上是反对国家干预的。由于其

实行全球化经营，要求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实现自由化，因此国家主权必定由于经济全

球化而遭到削弱。 

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对外贸易规模扩大，贸易依存度上升，如果缺乏对外贸易主导权，

世界经济波动就会传导到国内，使本国经济运行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无法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在利用外资方面，跨国并购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企

业，跨国公司实力强大，并购操作经验也非常丰富，其中的许多并购，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商

业经济范围，并影响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在金融领域，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扩大，一旦国际金融市场与货币

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或出现资本项目逆差和国际收支恶化等情况，就可能触发金融安全问题。 

（二）应对经济安全的原则与策略 

1.原则（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经济安全问题是在对外开放和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对外开放和参加经

济全球化是顺应国际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战略措施； 

（2）应对经济安全问题也只能以继续对外开放和深入参加经济全球化为前提，而不能因为对

外开放可能产生经济安全问题，就简单排斥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做旁观者，因噎废食。 

（3）当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开放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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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时，对外开放应该服从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要求，做出调整。调整对外开放的措施和具体政策，

不等于回归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等于排斥对外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根

本经济利益。 

2.对策 

（1）坚持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贸易、投资、金融

的自由化进程，把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与有效监管结合起来。 

（2）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改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水平，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

易强国，增强对外贸易主导权。 

（3）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把积极合理有效地吸收外资与改善外资监管结合起来，调

整外资产业政策，防范外资并购造成市场垄断。 

（4）完善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复习与思考题 

1.市场经济全球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何在? 

3.试述市场经济全球化带给我国的机遇和挑战。 

4.如何理解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5.我国对外开放的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元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6.我国如何应对对外开放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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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 

教学目的 

理解市场经济下政府调节的内涵、必要性和方式，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和内容，理解微观

经济政策的内容，各项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政府调节的方式，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微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各项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学时安排 

6 学时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调节及其必要性 

一、政府调节的范围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主要是宏观经济管理，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同时也应包

括一定范围的中观和微观经济。 

宏观经济是指总量经济 ，包括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供给与总需求、总

量指标及其关系等。 

微观经济是指个量经济 ，包括单个企业、单个家庭及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 

介于总量经济与个量经济之间的是地方和某一领域的经济，人们将其称为中观经济 。 

地方经济 是由地方经济管理部门来管理，而地方管理部门属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一级机构。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 是指政府站在国家的高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与控制，是政府对国民经

济所实行的总体管理。 

宏观经济调控的任务主要是: 

第一，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 

第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 

第三，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处于重要地位，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发挥着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它的宏观调控经济职能根源于现代化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具体指: 

（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二）是协调社会各方面经济利益的需要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根本目标的需要 

（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五）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以

下方面: 

（1）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 

（2）提供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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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理单个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4）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运行根本目标的有力保障。 

（5）赶超先进国家，实现跳跃式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的职责是，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努力解决好那些市场机制解决不好和解决不了的问题。具

体地讲，政府的作用在于决策、计划、调控、组织、服务和监督等方面。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决策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

重大方针政策，对资源开发、技术改革、智力开发的全局方案，对重要经济法规的制定、全局性的

比例关系、重大建设项目，对国家预算和消费水平的增长等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做出决定。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计划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如长期规划，五年计划等全国性的经济计划。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调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

求、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 调控人、财、物的流向; 调控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力布局; 调

控对外经济往来，以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发展经济的重大决策和国家计划，直接参与某些

经济活动，组织和布置重点工程和重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政府的宏观服务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2）给企业、个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政府的宏观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检查和引导企业、个人遵纪守法，将企业和个人利益与社会

利益统一起来，防止企业和个人采取不正当的经济行为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间接经济调控为主的方式 

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分中央和地方两级。 

中央调控是中央政府根据所要实现的全社会的战略目标、重点，通过市场对全国各地区、各部

门供求状况的调控。 

地方调控则是地方政府根据国家计划和地方发展计划，通过市场对地区及地方各部门的供求状

况的调控。 

国家对市场的间接调控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商品供求状况，向市场输入经济参数的调

控。 

所谓经济参数 是国家使市场输出一个预期值，向市场输入的可控变量。 

经济参数可分为作为基本参数的价格和作为调节参数的税率、利率等两类。 

这两类参数又可细分为三种。 

1.市场决定的参数，如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这类参数一般应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不能对其

进行直接干预。 

2.政府决定的参数，如税率、预算、国家公债发行等。这类参数通常是在不损害平等竞争原则

的前提下由政府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 

3.政府与市场共同决定的参数，如货币供应量、工资率、利息率、汇率等，这类参数是在市场

供求关系的基础上，由政府通过它所掌握的调节参数进行调控。 

国家间接调控市场的作用过程。 

市场引导企业，首先是对部门的影响，尔后通过部门作用于企业，引导企业发展。可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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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过程，具体地讲就是，国家通过经济参数调节市场，市场作用于部门，

引导企业发展的过程。 

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计划 主要是分析、预测、规划、指导、补充和监督社会经济的发

展，一般不再下达各种微观指令，不再具体去分钱、分物、分劳动力、批项目等。 

国家计划 是指在认识社会及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国家计划可分为战略规划、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 三种。 

1.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指的是国家确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完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

务及其需要采取的重大措施。 

2.长期计划。在我国，长期计划一般指五年计划。长期计划的侧重点是在战略规划的基础上，

使目标和措施具体化。 

3.短期计划。短期计划主要指年度计划。短期计划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行动计划。所以比

长期计划更为具体和明确。 

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即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到下个世纪中叶，经济建设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 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

提前完成。 

第二阶段，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到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即到 2000 年，以 1980 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31100 亿元。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已完成。 

第三阶段，21 世纪的前 5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 

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根据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按照维护、补充和引

导市场的要求，统筹安排、全面规划： 

1.正确、全面地把握国情。国情是国家计划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2.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处理好主要比例关系。 

（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2）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 

（3）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 

（4）市场上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关系。 

（5）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 

第二节  宏观经济政策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民产品和收入核算体系 把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视为生产、分配、使用三个相互依存的有机

整体，分别采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 ，对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阶段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1、生产法，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形成了国民生产总值; 将生产成果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于生产

的参加者，则形成国民总收入; 将国民总收入用于购买 终产品，又形成了国民总支出。因此，国

民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和国民总支出是国民产品和服务在运动过程中经历的三种特殊形式。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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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三者是一致的，即: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总支出 

2、收入法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生产总值分配于各个生产者，形成了国民总收入。它由个人消费收入、储

蓄、政府收入和进口额构成，即: 

GNP=C+S+T+M 

3、支出法 

从使用角度看，国民生产总值表现为国民总支出，而国民总支出实际上代表了一定时期内对

终产品的总需求。因此，总需求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支出由居民个人消费、社会公共消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积累和净出口额构成。所以，总需求又可表示为: 

总需求=个人消费支出+社会公共消费支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积累+净出口额 

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总供求关系 

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总供求与国民产品和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供求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国民产

品和收入核算体系中，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种恒等关系。它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现实的国民经济运行中总供求并不一定保持一致。 相反，二者往往不一致。这是因为，投

资不一定等于储蓄。投资可大于、等于或小于储蓄，使总供给小于、等于或大于总需求。 

总量失衡是指，市场上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总额与社会提供的产品、服务的市场价值总额不一

致。 

总供求的结构失衡是指，从实物形态上社会提供的总产品和服务与市场的需求不一致。 

我国总量失衡曾长时期表现 为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形成有效供给不足。与此相适应的是，长

期存在着行政性遏制型需求和持币待购型需求。 

三、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按其调节经济的功能可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两种。 

货币政策在其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公开市场业务、调整法定准备率和中央

银行再贴现率。中央银行调控社会经济除去上述三项主要手段，还可采取道义劝告、控制分期付款

和抵押贷款条件等辅助性手段 。 

政府债券是由银行代理发行或包销，它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种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

券的活动叫做公开市场业务 。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可调节市场上的货币存

量，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 

法定准备率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 低比率。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以

后，必须按照法定准备率保留准备金，其余部分才可作为贷款放出。 

贴现是将未到期的票据兑换成现金。银行办理贴现如同发放贷款，也需计息。所以，专门用于

贴现上的利息率就是贴现率 。商业银行期票过多需要现金时，要向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 

四、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经济。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出售政府债券。 

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政府购买、公共工程建设和转移支付（对某些地区、阶层及人员实行的津贴

和补助等）。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40 

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 作用 

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具有调节作用 。其中有的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有着自动调节的功能。例

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转移支付。这些财政政策，被人们称之为“内在稳定器” 。 

财政政策内在稳定器作用的大小 ，取决于税收结构和转移支付比例的高低。 

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 

政府逆经济风向，相应采取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调节社会经济。 

在经济衰退时期 ，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收入方面，减少税收，购买政府债券。在支

出方面，增加公共工程费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增加转移支付，以提高总需求。 

在经济高涨时期 ，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总需求。 

我国的分税制 

实行分税制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利于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围，

进一步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区封锁和盲目建设的问题。 

第三节  微观经济政策 

一、价格政策 

价格调节是在市场上自发进行的，有其盲目性。  对此，需要政府制定价格政策予以纠正。 

低限价是指，政府为了扶植某一行业的生产而规定的该行业产品的 低价格。这一政策也有

其负面作用，主要是政府财政支出会大幅度增加。 

高限价是指，政府为了限制某种商品价格上涨而规定的该种商品的 高价格。这样的政策，

有利于平等和社会安定，但不利于刺激生产。 

二、保护消费者政策 

为了保护弱者权益不受侵害，政府需要制定有关消费者政策： 

1.确保商品质量。 

2.正确的消费宣传。 

3.禁止和限制不正确的消费。 

4.对提供劳务的人员素质规定标准。 

5.消费外在化干预政策。 

6.公共物品政策。 

三、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政策 

需要政府通过法规的形式排除危害竞争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993 年 9 月 2 日，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市场竞争有一种趋势，在竞争中通过生产集中，企业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当集中发展到一定

程度，必然产生垄断。垄断者通过垄断地位对竞争企业实行控制或排挤竞争对手，造成市场结构不

合理，使竞争机制失效，从而破坏市场经济，损害公众利益。 

四、产业政策 

所谓产业政策 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是产业结构

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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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指政府为了优化产业间的结构，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在产业间的

合理配置而制定的政策。 

产业组织政策 主要是指政府为了提高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所采取的促进有效竞争和组织结构

合理化的政策措施。 

五、收入分配政策 

从微观层次上看待税收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税收缩小收入差距。有关的税收有:个人所得税、

遗产税、赠予税、财产税、消费税等。其中个人所得税是主要手段。 

社会福利政策是通过给无收入或低收入者的补助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

是: 

1.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 

2.各种保护劳动者的立法。 

3.改善住房条件。 

第四节  相机抉择 

一、宏观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思想工作手段四种。 

（一）经济手段：它是通过财政、税收、信贷、利率、工资收支等，调节社会经济的方式。 

（二）法律手段：主要是保护和制裁两方面作用。 

（三）行政手段：政府调控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方式。 

（四）思想工作手段：社会经济运行不可能脱离人们的经济活动单独进行，因此，加强人们的

思想教育工作也是宏观经济管理不可忽视的方面。 

二、各项经济政策的作用特点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反垄断政策和个人消费政策等，各具

特色。 

上述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其余是微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

比，微观经济政策来得更为直接、具体，针对性更强。 

各项经济政策的作用特点举例： 

变动法定准备率和增加政府支出的调节作用较为猛烈，而公开市场业务和税收政策的作用较为

缓和; 

公开市场业务影响面较小，而政府支出措施影响面较大; 

货币政策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而增税和减少政府支出的阻力较大。 

如果说，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调节社会总需求，那么，产业政策则侧重于调控供给。 

相对于前三种政策手段对经济过程的调控，收入政策更重视从结果上调节社会经济，其调控作

用更显猛烈。 

三、政府调控要紧松兼顾 

社会经济的运行不可能笔直又平坦，而是有“ 紧” 有“ 松” ，有起有伏地发展的。 

如果社会需求总量小于社会供给总量，这时应采取松的措施。如果情况相反，则应采取紧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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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是每一项经济手段的作用不仅会影响需求，也会影响到供给。 

事实上，在社会供给与需求总量不平衡时，可能有些部门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

不应求，即使在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平衡时，同样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

的产品供不应求。因此，单纯松或紧的措施是不可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一方面，通过货币

和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调节总供给。 

在经济调控中，那种只见需求、不看供给，只见部门、不看企业，“一把抓”、“一个调”、

“一刀切”的简单做法是不明智的。根据供给和需求在微观和宏观经济中的不同情况，分层次、有

针对性地采取紧或松的措施才是上策。 

复习与思考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节的必要性及其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2.宏观经济政策及其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3.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了哪些主要内容? 

4.如何相机运用各项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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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加以界定；复习宏观经济学涉及

的基本概念以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 
 
学时分配：9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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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概论 

一、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1．宏观经济学的特殊研究角度与范围 
宏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

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更严格地说，它只对付在的、多面体的经济

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解析。其实，宏观经济

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其实是很“小”的、很“窄”的。 
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可归结为在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所要求实现的收入平等的条件

下实现 大可能的经济效率。而“效率”说到底指的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效率较

高意味着同等数量的资源因配置状态不同而使人们得到较大的福利。因此效率广义地

可称为“配置效率”，我们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生产效率。即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配置以达到投入产出关系的 优，实

现“成本 小化”； 
第二，配置效率，即当前生产活动如何与当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以产生 大的

福利； 
第三，跨时期效率（动态效率 ），主要指人们在任何时点上都不仅会考虑今天的

消费，而且会考虑明天的下落费，不仅要计算眼前的收入，还要计算未来的收入；从

社会的角度说，今天要为明天积累，生产能力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才能增长，同时也

要使每一期的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以达到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经济波动”是跨时期无效率的，因为经济过热时期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紧接着

发生的“紧缩期”的资源闲置，会使长期内社会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

较低，此外还有通胀和失业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提出减少波动、稳

定增长的命题，加以研究。 
针对问题的特殊性，我们修正初级宏观经济学介绍的概念：宏观经济学研究国民

经济总量行为及其规律。具体说来，研究包括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长期的经济增

长和短期经济波动、以及与之相关的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等现象，揭示这些经

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消

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等微观行为主体提供宏观经济运行的背景知识。 
我们给出以下定义：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

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由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关系，研究能够减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调节政策，

以改进经济的“跨时期效率”。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评论 1：“宏观”概念的界定与“宏观调控”的合理性边界 
① 概念误解 
② 不利于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③ 过多干预和干预失灵 
评论 2 ：“宏观调控是个筐，什么都向里面装” 

① 宏观调控应当由干预对象的特点和干预内容性质来界定，而不是由干预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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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来界定。 
② 宏观调控不解决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在国家层次上的配置问题，也不

解决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等长期重大战略决策问题。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经济的短期运行，解决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主要手段是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有时还使用收入政策。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还

要辅之以行政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制度条件和微观效率条件下，也就是在给定的总供给能力（而

不是实际总供给）条件下，研究由需求的波动而引起经济波动（即世纪宗供给波动）

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短期内”采取措施尽可能快地克服波动的问题。另外，经济结

构的问题在理论上主要属于微观范畴，是一个只有在长期中才能实现调整的“配置问

题”，而经济波动则属于在短期内可以调整的“总量”关系问题，只有它才是宏观经济

学的特殊问题。 
3．增长理论、宏观理论与发展问题 
宏观经济学与增长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研究如何改善“跨时期效率”的问题，

但二者相比，增长理论研究角度的特点是： 
    第一，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为 优增长率的问

题。增长理论不研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波动问题，那是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增

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

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尽管一个短期波动的周期可能也要持续几年，

但从问题的性质来说，它的时间跨度毕竟较小。 
第二，增长理论研究的都是“真实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收入、消费、

储蓄、投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等，而宏观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名义变量”，

如货币、金融资本、信用、通货膨胀、汇率等等，以及它们与真实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货币这样的“名义变量”就没有宏观经济学。 
后，与增长问题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

的特例，因此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同时也更加综合，因为它除了包含增长

问题之外，还包含着体制转轨（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一定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化，而是从小农经济下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和“结构转型”问题，如工业化或非农

产业化问题、地区差异问题、要素流动问题等等，也包括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如在金

融深化与结构调整过程中如何保持宏观稳定等等。在进一步还包括国际经济学的问题，

因为发展的问题是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而所谓“落后”是因为有先进的存在，现代

化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赶超”问题，就是在已有强手打压的国际市场上如何发挥比

较优势、发展自己，使发展水平赶上先进国家，达到“一致”的问题。总之，所谓“发

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落后国家”的一套理论。 

二、“国际经济学”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分支是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初是从国际贸易的研究开始的，进而研究汇率的变动，研究资本的

流动等等。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还可以有政府控制、计划经济，而在国际上却一定

得搞市场交换，研究市场机制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应适用。那么国际经济学的

特殊之处究竟又是什么？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于国内经济关系的 基本差别说到底在于：在国内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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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至少原则是可以流动的，而在国际上，可以流动的只是商品，不是要素。 
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四项：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

使资本（包括货币）和技术开始可以流动，但土地或自然资源天然地就无法流动，一

个国家的自然禀赋是不可改变的，而劳动力则“不允许”流动。主要是不允许在贫富

国家之间流动——富国不允许穷国的劳动力流到富国去抢他们的饭碗、分享他们的收

入与财富，这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正是在这种要素不可流动性的基础上，

产生了特殊的理论分支——国际经济学。一切国际经济学的特殊命题、特殊概念，说

到底都与某些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有关，是在某些要素不可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关于市场

交易和资源配置的理论。 
但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国际市场的平衡问题。还有

另一种角度去分析国际经济关系——把国际市场作为一个大背景，把国际贸易和国际

资本流动的影响，引入国内宏观经济的研究。这就形成了“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

这样的理论不同于国际经济学，是因为它研究国际经济关系的目的或落脚点是为了寻

找适当的“国内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而非国际经济关系本身或寻找对外经济政策。换

句话说，国际经济学是面向“国际”的经济学，而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是面向“国

内”的经济学，只不过是加进了国际背景或具有“国际视角”的“国内”经济学。 

三、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学 

1． 一般原理与特殊制度条件下的特殊理论问题 
评论 3：总需求管理模型和“支出扩张模型” 

在“硬预算约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失业”，是

需求不足，是如何进行“扩张”；而在“软预算约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

面临的常态问题是经济过热、投资过度、“短缺”、“通货膨胀”，是如何“控制”总需

求以防止总需求扩大。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特殊要求。 
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总需求管理的分析，迄今为止都要

从“乘数理论模型”开始，但整个理论都是以“失业”为前提的，因为乘数效应 只是

在经济中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时候才起作用。它适用于“硬预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

情况，却不能直接应用于分析我们的情况。因为当总需求已经大于潜在总供给之后，

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原则上只能导致（1）通货膨胀（2）收入分配的改变（通过某种特

殊支出的扩大，如财政支出、投资支出），而不能再使总供给或实际总收入有所扩大。

这就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 
樊纲的“支出扩张模型”，描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变化或各地区、各部门或

各企业之间的“货币竞争”关系，如何导致总需求膨胀与收入分配的改变。它与乘数

模型的“对称性”在于，在失业条件下正的 45 度线表明需求的扩张，导致收入增长，

而在“过热”的条件下，用负的 45 度线加以分析，既有利于表明潜在总供给的约束，

也有利于表明这时需求扩张的结果不过是收入分配的改变。 
评论 4：IS-LM 模型在我国的特殊形状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IS-LM 模型，它使我们可以在以利率和

总收入为坐标的平面图上，描述利率、投资、储蓄、流动性以及总收入之间的相互关

系，并可以在这一模型中分析各种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个模型中 重要的一个环节就

是“利率机制”。首先，投资和储蓄的大小取决于利率的高低（IS 曲线），而财政支出

的变化会引起利率的上升，从而会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其次，货币量的变化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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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偏好的作用而导致证券市场上利率的变化，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LM 曲线），这

构成货币政策对总产出产生影响的原因。但我们的体制条件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转轨中 IS 曲线的特征如何呢？在中国现实中，投资主要不是以利率为中心进行的。

中国投资主体时国有经济，这里既有国有企业通过自身积累的投资，更多的是财政投资和

从国家专业银行融资进行的投资。因此，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掺有政府行为，而将对利

率的考虑放在了较次要的位置上。1998－2002 年多次调低利率却不能形成投资热潮，就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不大，反映在投资函数曲线的形状上，即曲线接近于直线且与横轴

的夹角度数较大；反映到投资－储蓄的 45 度线上，即与利率相对应的两点距离较小；因

而对于储蓄曲线来说，形状比较陡峭，即储蓄对所得增长与否的反应并不敏感，事实上，

在转轨时期，由于预期不稳定会导致不论收入增长与否，储蓄都会增加； 后映射到第四

象限，得到比较陡峭的IS曲线。 

以上情况也可用数学加以证明。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
d
MPC−1

，d为投资需求对利率

变动的敏感程度，如果 d 较大，则表明投资对利率变化比较敏感，IS 曲线就比较平坦。

但转轨中的 d 值较小，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是很敏感，因此，IS 曲线在转轨中较陡。

从（1—MPC）来看，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较大，IS 曲线较平坦，斜率就会较小；反之，当

边际消费倾向较小时，IS 曲线较陡峭，斜率就较大。显然，转轨中的边际消费倾向 MPC

比较小，因此，使IS曲线更加陡峭，接近于垂直。接近垂直的IS曲线表明，货币政策尤

其是利率的作用不显著，而财政政策的作用较大。 

更有甚者，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预算软约束”的具体涵义就是“亏损了可以

继续生存”，结果便是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计风险，于是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在

理论上说，投资的利率弹性几乎为零，在任何一种利率水平上，投资需求都是无限大

的。因而在几何图形上我们得到一条垂直的 IS 曲线，投资的大小仅仅取决于“投资政

策”而非利率的高低。这时财政支出也就不会产生什么“挤出效应”。如果我们再加上

不存在资本市场或“利率固定不可变”这么一个更为具体的体制因素，LM 线边不复存

在了。 
因而政策分析的结论必然是：在公有制预算软约束的特殊条件下，利率机制是不

起什么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而只有通过对投资（对支

出）的直接控制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2． 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改革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但现在的体制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都距

离市场经济甚远。现在一味地要用市场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来管理哦我们的经济，

不仅会造成混乱，而且也并非真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我们的经济虽然还不完全是市场的，但也不再完全是计划的，而是处于一

种“双重体制”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地使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综合调控”。 

四、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部分关键问题 

第一、理解商业周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 
第二、失业率是宏观经济学考察的第二个关键变量 
第三、通货膨胀率是宏观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第三个关键变量 
第四、宏观经济学家考虑的另一个主要变量是贸易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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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宏观经济学的历史透视 

1．大卫• 休谟的国际收支的货币研究法（monetary approach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 ）是宏观经济学 早的突破之一 

2．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主要推动是认识到商业周期是一种周期性经济现象 
3．促使当代经济学创立的第三个重大推动是一次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大萧条 
①凯恩斯主义 
②货币主义 
③新凯恩斯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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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一、总产出的衡量：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1. 两部门经济的收入---支出流量循环模型 
 
 

 
 
 

2. 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 
 

①支出加总法：即将国内生产总值视为对所有 终商品和劳务的总支出。=>GDP=
家庭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净出口 

②增值法：即将国内生产总值视为所有厂商对商品价值贡献的加总。 
③三部门收入加总法，即将国内生产总值视为所有经济主体收入的加总。 

A． 居民收入=工资+租金+利息+利润 
        =工资+资本收入 
        =居民消费（C）+居民储蓄 
B．企业收入=折旧金+未分配利润 
           =企业储蓄 
C．政府收入=直接税+间接税-转移支付 
                          =政府净税收（TA） 
          =>  
 

 家庭    企业 

收入

支出

商品和服务

生产要素

TASSCGDP F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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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产出的其他衡量指标：GDP 和 GNP 

二、物价水平的衡量：价格指数 

1． t 年度的消费价格指数： 
 
 
 
 
 
 
 
 

2．隐式 GDP 价格平减指数和真实国内生产总值 
定义 1：t 期真实国内生产总值(Q)=>按基期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计算的 t 期国内生

产总值。 
定义 2：t 期隐式 GDP 价格平减指数： 
 
 
 
 
即 
 
 

三、宏观经济学中的流量和存量 

1．资本存量与投资 
当期期末资本存量=上期期末资本存量+当期净投资 

即  
 

2．财富与储蓄 
当期期末财富存量=上期期末财富存量+储蓄 

即 
 

3．净债务存量与赤字 
 
 

4．净国际投资头寸与经常项目 
 

四、跨时期选择理论中的现值与预期概念 

1．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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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期 
①静态预期 

②适应性预期 

 
 
③理性预期：利用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以及他们对治理经济模型的理解来形成预期。 

)(1
eee YYYY −+=+ α

YY e αα +−= )1(
其中   10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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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量的决定: 引入总供给和总需求 

一、总供给函数的决定 

设典型企业生产函数为： 
且有 
 
 
 
典型企业对劳动需求的决策原则： 
 
 
 
 
 
结论 1：企业的劳动需求函数为 
 
 
 
 
 
 
结论 2：总供给函数（即单个企业的供给函数）为： 
 
 
 
结论 3：短期总供给函数为 
 
且有 
 
 
 
 

二、古典学派劳动市场模型及其总供给曲线 

1．劳动供给曲线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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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典学派的总供给曲线 
古典学派关于劳动市场的中心假设：给定价格水平，名义工资具有完全伸缩性, 能

够非常迅速地调整以使劳动的供求达到均衡。 
设劳动市场 初在实际工资为 W0/P0 时出清， 
 

 
即劳动市场又恢复到初始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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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凯恩斯学派劳动市场模型及其总供给曲线 
中心假设：名义工资和价格具有粘性,从而不能迅速调整以维持劳动市场均衡。 
不妨设实际工资初始处于劳动市场出清的位置,其大小为 W0/P0 
 
                                          =>实际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 
                                          =>劳动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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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需求的决定 

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 

1．需求冲击与短期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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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给冲击与短期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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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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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0

（极端凯恩斯学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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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时期经济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对宏观经济学中消费与储蓄、投资与经常项目、政府

部门的跨时期决策加以研究和分析。 
学时分配：12 课时 

第一节  消费和储蓄 

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及其经验证据 

1．凯恩斯内省的消费函数 
①消费取决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与利率水平关系不大。 
②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介于 0 和 1 之间。 
③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2．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经验证据 
验证结论：短期 

① 收入高的家庭消费更多,同时收入高的家庭储蓄也更多。 
② 高收入家庭将其收入中的较大的份额用于储蓄。 

验证结论：长期——库茨涅兹的反论 
 
评论：为什么凯恩斯消费函数得到短期经验研究的证明, 但却与长期经验研究相

悖? 
①基于家庭跨时期选择的持久收入理论。 
②基于家庭跨时期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 

二、家庭关于消费和储蓄的跨时期选择 

1．基本假设： 
①家庭只生产一种“综合商品”Q, 其价格为=> 以实物经济为研究背景,商品 Q为

计价单位 

②家庭通过金融资产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时期选择。=>通过积累债券将现在收入移

至未来消费,而通过负债将未来收入移至现在消费。 

③家庭生活于两个时期, 即时期 1和时期 2。 

④家庭既没有从上一代接受资产，也没有留给下一代资产，但也没有负债死亡(不

会小于 0)。 

 

2．跨时期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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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4.5）将（4.3）和（4.4）结合起来得： 

 

 

 
 
 
结论： 消费者在既定时期内的消费可以大于收入但不能超过其一生的总资源。 
 
3．跨时期预算约束方程：  

 

 
 
说明： 
①Q 点称为禀赋点，即在任何利率水平上，消费者总可以选择禀赋点为实际消费

组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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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 A 点上，消费者在第一期为净借方，在第二期为净贷方。在 B 点上，消费者

在第一期为净贷方，在第二期为净借方。 

③横轴的截距代表两期产量的现值 

④斜率的绝对值为（1+r），代表在第一期每增加一单位消费而必须在第二期放弃

的消费量。 

 
4．消费者偏好： 

 
 
 
 
 
 
 
 
=> 无差异曲线 
 

 
 
 
5． 优跨时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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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1： 在 E 点上，MRS=1+r, 即 消费者对两个时期消费的选择 

                   要使 MRS 等于（1+r）,以保证效用 大化。 
结论 2：在跨时期选择中， 第一期的消费 C1 不仅取决于第一期的产量 Q1，而且

取决于第二期的产量 Q2，还取决于利率以及消费者偏好。 

三、持久收入假说 

1．定义： 持久收入即家庭在长期视界内各个年份所获收入的预期平均值。   
 
2．假说：①人们一生的经历是随机的，从而家庭不同年份的收入具有波动性。 
②家庭对稳定消费的偏好胜过对不稳定消费的偏好。换言之，家庭将试图通过金

融资产市场维持完全稳定的消费路径， 以使每一个时期的消费都等于持久收入。 

3．两时期持久收入模型 

 
=>约束：持久收入给家庭带来的跨时期预算约束同收入流波动时跨时期约束相同。 
 
 
 
 
第一时期家庭的 优消费和储蓄决策 

 
 
 
 
 
 
 
 
 
 
结论：家庭会使现期消费等于持久收入。当现期收入大于持久收入时，家庭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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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储蓄；而现期收入小于持久收入时，家庭会动用储蓄。 
 
收入冲击与家庭现期消费和储蓄 优决策 
现期消费增量和储蓄增量的表达式： 
 
 
 
 
 
 
 
 
 
 
 
 

 
结论：在暂时冲击下，持久收入和现期消费都没有多大改变，消费者会增加或动

用储蓄。 
 
 
（2）持久冲击 
 

 
 
 
结论：在持久冲击下，持久收入的变动和冲击幅度大致相等，从而消费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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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而储蓄几乎不变。 
 
（3）预期的未来冲击 
 

 
 
结论：在预期冲击下，由于持久收入发生变化，消费者会通过调整当前储蓄来增

加或减少当前消费。 
4．持久收入假说对消费之谜的解释 
持久收入假说认为： 
（1）现期收入（Y）=持久收入（ YP  ）+暂时收入（ YT  ） 
（2）现期消费   C=αYP 
因而平均消费倾向为： 
 
 
 
[解释]： 
=>就短期而言，收入变动主要来自暂时收入的变动，因此 APC 随着 Y 的增加而下

降。 
=>就长期而言，收入变动主要来自持久收入的变动，因此 APC 基本保持不便。 

四、生命周期假说 

1．假说：（1）人在一生过程中，收入将会有规律地波动。 
（2）家庭会通过金融资产市场以理性的方式统筹安排一生的资源，实现一生中

平稳的消费路径。 
 
2．两时期生命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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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由于人们对平稳消费的偏好，所以工作年份进行储蓄，退休年份动用储蓄。 
 
3．生命周期假说对消费之谜的解释：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经济中的总消费既取决于家庭的财富水平，又取决于家庭的

收入水平。即 C=αW+βY 
 
所以平均消费倾向为： 
 
解释： 
=>从短期来看， 随着收入的增加，财富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平均消费倾向递减。 

⇒ 从长期来看，随着收入的增长，财富也会同比例增长，因此平均消费

倾向不变。 
4．生命周期假说的反例 
（1）遗产的存在 
（2）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即某些个体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从

而所能进行的 大消费只能是当期收入） 

五、利率与储蓄 

问题： 单个家庭储蓄是否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 
答案：不能肯定 
1．可能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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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利率上升使预算线绕禀赋点旋转 C1 减少，从而第一期储蓄增加 
 
2．可能性（二） 
 
 

 
 

第一期消费 1C

2C第二期消费

新预算约束

旧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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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上升使预算线绕禀赋点旋转，C1 增加，从而第一期储蓄减少 
3．对两可结果的解释： 
 
 
 
 
 
 
 
 
 
 
[说明]：宏观经济学通常假定一个经济系统，净借方和净贷方的收入效应在总体水

平上趋于相互抵消，所以替代效应占优势，即利率提高，总储蓄水平将上升。 

六、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 

1．问题（一）： 企业储蓄决策会不会影响家庭跨时期消费选择？ 
答案：不影响 
 
[证明]：设在两时期框架下家庭从企业所获得的红利分别为 DV1 和 DV2 

 

 
针对家庭跨时期选择而言， 

 
将（4.9）、（4.10）和（4.11）结合起来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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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4.8）式代入（4.12）式得： 
 
 
 
 
=>企业储蓄决策与家庭跨时期选择和 C1、C2 无关 
 
 
2．问题（二）：企业储蓄决策会不会影响私人储蓄？ 
答案：不会 
证明： 
 
 
 
 
 

⇒   企业增加一单位储蓄,家庭必然减少一单位储蓄,从而企业储蓄决策

不会影响私人储蓄，即家庭“戳穿了企业的面纱”。 

第二节  投  资 

一、家庭投资决策理论 

1．相关概念的界定 
资本：积累的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其它耐用生产要素存量。 
投资：用来维持或增加经济中资本存量的产出流量。 
 
投资的类型 ： 
      （1） 固定投资 
      （2） 存货投资（包括原料积累、半成品积累和成品积累） 
      （3） 住宅投资（包括房屋维修和建造新房的开支） 
总投资包括： 
       （1）折旧，即用于替换因磨损而需废弃的资本的支出。 
       （2）净投资，即用于增加经济中资本存量的支出。 
设经济中资本存量在每一个时期按固定比例折旧， 

 
其中,  I 是总投资，J 是净投资， d 是折旧参数， K 是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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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方程 
 
 

 
 
=>  生产函数：Q =  Q (K，L)  
 
[说明]： 
 
（1） 将资本的各种不同形式抽象为一种单一形式，并用一个单独变量 K 表示。 
（2）经济中资本利用率被假定为一个常数。 
（3）家庭可以通过现在做出的投资选择影响未来的资本存量。 
2．基本假设 
（i）家庭只生产一种所谓的“综合商品 ”Q， 其价格为 1。 
（ii）家庭有两种方法将购买力作跨时期转移，其一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购买债券，

其二是通过投资以增加未来的产量。 
（iii）家庭生活于两个时期，即时期 1 和时期 2。 
（iv）家庭既没有从上一代接受资产（B0=0），在生命结束时也无任何财富遗留，

但也没有负债死去 
 
 
3．跨时期预算约束 
 
 
 
 
 
 
将上面三式结合起来得： 
 
 
 
 
 

⇒ 结论： 当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债券和投资这两种方式将购买力做跨时期

转移时，家庭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是消费的现值等于产出的现值减去投资支出。 
4．家庭 优投资决策模型 
家庭实现效用 大化所面临的跨时期选择： 
（i） 如何决定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 
（ii）如何将储蓄在投资和债券之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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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跨时期选择的分离原理： 
（i） 家庭投资决策独立于消费决策，与个人偏好无关。 
（ii）家庭首先通过选择投资 I1，实现总财富 大化；然后通过选择消费 C1，实

现总效用 大化 
优投资决策： 

 
 

 
⇒ 结论： 当家庭通过投资使得第二期资本的边际产量等于资本成本时，

便实现了财富 大化。 
 
优消费决策： 

 
效用 大化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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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 优投资决策模型的拓展——多时期的情形 
拓展模型对假设的修改与补充： 
（1）与多时期相适应，第二时期的资本存量 在时期 3 以及以后各时期仍然具有

使用价值。 
（2）家庭在第二时期结束时将把第一时期投资所购买的资本品原价折旧后卖掉。 
=>第一时期投资只增加第二时期产量，而不影响其它各个时期产量。  
令家庭的生命周期由 T 个时期组成，则家庭在 T 个时期总财富水平 
为： 
 
 
 
 
总财富 大化的条件： 
 
 
 
 
 
结论：在多时期框架下，当家庭通过投资选择使得第二时期的资本的边际产量等

于利率加折旧率时，便实现了财富 大化。 

二、企业投资决策理论 

1．企业固定投资的决策理论 
 
①企业性质的界定   
（i）企业所有者是资本所有者，依靠雇用劳动来运行企业。 
（ii）企业所有者在支付劳动成本之后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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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企业的目标是企业所有者的财富 大化，而不考虑所有者的跨时期偏好。 
 
②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 1： 假设整个经济分为家庭和企业两部分，如果让家庭通过市场供给劳动并

拥有企业，那么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并不影响家庭财富的表达式。 
 
[证] 在两时期框架下， 企业在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短期利润分别为： 

 
企业市场价值即两时期企业现金流量的贴现值为： 

 
拥有企业的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拥有的总财富为： 

 
将（5.3)、(5.1)和（5.2）依次代入（5.4）得： 
 
 
 
 
显然，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并没有改变财富的表达式。 
命题 2： 如果企业选择的能够使企业市场价值达到 大化，那么也能使家庭财富

达到 大化。 
[证]： 企业市场价值 大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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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以下等式： 

 
可知第一时期投资的变化带来的第二期利润变化为： 

 

将（5.6）代入（5.5）得知企业市场价值 大化条件等同于： 
 
 
③家庭与企业相分离条件下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决策原则 
=> （i）在两时期框架下，投资决策原则为： 
（ii）在多时期框架下，投资决策原则为： 
 
④固定投资的决定因素 
未来资本边际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 因为①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 

即 0)
1

1(1 2 =
+

+−
dI

dP
r

r

也即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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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r +=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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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未来生产技术条件的不确定性 
结论： 投资行为取决于预期，而预期极可能基于有关商业条件的证据，也可能反

映了某种“动物情绪”。 
 

 
推论： 预期资本边际产量的提高会使投资需求曲线向外移动。 
 
=>政府的税收和补贴 
对企业收益和成本的影响： 
（i）政府税收（如公司所得税）使企业投资边际收益变为 MPK(1-t) 
(ii)  政府补贴（如投资税减免）使企业资本成本变为（r+d)(1-s)。 

 

 

 
2．企业存货投资决策理论 
①存货的基本类型： 
（i）原材料     （ii）半成品      （iii）成品 
②企业 佳原材料存货管理理论 
③企业 佳成品（或半成品）存货管理理论 
 

投资利润率增加↓⇒+↓⇒ )( drr
=> 实际利率 

↑⇒ I

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投资决策原则：

)(
1
1

)1)(()1(

dr
t
sMPK

sdrtMPK

+
−
−

=

−+=−

即 

结论： （i） ↑↑⇒ MPKt
=>投资将减少

（ii） ↓↑⇒ MPKs

=>投资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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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存货管理的 S-s 规则： 
企业的目标产量既要能满足预期市场需求，又能使存货维持在 佳水平 S，所以： 
 
（i）当实际市场需求大于预期水平，以至存货降至 某个低水平 s(S>s)之下时，企

业将在下一期生产中特意扩大产量，以补充存货。 
(ii)  当实际市场需求小于预期水平，以至存货升至 佳水平 S 之上时，企业将在

下一期生产中特意减少生产，从而使存货保持在 S 水平 

三、投资支出研究的经验模型 

1．投资的加速数模型 
模型所基于的经验研究结论：=>投资支出水平与总产出的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 
模型所基于的基本假设 
=>假设之一： 企业意愿的资本存量与总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   
[理论说明]：令 经济系统中总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 
 
 
 
 
 
 
 
 
又因为 优投资决策原则为：   MPK=r+d 
 
 
 
 
显然，在资本成本为常数的条件下，上述假设成立。 

⇒ 假设之二：企业总是愿意并且能够使实际资本存量等于意愿资本存量，

即  
 
加速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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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经济中净投资支出取决于总产出的变化，即当总产出加速增长时，投

资将会增加。                   
 
加速数模型的局限 
=>（i） 资本成本（r+d）会使 h 发生变化。 
  （ii） 资本到位会出现时滞。 
  （iii） 决定下一期意愿资本存量的预期可能与下一期实际总产出发生偏差。 
 
 
2．调整成本模型 
模型所基于的经验结论 
=>企业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意愿资本存量，因为：  
（i） 技术约束 
（ii）成本约束，即快速投资会产生较高的总体投资成本。 
 
模型对加数模型假设的修正 
=>企业通过逐步调整实际资本存量来弥合实际资本与意愿资本之间的缺口。 
 
模型的数学表述 
 
 
 
其中，g 代表实际资本存量向意愿资本存量的接近速度。 
 
对模型的理论阐述 

⇒ 投资决策所面临的难以两全其美的选择： 
   一方面，如果企业增加投资支出速度，那么虽然下一期实际资本和意愿资本的

缺口会较低，从而企业可以获得较多的潜在利润， 但投资成本也会随投资支出速度的

提高而上升。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降低投资支出速度，那么虽然企业的投资成本可以降低，

但所获得的潜在利润也会较少。 
 
=>企业调整实际资本存量的原则： 
令在下一期某一实际资本存量水平，上企业的潜在利润损失为： 

dKJ +=I   又因为 dK-Q)h(Q I += +1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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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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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应的投资成本为： 

 
则   企业的总损失为： 
 
 
 

 

 
结论： 追求利润 大化的企业会逐步弥合实际资本与意愿资本之间的缺口。 
 
3. 托宾的 q 投资理论 
 
q 理论所基于的经验结论 
=> 净投资波动与股票市场波动存在正相关关系。 

 
=>内容： 如果 q>1,那么企业会增加投资。 
         如果 q<1,那么即使面对资本损耗，企业也不会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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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定义： 已安装资本的重置成本

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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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阐释]：由于企业的股票价值等于未来企业所支付红利的贴现值，所以 q
值就是单位资本未来红利的贴现值。                          

假设未来资本边际产量不变， 则： 
 
 
 
 
显然， 当 q>1 时，MPK>r+d 成立。 
       当 q<1 时，MPK<r+d  成立  
 
4. 依据信贷配给的理论 
=> 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 
（i）  非均衡利率 
（ii） 差别风险 
 
=> 面临信贷配给时企业投资支出的决定因素： 
（i）  资本成本 
（ii） 投资盈利性 
（iii）投资基金的可获得性 
 

⇒ 结论：  
（i）由于信贷配给，经济中企业的内部资源成为影响 总投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ii)  由于信贷配给，企业只能缓慢将实际资本存量调整到意愿水平。 

第三节  储蓄、投资与经常项目 

一、经常项目 

1．封闭经济中均衡市场利率 
 
①封闭经济中储蓄水平决定于：                  封闭经济中投资水平决定于： 
 （i）市场利率水平                           （i）市场利率水平 
 （ii）预期利润率                             （ii） 现在暂时收入 
 （iii）未来收入                              （iii）未来收入 
 
②市场均衡利率的决定：令储蓄函数为：S= S(r)；令投资函数为：I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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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在封闭经济中，经济中总储蓄通过金融市场调节能够全部转化为总投资。 
 

 
 
2．开放经济下资本和物品的国际流动 
 
①命题 1： 开放经济下，一国居民的总储蓄不必总是等于该国居民在国内的总投

资。 
=> 当 S>I 时，没有用于国内投资的储蓄会用于向外国人贷款。 
=> 当 S<I 时， 国内额外的投资会通过向外国借款来筹资。 
 
②命题 2：开放经济下，国际间为资本积累筹资的资金流动和国际间物品和劳务的

流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 在一定时期内，若某国向国外的净贷款大于零，那么该国出口的商品

和劳务一定大于其进口的商品和劳务。 
⇒ 在一定时期内，若某国向国外的净借款大于零，那么该国进口的商品

和劳务一定大于其出口的商品和劳务。 
 
③国际资本流动所采取的主要形式 
=>  （i） 国与国之间相互借贷货币 
    （ii） 国与国之间相互购买对方的债券和股票。 
    （iii)  国与国之间相互购买对方的不动产。 
3．经常项目概念的不同定义 
①经常项目定义之一： 

S(r)

I, S

r 

I(r)
0r

00 SI =

E 

（i） 现在暂时收入增加（或减小）

市场均衡利率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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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预期未来收入的增加（或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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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净国外资产头寸 B*  代表一国居民对别国居民的净债权，即用 B*度量本国居

民拥有的外国总资产减去本国居民对外居民的总负债。 
=> 经常项目 CA 定义为：  
 
 
当 CA>0 时， 该国在这一时期增加了对他国的债权,从而外国总资产得到积累或对

外总负债得以减少。  
 
当 CA<0 时，该国在这一时期增加了对他国的负债，从而外国总资产缩减或对外

总负债增加。 
=> 一国经过 t 年后净国外资产头寸可表示为： 
 
 
②经常项目定义之二： 

=> 经常项目可定义为国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即 CA=S-I。 
[说明]： 对一国单个家庭而言，有： 

 
将（6.1）、（6.2）和（6.3）结合在一起，得：    

 

因为国内家庭之间的债权对有些家庭来说是资产，但同时对其它家庭来说又是等

量负债，所以将国内所有家庭的(6.4)式加总可得： 
 
 
 
 
 
 
 
即：一国国内储蓄在开放经济下既可以用国内投资（I）, 又可用于对外投资 
 
③经常项目定义之三： 

⇒ 经常项目可定义为国民收入和国内总吸收之差，即  CA=Y-A（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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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说明]：       因为 CA=S-I ,       S=Y-C  及 A=C+I 
                      所以，       CA=Y-C-I=Y-A 
 
④经常项目定义之四: 
 
经常项目可定义为贸易余额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支付，即 CA=TB+NF 
[说明]： 由于：  A=Ad +IM 
                Q=Ad +X         => TB=Q-A 
                TB=X- IM 
 
所以， CA=Y-A 
        =Q+NF-A 
        =TB+NF 
作为模型对现实的简化， 令 NF=rB*

-1    
则由上式可得：CA= TB+rB*

-1 

二、经常项目的决定 

1．基本假设：  
（i）  以小国经济为研究对象。 
（ii）  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跨时期效用 大化追求者。 
（iii） 经济行为人能区分暂时收入冲击和持久收入冲击。 
（iv） 经济行为人能够按世界利率自由地借款或贷款。 
 
2．世界利率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结论：r↗,CA↗；r↘,CA↗ 
 
3．投资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令经济初始处于均衡状态 （CA=0)，则市场投资前景改善=>投资曲线外移 
                                        =>CA 出现逆差（CA<0）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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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出冲击对经济项目的影响 
（i）产出暂时的下降（或上升） 
令 经济初始处于均衡状态 （CA=0)，则，产出暂时的下降=>总储蓄水平下降 
                                          => 经常项目出现逆差（CA<0） 
 

 
(ii) 产出持久的下降（上升） 
令经济初始处于均衡状态（CA=0），则，产出持久的下降=>总储蓄水平不变 
                                           =>经常项目保持不变（CA=0） 
5．贸易条件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定义：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价格指数对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即 
TT↗会使一国实际国民收入增加； 
TT↘会使一国实际国民收入减少。 
 
（i）贸易条件的暂时上升（或下降） 
令经济初始处于均衡状态（CA=0)， 则贸易条件暂时上升=>收入暂时上升 
                                                   =>储蓄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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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项目出现盈余（CA>0）  
 
（ii）贸易条件的持久性上升（或下降） 
令  经济初始处于均衡状态（CA=0），则贸易条件持久上升=>持久收入增加 
                                                    =>储蓄水平不变 
                                            =>经常项目保持不变（CA=0） 
 
结论：“为暂时冲击融资，对持久冲击调整。” 
=>   （i）宏观经济学的实证结论 
     （ii）IMF 的贷款政策准则（规范结论） 

三、一个国家的跨时期预算约束 

1．两时期模型中的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 
 

 
结论： 在两时期框架下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是总消费的贴现值必须等于现在总产

出加上未来总产出的现值减去投资支出 
 
推论 1： 在两时期框架下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又可表示为： 
 

在将（6.5)式和（6.6）式结合起来得

在两时期模型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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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第一时期贸易逆差必须有第二期等量现值的贸易顺差来平衡。 
 
推论 2： 在两时期框架下，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还可以表示为： 

CA1+CA2=0 
 

 
⇒ 这意味着如果某国在第一时期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从而出现了对外债

务，那么该国必须在第二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以偿还债务 
 
2．多时期框架下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 
①偿还全部债务有限期的情形（t 期） 
=> 跨时期预算约束的三种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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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2： 在两时期框架下，国家跨时期预算约束还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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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偿还全部债务无限期的情形 
问题：在无限期的情形，一个国家能不能实行庞兹计划（即先过分举债进行高消

费，然后不断地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            
 
答案：不能。因为这时该国的债务会以（1+r）的几何速率增长，贷方的谨慎行为

会迫使该国量入而出。 
=> 无期限跨时期预算约束： 
 
 
 
 
 
 
 
 
结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一时期初期欠债（1+r）D*

0，那么它未来必须出现贸易

盈余，且全部未来贸易盈余的贴现值等于其初始的净债务。 
 
3．净资源转移（NRT）与债务国的预算约束 
定义：净资源转移是指某一时期某债务国从它的债权国所获得的净贷款减去该国

对其债权国的债务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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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当 TB>0 时， NRT<0；  当 TB<0 时, NRT>0。 
=> 债务国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四、世界利率的大国效应 
 
1．经济类型的界定： 
封闭经济：国内利率使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均衡，从而国内的储蓄或投资决策会

改变国内的均衡利率。  
 
小国开放经济：国内经济不会影响世界利率，且本国可以按世界利率无限量地向

外国居民借款或贷款。 
 
大国开放经济： 国内经济总量在整个世界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从而国内储蓄和

投资决策会对世界利率产生影响。 
 
2．世界均衡利率的决定 
设统一的世界资本市场由 n 个国家组成，则 
 
 
 
 
由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经济，所以均衡利率的决定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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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国进入世界资本市场对世界利率的影响 

 
结论 1：大国经常项目余额在均衡世界利率水平上必须等于其它国家经常项目余额

的相反值。 
假设该大国在进入世界资本市场之前储蓄率较低，从而具有较高的国内市场利率，

而世界市场则具有较低的市场利率，则该大国进入世界市场后世界利率的大国效应可

图解为： 

 
结论 2： 储蓄率较低的大国进入世界资本市场，其国内市场利率会下降，而世界

利率会上升， 终会重新形成一个较高的单一世界利率。 
 
4．大国储蓄和投资冲击对世界利率和其经常项目的影响 
=>  储蓄冲击 

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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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初始状态的均衡利率为 r0，则大国储蓄率下降 
 
 
 

 
=> 投资冲击 
令初始状态的均衡利率为 r0 ，则大国投资率下降 
 
 
 
 

第四节  政府部门 

一、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和政府预算 

1．公共收入和公共支出 
公共收入包括：                           公共支出包括： 
（i）政府消费（G）                     （i）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直接税） 
（ii）政府投资                          （ii）支出税（间接税或直接税） 
 (iii)  转移支付（Tr）                   （iii）财产税（直接税） 
 (iv) 公债利息支付                      （iv）国有企业利润 
 
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 
家庭对政府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所以随着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支出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将增长。 
 
2．政府赤字预算与公债 
=>命题 1： 政府预算赤字等于政府净债务的变化量。 
[说明]：令为政府的净金融资产存量，T 为扣除转移支付后的一次性总付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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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 2： 政府预算赤字等于公共部门投资和储蓄的差额。 
[说明]：令政府储蓄=总税收收入—政府经常性支出 

 

将 （7.2）式代入（7.1）式得： 
 

⇒ 政府为预算赤字融资的途径： 
（i） 向私人部门借债。 
（ii）向中央银行借债，从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融资。 
 
3．引入公共部门后的经常项目概念 
=>概念之一：  
 
 
 
 
 
 
 
 
=>概念之二：    CA=Y-(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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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三：   
 
 

二、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相互作用：一次性总付税收的政策效应 

1．平衡预算下政府支出增加的政策效应 
基本假设 
（i） 政府税收是一次性总付税收。 
（ii）家庭生活于两个时期，即时期 1 和时期 2。 
（iii）政府在两个时期始终维持平衡预算。 
 
2．政府支出暂时增加的政策效应 
=>政策 
令某政府初始时对两时期所制定的财政政策是平衡预算政策，即均为零，现设政

府拟通过税收融资来暂时增加 G,且该财政计划满足：  
 
=>政策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  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i)  小国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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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资本控制经济 

 
(iii) 大国开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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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的政策效应 
⇒ 政策 

令某政府初始时对两时期所制定的财政政策是平衡预算政策，即均为零，现设政

府拟通过税收融资持久性增加 G，且该财政计划满足： 

 
=>政策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4．李嘉图等价 
①原理：只要政府税收的现值保持不变， 税收的时间路径对家庭预算约束没有影

响，从而也不会影响私人消费支出。  
 
②李嘉图等价原理的推论： 

=>在家庭生活于两时期的框架下，给定政府消费支出 G1 和 G2，政府投资支出 I1
g

和 I2
g和第二期政府债务 D2

g，则税收的时间路径对家庭预算约束没有影响。 

 
显然，当 G1，G2，I1

g，I2
g和 D2

g给定时，税收现值也得以确定，从而根据李嘉图

等价原理得知此时税收的时间路径对家庭预算约束没有影响。 
 
③李嘉图等价原理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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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不变时减税政策对国民储蓄没有影响，从而也不影响经常项目和利率。 
（i）令 D0

g=0，且政府初始时对两时期制定了平衡预算政策，即 
 
 
现假设政府拟通过债务筹资使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 T1 减少⊿T1 
由于政府会通过将第二期税收增加（1+r）⊿T1 来偿还第一期的债务⊿T1，所以

实施减税后 D2
g仍为零。 

又因为政府支出在减税时保持不变，所以根据“推论”知减税政策对家庭预算约束

没有影响，从而 C1 和 C2 将不受 T1 和 T2 变化的影响 
 
 
 
由于支出不变时的减税不影响 C1 和 C2，所以也不影响国民储蓄，从而也不影响

经常项目和利率。 
 
④李嘉图等价原理的局限 

（i） 公共部门可能比家庭具有更长的借债视界 

（ii）流动性受限制。 

（iii）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作用：非一次性总付税收的政策效应 

1．非一次性总付税收的额外经济损失 
⇒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结论： 

      税收会扭曲家庭和企业在其经济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对价格，从而扭曲

人们的选择行为，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终导致额外经济损失。 
=> 宏观经济学的经验结论：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 MTR ↗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工作量普遍降低。 

→总供给减少。 

 
2． 佳税收制度：巴罗（Barro）的建议 

⇒ 建议： 政府应该实行长期保持不变的税制，因为边际税率保持不变的

税制比起边际税率忽高忽低的税制扭曲成本要低。 
 

⇒ 实现途径：  通过在政府支出较高的时期增加预算赤字和公债使预算

跨时期得到平衡，而不是在每一个时期都保持平衡，从而使各时期税率维持在

相同水平。 
 
3．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拉弗（Laffer）曲线 
=> 总税收收入函数单调性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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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弗的推断： 

从零税收开始，t 的提高会带来总税收收入的增加，但在达到某一点之后，税率再

提高会使总税收收入减少。 
=>拉弗曲线： 

 
政策含义：如果高税率对创造收入造成严重负激励，那么政府按高税率收取的税

收收入很可能低于按低税率收取的收入。 

t 
对努力工作既有收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 

t 
时Y(t)即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 

t 
时T=tY(t)即可能增加，又可能减少。 

t

T 

0 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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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专题（一）增长、波动与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研究引起产量和就业变动的所有可能因素中，能够

好解释实际经济波动的因素，并解释产量、就业和其他宏观变量周期性变动的事实。 
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增长理论 

一、Solow 模型： 

1．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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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稳态的模型 

 
 

 
3．黄金率 
含义：人均消费水平 大化的 优人均资本存量水平。 
 



中级宏观经济学 

 499

 
 
 

 
 
4．储蓄的定量分析 

 

 
 
5．增长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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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amsey 模型 

①储蓄内生，消费和储蓄是由家庭 优化行为决定的； 
②个人效用函数赋予微观基础； 
 
1．假定 

 

 

 
 
2．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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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图 
 

 
 
4．鞍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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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当 Ramsey 模型收敛到 E 点时，模型的表现行为与 Solow 模型一致。每有

效劳力的资本、产出和消费保持不变；总资本、总产出和总消费以(n+g)的速率增长；

人均的资本、产出和消费以 g 的速率增长。 
（2）动态无效率 
（3）ρ、G、等冲击的影响 
 

三、AK 模型 

 

 

 

 

 

四、增长的驱动力：  

1．储蓄率 
2．人口增长 
3．“索洛剩余”：技术创新？财产立宪与司法？宗教与文化？  
 



中级宏观经济学 

 503

第二节  经济波动 

一、一个早期著名的例子：密西西比泡沫 

约翰·劳， 1671 年生人， 早的货币主义者，1705《论货币与贸易：兼向国家供

应货币的建议》，1716 年，创立劳氏公司（银行） 

二、周期的表现 

1．实际产出与就业 
2．存货 
3．资本支出 
4．房地产 
5．金融资产 
6．黄金、古董 

三、周期的解释 

1．马克思：资本挤出劳动 
2．熊彼特：“创造性毁灭” 
3．朱格拉：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4．穆勒：公众情绪 
5．杰文斯：太阳黑子 
6．真实经济周期：“浮动的”瓦尔拉斯均衡 
7．1889 年，约翰·霍布森，需求不足 
8．庇古：心理因素 
9．克拉克：投资加速 
10．奥地利学派：政策干扰 

第三节  经济结构 

一、S-I＝CA+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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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基本解释 

1．增长驱动： 
（1）人口 
（2）高储蓄率 
（3）产权制度 
2．波动的因素： 
（1）高投资率 
（2）出口 
（3）政府支出 
（4）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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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题（二）：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阐述国际贸易理论的沿革过程，并对我国的国际贸易

现状进行分析。 
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绝对优势理论 

一、斯密的分工思想 

一国如果在某种产品上具有比别国高的劳动生产率，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就具有绝

对优势；相反，劳动生产率低的产品，就不具有绝对优势，即具有绝对劣势。绝对优

势也可间接地由生产成本来衡量：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单位劳动比别国生产

同样产品所需的单位劳动要少，该国就具有生产这种产品的绝对优势，反之则具有劣

势。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绝对优势”的产品，进

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在贸易理论上，

这一学说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 

二．绝对利益学说的特点和局限性 

1．绝对利益学说是以机会成本不变为前提的。这一假定以工厂手工业为时代背景，

劳动力的使用是当时产生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源泉，并且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劳动

生产率相差不大。但经济发展使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中的贡献逐渐减弱，其他生产要

素的贡献日益增强，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时，机会成本不再保持不变。因此，绝对利

益学说需要进一步完善； 
2．绝对利益学说存在另一假定，即一国要参与国际贸易，就必须要有至少一种产

品在生产上与交易伙伴相比处于劳动生产率绝对高、或生产所耗费劳动绝对低的地位

上，否则，该国就不具备参加国际分工的条件，或者在国际贸易中没有任何的利益而

只有损害。这一约束条件过于苛刻，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第二节  比较优势理论 

一、李嘉图自由贸易思想的简要内容 

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劳动生产率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劳动生

产率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

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分工与贸易会

使贸易双方获利; 
一国可能会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一定会在某些产品上拥有比较优

势。因此，任何国家都可以出口产品，都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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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优势学说的局限性 
1．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从根本上阐述造成两国间比较优势差异的原因； 
2．比较利益学说赖以成立的许多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并不符合经济现实，这就大

大削弱了比较利益学说的适用性； 
3．根据比较优势的结论：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将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但

这一点与现实有较大出入。同时，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相差愈大的国家发生

贸易的可能性愈大，从这点出发目前贸易应该 容易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

而现实中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 

第三节  新古典贸易理论 

一、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思想 

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某些局限性，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

素而不仅仅是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其它生产要素也都在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影

响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 
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即要素密集度不同； 
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也是不同的，即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 

二、要素密集度的概念 

所谓要素密集度(Factor intensity)，系指生产某种产品所投入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

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生产要素的绝对投入量无关。 
如果 X 商品的生产所采用的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              ，大于 Y 商品的

生产所采用的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               ，即           ，则称 X 是资本

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产品，Y 是劳动密集型(Labor-intensive)产品。 
在劳动、资本可互相替代的情况下，如果在任何相同的要素价格下，X 生产所使

用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大于 Y 生产所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则称 X 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Y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XX’曲线、YY’曲线分别表示 X、Y 的等产量曲线。 W 、
r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两要素的价格。 

 

XXX LKk =

YYY LKk = YX k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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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禀赋的概念 

1．概念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 
在要素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       ）大于他国，则称

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 稀缺的因家；反过来，他国则为劳动丰富或资本

稀缺的国家。  
 
 
 
 
 
 
 
 
 
2．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供给差异 
EA、EB 分别表示两国的要素禀赋点 
X：资本密集型产品； Y：劳动密集型产品； A：资本相对充裕国家；B：劳动

相对充裕国家 
3．分析工具 
（1）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一个国家在充分和有效地使用其所有资源时，能生产

的各种商品数量的组合。 
（2）社会无差异曲线：反映一国的平均消费偏好。在同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上，

各种不同的消费组合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程度相同。 
4．贸易影响与贸易所得（一般均衡分析） 
（1）贸易发生前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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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

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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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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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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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发生后：A 国 

 
 
（3）贸易发生后：B 国 

AE

Ap

Wp

AC

AQAO

AA国国

O A′ XX

A

YY  

XXA′B′

A

B BE
Bp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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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5．提供曲线 
提供曲线就是互相需求曲线，表明一个国家为了进口一定量的商品，必须向其他

国家出口一定量的商品，曲线本身是由一个国家的供给（出口）需求（进口）曲线合

成的，即对应某一进口量愿意提供出口量的轨迹，两个国家提供曲线的均衡交汇点，

即为国际商品交换比率（国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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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1．斯托尔泼—萨缪尔森定理（简称 S-S 定理）：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

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

或报酬则下降。 
2。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简称 H-O-S 定理）：指国际贸易使不同国家的同质要素

实现绝对或相对收益均等化。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将使得各国训练水平相同、技术相

同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劳动相互连在一起，使他们的绝对和相对工资实现均等；使各

国效率和风险相同的资本相互连在一起，使他们的利息的绝对和相对量实现均等。 
美国 中国 
资本（K）相对丰富 
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及

出口 
资本报酬率（r）相对低 
劳动的报酬率（w）相对高 

劳动（L）相对丰富 
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及

出口 
劳动报酬率（w）相对高 
资本报酬率（r）相对低 

AA国国的的提提供供曲曲线线  

BB国国的的提提供供曲曲线线  AA

国国YY   

的的
进进
口口
量量

BB

国国YY

的的
出出
口口
量量 
 

收收入入分分配配  偏偏好好  要要素素供供给给  技技术术  

对对 终终产产品品的的需需求求  

对对要要素素的的派派生生需需求求  

要要素素价价格格  

商商品品价价格格  

AA国国XX的的出出口口量量、、BB国国XX的的进进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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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时，K：

S=D 
贸易后，K：

S>D 
  
r 下降 

结论：国际贸易使得要素报酬的国际差异缩小  
3．要素积累与国际贸易 
在前面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中，我们一直假定一国的要素总量是固定不变的。我

们将去掉这条假设，专门讨论要素总量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般来说，要素禀赋

的变化会导致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从而可能影响其贸易条件，甚至影响比较

优势的形态。 
4．罗伯津斯基定理 
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

产增加，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 
 

 
 
5．证明： 
假设某一生产要素总量增加，如资本供给增加了⊿K。 
在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要素数量变化后，要素相对价格仍会保持不

变，从而两个部门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保持不变。 
为了使新增加的资本(⊿K)能够被全部利用，以保证充分就业，则需资本密集型部

XX

YY  

p p′

O 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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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X 来吸收新增的资本。但要保证 X 部门将新增的资本全部吸收，还需要一定的劳动

来与其搭配。所以 Y 部门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以便释放出一定的劳动(⊿LY)。但 Y
部门在释放出劳动的同时，还会释放出一定的资本(⊿KY)，这部分资本也需由 X 部门

来吸收 。 
 
 
 
 
 
 
 
当上述两式都满足时，所有的要素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且两个部门的要素密集

度保持不变，结果 X 部门的生产扩大，而 Y 部门的生产则下降。 

第四节  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一、规模经济的含义 

1．规模经济系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

说，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单位生产成本降低（即成本递减）而产生的生

产效率的提高（边际收益递增）。 
2．规模经济系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减。规模经

济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在的，即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

扩大而下降；另一种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而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内在的，即平均

成本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但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 
3．外部和内部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具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只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的

行业（即大厂商没有优势）一般由许多相对较小的厂商构成，且外于完全竞争的状态；

相反，存在内部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大厂商比小厂商更具有成本优势，就形成不完全

竞争的市场结构。 

二、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1．外部规模经济的来源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将此问题解释为以下三个原

因： 
① 厂商集中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 
② 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分享； 
③ 厂商的地理集中有助于知识外溢。            
2．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 

YX

YX

X

X
X LL

KKK
L
Kk

Δ+
Δ+Δ+

==

YY

YY

Y

Y
Y LL

KK
L
Kk

Δ−
Δ−

==



中级宏观经济学 

 513

 

 

第五节  现阶段我国贸易状况 

一、现阶段我国贸易的基本状况 

1．一般贸易增长迅速，加工贸易增长速度相对回落。  
2．进口贸易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进口金额增幅大大超过进口贸易量的增长。  
3．受国际市场价格诱导，一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量仍然较大。  
4．在出口中，也出现了大量商品的出口金额增长幅度远高于出口量增长幅度的现

象。 
5．对美国与香港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仍

然保持较高增幅。   
6．广东省出口增速明显下滑，一些西部省区出口增速提高。  

二、对 2008 年前 9 个月的进出口贸易形势的分析和解释 

1．2008 年在国内外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增长受价格虚高的影响成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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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价格虚高的景气假象掩盖了大量中小企业困难的真实情况。  
3．通货膨胀和国内政策调整对加工贸易增长更不利。  
4．美元汇率下跌导致了我国出口增速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变化。  
5．维持初级产品、特别是能源产品的国内低价格难以为继 

三、对中国外贸趋势的预测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趋势看，其外部影响因素将有两方面： 
1．是受世界经济和外部市场不景气的负面影响。 
2．是从 2008 年 7 月中旬开始的欧元对美元从升值转为贬值，将导致我对欧盟市

场出口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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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题（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般原理，熟悉货币与外

汇市场的一般均衡，并实际应用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分析。  
 
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货币市场 

一、货币需求 

1．货币需求：MD＝MD（i↓,Y↑） 
2．货币流通速度 V＝V（i,Y） 

二、货币供给 

1．M1、M2、M3 
2．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Mh），指流通中所有的通货（钞票和铸币）的价值

（CU）加上私人银行的储备（R），即  
Mh=CU+R. 

三、央行控制货币的原理 

 
 
 
 
 
 
 

11
1 >

+
+

=ΦΦ=
dd

d

rC
CMhM ，　　　

D
CUCd =

D
R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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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学推导： 
根据： 

 
（i） 

             （ii） RCUMh
DCUM

+=
+=

　　

1

可得： 111 >
+
+

=
+

+
=

+
+

=
dd

d

rC
C

D
R

D
CU

D
D

D
CU

RCU
DCU

Mh
M

即 11
1 >

+
+

=ΦΦ=
dd

d

rC
CMhM ，　　　其中

2．途径 
中央银行

贴现贷款

基础货币

外汇市场 公开市场业务 

=> 可控制变量与不可控制变量 

 可控制变量： 

 （i）  基础货币Mh 

  (ii)  法定准备率

不可控制变量： 

（i) 储备对存款比率 

(ii) 通货对存款比率

dr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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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市场的均衡 

 

五、价格、汇率和货币的一般均衡 

 

 

1．货币供给 
 
2．资本控制 
 
3．汇率制度 

第二节  财政政策  

一、收入与支出 

1．公共收入：税收、产权收入、租、债务 
①税收主要有流转税、收入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其中流转税与收入税构成了我

国税收收入的主体。 
②直接税与间接税 
③税收的政治经济学 
 
2．公共支出 

3．图析 
中央银行 

法定准备率 

法定储备 

市场利率 贴现率 
银行间拆借利

持有超额储备 
的机会成本 

储备不足时 
借款成本

超额储备 商业银行储备

均衡条件： sD MMhYiPfM =Φ== ),(

)( *

*

iV
QE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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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分权与财政体制 

二、赤字的融资 

1．政府预算赤字等于政府净债务的变化量 
 
2．政府为预算赤字融资的途径： 
（1） 向私人部门借债。 
（2）向中央银行借债，从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融资。 
（3）向外国人借钱 
3．CA=(Sp-Ip)-DEF 

三、李嘉图—巴罗等价 

1．只要政府税收的现值保持不变， 税收的时间路径对家庭预算约束没有影响，

从而也不会影响私人消费支出。 
 

2． 政府支出不变时减税政策对国民储蓄没有影响，从而也不影响经常项目和

利率。 
3． 李嘉图等价原理的局限 
①人的寿命有限 
②流动性受限制 
③存在不确定性 
④人口是不断新老交替的 

 

 
 
4．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来为赤资融资（即赤字货币化）从本质上是政府通过通

货膨胀税为它的支出筹措资金。 
 

)()()(

D-DDEF      

)()()(

)()(

)()(

D

)()(

*
1

*
11

1

*
1

*
11

11

11

1

*
1

*
11

−−−

−

−−−

−−

−−

−

−−−

−−−+−=

=

−−−+−=

−+−=

+−+=

−=

−−−=−

cc
g
p

g
p

cc
g
p

g
p

g
p

g
p

g
c

g
c

g
p

g
c

g
p

g
c

cc
g

c
g

c

BBEDDMhMh

BBEDDMhMh

DDDD

DDDD

DDEF

BBEMhMhDD

即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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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 

1．度量 

 
 
 
2．通胀税的拉弗曲线 
 

 
 
 
3．赤字与通货膨胀税 
 

 

  货币持有者由于通

货 

膨胀而遭受的资本

通货膨胀
政府由于其印制货币 

的垄断权而获得的 

实际收入。

铸币税：

度量 度量

))(( 1

P
M

M
MMSE −−

=))(( 1

P
M

P
PPIT −−

=

0 

A

通 货 膨 胀

通

胀

P̂

maxIT

maxP̂

))(
P̂1

ˆ
(

P
MPD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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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货币与财政政策效应 

 

图解 

E 

LM

CM

IS

i 

*ii =

DQ



 

《线性代数》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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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号：309020013 
英文名称：Linear Algebra  
授课对象：经济学专业 

二、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线性代数是我校本科经济学专业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程，它内容丰富，学时较多．其任务是既

要为经济学类专业后继课程提供基本的数学工具，又要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

的意识与能力。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问题的处理方法是许多非线性问

题处理方法的基础,且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科学的领域中．本课程以线性方程组解的讨论为核心内

容,介绍行列式、矩阵理论、向量的线性相关性、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的理论及其有关知识。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了解其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线

性代数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线性代数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授课方法 

由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讲清基本概念、理论的同时，教学中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并注意与有关专业的课程内容互相渗透和配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科精神的领会；用问题驱动

法逐步展开教学,把学生吸引到教学内容中去, 并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锻

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增长他们的创新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说明：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等词表述，要求较低的内容用“了解”、

“会”等词表述。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 “空间解析几何”部分，不需其它高等数学基础，在任一学期均可开课。

作为基础课，它是许多后继课，如数理统计、运筹学以及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 
考核方法：采用闭卷考试，以百分制评定成绩。平时成绩 20%,期末成绩 80%． 
教材：《线性代数》   赵树嫄．  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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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列式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了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2．熟练掌握行列式的性质及按行列展开定理。 
3．熟练掌握 n 阶行列式常用的几种计算方法。 
4．理解克莱姆法则。 
5．会应用克莱姆法则解二、三元线性方程组。 
6．掌握 n 个未知量 n 个方程有解、无解的判断 
本章知识点：二阶、三阶行列式的概念与计算，n 阶行列式的概念与性质、行列式按行展开定

理，克莱姆法则。 
重点：行列式的概念、性质及计算，展开定理，克莱姆法则。 
难点：n 阶行列式的计算。 
学时分配：11 学时  

第一节  二阶、三阶行列式 

一、二阶行列式 

（一）高斯消元法解二元一次线性方程组 

若二元线性方程组
⎩
⎨
⎧

=+
=+

2222121

1212111

bxaxa
bxaxa

， 021122211 ≠− aaaa若 ， 

则二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
12212211

122221
1 aaaa

abab
x

−
−

=
12212211

211112
2 aaaa

abab
x

−
−

=  

（二）二阶行列式定义 
由四个数排成二行二列（横排称为行,竖排称为列）的数表 

11 12

21 22

a a
a a

 

表达式 11 22 12 21a a a a− 称为数表的行列式, 

记为
11 12

21 22

a a
a a

,       即 21122211
2221

1211 aaaa
aa
aa

−=  

二、三阶行列式 

（一） 高斯消元法解三元一次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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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三元一次方程组

11 1 12 2 13 3 1

21 1 22 2 23 3 2

31 1 32 2 33 3 3

a x a x a x b
a x a x a x b
a x a x a x b

+ + =⎧
⎪ + + =⎨
⎪ + + =⎩

，  

若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 0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则三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1 22 33 12 23 3 13 2 32 1 23 32 12 2 33 13 22 3
1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

b a a a a b a b a b a a a b a a a bx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11 2 33 1 23 31 13 21 3 11 23 3 1 21 33 13 2 31
2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

a b a b a a a a b a a b b a a a b ax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11 22 3 12 2 31 1 21 32 11 2 32 12 21 3 1 22 31
2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

a a b a b a b a a a b a a a b b a ax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二）三阶行列式定义 
由 9 个数排成三行三列（横排称为行,竖排称为列）的数表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表达式称为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数表的行列式, 

记为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 

即 312213332112322311322113312312332211

333231

232221

131211

aaaaaaaaaaaaaaaaaa
aaa
aaa
aaa

−−−++=  

三元一次线性方程组的解可表示为 

1 12 13

2 22 23

3 32 33
1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b a a
b a a
b a a

x
a a a
a a a
a a a

=   

11 1 13

21 2 23

31 3 33
1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 b a
a b a
a b a

x
a a a
a a a
a a a

=   

11 12 1

21 22 2

31 32 3
3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 a b
a a b
a a b

x
a a a
a a a
a 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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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n 阶行列式 

一、全排列及其逆序数 

（一）概念的引入 
（二）全排列及其逆序数 
1．n 个不同的元素排成一列，叫做这 n 个元素的全排列（或排列）． 
2．规定各元素之间有一个标准次序,  n 个不同的自然数，规定由小到大为标准次序． 

3．在一个排列 ( )nst iiiii LLL21 中，若数 st ii > 则称这两个数组成一个逆序． 

4．一个排列中所有逆序的总数称为此排列的逆序数． 
（1）逆序数为奇数的排列称为奇排列． 
（2）逆序数为偶数的排列称为偶排列． 
（三）对换与排列的奇偶性的关系 
定理 1:任意一个排列经过一个对换后奇偶性改变． 
定理 2:n 个数码（n>1）共有 n！个 n 级排列，其中奇排列和偶排列各占一半． 

二、n 阶行列式概念的引入 

11 12 13

21 22 23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2 21 33 13 22 31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一）三阶行列式的特点 
1．三阶行列式共有 6 项，即 3！项． 
2．每项都是位于不同行不同列的三个元素的乘积． 
3．每项的正负号都取决于位于不同行不同列的三个元素的下标排列． 
（二）三阶行列式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1(
321

321
321

)(

333231

232221

131211

∑ −= jjj
jjjN aaa

aaa
aaa
aaa

 

三、n 阶行列式的定义与计算 

（一）定义 

由
2n 个数组成的 n 阶行列式等于所有取自不同行不同列的 n 个元素的乘积的代数和 

1 2

1 21 21 n

n

N ( j j j )
j j nj( ) a a a .−∑ L L   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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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

21 22 2

1 2

n

n

n n nn

a a a
a a a

D

a a a

=

L

L

M M M

L

 

简记 ijdet( a ).数 aij称为行列式的元素 

（二）特殊 n 阶行列式的计算 

1．上三角行列式

nn

n

n

a

aa
aaa

L

LLLLLLL

L

L

00

0 222

11211

nnaaa L2211=  

2．下三角行列式

nnnnn aaaa

aa
a

L

LLLLLLLL

L

L

321

2221

11

00
000

 nnaaa L2211=  

3．对角行列式

nλ

λ
λ

O
2

1

 nλλλ L21=  

4．范德蒙（Vandermonde）行列式 

( )
1 2 3
2 2 2 2
1 2 3

1

1 1 1 1
1 2 3

1 1 1 1

n

n n i j
j i n

n n n n
n

x x x x
V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L

L

L

M M M M

L

 

（三）n 阶行列式定义的另外形式 

1． ( ) niii
iiiN

n

n aaaD L
L

21
)(

21

211∑ −=  

2． ( )
nn

nn
jijiji

jjjNiiiN aaaD L
LL

2211

2121 )()(1∑ +−=  

第三节  行列式的性质 

（一）将行列式转置，行列式的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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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11 12 1 11 21 1

21 22 2 12 22 2

1 2 1 2

n n

n n

n n nn n n nn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L L

L L

M M M M M M

L L

 

  说明:行列式对行成立的性质对列也成立． 

（二）交换行列式的两行（列），行列式的值变号 

   即: 

1 11 1 1 2 1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n n

s s sn t t tn

t t tn s s sn

n n nn n n n n

a a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L L

M M M MM M

L L

M M M M M M

L L

M M M M M M

L L

 

推论: 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列）的对应元素相同，则此行列式的值为零。 
（三） 用数 k 乘行列式的某一行（列），等于以数 k 乘此行列式 

   即: 

1 111 12 11 12

1 2 1 2

1 2 1 2

n n

s s sn s s sn

n n nn n n nn

a aa a a a

kka ka ka a a a

a a a a a a

=

L L

M M M MM M

L L

M M M M M M

L L

 

推论 1:如果行列式某行（列）的所有元素有公因子，则公因子可以提到行列式外面。 
推论 2: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列）的对应元素成比例，则行列式的值等于零。 
（四）如果将行列式中的某一行（列）的每一个元素都写成两个数的和，则此行列式可以写成

两个行列式的和，这两个行列式分别以这两个数为所在行（列）对应位置的元素，其它位置的元素

与行列式相同 
    即 : 

1 1 111 12 11 12 11 12

1 1 2 2 1 2 1 2

1 2 1 2 1 2

n n n

s s s s sn sn s s sn s s sn

n n nn n n nn n n nn

a a aa a a a a a

b a b a b a b b b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L L L

M M M M M MM M M

L L L

M M M M M M M M M

L L L

 

推论：如果将行列式中的某一行（列）的每一个元素都写成 m 个数（m 为大于 2 的整数）的

和，则此行列式可以写成 m 个行列式的和。 
（五）将行列式的某一行（列）的所有元素同乘以数 k 后加于另一行（列）对应位置的元素上，

行列式的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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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1 11 1 1 2 1 1 1 2

1 1 2 1 1 1 2

1 2 1 2

1 2 1 2

n n

s t s t sn t s s sn

t t tn t t tn

n n n n n n nn

a aa a a a

a ka a ka a k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L L

M M M MM M

L L

M M M M M M

L L

M M M M M M

L L

 

（六）关于行列式分块性质 

11 12 1

21 22 2

11 12 1 11 12 1

1 2 21 22 2 21 22 2

11 12 1 11 12 1

1 2 1 221 22 2 21 22 2

1 2 1 2

0 0 0
0 0 0

0 0 0

n

n

n n

n n nn n n

n n

n n nn n n nnn n

n n nn n n nn

a a a
a a a

a a a b b b
a a a a a a b b b
c c c b b b

a a a b b bc c c b b b

c c c b b b

= ×

L L

L L

M M M M M M L L

L L L L

M M M M M ML L

L LL L

M M M M M M

L L

 

第四节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一、行列式按某一行（列）展开 

（一）余子式与代数余子式 
1．余子式 

定义：在 n 阶行列式 ijD a= 中去掉元素 ija 所在的第 i 行和第 j 列后,余下的 n-1 阶行列式称为

D 中元素 ija 的余子式,记为 ijM  

即: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j j n

i i j i j i n
ij

i i j i j i n

n nj nj nn

a a a a

a a a a
M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

− +

=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2．代数余子式 

定义:D 中元素 ija 的余子式 ijM 前添加符号 ( )1 i j+− ,称为 ija 的代数余子式,记为 ijA  

即: 1 i j
ij ijA ( ) M+= −  

（二）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展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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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阶行列式 D= ija 等于它的任意一行（列）的各元素与其对应的代数余子式的乘积的和 

即 1 1 2 2 1 2i i i i in inD a A a A a A (i , , n )= + + =L L   

或 1 1 2 2 1 2j j j j nj njD a A a A a A ( j , , n )= + + =L L  

（三）关于代数余子式的重要性质 

n 阶行列式 D= ija 某一行（列）的元素乘另一行（列）对应元素的代数余子式之和等于零 

即: 1 1 2 2 0i s i s in sna A a A a A ( i s )+ + = ≠L   

或 1 1 2 2 0j t j t nj nta A a A a A ( j t )+ + = ≠L  

第五节  克莱姆法则 

一、引例 

（一）二元线性方程组的解 

若二元线性方程组
⎩
⎨
⎧

=+
=+

2222121

1212111

bxaxa
bxaxa

，系数行列式 0
2221

1211 ≠=
aa
aa

D ， 

则二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

2221

1211

222

121

1
1

aa
aa
ab
ab

D
D

x ==

2221

1211

221

111

2
2

aa
aa
ba
ba

D
Dx ==  

（二）三元线性方程组的解 

三元线性方程组

⎪
⎩

⎪
⎨

⎧

=++
=++
=++

3333232131

2323222121

1313212111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系数行列式 0

333231

232221

131211

≠=
aaa
aaa
aaa

D ， 

则三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D
D

x 1
1 = ， ,2

2 D
Dx =

D
D

x 3
3 =  

其中

33323

23222

13121

1

aab
aab
aab

D = ，

33331

23221

13111

2

aba
aba
aba

D = ，

33231

22221

11211

3

baa
baa
ba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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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克莱姆法则 

（一）若 n 元线性方程组

⎪
⎪
⎩

⎪
⎪
⎨

⎧

=+++

=+++
=+++

nnnnnn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LLLLLLLLLLL

L

L

2211

22222121

11212111

,当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 

0≠D 时，方程组有且仅有唯一解 ),2,1( nj
D
D

x j
j L==  

其中 Dj是把系数行列式 D 中第 j 列的元素用方程组右端的常数项代替后所得到的 n 阶行列式，

即:
11 1 1 1 1 1 1

1 1 1

, j , j n

j

n n, j n n, j nn

a a b a a
D

a a b a a

− +

− +

=
L L

LLLLLLLLLLL

L L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与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定义 

设线性方程组

⎪
⎪
⎩

⎪
⎪
⎨

⎧

=+++

=+++
=+++

nnnnnn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LLLLLLLLLLL

L

L

2211

22222121

11212111

，若常数项 1 2 nb ,b , ,bL 不全为零,则称此方程组为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若常数项 1 2 nb ,b , ,bL 全为零,此时称方程组为齐次线性方程组． 

三、重要定理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相关定理 
1．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不为零，则该方程组一定有

解,且解是唯一的。  
2．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无解或有无穷多个不同的解，则它的系数

行列式必为零。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相关定理 
1．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不为零，则该齐次线性方程组

仅有非零解。 
2．如果有 n 个未知量 n 个方程的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则它的系数行列式必为零。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一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居马余等编   《线性代数》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同济大学编   《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谢云孙等编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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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矩  阵 

本章教学目的及基本要求： 
1．理解矩阵的概念，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上（下）三角矩阵、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

以及它们的性质。 
2．熟练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运算、转置运算，以及它们的运算规律，理解方阵的幂，

掌握方阵乘积的行列式。 
3．理解逆矩阵的概念，掌握逆矩阵的性质，以及矩阵可逆的充要条件。  
4．熟练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理解矩阵秩的概念，熟练掌握用伴随矩阵法和初等变换法求逆

矩阵，掌握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秩。 
5．掌握分块矩阵的运算及其应用 
本章知识点：矩阵的概念、性质、运算，几种特殊的矩阵，逆矩阵，矩阵的秩，矩阵的初等变

换。 
重点：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转置，以及它们的运算规律；逆矩阵的概念及求法。 用伴随

矩阵法和初等变换的方法求逆矩阵，矩阵的秩。 
难点：逆矩阵的求法   矩阵的秩  分块矩阵的应用 
本章学时分配：13 学时 

第一节  矩阵的概念及特殊矩阵 

一、矩阵概念的引入例题 

二、矩阵的定义 

由 nm× 个数 ( )njmiaij ,,2,1;,,2,1 LL == 排成的 m 行 n 列的数表  

            

mnmm

n

n

aaa

aaa
aaa

L

MMM

L

L

21

22221

11211

 

称为 nm× 矩阵。记作

11 12 1

21 22 2

1 1

n

n

m m m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L L L L

L

 

三、几种特殊矩阵 

（一）方阵 
行数与列数都等于 n 的矩阵 A，称为 n 阶方阵 A 
注意:n 阶行列式与 n 阶矩阵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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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矩阵与列矩阵 
1．只有一行的矩阵称为行矩阵（或行向量）． 
2．只有一列的矩阵称为列矩阵（或列向量）． 
（三）单位矩阵 

⎟⎟
⎟
⎟
⎟

⎠

⎞

⎜⎜
⎜
⎜
⎜

⎝

⎛

==

100

010
001

L

LLLL

L

L

nEE  

（四）零矩阵 
元素全为零的矩阵称为零矩阵 
（五）对角矩阵 

⎟⎟
⎟
⎟
⎟

⎠

⎞

⎜⎜
⎜
⎜
⎜

⎝

⎛

nλ

λ
λ

L

LLLL

L

L

00

00
00

2

1

   记作: ( )1 2 nA diag , , , .λ λ λ= L  

（六）同型矩阵 
1．概念 
两个矩阵的行数相等,列数相等时,称为同型矩阵 
2．两个矩阵相等 

两 个 矩 阵 ( ) ( )ij ijA a B b= 与 为 同 型 矩 阵 , 并 且 对 应 元 素 相 等 , 即

( ),,,2,1;,,2,1 njmiba ijij LL ===  

则称矩阵 ( ) ( )ij ijA a B b= 与 相等,记作 BA =  

（七）（上、下）三角矩阵 

    形如: 

11 12 1

22 20

0 0

n

n

nn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L

,即 n 阶矩阵 A= ( )ija ,当 i>j 时, ( )0 1 2 1ija , j , n= = −L 称为

上三角形矩阵 

形如: 

11

21 22

1 2

0 0
0

n n nn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L

,即 n 阶矩阵 A= ( )ija ,当 i<j 时, ( )0 2 3ija , j , n= = L 称为下三角

形矩阵 
（八）行阶梯矩阵、行 简形矩阵 
1．行阶梯矩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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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划出一条阶梯线，线的下方全为零 
（2）每个台阶 只有一行 
（3）台阶数即是非零行的行数，阶梯线的竖线后面的第一个元素为非零元 
2．行简化矩阵 
行阶梯形矩阵中,若非零行的第一各非零元为 1,而这些非零元所在列的其他元素都为零,则称此

行阶梯形矩阵为行简化矩阵．它在解线性方程组中有作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矩阵的运算 

一、矩阵的加法和数与矩阵乘法 

（一）矩阵的加法 

⎟⎟
⎟
⎟
⎟

⎠

⎞

⎜⎜
⎜
⎜
⎜

⎝

⎛

+++

+++
+++

=+

mnmnmmmm

nn

nn

bababa

bababa
bababa

BA

L

LLLL

L

L

2211

2222222121

1112121111

 

（二）数与矩阵乘法 

⎟⎟
⎟
⎟
⎟

⎠

⎞

⎜⎜
⎜
⎜
⎜

⎝

⎛

==

mnmm

n

n

aaa

aaa
aaa

AA

λλλ

λλλ
λλλ

λλ

L

LLLL

L

L

11

22221

11211

 

（三）矩阵的加法和数与矩阵乘法的运算规律 
  1．交换律  A+B=B+A 
  2．结合律  （A+B）+C=A+（B+C） 
  3．零矩阵满足  A+O=A,其中 O 是与 A 同型的零矩阵 

  4．存在矩阵（-A）满足 A+（-A）=O,此时,如果 A= ( )ij m n
a

×
．则 ( )ij m n

A a
×

− = − 称为 A 的负

矩阵 
  5．1A=A 
  6．（kl）A=k（lA） 
  7．（k+l）A=kA+lA 

二、矩阵的乘法 

（一）实例问题的引入 
某地区有 4 个工厂Ⅰ、Ⅱ、Ⅲ、Ⅳ，生产甲、乙、丙 3 种产品，一年中各工厂生产各种产品的

数量由矩阵 A 表示，各种产品的单位价格及单位利润由矩阵 B 表示，各工厂的总收入及总利润由

矩阵 C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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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434241

333231

232221

131211

aaa
aaa
aaa
aaa

A      
⎟
⎟
⎟

⎠

⎞

⎜
⎜
⎜

⎝

⎛
=

3231

2221

1211

bb
bb
bb

B         

⎟⎟
⎟
⎟
⎟

⎠

⎞

⎜⎜
⎜
⎜
⎜

⎝

⎛

=

4241

3231

2221

1211

cc
cc
cc
cc

C  

（二）矩阵的乘法法则 

设 ( )ijaA = 是一个 sm× 矩阵， ( )ijbB = 是一个 ns×  矩阵，那末规定矩阵 A 与矩阵 B 的乘积

是一个 nm× 矩阵 ( )ijcC = ， 其中 

∑
=

=+++=
s

k
kjiksjisjijiij babababac

1
2211 L  ( ),,,2,1;,2,1 njmi LL ==  

并把此乘积记作 .ABC =  
（三）矩阵乘法的性质 
  （1）结合律（AB）C=A（BC） 
  （2）数乘结合律 k（AB）=（kA）B=A（kB）,其中 k 是数 
  （3）左分配律 A（B+C）=AB+AC 
右分配律 （B+C）A=BA+CA 
注意:矩阵乘法一般 
不满足交换律,即 AB BA≠ ; 
不满足消去律,即由 AB AC= 不能推出 B=C; 
由 AB=0 不能推出 A=0 或 B=0 

三、矩阵的转置 

（一）矩阵的转置定义 
把矩阵 A 的行换成同序数的列得到的新矩阵，叫做 A 的转置矩阵，记作 AT  

  即: 

11 12 1

21 22 2

1 2

n

n

n n n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L

,则

11 21 1

12 22 2

1 2

n

nT

n n n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L

 

（二）矩阵的转置性质 

1． ( ) AA TT =  

2． ( ) TTT BABA +=+  

3． ( ) TT AA λλ =  

4． ( ) TTT ABAB =  

（三）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 
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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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A 为 n 阶方阵，如果满足
TAA = ，即 ( )njiaa jiij ,,2,1, L== 那末 A 称为对称阵． 

如果 TA A= − 则矩阵 A 称为反对称矩阵。 
2．应用 
（1）设 A 与 B 是两个对称矩阵，当且仅当 A 与 B 可交换时，AB 是对称的。 
（2）任一 n 阶矩阵 A 都可表示成对称阵与反对称阵之和。 

四、方阵的幂 

（一）方阵幂的定义 

若 A 是 n 阶矩阵，则 Ak 为 A 的 k 次幂，即
43421
L

个k

k AAAA =  

（二）方阵幂的性质 

1． kmkm AAA +=    

2． ( ) mkkm AA =      

注意：
mmm ABBA )(≠  

五、方阵的行列式及性质 

（一）方阵的行列式定义 

由 n 阶方阵 A 的元素所构成的行列式，叫做方阵 A 的行列式，记作 A 或 Adet  

（二）方阵的行列式运算性质 

1． AAT =  

2． AA nλλ =   

3． BAAB =  

第三节  逆矩阵 

一、概念的引入 

二、逆矩阵的概念与性质 

（一）逆矩阵的定义 
对于 n 阶矩阵 A，如果有一个 n 阶矩阵 B ,使得 AB= BA=E，则说矩阵 A 是可逆的，并把矩阵

B 称为 A 的逆矩阵．A 的逆矩阵记作
11 , −− = ABA 即 。 

说明:  若 A 是可逆矩阵，则 A 的逆矩阵是唯一的 



线性代数 

 539

三、伴随矩阵法求逆矩阵 

（一）奇异矩阵与非奇异矩阵的定义 

  若 n 阶方阵 A,满足 0A ≠ ,则称 A 为非奇异矩阵,否则称为奇异矩阵． 

（二）伴随矩阵的定义 

行列式 A 中的各个元素的代数余子式 ijA 所构成的如下矩阵，称为矩阵 A 的伴随矩阵
*A  

即:

11 21 1

12 22 2

1 2

n

n*

n n n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L L L L

L

 

（三）矩阵 A 可逆的充要条件是 0≠A ，且 *1 1 A
A

A =− 其中 A* 是矩阵的的伴随矩阵 

作用：1．给出矩阵 A 可逆的判别方法 
2．给出逆矩阵的计算方法 

推论：若 AB E( BA E )= =或 则
1B A−=  

四、逆矩阵的运算性质 

（一） A若 可逆,则 1 1 1A ( A ) A− − − =亦可逆，且  

（二）若 A 可逆,数 0λ ≠ ,则 Aλ 可逆,且 1 11( A ) Aλ
λ

− −=  

（三）若 A,B 为同阶方阵且均可逆,则 AB 亦可逆,且 1 1 1( AB ) B A− − −=  
（四）若 A 可逆,则 1 1T T TA ( A ) ( A )− −=亦可逆，且  

（五）若 A 可逆,则有
11A A −− =  

五、用逆矩阵解矩阵方程 

（一）若已知 AX=B,且 A 可逆,则 1X A B−=  
（二）若已知 XA=B,且 A 可逆,则 1X BA−=  
（三）若已知 AXB=C,且 A,B 均可逆,则 1 1X A CB− −=  

六、n 阶可逆矩阵 A（n≥2）的伴随矩阵 A*的性质 

（一） ( ) ( )1 1A* A *− −=  

（二） ( ) ( )T TA* A *=  

（三） ( ) ( )1nkA * k A*−= ,  其中 k 是非零常数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540 

（四） ( )AB * B* A*=  

（五） ( ) 2nA* * A A−=  

第四节  分块矩阵 

一、矩阵分块的作用 

二、分块矩阵的运算法则 

（一）分块矩阵的加法 
设矩阵 A 与 B 的行数与列数对应相等,采用相同的分块法,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srs

r

srs

r

BB

BB
B

AA

AA
A

L

MM

L

L

MM

L

1

111

1

111

,  其中 Aij与 Bij的行数,列数对应相同,那么 

11 11 1 1

1 1

r r

s s sr sr

A B A B
A B

A B A B

+ +⎛ ⎞
⎜ ⎟+ = ⎜ ⎟
⎜ ⎟+ +⎝ ⎠

L

M M

L

 

（二）数与分块矩阵乘法 

设
11 1

1

r

s sr

A A
A ,

A A

⎛ ⎞
⎜ ⎟= ⎜ ⎟
⎜ ⎟
⎝ ⎠

L

M M

L

,λ为数,那么

⎟
⎟
⎟

⎠

⎞

⎜
⎜
⎜

⎝

⎛
=

srs

r

AA

AA
A

λλ

λλ
λ

L

MM

L

1

111
 

（三）分块矩阵的乘法 
设 A 为 m×l 矩阵,B 为 l×n 矩阵,分块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t

r

sts

t

BB

BB
B

AA

AA
A

L

MM

L

L

MM

L

1

111

1

111

,  

其中 1 2i i itA ,A , ,AL 的列数分别等于 1 2j j ijB ,B , ,BL 的行数,那么 

⎟
⎟
⎟

⎠

⎞

⎜
⎜
⎜

⎝

⎛
=

srs

r

CC

CC
AB

L

MM

L

1

111

  其中  ( )
1

1 1
t

ij ik kj
k

C A B i , ,s; j , ,r
=

= = =∑ L L  

（四）分块矩阵的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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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1 1

1

r

s sr

A A
A

A A

⎛ ⎞
⎜ ⎟= ⎜ ⎟
⎜ ⎟
⎝ ⎠

L

M M

L

   则
11 1

1

T T
s

T

T T
r sr

A A
A

A A

⎛ ⎞
⎜ ⎟

= ⎜ ⎟
⎜ ⎟
⎝ ⎠

L

M M

L

 

（五）分块对角矩阵的运算性质 
1．分块对角矩阵的概念 
设 A 为 n 阶矩阵,若 A 的分块矩阵只有在对角线上有非零子块,其余子块都为零矩阵,且非零子

块都是方阵,即: 

⎟⎟
⎟
⎟
⎟

⎠

⎞

⎜⎜
⎜
⎜
⎜

⎝

⎛

=

sA

A
A

A
O

2

1

 

其中 ( )1 2iA i , , s .= L 都是方阵,那么称 A 为分块对角矩阵 

2．分块对角矩阵的运算性质 

（1） sAAAA L2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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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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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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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1

⎟⎟
⎟
⎟
⎟

⎠

⎞

⎜⎜
⎜
⎜
⎜

⎝

⎛

=

ssBA

BA
BA

L

LLLL

L

L

00

00
00

22

11

 

（六）用分块法求矩阵的逆矩阵 

1．设
0
B D

A
C

⎛ ⎞
= ⎜ ⎟
⎝ ⎠

,其中 B 和 C 都是可逆方阵,则
1 1 1

1
10

B B DC
A

C

− − −
−

−

⎛ ⎞−
= ⎜ ⎟
⎝ ⎠

 

2．分块对角矩阵

1

2

s

A
A

A

A

⎛ ⎞
⎜ ⎟
⎜ ⎟=
⎜ ⎟
⎜ ⎟
⎝ ⎠

O
可逆的充要条件是可逆 1 2iA ( i , s )= L 可逆  

1
1

1
1 2

1
s

A
A

A

A

−

−
−

−

⎛ ⎞
⎜ ⎟
⎜ ⎟= ⎜ ⎟
⎜ ⎟⎜ ⎟
⎝ ⎠

O
且  

第五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 

一、矩阵的三种初等变换 

（一）矩阵的三种初等行变换 
1．对调矩阵的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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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行的所有元素 
3．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行的所有元素加到另一行对应的元素上去 
（二）矩阵的三种初等列变换 
1．对调矩阵的两列 
2．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列的所有元素 
3．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列的所有元素加到另一列对应的元素上去 

二、初等矩阵 

（一）初等矩阵定义：由单位矩阵经过一次初等变换得到的方阵称为初等矩阵． 
（二）初等矩阵类型 
（三）初等矩阵作用 
1．交换矩阵两行，相当于用同种初等矩阵左乘该矩阵。 
2．交换矩阵两列，相当于用同种初等矩阵右乘该矩阵。 

三、行简化阶梯形矩阵和标准形矩阵 

四、利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逆矩阵 

（一）初等矩阵的重要定理 
定理 1: 设 A 是一个 nm× 矩阵，对 A 施行一次初等行变换，相当于在 A 的左边乘以相应的 m

阶初等矩阵；对 A 施行一次初等列变换，相当于在 A 的右边乘以相应的 n 阶初等矩阵． 
定理 2：n 阶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可以表示为一些初等矩阵的乘积。 
（二）初等变换法求逆矩阵 

1．对 n×2n 矩阵( A E )施行行初等变换,当把 A 变成 E 时,原来的 E 就变成
1A−  

2．对 2n×n 矩阵
A

( )
E

施行列初等变换,当把 A 变成 E 时,原来的 E 就变成
1A−  

（三）初等变换法求解矩阵方程 

1．对 n×2n 矩阵( A B )施行行初等变换,当把 A 变成 E 时,原来的 B 就变成
1A B−  

2．对 2n×n 矩阵
A

( )
B

施行列初等变换,当把 A 变成 E 时,原来的 B 就变成
1BA−  

第六节  矩阵的秩 

一、矩阵的 k 阶子式 

定义：在 m×n 矩阵 A 中,任取 k 行 k 列 k m,k n )≤ ≤（ ,位于这些行列交叉处的 k2 个元素, 
不改变它们在 A 中所处的位置次序而得到的 k 阶行列式，称为矩阵的 k 阶子式。 

二、矩阵秩的概念 

定义：设在矩阵 A 中有一个不等于 0 的 r 阶子式 D，且所有 r+1 阶子式（如果存在的话）全等

于 0，那么 D 称为矩阵 A 的 高阶非零子式，数 r 称为矩阵的秩，记作 R（A）=r，并规定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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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等于 0。  

三、矩阵秩的求法 

（一）利用定义 
（二）利用初等变换法 
1．定理：矩阵经过初等变换后，其秩不变。 
2．方法:用初等行变换把矩阵变成为行阶梯形矩阵，行阶梯形矩阵中非零行的行数就是矩阵的

秩． 

四、矩阵秩的性质: 

（一） ( ) ( ) ( )r A B r A r B+ ≤ +  

（二） ( ) ( ) ( )( )r AB min r A r B≤ +  

（三） 设 A 是 m×n 矩阵,P,Q 分别是 m 阶、n 阶可逆矩阵,则 
r（A）=r（PA）=r（AQ）=r（PAQ）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二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居马余等编   《线性代数》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同济大学编   《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谢云孙等编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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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线性方程组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会用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2．了解 n 维向量与 n 维向量空间的概念，掌握 n 维向量的线性运算。 
3．了解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与线性无关性，会判断一个向量组是否线性相关。 
4．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的方法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的秩。 
5．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的方法求方程组通解的方法。 
6．了解线性方程组的一般形式、矩阵形式、向量形式，掌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定定理。 
7．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与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理解方程组的基础解系的概念，掌握

求线性方程组的结构解。 
本章知识点：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n 维向量，n 维向量空间，向量间

的线性关系（线性组合、线性相关，线性无关），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矩阵方程 
重点：n 维向量，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性，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的秩，齐次

线性方程组与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判断向量组的线性无关性，求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

系。 
难点: 向量线性相关与无关的定理的理解 
本章学时分配：12 学时 

第一节  线性方程组 

一、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同解变换: 把方程组看作一个整体变形，用到如下三种变换,变换前的方程组与变换后的方程组

是同解的． 
（1）交换方程次序; 
（2）以不等于０的数乘某个方程； 
（3）一个方程加上另一个方程的 k 倍． 

二、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
⎪
⎩

⎪
⎪
⎨

⎧

=++

=++
=++

mnmnmm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

L

L

2211

221222121

11212111

        记为 Ax b= 其中 A 是系数矩阵 

由系数矩阵 A 和常数项 b 构成的矩阵 ( )B A,b= 称为增广矩阵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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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0
0

2211

21222121

1212111

nmnmm

nn

nn

xaxaxa

xaxaxa
xaxaxa

L

L

L

L

     记为 0Ax = 其中 A 是系数矩阵 

其增广矩阵为 ( )0B A,=   

三、初等行变换法解线性方程组 

（一）增广矩阵的初等行变换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二）系数矩阵的初等行变换解齐次线性方程组 

四、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断定理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判断 

( ) nARxAn nm <=× 件是系数矩阵的秩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元齐次线性方程组 0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无穷多解与无解的判断 

( )的秩的秩等于增广矩阵

系数矩阵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bAB
AbxAn nm

,=

=×  

第二节  n 维向量空间 

一、向量的线性运算 

（一）n 维向量的概念 
（二）向量的线性运算 
1．向量加法 
2．数乘向量 
3．线性运算，满足八条运算规则 
（三）向量组与矩阵的向量表示 
（四）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1．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
⎪
⎩

⎪
⎪
⎨

⎧

=++

=++
=++

mnmnmm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

L

L

2211

221222121

11212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j

j

j

j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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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L

2

1

2

1

,βα其中  

则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为： βααα =+++ nnxxx L2211  

２．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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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则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为： οααα =+++ nnxxx L2211  

二、向量空间的概念与判断 

（一）向量空间的定义  
设 V 为 n 维向量的集合，如果集合 V 非空，且集合 V 对于加法及乘数两种运算封闭，那么就

称集合 V 为向量空间． 
（二）向量空间的判断 

第三节  向量间的线性关系 

一、线性组合 

（一）向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定义 

，使关系式，，，对于任何一组实数，对于给定向量 mm kkk ,,,, 2121 LL αααβ  

  212211 的线性组合。，，为向量组成立，则称向量 mmmkkk αααβαααβ LL+++=  

   21 线性表示。，，可以由向量组或称向量 mαααβ L  

（二）向量线性表示的简单判断 
（三）向量线性表示的判定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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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2,1(,, 2121 njaaabbb mjjjjm LLL === αβ 向量向量  

的秩，，的秩等于矩阵，，

件是矩阵线性表示的充分必要条，，：能由向量组向量

),,(),( 2121

21
TT

n
TTT

n
TT

n

BA

A

βαααααα

αααβ

LL

L

==
 

二、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 

（一）向量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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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211

2121

=+++ mm

mm

kkk
kkkA

ααα
ααα

L

LL 使如果存在不全为零的数给定向量组定义：  

则称向量组是线性相关的，否则称它线性无关． 

1．  ,0,,,, 121 时则只有当线性无关若 === nn λλααα LL   

.02211 才成立=+++ nnαλαλαλ L  

2．对于任一向量组，不是线性无关就是线性相关。 
（二）简单向量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判断 
1． .,0, 0, 线性无关则说若线性相关则说，若时向量组只包含一个向量 ααααα ≠=  

2． .组是线性相关的包含零向量的任何向量  

3． 义是两向量共线；两个向量相关的几何意 .义是三向量共面三个向量相关的几何意  
4． 对应成比例要条件是两向量的分量两个向量线性相关的充  
5．单位向量组线性无关  
（三）向量线性相关与无关性的判定定理 

1． ),2,1(,2

1

nj

a

a
a

m

mj

j

j

j L
M

=

⎟
⎟
⎟
⎟
⎟

⎠

⎞

⎜
⎜
⎜
⎜
⎜

⎝

⎛

=α维列向量对于 ， 线性相关，，则向量组 nααα L21  

的秩，，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矩阵 ),( 21 nA ααα L= n小于向量的个数  

2． nmjjjj njaaam αααα LLL ，，则向量组维行向量对于 2121 ),2,1)(,,,( ==  

nA T
n

TT 的秩小于向量的个数，，件是矩阵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 ),( 21 ααα L=  

３． 件是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维向量组个 nnn ααα L21  

0

21

22221

11211

=

nnnn

n

n

aaa

aaa
aaa

L

LLLL

L

L

  

４． ，此向量组线性相关个数大于向量的维数时当向量组中所含向量的  
5． 关则整个向量组也线性相部分组）线性相关中有一部分向量（称为向量组若 ,  

三、关于线性组合与线性相关的定理 

（一）向量组 nααα L，， 21 （当 2≥n 时）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nααα L，， 21 中至少有

一个向量可由其余 n-2 个向量线性表示． 

（二） ,,,,,,,, 121 线性相关而向量组线性无关如果向量组 βααααα mm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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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示式是唯一的线性表示，，，必能由向量组向量则 ,21 mαααβ L  

四、向量组的秩 

（一）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 

，满足个向量中能选出，如果在设有向量组
riiirAA ααα ,,,

21
L   

1． 线性无关；向量组
riiiA ααα ,,,:

210 L  

2． 关，个向量的话）都线性相中有个向量（如果中任意向量组 11 ++ rArA  

（简称极大无关组）分组。的一个极大线性无关部是向量组那末称向量组   0 AA  

（二）向量组的秩 
.称为向量组的秩数极大无关组所含向量个 r  

),,,( 21 mr ααα L记为：  

（三）求向量组的秩和极大无关组的初等变换法 
1．定理 
（ 1 ）

条件是：它是极大无关组的充要的线性无关部分组组，，，，是若 miii r
αααααα LL 21,,,

21
  

中的每一个向量都可由，，， mααα L21  线性表示。
riii ααα ,,,

21
L  

（2） 关系改变其列向量间的线性矩阵的初等行变换，不  
2．方法 

线性关系。的列向量组间有相同的的列向量组与，则矩阵仅施以初等行变换化为对矩阵 AAAA  

线性无关，，，中，部分组，，的列向量组）如果矩阵（
sjjjnA αααααα LL

21211  

也线性无关。，，中，部分组，，的列向量组则矩阵
sjjjnA αααααα LL

2121  

线性表示，，，可由其中的中，某个向量，，的列向量组）如果矩阵（
sjjjjnA ααααααα LL

21212  

sjsjjj kkk αααα ++=
21 21  

线性表示：，，也可由中，对应的，，的列向量组则矩阵
sjjjjnA ααααααα LL

2121  

sjsjjj kkk αααα ++=
21 21  

（四）向量组等价 
1．概念 

（1）
线性表示。能由向量组线性表示，就称向量组向量组

组中的每个向量都能由若及设有两个向量组

ABA
BBA sm .,,,:,,,:  2121 βββααα LL  

（2） 这两个能相互线性表示，则称与向量组若向量组 BA 向量组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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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质 

（1）
.)( ）线性表示可由向量组（）线性表示，则向量组（

）又由向量组（）线性表示，而向量组）可由向量组（如果向量组（

CAC
BBA  

（2）
）线性相关。则向量组（）线性表示。如果）可由向量组（向量组（

及设有两个向量组

BtsAB
BA ts

,
.,,,:,,,:           2121

<

βββααα LL  

（五）矩阵的行秩、列秩与矩阵的秩 
1． 的行秩阵的行向量组的秩称为矩 AA  
2． 的列秩阵的列向量组的秩称为矩 AA  
3． .行向量组的秩量组的秩，也等于它的矩阵的秩等于它的列向  

第四节  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 
1． 的解也是的解，则为和若 00 2121 =+= AXAX ζζζζ  
2． 的解也是为实数，则的解，为若 00 == AXkkAX ζζ  
（二）基础解系及其求法 
1．基础解系的定义 

如果的基础解系称为齐次线性方程组 ,0 ,,, 21 =Axtηηη L  

的解的一组线性无关是  0,,,)1( 21 =Axtηηη L  

.,,,0)2( 21 线性表出的任一解都可由 tAx ηηη L=  

2． ,0,,, 21 的一组基础解系为齐次线性方程组如果 =Axtηηη L  

.0, 的通解可表示为那么 =Ax tkkkx +++= L2211 ηη ， 是任意常数其中 rnkkk −,,, 21 L  

3．基础解系的求法 
（1）对系数矩阵 A 进行初等变换，将其化为 简形 

t

rnrr

rn

bb

bb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00
10

01

~ ,1

,111

LLLL

LLLLLL

LLLL

LL

LLLLLL

LL

 

（2）得出 R（A）=r，同时可知方程组的一个基础解系含有 n-r 个线性无关的解向量 

tnrnrrrr

nrnr

xbxbx

xbxbx
Ax

⎪
⎩

⎪
⎨

⎧

−−−=

−−−=
⇔=

−+

−+

,11

,11111

0
L

LLLLLLLLLLL

L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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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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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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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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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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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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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

0

0
1

2

1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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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r

x

x
x

令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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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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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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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nr

rn

rrr b

b

b

b

b

b

x

x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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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

,,, MLMMM得  

 故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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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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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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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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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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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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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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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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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M

L
rnr

rn

rn

b

b

ξ  

为齐次线性方程组的一个基础解系． 
（三）齐次方程组解空间的重要定理 

.,)(
,0

rnSrAR
SxAn

nm

nm

−=

=

×

×

的维数为解空间时当系数矩阵的秩

间）是一个向量空间（解空集合的全体解向量所构成的元齐次线性方程组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 
1． .0, 2121 的解为对应的齐次方程则的解都是及设 =−==== AxxbAxxx ηηηη  
2． .,0, 的解仍是方程则的解是方程的解是方程设 bAxxAxxbAxx =+===== ηξξη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为： ∗
−− +++= ηξξ rnrnkkx L11  

其中 rnrnkk −−++ ξξ L11 为对应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η  为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任意一个特

解． 

三、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1． 有非零解0=Ax nAR <⇔ )(  
2． 有唯一零解0=Ax nAR =⇔ )(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1． 有解bAx = nARBR ≤=⇔ )()( ； 
2． 有唯一解bAx = nARBR ==⇔ )()(  
3． 有无穷多解bAx = nARBR <=⇔ )()(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三   A 组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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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熟练掌握求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方法，了解特征值

与特征向量的性质。 
2．理解相似矩阵的概念，了解相似矩阵的性质，掌握一个矩阵与对角矩阵相似的条件。 
3．了解向量内积与长度的概念，知道向量长度的性质。 
4．了解正交向量组的概念，理解正交矩阵的概念，知道正交矩阵的性质。 
5．掌握实对称矩阵化为对角矩阵的方法。 
本章知识点：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相似矩阵，向量内积，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

量，正交向量组，正交矩阵 
重点：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相似矩阵，正交矩阵，矩阵对角化及其求法。矩阵相似的特

点，正交矩阵在实对称矩阵化为对角矩阵过程中起的作用。 
难点: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性质   矩阵对角化 
本章学时分配：11 学时 

第一节  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一、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及计算 

（一）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定义 

.,
, , 

的特征向量的对应于特征值称为非零向量的特征值称为方阵

那末这样的数成立使关系式维非零列向量和如果数阶矩阵是设

λ
λλλ

AxA
xAxxnnA =  

（二）特征方程与特征多项式 

1． 次方程为未知数的一元以 n   λ 0=− AEλ ，称为方阵 A 的特征方程。 

0

21

22221

11211

=

−−−

−−−
−−−

nnnn

n

n

aaa

aaa
aaa

λ

λ
λ

L

LLLL

L

L

即
 

2． 次多项式为未知数的以 nλ ( ) AEf −= λλ ，称为方阵 A 的特征多项式。 

（三）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 
1．一般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计算步骤 

( )EAA λ−det  )1( 的特征多项式计算  

( ) 的全部特征值就是的全部根求特征方程 AEA n ,,,,0det  )2 ( 21 λλλλ L=−  

( ) 0 ,  )3 ( =− xEA ii λλ 求齐次方程组对于特征值 的非零解 的特征向量就是对应于 i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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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角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基本性质 

（一）n 阶矩阵与它的转置矩阵有相同的特征值 
（二）n 阶矩阵 A 是奇异矩阵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A 有一个特征值为 0 
（三）若λ是矩阵 A 的特征值，x 是 A 的属于λ的特征向量，则 

     ( )是任意常数的特征值是 mAmmλ ； 的特征值是可逆时当 11, −− AA λ  

（四） ( ) 则有的特征值为阶方阵设 ,,,, 21 nijaAn λλλ L=  

（1） nnn aaa +++=+++ LL 221121 λλλ ； 

（2） An =λλλ L21  

（五） 对应的特征向量值阶矩阵互不相同的特征 mλλλ ,,,n 21 L  

线性无关mxxx ,,, 21 L  

第二节  相似矩阵 

一、相似矩阵的概念及其性质 

（一）相似矩阵的定义 

.
,,P ,,, -1

相似与或说矩阵

的相似矩阵是则称使若有可逆矩阵阶矩阵都是设

BA
ABBAPPnBA =  

（二）相似矩阵的性质 
1．等价关系 

2． ( )为正整数相似与则相似与若 mBABA mm,  

3． 相同的特征值有相同的特征多项式和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4． 的行列式相等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5． 同时可逆或不可逆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6． 的秩相同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7． 为常数相似与则相似与 kkBkABA ,,  
8． 相似与则是一多项式而相似与若 )()(,)(, BfAfxfBA  

二、n 阶矩阵与对角矩阵相似的条件 

（一） 的充分必要条件能对角化即与对角矩阵相似阶矩阵 )( AAn  
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有是 nA  

（二） ,21 nnAn λλλ ，，，个相异的特征值有阶矩阵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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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与对角矩阵则

⎟⎟
⎟
⎟
⎟

⎠

⎞

⎜⎜
⎜
⎜
⎜

⎝

⎛

=Λ

n

A

λ

λ
λ

O
2

1

 

（三）若 A 阶方阵 A 与对角阵

⎟⎟
⎟
⎟
⎟

⎠

⎞

⎜⎜
⎜
⎜
⎜

⎝

⎛

=Λ

nλ

λ
λ

O
2

1

相似 

个特征值的即是则 nAnλλλ ,,, 21 L  

（四） 重特征值必要条件是对于每个与对角矩阵相似的充分阶矩阵 inAn  

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正好有 in  

第三节  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一、向量内积的定义及性质 

（一）向量内积的定义 

维向量设有n ,, 2

1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n b

b
b

a

a
a

MM
βα

 
1

2211 的内积与为向量称实数 βα∑
=

=+++
n

i
iinn babababa L . βα T记作：      

∑
=

=
n

i
ii

T ba
1

βα即：  

（二）内积的运算性质 
1． αββα TT =  
2． βαβα TT kk =)(  

3． γαγαγβα TTT +=+ )(  

4． oo TT ==≥ ααααα 时，有，当且仅当0  

二、向量的长度及性质 

（一）向量的长度定义 

,22
2

2
1 n

T aaa +++== Lααα称 ( ).  或向量范数的向量长度维向量为 xn  

1．长度为 1 的向量称为单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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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单位向量，向量对任一非零向量
α
αα  

3． 单位化，称为把向量，就得到一个单位向量去除向量用向量 ααα )0(≠  
（二）向量的长度性质 

1．非负性： 0,0 == αα 有时且仅当当  

2．齐次性： xkkx =  

3．三角不等式： βαβα ⋅≤T  

三、正交向量组 

（一）正交 
1． ).(,0 垂直互相正交与称向量的内积为零，即与如果两个向量 βαβαβα =T  
2．零向量与任意向量都正交 
3．单位向量组中的向量两两正交。 
（二）正交向量组 
若一非零向量组中的向量两两正交，则称该向量组为正交向量组． 
（三）正交向量组的性质 

线性无关α,,α,则α向量,是一组两两正交的非零α,,α,若n维向量α  定理 r21r21 LL  
（四）施密特正交化的方法 

r
nR ααα ,,, 21 L中线性无关向量组对于  

11 αβ =令  

,1
11

12
22 β

ββ
βααβ T

T

−=  

,2
22

23
1

11

13
33 β

ββ
βαβ

ββ
βααβ T

T

T

T

−−=  

.1
11

1
2

22

2
1

11

1
−

−−

−−−−−= r
r

T
r

r
T
r

T

T
r

T

T
r

rr β
ββ
βαβ

ββ
βαβ

ββ
βααβ L  

四、正交矩阵 

（一）正交矩阵的定义 

.  , 正交矩阵为则称满足阶实方阵若 QEQQQn T =  

（二）正交矩阵的性质 

1． 1  ±=QQ ，则正交矩阵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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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QQQQ =−1  可逆，且，则正交矩阵为若  

3． 也是正交矩阵，则正交矩阵都是、若 QPQP ⋅   

（三）正交矩阵的判断  
向量组是单位正交的。件是其列（或行）正交矩阵的充分必要条为阶实方阵   Qn  

五、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一）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性质 
1．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为实数 
2． 的特征向量正交的对应于不同特征值实对称矩阵  

３． 的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个对应于特征值恰有重特征值的对于 iiii kAk λλ ,A  

４． AAPPPnA 是以其中使则必有正交矩阵阶对称矩阵为设 ΛΛ=−  ,,, 1  
对角矩阵个特征值为对角元素的的   n  

（二）实对称矩阵对角化的方法 
1．求特征值 
2．求特征向量 
3．将特征向量单位化 
4． 后在将特征向量正交化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四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居马余等编   《线性代数》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同济大学编   《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谢云孙等编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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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次型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二次型与二次型的矩阵的概念。 
2．掌握用拉格朗日配方法、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形。会用初等变换的方法化二次型为

标准形。  
3．理解正定二次型的定义与性质，会判断二次型及对称矩阵的有定性。 
本章知识点：二次型，化二次型为标准形，二次型与对称矩阵的有定性。 
重点：二次型的概念，二次型化成标准形。二次型及对称矩阵的有定性判断。 
难点:二次型的有定性 
本章学时分配：7 学时 

第一节  二次型与对称矩阵 

一、 二次型及其矩阵 

（一）二次型的定义 

的二次齐次函数个变量含有 nxxxn ,,, 21 L 称为二次型． 

( ) nnnnnnnn xxaxxaxxaxaxaxaxxxf 1,131132112
22

222
2
11121 222 ,,, −−+++++++= LLL  

（二）二次型的标准型 

只含有平方项的二次型 ykykykf n+++= L2
22

2
11 称为二次型的标准形． 

（三）二次型的矩阵表示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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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nnnnn

n

n

n

x

x
x

aaa

aaa
aaa

xxxf
M

L

LLLL

L

L

L 2

1

21

22221

11211

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nnnn

n

n

x

x
x

x

aaa

aaa
aaa

A
M

L

LLLL

L

L

2

1

21

22221

11211

,记  

jiij
T aaAAxxf == ,, 为对称矩阵其中则二次型可记作  

在二次型的矩阵表示中，任给一个二次型，就唯一地确定一个对称矩阵；反之，任给一个对称

矩阵，也可唯一地确定一个二次型．这样，二次型与对称矩阵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四）二次型的秩 

.  的秩的秩叫做二次型对称矩阵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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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性替换 

中在 Axxf T= ， 

⎪
⎪
⎩

⎪
⎪
⎨

⎧

+++=

+++=
+++=

nnnnnn

nn

nn

ycycycx

ycycycx
ycycycx

L

LLLLLLLLLLLLL

L

L

2211

22221212

12121111

,
,

设  

记作则上述可逆线性变换可  Cyx =  

三、合同矩阵 

（一）合同矩阵的定义 

。合同于矩阵则称矩阵，使得阶可逆矩阵如果存在阶矩阵为两个设 BABACCCn T ,,nBA, =  

（二）合同矩阵的性质 
1．任意一个对称矩阵都与对角矩阵合同。 
2．矩阵 A 与矩阵 B 合同，若 A 为对成矩阵，则 B 也为对称矩阵，且二者秩相同。 

第二节  二次型与对称矩阵的标准型 

一、用配方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 

（一）若二次型含有 ix 的平方项，则先把含有 ix 的乘积项集中，然后配方，再对其余的变量

同样进行，直到都配成平方项为止，经过非退化线性变换，就得到标准形;  

（二）若二次型中不含有平方项，但是 )(0 jiaij ≠≠ ，则先作可逆线性变换 

⎪
⎩

⎪
⎨

⎧

=
+=
−=

kk

jij

jii

yx
yyx
yyx

    ( )jiknk ,,,2,1 ≠= 且L  

化二次型为含有平方项的二次型，然后再按（一）中方法配方． 

二、用初等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 

要求的非奇异矩阵。

阵就变为所变为对角矩阵，单位矩的初等行变换，矩阵左乘

施以相应于的初等列变换，再对施以相应于右乘矩阵对

APPP

APPP
E
A

nn

T
s

TT

s

,,

,,2

21

21

L

L⎟⎟
⎠

⎞
⎜⎜
⎝

⎛
×

 

三、用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 

（一）定理： ( ) 化为标准形使总有正交变换任给二次型 fPyxaaxxaf jiij

n

ji
jiij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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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2
11 nn yyyf λλλ +++= L ， 

( )的特征值的矩阵是其中 ijn aAf =λλλ ,,, 21 L  

（二）用正交变换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具体步骤： 

AAxxf T 求出将二次型表成矩阵形式 , .1 =  

;,,, .2 21 nA λλλ L的所有特征值求出  

;,,, .3 21 nξξξ L征向量求出对应于特征值的特  

( );,,,,,,,    ,,,,, .4 212121 nnn C ηηηηηηξξξ LLL =记得单位化正交化将特征向量  

., .5 22
11 nn yyffCyx λλ ++== L的标准形则得作正交变换  

四、二次型与对称矩阵的规范型 

（一）二次型与对称矩阵的规范型 
（二）二次型的正惯性指标和负惯性指标 

第三节  二次型与对称矩阵的有定性 

一、正定（负定）二次型的定义 

( ) ( )( )

., 
,0)(0;,

,00 0,0,)(      

是负定的并称对称矩阵为负定二次型

则称都有如果对任何是正定的并称对称矩阵为正定二次型则称

显然都有如果对任何设有实二次型定义

Af
xfxAf
fxfxAxxxf T

<≠

=>≠=
 

二、正定（负定）二次型的判断 

（一）判定定理 

1． .:    个系数全为正它的标准形的是为正定的充分必要条件实二次型定理 nAxxf T=  

2．推论 对称矩阵 A 为正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 的特征值全为正． 
3．霍尔维茨定理 
（1）对称矩阵 A 为正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 的各阶主子式为正，即 

,011 >a ,0
2221

1211 >
aa
aa

,L ;0

1

111

>

nnn

n

aa

aa

L

MM

L

 

（2）对称矩阵 A 为负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奇数阶主子式为负，而偶数阶主子式为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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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r
aa

aa

rrr

r
r ,,2,1,01

1

111

L

L

MM

L

=>−  

（二）具体判断方法 
1．定义法 
2．顺序主子式法 
（1）对称矩阵 A 为正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 的各阶主子式为正。 
（2）对称矩阵为负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奇数阶主子式为负，而偶数阶主子式为正。 
3．特征值判别法  

三、正定矩阵的简单性质 

（一） 均为正定矩阵则为正定实对称阵设 ∗− AAA ,,A, 1T  
（二） 也是正定矩阵则阶正定矩阵均为若 BAnBA +,,  

第四节  正定和负定性的一个应用 

一、赫斯矩阵 

( ) nnnnnnnn xxaxxaxxaxaxaxaxxxf 1,131132112
22

222
2
11121 222 ,,, −−+++++++= LLL  

),2,1( ni
x
ff

i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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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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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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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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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0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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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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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驻点令  
ji

ij xx
xf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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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2

0代入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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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201

02022021

01012011

0 Hessn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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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xf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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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

nnnn

n

n

阶赫斯矩阵处的在为称矩阵

L

LLLL

L

L

=  

二、多元函数极值判定的充分条件 

)()()(

)()()(
)()()(

)(

00201

02022021

01012011

0

xfxfxf

xfxfxf
xfxfxf

xH

nnnn

n

n

L

LLLL

L

L

=构造赫斯矩阵  

的极小值为时当 )()(),,,2,1(0)()1( 00 xfxfnkxH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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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大值为时当 )()(),,,2,1(0)()1()2( 00 xfxfnkxH k
k L=>−  

非极值为不定矩阵时，当 )()()3( 00 xfxH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五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居马余等编   《线性代数》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同济大学编   《线性代数》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2。 
谢云孙等编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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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会计学原理》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会计学专业的基础骨干课，是会计

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也是审计专业、理财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会计学原理》作为专业基础课，它阐明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学生

学习本课目的是：明确会计的本质、基本职能、会计目标及其对象、任务，认识做好会计工作对于

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理解会计要素、科目和帐户的相关理论和记帐方法

及其具体应用；掌握会计凭证、帐簿的基本内容和实务操作中的要求，初步掌握成本计算和财产清

查技巧；明确会计核算形式的种类和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执行程序；能够阅读和编制基本会计报表，

并进行与会计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计算；了解会计工作的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设置、对会计

人员的要求和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等等。学习《会计学原理》要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会计课程和有

关管理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计学原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在学习时要着重掌握会计核算的各种基本方法

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即不仅要学会运用各种方法处理问题，还要弄清各种方法的基本道理，进

而能够独立地进行操作演算。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广大学生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括理解会计的

基本理论，初步掌握会计的基本技能，以便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运用。 
本大纲是由会计学主讲教师张美玲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如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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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学习本章，要求着重理解会计的职能和特点，掌握会计对象、

会计要素和会计的任务，在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这两个会计理论问题作概括

了解的基础上，明确会计核算方法的组成内容和相互联系。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本章的目的在于

懂得什么是会计，了解会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重点掌握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和会计核算方法，

而对于难点问题，即会计核算基本前提要加深理解。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的基本概念 

一、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会计是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加强经济管理的要求而产生，并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不断完善、提高的。 
借贷记账法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现代会计逐渐形成的过程。 

二、会计的职能 

会计的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 
马克思对“簿记”的说明，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和会计的两大职能。 
会计的反映职能和反映职能的四个方面的特点。 
会计的监督职能和监督职能的两方面的特点。 
会计反映职能和监督职能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会计除了反映和监督外，还有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职能。 

三、会计的含义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会计凭证为依据，利用专门的方法和程序，对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的反映和监督，旨在提供经济信息和提高经济效益

的一项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会计的对象 

一、会计对象的一般说明 

会计对象是指会计所要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对象是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二、会计对象在企业的具体表现 

会计对象在企业中可表现为企业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以工业企业为例，以货币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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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包括资金（即资本金与借入其他资金）的投入、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收益的

形成与分配的全部过程。它既是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资产形态的变化

过程，也是资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分配等业务内容的发生过程。 
企业经济活动的三个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供应过程、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与此相对应的资金

投入、资金周转和资金退出，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企业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与会计对象的各个要素项目，亦即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有着密切的联

系。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照其经济特征所作的分类。表示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表示企业

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 

第三节  会计的任务 

会计职能与会计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会计的任务是指对会计对象进行反映和监督所要达到的目的。会计的任务取决于会计的职

能和经济管理的要求。其根本任务是：按照国家的财经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提供以财务数据为主的经济信息，并利用信息帮助企业单位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使用者进行经营决

策，借以提高经济效益。 
二、会计的任务可具体概括为： 
1．反映和监督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提供会计信息、加强经济核算。 
2．反映和监督各单位财经政策、法令、制度的执行情况，维护财经纪律。 
3．充分利用会计信息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 

第四节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或称会计假设）是指为了保证会计工作正常进行和会计信息的质量，对

会计核算的范围、内容、基本程序和方法所作的限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会计原则。 

一、会计主体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会计主体前提是指会计所反映的是一个特定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而不包括投资者本人的经济业务或其他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它明确了会计

工作的空间范围。 
会计主体可以是独立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如合伙企业。典型的会计主体是经营企业，但事

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也是会计主体。 

二、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前提是指会计核算应以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而不考虑企业是否将破产

清算。它明确了会计工作的时间范围。 
会计核算所使用的一系列原则、程序、方法都 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前提之上的。 

三、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是指把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过程，划分为较短的会计期间，以便分期结算账目，

按期编制报表。它是对会计工作时间范围的具体划分，提出会计核算从何时开始观察家卫生何时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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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问题。 
会计期间划分是正确计算收入、费用和损益的前提。会计期间通常为一年、称为会计年度。 

四、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对会计计量尺度的规定，在会计核算中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综合反映会计主体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把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转化为价值来反映，统一量度凤无差别的价

值计量尺度来衡量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这样会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

性，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这个前提一般含有币值不变假设。 

第五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会计核算提供信息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具体会计业务的基本依据。 

一、客观性原则 

也称真实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

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项目完整、手续齐备、资料可靠。 

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

计核算的依据。 

三、重要性原则 

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交易和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对资产、

负债、损益等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必须按

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地披露；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

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致于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判断前提下可适当简化处理。 

四、有用性原则 

又称相关性原则，是指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能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五、可比性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应当按照规定的处理办法进行，会计指标应当口径一致，以便在不同企业之间进

行横向比较。 

六、一贯性原则 

是指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必要变更，应当将变更

的内容和理由、变更的累计影响数，以及累计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等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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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及时性原则 

是指会计事项的处理，必须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及时进行，讲求时效，以便于会计信息的及时利

用。 

八、清晰性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利用，数据记录和文字说明要能一目

了然地反映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对需要解释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 

九、配比原则 

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

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 

十、权责发生制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按实际发生的和影响的期限来确认企业的收支和收收

益。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 
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的

费用，即使款项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十一、历史成本原则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

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

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

金额计量。 

十二、谨慎原则 

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持谨慎态度，不得多计资产和收益、少计负债和费用，但不得

计提秘密准备。 

第六节  会计核算基本程序和方法 

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是指企业单位为了实现会计目标而经济业务进行处理与加工的程

序和方法。 

一、会计核算基本程序 

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包括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四个环节。 
（一）会计确认 
会计确认是依据一定标准，对企业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用会计要素来归属，辨认并确定

哪些数据是否能够和何时进入会计处理过程的工作。会计确认的实质是指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用会

计要素来归属，通过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记入账户或列入会计报表的过程。 
确认的基本标准是会计要素；确认的一般标准是会计假设和确认原则。 
（二）会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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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计量是对经济活动进行量化的过程，是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加以衡量、计算、确定，

使其转化为能以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和其他有关的经济信息，以便集中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

其变动的财务成果的过程。即在会计核算中，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被计量对象的合理属性，

计算、确定予以记录的各项经济业务的金额的过程。 
会计计量的对象是会计要素，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一是运用计量单位，即主要以货币为计量

单位； 二是选择计量标准，即计量属性。 
（三）会计记录 
会计记录是根据一定的账务处理程序，对经过确认、计量的经济业务在账簿上进行登记，以便

对会计数据进一步加工处理的过程。 
（四）会计报告 
会计报告是指根据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按照一定格式，把账簿记录加工成财务指标体系，

提供给信息使用者，据以进行分析、预测和决策。 

二、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的方法是指用来反映和监督会计对象、实现会计任务的手段。会计核算的方法是会计方法

中的基本组成内容，也是会计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会计核算方法是对会计对象（会计要素）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的反映和监督所应用的方

法。主要包括： 
（一）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 
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是对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种专门方法。会计核算扔具

体内容，企业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要素。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所

作的进一步分类，是根据会计核算具体内容，即会计要素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同时会计科目又是

在账簿中开设账户遥依据，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通过账户可以分类、连续、系统地记录各项经

济业务，以提供各种不同性质的核算指标。 
（二）复式记账。 
复式记账是一种具有科学原理的记账方法，对于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要以相等的金额，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表明它们的对应关系。通过复式记账，可以了解

第笔业务的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核对账簿是否不正确。 
（三）填制和审核凭证。 
凭证是会计凭证的简称，是用来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对每一项交易或事

项填制会计凭证，并加以审核，作为登记账簿的依据。通过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可以提供既真实可

靠，又合理合法凭证。能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并明确经济责任。填制和审核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开

始。 
（四）登记账簿。 
登记账簿就是在账簿上连续地、系统地、完整地记录交易或事项的一种方法。登记账簿必须以

会计凭证为依据，利用账户和复式记账的方法，将经济业务分门别类地登记到账簿中去，并定期进

行结账和对账，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完整而又系统的会计数据。 
（五）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是按一定成本对象，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费用进行归集，以确定各该

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一种专门方法。进行成本计算可以确定材料采购、生产和销售的成本。

通过成本计算可以核算和监督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是否节约和超支，并据以确定企业

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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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是对各项财产物资进行实物盘点、账实核对以及对各项往来款项进行查询、核对，如

发现财产物资和资金的实有数与账面数不一致时，应查明原因，通过一定审批手续后，进行必要的

处理，并调整账簿记录，使账面数与实际数保持一致，以保证账证、账账、账实相符的一种专门方

法。 
（七）编制会计报表。 
编制会计报表定期总括地反映企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专门方法。会计报表主要

依据账簿记录，经过加工整理而产生的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会计报表所提供的各项指标，不仅是

上级有关部门及投资者考核、分析财务计划和预算以及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企业管

理和国家进行宏观管理及调控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填制和审核凭证到登记账簿，直至编出会计报表周而复始的变化过程，就是会计循环。 

三、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的关系 

以上会计核算的四个基本程序和七种核算方法，它们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构

成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加工处理的程序和方法体系。 
（一）在确认过程中，首先确认某一项经济业务属于哪项会计要素及其具体科目，并用文字加

以描述，并确定记账方向，作成会计分录，然后用货币加以计量；同时还要对已确认属于会计要素

的经济业务是否合法、合规进行确认。这个过程就是运用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的方法。 
（二）经过确认计量的经济业务，要进行选择分类，运用预先设置的账户、按照复式记账尖的

要求，根据会计凭证上所反映的会计分录，把经济业务分门别类地记录到账簿中去。通过会计记录，

把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和量化，又对会计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及加工处理，使之转化

为初始的会计信息。总之会计记录程序要运用设置会计科目、复式记账、登记账簿和成本计算等方

法。 
（三）会计的目标是把会计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其传递的手段就是财务报告。通过会计记

录形成的信息即账簿中数据，信息量既多又分散，不便信息使用者直接使用，因此必须对账簿中信

息进行加工提炼，重新归类汇总，并按规定的格式编制会计报表，这才便于信息使用者使用。 
为了保证会计报表的数字真实可靠，在会计报告程序中，除了运用编制会计报表的方法外，还

要运用财产清查的方法。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有什么职能？ 
2．怎样理解会计的含义？ 
3．会计的对象是什么？ 
4．会计的任务是什么？ 
5．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6．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包括哪几个？ 
7．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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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会计科目和账户及其基本原理—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学习本

章要求理解会计要素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方法，重点掌握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经

济业务发生后对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影响，明确会计科目的作用以及科目内容和科目级次，

进而掌握设置账户的必要性以及账户的基本结构。学习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是学习下一章复式记

账的必要前提。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构成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其经济特征所作的进一步分类。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类。 

一、资产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 
前款所指的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包括购买、生产、建造行为或其他交易或者事项。预期在

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不形成资产。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 

资产按其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二、负债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现时义务是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义务，不属于

现时义务，不应当确认为负债。 

三、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一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指不应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流入。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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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入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

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人和其他业务收入。收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 

五、费用 

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出。 
费用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

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

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

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

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六、利润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是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润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金额的计量。 
利润包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第二节  会计等式 

会计等式，又称会计平衡公式，它是会计在反映经济业务和进行有关计量时所表现的经济内容

及其等量关系。从形式上看会计等式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即会计要素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反映会

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内容上看，它揭示了会计主体的产权关系和基本财务状况。 

一、基本会计等式 

基本会计等式为： 
资产＝权益 
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1） 
基本会计等式反映资产的归属关系，它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和编制会计报表的基本依据。 
收入、费用、利润三个要素构成另一组，形成反映一定期间经营成果的基本公式，即 
收入–费用 = 利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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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复式记账，使这些会计要素之间发生了相互嫡系。 

二、资产和权益变动的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只涉及资产和权益变动的经济业务发生，引起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不外乎有

四种类型、九种情况。不管属于哪种类型和情况，这些经济业务发生后都不会破坏会计等式的平衡

关系。 

三、收入和费用变动的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基本会计等式可转化为下列扩展的会计等式： 
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3） 
或：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收入－费用） 
由于收入可理解为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费用可理解为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因此涉及收入和费用

变动的经济业务发生，引起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也不外乎上述四种类型、九种情

况，也不会破坏会计等式的平衡。 
会计等式永远平衡的原理，是复式记账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三节  会计科目 

一、设置会计科目的意义 

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设置账户、处理账务的依据。 

二、会计科目的内容和级次 

会计科目作为一个体系包括科目内容和科目级次。科目内容反映各科目之间的横向联系。会计

科目按其经济内容不同，可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损益类和成本类。科目级次反映

科目内部的纵向联系，会计科目按其隶属关系分类，可以分为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明细科目又可

以分为二级明细和三级明细科目。 
会计科目的内容，要规定会计科目的经济内容和使用方法，要依据会计要素各组成办法的客观

性质划分，并要适应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会计科目的级次，体现会计信息的不同详细程度，要兼顾各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进行分级。 

三、会计科目的主要名称（科目表） 

第四节  账户及其基本结构 

一、设置账户的必要性 

账户是对会计要素进行分类核算的工具。设置账户的作用在于，它能够经常提供有关会计要素

增减变动情况和结果的数据。 
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按照会计科目设置的。会计科目和账户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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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户的基本结构 

账户的结构是指账户的格式。 
账户的基本结构是由会计要素的数量变化情况决定的。账户通常分为左右两方，分别反映有关

会计要素的增加额和减少额。账户的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账户的格式尽管各种各样，但一般来说包括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复习思考题 

1．会计要素有哪几种？ 
2．为什么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会计基本等式？ 
3．怎样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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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式记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复式记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掌握借贷记账法。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复式记账的概念，

理解复式记账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掌握借贷记账方法的基本内容，并能够结合简单经济业务加以初

步运用；掌握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关系，理解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平行登记要点，

掌握平行登记的方法。账户和复式记账是会计核算特有的方法，是《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通

过上一章和本章的学习，要能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式记账法，从而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复式记账原理 

一、记账方法 

记账方法是在账簿中登记经济业务的方法分为单式记账法和复式记账法。 
单式记账法是一种比较简单、不完善的记账方法。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一般只在一个账

户上登记一笔账，账户之间的记录没有直接的联系。 
复式记账法是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和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相互

联系地进行登记的一种方法。 

二、复式记账的理论基础 

复式记账是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恒等式为依据设计的一种记账方法，即复

式记账的理论基础是会计恒等式。 

三、复式记账的意义 

采用复式记账法，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中进行相互联系的反

映。运用复式记账法登记的结果，一是可以了解每项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并能完整、系统地反映

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可据以进行试算平衡，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它是一种科学的记账

方法。 
复式记账方法分为借贷记账法、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 

第二节  借贷记账法 

一、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 

借贷记账法以“借”、“贷”二字作为记账符号。“借”、“贷”二字 初用于会计时可以从

字面上加以解释，后来使用范围扩大，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而转化为纯粹的记账符号。 

二、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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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账户中，增加额记借方，减少额记贷方，期末如有余额，在借方。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中，增加额记贷方，减少额记借方，期末如有余额在贷方。 
（二）收入、费用、利润类账户的结构。 
收入类和利润类账户中，收入、利润的增加额记贷方，其减少额或转销额记借方，收入或利润

结转后期末一般没有余额，如有余额则在贷方。 
费用类账户中，费用的增加额记借方，其减少额或转销额记贷方，费用结转后期末一般没有余

额，如有余额则在借方。 
每一账户在一定时期内（月、年）借方金额合计称借方发生额，贷方金额合计称贷方发生额，

两个发生额相抵后的余额称为期末余额。计算公式为： 
资产类（成本费用类）账户：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借方本期发生额-贷方本期发生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收入、利润）账户：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贷方本期发生额-借方本期发生额 

三、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借贷记账法的应用举例。 
会计分录简称分录。它是对每项经济业务（会计事项）指出应登记的账户和记账方向与金额的

一种记录。 
一笔会计分录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会计科目、记账符号和变动金额。 
会计分录按照其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可分为简单会计分录和复合分录两种。 
简单会计分录是指一项经济业务发生以后，只在两个账户中记录其相互联系的两个经济因素的

数量变化情况的会计分录。 
复合会计分录亦称“复杂分录”，是指经济业务发生后，需要应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账户，记

录其相互联系的多种经济因素的数量变化情况的会计分录。 
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把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合并在一起编制会计分录。 

四、借贷记账法的试算平衡 

（一）账户发生额试算平衡法。 
账户发生额试算平衡法是用来检查本期记录的全部账户的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是否正确的一种

试算平衡方法。其平衡公式为： 
全部账户借方本期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本期发生额合计 
（二）账户余额（期初、期末）试算平衡法。 
账户余额试算平衡法是用来检查结出的账面余额是否正确的一种方法。平衡公式为： 
全部账户借方余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余额合计 
试算平衡表的编制及进行试算平衡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一、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总分类账户简称总账账户或总账，是根据总分类科目开设的，用来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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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分类核算的账户，它能提供某一具体内容的总括核算指标。 
总分类账户的特点是：在总分类账户中只使用货币计量单位反映经济业务；总分类账户提供总

括核算指标；总分类账户提供总括核算指标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依据，但不能满足管理上的具体

需要。 

二、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所谓平行登记是指对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要以相关的会计凭证为依据，既记入有关的总分类

账户，又记入有关总分类账户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登记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原始依据必须

相同，不能根据对方记录进行转记，以便总账和明细账之间能够互相验证和核对。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的要点如下： 
（一）登记的依据相同 
（二）登记的方向相同 
（三）登记的期间相同 
（四）登记的金额相等 

复习思考题 

1．怎样理解复式记账原理？ 
2．借贷记账法包括哪些内容？ 
3．什么是会计分录？如何编制会计分录？ 
4．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的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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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工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较详细地阐述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学习本章要

求理解企业资金筹集、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财务成果等业务活动的内容，账户设置（账

户的性质、用途和结构）和主要业务的账户对应关系。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掌握账户和借贷记账

法的具体应用。 
学时分配：15 学时 

第一节  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 

一、筹集生产所需资金 

企业筹集资金主要有两大渠道：一是向企业权益投资者（以下统称为“投资者”）筹集权益性

资金；二是向债权人筹集债务性资金。 
资本的形成、负债的取得与偿还、利息（或红利）的计算与分配形成了筹资业务的主要核算内

容。 

二、将筹集到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实现生产的连续性筹集 

工业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利用劳动手段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制造出社会所需产品

的过程。它由原材料的采购过程、产品制造过程和产品销售过程三个部分构成。 
（一）原材料的采购过程 
原材料采购过程亦称生产准备过程。在采购过程中，企业应按照经济合同和结算制度的规定，

以及供应单位发票账单上开具的材料价格即材料的买价支付货款，同时还必须支付采购过程中发生

的各种费用和税金。材料的买价加上悔棋的采购费用，构成了采购成本。材料运达企业经验收合格

后入库，形成材料储备。 
材料采购业务的主要核算内容包括： 
支付材料买价和进项税额并与供应单位结算货款； 
支付材料的采购费用，采购费用一般包括：运杂费、运输途中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用、购入商品应负担的其他税金（进口关税等）； 
计算并确定材料的采购成本并验收材料入库； 
还应当进行增值税的核算。 
（二）产品制造过程 
产品的生产过程既是生产费用的归集过程，也是产品生产成本的计算过程。产品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各种生产耗费，称为生产费用；会计上应及时根据生产费用发生的情况按照一定的生产对象（如

产品品种）对生产费用进行归集和分配，归集和分配到各生产对象上的生产费用称为产品的生产成

本（制造成本）。 
生产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为生产某一种生产对象直接耗费的费用，包

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费及直接工资福利费及其他直接费用，直接费用直接计入产品成本和。间接

费用是指为生产各种产品共同发生的生产耗费，统称为制造费用。 
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应包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及福利费和分担的间接费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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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三）产品销售过程 
产品销售过程核算的主要经济业务内容概括为： 
确认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并与购货单位办理货款结算。 
结转已销售产品的生产成本。 
支付并归集分配销售费用。 
计算应交销售税金及附加 
确定产品销售成果。 

三、确定和分配企业的经营成果 

财务成果是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总成果，即经营期内所实现的收入总额扣除所有支出后的差

额。 
企业的财务成果一般由“利润”或“亏损”指标来表示。 

第二节  筹集资金业务核算 

一、筹集权益性资金的核算 

权益性资金是指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即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它

是所有者权益的主要来源和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拥有的根本权益。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二、筹集债务性资金的核算 

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款项，按其借款时间和用途不同划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

款。 
银行借款账户的设置，包括“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第三节  材料业务的核算 

材料是产品制造企业组织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材料采购是生产的准备阶段也

称供应过程，该过程核算的主要任务是：核算和监督材料的买价和采购费用，确定采购成本，检查

材料采购计划执行情况，核算和监督储备资金占用量，考核储备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固定资产购入业务的核算 
“固定资产”账户的设置，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二）材料采购业务的核算 
“物资采购”、“委托加工材料”、“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原材料”、

“材料成本差异”、“应交税金”等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三）物资采购成本的核算 
物资采购成本包括的内容；采购费用分配；成本计算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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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品制造业务的核算 

生产过程核算主要任务是：核算和监督生产费用的发生和分配，产品生产的品种、数量和质量；

计算产品成本，考核生产资金定额和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反映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促进企

业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一）核算内容和账户设置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累计折旧”、“库存商品”、

“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等账户的设置。 
（二）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耗用材料的核算，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的核算，计提折旧的核算，制造费用的核算。 
产品生产成本的计算 
成本计算是会计核算的一种专门方法 
成本计算的基本要求：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划分支出与费用、费用与成本的界

限；按权则发生制的要求进行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内容包括：确定成本计算的对象；确定成本计算期；确定成本项目；准确归集和分配

生产费用；计算各种产品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第五节  产品销售业务核算 

在销售过程中，企业要将在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产品销售出去，收回货币以补偿在产品上的资

金耗费，以保证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资金需要。 
（一）核算内容和账户设置 
产品销售取得收入，扣除营业费用和增值税以外的税金及附加，补偿已销产品的销售成本后的

余额即为主营业务利润或亏损。 
设置“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应

交税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等

账户。 
（二）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现金、银行存款的核算，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核算，预收账款的核算，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

的核算，销售利润的结转。 

第六节  财务成果业务核算 

（一）盈亏确定的基本方法 
产品销售利润的计算。 
利润总额的计算。 
净利润的计算。 
企业利润的分配。 
（二）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核算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应收款”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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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外收支的核算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账户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四）利润和利润分配的核算 
“本年利润”、“利润分配”、“盈余积金”、“应付股利”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本年利润的计算，利润分配的核算，“本年利润”账户的结续。 

复习思考题 

1．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有哪些？ 
2．会计核算过程中各需设置哪些账户？主要账户的对应账户有哪些？ 

阅读书目 

1．《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 
2．《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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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账户的分类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账户的分类，重点研究账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学习本章，要求了解账户按经济内

容分为哪些类别，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分为哪些类别，各类账户能够提供什么性质的核算指标，怎样

记录经济业务，理解各类账户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各类账户在提供核算指标方面的规律性。通

过本章的学习，要能正确运用账户登记经济业务，善于利用账户提供的数据资料。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账户按经济内容的分类 

一、资产类账户 

（一）反映流动资产的账户。如“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

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物资采购”、“委托加工材料”、“待摊费用”等账户。 
（二）反映非流动资产的账户。如“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工程物资”

等账户。 

二、负债类账户 

（一）反映流动负债的账户。如“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应付股利”、“预提费用”

等账户。 
（二）反映长期负债的账户。如“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账户。 

三、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一）反映所有者原始投资的账户。如“实收资本” 
（二）反映经营积累的账户。如“盈余公金”账户。 
（三）反映本期经营盈余的账户。如“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账户。“本年利润”账户与

“利润分配”账户之间的关系。 

四、成本类账户 

（一）反映直接成本的账户。如“生产成本”账户。 
（二）反映间接成本的账户。如“制造费用”账户。 

五、损益类账户 

（一）反映收入的账户。如“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投资

收益”。 
（二）反映支出的账户。如“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其

他业务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外支出”、“所得税”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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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账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 

账户的用途，是指通过账户记录能够提供什么核算指标，也就是设置和运用账户的目的。账户

的结构，是指在账户中如何记录经济业务以取得必要的核算指标，包括账户借方和贷方核算的内容，

期末余额的方向，余额所表示的内容。 

一、盘存账户 

盘存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现金、银行存款和各项实物资产的增减变动及实存额的账户。主要

有“现金”、“银行存款”、“委托加工物资”、“库存商品”、“固定资产”等账户。 

二、结算账户 

结算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同其他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情况的账户。 
（一）债权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的债权增减变动及实有数的账户。主要有“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账户。 
（二）债务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的债务增减变动及实有数的账户。主要有“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账户。 
（三）债权债务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以及企业内部之间的一般款项往

来结算情况的账户，因为相互之间的往来结算的性质会经常变动有时是企业的债权，有时则是企业

的债务。如不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账户情况下，同时核算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的“应收

账款”账户，同时核算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的“应付账款”账户。 

三、所有者投资账户 

所有者投资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所有者对企业投资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的账户。主要

有反映所有者原始投资的“实收资本”账户。 

四、集合分配账户 

集合分配账户是用来汇集经营过程中某个阶段所发生的费用，并按一定标准分配计人有关成本

计算对象的账户。如“制造费用”账户。 

五、跨期摊提账户 

跨期摊提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应由各个会计期间共同负担的费用，井将这些费用摊配于各个

会计期间的账户。包括“待摊费用”、“预提费用”账户。 

六、成本计算账户 

成本计算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经营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取得该阶段各个成本

计算对象实际成本的账户。包括“生产成本”、“物资采购”账户。 

七、收入账户 

收入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本期损益的各项收入的账户。主要有“主营

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人”和“投资收益”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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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费用账户 

费用账户主要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直接影响本期损益的各项费用，并

计算 终财务成果的账户。主要有“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支出”、“营业外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所得税”等账户。 

九、财务成果账户 

财务成果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某一会计期间（通常是一年）的全部净收入的计算和分配

情况的账户，包括“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账户。 

十、计价对比账户 

计价对比账户是用来对经营过程的某一阶段经济业务按照两种不同的计价标准进行核算对比，

借以确定该阶段业务成果的账户。“本年利润”账户是典型的计价对比账户。在按计划成本结转已

耗用的材料和已产出产品的情况下，“物资采购”、“生产成本”账户也具有计价对比账户的作用。 

十一、调整账户 

调整账户是为了调整某个账户（被调整账户）的余额，以表示被调整账户的实际余额而设置的

账户。 
（一）备抵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没有处于同一方向时，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备

抵账户，如“累计折旧”账户用来抵减“固定资产”账户；“坏账准备”账户用来抵减“应收账款”

账户；“利润分配”账户用来抵减“本年利润”账户。 
（二）附加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的余额处于同一方向时，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

附加账户。 
（三）备抵附加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的余额有着处于同一方向或不同方向的可能性，

这时的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备抵附加账户。如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材料日常核算情况下的“材

料成本差异”账户。 

复习思考题 

1．账户按经济内容如何分类？ 
2．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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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计凭证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学握会计凭证的分类和填制方法。学习本章，要求掌握会计凭证的概念，了解会计凭

证的作用；掌握会计凭证的分类方法，包括原始凭证的分类方法和记账凭证的分类方法；了解原始

凭证和记账凭证应包括的基本要素；掌握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熟悉原始凭证和记账凭

证的审核内容；了解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的基本要求。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 

一、会计凭证的意义 

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也是登记账簿的依据。填制和审核会计

凭证，是会计工作的开始，也是对济业务进行日常监督的重要环节。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可以反映每项经济业务的具体情况，并作为记账依据；可以对经济业务

进行日常监督；可以加强经济责任制。 

二、会计凭证的种类 

会计凭证按照其编制程度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大类。 
（一）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取得或者填制的，用以证明经济业务发生或者

完成情况，并作为记账原始依据的会计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取得的来源，可以分为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填制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一次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用途不同，可分为通知凭证、执行凭证和计算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格式不同，通用凭证和专用凭证 
（二）记账凭证。记账凭证是根据原始凭证填制的，用来确定经济业务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

和金额，作为记账根据的会计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 
收款凭证是用于现金和银行存款收入业务的记账凭证；付款凭证是用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付出业

务的记账凭证；转账凭证是用于不涉及现金和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其他转账业务所用的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分录凭证、汇总凭证和联合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编制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单式记账凭证和复式记账凭证 

第二节  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 

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

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 
原始凭证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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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凭证的填制方法 

1．一次凭证的填制方法； 
2．累计凭证的填制方法； 

三、填制原始凭证的要求 

1．凭证所填内容和数字，必须真实、 
2．凭证所填内容必须清晰、完整； 
3．凭证要按规定签名盖章； 
4．凭证填写要工整、规范，易于辨认； 
5．凭证不能任意涂改、刮擦、挖补； 
6．凭证应该分类连续编号； 
7．凭证的填制和传递必须及时。 

四、原始凭证的审核 

审核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 
审核凭证的填制是否符合要求。 

第三节  记账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记账凭证的内容 

记账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填制凭证的日期；凭证编号；经济业务摘要；会计科目；金额；所

附原始凭证张数；填制凭证人员、稽核人员、记账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盖

章。收款和付款记账凭证还应当由出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 

1．收款凭证的填制； 
2．付款凭证的填制； 
3．转账凭证和通用记账凭证的填制； 

三、填制记账凭证的要求 

1．正确填列会计科目； 
2．正确填列会计科目的借方和贷方； 
3．不能将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合并填列； 
4．记账凭证的填制必须有依据。 
填制记账凭证其它方面的要求：对凭证编号的要求；对所附原始凭证的要求；对数字书写的要

求；以及对凭证中空行的处理要求等。 

四、记账凭证的审核 

审核记账凭证的编制是否有依据； 
审核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和金额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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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记账凭证的项目是否填列齐全，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是否齐备。 

第四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 

一、会计凭证的传递 

会计凭证的传递是指会计凭证从取得或填制时起，到归档保管时止，在本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

之间的传递程序和传送时间。 
正确组织会计凭证的传递，可以及时传送会计信息，保证及时完成业务手续；可以及时据以记

账；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组织会计凭证的传递，应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规定凭证的联数、传递的环节和程序；合理

规定凭证在各环节的停留时间。 

二、会计凭证的保管 

定期归类装订，以便查阅； 
保证凭证安全，查阅凭证要有手续； 
按照规定期限保存凭证、销毁凭证。 

复习思考题 

1．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如何？ 
2．原始凭证的填制方法和审核要求是什么？ 
3．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和要求是什么？如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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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账  簿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各种账簿的设置和登记。学习本章，要求理解设置和登记账簿对于系统地提供经济信

息、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熟悉日记账、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的内容、格式、登记依据和登记方

法，重点掌握登记账薄的各种规则，包括错账更正的规则。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较熟练地登记账

簿，利用账簿。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一、账簿的意义 

账簿是按照会计科目开设账户、账页，用来序时地和分类地登记经济业务的簿籍。 
登记账簿是会计核算的中心环节，其作用在于：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提供分类的会计信息；为

定期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数据；为经济活动的分析、考核和审计提供依据。 

二、账簿的种类 

（一）账簿按其用途，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联合账簿和备查账簿。 
序时账簿可再分为特种日记账（专用日记账）和普通日记账（通用日记账）。 
分类账簿可再分为总分类账（总账）和明细分类账（明细账）。 
联合账簿是序时账和分类账结合的账簿，又称联合账。 
备查账又称备查簿、备忘登记簿等。 
（二）账簿按其外表形式，分为订本账簿、活页账簿和卡片账簿。 

第二节  账簿的设置和登记 

一、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特种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三栏式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多栏式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普通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三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不反映对应科目的三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反映对应科目的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多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三、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三栏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数量金额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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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栏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四、总账与明细账的关系及其平行登记 

（一）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的关系； 
（二）总账与明细账平行登记的要点及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 
（三）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第三节  账簿启用和登记规则 

一、账簿启用的规则 

1．启用账簿时的一般要求 
2．会计人员交接时的规则和要求。 

二、账簿登记的规则 

1．账簿登记必须有真实依据； 
2．账簿登记必须将各项目填写齐全； 
3．账簿登记的书写要按规定进行，要记录清晰 
4．账簿必须逐页循序连续登记； 
5．账簿记录必须逐页结转； 
6．账簿中的记录错误必须按规定的方法更正。 

三、更正错账的方法 

1．划线更正法。 
2．红字更正法。红字全部冲销法，红字差额冲销法。 
3．补充登记法。 

第四节  对账和结账 

一、对账 

对账是对账簿和账户所记录的有关数据加以检查和核对的工作。 
对账包括： 
1．账证核对。 
2．账账核对。 
3．账实核对。 

二、结账 

结账是在会计期间结束时将当期应记的经济业务全部登记入账的基础上，计算、登记本期发生

额和期末余额的记账工作。 
1．将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全部登记人账。 
2．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调整和结转有关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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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登记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 

三、账簿的保管 

复习思考题 

1．账簿的意义和种类有哪些？ 
2．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如何平行登记？ 
3．账簿登记和使用的规则是什么？ 
4．更正错账的方法有哪些？。 
5．如何对账和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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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会计核算形式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研究会计凭证和账簿的基础上，阐述各种凭证和各种账簿结合使用的方式，即会计核算

形式问题。学习本章，要求理解合理建立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基本要求，明确各种会计核算形式

的基本内容，包括凭证、账簿的设置，账务处理程序和优缺点，并根据企业的业务性质、经营规模、

财会人员业务水平等条件，研究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适用范围。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掌握几种基

本的会计核算形式，以便对实际工作中的多种多样做法能把握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处理程序。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核算的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一、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 

会计核算形式就是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和账务处理程序相互结合的方式，也称会计核算

组织程序。 
科学、合理地设计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在于：可以保证凭证填制、账簿登记、报表编制工作有

秩序地进行，提高核算工作效率；使提供的数据及时、清晰，能满足企业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

要；简化账务处理程序；便于组织会计核算的分工、协作。 

二、设计会计核算形式的要求 

要适应企业单位的规模大小、业务简繁、业务类型的特点和核算工作的基础； 
要能保证提供的会计数据正确、及时、全面、系统； 
要能简化账务处理程序，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核算工作效率。 

第二节  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一、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特点 

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是 基本的会计核算形式。 

二、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的设置，明细账的格式，日记账的设置，总账的格式。 

三、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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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一、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特点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是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 

二、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的设置，科目汇总表的格式，日记账的设置，总账的格式。 

三、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四节  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一、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是根据多栏式日记账（包括某些转账凭证汇总表等）登记总账的核算形

式。 

二、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采用专用记账凭证，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多栏式日记账，总账的格式。 

三、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五节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一、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特点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汇总记账凭证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 

二、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和汇总转账凭证的格式和填制方法，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格

式，总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三、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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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一、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日记总账核算形式是根据记账凭证对日记总账进行登记的核算形式。 

二、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日记总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设置，记账凭证的设置。 

三、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七节  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一、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是根据普遍日记账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也称通用日记账核算形式或分录

日记账核算形式。 

二、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用订本的普通日记账代替记账凭证，使记账凭证与日记账相合。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登记方

法，总账的格式。 

三、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2．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3．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4．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5．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6．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7．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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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财产清查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在填制凭证和登记账簿的基础上保证账簿记录准确性、财产物资的真实性和财产保管

使用合理性的方法，即财产清查。学习本章，要求理解财产清查的必要性和种类，重点研究各种材

料物资、货币资金和往来款项的清查方法，并理解财产清查结果的业务处理和账务处理。通过本章

的学习，要掌握财产清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财产清查的意义和种类 

一、财产清查的意义 

财产清查就是通过对实物、现金的实地盘点和对银行存款、债权债务的查对，来确定财产物资、

货币资金、债权债务的实存数，并查明账面结存数与实存数是否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 
财产清查的必要性。 
造成财产物资账实不符的原因。 
财产清查的作用在于：可以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真实可靠；有利于挖掘财产物资使用方面的潜力，

加速资金周转；可以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和结算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财产清查的种类 

按照清查的范围，分为全面清查和局部清查； 
按照清查的时间、分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 

三、财产清查前的准备工作 

1．组织准备； 
2．业务准备。 

第二节  财产清查的方法 

一、实物的清查 

（一）确定财产物资账面结存数的方法。 
1．永续盘存制； 
2．实地盘存制。 
（二）清查财产物资的方法。 
1．实物盘点法； 
2．技术推算法。 
盘存单和实存账存对比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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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资金的清查 

现金的实地盘点，现金盘点报告表的编制。 
银行存款的核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三、往来款项的清查 

往来款项的查询核对，往来款项对账表的编制。 

第三节  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一、财产清查结果的业务处理 

1．分析账实不符的性质和产生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2．积极处理多余积压物资，清理长期积欠的债权债务； 
3．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健全财产管理制度。 

二、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 

“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的结构。 
1．货币资金盘盈盘亏的账务处理； 
2．财产物资盘盈、盘亏和毁损的账务处理 
3．坏账损失的账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财产清查的意义和种类有哪些？ 
2．财产清查的方法是什么？ 
3．财产清查结果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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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财务会计报告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在日常核算的基础上对经济活动定期进行总括反映的方法，即会计报表。学习本章，

要求理解会计报表的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着重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原

理和基本的编制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初步掌握编制和阅读主要会计报表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 

一、会计报表的作用 

会计报表是以日常核算资料为主要依据编制的，用来集中、概括地反映企业、单位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成本费用的书面文件。 
企业对外报表的会计报表，包括主表、副表和会计报表附注。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与财务情况

说明书，即构成企业对外报出的财务报告。 
企业对内报送的会计报表，主要为单位内部有关成本、费用方面的报表。 
会计报表的作用在于：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可据以了解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进行经营决策；各级主管机构和企业管理当局可据以评价各单位、部门的工作业绩，指导各单位、

部门的经济管理工作；投资者和债权人可据以进行投资决策。 

二、会计报表的种类 

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为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报表、财务成果及其分配情况报表和成本费用

情况报表。 
按报送对象，分为对外会计报表和对内会计报表。按编报时间，分为月份会计报表、季度会计

报表和年度会计报表。按编制的单位，分为单位会计报表和汇总会计报表。 

按报表包括的会计主体的范围，分为个别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 

三、编制会计报表的要求 

内容完整； 
数字真实； 
计算正确； 
编报及时。 

第二节  财务状况报表 

财务状况报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 

一、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编制资产负债表，可据以掌握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及其分布状况；可据以了解投资者和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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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可据以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资产营运情况。 
（二）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分类和结构 
（三）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直接填列法。 
分析整理填列法。 

二、现金流量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及内容 
（二）现金流量表的填制方法 

第三节  财务成果报表 

一、利润表的作用。利润表又称盈亏表、损益表。利用该表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的收入、费用

和财务成果据以分析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 
二、利润表的格式和填列方法。销售利润部分的填列，利润总额部分的填列，净利润部分的填

列。 

第四节  会计报表附表的编制 

一、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二、利润分配表 

三、分部报表（业务分部、地区分部） 

第五节  财务会计报告的报送和汇总 

一、财务会计报告的报送 
二、财务会计报告的审核 
三、财务会计报告的汇总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 
2．资产负债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3．利润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4．利润分配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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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计工作的组织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阐述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会计工作的组织问题。学习本章，要求

了解正确组织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应遵循的要求，熟悉会计机构的设置、组织方式和岗位责任制，

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和对会计人员的要求，会计法规制度的构成。通过本章的学习，要理解把各

种会计核算方法付诸实施需要创造的条件，以便在实践中合理安排会计核算的组织工作。 
学时分配：1 学时 

第一节  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和要求 

一、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 

组织会计工作就是根据会计工作的特点，制定会计法规制度，设置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

以保证合理、有效地进行会计工作。 
合理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作用： 
1．可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可确保与其他经济管理工作协调； 
3．可加强各单位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二、组织会计工作应遵循的要求 

1．既要符合国家对会计工作的统一要求，又要适应各单位生产经营的特点； 
2．既要保证核算工作的质量，又要节约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 
3．既要保证贯彻整个企业、单位的经济责任制，又要建立会计工作的责任制度。 

第二节  会计机构 

一、会计机构的设置 

各个企业、单位原则上应单独没置会计机构。不具备单独设置会计机构条件的，应当在有关机

构中配备专职会计人员或委托有资格的代理机构代理记账。 
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和车间、班组等，根据业务需要，可以设置专职或兼职的核算人员。二级

单位规模较大的，可设置财务会计机构。 

二、企业会计工作的组织方式 

1．集中核算方式。把整个企业主要的会计工作集中在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进行；企业二级单位

不进行完整系统的会计核算； 
2．非集中核算。企业内部各单位对本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比较全面、相对独立的核算；

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负责综合性的会计工作，并对各单位会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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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工作岗位的设置 

1．会计工作岗位设置的基本状况。一般划分的 8 个核算组及其工作内容。 
2．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落实及其他内容。即按会计人员设置岗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

管人员，出纳，财产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往来结算，

总账报表，稽核，档案管理等岗位。会计工作岗位的其他内容；内部分工与牵制，岗位轮换，会计

电算化岗位的设置原则等。 

四、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1．各单位制定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2．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建立内部会计管理体系；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建立账务处理程序制度；建立内部牵制制度；建立稽核制度；建立原始记录管理制度；建立定额管

理制度；建立计量验收制度；建立财产清查制度；建立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应

当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建立财务分析制度。 

第三节  会计人员 

一、会计人员的职责 

1．进行会计核算； 
2．实行会计监督； 
3．拟定本单位办理会计事务的具体办法； 
4．参与制定经济计划、业务计划并分析考核其执行情况； 
5．办理其他会计事项。 

二、会计人员的主要权限 

1．有权要求本单位有关人员认真执行有关法规、制度、计划、预算； 
2．有权参与编制计划、制定定额、签订经济合同，参加有关会议； 
3．有权对本单位各部门进行会计监督。 

三、会计人员的任职要求 

1．未取得会计证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2．各单位应配备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具备一

定的条件； 
3．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应当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的地位、任职资格和业务水平要求； 
4．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制度的实施，包括对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的

不同要求； 
5．会计人员的专业学习和业务培训。 

四、会计人员的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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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1．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 
2．熟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宣传； 
3．执行法规制度，提供准确信息； 
4．工作实事求是，办事客观公正； 
5．掌握单位情况，积极出谋划策； 
6．保守商业秘密，循规提供信息。 

第四节  会计法规制度 

会计法规制度是组织和进行会计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规范经济法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会计法 

会计法是组织会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一切会计法规制度的“母法”。 

二、关于会计业务工作的法规制度 

1．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2．会计准则。 
盈利性组织会计准则和非盈利性组织会计准则 
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 
3．行业会计制度； 
4．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法。 

三、其他会计法规 

含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复习思考题 

1．会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2．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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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会计管理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管理的基本原理。学习本章，要求学生能够了解会计信息特征，学会如何处理会

计信息；明了会计预测的作用，掌握预测的基本程序和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学会运用科学的决

策方法，控制经济过程，分析经济活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会计检查。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会计信息 

一、会计信息的特征 

会计信息，是指通过科学预测或实际记录，反映会计主体过去、现在、疳来有关资金运动状况

的各种可为人们接受和理解的消息、数据、资料等的总称。 
会计信息的特征。 

二、会计信息的作用 

三、会计信息的处理 

1．会计信息的收集 
2．会计信息的处理 

第二节  会计预测 

一、会计预测的作用 

预测，是以过去的历史资料和现在所能取得的信息为基础，运用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与管理

人员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来预计、推测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过程。 
会计预测的特点 
会计预测的作用 

二、会计预测的分类 

三、会计预测的内容 

1．资金预测 
2．成本预测 
3．利润预测 

四、会计预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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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预测方法 

定量预测分析法、定性预测分析法。 

第三节  会计决策 

一、会计决策的意义 

决策，一般是指一定组织和单位，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运用一系列专门的科学方法从两种以

此的备选方案是选择 优方案的过程。 
会计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二、会计决策的方法 

1．差量分析法 
2．决策表法 
3．决策树法 

三、会计决策程序 

1．发现和确认问题 
2．明确目标 
3．拟定方案 
4．评价方案 
5．优选方案 
6．试验实证 
7．实施决策方案 
8．检查反馈 

四、会计决策的内容 

1．资金决策 
2．成本决策 
3．利润决策 

第四节  会计控制 

一、会计控制的意义 

控制是指系统主体采取某种强制性的措施，促使系统内某些要素自身或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按

照一定的目标运行。 
会计控制的特征 
会计控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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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控制的种类 

1．按其控制的时间分类 
2．按其控制内容分类 
3．按其控制范围分类 
4．按其控制手段分类 
5．按其控制时期分类 

三、会计控制的原则 

四、会计控制的内容 

五、会计控制的程程序 

1．确定目标 
2．对比检查 
3．结果处理 

六、会计控制方法 

1．政策控制 
2．制度控制 
3．预测控制 
4．定额控制 
5．计划控制 
6．责任控制 

第五节  会计分析 

一、会计分析的意义 

会计分析，是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组成部分，是会计核算的继续和发展。 
会计分析的意义 

二、会计分析的原则 

三、会计分析的种类 

1．按其分析时间分类 
2．按其分析范围分类 
3．按其分析形式分类 

四、会计分析程序 

1．分析前的准备 
2．进行基本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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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后和处理 

五、会计分析方法 

1．对比分析法 
2．因素分析法 

第六节  会计检查 

一、会计检查的意义 

会计检查是指会计人员对会计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的审查和稽核。 
会计检查的意义 

二、会计检查的种类 

1．按其检查单位分类 
2．按其检查范围分类 
3．按其检查时期分类 

三、会计检查的程序 

1．准备阶段 
2．审查阶段 
3．报告阶段 

四、会计检查的标准 

1．法律 
2．行政法规 
3．会计及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4．会计的技术规则 

五、会计检查内容 

1．检查法规执行情况 
2．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3．检查财务保管状况 

六、会计检查的方法 

1．顺查法和逆查法 
2．全查法和抽查法 

第七节  会计电算化 

一、电算化的意义 
二、制订科学合理的会计电算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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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培养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 
四、配备电子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五、会计电算化的内部管理制度 
 

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章节 内容 
课时（54 学时） 

备注 
讲授 实训 合计 

第一章 总论 2 1 3  

第二章 会计科目和账户 2 1 3  

第三章 复式记账法 4 2 6  

第四章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10 5 15  

第五章 账户分类 2 1 3  

率六章 会计凭证 2 1 3  

第七章 会计账簿 2 1 3  

第八章 会计核算形式 2 1 3  

第九章 财产清查 2 1 3  

第十章 财务会计报告 3 3 6  

第十一章 会计工作的组织 1  1  

第十二章 会计管理 2  2  

 期末复习 1 2 3  

参考文献目录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网上及财务会计相关杂志 
2．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2001），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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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Accounting in Action 

第一章  会计实践活动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Explain what accounting is. 
2．IDENTIFY THE USERS AND USES OF ACCOUNTING. 
3．UNDERSTAND WHY ETHICS IS A FUNDAMENTAL BUSINESS CONCEPT. 
4．EXPLAIN THE MEANING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THE COST PRINCIPLE. 
5．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AND THE 

ECONOMIC ENTITY ASSUMPTION. 
6．STATE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OF 

ASSETS, LIABILITIES, AND OWNER’S EQUITY. 
7．ANALYZE THE EFFECT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ON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8．Understand what the four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nd how they are prepar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什么是会计。 
2．识别会计的使用者和会计的用途。 
3．了解为什么道德是基本的商业概念。 
4．解释公认会计原则和成本原则的含义。 
5．解释货币单位假设和经济实体假设的含义。 
6．陈述基本会计等式并解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含义。 
7．分析企业交易对基本会计等式的影响。 
8．了解四种财务报表以及编制方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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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PROCESS. 

2．”BOOKKEEPING AND ACCOUNTING ARE THE SAME.” DO YOU AGREE? 
EXPLAIN. 

3 ． WHAT IS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WHAT IMPACT DOES 
INFLATION HAVE ON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4．WHAT IS AN ECONOMIC ENTITY ASSUMPTION? 

5．WHAT ARE THE THREE BASIC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FOR 
PROFIT-ORIENTED ENTERPRISES? 

6．WHAT IS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Home work: 

Exercise 1-3 

Exercise 1-6 

EXERCISE 1-8 

EXERCISE 1-9 

Problem 1-1A 

Problem 1-3A 

Problem 1-3B 

PROBLEM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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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The Recording Process 

第二章  记录过程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EXPLAIN WHAT AN ACCOUNT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2．DEFINE DEBITS AND CREDITS AND EXPLAIN HOW THEY ARE USED TO RECORD 

BUSINESS TRANSACTIONS. 
3．IDENTIFY THE BASIC STE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4．EXPLAIN WHAT A JOURNAL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5．EXPLAIN WHAT A LEDGER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6．EXPLAIN WHAT POSTING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7．PREPARE A TRIAL BALANCE AND EXPLAIN ITS PURPOS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什么是账户，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2．定义借贷并且解释借贷如何用于企业交易。 
3．识别记录过程的基本步骤。 
4．解释什么是日记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5．解释什么是分类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6．解释什么是过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7．编制试算平衡表，并且解释它的目的。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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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STATE THE RULES OF DEBIT AND CREDIT APPLIED TO (ASSET ACCOUNTS, (B) 
LIABILITY ACCOUNTS, AND (C) OWNER’S EQUITY ACCOUNTS (REVENUE, 
EXPENSES, OWNER’S DRAWING, AND OWNER’S CAPITAL). 

2．INDICAT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ACCOUNTS IS AN ASSET, A 
LIABILITY, OR A OWNER’S EQUITY ACCOUNT AND WHETHER IT HAS A 
NORMAL DEBIT OR A CREDIT BALANCE: (A) ACCOUNTS RECEIVABLE, 
( ACCOUNTS PAYABLE), (C) EQUIPMENT, (D) OWNER’S DRAWING, (E) 
SUPPLIES. 

3．(A) WHAT IS A LEDGER? (B) WHAT IS A CHART OF ACCOUNTS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4．WHAT IS A TRIAL BALANCE AND WHAT ARE THEIR PURPOSES? 

Home work: 

Exercise 2-4 

Exercise 2-5 

EXERCISE 2-8 

EXERCISE 2-9 

Problem 2-1A 

Problem 2-3A 

Problem 2-4A 

PROBLEM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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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Adjusting the Accounts 

第三章  调整账户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TIME PERIOD ASSUMPTION. 
2． EXPLAIN THE ACCRUAL BASIS OF ACCOUNTING. 
3． EXPLAIN WHY ADJUSTING ENTRIES ARE NEEDED. 
4． IDENTIFY THE MAJOR TYPES OF ADJUSTING ENTRIES. 
5．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PREPAYMENTS. 
6．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ACCRUALS. 
7． DESCRIBE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AN ADJUSTED TRIAL BALANCE. 
*8 ．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TH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F 

PREPAYMENT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期间假设。 
2．解释权责发生制。 
3．解释为什么需要调整分录。 
4．识别调整分录的主要步骤。 
5．为预付款编制调整分录。 
6．为应计项目编制调整分录。 
7．描述调整后试算平衡表的性质和目的。 
8．使用其他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为预付款编制调整分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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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 STATE TWO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AT 
RELATE TO ADJUSTING THE ACCOUNTS. 

2．WHY DO ACCRUAL-BASIS FINANCIAL STATEMENTS PROVIDE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THAN CASH –BASIS STATEMENTS? 

3 ． ”ADJUSTING ENTRIES ARE REQUIRED BY THE COST PRINCIPLE OF 
ACCOUNTING,” DO YOU AGREE? EXPLAIN. 

4．WHY MAY A TRIAL BALANCE NOT CONTAIN UP-TO-DATE AND COMPLETE 
FINANCIAL INFORMATION? 

Home work: 

Exercise 3-2 

Exercise 3-4 

EXERCISE 3-6 

EXERCISE 3-7 

Problem 3-2A 

Problem 3-3A 

Problem 3-4A 

PROBLEM 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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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Completion of the Accounting Cycle 

第四章  完成会计循环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PREPARE A WORK SHEET. 
2．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LOSING THE BOOKS. 
3． DESCRIBE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A POST-CLOSING TRIAL BALANCE. 
4． STATE THE REQUIRED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5． EXPLAIN THE APPROACHES TO PREPARING CORRECTING ENTRIES. 
6． IDENTIFY THE SECTIONS OF A CLASSIFIED BALANCE SHEET. 
*7． PREPARE REVERSING ENTRI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编制工作底稿。 
2．解释结账的程序。 
3．描述解账后试算平衡表的内容和目的。 
4．陈述会计循环要求的步骤。 
5．解释编制改正分录的方法。 
6．为应计项目编制调整分录。 
7．识别分类资产负债表的几个部分。 
8．编制还原分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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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EXPLAIN THE PURPOSE OF THE WORK SHEET. 

2、 WHY IS IT NECESSARY TO PREPARE FORMAL FINANCIAL STATEMENTS IF 
ALL OF THE DATA ARE IN THE STATEMENT COLUMNS OF THE WORK 
SHEET? 

3、 DESCRIBE THE NATURE OF THE INCOME SUMMARY ACCOUNT AND 
IDENTIFY THE TYPES OF SUMMARY DATA THAT MAY BE POSTED TO THIS 
ACCOUNT. 

4、 WHAT ARE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A POST-CLOSING TRIAL 
BALANCE? 

Home work: 

Exercise 4-5 

EXERCISE 4-6 

EXERCISE 4-7 

Problem 4-1A 

Problem 4-5A 

Problem 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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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Accounting for Merchandising Operations 

第五章  商品经营活动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service enterprise and a merchandiser. 
2． EXPLAIN THE ENTRIES FOR purchases under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3． explain the entries for sales revenues under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4． EXPLAIN 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MERCHANDISer. 
5． DISTINGUISH BETWEEN A MULTIPLE-STEP AND A SINGLE-STEP INCOME 

STATEMENT. 
6． EXPLAIN THE COMPU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GROSS PROFIT.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服务业企业和商品经销企业的不同之处。 
2．解释结账的程序。在永续盘存制下采购分录的编制。 
3．解释在永续盘存制下销售收入分录的编制。 
4．解释商品经销商会计循环的步骤。 
5．区分多步式和单步式收益表解释编制改正分录的方法。 
6．解释毛利的计算及其重要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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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MERCHANDISING 
COMPAN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SERVICE 
ENTERPRIS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B) IS THE MEASUREMENT OF 
NET INCOME FOR A MERCHANDISER ARE CONCEPTUALLY THE SAME AS 
FOR A SERVICE ERTERPRISE? 

2、 (A) HOW DO THE COMPONENTS OF REVENUES AND EXPENSES DIFFER 
BETWEEN A MERCHANDISER AND A SERVICE ENTERPRISE? 

3、 HOW DOES INCOME MEASUREMENT DIFFER BETWEEN A MERCHANDISER 
AND A SERVICE COMPANY? 

4、 WHEN IS COST OF GOODS SOLD DETERMINED IN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Home work: 

Exercise 5-1 

Exercise 5-3 

EXERCISE 5-6 

EXERCISE 5-7 

Problem 5-2A 

Problem 5-3A 

Problem 5-4A 

Problem 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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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Inventories 

第六章  存货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STEPS IN DETERMINING INVENTORY QUANTITIES. 
2．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purchases and sales of inventory under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3． determine cost of goods sold under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4． Identify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income statement for a merchandiser using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5． Explain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for inventories, and describe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6． Expla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tax effects of each of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7． EXPLAIN THE LOWER OF COST OR MARKET BASIS OF ACCOUNTING FOR 

INVENTORIES. 
8． indicate the effects of inventory errors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9． Compute and interpret inventory turnover. 
*10．DESCRIBE THE TWO METHODS OF ESTIMATING INVENTORIES. 
*11．APPLY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TO PERPETUAL INVENTORY 

RECORD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确定存货数量的步骤。 
2．编制定期盘存制下存货采购和销售的分录。 
3．确定定期盘存制下商品销售成本。 
4．识别使用定期盘存制的商品经销企业收益表的特征。 
5．解释存货核算的基础，并且描述存货成本流动的方法。 
6．解释财务报表以及每一种错或成本流动的方法对税收的影响。 
7．解释存货核算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8．指出存货错误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9．计算并解释存货周转率。 
10．描述估计存货的两种方法。 
11．在永续盘存记录中应用存货成本流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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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IDENTIFY THE ACCOUNTS THAT ARE ADDED TO OR DEDUCTED FROM 
PURCHASES TO DETERMINE THE COST OF GOODS PURCHASED. FOR EACH 
ACCOUNT, INDICATE (A) WHETHER IT IS ADDED OR DEDUCTED AND (B) ITS 
NORMAL BALANCE. 

2、 “THE KEY TO SUCCESSFUL BUSINESS OPERATIONS IS EFFECTIVE 
INVENTORY MANAGEMENT.” DO YOU AGREE? EXPLAIN. 

3、 WHICH ASSUMED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 

(A) USUALLY PARALLELS THE ACTUAL PHYSICAL FLOW OF MERCHANDISER? 

(B) ASSUMES THAT GOODS AVAILABLE FOR SALE DURING AN ACCOUNTING 
PERIOD ARE IDENTICAL? 

(C) ASSUMES THAT THE LATEST UNITS PURCHASED ARE THE FIRST TO BE 
SOLD? 

4．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MIGHT INVENTORY TURNOVER BE TOO 
HIGH? THAT IS, WHAT POSSIBLE NEGATIVE CONSEQUENCES MIGHT 
OCCUR? 

Home work: 

Exercise 6-1 

Exercise 6-3 

EXERCISE 6-6 

EXERCISE 6-7 

Problem 6-2A 

Problem 6-3A 

Problem 6-4A 

Problem 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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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第七章  会计信息系统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 EXPLAIN THE MAJOR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OUNTING 

SYSTEM. 
3． DESCRIBE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A SUBSIDIARY LEDGER. 
4． EXPLAIN HOW SPECIAL JOURNALS ARE USED IN JOURNALIZING. 
5． INDICATE HOW A multi-COLUMN JOURNAL IS POST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原则。 
2．解释会计系统开发的几个主要阶段。 
3．描述明细分类账的性质和目的。 
4．解释特种日记账在记录日记账时如何使用。 
5．指出多栏式日记账如何过账。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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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CERTAIN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IDENTIFY AND EXPLAIN EACH OF 
THE PRINCIPLES. 

2、 IDENTIFY AND EXPLAIN THE FOUR SPECIFIC JOURNALS DISCUSSED IN THE 
CHAPTER.  LIST AN ADVANTAGE OF USING EACH OF THESE JOURNALS 
RATHER THAN USING ONLY A GENERAL JOURNAL. 

3、 WHY SHOULD SPECIAL JOURNALS USED IN DIFFERENT BUSINESSES NOT BE 
IDENTICAL IN FORMAT? CAN YOU THINK OF A BUSINESS THAT WOULD 
MAINTAIN A CASH RECEIPTS JOURNAL BUT NOT  INCLUDE A COLUMN FOR 
ACCOUNTS RECEIVABLE? 

4、 IN WHAT JOURNAL WOULD THE FOLLOWING TRANSACTIONS BE 
RECORDED? (ASSUME THAT A TWO-COLUMN SALES JOURNAL AND A 
SINGLE-COLUMN PURCHASES JOURNAL ARE USED.) 

(A) RECORDING OF DEPRECIATION EXPENSE FOR THE YEAR. 

(B) CREDIT GIVEN TO CUSTOMER FOR MERCHANDISE PURCHASED ON CREDIT 
AND RETURNED. 

(C) SALES OF MERCHANDISE FOR CASH. 

(D) SALES OF MERCHANDISE ON ACCOUNT. 

(E) COLLECTION OF CASH ON ACCOUNT FROM A CUSTOMER. 

(F) PURCHASE OF OFFICE SUPPLIES ON ACCOUNT. 

Home work: 

Exercise 7-1 

Exercise 7-3 

EXERCISE 7-6 

EXERCISE 7-9 

Problem 7-1A 

Problem 7-3A 

Problem 7-4A 

Problem 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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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Internal Control and Cash 

第八章  内部控制和现金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FINE INTERNAL CONTROL. 
2． IDENTIFY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3． EXPLAIN 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NAL CONTROL PRINCIPLES TO CASH 

RECEIPTS. 
4． Explain 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NAL CONTROL PRINCIPLES TO CASH 

DISBURSEMENTS. 
5． describe THE OPERATION OF A PETTY CASH FUND. 
6． INDICATE THE CONTROL FEATURES OF A BANK ACCOUNT. 
7． PREPARE A BANK RECONCILIATION. 
8． EXPLAIN THE REPORTING OF CASH.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定义内部控制。 
2．识别内部控制的原则。 
3．解释对现金收入应用内部控制原则。 
4．解释对现金支出应用内部控制原则。 
5．描述零用金基金的操作。 
6．指出银行账户的控制特征。 
7．编制银行往来调节表。 
8．解释现金的报告。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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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APPLY TO MOST BUSINESS 
ENTERPRISES? 

2. ROGER HOLLOWAY IS REVIEWING THE PRINCIPLES OF SEGREGATION OF 
DUTIES. WHAT ARE THE TWO COMMON APPLICATIONS OF THIS PRINCIPLE?

3.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IS (ARE) INVOLVED IN MAKING 
DAILY CASH ACCOUNTS OF OVER-THE-COUNTER RECEIPTS? 

4．(A) WHAT IS A VOUCHER SYSTEM? (B)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APPLY TO A VOUCHER SYSTEM? 

Home work: 

Exercise 8-2 

Exercise 8-5 

EXERCISE 8-6 

EXERCISE 8-10 

Problem 8-1A 

Problem 8-4A 

Problem 8-6A 

Problem 8-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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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Accounting for Receivables 

第九章  应收款项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ECEIVABLES. 
2． EXPLAIN HOW ACCOUNTS RECEIVABLE ARE RECOGNIZED IN THE ACCOUNTS. 
3．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ETHODS AND BASES USED TO VALUE ACCOUNTS 

RECEIVABLE. 
4． DESCRIBE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DISPOSITI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 
5． COMPUTE THE MATURITY DATE OF AND INTEREST ON NOTES RECEIVABLE. 
6． EXPLAIN HOW NOTES RECEIVABLE ARE RECOGNIZED IN THE ACCOUNTS. 
7． DESCRIBE HOW NOTES RECEIVABLE ARE VALUED. 
8． DESCRIBE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DISPOSITION OF NOTES RECEIVABLE. 
9． EXPLAIN THE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RECEIVABL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不同类型的应收款项。 
2．解释应收账款在账户中如何确认。 
3．区分应收账款计价的方法和基础。 
4．描述记录应收账款处理的分录。 
5．计算应收票据的到期日和利息。 
6．解释应收票据在账户中如何确认。 
7．描述应收票据如何计价。 
8．描述记录应收票据处理的分录。 
9．解释应收款项在财务报表中的表述和分析。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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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4．8．15 

1. WHAT ARE COMMON TYPES OF RECEIVABLES OTHER THAN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NOTES RECEIVABLE? 

2. WHAT AR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ALLOWANCE METHOD OF 
ACCOUNTING FOR BAD DEBTS? 

3. HOW ARE BAD DEBT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DIRECT WRITE-OFF 
METHOD?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METHOD? 

4．  COMPUTE THE MISSING AMOUNTS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OTES.

 PRINCIPAL ANNUAL INTEREST RATE TIME TOTAL INTEREST 

(A) ? 9% 120 DAYS $   450 

(B) $30,000 10% 3 YEARS ? 

(C) 
$60,000 ? 

5 
MONTHS 

$3,000 

(D) $50,000 11% ? $1,375 
 

Home work: 

Exercise 9-1 

Exercise 9-3 

EXERCISE 9-5 

EXERCISE 9-9 

Problem 9-2A 

Problem 9-3A 

Problem 9-5A 

Problem 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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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Plant Asse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Assets 

第十章 厂场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资产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ST PRINCIPLE TO PLANT ASSETS. 
2． EXPLAIN THE CONCEPT OF DEPRECIATION. 
3． COMPUTE PERIODIC DEPRECIATION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4． DESCRIBE THE PROCEDURE FOR REVISING PERIODIC DEPRECIATION. 
5． DISTINGUISH BETWEEN REVENUE AND CAPITAL EXPENDITURES AND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THESE EXPENDITURES. 
6． EXPLAIN HOW TO ACCOUNT FOR THE DISPOSAL OF A PLANT ASSET THROUGH 

RETIREMENT, SALE, OR EXCHANGE. 
7． compute periodic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8．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INTANGIBLE ASSETS WITH THE ACCOUNTING 

FOR PLANT ASSETS. 
9． INDICATE HOW PLANT ASSE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ASSETS ARE REPORTED and analyz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对厂场资产成本原则的应用。 
2．解释折旧的概念。 
3．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期间的折旧。 
4．描述修订期间折旧的程序。 
5．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并编制这些支出的分录。 
6．解释厂场资产如何通过报废、销售或交换进行处理。 
7．计算自然资源的期间折耗。 
8．将无形资产和厂场资产的核算相对照。 
9．解释厂场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资产如何记录和分析。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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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6．10．12．16 

1. CONTRAST THE STRAIGHT-LINE METHOD AND THE UNITS-OF-ACTIVITY 
METHOD AS TO (A) USEFUL LIFE, AND (B) THE PATTERN OF PERIODIC 
DEPRECIATION OVER USEFUL LIFE. 

2. HOW IS A GAIN OR LOSS ON THE SALE OF A PLANT ASSET COMPUTED? 

3. WHEN SIMILAR ASSETS ARE EXCHANGED, HOW IS THE GAIN OR LOSS ON 
DISPOSAL COMPUTED? 

4. EXPLAIN WHAT DEPLETION IS AND HOW IT IS COMPUTED? 

Home work: 

Exercise 10-2 

Exercise 10-4 

EXERCISE 10-6 

EXERCISE 10-12 

Problem 10-1A 

Problem 10-7A 

Problem 10-2B 

Problem 1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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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Current Liabilities and Payroll Accounting 

第十一章 流动负债和工资的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A CURRENT LIABILITY, AND IDENTIFY THE MAJOR TYPES OF CURRENT 
LIABILITIES. 

2．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FOR NOTES PAYABLE. 
3．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4． Expla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liabilities. 
5．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CONTINGENT LIABILITIES. 
6． DISCUSS THE OBJECTIVES OF INTERNAL CONTROL FOR PAYROLL. 
7． COMPUTE AND RECORD THE PAYROLL FOR A PAY PERIOD. 
8． DESCRIBE AND RECORD EMPLOYER PAYROLL TAXES. 
9． IDENTIFY ADDITIONAL FRING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EMPLOYEE 

COMPENSATION.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流动负债并且识别流动负债的主要类别。 
2．描述应付票据的会计核算。 
3．解释其他流动负债的会计核算。 
4．解释流动负债的财务报表上的表述和分析。 
5．描述或有负债的核算和披露要求。 
6．讨论对工资内部控制的目标。 
7．计算并记录工资支付期的工资。 
8．描述并记录工资税。 
9．识别与雇员工资相关的额外福利。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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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JEFF BAUMGARTNER BELIEVES A CURRENT LIABILITY IS A DEBT THAT 
CAN BE EXPECTED TO BE PAID IN ONE YEAR. IS JEFF CORRECT? EXPLAIN. 

2. (A) YOUR ROOMMATE SAYS, “SALES TAXES ARE REPORTED AS AN EXPENSE 
IN THE INCOME STATEMENT. “DO YOU AGREE? EXPLAIN. 

(B) PLANET HOLLYWOOD HAS CASH PROCEEDS FROM SALES OF $10,400. THIS 
AMOUNT INCLUDES $400 OF SALES TAXES. GIVE THE ENTRY TO RECORD THE 
PROCEEDS. 

3．    WHAT IS LIQUIDITY? WHAT ARE THE TWO MEASURES OF LIQUIDITY? 

4．    YOU ARE A NEWLY HIRED ACCOUNTANT WITH SPARTAN COMPANY. ON 
YOUR FIRST DAY, THE CONTROLLER ASKS YOU TO IDENTIFY THE MAIN 
INTERNAL CONTROL OBJECTIVES RELATED TO PAYROLL ACCOUNTING. 
HOW WOULD YOU RESPOND? 

Home work: 

Exercise 11-3 

Exercise 11-8 

EXERCISE 11-9 

EXERCISE 11-10 

Problem 11-2A 

Problem 11-4A 

Problem 11-2B 

Problem 1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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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Accounting Principles 

第十二章 会计原则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MEANING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IDENTIFY THE KEY ITEM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2． DESCRIBE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3． DISCUSS TH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4． IDENTIFY THE BASIC ASSUMPTIONS USED BY ACCOUNTANTS. 
5． IDENTIF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6． IDENTIFY THE TWO CONSTRAINTS IN ACCOUNTING. 
7． EXPLAIN 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USED I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公认会计原则的含义。 
2．描述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 
3．讨论会计信息和财务报表要素的质量特征。 
4．识别会计人员使用的基本假设。 
5．识别会计的基本原则。 
6．识别会计的两个约束条件。 
7．解释国际经营中使用的会计原则。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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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8 

1. (A) WHAT AR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B) WHAT BODIES PROVIDE AUTHORITATIVE SUPPORT FOR GAAP? 

2. (A)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 IDENTIFY 
TH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3.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ARABILITY AND 
CONSISTENCY? 

4. GOODWIN CONSTRUCTION COMPANY HAS A @210 MILLION CONTRACT TO 
BUILD A BRIDGE. ITS TOTAL ESTIMATED COST FOR THE PROJECT IS $170 
MILLION. COSTS INCUR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WERE $34 
MILLION. GOODWIN APPROPRIATELY USES THE 
PERCENTAGE-OF-COMPLETION METHOD. HOW MUCH REVENUE AND 
GROSS PROFIT SHOULD GOODWIN RECOGNIZ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Home work: 

Exercise 12-3 

Exercise 12-4 

EXERCISE 12-5 

EXERCISE 12-6 

Problem 12-2A 

Problem 12-4A 

Problem 12-2B 

Problem 1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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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Accounting for Partnerships 

第十三章 合伙企业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NERSHIP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2． EXPLAIN THE ACCOUNTING ENTRIE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ARTNERSHIP. 
3． IDENTIFY THE BASES FOR DIVIDING NET INCOME OR NET LOSS. 
4． DESCRIB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PARTNERSHIP FINANCIAL STATEMENTS. 
5． EXPLAIN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WHEN A NEW PARTNER IS ADMITTED. 
6． DESCRIBE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WHEN A PARTNER WITHDRAWS FROM 

THE FIRM. 
7． explain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LIQUIDATION OF A 

PARTNERSHIP.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的特征。 
2．解释合伙企业组成的会计分录。 
3．识别分配净利或净损的基础。 
4．描述合伙企业财务报表的形式和内容。 
5．解释新的合伙人加入时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6．描述合伙人从企业提款时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7．解释记录合伙企业清算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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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10．18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B) LIMITED LIFE, AND (C) CO-OWNERSHIP 
OF PROPERTY. EXPLAIN EACH OF THESE TERMS. 

2. SWEN VARBERG AND EGOR KARLSTAD ARE CONSIDERING A BUSINESS 
VENTURE. THEY ASK YOU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ARTNERSHIP FOR OF ORGANIZATION. 

3. AR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A PARTNERSHIP SIMILAR TO THOSE 
OF A PROPRIETORSHIP? DISCUSS. 

4. HOW DOES A LIQUIDATION OF A PARTNERSHIP DIFFER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A PARTNERSHIP? 

Home work: 

Exercise 13-1 

Exercise 13-3 

EXERCISE 13-8 

EXERCISE 13-9 

Problem 13-2A 

Problem 13-3A 

Problem 13-2B 

Problem 1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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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4  Corporations: Organization and Capital Stock 

Transactions 

第十四章 公司：组织和股本交易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A CORPORATION. 
2． DIFFERENTIATE BETWEEN PAID-IN CAPITAL AND RETAINED EARNINGS. 
3． RECORD THE ISSUANCE OF COMMON STOCK. 
4．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TREASURY STOCK. 
5． DIFFERENTIATE PREFERRED STOCK FROM COMMON STOCK. 
6． PREPARE A STOCKHOLDERS’ EQUITY SECTION. 
7． COMPUTE BOOK VALUE PER SHARE.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股份公司的主要特征。 
2．区分实收资本和保留盈余。 
3．记录普通股的发行。 
4．解释库藏股的会计处理。 
5．区分普通股和优先股。 
6．编制股东权益部分。 
7．计算每股账面价值。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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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6 

1. LIL GARMEN, A STUDENT, ASKS YOUR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CORPORATION: (A) SEPARATE LEGAL 
EXISTENCE, (B) LIMITED LIABILITY OF STOCKHOLDERS, AND (C) 
TRANSFERABLE OWNERSHIP RIGHTS. EXPLAIN THESE CHARACTERISTICS 
TO LIL. 

2. (A) THE FOLLOWING TERMS PERTAIN TO THE FORMING OF A 
CORPORATION: (1) CHARTER, (2) BYLAWS, AND (3) ORGANIZATION COSTS. 
EXPLAIN THE TERMS. 

(B) SALLY FIELDS BELIEVES A CORPORATION MUST BE INCORPORATED IN THE 
STATE IN WHICH IT HEADQUARTERS OFFICE IS LOCATED? IS SALLY CORRECT? 
EXPLAIN. 

3. (A) WHAT ARE THE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STOCKHOLDERS’ 
EQUITY? 

(B) WHAT IS PAID-IN CAPITAL? GIVE THREE EXAMPLES. 

4．   HOW D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A CORPORATION DIFFER FROM 
THE STATEMENTS FOR PROPRIETORSHIP? 

Home work: 

Exercise 14-3 

Exercise 14-8 

EXERCISE 14-9 

EXERCISE 14-10 

Problem 14-2A 

Problem 14-4A 

Problem 14-2B 

Problem 1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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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5  Corporations: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Income Reporting 

第十五章  股利、保留盈余和收益报告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2． IDENTIFY THE ITEMS THAT ARE REPORTED IN A RETAINED EARNINGS 

STATEMENT. 
3． PREPARE AND ANALYZE A COMPREHENSIVE STOCKHOLDERS’ EQUITY SECTION. 
4． DESCRIB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CORPORATION INCOME STATEMENTS. 
5． INDICATE THE STATEMENT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ITEMS NOT TYPICAL 

OF REGULAR OPERATIONS. 
6． COMPUTE EARNINGS PER SHARE.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编制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分录。 
2．识别在保留盈余表中报告的项目。 
3．编制并分析完整的股东权益部分。 
4．描述股份公司收益表的形式和内容。 
5．指出非正常经营的重要项目在报表上的表述。 
6．计算每股盈利。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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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9 

1. (A) WHAT IS A DIVIDEND? (B) “DIVIDENDS MUST BE PAID IN CASH? DO YOU 
AGREE? EXPLAIN. 

2. (A) THREE DAYS ARE IMPORTANT IN CONNECTION WITH CASH DIVIDENDS. 
IDENTIFY THESE DATES, AND EXPLAIN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B) IDENTIFY THE ACCOUNTING ENTRIES THAT ARE MADE FOR A CASH 
DIVIDEND AND THE DATE OF EACH ENTRY. 

3. CONTRAST THE EFFECTS OF A CASH DIVIDEND AND A STOCK DIVIDEND ON 
A CORPORATION’S BALANCE SHEET. 

4. WHAT IS A PRIOR PERIOD ADJUSTMENT, AND HOW IS IT REPORT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ome work: 

Exercise 15-3 

Exercise 15-6 

EXERCISE 15-9 

EXERCISE 15-11 

Problem 15-2A 

Problem 15-4A 

Problem 15-5A 

Problem 1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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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6  Long-Term Liabilities 

第十六章  长期负债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WHY BONDS ARE ISSUED. 
2．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THE ISSUANCE OF BONDS AND INTEREST EXPENSE. 
3． DESCRIBE THE ENTRIES WHEN BONDS ARE REDEEMED OR CONVERTED. 
4． describe A BOND SINKING FUND. 
5．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FOR LONG-TERM NOTES PAYABLE. 
6．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OPERATING AND CAPITAL LEASES. 
7． IDENTIFY THE METhodS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LONG-TERM 

LIABILITIES. 
*8． CONTRAST THE EFFECTS OF THE STRAIGHT-LINE AND EFFECTIVE-INTEREST 

METHODS OF AMORTIZING BOND DISCOUNT AND BOND PREMIUM.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为什么发行债券。 
2．为债券的发行和利息费用编制分录。 
3．描述债券赎回或转换时的会计分录。 
4．描述债券偿债基金。 
5．描述长期应付债券的会计核算。 
6．对照经营租赁和资本租赁的会计核算。 
7．识别长期负债的表述和分析的方法。 
8．对照债券折价和溢价摊销的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的影响。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会计学原理（英文） 

 647

 

Discussion QuestionS： 2．3．5．10 

1. (A) AS A SOURCE OF LONG-TEM FINANCING, WHAT ARE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BONDS OVER COMMON STOCK? (B) WHAT ARE THE 
MAJOR DISADVANTAGES IN USING BONDS FOR LONG-TERM FINANCING? 

2. CONTRAST THE TWO TYPES OF BONDS: (A) SECURED AND UNSECURED, (B) 
TERM AND SERIAL, (C) REGISTERED AND BEARER, AND (D) CONVERTIBLE 
AND CALLABLE. 

3. DESCRIBE THE TWO MAJOR OBLIGATIONS INCURRED BY A COMPANY 
WHEN BONDS ARE ISSUED. 

4. EXPLAIN THE STRAIGHT-LINE METHOD OF AMORTIZING DISCOUNT AND 
PREMIUM ON BONDS PAYABLE. 

Home work: 

Exercise 16-2 

Exercise 16-4 

EXERCISE 16-8 

EXERCISE 16-9 

Problem 16-3A 

Problem 16-4A 

Problem 16-7A 

Problem 1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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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7  Investments 

第十七章  投资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cuss why corporations invest in debt and stock securities. 
2．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DEBT INVESTMENTS. 
3．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STOCK INVESTMENTS. 
4． DESCRIBE THE USE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5． INDICATE HOW DEBT AND STOCK INVESTMENTS ARE VALUED AND REPORTED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6． DISTINGUISH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NVESTMENT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讨论公司为什么在债券和股票上进行投资。 
2．解释债券投资的会计核算。 
3．解释股票投资的会计核算。 
4．描述合并财务报表的使用。 
5．指出在财务报表中如何对债券和股票投资进行计价和报告。 
6．区分短期和长期投资。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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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REASONS THAT CORPORATIONS INVEST IN SECURITIES? 

2. (A) WHAT IS THE COST OF INVESTMENT IN BONDS? 

(B) WHEN IS INTEREST ON BONDS RECORDED? 

3. WHAT IS THE COST OF AN INVESTMENT IN STOCK? 

4. WHAT CONSTITUT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 WHEN AN INVESTOR’S 
FINANCIAL INTEREST IS BELOW 50% LEVEL? 

Home work: 

Exercise 17-3 

Exercise 17-5 

EXERCISE 17-6 

EXERCISE 17-8 

Problem 17-2A 

Problem 17-4A 

Problem 17-5A 

Problem 1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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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8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第十八章  现金流量表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NDICAT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2． DISTINGUISH AMONG OPERATING,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3． PREPARE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4． PREPARE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DIRECT METHOD. 
5． Analyze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6． EXPLAIN THE GUIDELINES AND PROCEDURAL STEPS IN USING A WORK 

SHEET TO PREPARE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指出现金流量表的主要目的。 
2．区分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 
3．使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4．使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5．分析现金流量表。 
6．解释使用工作底稿来编制间接法的现金流量表的指导原则和程序步骤。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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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3．5．6 

1. WHAT QUESTIONS ARE ANSWERED BY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2. WHAT ARE CASH EQUIVALENT? HOW DO CASH EQUIVALENT AFFECT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3. WHAT ARE THE MAJOR SOURCES (INFLOWS) OF CASH IN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WHAT ARE THE MAJOR USES (OUTFLOWS) OF CASH? 

4. WHY IS IT IMPORTANT TO DISCLOSE CERTAIN NONCASH TRANSACTIONS? 
HOW SHOULD THEY BE DISCLOSED? 

Home work: 

Exercise 18-1 

Exercise 18-2 

EXERCISE 18-8 

EXERCISE 18-11 

Problem 18-5A 

Problem 18-6A 

Problem 18-7A 

Problem 1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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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9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第十九章 财务报表分析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CUSS THE NE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2． IDENTIFY THE TOOL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EXPLAIN AND APPLY HORIZONTAL ANALYSIS. 
4． DESCRIBE AND APPLY VERTICAL ANALYSIS. 
5． IDENTIFY AND COMPUTE RATIOS，AND DESCRIBE THEIR PURPOSE AND USE IN 

ANALYZING A FIRM’S LIQUIDITY, PROFITABILITY, AND SOLVENCY. 
6．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讨论比较分析的必要性。 
2．识别财务报表分析的工具。 
3．解释和应用水平分析法。 
4．描述和应用纵向分析法。 
5．识别和计算比率，并描述这些比率的目的，以及在分析企业的流动性、盈利能力、和偿债

能力时这些比率的使用。 
6．确认财务报表分析的局限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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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DISTINGUISH AMONG THE FOLLOWING BASES OF COMPARISON: (1) 
INTRACOMPANY, (2) INDUSTRY AVERAGE, (3) INTERCOMPANY. 

(B) GIVE THE PRINCIPAL VALUE OF USING EACH OF THE THREE BASES OF 
COMPARISON. 

2. WHAT IS A RATIO?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AMOUNTS? WHAT INFORMATION DOES A RATIO 
PROVIDE? 

3. NAME THE MAJOR RATIOS USEFUL IN ASSESSING (A) LIQUIDITY AND (B) 
SOLVENCY. 

4. WHAT DO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RATIOS MEASURE? (A) LIQUIDITY 
RATIOS. (B) PROFITABILITY RATIOS. (C) SOLVENCY RATIOS. 

Home work: 

Exercise 19-5 

Exercise 19-6 

EXERCISE 19-9 

EXERCISE 19-10 

Problem 19-3A 

Problem 19-4A 

Problem 19-5A 

Problem 1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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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0  Managerial Accounting 

第二十章  管理会计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MANAGERIAL ACCOUNTING. 
2． IDENTIFY THE THREE BROAD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3． DEFINE THE THREE CLASSES OF MANUFACTURING COSTS. 
4． DISTINGUISH BETWEEN PRODUCT AND PERIOD COSTS. 
5．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ERCHANDISING AND A 

MANUFACTURING INCOME STATEMENT. 
6． INDICATE HOW COST OF GOODS MANUFACTURED IS DETERMINED. 
7．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ERCHANDISING AND A 

MANUFACTURING BALANCE SHEET.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和区分管理会计的特征。 
2．识别管理的三大职能。 
3．定义三种生产成本。 
4．区分产品成本和区间成本。 
5．解释商品经销商和制造商收益表的区别。 
6．指出产品生产成本是如何确定的。 
7．解释商品经营和制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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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DISTINGUISH BETWEEN MANAGERIAL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AS TO (A) PRIMARY USERS OF REPORTS, (B) TYPES AND 
FREQUENCIES OF REPORTS, AND (C) PURPOSE OF REPORTS. 

2. (A) IDENTIFY THE FOUR CATEGORIES OF ETHICAL STANDARDS FRO 
MANAGEMENT ACCOUNTANTS. 

(B)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ACCOUNTANT LIMITED TO 
ONLY HIS OR HER OWN ACTS? EXPLAIN. 

3. KAREN GISH IS STUDYING FOR THE NEXT ACCOUNTING MID-TERM 
EXAMINATION. SUMMARIZE FOR KAREN WHAT SHE SHOULD KNOW 
ABOUT MANAGEMENT FUNCTIONS. 

4. HOW IS THE MANUFACTURING COST CLASSIFIED? 

Home work: 

Exercise 20-1 

Exercise 20-5 

EXERCISE 20-9 

EXERCISE 20-10 

Problem 20-2A 

Problem 20-3A 

Problem 20-4A 

Problem 2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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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1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第二十一章 分批成本法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URPOSES OF COST ACCOUNTING. 
2． DESCRIBE THE FLOW OF COSTS IN A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SYSTEM. 
3． EXPLAI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A JOB COST SHEET. 
4． INDICATE HOW THE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IS DETERMINED AND 

USED. 
5． PREPARE ENTRIES FOR JOBS COMPLETED AND SOLD. 
6． DISTINGUISH BETWEEN UNDER- AND OVERAPPLIED MANUFACTURING 

OVERHEA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成本会计的特征和目的。 
2．描述在分批成本法中成本的流动。 
3．解释成本分批计算单的性质和重要性。 
4．指出预先确定的制造费用分配率是如何确定和使用。 
5．编制分批产品完工和出售的分录。 
6．区分多分配或少分配的制造费用。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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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DISTINGUISH THE TWO TYPES OF COST ACCOUNTING SYSTEMS. (B) MAY 
A COMPANY USE BOTH TYPES OF COST ACCOUNTING SYSTEMS? 

2. INDICATE THE SOURCE DOCUMENTS THAT ARE USED IN CHARGING COSTS 
TO SPECIFIC JOBS. 

3. WHAT RELATIONSHIPS ARE INVOLVED IN COMPUTING A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4.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DER-OR OVERAPPLIED OVERHEAD IS 
CLOSED TO INCOME SUMMARY.” IS THIS CORRECT? IF NOT, INDICATE THE 
CUSTOMARY TREATMENT OF THIS ACCOUNT. 

Home work: 

Exercise 21-1 

Exercise 21-3 

EXERCISE 21-4 

EXERCISE 21-5 

Problem 21-1A 

Problem 21-2A 

Problem 21-4A 

Problem 21-2B 

PAGE 885-894 

QUESTION: 3, 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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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2  Process Cost Accounting 

第二十二章  分步成本法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UNDERSTAND WHO USES PROCESS COST SYSTEMS. 
2．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OB ORDER COST AND 

PROCESS COST SYSTEMS. 
3．EXPLAIN THE FLOW OF COSTS IN A PROCESS COST SYSTEM. 
4．MAKE THE JOURNAL ENTRIES TO ASSIGN MANUFACTURING COSTS IN A PROCESS 

COST SYSTEM. 
5．COMPUTE EQUIVALENT UNITS. 
6．EXPLAIN THE FOUR STEPS NECESSARY TO PREPARE A PRODUCTION COST 

REPORT. 
7．PREPARE A PRODUCTION COST REPORT. 
8．EXPLAIN JUST-IN-TIME PROCESSING. 
9．EXPLAI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10．APPLY ACTIVITY-BASED COSTING TO SPECIFIC COMPANY DATA.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了解谁使用分步成本法。 
2．解释分批成本法和分步成本法的异同。 
3．解释在分步成本法下成本的流动。 
4．编制分录将生产成本在分步成本法下进行分配。 
5．计算约当产量。 
6．解释编制生产成本报告必要的四个步骤。 
7．编制生产成本报告。 
8．解释适时生产制。 
9．解释作业成本法。 
10．对公司特定数据使用作业成本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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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CONTRAST THE PRIMARY FOCUS OF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AND OF 
PROCESS COSTING. 

2. HOW ARE EQUIVALENT UNITS OF PRODUCTION COMPUTED?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PERATIONS COSTING AND A 
PROCESS COSTING? 

4. (A) DESCRIBE THE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OF JUST-IN-TIME 
PROCESSING. 

(B) IDENTIFY THE MAJOR ELEMENTS OF JIT PROCESSING. 

5.  (A) WHAT ARE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AND TRADITIONAL PRODUCT COSTING? 

(B) WHAT ASSUMPTIONS MUST BE MET FOR ABC COSTING TO BE USEFUL? 

Home work: 

Exercise 22-1 

Exercise 22-3 

EXERCISE 22-5 

EXERCISE 22-7 

Problem 22-1A 

Problem 22-3A 

Problem 22-4A 

Problem 2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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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3  Cost-Volume-Profit Relationships 

第二十三章  本量利分析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ABLE AND FIXED COSTS. 
2．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EVANT RANGE. 
3． EXPLAIN THE CONCEPT OF MIXED COSTS. 
4． list THE FIVE COMPONENTS OF COST-VOLUME-PROFIT ANALYSIS. 
5． INDICATE what CONTRIBUTION MARGIN is AND how IT can BE EXPRESSED. 
6． IDENTIFY THE THREE WAYS to determine THE BREAK-EVEN POINt. 
7． DEFINE MARGIN OF SAFETY, AND GIVE THE FORMULAS FOR COMPUTING IT. 
8． GIV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SALES REQUIRED TO EARN TARGET 

NET INCOME. 
9． DESCRIB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A COST-VOLUME-PROFIT INCOME 

STATEMENT. 
*10．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SORPTION COSTING AND 

VARIABLE COSTING.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区分变动和固定成本。 
2．解释相关范围的意义。 
3．解释混合成本的概念。 
4．列出本量利分析的五个构成因素。 
5．指出什么是边际贡献以及他是如何表述的。 
6．识别确定保本点的三种方法。 
7．定义安全边际，并且给出计算安全边际的公式。 
8．给出确定取得目标净利润所要求的销售量。 
9．描述本量利收益表的主要特征。 
10．解释吸收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的区别。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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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WHAT IS COST BEHAVIOR ANALYSIS? (B) WHY IS BEHAVIOR ANALYSIS 
IMPORTANT TO MANAGEMENT? 

2. PATTY DYE DEFINES CONTRIBUTION MARGIN AS THE PROFIT AVAILABLE 
TO COVER OPERATING EXPENSES. IS THERE ANY TRUTH IN THIS 
DEFINITION? DISCUSS. 

3. “BREAK-EVEN ANALYSIS IS OF LIMITED USE TO MANAGEMENT BECAUSE A 
COMPANY CANNOT SURVIVE BY JUST BREAKING EVEN.” DO YOU AGREE? 
EXPLAIN. 

4. DISTINGUISH BETWEEN ABSORPTION COSTING AND VARIABLE COSTING? 

Home work: 

Exercise 23-1 

Exercise 23-3 

EXERCISE 23-6 

EXERCISE 23-8 

Problem 23-1A 

Problem 23-2A 

Problem 23-1B 

Problem 2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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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4  Budgetary Planning 

第二十四章  编制预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NDICATE THE BENEFITS OF BUDGETING. 
2． STATE THE ESSENTIALS OF EFFECTIVE BUDGETING. 
3． IDENTIFY THE BUDGETS THAT COMPRISE THE MASTER BUDGET. 
4． DESCRIBE THE SOURCES FOR PREPARING THE BUDGETED INCOME STATEMENT. 
5． EXPLAIN THE PRINCIPAL SECTIONS OF A CASH BUDGET. 
6． INDIC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BUDGETING IN NONMANUFACTURING 

COMPANI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指出预算的益处。 
2．陈述有效预算的要素。 
3．识别总预算中包含的各项预算。 
4．描述编制预计收益表的来源。 
5．解释现金预算的主要部分。 
6．指出预算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适用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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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WHAT IS A BUDGET? (B) HOW DOES A BUDGET CONTRIBUTE TO GOOD 
MANAGEMENT? 

2. DISTINGUISH A MASTER BUDGET AND A SALES FORECAST. 

3. INDICATE THE SUPPORTING SCHEDULES USED IN PREPARING A BUDGETED 
INCOME STATEMENT THROUGH GROSS PROFIT FOR A MANUFACTURER. 

4. IDENTIFY THE THREE SECTIONS OF A CASH BUDGET. WHAT BALANCES 
ARE ALSO SHOWN IN THIS BUDGET? 

Home work: 

Exercise 24-1 

Exercise 24-3 

EXERCISE 24-7 

EXERCISE 24-9 

Problem 24-2A 

Problem 2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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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5  Budgetary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第二十五章  预算控制和责任会计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BUDGETARY CONTROL. 
2．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STATIC BUDGET REPORTS. 
3．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BUDGETS AND THE USEFULNESS OF 

FLEXIBLE BUDGET REPORTS. 
4．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5． INDICATE THE FEATURES OF RESPONSIBILITY REPORTS FOR COST CENTERS. 
6． IDENTIFY THE CONTENT OF RESPONSIBILITY REPORTS FOR PROFIT CENTERS. 
7． EXPLAIN THE BASIS AND FORMULA USED IN EVALUATING PERFORMANCE IN 

INVESTMENT CENTER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预算控制的概念。 
2．评价静态预算报告的用途。 
3．解释弹性预算的制定以及弹性预算报告的用途。 
4．描述责任会计的概念。 
5．指出成本中心责任报告的特征。 
6．识别利润中心责任报告的内容。 
7．解释对投资中心评价时使用的公式的基础。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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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5．6．13 

1. （A）WHAT IS BUDGETARY CONTROL? 

(B) TONY CRESPINO IS DESCRIBING A BUDGETARY CONTROL. WHAT STEP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ONY’S DESCRIPTION. 

2.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MAY A STATIC BUDGET BE AN 
APPROPRIATE BASIS FOR EVALUATING A MANAGER’S EFFECTIVENESS IN 
CONTROLLING COSTS? 

3. “A FLEXIBLE BUDGET IS REALLY A SERIES OF STATIC BUDGETS.” IS THIS 
TRUE? WHY? 

4. WHAT IS A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EXPLAIN THE PURPOSE OF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TO BE USED EFFECTIVELY. 

Home work: 

Exercise 25-1 

Exercise 25-3 

EXERCISE 25-6 

EXERCISE 25-8 

Problem 25-3A 

Problem 2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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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rough Standard Costs 

第二十六章  利用标准成本进行业绩评价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TINGUISH BETWEEN A STANDARD AND A BUDGET. 
2． IDENTIFY THE ADVANTAGES OF STANDARD COSTS. 
3． DESCRIBE HOW STANDARDS ARE SET. 
4． stat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DIRECT MATERIALS AND DIRECT 

LABOR VARIANCES. 
5． STAT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MANUFACTURING OVERHEAD 

VARIANCES. 
6． DISCUSS THE REPORTING OF VARIANCES. 
7． ENUMERATE THE FEATURES OF A STANDARD COST ACCOUNTING SYSTEM.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区分标准和预算。 
2．识别标准成本的优点。 
3．描述标准成本如何制定。 
4．陈述确定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差异的公式。 
5．陈述确定制造费用差异的公式。 
6．讨论差异的报告。 
7．列举标准成本核算系统的特征。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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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5．8．9 

1. (A)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S 
AND BUDGETS. (B)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STANDARDS AND 
BUDGETS. 

2. DISTINGUISH AN IDEAL STANDARDS AND NORMAL STANDARDS. 

3. HOW IS THE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DETERMINED WHEN 
STANDARD COSTS ARE USED? 

4.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AVORABLE COST VARIANCE AND 
AN UNFAVORABLE COST VARIANCE? 

Home work: 

Exercise 26-1 

Exercise 26-2 

EXERCISE 26-5 

EXERCISE 26-7 

Problem 26-1A 

Problem 26-3A 

Problem 26-4A 

Problem 2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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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7  Incremental Analysis and Capital Budgeting 

第二十七章  增量分析和资本预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STEPS IN MANAGE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INCREMENTAL ANALYSIS. 
3． IDENTIFY THE RELEVANT COSTS IN ACCEPTING AN ORDER AT A SPECIAL PRICE. 
4． Identify THE RELEVANT COSTS IN A MAKE OR BUY DECISION. 
5． GIVE THE DECISION RULE for WHETHER TO SELL OR PROCESS MATERIALS 

FURTHER. 
6． IDENTIFY T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RETAINING OR REPLACING 

EQUIPMENT. 
7． EXPLAIN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DECIDING WHETHER TO ELIMINATE AN 

UNPROFITABLE SEGMENT. 
8． DETERMINE WHICH PRODUCTS TO MAKE AND SELL WHEN RESOURCES are 

LIMITED. 
9． CONTRAST THE ANNUAL RATE OF RETURN AND CASH PAYBACK TECHNIQUES 

IN CAPITAL BUDGETING. 
10．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ET PRESENT VALUE AN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METHOD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管理决策程序的步骤。 
2．描述增量分析的概念。 
3．识别在以特殊价格接受一项订货时的相关成本。 
4．识别进行自制或外购决策时的相关因素。 
5．给出是否出售或进一步对材料加工时的决策规则。 
6．识别在考虑保留还是重置设备时相关的因素。 
7．解释在决定是否取缔非盈利的分部时的相关因素。 
8．当资源有限时，决定产品是继续生产还是出售。 
9．对照资本预算的年报酬率法和回收期法。 
10．区分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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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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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STEPS A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WHAT DATA ARE RELEVANT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CCEPT AN ORDER 
AT A SPECIAL PRICE? 

3. DEFINE THE TERM “OPPORTUNITY COST.” HOW MAY THIS COST BE 
RELEVANT IN A MAKE-OR-BUY DECISION? 

4. WHAT IS THE DECISION RUL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SELL A PRODUCT 
OR PROCESS IT FURTHER? 

Home work: 

Exercise 27-1 

Exercise 27-2 

EXERCISE 27-3 

EXERCISE 27-4 

Problem 27-1A 

Problem 27-2A 

Problem 27-3A 

Problem 2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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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中国经济史》是经济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之一，在加强学生的“三基”培养，提

高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运用能力，改善知识结构，深化学生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明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编写目的：本教学大纲的编写目的是加强课堂教学的规范性、计划性，力求教学内容重点突出，

详略得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简介：《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内容涵盖中国经济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立足于当前的经济

现实，积极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的历史实际。聚焦于“三个转型”（中国经济从传统

经济走向现代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重点回答“两个什么”的问题（中国经

济呈现今天这种面貌是什么原因？中国经济将走向什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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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教学要求：本章要求明确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了解国际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

史研究的基本现状、热点问题、主要动向。 
内容结构： 

第一节  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意义 

一、经济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1．经济与经济史 
2．经济史与经济学 
3．经济史学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二、主要经济学家及其学派关于经济史研究的观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经济史 
2．西方经济学杰出思想家论经济史 
3．新经济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 

三、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工具、研究特点 

1．经济史学的特点 
2．经济学方法与经济史 
3．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史 

四、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意义 

1．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源泉 
2．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创新的基础 
3．经济史是经济理论在实际运用中避免失误、取得较好效果的保障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现状 

一、经济史学的简要历程 
二、当前西方学者的主要成果及其分析 
三、当前中国学者的关注热点 

思考题 

1．经济史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2．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有什么特点？ 
3．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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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 

教学要求：本章要求全面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并通过与欧洲的比

较，明确中国传统经济的禀赋条件和基本特性。 
内容结构： 

第一节  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 

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资源的基本特性及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二、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三、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人口与人口问题 

一、中国人口发展的特点 
二、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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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形态和生产组织形式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剖析中国传统经济的形态，要求对于产业部门分工状

况、资源占有形态、不同的生产组织形态等有具体了解。 
内容结构： 

第一节  中国传统经济的部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一、种植业、养殖业的结构形态 
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三、手工业的发展及其结构形态 
四、商业与市场结构 
五、中国传统经济中的农工商关系 

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资源占有形态 

一、国家的资源占有及其相关制度 
二、私人的资源占有的制度及其变迁 
三、中国传统经济中资源占有形态的特点及其与欧洲的比较 

第三节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一、个体家庭 
二、分工协作的官营私营工场作坊 
三、合伙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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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机制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把握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机制，认识中国传统经济中决定资源配置

的三种基本作用力：自然、市场、政府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学术界的几种主要观点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传统市场、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一、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三大主体：小农、地主、国家 
二、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三、地主经济的二重性 
四、国家经济的二重性 

第三节  中国传统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基本作用力 

一、自然配置及其表现 
二、市场配置及其表现 
三、政府配置及其表现 
四、中国传统经济是三种配置力量共同作用的动态系统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678 

第五章  中国传统经济的衰落 

教学要求：本章旨在将中国传统经济置于世界潮流的背景之下，说明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

衰落的基本表现，及其近代化、市场化转型所存在的问题。 
内容结构： 

第一节  传统经济的再评价 

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历程的主要判断 
二、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明清经济的再评价 

第二节  从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看明清经济的衰落 

一、科技进步的停滞 
二、农业生产工具和劳动生产率的退步 
三、工业生产工具和劳动生产率的退步 

第三节  明清封建国家市场制度供给的缺失 

一、外贸制度的反动 
二、市场制度建设的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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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对中国传统市场的冲击 

教学要求：本章重点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外经济贸易冲突及中外经贸关系的变化。 
内容结构： 

第一节  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古代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 
二、地理大发现及其经济意义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经济贸易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 
二、鸦片战争后中外经贸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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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传统市场的近代化 

教学要求：了解受西方影响并开始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化进程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贸易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其价格决定 
二、洋行依靠买办和买办制度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 

第二节  国内市场的近代化 

一、近代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与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二、新式商人与商业资本的出现 
三、近代中国市场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性 

第三节  国内金融市场的近代化 

一、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 
二、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保险、信托业的产生和发展 
三、币制改革和流通 

第四节  近代市场格局中的城市化进程 

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推动近代城市化进程 
二、城市经济的兴起和城市社会生活 



中国经济史 

 681

第八章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近代化变革 

教学要求：明了近代工业、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农村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一、农村自给性经济的初步解体 
二、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三、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形式 

第二节  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近代中国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道路 
二、近代中国工矿交通运输企业的制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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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近代中国政府的行为特征与制度变革 

教学要求：掌握近代史上与半殖民地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政府行为与经济统制制度。 
内容结构： 

第一节  近代工商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一、清末中国近代化工商管理机构的出现与工商业政策 
二、民国时期的国家工商管理机构和相关政策 

第二节  1927 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市场的统制 

一、南京国民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 
二、南京国民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 

第三节  中国近代部分地区的殖民地经济与市场化 

一、香港的殖民地经济 
二、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经济 
三、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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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时 分 配 

章次 章节名称 总计课时 课堂讲授时 课堂讨论时 

1 导论  2 2 

2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 6 5 1 

3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形态和生产组

织形式 4 4  

4 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机制 4 3 1 

5 中国传统经济的衰落 4 3 1 

6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对中国传统

市场的冲击 2 2  

7 中国传统市场的近代化 4 4  

8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近代化变革 4 3 1 

9 近代中国政府的行为特征与制度变革 6 4 1 

合 计  36 31 5 

 
说明：本课程为学期课，按每学期 18 教学周、2 课时/周计算，共 36 课时。其中：讲授 31 课

时，占 86 ％，课堂讨论 5 课时，占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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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货币银行学》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 11 门“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是中国政法

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号为 306020183，教学课时为 54 课时，计 3 学分。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1．使学生对货币银行方面的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对货币、信用、银行、

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金融宏观调控等基本范畴有较系统的掌握。 
2．使学生掌握观察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培养辨析金融理论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

力。 
3．提高学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阐述货币银行的基本理论及其运

动规律；客观介绍世界上货币银行理论的 新研究成果和实务运作机制的 新发展；立足中国实际，

努力反映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货币银

行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员对金融理论知识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本

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闭卷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考试的题型有：填空、选择、判断、

计算、简答、综合运用等。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含实践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货币银行学》的教学课时为 5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章次 内  容 课时 实践教学 
1 货币和货币制度 6  
2 信用和利息 6  
3 金融市场 3 课堂讨论、案例介绍 
4 金融机构体系 3  
5 商业银行 6 课堂讨论、案例介绍 
6 中央银行 6 课堂讨论 
7 金融抑制、深化和创新 6 案例介绍 
8 货币需求 3  
9 货币供给 3  

10 货币供求均衡 3  
11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6 课堂讨论、案例介绍 
12 货币政策 3 案例介绍 
教 学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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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和货币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货币的起源及其形式的演变；理解货币的本质及其定义；理解和熟

记货币的职能、货币制度的概念、内容、种类及其演变过程；掌握每一种货币制度的特征和主要内

容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 
货币的基本职能、货币制度的概念和主要内容、“格雷欣法则”。 
教学难点： 
货币的职能、“格雷欣法则”。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的起源 

一、货币与现代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关于货币的起源的学说 

1．中国古代的货币起源说主要有两种观点：先王制币说与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说。 
先王制币说认为货币是圣王先贤为解决民间交换困难而创造出来的。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说认为

货币是用来沟通产品交换的手段。 
2．西方货币起源说主要有创造发明说、便于交换说、保存财富说。创造发明说认为货币是由

国家或先哲创造出来的。便于交换说认为货币是为解决直接物物交换的困难而产生的。 保存财富

说认为货币是为保存财富而产生的。 
3．马克思的货币起源说科学地阐明了货币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逻辑的线索：商品及其价值二

重性与货币产生的联系历史的线索：货币是价值形态和商品生产、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节  货币的形式 

一、币材 

币材是指充当货币的材料或物品； 
币材须具备四个特点； 
币材沿着历史顺序发展演变：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 

二、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以自然界存在的某种物品或人们生产的某种物品来充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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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属货币 

以金属如金、银、铜等作为材料的称为金属货币；金属充当币材采用过两种形式。 

四、纸币 

是国家强制发行流通的纸制货币符号。 

五、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以信用活动为基础产生的，能够发挥货币作用的信用工具。 
信用货币的形式主要有商业票据、银行券和存款货币。 
银行券是银行发行的信用工具；存款货币是指能够发挥货币作用的银行存款；随着现代经济的

发展，信用货币的范围不断扩大。 

第三节  货币的本质 

一、西方的货币金属说 

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货币等同于贵金属。 
西方的货币名目说认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符号，是观念的计算单位。 

二、马克思的货币学说 

劳动价值说通过分析商品，科学地分析了货币的本质，揭示了货币与其他商品一样，是人类劳

动的产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货币与其他商品是相对立的，是特殊的商品。因此，货币

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还是核算社会必要劳动的工具。 

第四节  货币的职能 

一、价值尺度 

货币在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时，执行价值尺度职能。 
货币之所以成为价值尺度，是因为货币自身有价值。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由商品价值决定。货币单位是指以货币表示的价值计量单位，是

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必须有的技术性规定。 

二、流通手段 

流通手段职能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的媒介。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价格、商品数量与货币流通次数。 

三、贮藏手段 

贮藏手段是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价值形态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保存起来的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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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货币产生以来，货币贮藏形式也不断发展变化。 

四、支付手段 

当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运动形式进行单方面转移时，执行支付手段职能。 
在流通中，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交替发挥作用。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支付手段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五、世界货币 

货币超越国内流通领域，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世界货币职能。 
马克思对世界货币的论述是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进行的。世界货币职能具体表现为国际市场

上的支付手段、购买手段与财富转移手段。 

第五节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及其构成要素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1）规定货币材料，即确定哪些商品可以作为币材。 
（2）货币名称、货币单位和价格标准 
（3）本位币、辅币及其偿付能力 
（4））发行保证制度 

二、货币制度的演变 

1．银单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历史悠久。 
2．金银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铸币被同时法定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3．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

制。 
金币本位制：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辅币和银行券可自由兑换成金币，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国境。

金币本位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资本主

义的发展金币本位制的稳定因素遭到破坏。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是残缺不全，不稳定的货币制度。 
4．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 
5．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是一种没有金属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以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为法偿

货币。 
我国货币制度是人民币制度。人民币制度属于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进

行管理调控。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696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货币是_______的必然产物。 
（2）价值形式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四种形式，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货币形态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货

币的职能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五种，其基本职能是______、______。 
（5）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材料，体现在货币的______职能上。 
（6）货币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四种类型，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主币可以______、铸造，具有______、法偿；辅币由______、铸造，具有______、法偿。 

二、单项选择题 

（1）在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时，等价物称为（ ） 
A．个别等价物  B．货币  C．一般等价物   D．特殊等价物 
（2）交换价值的基础是（ ） 
A．使用价值 B．价值   C．私人劳动  D．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3）“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是指（ ） 
A．货币就是金银   
B．金银就是货币 
C．金银天然地 适宜于充当货币 
D．金银不是货币 
（4）货币在发挥（ ）职能时，可以用观念上的货币。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贮藏手段    D．支付手段 
（5）纸币产生的可能性包含在货币的（ ）职能中。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贮藏手段    D．支付手段 
（6）财政、信贷收支是借助于货币的（ ）职能。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贮藏手段    D．支付手段 
（7）货币制度开始建立于（ ） 
A．奴隶社会    B．封建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8）在以下几种货币制度中，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是（  ） 
A．银本位    B．金银复本位    C．金本位    D．金块本位 
（9）金本位崩溃的根本原因是（ ） 
A．经济危机 
B．第一次世界大战 
C．黄金储备不足且分布不平衡 
D．纸币的产生 
（10）以金币为本位币，但并不铸造和流通金币，银行券只能兑换金块的货币制度是（ ） 
A．金本位    B．金块本位   C．金汇兑本位    D．信用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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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 

（1）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以下特点（ ） 
A．它是价值的表现材料 
B．它是具体劳动的表现材料 
C．它是抽象劳动的表现材料 
D．它是社会劳动的表现材料 
E．它是私人劳动的表现材料 
（2）黄金之所以能作为货币，是因为它具有以下特点（ ） 
A．同质可分 
B．体积小价值大 
C．不容易腐烂，便于保存 
D．便于携带 
E．它具有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相交换的能力 
（3）纸币的特点是（ ） 
A．产生于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B．它本身无价值 
C．它是货币符号 
D．它需要强制流通 
E．它也具有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4）人民币符合以下特点（ ） 
A．是信用货币 
B．起一般等价物作用 
C．是我国惟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D．是典型的国家纸币 
E．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 
（5）当今信用货币的主要构成有（ ） 
A．现钞    B．信用卡    C．活期存款    D．政府债券    E．定期存款 

四、名词解释 

（1）货币（2）铸币（3）纸币（4）信用货币（5）价值尺度（6）流通手段（7）贮藏手段（8）
支付手段（9）货币制度（10）本位币（11）辅币（12）无限法偿（13）有限法偿（14）金银复本

位（15）劣币驱逐良币（16）金本位（17）金块本位（18）金汇兑本位 

五、简答题 

（1）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什么? 
（2）货币制度由哪些主要要素构成？ 
（3）纸币和银行券的区别是什么？ 
（4）怎样理解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 
（5）金本位制度破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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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  用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信用的产生与形成；了解高利贷的含义、高利率的原因及其作用；

理解信用的概念及其三要素；理解和掌握现代信用的形式以及每种信用形式下所使用的信用工具；

要求了解利息的实质；理解利率（杠杆）的作用；理解和掌握利率及其种类；理解和掌握单利与复

利、现值与终值的计算；理解和掌握决定和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了解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与应注意的问题。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 
信用的概念及其三要素、现代信用的形式、现代信用工具、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较；利率及

其种类、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的计算、利率的决定理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说）、决定和影

响利率的因素、利率（杠杆）的作用。 
教学难点： 
现代信用的形式及其信用工具、决定和影响利率的因素、利率（杠杆）的作用。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  用 

一、信用的概念 

是以偿还和支付利息为条件的借贷活动。 
信用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别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信用产生的条件。 
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是借贷活动的两种形式。 
信用与货币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的融合形成了金融范畴。 

二、高利贷 

是以极高的利率为特征的一种借贷活动。 
高利贷之所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得到广泛发展，是由当时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决

定的。 
历史上反对高利贷的斗争。 

三、现代信用及其作用 

现代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信用关系中的诸方面包括： 
（1）信用关系中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信用关系中的个人通常是资金结余单位。 
（2）信用关系的中企业：企业在信用关系中，既是资金供给者，又是资金需求者。 
（3）信用关系中的政府：政府在信用关系中的地位由政府的收支状况决定。 
（4）信用关系中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信用媒介。 
（5）信用关系中的国际收支：国际收支的调节也离不开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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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但在信用膨胀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泡沫经济。 

四、现代信用形式 

1．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指工商企业之间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 
商业票据是商业信用工具，可以流通转让，商品票据主要有期票和汇票两种。 
商业信用在商品经济中发挥着润滑生产和流通的作用；商业信用的作用也存在着局限性。 
2．银行信用 
银行信用是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以货币形态提供的信用，是现代经济中 主要的信用形式。 
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具有密切的联系。 
3．国家信用是指以国家为一方的借贷活动，主要表现为国家作为债务人而形成的负债。 
4．消费信用是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个人提供的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信用，主

要有三种形式。 
5．国际信用是指一切跨国的借贷关系或借贷活动。 

第二节  利息和利息率 

一、利息的来源与本质 

1．利息是借贷关系中由借入方支付给贷出方的报酬。 
2．考察利息的本质，须结合其来源进行分析。 
马克思关于利息来源与本质的理论。利息就其本质而言，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

利润的一部分。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利息来源与本质的理论，大多脱离经济关系本身，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利息的

真正来源与本质。 
中国学者认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利息来源于国民收入或社会财富的增殖部

分。 
在现实生活中，利息被人们看作收益的一般形态，导致了收益的资本化。 

二、利率的种类 

利率是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贷出资本额的比率。 
利率有两种计算方法：单利法和复利法。 
利率按照不同的标准可或分为不同的种类。 

三、利率的决定及影响因素 

1．关于利率的决定，也有着多种理论，其中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认为利息量的多少取决于利

润总额，利息率取决于平均润率。西方的利率决定理论着眼于利率变动取决于供求对比关系，主要

有三种利率决定理论。 
2．利率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 
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税收等对利率的影响。 
政策因素指一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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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主要指利率管制下的利率状况。 
3．我国利率的决定与影响因素主要有利润的平均水平，资金的供求状况，物价变动的幅度，

国际经济环境与政策性因素等。 
利润的平均水平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息也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 
资金的供求状况指借贷资本供不应求时，借贷双方的竞争使利率上升；供过于求时，利率下降。 
物价变动的幅度制约着名义利率水平的高低。 
国际经济的环境指国际间资金流动、商品竞争、外汇储备量及外资政策都会对利率产生影响。 
政策性因素指利率取决于国家调节经济的需要，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 

三、利率的功能与作用 

1．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具有五方面的经济功能，对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利率的一般功能包括中介功能、调节功能、分配功能、动力功能与控制功能。 
利率的作用表现在宏现经济与微观经济活动中。 
2．利率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环境与条件，包括： 
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水平； 
灵活的利率联动机制，即一种利率变动，其它利率随之变化的联动关系； 
适当的利率水平，即利率水平不宜过低或过高； 
合理的利率结构，即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行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等。 
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利率充分发挥作用，应逐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利息的本质是____的转化形式。 
（2）市场利率反映了货币资金供求状况的变化，当货币资金供应大于需求时，利率呈____趋

势；反之，利率呈趋势。 
（3）按照计息方法的不同，利率可分为____和____两种。 
（4）按照计息单位时间的不同，利率分为____（%）、____（‰）、____（‰0）三种。 
（5）按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划分，利率可分为____和____。 
（6）利率即利息率，是指借贷期内所成的____与____的比率。 
（7）按国家对利率管理的角度划分，利率可分为____和____。 
（8）按照信用行为的期限长短，利率可分为____和____。 
（9）一般把资金运动起点的金额称为____；把资金运动结束时与现值等值的金额称为____。 
（10）人们的流动性偏好的动机有____、____、____。 
（11）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认为利息率的变化范围是在_____和____之间。 
（12）利率根据在借贷期内是否调整，可分为____和____。 
（13）根据利率杠杆的功能，利率调低，则资金供给____。 
（14）利息税税率越高的债券，其税前利率也越____；反之，税率越低的债券，其税前利率相

应____。 
（15）各种债券利率之间的关系称为____。 
（16）各期限相同的债券利率之间的关系称为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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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选择题 

（1）利息率的合理区间是（ ） 
A．小于零    B．大于零    C．高于平均利润率    D．大于零小于平均利润率 
（2）利息率的高低主要意味着（ ） 
A．本金的多少    B．期限的长短 
C．负债能力的强弱    D．利息水平的高低 
（3）在物价上涨的条件下，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会（ ） 
A．上涨    B．下降    C．持平    D．随物价变动 
（4）某国某年的名义利率为 20%，而通货膨胀率达 13.5%，那么实际利率应为（ ） 
A．6.5%    B．16.75%    C．5.73%    D．2.865% 
（5）在物价下跌的条件下，要保持实际利率不变，应把名义利率（ ） 
A．保持不变    B．与实际利率对应    C．调高    D．调低 
（6）某公司获得银行贷款 100 万元，年利率为 6%，期限三年，按年计息，单利计算，那么到

期后应偿付银行多少本息（ ） 
A．19.1 万元    B．119.1 万元    C．18 万元    D．118 万元 
（7）某公司获得银行贷款 100 万元，年利率为 6%，期限三年，若以半年为转换期，复利计息，

那么，到期后应偿付银行多少本息（ ） 
A．19.1 万元    B．118 万元    C．119.4 万元    D．119.1 万元 
（8）目前我国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由（ ）决定的。 
A．商业银行自己    B．中国人民银行    C．财政部    D．市场变动 
（9）优惠利率是相对（ ）而定的。 
A．固定利率    B．浮动利率    C．一般利率    D．市场利率 
（10）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会使贷款需求（ ） 
A．增加   B．减少    C．不变    D．变化不定 
（11）下调利率对投资的影响，表现为投资相对（ ） 
A．稳定    B．下降    C．上升    D．波动 
（12）提高利率会使企业利润相对（ ） 
A．减少    B．增加    C．不受影响    D．不一定 
（13）当借贷资金的量一定时，平均利润率越低，利率相对（ ） 
A．不变    B．多变    C．越高    D．越低 
（14）负利率是指（ ） 
A．名义利率低于零 
B．实际利率低于零 
C．实际利率低于名义利率 
D．名义利率低于实际利率 
（15）所谓“利率倒挂”是指（ ） 
A．利率小于或等于零 
B．存款利率小于贷款利率 
C．存款利率大于贷款利率 
D．利息率大于平均利润率 
（16）如果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大于需求，利息率将趋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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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升    B．下降    C．不变    D．不确定 
（17）到期收益率是衡量（ ）的指标。 
A．利息的多少 
B．利息率的高低 
C．期限的长短 
D．负债能力的强弱 
（18）马克思认为，利息的本质是（ ） 
A．贷款人取得的报酬 
B．借款人付出的代价 
C．利润的一部分 
D．成本的一部分 
（19）我国银行的人民币贷款一般实行（ ） 
A．基准利率    B．公定利率 
C．官定利率    D．市场利率 
（20）一笔贷款 1 年的利息收益是 50 元，而市场平均利率为 5%时，那么本金应为（ ） 
A．1005    B．1050    C．1000    D．900 

三、多项选择题 

（1）提高利率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包括（ ） 
A．银行存款增加 
B．贷款规模收缩 
C．银行存款下降 
D．即期消费减少 
E．投资规模的减少 
（2）决定和影响利息率的因素有（ ） 
A．平均利润率 
B．资金的供求状况 
C．商业周期 
D．通货膨胀状况 
E．国际利率水平 
（3）按对利率管制程度的不同，利率可以分为（ ） 
A．一般利率 
B．市场利率 
C．公定利率 
D．官定利率 
E．优惠利率 
（4）促使贷款利息率上升的因素包括（ ） 
A．平均利润率下降 
B．银行经营成本上升 
C．市场信贷资金供应增加 
D．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 
E．商业周期处于经济扩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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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促使贷款利息率下降的因素包括（ ） 
A．平均利润率下降 
B．银行经营成本下降 
C．市场信贷资金供应减少 
D．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 
E．商业周期处于经济衰退期 
（6）影响利率风险结构的基本因素有（ ） 
A．违约风险 
B．流动性 
C．变现成本 
D．税收因素 
E．风险补偿 
（7）下列观点属于凯恩斯流动偏好利率理论的有（ ） 
A．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利率的因素 
B．货币供给是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控制 
C．货币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 
D．市场利率是由可贷资金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E．在充分就业的所得水平下，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仅为利率的函数 
（8）下列因素中影响利率的有（ ） 
A．中央银行政策 
B．商业周期 
C．借款期限和风险 
D．政府预算赤字 
E．资金供求状况 
（9）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发挥作用，其一般功能有：（ ） 
A．中介功能 
B．分配功能 
C．调节功能 
D．动力功能 
E．控制功能 
（10）利率的宏观经济功能包括（ ） 
A．利率调节社会资本供给 
B．利率调节投资 
C．利率调节社会总供求   
D．利率调节居民投资和消费的比例 
E．调节金融资产结构 
（11）利率的微观经济功能包括（ ） 
A．调节投资规模 
B．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C．促使居民的投资和储蓄比例发生变化 
D．引导人们选择金融资产 
E．调节社会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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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限制利率发挥作用的因素有（ ） 
A．利率形成机制 
B．利率管制程度 
C．授信限量 
D．市场开放程度 
E．利率弹性 
（13）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有（ ） 
A．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 
B．灵活的利率联动机制 
C．适当的利率水平 
D．合理的利率结构 
E．灵活有效的利率管理体系 
（1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各种期限债券的利率往往是同向波动的 
B．长期债券的利率往往高于短期债券 
C．长期债券的利率往往低于短期债券 
D．各期期限债券的利率往往是反向波动的 
E．长期回报率曲线也会出现偶尔向下倾斜的情况 

四、名词解释 

（1）利息（2）利率（3）短期利率（4）长期利率（5）名义利率（6）实际利率（7）固定利

率（8）浮动利率（9）市场利率（10）官定利率（11）公定利率（12）基准利率（13）非基准利率

（14）单利法（15）复利法（16）现值（17）终值（18）到期收益率（19）收益的资本化（20）一

般利率（21）优惠利率（22）利率的风险结构（23）流动性（24）利率的期限结构（25）负利率 

五、简答题 

（1）简述马克思的利息本质观。 
（2）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3）简述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 
（4）简述古典利率决定理论。 
（5）简述凯恩斯学派的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 
（6）在可贷资金利率决定理论中资金供给曲线为什么向右上方倾斜，而资金需求曲线向右下

方倾斜，并划图说明。 
（7）简述利率的风险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8）预期理论是如何解释利率的期限结构的？ 
（9）试论利率理论中可贷资金理论与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古典利率理论的异同。 
（10）试述利率的经济功能和作用 
（11）试用 IS-LM 模型解释下列情况是如何使收入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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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市场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了解金融资产选择与资产的组合；

理解和掌握传统金融工具及其价格的计算；理解和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及其作用；理解和熟记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概念、特征、分类、交易对象、参与主体及其交易工具，为以

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 
金融市场及其构成要素、金融工具的种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 
教学难点： 
传统金融工具价格的计算。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金融市场构成与分类 

一、金融市场的地位与功能 

1．金融市场的地位：是整个市场体系中 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联系其他市场的纽带。 
2．金融市场的功能：满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融资需求，促进资本的集中与转换。 
3．金融市场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 
4．金融市场的分类：按交易工具的不同期限，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按成交后是否立即

交割，分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按所交易证券的新旧为标准，分为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转让市场；

按交易对象分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衍生工具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地理范围分为地

方性、全国性、国际性金融市场等。 

第二节  金融工具及其价格 

一、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的种类 
商业票据：是由企业签发的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短期无担保债务凭证，主要有本票和汇票两种。 
债券：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归还本金的债务凭证。 
股票：是股份公司发给出资者作为投资入股的证书和索取股息红利的凭证。 

二、金融工具的价格 

1．发行价格是指新发行的金融工具在发售时的实际价格。大致可分为两类： 
直接发行方式下的发行价格 
间接发行方式下的发行价格 
2．证券行市与股票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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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市是指二级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的实际交易价格，主要取决于证券收益与利率的对比，

是收益资本化的典型表现。 
股票价格指数是反映股票行市变动的价格平均数。 
证券收益率是指购买证券所能带来的收益额与本金之间的比率，可分为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

率。 

第三节  货币市场 

一、货币市场及其特点 

货币市场是指以期限 1 年以内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又称作短期资金市

场。主要有三个特点：交易期限短；交易的目的是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所交易的金融工具有

较强的货币性。 

二、同业拆借市场 

是指各类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短期资金拆借活动所形成的市场。 

三、商业票据市场 

主要是指商业票据的流通及转让市场。 

四、国库券市场的活动包括国库券的发行与转让流通。 

五、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市场 

ＣＤ是在银行定期存款的凭据上注明存款金额、期限、利率，到期持有人提取本金和利息的一

种债务凭证。 

第四节 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的特点 

资本市场是指以期限１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长期性资金交易活动的市场,又称长期

资金市场．。 
资本市场的主要特点有四：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期投资性资金的供求需要；收益较高而流

动性较差；资金借贷量大；价格变动幅度大。 

二、发行市场 

又称初级市场，其活动围绕着有价证券的发行而开展。 
1．证券种类的选择的标准因发行人或认购人的身份、利益不同而有异。 
2．偿还期限的确定只适用于债券，确定依据主要有：资金投向的需要；未来利率的预测；推

销债券的难易程度。 
3．债券还本付息的条件包括还本方式与计息方式。 
4．发售方式的选择一是选择认购人，以决定是私募还是公募；二是选择销售人，以决定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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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发行还是间接发行。 

三、流通市场 

又叫二级市场，其活动围绕着有价证券的转让流通而展开。 
1．参与者除了买卖双方的投资者外，中介人非常活跃，主要有证券经纪人、证券商和掮客。 
2．组织方式按场所划分，主要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两种。 
3．交易方式主要有现货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信用交易等。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金融市场是____买卖的场所。 
（2）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包括交易____、交易____、交易____和____。 
（3）股票是股份公司发给股东作为____，并借以取得的有价证券。 
（4）根据金融交易的期限，金融市场可分为____和____。 
（5）按金融交割的时间来划分，金融市场可分为____和____。 
（6）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市场的活动，主要体现在____和____。 
（7）证券交易市场的两种基本组织形式是____和____。 
（8）证券交易所有两种组织形式，即____和____。 
（9）发行市场是有价证券由向转移的市场，又称为____市场。 

二、单项选择题 

（1）金融市场是（ ）市场。 
A．有形    B．无形    C．场外    D．既 A 又 B 
（2）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短期临时性借贷活动是（ ）。 
A．贷款业务    B．票据业务    C．同业拆借    D．再贴现业务 
（3）下列金融工具中无偿还期限的有（ ）。 
A．债券    B．股票    C．CD 单    D．商业票据 
（4）无需经发行国批准，即可在外汇市场上自由买卖、自由兑换的他国货币是（ ）。 
A．自由外汇    B．记账外汇    C．经常外汇    D．贸易外汇 
（5）短期资金市场又称为（ ）。 
A．初级市场    B．货币市场    C．资本市场    D．次级市场 
（6）下列属于短期资金市场的是（ ）。 
A．票据市场    B．债券市场    C．股票市场    D．资本市场 
（7）下列属于长期资金市场的是（ ）。 
A．拆借市场    B．票据市场    C．股票市场    D．大额定期存单市场 
（8）二级市场是有价证券在（ ）之间流通的市场。 
A．发行人与投资者    B．投资者    C．发行人与发行中介    D．证券商 
（9）下列是无风险资产的是（ ） 
A．股票    B．债券    C．国债    D．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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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 

（1）金融市场的功能包括（ ） 
A．聚集资金    B．促进资金有效分配    C．促进有效投资 
D．宏观调控    E．技术交流 
（2）按交易的标的物不同，金融市场可分为（ ） 
A．票据市场    B．证券市场    C．黄金市场    D．发行市场    E．转让市场 
（3）按常见的分法，票据可分为（ ） 
A．汇票    B．支票    C．传票    D．本票    E．股票 
（4）货币市场的主要类型（ ） 
A．贴现市场    B．同业拆借市场    C．短期国债市场 
D． CD 市场     E．回购协议市场 
（5）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分为（ ） 
A．筹资者    B．投资者    C．证券交易所    D．证券商    E．证券业协会 
（6）根据证券商业务的性质可分为（ ） 
A．机构投资者    B．投资银行    C．证券经纪商 
    D．证券自营商    E．个人投资者 
（7）期权交易的用途是（ ） 
A．减少交易费用    B．减少实物流动    C．套期保值    D．投资     E．创造价值 
（8）债券与股票相比，其特点在（ ） 
A．它是一种债权证书    B．它是一种所有权证书    C．享有经营管理权 
    D．不享有经营管理权    E．风险相对较低 
（9）资本市场的主要特点有（ ） 
A．交易期限长 
B．交易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长期投资性资金 
C．资金借贷量大 
D．作为交易工具的有价证券收益率高，流动性差，风险大 
E．交易工具期限均在 1 年以内 
（10）货币市场的特点是（ ） 
A．资金周转量比较大    B．交易额比较稳定 
C．与收入密切相关    D．投资者比较有保障 
E．交易工具期限长 

四、名词解释 

（1）金融工具（2）货币头寸（3）票据（4）债券（5）投资基金证券（6）货币市场（7）私

募（8）公募（9）期货合约（10）有效市场（11）看涨期权（12）看跌期权 （13）资本市场 

五、简答题 

（1）简述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 
（2）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由哪些重要作用？ 
（3）简述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 
（4）简述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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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机构及其体系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及改革；了解金融体系的三种模式；

理解和掌握中西方金融体系的构成以及各种金融机构的职能及业务范围；理解和掌握中西方金融体

系构成的不同和区别；理解和掌握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

础。 
教学重点： 
金融体系的模式、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西方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构成。 
教学难点：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各种金融机构的职能及业务范围。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一、西方银行的产生发展 

1．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银行业发展中具有两个特点。 
3．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方面： 
银行的特殊利益，包括从行业的特点与从国家的干预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中得到的好

处； 
银行的特殊风险，包括自信风险、资产负债失衡的风险、公众信任的风险、竞争的风险 

第二节  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与发展趋势 

一、银行性金融机构 

在一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居支配地位，主要包括： 
商业银行，即办理各种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银行； 
中央银行，即一国的金融管理机构； 
专业性银行是集中经营指定范围内的业务并提供专门性金融服务的银行。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 

是各个金融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1．在业务上不断创新，并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2．跨国银行的建立使银行的发展更趋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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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重组资本结构和经营结构 
4．兼并成为现代商业银行调整的一个有效手段 
5．银行性金融机构与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不断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大型复合型金融机构 

第三节  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一、美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由联邦储备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在美国的外国银行构成。 
二、英国的金融机构体系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典型的金融体系。 
三、日本的金融机构体系比欧美国家金融机构体系繁杂。 

第四节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一、旧中国银行业 

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二、新中国成立后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大一统”模式下的金融体系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单一的国家银行体系； 
2．1979～1982 年建立了多元化银行体系； 
3．1983～1993 年建立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并存的新的金

融机构体系。 
4．1994 年以来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以实现现行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金融机构是专门从事____的中介组织。 
（2）存款机构即接受____和____存款，并____的金融中介机构。 
（3）共同基金从组织形式上分为____和____两类。 
（4）金融公司的三种类型分别是________、和____。 
（5）____和____是保险公司两个主要类型。 
（6）养老基金可分为____养老基金和____养老基金。 
（7）金融机构发展的新趋势是____和____。 
（8）新中国金融体系的诞生以____的建立为标志。 
（9）1994 年起，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需要的以为领导，____和____相分离，

以____为主体，____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10）能够____和____是商业银行 明显的特征。 

二、单项选择题 

（1）下列不属于合约性储蓄机构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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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寿保险公司    B．基金型保险公司    C．共同基金    D．私人养老基金 
（2）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不包括（ ） 
A．保证币值稳定    B．管理国库    C．发行人民币    D．保证企业用款 
（3）一国金融机构的核心和领导是（ ） 
A．财政部    B．中央银行    C．商业银行    D．专业银行 
（4）下列银行中，哪一家与其他几家的性质不同（ ） 
A．中国工商银行    B．交通银行    C．中国农业银行    D．中国进出口银行 
（5）下列对银行并购原因表述错误的是（ ） 
A．分业经营    B．规模经济    C．规避风险    D．银行业务全球化 
（6）银行并购的负面效应是（ ） 
A．扩大市场占有率    B．影响市场运行效益    C．提供多种金融产品    D．规模经济 
（7）以追求本期收益为目标的是（ ） 
A．收入基金    B．契约型基金    C．开放基金    D．平衡基金 
（8）对我国商业银行表述不正确的是（ ） 
A．采取分支行制    B．对外是一个独立法人    C．可创造货币    D．只向大型企业经营 
（9）银行并购的形式不包括（ ） 
A．合并    B．租赁    C．兼并    D． 收购 
（10）我国财务公司的业务有（ ） 
A．购买股票    B．投资不动产    C．对成员单位贷款    D．代理期货业务 

三、多项选择题 

（1）金融体系的经纪人作用表现在提供（ ）服务 
A．交易    B．咨询    C．资信评估    D．保险    E．信托 
（2）下列属于存款机构的有（ ） 
A．信用社    B．投资公司    C．商业银行    D．储蓄贷款协会    E．互助储蓄银行 
（3）属投资性金融中介机构的是（ ） 
A．人寿保险公司    B．开放基金    C．消费者金融公司 
    D．共同基金    E．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4）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具体表现有（ ） 
A．专业化分工加细，效率提高    B．业务范围广泛    C．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D．扩大市场份额    E．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5）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包括（ ） 
A．中国投资银行    B．中国农业银行    C．国家开发银行 
D．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E．中国进出口银行 
（6）新中国金融体系建立的途径包括（ ） 
A．建立农村信用社    B．没收官僚资本银行    C．合并解放区银行 
D．组建中国人民银行    E．改造私人银行与钱庄 
（7）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包括（ ） 
A．银行    B．货币当局    C．非银行金融机构 
D．在境内开办的外资金融机构    E．在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 
（8）保险公司的功能包括（ ） 
A．分散风险    B．保值    C．削减损失    D．聚集资金    E．增强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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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1）金融机构体系（2）共同基金（3）公司型基金（4）契约型基金 
（5）开放基金（6）封闭基金（7）金融公司（8）政策性银行（9）商业银行（10）财务公司 

五、简答题 

（1）简述金融体系的概念、特点和各机构之间的关系。 
（2）简述共同基金的种类。 
（3）简述政策性银行的特征。 
（4）简述保险公司的作用。 
（5）试述金融体系的作用。 
（6）我国目前金融机构体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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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业银行与存款货币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职能；理解和掌握西方商业银行的

类型及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了解原始存款、派生存款和存款货币的概念及其关系，理解商业银行

创造存款货币的过程，掌握派生存款的制约因素；理解和熟记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理解西方国家

对商业银行的管理的内容，把握经营发展的动态；了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论，重点掌握“三性”

方针。 
教学重点： 
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存款货币的创造、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论。 
教学难点：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理论、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制约因素。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职能、类型、形式 

一、商业银行的职能 

1．信用中介：这是银行 基本的、 能说明其经营活动特征的职能。 
2．将社会各阶层的货币收入和储蓄转化为资本 
3．创造信用流通工具 
4．充当支付中介：银行在办理与货币收付有关的服务性业务时执行此职能。 
商业银行是唯一能接受活期存款并具有派生能力的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在各项货币政策执行中起着特殊的推动作用；其

次表现在对工商企业和居民的经营活动和日常活动的影响上。 

二、商业银行的类型 

主要有职能分工型模式和全能型模式。 

三、商业银行组织形式 

主要有四种。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 

一、负债 

是指银行吸收资金的业务，即形成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主要包括： 
1．存款负债是指商业银行所吸收的各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2．其他负债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种借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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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资本即自有资本，包括银行成立时发行股票所筹集的股份资本（简称股本）、公积金

及未分配利润。资产业务是运用资金的业务，通过这种业务能表明银行资金的存在形态以及银行所

拥有的对外债权。 

二、资产 

1．现金资产主要包括库存现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存放在同业的存款、托收

中现金。 
2．信贷资产是指银行所发放的各种贷款。 
3．投资是指银行购买有价证券的活动。 

三、中间业务和其他业务 

传统的中间业务是结算业务、承兑业务，后又发展了代理业务、信托业务和租赁业务。 
8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业务主要是资产负债表以外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业务。 

第三节  商业银行与信用货币创造 

一、原始存款、派生存款与存款货币 

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条件 

三、派生存款的创造过程 

四、其他制约派生存款的因素 

存款派生时的制约因素： 
1．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一国金融当局以法律形规定商业银行吸收的活期存款，必须按一定比

例转存中央银行的存款。 
2．提现率：又称现金漏损率，是指公众提取现金所形成的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 
3．超额准备率：是指商业银行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而保留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比率。 

第四节  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 

一、商业银行经营的方针 

商业银行经营的方针是银行进行经营管理时所遵循的基本方针，包括： 
1．安全性方针，是指银行经营中应尽量减少资产风险。 
2．流动性方针，是指银行经营中应能及时满足存款人随时支取的要求。 
3．盈利性方针，是指银行经营中，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银行要追求利润 大化的 终目

标。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经历了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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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管理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贷款理论（真实票据论）、可转换理论，预期收入理

论。 
2．负债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对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管理的重点由原来的资产方面转向负债方面。 
3．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现代银行的先驱是历史上的____。 
（2）资本主义现代银行基本是通两条途径建立起来的，一条途径是____性质的旧式银行转变

而来，另一条途径是按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组织的____银行。 
（3）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是____银行，它建立于____年。 
（4）1987 年在上海设立的____银行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 
（5）商业银行基本是按____型和____型两类模式发展起来的。 
（6）职能分工型商业银行起源于____。 
（7）我国商业银行是以____组织制度为主。 
（8）商业银行自有资本通常主要包括发行股票筹集起来的____，____以及____。 
（9）存款按支取方式一般将其分为____存款、____存款、____存款。 
（10）按是否固定期限可将贷款分为____贷款和____贷款。 
（11）按还款方式可将贷款划分为____贷款和____贷款。 
（12）银行贷款过程一般包括____、____、____三个环节。 
（13）信用证是银行开出的的____证书。 
（14）狭义的表外业务一般有____、____、____、____ 四类。 
（15）商业银行针对个人积蓄货币而开办的存款叫存款。它根据是否固定期限分为____和____。 

二、单项选择题 

（1）在金融机构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的是（ ） 
A．中央银行    B．商业银行    C．投资银行    D．专业银行 
（2）全能型商业银行起源于（ ） 
A．英国    B．美国    C．德国    D．法国 
（3）单一银行制在哪个国家比较典型（ ） 
A．英国    B．美国    C．中国    D．日本 
（4）商业银行 主要的负债是（ ） 
A．自有资本    B．存款    C．贷款    D．证券投资 
（5）商业银行 主要的资产是（ ） 
A．自有资本    B．现金资产    C．贷款    D．证券投资 
（6） 基本的、 能表现商业银行经营特征的职能是（ ） 
A．信用中介    B．支付中介    C．把货币转化为资本    D．创造信用流通工具 
（7）商业银行的性质是（ ） 
A．国家机关    B．事业单位    C．具有国家机关和企业双重性质    D．企业 
（8）下列银行资产中流动性 高而收益 低的是（ ）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16 

A．票据贴现    B．短期证券    C．现金    D．活期贷款 

三、多项选择题 

（1）历史上的货币经营业的主要职能是从事（ ） 
A．货币兑换    B．货币保管    C．汇兑    D．存款    E．贷款 
（2）商业银行的传统职能包括（ ） 
A．信用中介    B．支付中介    C．把货币转化为资本 
D．创造信用流通工具    E．调控经济 
（3）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包括（ ） 
A．单一银行制    B．分支行制    C．银行持股公司制度 
D．连锁银行制度    E．跨国银行制度 
（4）以下属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有（ ） 
A．存款    B．同业拆借    C．贷款    D．中央银行借款    E．证券投资 
（5）以下属于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有（ ） 
A．贷款    B．证券投资    C．自有资本    D．库存现金    E．贴现 
（6）商业银行现金资产一般包括（ ） 
A．库存现金    B．在中央银行存款    C．存放同业 
D．应收现金    E．证券投资 
（7）按贷款对象划分，商业银行贷款有（ ） 
A．工商业贷款    B．不动产贷款    C．消费者贷款 
D．抵押贷款    E．信用贷款 
（8）商业银行在经营中要遵照的原则是（ ） 
A．盈利性    B．安全性    C．公共性    D．政策性    E．流动性 
（9）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补偿性准备金是资本，但不是永久性资本 
B．从属债务不是资本，但监管当局一般认可将某些从属债务算作资本 
C．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比例不得低于 8% 
D．我国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10% 
E．我国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与各项存款之比不得超过 75% 
（10）我国传统的银行转账结算方式有（ ） 
A．支票结算    B．汇兑结算    C．托收    D．信用证结算    E．现金结算 

四、名词解释 

（1）全能型商业银行（2）单一银行制（3）分支行制（4）银行持股公司制度（5）活期存款

（6）定期存款（7）储蓄存款（8）同业拆借（9）回购协议（10）票据贴现（11）抵押贷款（12）
信用贷款（13）保证放款（14）透支（15）中间业务（16）支票（17）金融租赁（18）代理融通业

务（19）信托业务（20）表外业务（21）贷款承诺（22）信贷额度 

五、简答题 

（1）商业银行主要经营哪些业务？ 
（2）贴现与一般贷款有何异同？ 
（3）简述商业银行信用分析“6 C”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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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叫承兑？为什么银行办理承兑业务具有风险？ 
（5）简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含义和原则。 
（6）试述商业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7）试论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8）试述商业银行的经营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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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央银行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中央银行的特点及类型；理解和掌握中央

银行的基本职能；理解和掌握中央银行业务、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了解中央银行的金融监

管与存款保险制度；了解各国中央银行在所有制形式、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关系、管理体制等方面

的比较。 
教学重点： 
中央银行的类型、中央银行的特点与职能、中央银行业务、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与存款保险制

度。 
教学难点：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及其资产负债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中央银行的产生、发展与类型 

一、中央银行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 

二、中央银行的类型 

1．单一型：国家单独建立中央银行机构，使之全面、纯粹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并监管全部金

融企业的制度。 
2．复合型：国家不专门设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而是由一家大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

能，又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银行管理体制。 
3．跨国型：指由参加某一货币联盟的所有会员国联合组成的中央银行制度。 
4．准中央银行型：指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并无通常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而是由政府授权

某个或某几个商业银行，或设置类似中央银行的管理机构，部分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体制。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一、中央银行的性质 

中央银行是一国 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 

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 



货币银行学 

 719

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 

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即中央银行全部业务活动的综合会计记录。 

二、中央银行的负债 

即形成中央银行资金的业务。 

三、中央银行的资产 

即中央银行的资金运用。 

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关系 

资产＝负债+资本项目 

第四节  金融监管 

一、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 
二、金融监管的范围、金融监管的原则 
三、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我国的中央银行是，成立于____年。 
（2）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____制度、____制度、____制度和____制

度。 
（3）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部金融大法是____。 
（4）中央银行的基本特征是____、____和____。 
（5）中国香港地区的中央银行制度类型是____。 
（6）中央银行向财政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是____和____。 
（7）中央银行的业务包括____、____和____。 
（8）商业银行缴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____和____两部分。 

二、单项选择题 

（1）中央银行的产生（ ）商业银行 
A．早于    B．晚于    C．同时    D．无法比较 
（2） 早全面发挥中央银行职能的是（ ） 
A．瑞典银行    B．中国银行    C．英格兰银行    D．法兰西银行 
（3）中央银行在中国的萌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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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交通银行    B．户部银行    C．中央银行    D．农业银行 
（4）每张投入市场的纸币是每个持有人对中央银行的（ ） 
A．债权    B．债务    C．负债    D．交换关系 
（5）下列不属于中央银行业务对象的是（ ） 
A．城市商业银行    B．政府    C．国有商业银行    D．国有大中型企业 
（6）中央银行组织全国的清算职能属于中央银行的（ ） 
A．资产业务    B．负债业务    C．中间业务    D．公开市场业务 
（7）中央银行是具有银行特征的（ ） 
A．一般企业    B．特殊企业    C．国家机关    D．中介机构 
（8）中央银行负债业务不包括（ ） 
A．发行货币    B．代理国库    C．外国政府存款    D．外汇储备 

三、多项选择题 

（1）目前各国的中央银行制度的类型有（ ） 
A．单一的中央银行制度    B．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    C．联合型中央银行制度 
D．跨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E．准中央银行制度 
（2）单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的特点包括（ ） 
A．权力集中    B．职能完善    C．机构健全 
D．货币政策传导迅速    E．跨国行使职能 
（3）下列采取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包括（ ）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日本    E．美国 
（4）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设置的类型有（ ） 
A．按经济区域设置    B．按地理方位设置    C．按行政区划设置 
D．按经济区划同时兼顾行政区划    E．按各国意愿设置 
（5）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包括（ ） 
A．再贴现    B．贷款    C．证券买卖    D．金银外汇储备    E．固定资产 
（6）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包括 
A．自有资本    B．代理国库    C．货币发行 
D．应收未收款项    E．集中存款准备金 
（7）中央银行的存款主要是（ ） 
A．财政存款    B．企业存款    C．储蓄存款 
D．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    E．外汇储备 
（8）中央银行清算业务包括（ ） 
A．再贴现    B．同城票据清算    C．异地资金汇兑 
D．出售有价证券    E．代理国库 
（9）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有（ ） 
A．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B．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C．经理国库 
D．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E．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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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1）中央银行（2）发行的银行（3）银行的银行（4）国家的银行 
（5） 后贷款者（6）发行基金（7）单一的中央银行制度 
（8）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9）跨国的中央银行制度 
（10）准中央银行制度 

五、简答题 

（1）中央银行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2）二战后，各国政府是如何强化和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 
（3）为调节货币流通和资金供求，中央银行怎样操作有价证券买卖？ 
（4）中央银行集中存款准备金的作用。 
（5）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融资方式有哪些？ 
（6）新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 
（7）试述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8）中央银行业务活动的原则是什么？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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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融抑制、深化和创新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理解和掌握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含义；了解金融抑制的

手段、效应及不同国家金融压制的具体表现；理解和掌握金融深化的内容；理解和掌握实现金融自

由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金融与经济发展。 
教学重点： 
金融深化的概念及其内容、中国的金融改革及其经济发展。 
教学难点： 
金融抑制的手段、金融抑制的效应、金融深化论。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经济货币化与金融化 

一、经济货币化 

是指一国国民经济中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占其全部产出的比重及其变化过程。货币化程度

一般可以用一定时期的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之比来衡量。 
货币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商品化程度越高，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大，货币渗透力、推动

力和调节功能强。因此，提高货币化程度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货币化的决定 

一国货币化程度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 主要的支配因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

展程度；二是货币金融的作用程度。 
本世纪 50 年代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而后由于出现了大规模和持

续性的金融创新高潮，使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变化，表现为货币化比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金融化比率（即金融资产总量占经济总量之比）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把发达国家从经济

货币化推向经济金融化的高级发展阶段。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货币化的发展阶段。 

第三节  金融抑制论与金融深化论 

一、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的特征 

1．货币化程度低； 
2．金融发展呈现二元结构； 
3．金融市场落后； 
4．政府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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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抑制 

由于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并强行配给信贷，造成金融体系与

实际经济同时呆滞落后的现象，金融压制使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出现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导致金

融压制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政府对金融业过分干预；市场发育不全；理论认识上存

在误区。 

三、金融深化 

一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实现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一是

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二是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指

标主要是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金融体系的规模和结构、金融市场的运行和功能等。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解除金融压制，推进金融深化。金融深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主要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产生的。 

四、对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的简要评价 

第四节  金融创新与发展 

一、金融创新 

金融业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金融创新大致可分

为三类：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组织结构创新。 

二、金融创新的特点 

当代以发达国家为先导出现了大规模、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其基本特征是新型化、电子化、多

样化、持续化。 

三、金融创新的成因 

对于当代金融创新的成因，西方学者有多种解说。引发当代金融创新的 主要原因一是经济思

潮的变迁，二是需求刺激和供给推动，三是对金融管制的回避，四是新科技革命的推动。 

四、金融创新的影响 

当代金融创新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和金融市场

的运作效率，增强金融产业的发展能力和金融作用力来实现的。当代金融创新使货币供求的机制、

总量和结构乃至特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决策、操作、传导及其

效果。但由于创新中金融风险有增无减，金融业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因此必须加强引导监管以扬利

抑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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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根据戈德斯密斯的解释，一个国家现存的____与____之和构成一国的金融结构。 
（2）所谓金融发展，即是指的____变化。 
（3）金融相关率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活动总量与____活动总量的比值。 
（4）计算金融相关率的金融活动总量一般用____表示，经济活动总量用____表示。 
（5）金融抑制的负效应是____、____、____、____。 
（6）西方学者认为金融深化就是____。 
（7）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深化理论，着力推进金融改革，改革的

核心是____。 

二、多项选择题 

（1）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前，其金融体制状况是（） 
A．金融机构单一    B．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C．金融资产形式单一，数量有限    D．直融融资市场极其落后 
E．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 
（2）根据金融抑制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有（） 
A．负储蓄效应    B．负收入效应    C．负投资效应 
D．负就业效应    E．负物价效应 
（3）20 世纪 70 年代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改革，其主要内容有（） 
A．逐步放松政府对利率的管制  
B．减少政府对信贷资金的计划控制 
C．对金融机构发展放松控制  
D．发展直接融资 
E．放松对汇率的限制 
（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的“大一统”金融体制的状况是（） 
A．人民银行“一统天下” 
B．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 
C．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 
D．国家统一规定存贷款利率 
E． 实际严格的外汇管制 
（5）1979 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容有（） 
A．引进外资金融机构    B．建立中央银行体制 
C．建立同业拆借市场    D．健全金融法规 
E．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6）1979 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容有（） 
A．发展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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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发展股票市场 
C．建立间接调控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D．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E．建立外汇市场 

三、名词解释 

（1）金融发展 （2）金融相关率（3）金融抑制 （4）金融深化 

四、简答题 

（1）阐述金融抑制的概念及其根源。 
（2）阐述金融抑制的表现及效应。 
（3）阐述金融深化的概念及其内容。 
（4）试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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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货币需求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货币需求及其决定因素，货币需求函数及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理

解和掌握古典货币数量学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教学重点： 
货币需求的概念、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教学难点：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需求 

一、货币需求的含义 

货币需求是指社会各部门的既定的收入或财富范围内能够而且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数量。 
货币需求是个存量的概念。 

二、货币需求的分类 

第二节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一、古典货币理论 

二、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 

三、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对持币动机的分析： 
交易动机：指人们为了日常交易的方便，而在手头保留一部分货币。 
谨慎动机：指人们需要保留一部分货币以备未曾预料的支付。 
投机动机：指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及时调整资产

结构而形成的对货币的需求。 

四、现代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五、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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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货币需求实证及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分析 

一、利率和货币需求 

货币学派的实证分析结果：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差；而詹姆斯·托宾及其后一些学者

的实证结果：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是十分敏感的。 

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 

实证分析发现，1974 年前的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当稳定的，而 1974 年后的货币需求函数则表现

出不稳定的性质。 

三、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是____和____之比。 
（2）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可以分为____和____。 
（3）现金交易方程式 MV=OP 中的 V 代表____。 
（4）现金余额方程式 M=KOP 中的 K 代表____。 
（5）凯恩斯认为人们之所以持有货币，主要取决于____动机和____动机。 

二、单项选择题 

（1）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是（ ） 
A．MV=PT    B．M=KPY    C．M=L（Y）+L（r）    D．M=PT/V 
（2）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 M 与收入和利率的关系是（ ） 
A．正相关，正相关    B．负相关，负相关 
C．正相关，负相关    D．负相关，正相关 
（3）鲍莫尔和托宾对凯恩斯交易动机货币需求进一步发展表现为（ ） 
A．强调了收入对交易动机货币需求的正相关 
B．强调了收入对交易动机货币需求的负相关 
C．强调了利率对交易动机货币需求的正相关 
D．强调了利率对交易动机货币需求的负相关 
（4）鲍莫尔和托宾对凯恩斯投机动机货币需求进一步发展表现为（ ） 
A．强调了收入对投机动机货币需求的正相关 
B．强调了收入对投机动机货币需求的负相关 
C．强调了利率对投机动机货币需求的正相关 
D．强调了利率对投机动机货币需求的负相关 
（5）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 大区别是，弗里德曼认为（ ） 
A．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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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 
C．利率对货币需求有影响     
D．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 

三、多项选择题 

（1）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表明了以下关系（ ） 
A．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必要量成正比 
B．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必要量成反比 
C．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必要量成正比 
D．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必要量成反比 
E．货币自身的价值与货币必要量成反比 
（2）剑桥方程式揭示了以下关系（ ） 
A．财富总额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B．财富总额与货币需求负相关 
C．持币的机会成本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D．持币的机会成本与货币需求负相关 
E．持币的机会成本与货币需求不相关 
（3）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公式揭示了以下关系（ ） 
A．投机动机货币需求是收入的增函数 
B．交易动机货币需求是收入的增函数 
C．投机动机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 
D．交易动机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 
E．交易动机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增函数 
（4）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包括以下变量（ ） 
A．恒久性收入     
B．货币的预期名义收益率 
C．债券的预期名义收益率     
D．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    
E．通货膨胀率 
（5）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的政策含义有（ ） 
A．不能把限定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B．不能把限制失业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C．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D．主张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 
E．主张扩大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增长 

四、名词解释 

（1）现金交易方程式（2）现金余额方程式（3）流动性陷阱（4）平方根公式 

五、简答题 

（1）什么是古典货币数量论？ 
（2）简述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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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4）简述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再发展。 
（5）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是什么？ 
（6）试述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区别以及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

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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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货币供给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熟悉货币供给的各种口径，掌握划分货币供给层次的依据及意义，掌握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货币供给的间接调控机制，了解财政收支与货币供给的关系，熟悉外生变量与内

生变量的概念及其了解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变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货币供给的概念、货币乘数的决定、我国的货币供给机制。 
教学难点： 
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货币供给理论。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供给的计量 

一、货币供给与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的行为；货

币供给量是被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持有的，由银行系统供应的债务总量。 

二、货币供给的层次划分 

1．划分的主要依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 
3．主要国家的货币层次划分 
4．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 
外生变量是在经济体制中受外部因素影响，而由非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所决定的变量，通常能为

政策所选择。 
内生变量是在经济体系内部由纯粹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变量，通常不为政策所左右。 

第二节 货币供给 

一、货币供给的过程 

1．货币供给过程的三个特点 
货币供给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主体各自创造相应的货币；银行系统供给货币的

过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实行完全的信用货币流通、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广泛采用非现金货币结

算方式。 
2．央行策源的货币供给过程的例示 
3．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分析 
（1）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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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又称强力货币和高能货币，是指处于流通界为社会公众所持有的通货及商业银行存于

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的总和。基础货币数额的大小对货币供应总量具有决定影响。 
基础货币的增减变化通常取决于国外净资产，央行对政府债权净额、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及

其他项目净值四个因素。 
（2）货币乘数与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初始货币提供量与社会货币 终形成量之间存在数倍扩张（或收

缩）的效果或反应，即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比率、超额准备比率、定期存款准备率、活期存款准备率以及定期

存款与活期存款之间的比率等因素。 

二、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两个特殊因素是：财政性存款和借贷计划管理。 

我国的货币乘数公式。 
我国的货币乘数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基础货币又称强力货币，它由商业银行的_____和流通中_____的组成。 
（2）政府增发通货或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会货币供应_____。 
（3）中央银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的前提是_____。 
（ 4）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为 _____，其中货币存量 

M1=_____+_____。 
（5）总准备金（R）=_____+_____+_____。 
（6）基础货币与央行资产总规模呈_____关系，与非基础货币负债项目是_____关系。 
（7）货币供应量层次的划分是以_____为标准的。 
（8）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的主体是_____。 
（9）_____ 作为整个银行体系内存款扩张、货币创造的基础，其数额大小对_____ 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 
（10）一般来说，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有五项，即_____ 、_____ 、_____ 、_____ 以及_____ 。 
（11）货币供应量是_____ 与_____ 的乘积。 
（12）现金是_____ 银行的负债，存款是_____ 银行的负债。 

二、单项选择题 

（1）货币供应量一般是指（ ） 
A．流通中的现金量    B．流通中的存款量    C．流通中的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 
D．流通中的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差 
（2）货币供给的根本来源是（ ） 
A．银行贷款    B．财政支出    C．企业收入    D．个人收入 
（3）主张“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的论点，其含义是（ ） 
A．货币供给决定于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 
B．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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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货币供给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 
D．货币供给决定于财政政策的实施 
（4）如果物价上涨，名义货币供给成比例地随之增加，则实际货币供给（ ） 
A．也成此比例地增加    B．成比例地减小    C．保持不变    D．无方向性的振荡 
（5）如果实际货币需求增加而名义货币供给不变，则货币和物价的变化是（ ） 
A．货币升值，物价下降    B．货币升值，物价上涨 
C．货币贬值，物价下降    D．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6）提高利率，对货币供求的作用是（ ） 
A．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同时增加    B．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同时减少 
C．货币供给减少，货币需求增加    D．货币供给增加，货币需求减少 
（7）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率，将导致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 ） 
A．上升    B．下降    C．不变    D．不确定 
（8）基础货币是由提供的 
A．投资基金    B．商业银行    C．中央银行    D．财政部 
（9）派生存款是由（ ）创造的 
A．商业银行    B．中央银行    C．证券公司    D．投资公司 
（10）下列资产负债项目中，属于中央银行负债的有（ ） 
A．流通中的通货    B．央行的外汇储备 
C．对商业银行的贷款     D．财政借款 
（11）下列经济因素中，使公众偏好持有通货或活期存款的是（ ） 
A．定期存款利率上升    B．国库券利率上升    C．公众流动性偏好下降 
D．活期存款利率上升 
（12）如确定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下列对货币供给没有影响的是（ ） 
A．投资    B．收入    C．微观主体    D．中央银行 
（13）下列经济因素中，使商业银行持有较高超额准备金的是（ ） 
A．市场利率上升    B．经济处于上升周期    C．央行贷款条件苛刻 
D．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稳定 
（14）下列金融变量中，直接受制于中央银行的是（ ） 
A．财政性存款成本    B．法定存款比率    C．现金比率    D．定期存款比率 
（15）下列金融变量中，直接受制于商业银行行为的是（ ） 
A．超额存款比率    B．现金漏损率    C．定期存款比率    D．财政性存款比率 

三、多项选择题 

（1）我国货币层次划分，M2 应包括（ ） 
A．M1    B．企业单位定期存款    C．商业票据    D．个人储蓄存款    E．财政存款 
（2）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 ） 
A．提现率    B．现金漏损率    C．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D．超额准备率    E．法定存款准备率 
（3）影响货币乘数的经济主体有（ ） 
A．中央银行    B．公众    C．团体    D．商业银行    E．企业 
（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量 终取决于（ ）两大因素的制约。 
A．贷款    B．基础货币    C．派生存款    D．货币乘数    E．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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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响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能力的因素有（ ） 
A．原始存款    B．财政存款    C．法定存款准备率  
D．现金漏损率    E．超额准备率 
（6）下列因素中，作用于基础货币的有（ ） 
A．公开市场业务    B．再贴现率    C．再贷款规模 
D．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    E．超额准备金率 
（7）我国货币层次划分，M1 应包括（ ） 
A．现金    B．企业单位活期存款    C．财政存款 
D．储蓄存款    E．定期存款 
（8）在经济运行中，影响超额准备金比率的因素有（ ） 
A．商业银行保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    B．商业银行借入准备金的代价 
C．非银行部门对现金的偏好    D．非银行部门对定期存款的偏好 
E．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意向 
（9）货币供给量调控机制的基本因素有（ ） 
A．基础货币    B．货币乘数    C．货币供给量    D．利率    E．存款准备金 
（10）下列金融变量中直接受制于非银行经济部门行为的是（ ） 
A．现金漏损率    B．法定存款比率    C．定期存款比率 
D．财政存款比率    E．超额准备比率 
（11）一般来说，一国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有（ ） 
A．国外资产    B．政府证券资产    C．对企业的债权 
D．对团体及个人的债权    E．其他资产 
（12）整个银行系统综合资产负债表说明货币供给量之所以增加并进入流通，原因在于（ ） 
A．收兑黄金外汇等国际储备资产 
B．购买政府债券而向财政提供借款 
C．对企业、团体及个人发放贷款及购买其所发行的债券 
D．银行内部平衡能力 
E．国际收支逆差 
（13）中央银行资产项目的变动对基础货币决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 ） 
A．对政府财政的贷款与基础货币的决定    B．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与基础货币的决定 
C．金银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决定的影响    D．法定存款准备率    E．财政性存款比率 
（14）决定通货比率的主要因素有（ ） 
A．公众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 
B．用通货购买或以支票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相对价格的变化 
C．法定存款准备率    D．财政性存款比率    E．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四、名词解释 

（1）货币供给量（2）货币供给函数（3）货币乘数（4）基础货币（5）内生变量（6）外生变

量（7）原始存款（8）派生存款（9）超额准备金（10）法定存款准备率（11）现金比率（12）超

额准备比率（13）名义货币供给（14）实际货币供给 

五、简答题 

（1）试比较三种货币乘数理论的异同（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分析、卡甘分析及乔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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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看，影响货币供给量增减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简述货币供给理论的主要内容。 
（4）简述货币供给的一般模型。 
（5）决定通货比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6）我国现时对货币供给量划分为哪几个层次？划分的依据及意义是什么？（7）试述中央银

行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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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货币均衡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了解货币均衡的概念及其标志、总需求、总供给与社会供求平衡与失衡

的概念，理解和掌握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 
教学重点： 
货币均衡的概念及其标志、总需求、总供给与社会供求平衡与失衡的概念、货币均衡与社会总

供求平衡的关系。 
教学难点： 
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的均衡与非均衡 

一、货币均衡的含义 

货币均衡是指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基本相适应的货币流通状态。 

二、货币失衡的含义及原因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md≠ms, 则为货币失衡。 

三、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1．货币均衡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均衡到失衡，再由失衡回复到均衡的不断运动的过程。 
2．货币均衡具有相对性。货币均衡实际上是一种在经常发生的货币失衡中暂时达到的均衡状

态。 
4．货币均衡的实现条件 
健全的利率机制 
发达的金融市场 
5．货币均衡的实现机制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均衡的实现是通过利率机制完成的。 
影响货币均衡实现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当代经济理论中的货币均衡 

一、货币市场的均衡 
二、宏观经济 IS—LM 模型中的货币均衡 
三、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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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和思考题 

一、建答题 

（1）试阐述货币均衡的概念及其标志。  
（2）试阐述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 

二、论述题 

（1）阐述宏观经济 IS—LM 模型中货币均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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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正确理解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的含义；掌握测定通货膨胀及判断通货紧

缩的主要指标；熟悉通货膨胀的常见分类，正确认识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掌握通货膨胀及通货紧

缩的形成原因及其效应，重点理解和掌握我国目前产生通货紧缩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其社会经济效

应；了解西方学者关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成因的理论；理解和掌握治理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的主

要对策以及效果。 
教学重点： 
通货膨胀的类型及其成因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通货紧缩的社会经济效应、我国通货紧

缩的治理政策。 
教学难点： 
通货膨胀的效应、通货紧缩的社会经济效应。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分类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和度量 

1．含义：通货膨胀是指由于货币供应过多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货币现象。 
2．通货膨胀的测定指标主要有： 
消费物价指数。是一种用来测量各个时期内城市家庭和个人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平均变化

程度的指标。 
批发物价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批发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平均变动程度的经济指标。 
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衡量一国经济在不同时期内所生产提供的 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

水平变化程度的经济指标。 

二、通货膨胀的分类。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理 

一、通货膨胀成因 

1．需求拉上：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投资需求膨胀、消费需求膨胀等。 
2．成本推动：通常是指由于工会力量对工资提高要求以及垄断行业中企业为追求利润制定垄

断价格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其中，工资推动，是指由于工资提高使用产成本增加而导致物价

上涨。利润推动，是由于生产投入品或要素的价格因市垄断力量的存在而提高，从而导致物价上涨。 
3．结构因素：除了总量因素以外，一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部门结构，比例结

构等的失调，也会引起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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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因素： 
供给不足。在社会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供给相对不足，也会引起物价上涨，出现通货

膨胀。 
体制因素。体制不完善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治理 

1．宏观紧缩政策——传统的政策调节手段。 
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出售政府债券，减少货币存量；提高再贴现率；提高商业

银行法定准备率。紧缩性财政政策：削减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 此外，也有将紧缩性收入政策（如

控制工资）。 
2．医治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 
价格政策：如通过制定反托拉斯法限制垄断高价；如冻结物价；如同企业签订反涨价合同等措

施，等等。 
增加有效供给政策：如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刺激产出，等等。 
货币主义学派的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 
3．指数化和围绕指数化问题的讨论 

三、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通货紧缩 

一、通货紧缩的含义 

1．物价水平持续下降； 
2．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并伴随有经济的负增长，或再加上货币供给的缩减； 
3．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并伴随有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可能增长率。 

二、通货紧缩的类型 

政策紧缩型，成本压低型，需求拉下型，体制转轨型，结构型，经济周期型。 

三、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 

1．紧缩性的货币财政政策 
2．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3．通货紧缩预期 
4．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 
5．供给结构不合理 
6．体制和制度因素 
7．本币汇率高估和其它外部因素的冲击 

四、通货紧缩的影响 

1．加速经济衰退 
2．降低一国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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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生产者而言弊大于利 
4．对消费者有利有弊 
5．对政府的影响 

五、通货紧缩的治理 

1．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2．改革汇率机制 
3．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4．扩大信贷资金的投入 
5．改革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从世界各国来看，通货膨胀的衡量一般采用____、____、____。 
（2）按市场机制的作用划分，通货膨胀可以分为____和____。 
（3）按物价上涨的速度划分，通货膨胀可以分为____、____、____。 
（4）按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来划分，通货膨胀可以分为____和____。 
（5）按通货膨胀的成因来划分，通货膨胀可以分为____、____、____、____。 
（6）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理论有两种，一是凯恩斯学派的____，二是货币学派的____。 
（7）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有两种类型，即____和____。 
（8）通货膨胀具有财富分配效应，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受益的是____，受损的是____。 
（9）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措施有____、____。 
（10）治理通货膨胀的价格政策具体措施有____、____、____。 
（11）通货紧缩是物价总水平持续____，货币不断____的一种经济现象。 

二、单项选择题 

（1）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是（ ） 
A．工资上涨    B．股票价格上涨    C．债券价格上涨    D．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 
（2）高额的垄断利润导致物价上涨，属于（ ）类型的通货膨胀。 
A．需求拉上型    B．成本推动型    C．结构型    D．体制型 
（3）财政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属于（ ）类型。 
A．需求拉上型    B．成本推动型    C．混合推动型    D．结构型 
（4）在通货膨胀中，下列经济主体会受益的是（ ） 
A．债权人    B．以工资收入为主者    C．以利息、租金收入为主者 
D．以利润收入为主者 
（5）在治理通货膨胀中，不属于财政紧缩政策的是（ ） 
A．削减政府支出    B．限制公共事业投资 
C．制定物价、工资管理政策    D．增加税收以抑制个人支出 
（6）把减税作为克服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是以下哪个学派提出的（ ） 
A．供应学派    B．凯恩斯学派    C．货币学派    D．理性预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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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项选择题 

（1）隐蔽型通货膨胀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 
A．商品价格明显上涨    B．商品普遍短缺 
C．货币购买力下降    D．凭票供应    E．黑市猖獗 
（2）通货紧缩的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 
A．有效需求不足    B．货币购买力下降 
C．货币购买力上升    D．商品价格下降    E．失业增加 
（3）通货膨胀的财富调整效应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A．通货膨胀率    B．资产于负债的差额 
C．资产的构成情况    D．负债的偿还条件    E．负债的期限 
（4）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措施的是（ ） 
A．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    B．提高再贴现率 
C．降低再贴现率    D．中央银行买进有价证券    E．中央银行卖出有价证券 
（5）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物价与所得政策的措施有（ ） 
A．收入指数化    B．限制政府支出 
C．制定工资——物价指导线    D．管制和冻结工资    E．运用税收手段 
（6）以下哪些措施对治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作用（ ） 
A．增加税收    B．增加政府支出 
C．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    D．中央银行买进有价证券    E．刺激消费 

四、名词解释 

（1）通货膨胀（2）消费物价指数（3）批发物价指数（4）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5）隐蔽

型通货膨胀（6）结构型通货膨胀（7）通货紧缩 

五、简答题 

（1）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成因有哪些？ 
（2）通货膨胀有哪些效应？ 
（3）恶性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有何影响？ 
（4）治理通货膨胀有哪些对策？ 
（5）试述治理我国通货紧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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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货币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本章的学习中，要求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与作用，重点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及诸目标间的关

系，掌握我国现行的政策目标；理解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作用与基本要求，熟知可作为中间目标的

金融变量，掌握我国现行的中介指标；理解货币政策工具的含义，熟练掌握各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

制、我国现行的政策工具；理解传导机制的主要环节，重点掌握传导的时滞效应；理解货币与财政

两大政策的一般作用与功能差异，能解释 IS-LM 模型的含义，重点掌握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

客观要求。 
教学重点：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诸目标间的关系、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传导机制的主要环节、IS-LM 模型、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教学难点：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诸目标间的关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学时安排： 
3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政策概述 

一、货币政策的含义 

货币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代通常意义的货币政策是就其狭义而言，即中央银行为实现既

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 

1．货币政策的首要问题。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有： 
稳定物价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使一般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在短期内不发生

显著的急剧的波动。 
充分就业是指失业率降到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 
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追求的 终目标。 
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开放经济部门占总体经济比重较大

的国家更是如此。 
2．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关系 
货币政策诸目标的关系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有的则相互独立；但更多地表现为目标

间的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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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 

一、中介指标的作用与基本要求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是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选定的中间性或传导性金融变量，选取的基本要求

有三：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 

二、可作为中介指标的金融变量 

1．利率作中介指标，就是通过政策工具来调节、监控市场利率水平。 
2．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就是通过政策工具来调节、监控货币供给量增长水平，以使货

币供给增长与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 
3．超额准备金作为中介指标，就是通过政策工具来调节、监控商业银行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

的超额准备金水平。 
4．基础货币作为中介指标，就是中央银行直接调节基础货币量。 

三、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 

1．货币供应量，一般包括流通中现金和社会公众、单位在银行的存款。 
2．信用总量，包括银行信用量、合作信用量、国家信用量、股份信用量、企业间商业信用量、

银行间同业拆借信用量、民间信用量等，是上述信用量的总和。 
3．同业拆借利率是指各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的临时资金融通的利率。 
4．银行备付金及其比率：备付金西方称之为超额储备，银行备付金率是银行（包括非银行金

融机构）的存款备付金与当期存款总额的比率。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含义 

货币政策工具又称货币政策手段，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中介指标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用

的政策手段。 

二、一般性政策工具 

1．法定存款准备率是指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吸收存款的一部分上缴中央

银行作为准备金的比率。 
2．再贴现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持有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所作的政策

性规定。 
3．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此来调节市场货币量的政

策性行为。 

三、选择性政策工具 

是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活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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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政策工具 

1．直接信用控制是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进行

控制。 
2．间接信用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来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行为的做法。 
3．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化。 

第四节  货币政策效应 

一、货币政策的时滞 

货币政策从制定到获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所经历的时间 
1．时滞由两部分组成：内部时滞，是指从政策制定到货币当局采取行动的这段期间；外部时

滞，指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 
2．时滞是影响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如果政策的大部分效应要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那就

很难证明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否恰当。 

二、货币政策的效应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环节的顺序是：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从非金融部门经

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 
2．西方学者关于传导机制的理论主要分为凯恩斯学派的传导机制理论和货币学派的传导机制

理论。 

复习和思考题 

一、填空题 

（1）货币政策一般有五个内容，即____、____、____、____、____。 
（2）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是____、_____、_____、_____。 
（3）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_____、_____、_____。 
（4）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 
（5）直接信用管制工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 
（6）间接信用指导工具有_____、_____。 
（7）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_____、_____、_____、_____。 
（9）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标准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0）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有_____、_____、_____、_____。 
（11）影响货币政策较果的因素有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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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选择题 

（1）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相互之间关系一致的是（） 
A．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    B．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C．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D．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 
（2）我国法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 ） 
A．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B．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 
C．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D．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3）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灵活 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 
A．法定存款准备率    B．再贴现率 
C．道义劝告    D．公开市场业务 
（4） 猛烈的、具有强制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是（） 
A．法定存款准备率    B．再贴现率 
C．公开市场业务    D．窗口指导 
（5）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经济运行中的一对矛盾是（） 
A．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    B．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 
C．稳定物价与国际收支平衡    D．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6）凯恩斯学派强调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或机制是（） 
A．货币供应量    B．超额准备金 
C．基础货币     D．利率 
（7）认为货币政策 重要、提倡“单一规则”的简单货币政策的是（） 
A．凯恩斯    B．弗里德曼 
C．费雪    D．剑桥学派 
（8）一般来说严重通货膨胀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 优搭配是（） 
A．财政与货币双紧    B．财政与货币双松 
C．财政紧货币松    D．财政松货币紧 

三、多项选择题 

（1）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相互矛盾的是（） 
A．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    B．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    C．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 
D．稳定物价与国际收支平衡    E．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2）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与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工具不同的是（） 
A．法定存款准备率    B．再贷款政策    C．再贴现率 
D．公开市场业务    E．利率政策 
（3）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的政策效果是（） 
A．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B．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C．加大了货币乘数    D．减小了货币乘数    E．增加了基础货币 
（4）降低再贴现率的政策效果是（） 
A．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B．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C．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D．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E．减小了货币乘数 
（5）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符合下列要求（） 
A．相关性    B．可控性    C．可测性    D．抗干扰性    E．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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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货币供应量起作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 
A．法定存款准备率    B．再贴现率    C．公开市场业务 
D．消费者信用控制    E．道义劝告 
（7）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包括（） 
A．认识时滞    B．行政时滞    C．转向时滞    D．生产时滞    E．决策时滞 

四、名词解释 

（1）货币政策（2）货币政策目标（3）菲利普斯曲线（4）货币政策工具（5）法定存款准备

率（6）再贴现政策（7）公开市场业务（8）证券市场信用控制（9）道义劝告 

五、简答题 

（1）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2）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 
（3）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哪些？ 
（4）简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5）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标准是什么？通常有哪些变量作为中介指标？ 
（6）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7）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何特点，如何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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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和参考书、资源 

使用的教材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胡庆康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 月。 

参考文书 

1．《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货币金融学》．米什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货币银行学》．曹龙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4．《金融学》．博迪•莫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网络资源 

国内相关站点: 
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brc．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CSRCSite/default．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irc．gov．cn/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sseportal/ps/zhs/home．shtml 
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org．cn/sse/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cen．ccer．edu．cn/cn/ 
国研网 
http://www．drcnet．com．cn/ 
中宏网 
http://www．macrochina．com．cn/info．shtml 
中国经济学家网页 
http://cen．ccer．edu．cn/cn/xuezhe/ 
凤凰网 
http://www．phoenixtv．com/home/index8．html 
华尔街日报 
http://online．wsj．com/public/us 
国外相关站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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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http://www．fdic．gov/ 
通货监理局 
http://www．occ．treas．gov/ 
欧洲中央银行 
http://www．ecb．int/ 
日本中央银行 
http://www．boj．or．jp/en/ 
其他各国中央银行 
http://www．bis．org/cbanks．htm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http://www．sec．gov/ 
纽约证券交易所 
http://www．nyse．com/ 
国民经济研究局 
http://www．nber．org/ 
金融时报 
http://www．ft．com/ 
国际清算银行 
http://www．bis．org/index．htm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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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代码：309020023（讲授数理统计内容，概率论内容安排在高等数学二中讲授） 
2. 课程英文名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3. 课程类别：必修 
4. 适用专业：经济学 
5. 总学时：54 学时 
6. 学分：3 学分  
7. 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学科。广泛

地应用于随机试验与随机调查数据的处理与建模过程的始终。本课程是商学院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

中，继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线性代数之后又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概率论着重对客观的随机现象提出各种不同的理想化的数学模型并研究其内在的性质与相互

联系，具有独特的概念和方法，内容丰富，结果深刻，同时概率论与其他数学分支又有密切联系，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数理统计是研究怎样有效地收集、

整理和分析带有随机性的数据，以对所考察的问题做出推断或预测，直至为采取一定的决策和行为

提出依据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概率论是数理统计的基础，数理统计是概率论的一种应用。

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两个并列的数学分支，并无从属关系，我们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大纲

放在一起，是为了使概率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 也更有利于学生掌握数理统计方

法，使学生学习知识能循序渐进地由浅入深。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也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从事专业研究、撰写学位论文、报考硕士研究生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同时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还应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基本统计原理借助 SPSS 统计软件

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在讲清基本概念、理论的同时，教学中应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并注意与有关专业的课程内容互相渗透和配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科精神的领

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阔学生的数学

视野，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崇尚数学的理性精神，形成审慎思维的良好习惯，从而激

活学生的创新潜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增长他们的创新能力。 

三、课程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强，逻辑性强，应用广泛，其教学方式应注重启发式、引导式。采用“引

出问题，启发思路，重点分析，课堂讨论，课外探索，自行归纳”的教学形式，将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课后练习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使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己从前人研究的问题、分析问题的过

程、演绎推导的结果中，体会和领悟这些人类高级心智文明的成果，使学生自己真正学懂数学，而

不是被“教会”数学；同时希望学生通过研究式的钻研、探索乃至犯错误的过程中，培养从错纵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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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现象事理中和繁杂无序的结果数据中，寻找与总结内在关系和规律的能力，并且体会科学研究

的艰辛和乐趣，培养在科学研究和事理处理上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意志。  

四、教材、参考书 

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袁荫棠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参考资料： 
[1] 袁荫棠，范培华 新版经济学基础（三）概率统计解题思路和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报 10 月第 2 版 
[2] 殷秀清，袁荫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与考试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3] 谢琍 尹素菊 陈立萍 李寿梅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解题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7 月

第 1 版 
[4]姚孟臣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习题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5] 龙永红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第 2 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4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6]郝黎仁，樊元等 SPSS 实用统计分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7]黄润龙，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SPSS 软件实用教程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五、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采取平时动态考核与期末闭卷考试相结合，以百分制给出学生的成绩评定。 
概率论部分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每份试卷中的试题

所占分数比例依次为 2：4：3：1。试题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单计算题、综合应用题、

证明题等题型，选择题和填空题约占 40%。 
数理统计部分，包括平时用 SPSS 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验报告，和期末闭卷笔试考试。本课

程试题难易比例为：基础题（容易题）60%，综合题（中等难度题）30%，提高题（较难题）10%。 

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大纲》修订补充说明 

1．修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大纲时,结合我校数学教学实际情况, 参照了我部历年“《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计划”，并参照了国内其它高校经管专业该课程的教学大纲，且同时参

考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三、四大纲的内容及要求。 
2. 执行本大纲时，根据我校专业特点，为提高学生应用统计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加

大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考虑到教学计划中数学类课程的总课时，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的概率论部

分内容安排在第二学期高等数学（二）中讲授，为  课时，将数理统计部分安排在第四学期单独讲

授，54 课时，3 学分。 
3. 本课程与其它有关课程的联系和分工 
概率论部分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数理统计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概率

论、线性代数。作为基础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许多后继课，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等专业课程的基础，学生应对本课程予以足够的重视。 
4．实验（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本课程无实验和上机的教学安排，但在数理统计部分的教学中，要求学生熟悉 SPSS 软件，且

借助于这些软件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学生结合本专业的特点，自己课下主动搜寻与专业有关的研究

课题，至少做有求解足够规模的问题的大作业 3-4 次，自己上机实现，写出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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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大纲的概率论部分的课程内容，根据所选教材、实际学时及讲课时的实际情况已经进行

调整和改变。其它内容灵活掌握。 
6.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中，应考虑上机实验，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和主动用统计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七、课程基本要求及学时分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包括概率论、数理统计两部分。其教学以课内讲授

为主，分两个学期授课。概率论部分在第二学期高等数学二中讲授，数理统计部分在第四学期讲授，

计 54 学时。在教学中应充分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充分重视基本概念，讲清统计思想。 
本课程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概率论部分，作为基础知识，是学习数理统计的必要理论基础。第五

章至第 11 章是数理统计部分，介绍有广泛应用意义的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该课程基本要求的设置分三个层次，其中对概念与理论用“理解”、“了解”和“知道”表述，对

方法和运算用“熟练掌握”、“掌握”和“会”表述，前者为较高的要求。具体如下： 
1．了解随机现象，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2．了解事件的频率的概念、了解统计概率、古典概率的定义，会计算简单的古典概率。 
3．理解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理解概率加法定理。 
4．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理解乘法定理、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并掌握应用这些公式进

行较综合的概率计算。 
5．了解事件独立性的概念。掌握贝努利概型和二项概率的计算。 
6．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了解概率分布函数（分布列）与概率密度的概念和性质。会计算与

随机变量相联系的事件的概率。 
7．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掌握超几何分布、0-1 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

布。 
8．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掌握均匀分布、指数分布和正态分布。 
9．会根据自变量的概率分布求其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10．了解多维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的概念。 
11．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律的概念，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密度函数

的概念。 
12．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分布，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 
13．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概念。 
14．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简单函数的分布，了解有限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仍是正态分布。 
15．理解随机变量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掌握它们的性质与计算。理解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

期望。 
16．掌握 0-1 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17．了解协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及其性质，并会计算。 
18．了解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在经济中的应用。 
19．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切比雪夫定理和贝努利定理。了解贝努利大数定律与概率的统计定

义、参数估计之间的关系。 
20．掌握棣莫夫（Demoiver）—拉普拉斯（Laplace）中心极限定理，并会用该定理近似计算

有关事件的概率。 
21．了解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 
22．理解总体、个体、样本和统计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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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了解经验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会根据样本值求经验分布函数。了解直方图的作法。 
24．理解样本均值、方差的概念，掌握根据数据计算样本均值、方差的方法。            

25．了解 2χ 分布、t-分布、F-分布的定义，并会查表计算分位数。 

26．了解 2χ 分布、t-分布、F-分布的构造模式，并会进行相关证明。 

27．了解正态总体某些常用的抽样分布。 
28．理解点估计概念，掌握矩估计法（一、二阶）、极大似然估计法。 
29．理解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30．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会求单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会求两个正态总体均值

差与方差比的置信区间。 
31．理解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了解假设检验可能产生的两类错

误。 
32．了解单个和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 
33．了解总体分布假设的卡方检验法，会应用该方法进行分布拟合优度检验。 
34．了解成对数据的均值假设检验。 
35．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各种假设检验分析。 
36．了解方差分析的概念与原理，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方差分析。 
37．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概念与原理，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课时分配如下： 
 

  内           容 课内学时 小  计 

 概率论部分 
（32 学时） 

1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8 

32 
2  一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0 
3 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 6 
4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8 

数理统计 
部分（54 学时）

5 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6 

54 

6 数理统计初步 6 
7 抽样分布 6 
8 参数估计 10 
9 假设检验 10 
10 方差分析 8 
11 回归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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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部分》教学大纲 

第一章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事件及其运算（随机试验，随机事件与样本空间，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运算）  
2．概率的定义、性质及其运算（频率，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概率，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概

率的性质） 
3．条件概率及三个重要公式（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4．事件的独立性及贝努里(Bernoulli)概型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1.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掌握事件的关系与基本运算；  
2.理解事件频率的概念，了解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理解概率的公理化定义和概率的其它性

质； 
3.理解古典概率的定义，掌握古典概率的计算，了解几何概率的定义及计算； 
4.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和应用这些性质进行概率计算；  
5.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熟练掌握条件概率的计算，熟练掌握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

公式以及应用这些公式进行概率计算； 
6.理解事件的独立性概念，掌握应用事件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理解贝努利试验的概念，熟练

掌握二项概率公式（贝努利概型）及其应用。 
本章教学重点：  
随机事件、事件的关系及运算、古典概型、概率的基本性质、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

公式、事件的独立性、贝努利概型 
本章教学难点： 
事件的关系及运算、古典概型、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全概率

公式的综合应用、贝努利概型 
本章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一  

第一节  随机事件 

一、概率论序言 

二、随机试验与随机事件 

（一）随机试验 
1．试验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 
2．每次试验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而究竟会出现哪一个结果，在试验前不能准确地预言； 
3．试验所有可能结果在试验前是明确(已知)的，而每次试验必有其中的一个结果出现，并且

也仅有一个结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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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述三个特性的试验，叫做随机试验，简称试验，并用字母 E 等表示。 
（二）随机事件 
随机试验的结果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 
1．必然事件：在试验中一定出现的结果，记作Ω； 
2．不可能事件：在试验中一定不会出现的结果，记作Φ； 
3．随机事件：在试验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结果，常用大写拉丁字母 A、B、C…表示；  
4．基本事件(样本点)：试验 基本的结果，记作ω； 
5．样本空间(基本事件空间)：所有基本事件的集合，常用Ω表示； 
样本空间Ω中的元素是随机试验的可能结果。样本空间的任一子集称作随机事件。在一次试验

中，当且仅当子集 A 中的一个样本点出现时，称事件 A 发生。显然Ω为必然事件，Φ为不可能事

件。 

三、随机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 

（一）随机事件间的关系 
1．包含：若事件 A 发生必导致事件 B 发生，则称事件 B 包含事件 A，或称 A 是 B 的子事件，

记作 BA⊂ ，或 AB⊃ 。 
2．相等：若 BA⊂ 且 AB⊃ ，则称事件 A 与 B 相等，记作 A=B。其直观意义是事件 A 与 B 的

样本点完全相同。 
（二）随机事件的运算 
1．事件的和（并） 
若事件 A 和事件 B 至少有一个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 B 的和事件，记作 BA∪ 或

BA + 。事件 BA∪ 是属于 A 或属于 B 的样本点组成的集合。 
2．事件的差 
若事件 A 发生而事件 B 不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差，记作 A-B。 
3．事件的积（交）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同时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积，记作 AB 或 A∩B。 
4. 互不相容事件(或互斥事件)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不能同时发生，即 Φ=AB  (即 A 与 B 同时发生是不可能事件)，则称事件

A 与 B 是互不相容(互)事件。其直观意义是事件 A 与 B 没有公共样本点。 
5．对立事件（或互逆事件） 
在每次试验中，若事件 A 与事件 B 必有一个发生，且仅有一个发生，则称事件 A 与 B 为对立

事件或互为逆事件。即有： Φ=AB ，且 Ω=+ BA 。事件 A 的对立事件记为 A。 

6．完备事件组：若事件 nAAA L,, 21 两两互不相容，且每次试验必出现且只出现一个，则称

nAAA L,, 21 构成一个完备事件组。完备事件组中事件个数可以是有限个，也可以是可数个。 

（三）随机事件的运算规律 
对于任意事件 A,B,C 有： 
1．交换律：A+B=B+A；AB=BA 
2．结合律：A+B+C=A+(B+C)=(A+B)+C；ABC=A(BC)=(AB)C 
3．分配律：A(B+C)=AB+AC；A(B-C)=AB-AC 

4．对偶律(德摩根律)： BABA ⋅=+ ； BAAB +=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60 

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对偶律都可推广到任意多个事件的情形。 
（四）随机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综合应用 

第二节  概率的定义 

一、概率的统计定义 

（一）频率的稳定性 
考虑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的 S 轮试验，事件 A 在各轮试验中的频率形成一个数列 

,
1

1

n
m

,
2

2

n
m

… ,
s

s

n
m

 

当各轮试验次数 1n , 2n ,…, sn
充分大时，在各轮试验中事件 A 出现的频率之间、或者它们与

某个平均值相差甚微. 
（二）概率的统计定义 
在实际中，当概率不易求出时，人们常取实验次数很大时事件的频率作为概率的估计值，这种

确定概率的方法称为频率方法。 

二、概率的古典定义 

（一）古典概型 
若一个随机试验的结果只有有限个，且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都相同，则称这样的试验为古典型

随机试验(或称古典概型)。 
（二）古典概率定义 
对于古典概型试验中的事件 A，其概率为： 

样本空间中样本点数

中包含的样本点数AAP =)(  

（三）古典概型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1．一次抽取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2．不放回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3．有放回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三、概率的公理化定义与性质 

（一）概率的公理化定义 
公理 1：任一事件的概率介于 0 和 1 之间    
公理 2：样本事件空间的概率为 1  

公理 3：若可列个事件 nAAA L,, 21 两两互不相容，则和事件的概率等于各事件的概率之和 

这里事件个数可以是有限或无限的.  
（二）概率的性质 

性质 1：对任一事件 A ，有 )(1)( Ap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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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2：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 0，即 0)( =ΦP   

性质 3：设Ａ、B 是两个事件，若 BA ⊂ ，则有 
       )()( BpAp ≤ ； )()()( ApBpABp −=−  

性质 4：概率具有有限可加性，即若 nAAA L,, 21 两两互斥，则 

∑∑
==

=
n

i
i

n

i
i APAP

11
)()(

 

性质 5：对任意两个事件 A、B，有 )()()()( ABpBpApBAp −+=+   

推广： )()]()()([)()()()( ABCPBCPACPABPCPBPAPCBAP +++−++=++  

第三节  条件概率与全概公式 

一、条件概率  

（一）条件概率的概念 
在解决许多概率问题时，往往需要在有某些附加信息(条件)下求事件的概率.如在事件 B 发生的

条件下求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将此概率记作 P(A|B)，称作条件概率.一般 P(A|B) ≠ P(A)。    
（二）条件概率的定义 
对于任意两个事件 A 与 B，其中 P(A)>0 ，则事件 B 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的条件概率为： 

)(
)(

)(
AP

ABP
ABP =   

（三）条件概率的性质 
设 B 是一事件，且 P(B)>0,则 
1.对任一事件 A，0≤P(A|B)≤1； 
2.P(S|B) =1； 
3.设 A1,…,An 互不相容，则 P[(A1+…+An )|B] = P(A1|B)+ …+P(An|B)。 
（四）条件概率的计算 

二、乘法公式 

（一） )/()()( ABpApABp = ； )/()()( BApBpABp =  

（二） )/()/()()( 12112121 −= nnn AAAApAApApAAAp LLL  

（三）乘法公式应用实例 

三、全概公式与贝叶斯公式 

（一）全概公式 

设 nAAA L,, 21 是一个完备事件组，且 0)( >iAP ，则对任一事件 B (P(B)＞0)，有   

)()()(
1

i

n

i
i ABPAPB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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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贝叶斯公式(逆概公式) 

设 nAAA L,, 21 是一个完备事件组，且 0)( >iAP ，则对于任一事件 B(P(B)＞0)，有 

       ),,2,1(
)()(

)()(
)(

1

ni
ABPAP

ABPAP
BAP n

i
ii

ii
i L==

∑
=

 

（三）全概公式与贝叶斯公式综合应用 

第四节  贝努利概型 

一、随机事件的独立性 

（一）两事件的独立 
对于两个事件 A 与 B，若 P(AB)=P(A)P(B)，则称事件 A 与 B 独立。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独立，则事件 A 与 B ， A 与 B， A 与 B 也相互独立。 
（二）多个事件的独立 

对于任意 n 个事件 nAAA L,, 21 ，若其中任两个事件均相互独立，即对于任意整数 )1( nkk ≤<

和任意 k 个整数 kiii ,,, 21 L   ),1( 21 niii k ≤<<<≤ L 都有 

)()()()(
2121 kiiikiii APAPAPAAAP LL =  

成立，则称这 n 个事件 nAAA L,, 21 相互独立。 

注意： 

若 nAAA L,, 21 相互独立，则其中任意的 )1( nkk ≤< 个事件也相互独立。特别当 k＝2 时，

它们中的任意两个事件都相互独立(称为两两独立)。但 n 个事件两两独立不能保证这 n 个事件相互

独立。实际问题中，往往根据问题的实际意义来判定独立性。 
（三）事件独立在概率计算中的应用 

 二、贝努利概型 

（一）独立重复试验 
在两个或多个独立试验中，若同一事件在各个试验中出现的概率相同，则称它们是独立重复试

验。 
（二）贝努利概型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随机试验，称为 n 重贝努利试验。 
1．试验可以独立重复的进行 n 次； 
2．试验只有 A 与 A 两个结果； 
3．每次试验中，试验 A 出现的概率不变，即 )10()( <<= ppAP 为常数； 

在 n 重贝努利试验中，事件 A 出现 k (0≤k≤n)次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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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ppCkP knkk
nn ,,2,1,0,)1()( L=−= −  

此公式称为二项概率公式。 
（三）贝努利概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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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一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10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变量的概念，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概念及其性质；  
2．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离散型随机变量常见分布； 
3．连续性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函数，连续性随机变量常见的分布； 
4．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的概念，掌握其性质； 
2．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其分布列的概念和性质； 
3．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其概率密度函数的概念和性质； 
4．会利用分布列、概率密度函数及分布函数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5．熟练掌握二项分布，泊松(Pisson)分布，正态分布，了解均匀分布和指数分布；  
6．会求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本章重点与难点：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分布函数、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密度函数、二项分布、

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及其查表计算。 
本章重点与难点： 
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求法，密度函数的概念，随机变量及其函数的分布求法。 
学时分配：10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习题四 

第一节  随机变量与分布函数 

一、随机变量的概念 

（一）随机变量的定义 
设 E 为随机试验，它的样本空间为Ω={ω}。若对于每一个样本点ω∈Ω，都有唯一确定的实

数 X (ω)与之对应，则称 X(ω)是一个随机变量(可简记为 X)。常用大写字母 X，Y，Z 等表示。 
（二）引入随机变量的意义 
（三）随机变量的分类 
1．离散型随机变量与非离散型随机变量（主要是连续型随机变量） 
2．一元随机变量与多元随机变量 

二、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一）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定义 
对于随机变量 X 和任意实数 x，称函数 )()( xXPxF ≤= 为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函数。它在点 x

处的值是事件{X≤x}的概率。 
（二）分布函数 )(xF 的性质 
1. )(xF 是单调不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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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F 右连续，即对任意的 0x ∈R，有 )()(lim)( 0
0

xFxFxF
xx

==
+→

 

3． 0)(lim)( ==−∞
−∞→

xFF
x

， 1)(lim)( ==+∞
+∞→

xFF
x

 

第二节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定义 
1．一个随机变量的一切可能的取值为有限个或可列无穷多个，则称它为离散型随机变量。 

2．X 是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其一切可能值为 },,,{ 21 LL nxxx ，且 X 取各值时的概率为 

,,2,1,}{ L=== kpxXP kk  

其中 ),2,1(0 L=≥ kpk ，且 1
1

=∑
∞

=k
kp ，则称上式为 X 的概率分布，常记为 

⎭
⎬
⎫

⎩
⎨
⎧

L

L

L

L

n

n

p
x

pp
xx

X～
21

21  

3．对于任意实数 ba < ，有 ∑
≤≤

==≤≤
bxa

k
k

xXPbXaP )()(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表示方法 
1．列表法 
2．图示法 
3．公式法 
（三）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二、几种重要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一）超几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nk
C
CC

kXP n
N

kn
MN

k
M ,,1,0)( L===

−
−  

其中 N,M,n 均为正整数，且 NnNM ≤≤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N,M,n 的超几何分布。 
（二）几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10,,2,1)1()( 1 <<=−== − pkppkXP k L  

则称 X 服从几何分布。 
（三）二项分布 
设事件 A 在任一次试验中出现的概率为 P，则在 n 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 A 发生的次数 k 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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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1,2，…,n,且它的概率分布为 nkppCkXP knkk
n L,3,2,1)1()( =−==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n,p 的二项分布，记为 ),( pnBX～  
（四）泊松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λ
κ

κ
λ −

!
== ekXP )( ，k＝0,1,2, …, （ 0>λ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 

三、几个分布之间的关系 

（一）二项分布与超几何分布 
当 N,M 充分大，而 n 相对 N 充分小时，超几何分布与二项分布有如下的近似： 

kn
k

k
nn

N

kn
MN

k
M

N
M

N
MC

C
CC −

−
− −⎟

⎠
⎞

⎜
⎝
⎛≈ )1(  

（二）二项分布与 0—1 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nXXX ,,, 21 L 相互独立，且都服从 0—1 分布，则 nXXX +++ L21 服从二项分布

B(n,p) 
（三）二项分布与泊松分布 
如果 X 服从二项分布 B(n,p)，且 n 充分大（n≥100）,p 充分小（p<0.1）,而 np 适中，则有

如下近似公式： nke
k

npppC np
k

knkk
n L,3,2,1,0

!
)()1( =≈− −−  

第三节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一、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一）问题引入 
（二）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密度函数的定义 
对于随机变量 X，其分布函数为 )(xF ，如存在非负可积函数 )(xf ,使得对于任意实数 x，有      

∫ ∞−
=

x
dttfxF )()( ，则称 X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 )(xf 称为 X 的概率密度函数。 

（三）概率密度函数的性质 
性质 1： +∞<<∞≥ xxf -0)( ， ； 

性质 2： 1)( =∫
+∞

∞−
dxxf ； 

性质 3： 对于任意实数 )(, baba < ，都有 ∫=≤<
b

a
dxxfbXaP )()(   

注意： 
连续型随机变量 X 取任何给定值的概率等于 0，则 { } 0== aXP 。所以有 

)()()()()( bXaPbXaPbXaPdxxfbXaP
b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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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与概率密度的关系 
对于一个随机变量 X，其分布函数 )(xF 与概率密度 )(xf 之间有如下关系： 

对于 )(xf 的任一连续点 x，均有
dx

xdFxFxf )()()( =′=  

二、几种重要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一）均匀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

，

其他0

ba1
)(

x
abxf  

则称 X 在区间 ),( ba 内服从均匀分布，记为 X～ ),( ba ,其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bx

bxa
ab
ax

ax

xF

1

,0

)(  

（二）指数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

，，

，，

00
0

)(
x

xe
xf

xλλ
 

则称 X 为服从参数为λ（λ >0）的指数分布，记为 X～ )(λe ,其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00
01

)(
x

xe
xF

xλ

 

（三）正态分布 

1．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2

2

2
)(

2
1)( σ

μ

σπ
ϕ

−
−

=
x

ex ,  Rx∈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2,σμ 的正态分布，记为 X～N（ 2,σμ ），其中参数μ ∈R， 0>σ 。 

2．正态概率密度函数
2

2

2
)(

2
1)( σ

μ

σπ
ϕ

−
−

=
x

ex 的图形是一条钟罩形曲线，称之为正态曲线。 

它有如下性质： 
性质 1：曲线关于直线 μ=x 对称； 

性质 2：当 μ=x 时， )(xϕ 达到 大值
σπ2

1
； 

性质 3：曲线以 x 轴为渐近线； 
性质 4：当 σμ ±=x 时，曲线有拐点； 
性质 5：若固定 μ ，改变σ 的值，σ越小，曲线“越瘦越高”；σ越大，曲线“越矮越胖”。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68 

3．标准正态分布 
当μ ＝0,σ ＝1 时，称 X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记为 X～N（0,1） 

标准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分别用 )(0 xϕ 和 )(0 xΦ 表示，即 

Rxex
x

∈=
−

,
2
1)( 2

0

2

π
ϕ  

 ∫ ∞−
=Φ

x

O dtx (t) )(0 ϕ ＝ ∫ ∞−

−x
t

dte 2

2

2
1
π

, Rx∈ 。 

4．正态分布的性质 

性质 1：对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X，其密度函数 )(0 xϕ 是偶函数； 

性质 2：如果随机变量 X～N（ 2,σμ ），则
σ
μ−X ～N（0,1）； 

性质 3：设 X～N（0,1），对于给定的 )10(, << aa ； 

如果 αμ 满足 αϕ
α

α ==> ∫
+∞

Z
dxxZXP )()( 0

，即 αα -1)(0 =Φ Z ，则称 αZ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上

侧α分位数；如果 αZ 满足 ( ) ααα −=−Φ−Φ 1)(00 ZZ ，则称 αZ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双侧分位数. 

5．正态分布的概率计算及应用 

第四节  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一、问题的提出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设 X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为 L,2,1)( === kpxXP kk  

则随机变量函数 )(XgY = 取值 )( kxg 的概率为 L,2,1))(( === kpxgYP kk  

如果函数值 )( kxg 中有相同的数值，则将它们相应的概率之和作为随机变量 )(XgY = 取该值的

概率，就可以得到 )(XgY = 的概率分布。 

三、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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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二维随机向量的联合分布函数与边缘分布函数 
2．二维离散型随机向量及其概率分布 
3．二维连续型随机向量及其分布 
4．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定义及其判别 
5．机变量的简单函数的概率分布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的概念、性质及其两种基本形式：

离散型联合分布律和连续型联合概率密度，并会用他们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2．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的概念

及其性质，并掌握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联合分布的关系； 
3．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概念,熟练掌握应用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并进行概率计算； 
4．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简单函数的分布，会求两个随机变量的和的分布， 大值及 小

值的分布； 
5．知道二维均匀分布, 二维正态分布。 
重点与难点：联合分布、边缘分布及其求法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 

第一节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一、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函数的概念 

设二元函数 ),( 21 XXF ＝ ),( 2211 xXxXP ≤≤ 为二维随机变量 21, XX 的分布函数或随机变量

21 , XX 的联合分布函数。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与边缘概率分布 

(一) 联合概率分布 
设 X 和 Y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其可能的取值分别为{xi}和{yi},则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分布表示

为： L,2,1,),( ==== jipyYxXP ijji ，其中 0≥ijp ，∑∑ =
i j

ijp 1。 

（二）边缘概率分布 

分别称 L,2,1,)( === ∑ jipxXP
j

iji  

L,2,1,)( === ∑ jipyYP
i

ijj  

为 X 和 Y 关于其联合分布的边缘概率分布。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和边缘分布用下面的表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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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  2y  … jy  … )( ixXP =  

1x  11p  12p  … jp1
 … ∑

=1
1

j
jp  

2x  21p  22p  … jp2  … ∑
=1

2
j

jp

M M M M M M M 

ix  1ip  2ip  … ijp  … ∑
=1j

ijp  

M M M M M M M 

)( iyYP =  ∑
=1

1
i

ip  ∑
=1

2
i

ip  
… ∑

=1i
ijp  

… 1 

 

三、条件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 

（一）条件概率分布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分布为： 

L,2,1,),( ==== jipyYxXP ijji  

对于给定的 j，如果 0)( >= jyYP ,则称 

L,2,1,
}{

},{
)(

.

==
=

==
=== ji

p
p

yYP
yYxXP

yYxXP
j

ij

j

ji
ji ,    

为在条件 jyY = 下的 X 的条件概率分布。 

（二）随机变量独立 

设 ( )YX , 是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如果有 

),2,1,()()(},{ L====== jiyYPxXPyYxXP jiji  

则称 X 与 Y 是相互独立的. 

四、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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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与边缘分布 

一、联合概率密度与边缘概率密度 

（一）联合概率密度 
设 X 和 Y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联合分布函数为 F(X,Y)，如果存在非负可积函数 )( yxf ， ，使

得对任意实数 x 和 y ，均有 F(X,Y)＝ ∫ ∫∞− ∞−

y x
dudvvuf ),(  

则称 )( yxf ， 为二维随机变量(X,Y)的概率密度或随机变量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密度. 
（二）联合概率密度的特征 
1． )( yxf ，  ≥0 

2． 1),( =∫ ∫
+∞

∞−

+∞

∞−
dxdyyxf  

3．如果 )( yxf ， 在点 ( )yx, 处连续，则
yx

yxFyxf
∂∂

∂
=

),(),(
2

 

4．(X,Y)落在 xOy 平面上区域 G 内的概率为 ∫∫=∈
G

dxdyyxfGYXP ),(}),{( 。 

（三）边缘概率密度 

随机变量 X 与 Y 的概率密度 )(xf X 和 )(yfY 可以由其联合概率密度 ),( yxf 得到 

dyyxfxf X ∫
+∞

∞−
= ),()( ， dxyxfyfY ∫

+∞

∞−
= ),()(  

它们分别称为联合概率密度 ),( yxf 的边缘概率密度。 

二、条件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 

（一）条件概率密度 

设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X 与 Y 的联合概率密度为 ),( yxf ，X 的边缘概率密度为 )(xf X 。若

对于任意的 x， 0)( >xfX ，则称
)(
),()(

xf
yxfxyf

X
XY = ， Ry∈ 为 Y 在条件 xX = 下的条件概率密

度。 

同样可以定义 X 在条件 yY = 下的条件概率密度 )( yxf YX 为： 

Rx
yf
yxfyxf

Y
YX ∈= ,

)(
),()(  

（二）联合概率密度与条件概率密度和边缘概率密度之间有如下关系： 

)()()()(),( yxfyfxyfxfyxf XYYX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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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机变量独立 

设 ( )YX ,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如果有 )()(),( yfxfyxf YX= ，则称 X 与 Y 是相互独立的。 

三、几种重要的二维连续型随机向量 

（一）二维均匀随机向量 
（二）二维正态随机向量 

四、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一）随机变量和的分布 
设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 YX 的联合概率密度为 ),( yxf ，则 YXZ +=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dyyyzfdxxzxfzf Z ),(),()(  

如果随机变量 X 与 Y 独立，则上式可化为 

∫∫
+∞

∞−

+∞

∞−
−=−= dyyfxzfdxxzfxfzf YXYXZ )()()()()(  

其中 )(xf X 和 )(yfY 分别为 X与 Y的边缘概率密度。上面的公式称为卷积公式，并记 YX ff ∗ ，

即     =∗ YX ff ∫∫
+∞

∞−

+∞

∞−
−=−= dyyfxzfdxxzfxf YXYX )()()()(  

（二）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设二维随机变量 ),( YX 的概率密度为 ),( yxf ，则随机变量函数 ),( YXgZ = 的分布函数为 

dxdyyxfzZPzF
zyxg

Z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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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定义及其性质，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2．随机变量方差的定义及其性质  
3．协方差，相关系数的定义与计算公式  
4．几种重要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掌握他们的性质与计算方法； 
2．会计算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3．熟记二项分布，泊松分布，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知道均匀分布，指数分布的数学

期望与方差； 
4．了解协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掌握他们的性质与计算方法。 
重点与难点：期望、方差及其性质和计算， 
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习题三 

第一节  数学期望 

一、数学期望的概念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kk pxXP == }{     k=1,2,…， 

如果无穷级数∑
∞

=1k
kk px 绝对收敛，则称此级数的和为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或均值)，记作

E(X)或 EX，即 ∑
∞

=

=
1k

kk pxEX 。 

（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设连续型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xf ，如果广义积分 ∫
+∞

∞−
dxxxf )( 绝对收敛，则称此积分

值为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记作 EX，即 ∫
+∞

∞−
= dxxxfEX )( 。 

如果上述级数或积分不绝对收敛，则称此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不存在。 

二、数学期望的性质 

（一）对于常数 C，有 EC=C 
（二）对于常数 C 及随机变量 X，有 E(CX)=CE(X) 
（三）设 X 和 Y 为两个随机变量，则 E(X+Y)=E(X)+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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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随机变量 X 和 Y 独立，则 E(XY)=E(X)E(Y)  

三、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设 )(xgy = 为连续函数，而 X 是任一随机变量，则随机变量 )(XgY = 的数学期望可以通过

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直接求出：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Xdxxfxg

XxXPxg
XEgEY k

kk

)()(

}{)(
)(

 
对于二元函数 ),( YXgZ = ，仍有类似公式： 

⎪
⎩

⎪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YXdxdyyxfyxg

YXyYxXPyxg
YXEgEZ

ji
i j

ji

,)),(),(

,},{),(
),(

 

四、条件期望 

五、数学期望的应用 

第二节  方  差 

一、方差的概念及其简化计算公式 

设 X 是一随机变量，如果数学期望
2)( EXXE − 存在，则称之为 X 的方差，记作 DX。 

DX 称为 X 的标准差。 

计算方差的简便公式是： 22 )(EXEXDX −=  

二、方差的性质 

（一）设 C 是常数，则 DC=0 

（二）设 X 是随机变量，C 是常数，则 D(X+C)=DX， DXccXD ⋅= 2)(  

（三）设随机变量 X 与 Y 相互独立，则 DYDXYXD +=± )(  

（四） 0≥DX ，并且 DX=0 当且仅当以概率 1 取常数，即 1}{ == cXP ，其中 EXc =  

三、常用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一）如果 X 是服从 0—1 分布的随机变量，即 1,0,)1(}{ 1 =−== − kppkXP kk  

则 pEX = , )1( ppDX −=  

（二）如果 X～ ),( pnB ，则 npEX = ， )1( pnp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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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 X～ )(λP ，则 λ== DXEX  

（四）如果 X～ ),( baU ，则
2

baEX +
= ，

12
)( 2abDX −

=  

（五）如果 X～ )(λe ，则
λ
1

=EX ，
2

1
λ

=DX  

（六）如果 X～ ),( 2σμN ，则 μ=EX ， 2σ=DX  

四、随机变量的标准化 

)1,0(~),,(~ 2 NXNX
σ
μσμ −

则若  

第三节  协方差及相关系数 

一、协方差的概念及其计算 

随机变量 X 和 Y 的协方差定义为 

=),cov( YX EYEXXYEEXYEXXE ⋅−=−− )())((  

⎪
⎩

⎪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其中

YXdxdyyxxyf

YXyYxXPyx
XYE

ji
i j

ji

,),(

,},{
)(  

二、相关系数的概念及其计算 

随机变量 X 和 Y 的相关系数定义为 

DYDX
EYEXXYE

DYDX
YX

⋅
⋅−

=
⋅

=
)(),cov(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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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教学大纲 

第五章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切比雪夫不等式 
2．贝努里大数定律和切比雪夫大数定律 
3．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和德莫弗--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  
2．了解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及贝努里大数定律； 
3．理解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德莫佛──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并会用相关定理近

似计算有关随机事件的概率； 
4．网上搜索相关数理统计学家的资料，熏陶学生的科学研究精神。 
重点与难点：中心极限定理的实质及其应用，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五 

第一节  大数定律 

一、切比雪夫不等式 

（一）切比雪夫不等式 
设随机变量 X 有期望 EX 和方差 DX ，则对于任给ε> 0， 

2}|{|
ε

ε DXEXXP ≤≥−有 ，
21}|{|

ε
ε DXEXXP −≥<−或  

（二）切比雪夫不等式应用         

二、大数定律 

（一）依概率收敛 

对于随机变量序列 1X , 2X ,…, nX …,如果存在一个常数 A，对于任意给定的 0>ε ，总有 

1}{lim =<−
∞→

εAX nn
，则称随机变量列 1X , 2X ,…, nX …依概率收敛于 A，记作 AX P

n ⎯→⎯ 。 

（二）切比雪夫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各有数学期望 EXi 和有限的方差，并且方差有

共同的上界，即 D(Xi) ≤l，i=1,2, …，则对任意的ε>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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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lim
1 1

=<−∑ ∑
= =

∞→
ε

n

i

n

i
iin

EX
n

x
n

P  

（三）独立同分布的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并且具有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若期望 μ=iEX 和方差

2σ=iDX 存在（ i ＝1,2,…,），则对于任意 0>ε ,有 

1}1{lim
1

=<−∑
=

∞→
εμ

n

i
in

x
n

P 。即 px
n

X P
n

i
i ⎯→⎯= ∑

=1

1
 

（四）贝努里大数定律 
在独立试验序列中，当试验次数 n 无限增大时，事件 A 的频率 X/n（X 是 n 次试验中事件 A

发生的次数）依概率收敛于它的概率 )(APp = 。即对于任意 0>ε ，有 

1}{lim =<−
∞→

εP
n
XP

n
 

贝努里大数定律表明，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n 次重复独立试验，当 n 充分大时，随机事件 A 发

生的频率稳定在事件 A 发生的概率 P(A)附近，即贝努里大数定律是反映频率稳定性的数学定理。 
（五）辛钦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只要数学期望 μ=iEX ( i =1,2,…)存在，

则对于任意 0>ε ，有 1}1{lim
1

=<−∑
=

∞→
εμ

n

i
in

x
n

P  

第二节  中心极限定理 

一、中心极限定理的客观背景 

二、李雅普诺夫定理 

（一）李雅普诺夫定理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列，其数学期望 iiEX μ= 和方差 +∞<= 2
iiDX σ ( i＝

1,2,…)，若每个 iX 对总和 n

n

k
k XXXX +⋅⋅⋅++=∑

=
21

1

影响不大，令 2/1

1

2)(∑
=

=
n

k
inS σ ，则有： 

∫∑ ∞−

−

=
∞→

=<−
x

tn

i
in

n
n

dtexX
S

P 2

1

2

2
1})(1{lim
π

μ
 

（二）推论：列维.林德伯格（Levy－Lindberg）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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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列，其数学期望 μ=iEX 和方差 02 ≠=σiDX 均存

在， i＝1,2,…，当 n 充分大时， n

n

k
kn XXXXY +⋅⋅⋅++==∑

=
21

1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 

即对于任意实数 x，有 ∫
∑

∞−

−=

∞→
=<

−
x

t

n

i
i

n
dtex

n

nX
P 21

2

2
1}{lim
πσ

μ
 

三、拉普拉斯定理  

（一）棣莫弗-拉普拉斯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和 p 的二项分布，即 X～B(n,p)， )10( << p ，则对于任意正数 x，

有 

∫ ∞−

−

∞→
=≤

−

− x
t

n
dtex

pnp
npXP 2

2

2
1}

)1(
{lim

π
 

即当 n 很大时，二项分布以正态分布为极限 )1(, 2 pnpnp −== σμ 。 

（二）拉普拉斯局部极限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p（0<p<1）的二项分布，则对任意 x，有 

knkk
n qpCkXP −== )( 2

2

2
)(

2
1 σ

μ

σπ

−
−

≈
x

e ， npqnp == 2,σμ其中：  

（三）拉普拉斯积分极限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p（0<p<1）的二项分布，则对任意 x，有 

knkk
n

k
qpCbXaP −∑=<< )( )()( 00 npq

npa
npq

npb −
Φ−

−
Φ=  

四、中心极限定理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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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理统计初步（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总体和样本，样本的联合分布 
2．统计量与样本的数字特征  
3．数据整理与数据描述性分析 
4．SPSS 软件简介及初步使用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总体，个体，样本，统计量；  
2．了解经验分布函数和直方图的作法； 
3．掌握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  
4．了解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及数据特征的度量指标； 
5．掌握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的初步方法； 
重点与难点：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的步骤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七 

第一节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一、总体与样本 

（一）总体与个体：研究对象的全体称为总体，组成总体的每个基本单元称为个体或样品。 
（二）样本、简单随机样本、样本容量及样本观测值 
按一定规定从总体中抽出的一部分个体，所谓“按一定规定”是指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均有同

等的被抽出的机会，也可以说 n 个独立且与总体 X 同分布的随机变量 ),,( 1 nXX L 为来自总体 X 的

一个简单随机样本，简称为样本或一组样本， ),,1( niX i L= 称为第 i 个样本，n 称为样本容量。样

本的具体观测值 ),,( 1 nxx L 称为样本值。对于总体 X 的 n 次独立重复观测，称作来自总体 X 的 n

次简单随机抽样。 
（三）总体、样本、样本值的关系 

二、理论分布与经验分布 

（一）理论分布 
（二）经验分布 

设 nxxx ,,, 21 L 为来自总体 X 的一组样本观察值，将其按大小顺序重新排列为 

***
21 n

xxx ≤≤≤ L
 

对于任意实数 x，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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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1

*

*

,1

)1,,2,1(,

,0

)(

1

n

kkn

xx

nkxxx
n
k

xx

xF L  

为总体 X 的经验分布函数。 
（二）样本分布函数 

三、样本的数字特征 

设 ),,( 1 nXX L 是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 

（一）样本均值： ∑
=

=
n

i
iX

n
X

1

1  

（二）样本方差： )(
1

1)(
1

1 2

1

2

1

22 XnX
n

XX
n

S
n

i
i

n

i
i −

−
=−

−
= ∑∑

==

，S 称为样本标准差。 

（三）样本 k 阶原点矩： ,
1

2∑
=

=
n

i
ik XA    L,2,1=k  

（四）样本 k 阶中心矩： ∑
=

−=
n

i
ik XXB

1

2)( ， L,2,1=k  

第二节  数据整理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法 

（一）统计表 
1．数据不分组的频次分布表 
2．数据分组的频次分布表 
3．数据交叉分布表 
（二）统计图 
1．饼图 
2．条形图 
3．直方图 

二、数据特征的度量指标 

（一）集中趋势的度量 
（二）离散趋势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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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统计的 SPSS 实现过程 

一、SPSS 软件简介 

二、建立 SPSS 数据文件的方法 

三、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简单操作步骤 
（二）实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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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抽样分布（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统计量及抽样分布的定义 
2．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样本方差的分布 

3．三个重要抽样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统计量的概念；  
2．掌握几种常用的抽样分布及其结论； 
3．理解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 

4．理解三个重要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5．掌握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构成模式； 

6．理解分位数的概念，掌握几种重要分布的分位数及查表计算法。 

重点与难点：常用的抽样分布及其结论、三个重要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

质、几种重要分布的分位数概念及查表计算法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七 

第一节  统计量及其分布 

一、统计量及抽样分布的概念 

完全由样本决定的量，叫做统计量。统计量只依赖于样本，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其他未知的量，

特别是它不能依赖于总体分布中所包含的未知参数。 
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它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分布称为抽样分布。 

二、正态总体的重要的抽样分布定理 

（一）一个正态总体 

设总体 X～ ),( 2σμN ， nXX ,,1 L 是来自 X 的简单随机样本，X 和
2S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

差。 
1．样本线性和的分布 

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Xi 服从正态分布 ),( 2
iiN σμ ，则它们的线性函数 

不全为零）i

n

i
ii aXa (

1
∑
=

=η ，也服从正态分布， ∑ ∑
=

==
n

i
iiii aDaE

1

22, σημη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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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本均值的分布 

X ～ ),(
2

n
N σμ ，即 )1,0(~ N

n

X
σ

μ−  

（二）两个正态总体样本均值差的分布  

设总体 ),(~ 2
11 σμNX ，总体 ),(~ 2

22 σμNY ， mXX ,,1 L 和 nYY ,,1 L 是分别来自总体 X 和总体

Y 的简单随机样本，
2, XSX 和

2, YSY 是相应的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则样本均值差的分布为 

),(~
2
2

2
1

21 nm
NYX σσ

μμ +−−  

三、三个重要抽样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一）卡方分布（
2χ 分布） 

1．卡方分布的定义 

设 nXX ,,1 L 为n个来自标准正态总体的一个样本，则称 22
1 nXXX L+= 服从自由度为n的

2χ

分布，记为 X ～ )(2 nχ ，其概率密度为： 

⎪
⎪
⎩

⎪⎪
⎨

⎧

≤

Γ=

−−

0,0

0,
)

2
(2

1

)(

2
1

2

2

x

xex
nxf

xn

n f

 

2．定理 

（1）设 X 服从正态分布 N(0,1), 则随机变量 X2 服从 )1(2χ 分布。 )1(~ 22 χχ即： 。 

（2）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都服从正态分布 N(0,1)，则随机变量 

22
2

2
1

2
nXXX +++= Lχ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2χ 分布。 

3． 2χ 分布的性质—
2χ 分布具有可加性 

如果 X～ )(2 mχ ，Y～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 X+Y～ )(2 nm +χ . 

4．推论 

（1）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正态分布 ),,( 2σμN 则 

)(~)(1 2

1

2
2

2 nX
n

i
i χμ

σ
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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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 (0,1)，则有 

∑
=

=
n

i
iX

n
X

1

1
相互独立与∑

=

−
n

i
i XX

1

2)( ，且 )1(~)( 2

1

2 −−∑
=

nXX
n

i
i χ  

（3）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正态分布 ),,( 2σμN 则有 

∑
=

=
n

i
iX

n
X

1

1
相互独立与∑

=

−
n

i
i XX

1

2)( ，且有 )1(~)(1 2

1

2
2 −−∑

=

nXX
n

i
i χ

σ
 

（4）样本方差的分布 

设 nXXX ,,, 21 L 是取自正态总体 ),( 2σμN 的样本， 2SX和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则有 

相互独立和 2SX ，且 )1(~)1( 2
2

2

−
− nSn χ
σ

。  

5． 2χ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2χ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χ => )}({ 2 nXP a 的 )(2 naχ 为 )(2 nχ 的上侧分位数。 

（二）t 分布 
1．t 分布的定义 

(1) 设随机变量 X～ )1.0(N ，Y )(~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称随机变量

n
Y
XT =  服

从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记作 T～ )(nt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Rx
n
x

nn

n

xf
n

∈+
Γ

+
Γ

=
+

−
,)1(

)
2

(

)
2

1(
)( 2

12

π
 

(2) 具有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的随机变量 T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为： 
E(T)=0，D(T)= n / (n-2)。 对 n >2     
2．t 分布的性质  

(1) t 分布的密度函数关于 x=0 对称，且 0);(lim =
∞→

nxf
x

 

(2) 当 )( nt 的自由度 n 非常大时， )( nt 分布趋近于标准正态分布(但当 n 较小时，t 分布与标

准正态分布相差很大)，即 )(
2
1)(lim 0

2

2

xexf
x

n
ϕ

π
==

−

∞→
 

3．定理 

（1）设 nXXX ,,, 21 L 是取自正态总体 ),( 2σμN 的样本， 2SX和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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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1(~ −
− nt

nS
X μ

 

（2）两总体样本均值差的分布 

，，设 ),(~),(~ 2
2

2
1 σμσμ NYNX 且 X 与 Y 独立，

1
,,, 21 nXXX L 是取自 X 的样本， 

2
,,, 21 nYYY L 是取自 Y 的样本， YX和 分别是这两个样本的样本均值，

2
2

2
1 SS 和 分别是这两个

样本的样本方差，则有 )2(~
11

2
)1()1(

)(
21

2121

2
22

2
11

21 −+

+
−+
−+−

−−− nnt

nnnn
SnSn

YX μμ  

4．t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T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α => )}({ ntTP 的 )(ntα 为 )( nt 的上侧分位数。 

由于 t 分布的概率密度是偶函数，故 =− )(1 nt α )(- ntα 。 

（三）F 分布 
1．F 分布的定义 

设随机变量 X～ )( 1
2 nχ ，Y～ )( 2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称随机变量

2

1

n
Y

n
X

T =  服从自

由度为 ),( 21 nn 的 F 分布，记作 F～ ),( 21 nnF 。其概率密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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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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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期望为：
2

)(
2

2

−
=

n
nXE ，若 n2>2，即数学期望并不依赖于第一自由度 n1. 

2．F 分布的性质 

如果 F～ ),( 12 nnF ，则
F
1

～ ),( 21 nnF  

3．定理：两总体样本方差比的分布 

，，设 ),(~),(~ 2
2

2
1 σμσμ NYNX 且 X 与 Y 独立，

1
,,, 21 nXXX L 是取自 X 的样本， 

2
,,, 21 nYYY L 是取自 Y 的样本， YX和 分别是这两个样本的样本均值， 2

2
2

1 SS 和 分别是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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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样本方差，则有 )1,1(~ 212
2

2
2

2
1

2
1 −− nnF

S
S

σ
σ

。 

4．F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F 服从自由度为 ),( 21 nn 的 F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α => )},({ 21 nnFFP 的 ),( 21 nnFα 为 ),( 21 nnF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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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参数估计（10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点估计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2．参数的矩估计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均估计量的求法 
3．参数 大似然估计法的基本思想，及其 大似然估计的求法 
4．参数的区间估计方法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区间估计的优良标准：⑴可靠性；⑵精确性；掌握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

性、一致性）； 
2．理解参数点估计的概念，熟练掌握求点估计的两种方法：矩估计法（一阶，二阶）与极大

似然估计法； 
3．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熟练掌握求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方差已知或未知)、方差、标准差

的的区间估计； 
4．掌握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各正态总体方差已知或各正态总体方差未知但相等)和方差比

的区间估计； 
5．解总体比率的近似区间估计。 
重点与难点：  
用极大似然法求估计量、区间估计公式的推导 
学时分配：10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八 

第一节  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一、估计量好坏的评价标准 

（一）无偏性：若 θθ =ˆE 成立，则称θ̂ 为θ 的无偏估计。  

（二）有效性：设 1̂θ ， 2θ̂ 是θ 的两个无偏估计量，若 21
ˆˆ θθ DD ≤ ，则称 1̂θ 比 2θ̂ 有效。若在θ 的

一切无偏估计量中，θ̂ 的方差达到 小，则称θ̂ 为θ 的有效估计量。 

（三）一致性：若当 ∞→n 时，θ̂ 依概率收敛于θ ，即任给 ( ) 1ˆlim,0 =<−>
∞→

εθθε P
n

， 

则称θ̂ 为参数θ 的一致估计。  

二、获得估计量的方法 

（一）矩估计法：以样本矩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估计，以样本矩的函数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同

一函数的估计。常用的是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值。 
1．矩估计法的基本原理 
其理论依据是大数定理。即样本矩依概率收敛于总体的相应矩，样本矩的连续函数依概率收敛

于相应总体矩的连续函数。 
2．矩估计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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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总体 X 中包含 k 个未知参数 kθθθ ，，， L21 ，则可建立如下 k 个方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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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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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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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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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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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
n

A

EXX
n

A

LLLL

， 

上述方程的右端实际上包含有未知参数 kθθθ ，，， L21 。这是一个包含 k 个方程、k 个未知量

的方程组，从中解得： ),,,(ˆ
2111 nXXX Lθθ = ， 

),,,(ˆ
2122 nXXX Lθθ = ， 

…， ),,,(ˆ
21k nk XXX Lθθ = ， 

它们就是参数 kθθθ ，，， L21 的矩估计量。 

3．样本均值、方差的矩估计 

当 22 ,),,( σμσμX～ 未知时，其矩估计量分别为 ∑
=

−==
n

I
i XX

n
X

1

22 )(1ˆ,ˆ σμ  

（二）极大似然法 

利用总体 X 的分布 ),,,;( 21 kxF θθθ L 的已知表达式及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来建立未知参数 iθ

的估计量 ),,2,1(),,,,(ˆ
21ii kiXXX n LL == θθ 的一种基于极大似然原理的统计方法。对于离散型

随机变量就是估计概率函数中的参数θ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就是估计概率密度中的参数θ 。 
求极大似然估计(MLE)的一般步骤： 

1．似然函数：设总体 X 概率函数为 ),( θxf ， nXX ,,1 L 为来自总体的一组简单随机样本，则

称函数 )();()( 1 θθθ ；nXfXfL L= 为似然函数，称函数 )(ln θL 为对数似然函数。 

2． 大似然估计量：对于给定的样本 nxx ,,1 L ，使似然函数 )(θL 或对数似然函数 )(ln θL 达

到 大值的参数值θ̂ ，称为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值。对于简单随机样本 nXX ,,1 L ，称是 )(θL

达到 大的θ̂ ＝ ),,(ˆ 1 nXX Lθ 为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值。 

3．似然方程：为求 )(θL 或 )(ln θL 的 大值，利用求导（或偏导）方法，可以得到方程 
这个方程就称为参数θ 的似然方程。如果 ),( 21 θθθ = 是二维的，则似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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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似然方程的解是 大似然估计量。若在有些情况下，似然函数关于θ 的导

数不存在，这时应用其它方法，如用定义求解 大似然估计量。 

大似然估计有如下性质：设θ̂ 是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量，对于θ 的函数 )(θg ，若 )(θg

具有单值反函数，则 )ˆ(θg 是 )(θg 的 大似然估计量。 

第二节  参数的区间估计 

一、参数区间估计的概念 

（一）参数区间估计的提出背景 
（二）置信区间的定义 

对于总体 X，其未知参数为θ ，设 nXX ,,1 L 为来自总体的 X 的简单随机样本，对于给定的

α )10( << α ，如果两个统计量 ),,(ˆ
111 nXX Lθθ = 和 ),,(ˆ

122 nXX Lθθ = 满足 

αθθθ −=<< 1}ˆˆ{ 21P  

则称随机区间 )ˆ,ˆ( 21 θθ 为未知参数θ  置信度 α−1 的置信区间。 1̂θ 和 2̂θ 分别称为置信下限和置

信上限， α−1 置信度或水平。 
（三）求置信区间的一般步骤 

二、单个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 

（一）总体分布未知时均值的区间估计 
（二）单个正态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设总体 X～ ),( 2σμN ， nXX ,,1 L 为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X 是样本均值，
2S 是样本

方差。 

1．总体方差
2σ 已知时μ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
⎠

⎞
⎜⎜
⎝

⎛
+−

n
uX

n
uX σσ

αα
22

,
 

2．总体方差
2σ 未知时μ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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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区间估计 
2σ 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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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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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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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与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一）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的区间估计 
（二）两个正态总体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四、参数的单侧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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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假设检验 （10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统计假设，检验法则，两类错误 
2．假设检验的一般步骤  
3．正态总体的参数检验（单个总体均值 u 和方差的检验，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

假设检验） 
4．非参数的假设检验 
5．成对数据的假设检验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假设检验的概念，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知道假设检验的分类：参数假设检验和

非参数假设检验, 理解两类错误的不同以及产生这两类错误的原因；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2．掌握一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和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与方差比的假设检验方法； 
3．掌握两个正态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 

4．了解关于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方法--- 2χ 检验法； 

5．了解成对数据的假设检验方法； 
6．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假设检验； 
重点与难点： 
重点：总体分布假设检验的步骤、难点：总体分布作假设检验的计算、 
学时分配：10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九 

第一节  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 

关于总体的论断或命题、猜测或推测等就是假设。两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假设 0H 和 1H ，其中 0H

称为原假设或零假设， 1H 称为备选假设或对立假设。对于原假设的选取，要考虑到易于统计分析。

根据样本，按照某种法则，确定在原假设 0H 与被选假设 1H 之中接受其一，就是假设检验。 

二、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 

当原假设 0H 为真时，我们却拒绝了 0H ，即认为备选假设 1H 是正确的，则称为第一类错误，

或称弃真错误，即把本来为真的假设错误地拒绝了；当 0H 不正确时，我们却接受了 0H ，即认为 0H

是正确的，则称为第二类错误，或称存伪错误，即把本来不真的假设错误地接受了。 
即犯两类错误的概率为：P{拒绝 H0|H0 为真}=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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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接受 H0|H0不真}=β      
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α 称为显著性水平。 
说明： 
两类错误是互相关联的，当样本容量固定时，一类错误概率的减少导致另一类错误概率的增加。 
要同时降低两类错误的概率 βα , ，或者要在α 不变的条件下降低β ，需要增加样本容量。 

三、显著性检验 

对于一个假设检验法则，当样本取定后，我们无法同时使其犯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都很小，在此情况下，我们总是控制其犯第一错误的概率，使其不大于给定的 )10( << αα  。这

种检验问题就称为显著性检验问题，给定的数α 称为显著性水平，一般取α 为 0.1,0.05,0.01 等值。 

四、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基本原理：依据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即在检验假设时，

如果在一次试验(或观察)中，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就认为是不合理的，即表明原假设不成立。 

五、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常选用一个统计量 T，称为检验统计量；当 T 在某个区域 W 上时，就

拒绝 0H ，否则就不能拒绝 0H ，称区域 W 为 0H 的拒绝域，而拒绝域 W 的选取是通过控制其第一

类错误概率而进行的。一个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 

（一）根据实际问题，确定原假设 0H 和备选假设 1H ； 

（二）规定显著性水平 )10( << αα ； 

（三）建立检验准则，即确定检验统计量及 0H 的拒绝域 W； 

（四）根据样本值判断是否拒绝 0H 。 

第二节  一个正态总体的假设检验 

一、一个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设总体 X～ ),( 2
00 σμN ， nXX ,,1 L 是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 X 为样本均值, 2S 为样本

方差。 2
00 ,σμ 为已知常数。 

（一）已知方差
2σ
，检验假设 00 : μμ =H

的步骤 

1．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0100 :: μμμμ ≠⇔= HH  

2．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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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确定临界值 2/αu ，使 αα => 2/|{| uUP  

4．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U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2/|| αuU >   

5． 下结论： ;|| 102/ HHuU ，接受，则否定若 α>  

;|| 02/ HuU ，则不能否定若 α<  

.|| 2/ 进行一次抽样检验，或二者很接近一般再若 αuU =  

（二）未知方差
2σ ，检验假设 00 : μμ =H 的步骤 

1．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0100 :: μμμμ ≠⇔= HH  

2．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1(~
/

0 −
−

= nt
nS

X
T

μ
 

3．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 t 分布表确定临界值 )1(2/ −ntα ，使 αα =−> )1({ 2/ ntTP  

4．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T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1(|| 2/ −> ntT α   

5． 下结论： ;)1(|| 102/ HHntT ，接受，则否定若 −> α  

;)1(|| 02/ HntT ，则不能否定若 −< α  

.)1(|| 2/ 进行一次抽样检验，或二者很接近一般再若 −= ntT α  

（三）单侧检验 

当总体方差
2
0

2 σσ = 时，用下表中的 U 检验；当
2σ 未知时，用下表中的 t 检验 

假设 

↔0H 1H  

0H 的拒绝域 

U 检验( 2σ 已知) t 检验( 2σ 未知) 

↔= 0μμ 0μμ ≠

↔≤ 0μμ 0μμ >

↔≥ 0μμ 0μμ <

}{ 2/αuU ≥  

}{ αuU ≥  

}{ αuU −≤  

)}1({ 2/ −≥ nuT α  

)}1({ −≥ ntT α  

)}1({ −−≤ ntT α   

其中 )1(, −ntααμ 分别是正态分布及 t 分布的上侧α 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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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的步骤检验假设 2
0

2
0 : σσ =H ： 

（一）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2
0

2
1

2
0

2
0 :: σσσσ ≠⇔= HH              

（二）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1(~)1( 2
2
0

2

−
−

= nSnW χ
σ

 

（三）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表确定临界值 )
2

1,1()
2

,1( 22 αχαχ −−=−= nanb 和  

α−=<< 1}{ bWaP使  
（四）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W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五）下结论： ;10 HHaWbW ，接受，则否定或若 <>  

;0HbWa ，则不能否定若 <<  

第三节  两个正态总体的假设检验 

一、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的假设检验 

（一） 210
2
2

2
1 :, μμσσ =H，检验假设已知方差  

取统计量 )1,0(~

2

2
2

1

2
1

N

nn

YXU
σσ

+

−
= ， 

λ表，得临界值查标准正态分布 )1,0(N ，
2

1)( λλφλ −=满足其中  

的值计算

2

2
2

1

2
1

nn

YXU
σσ

+

−
=  

0, HU 则拒绝若 λ> ； 0, HU 则接受若 λ<  

（二） 210
2
2

2
1

2
2

2
1 :,, μμσσσσ == H检验，但未知方差  

)2(~
11 21

21

−+
+

−
= nnt

nn
S

YXT

w

取统计量 ， )2( 21 −+= nntt αλ分布表，得临界值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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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
nn

S

YXT

w +

−
=计算统计量 ，

2
)1()1(

21

2
22

2
11

−+
−+−

=
nn

SnSn
Sw其中  

0, HT 则拒绝若 λ> ； 0, HT 则接受若 λ<  

二、两个正态总体方差比的假设检验 

2
2

2
1021 ,, σσμμ =：检验假设未知 H  

)1,1(~ 212
2

2
1 −−= nnF

S
S

F取统计量 ， 分布表可得临界值查F  

)1,1( 21
2

11 −−=
−

nnF αλ
)1,1(

1

12
2

−−
=

nnFα

； )1,1( 21
2

2 −−= nnFαλ  

2
2

2
1

S
S

T =计算统计量  

0021 , HHF 相容，接受则若 λλ << ； 0021 , HHFF 矛盾，拒绝接受则或若 λλ ><  

三、成对数据均值的假设检验 

（一）概念 
成对数据是指对两个总体进行独立地联合观测取得的数据，用(X1,Y1),(X2,Y2)…..(Xn,Yn)表示。

其中 X1, X2….Xn 和 Y1，Y2…..Yn 分别来自总体 X,Y 的简单随机样本。 
不同的是两个样本 X1, X2….Xn 和 Y1，Y2…..Yn 之间不独立 

),(~ 2
11 σμNX ， ),(~ 2

22 σμNY ，考虑 Z=X-Y ),(~ 2σμN  

检验两个总体均值相等的的假设检验 21 μμ = 0:0 =μH等价于检验  

（二）检验步骤： 

0:.1 210 == μμμ ，即提出待检验假设H  

nS
ZT
/

.2 =选取统计量 ， )1(~0 −ntTH 成立时在  

分布个自由度的，查对要求的显著性水平 tn 1.3 −α ， )1( −= ntαλ得临界值  

00 ,,..4 HHTT 否则接受则否定若计算统计量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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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一、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2χ 检验法：是在总体 X 的分布未知时，根据来自总体的样本，检验关于总体分布的假设的一

种检验方法。 
先提出原假设：H0：总体 X 的分布函数为 F(x) 
然后根据样本的经验分布和所假设的理论分布之间的吻合程度来决定是否接受原假设。这种检

验通常称作拟合优度检验，它是一种非参数检验。 

二、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一）根据样本信息对总体分布函数进行假设检验 
若总体为离散型，则建立待检假设： 

)2,1()(:0 L=== iPxXPH ii总体概率函数为  

若总体为连续型，则建立待检假设： 
)(:0 xH ϕ总体的概率密度为  

（二）拟合分布的
2χ 检验法基本原理 

1．将总体 X 的取值范围分成 k 个互不重迭的小区间,记作 A1, A2, …, Ak ； 
2．把落入第 i 个小区间 Ai 的样本值的个数记作 fi ，称为实测频数。所有实测频数之和  
f1+ f2+ …+ fk等于样本容量 n； 
3．根据所假设的理论分布,可以算出总体 X 的值落入每个 Ai的概率 pi,于是 npi 就是落入 Ai的

样本值的理论频数： ii npf − 标志着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的差异的大小； 

4．皮尔逊引进如下统计量表示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的差异，并证明了如下定理： 
若原假设中的理论分布 F(x)已经完全给定，那么当 ∞→n 时，统计量 

∑
=

−
=

k

i i

ii

np
npf

1

2
2 )(χ 的分布渐近(k-1)个自由度的

2χ 分布。 

如果理论分布 F(x)中有 r 个未知参数需用相应的估计量来代替，那么当 ∞→n 时，统计量
2χ

的分布渐近 (k-r-1)个自由度的
2χ 分布。 

5．根据这个定理，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
2χ 分布表可得临界值

2
αχ 使得 αχχ α => )( 22P  

得拒绝域： )1(22 −> kαχχ (不需估计参数) 

         )1(22 −−> rkαχχ (估计 r 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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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合分布的
2χ 检验法具体步骤 

1． )(:0 xFXH 的分布函数为总体提出待检假设  

2． 121 ,,1 −− ktttk L个分点在数轴上取 ， 个区间：将实数轴分为k  

),(],,(],,(),,( 112211 +∞−∞ −−− kkk tttttt L  

个区间中的个数个样本观测值落在第表示 inmi ， 个区间的概率取值于第表示 iXpi   

)()( 111 tFtXPp =≤=  

)()()( 11 −− −=≤<= iiiii tFtFtXtPp
LLLL

  

)(1)( 11 −− −=>= kkk tFtXPp  

3． ∑
=

−
=

k

i i

ii

nP
nPm

V
1

2)(
取统计量  )1(~ 2 rk −−χ  

4． λχα 表，确定临界值，查对给定的检验水平 2 ， αλ =>
−∑

=

)
)(

{
1

2k

i i

ii

nP
nPm

P满足  

5． ∑
=

−
=

k

i i

ii
i nP

nPm
VP

1

2)(
比较中计算出值，并与代入统计量的将样本观测值和计算出 λ  

00 , HHV 否则接受，则否定若 λ> ； .0HV ，则接受若 λ<  

第五节  假设检验的 SPSS 操作过程 

一、简单操作步骤 

 点击[Analyze]→[Compare Means] 
（一）单个样本的 T 检验（One-Sample T Test） 
（二）两个独立样本的 T 检验（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三）两个配对样本的 T 检验(Paired -Sample T Test） 

二、实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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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方差分析（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2．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掌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2．了解双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掌握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注两种情形：考虑或不考虑交互作用)； 
3．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方差分析； 
重点与难点： 
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模型、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模型 
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十 

第一节  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一、方差分析的概念及原理 

（一）基本概念 
在科学实验中常常要探讨不同实验条件或处理方法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通常是比较不同实验条

件下样本均值间的差异，方差分析是检验多组样本均值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种方法。 
 
在研究一个变量时，方差分析能够解决多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的检验问题；  
在研究多个变量对不同总体的影响时，方差分析也是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一种方

法。 
（二）方差分析中的术语 
1．因素与处理：因素是影响因变量变化的客观条件；处理是影响因变量变化的人为条件。也

可通称为因素。用分类变量表示，取有限的离散值 
2．水平：因素的不同等级称作水平。水平值取有限的离散值。 
3．单元(cell)：指各因素的水平之间的每个组合。 
4．因素的主效应和因素间的交互效应。 
5．均值比较 
（1）均值的相对比较是比较各因素对因变量的效应大小的相对比较，如研究 A、B 的单独效

应之和是否等于它们的交互效应，或 A、B 的效应是否相等。 
（2）均值的多重比较是研究因素单元对因变量的影响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如 A、B 的

疗效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6．协方差分析：在一般进行方差分析时，要求除研究的因素外应该保证其他条件的一致。要

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应采用协方差分析。 
7．重复测量：组内变异的主要的原因是实验对象之间的个体差异。由于个体差异存在，即使

实验对象受到相同的处理，他们的因变量值也可能相当不同。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也是像协方

差分析一样，是在研究中减少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方差的一种有效方法，而且由于对相同个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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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 
（二）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1．认为不同处理组的均值间的差别基本来源有两个： 
一方面是由不同水平的差异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由于抽选样本的随机性而产生的差异。 
这两个方面产生的差异可以用两个方差来计量： 
一个称为水平之间（组间）方差 ( 组间平方和除以自由度 (r-1) ， r 为组数 ) ，一个称为水

平内部（组内）方差（组内平方和除以自由度（ n-1) ， n 为样本容量总数）。 
水平之间的方差既包括系统性因素，也包括随机性因素；水平内部方差仅包括随机性因素。如

果不同的水平对结果没有影响，那么在水平之间的方差中，就仅仅有随机因素的差异，而没有系统

性差异，它与水平内部方差就应该近似，从而应有： 

1≈
水平内部（组内）方差

差水平之间（组间）的方  

即，两个方差的比值就会接近 1 。反之，水平之间的方差就会大于水平内的方差，当这个比

值达到某个程度，或者说达到某临界点，就可做出判断，既不同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因此，方差分析就是通过不同方差的比价，做出拒绝原假设或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判断。 
水平间的方差和水平内方差之比是一个统计量，这个统计量服从 F 分布： 

分布
水平内部（组内）方差

差水平之间（组间）的方 ),1(~ rnrFF −−=  

2．应用方差分析的条件 
各组的观察数据，要看作是从服从正态分布的总体随机抽取的样本； 
各组的观察数据，是从具有相同方差的相互独立的总体中抽取得到的。 
（三）方差分析的假设检验 
1．零假设 H0：m 组样本均值都相同，即μ1= μ2=....= μm 
2．如果经过计算结果组间均方远远大于组内均方，F>F0.05(dfb,dfw), p<0.05，拒绝零假设，说

明样本来自不同的正态总体，处理造成均值的差异有统计意义；否则, 
F<F0.05((dfb,dfw), p>0.05 不能拒绝零假设，说明样本来自相同的正态总体，处理间无差异。 
（四）检验方法 

二、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F 值 F 临界值 

组间 

（因素） 
∑
=

• −=
r

i
iiA XXnS

1

2)(  r-1 
1−r

SA
 

rn
S

r
S

F
E

A

−

−= 1
 

 

 

 

),1( rnrF −−α

组内 

（余和） 
∑∑
=

•
=

−=
r

i
I

n

j
ijE XXS

i

1

2

1
)(  n-r 

rn
SE

−
 

总和 ∑∑
= =

−=
r

i

n

j
ijT XXS

i

1

2

1
)(  n-1 

1−n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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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举例  

 第二节  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一、无重复试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二、重复试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第三节  方差分析的 SPSS 操作过程 

一、简单操作步骤 

点击[Analyze]→[Compare Means] →[One-Way ANOVA …]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定自变量

[Dependent List：]和影响因素[Factor：]，之后分别对[Contrasts…]、[Post Hoc…]、[Options…]中的

内容进行设置， 后点[OK]即可。 

二、实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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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回归分析（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2．可线性化的回归方程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散点图，理解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熟练掌握求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并了解 小二乘估计的性质； 
3．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 
4．会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点的预报和区间预报； 
5．掌握可线性化回归模型的处理方法；  
6．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并掌握 小二乘估计

的性质, 会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7．掌握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整体性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和每个自变量作用的显著性检验； 
8．会根据 SPSS 软件对实际问题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本章教学重点、难点：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可线性化

回归模型的处理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实际问题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本章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十一 

第一节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的概念  

二、散点图 

三、最小二乘法  

),2,1i(ii nyx L=→观测值 ， →ix经验值 ibxa +=
∧

iy ， iy
∧

−= ii yε偏差  ， 

且相互独立服从误差 ),,0( 2σε Ni ， 2

1

)]([),( i

n

i
i bxaybaQ +−= ∑

=

令总误差为  

)]([2
1

i

n

i
i bxay

a
Q

+−−=
∂
∂ ∑

=

， ii

n

i
i xbxayQ

⋅+−−=
∂
∂ ∑

=

)]([2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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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求的回归方程为  

若 ∑
=

−=
n

i
ixx xxL

1

2)(记 ， ∑
=

−=
n

i
iL

1

2
yy )yy( ， ∑

=

−−=
n

i
iix yxxL

1
y )y)((  

则有： x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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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xy−=
∧

，
xx

xy

l
l

b =
∧

 

四、相关性检验 

x 与 y 之间是否有线性关系，取决于 b=0 是否成立，故待检假设为 H0 ：b=0 
（一）平方和分解公式 

∑
=

−=
n

i
iL

1

2
yy )yy(  ])yy([

1

2
i∑

=

∧

−=
n

i
])yy[(

1

2
i∑

=

∧

−+
n

i
i  

)Q()( 残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 +=U  

其中 ])yy([
1

2
i∑

=

∧

−=
n

i

U  
xx

xy
2

L
L

= ， )
LL

L1(LQ
yyxx

xy
2

yy −=  

定理： ibxy ε++= ii a设  ),2,1i( nL= ， 且相互独立服从误差 ),,0( 2σε Ni ， 

2,0)1(:
σ
Ub 时当则 = ~ )1(2χ ； 2

Q)2(
σ

~ )2n(2 −χ ； .QU)3( 相互独立和  

2-Q/n
UF =⇒ ~ )2,1( −nF  

（二）相关性检验具体检验步骤 

1． 0:0 =bH提出待检假设  

2．
2-Q/n

,0
UFH =统计量成立时在 ~ )2,1( −nF ， )2,1(, −nFαα 查表找出临界值对于给定  

3． FQU ,,计算  

4． .,),2,1(FF, 0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与认为则否定若比较 yxHn −> α  

.,),2,1(FF 0 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与认为则接受若 yxHn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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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系数检验  

∑∑

∑

==

=

−⋅−

−−
=

n

i
i

n

i
i

n

i
ii

yyxx

yyxx
R

1

2

1

2

1

)()(

))((
样本相关系数  

yyxx

xy

LL
L
⋅

=  

2)-Q/(n
UF =统计量  2

2

1
)2(

R
Rn

−
−

=  
Fn

F
+−

=⇒
2

R 2  

检验实际是一回事检验和的条件下在假设 RF,0:0 =bH ， 0)2(RR Hn 来否定故可用 −> α 。 

六、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和控制 

xbay
∧∧∧

+= ， bxayx +=
∧

则可预测则给定 , ； )(1,y ay
b

x −=
∧

则可控制给定  

第二节  可线性化的回归方程 

一、双曲线型 

x
by +=

∧

a ，
x
1u =令 ， bua +=

∧

y即可得到 ，
x

ux 1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求出之间为线性关系与则 bauy ,,  

二、指数曲线型 

bxy ce=
∧

， bxclnyln +=⇒
∧

 

yln,0)1( => vc 令若 ， bxlnc +=v得 ， lny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ln,,,:v 即可得到代入和求出之间为线性关系与则 yvbxavbabxavx =+=+=  

 bxy ce=
∧

，
aece ==

∧

,y v其中  

同理若 ,0)2( <c  

三、幂函数型 

)0(y b >=
∧

xcx ， blnxclnyl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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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xuy,ln,0)1( ==> vc 令若 ， bu+= av得 ， xux ln=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lny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得到的数据求出和根据 ,,bavu  bu+=
∧

av  

:lnu,ln 即可得到代入 xyv ==  by cx=
∧

，
aec =其中 。 

同理若 ,0)2( <c  

四、s 曲线型 

xbea −

∧

+
=

1y ， xbea −
∧ +=⇒
y

1
， xev −== u,

y
1

令 ， bu+= av得 ， 

xeux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y
1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得到的数据求出和根据 ,,bavu  bu+=
∧

av ， :u,
y
1

即可得到代入 xev −==  xbea −

∧

+
=

1y  

五、对数曲线型 

（一） xbc lglgylg: +=
∧

双对数 ， xuyv lg,lg ==令  buav +=⇒  

（二） xba lgy: +=
∧

半对数 ， xu lg=令  bua +=⇒
∧

y  

（三） bxa +=
∧

ylg:半对数 ， yv lg=令  bxav +=⇒  

第三节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的基本思想 

多元线性回归是研究多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线性关系的统计方法。它是基

于 小二乘法原理产生古典统计假设下的 优线性无偏估计。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 

假定 y 与 1 2, , , px x xL 满足
0 1 1

20,
p py x x

E D

β β β ε

ε ε σ

= + + + +⎧⎪
⎨

= =⎪⎩

L
 

称 y 与 1 2, , , px x xL 满足 p 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 1 2, , , px x xL 是可控变量， y 是可以观测到

的，ε 是随机误差， jβ 为理论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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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 , , , )  1, 2, ,i ip ix x y i n=L L 为 n 维独立观测值，代入上述回归模型，有， 

1 0 1 11 1 1

2 0 1 21 2 2

0 1 1

p p

p p

n n p np n

y x x

y x x

y x x

β β β ε

β β β ε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
⎪ = + + + +⎩

L

L

L

L

，其中 20, , 1, 2, .i iE D i nε ε σ= = = L iε 相互独立。 

矩阵形式：

2

0

n

Y X
E
D I

β ε
ε

ε σ

⎧ = +
⎪ =⎨
⎪ =⎩

 其中，
'

1 2( , , , )nY y y y= L ，

11 1

1

1

1

p

n np

x x

X

x x

⎛ ⎞
⎜ ⎟
⎜ ⎟= ⎜ ⎟
⎜ ⎟⎜ ⎟
⎝ ⎠

L

L

L

， 

'
1 2( , , , )pβ β β β= L ，

'
1 2( , , , )nε ε ε ε= L . 

三、在正态回归模型下，样本回归系数 β̂ 、残差平方和 eQ 、回归平方和U 的性质 

① β̂ 2 ' 1~ ( , ( ) )N X Xβ σ −
；② 2

2 ~ ( 1)eQ n p
σ

χ − − ；③ β̂ 与 e 独立， β̂ 与 Qe独立；④当 H0：

1 2 0pβ β β= = = =L 成立时，
2

2 ~ ( )U p
σ

χ ，且 U 与 Qe独立。 

四、回归方程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一）回归方程的检验 

H0： 1 2 0pβ β β= = = =L  

选取统计量 ~ ( , 1)

( 1)
e

U
pF F p n pQ

n p

= − −

− −

，否定域为 F > C. 

（二）回归系数的检验 

H0i： 0, 1,2, ,i i pβ = = L (影响不显著) 

选取统计量

ˆ

~ (1, 1)

( 1)

ii

e

cF F n pQ
n p

β

= − −

− −

，否定域为 F > C. 

第四节  回归分析的 SPSS 操作过程 

一、简单操作步骤 

（一）点击[Analyze]→[Regression] →[Linear …] … 
（二）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将因变量[Dependent：]和自变量[Independent(s)：]选入。再按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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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Statistics…]、[Plots…]、[Save…]、[Options…]中的参数进行设置，之后点[OK]键。 

（三）在输出窗口中，根据[Coefficient
as ]中表示的显著性水平的数值（Sig.）,与设置的显著

性水平加以比较，确定是否接受原假设。 

二、实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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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产业经济学是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020205）。产业经济学研究产

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问题。产业经济学也涵盖宏观经济领域，具有沟通市场机制研究与

产业组织内资源配置联系的中观经济学性质。 
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有：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理论、产业政策或

政府规制理论。产业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

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结构主义分析；其具体运用的工具有博弈论、投入产出分析和案例研究等。 
产业经济学大量吸收了现代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科研成果，同时也影响和带

动了规制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比较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与产业经济

学联系较多的学科有工商管理学科的公司治理、市场营销学、企业战略、国际企业管理和公司理财

等。产业经济学把微观经济学应用到社会经济实践中，对于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 
 

经济系本科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计划 
（2005-9－2006－1） 

总课时 讲授 习作 讨论 其他 周课时 总周数 

54 54    3 18 
 
必修课。讲课教师：胡文政 
参考教材：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2 月版。重编为 8 章，平均

每章 2 周。作业：每章结束课堂辅导作业。 

周

次 

时数 
讲授内容 讲

授 
习

作 
讨

论 
其

他 

1 3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 对象 
第二节 产业分类与基础 
第三节 管理文化的影响 

2 3    

第二章：产业理论的沿革 
第一节 早期理论 
第二节 哈佛学派 
第三节 芝加哥学派 
第四节 中国产业思想渊源 

3 3    

第三章：企业理论 
第一节 概念 
第二节 企业规模变动 
第三节 一体化企业的问题 

4 3    
第四节 中国企业制度演进 
第五节 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六节 国际垄断组织与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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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第四章：市场结构 
第一节 四种类型 
第二节 集中度 

6 3    第三节 产品差别 
第四节 市场壁垒 

7 3    
 

第五章 市场行为 
第一节 进出市场的策略 
第二节 产量竞争 

8 3    第二节 产量竞争 
9 3    第三节 价格竞争 

10 3    第三节 价格竞争 
11 3    第四节 差异化竞争 
12 3    第四节 差异化竞争 

13 3    
第六章：市场绩效 
第一节 指标 
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创新 

14 3    
第七章：产业结构 
第一节 基本理论 
第二节 产业关联 

15 3    第三节 产业结构“三化” 
第四节 产业空间结构 

16 3    第五节 产业结构变迁 

17     
第八章：产业政策 
第一节 政策分类 
第二节 政府规制 

18 3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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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产业的性质和基础，了解产业的分类和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产业（industry）的性质和基础 

一、产业的性质。 

有某种同类属性具有相互作用的经济活动系统。或生产类似产品企业活动的集合（竞争协作）。

泛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产业与工业、市场是同义语。 

二、产业的基础。 

1．产业的基础是一般社会分工和特殊分工。 
2．三次社会大分工分离出来的农业、工业、商业等大类为一般分工。 
3．特殊分工是一般分工的细化，如农业进一步细分为种植业、种养业、畜牧业；工业细分为

冶炼、钢铁、石油、化工、机器制造；商业细分为零售业、批发业、对外贸等行业，等等。 
4．企业、工厂内部的具体分工就叫做个别的的分工。 

第二节  产业的分类 

一、关联方式分类法 

1．定义：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关联方式的企业经济活动组成一个集合的分类方法。它又可以

根据不同的关联方式分为多种分类法。 
2．技术关联分类法。按照企业生产技术或制作工艺方面的相似性，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和管

理技术相似性归类。如制造业、建筑业、冶炼业、运输业等产业。 
3．原料关联分类法。按照企业使用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原材料，进行归类。例如棉纺工业、化

纤工业、钢铁业、木材业、卷烟业等。 
4．用途关联分类法。将具有相同或相似商品用途的企业经济活动组成一个集合的分类方法。

例如自行车制造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仪器工业、软饮料业、烟草业、制药业、橡胶轮胎业等。 
5．方向关联分类法。以产业间的关联方向为标准对产业进行分类。包括单向关联、双向关联、

环向关联等。 
6．战略关联分类法。按照在一国产业政策中的不同战略地位划分产业。按照不同战略地位划

分的产业主要有：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先行产业（狭义和广义）。 

二、三次产业分类法 

1．新西兰经济学家费歇尔根据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划分了第一、二和三次产业。英

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继承和发展了费歇尔的研究成果。这种分类方法从深层次反映了社会

分工深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费歇尔和克拉克被公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创始人。 
2．三次产业分类法更多地以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为标准将全部经济活动划为：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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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产业：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广义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狩

猎业和林业）。 
第二次产业：加工取自自然界的物质生产部门（广义上的工业：制造业、采掘业和矿业、建筑

业以及煤气、电力、供水等）。 
第三次产业：从第一、二次产业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衍生出来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广义服务业：

运输业、通讯业、仓储业、商业贸易、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饮食业、文化、教育、科学、

新闻、传播、公共行政、国防、娱乐、生活服务等）。 
3．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缺陷。采掘业和矿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理应该划人第一次产业；

煤气、电力、供水等产业归人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均有道理；第三次产业的内容过于繁杂，难于科

学地总结它们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为政府制定政策服务。 

三、四次产业分类法 

1．四次产业分类法的产生：三次产业之间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的很难进行量化、范围过大、

行业繁杂，难于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 
2．四次产业划分的两种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把所有经济活动部门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第四产业

包括第一次信息部门和第二次信息部门。第一次信息部门包括计算机制造、电气通信、印刷、大众

传播、广告宣传、会计业及教育等；第二次信息部门包括公共官方机构的大部和私人企业内的管理

部门的全部。波拉特的信息产业跨越三大产业，打乱了原来的分类方法，在统计时难免重算或漏算。 
中国的王树林的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行业、信息服务行业、咨询服务行业、新闻出版行业、

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文化行业、民间公证行业、法律服务行业。特点：属于精神产品再生产过程的

领域；资产以无形资产为主，其资源主要是智力资源；以社会效益为主；从业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既为物质文明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四、国家标准分类法 

1．定义：一国（或一地）政府为了统一该国（或该地）产业经济研究的统计和分析口径，以

便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并根据该国（或该地）的实际而编制和颁布的

划分产业的一种国家标准。 
2．特征：由一国或一地的政府或其技术标准管理部门编制和颁布，具有整体性、广泛性和权

威性的特征；是一国或一地的国家标准，在运用上具有强制性和代表性；目的是为了统一统计口径

和分析口径，以便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具有特殊性，是针对一国或一

地的具体实际编制的，只适用于该国或该地的产业分类，其他国家只能参考和借鉴；具有较高的科

学性，比较能反映该国或该地的产业发展和变化情况，也比较能适应其产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世

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标准分类法， 

五、国际标准分类法 

1．联合国为了统一世界各国的产业分类于 1971 年编制和颁布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

业分类索引》。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同三次产业分类法一致，但比后者更细致。 
2．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将全部经济活动分为大、中，小、细四个层次，并规定了相应的统计

编码。它先将全部经济活动分成 10 个大项，再将各个大项细分为若干个中项，然后将各个中项细

分为若干个小项， 后将各个小项细分为若干个细项。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16 

六、两大部类分类法 

1．马克思的分类方法。理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各部门分为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

产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物质财富。 
2．根据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社会总产品物质上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工部类和

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价值形成上分为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三大部分。通

过两大部类的市场交换和各部类内部分部类之间的市场交换，各部门同时实现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

补偿和价值实现。 
3．局限性：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许多商品具有生产和消费用途很难归属到任何一个部类；

不够细化，只研究两个部类的结构变化无法从深层次揭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与其他分类法分

析口径不一，结果很难进行比较。这给经济统计工作带来不便。 
4．应用：农、轻、重分类。投入产出表中的纵向目。 

七、农轻重产业分类法 

以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的理论为基础，产业分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部门。只适合于

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发展阶段，不适合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展阶段。 

八、生产要素分类法 

1．按劳动、资本、知识等生产要素的比重或对各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对产业分类。主要有：

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它反映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产业结构的高度

化趋势。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变化的这种趋势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理论基础是要素创造价值论。 
2．局限性：划分界限比较模糊，也比较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 
3．动态特点：随技术进步加快，资源的密集程度是动态变化的。 

九、产业发展阶段分类法 

1．按照产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进行产业分类。判断的主要条件：规模和成本大小、技术成

熟程度和老化、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和缩小。 
2．主要类型：幼小产业、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夕阳产业、衰退产业、淘汰产业等。 

十、生产流程分类法 

1．指根据工艺技术生产流程的先后顺序划分产业。 
2．主要类型：处于前头工序的产业为上游产业，处于后头工序的产业为下游产业，处于前头

工序与后头工序之间的产业为中游产业。生产工序比较接近原材料的产业、比较接近 终产品的产

业、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产业分别为上下游和中游产业。 

十一、霍夫曼分类法 

1．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的分类法。产业分为：消费资料工业、资本资料工业和其他工业。 
2．目的：根据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例（即霍夫曼比例）的大小划

分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3．缺点：为避免某些产品既可作消费资料又可作资本资料，产品用途有 75％以上属资本资料

的产业划分为资本资料工业，难以用以上标准划分的产业则被列入其他工业。这种 75％的划分界

线在实际工作中是难以划分和量度，故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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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钱纳里一泰勒分类法 

1．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泰勒提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

划分为初期产业、中期产业和后期产业。 
2．产业特点： 
初期产业：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着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

活需要。 
中期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它包括中间产品和部分 终

产品，有明显的 终需求性质。 
后期产业：在经济发展后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具有 终产品、和很强的中

间需求性质，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 
3．方法特点。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揭示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有利于政府

部门根据不同时期产业的不同特征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 

十三、其他方法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分类法（MPS）等。 

第三节  产业经济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 

一、产业经济学的性质 

1．研究对象和范围。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内部各企业相互作用的规律、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

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和产业的空间布局等等。沟通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研究与组织内资源

配置的联系。 
2．学科地位。产业经济学又称产业组织理论或产业组织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相对独

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微观经济学的实际应用，

主要从从供给角度研究企业在卖方市场中的运行，包含理论、计量、假设的实证检验和政策性应用。 

二、主要方法 

系统方法，唯物辩证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统计分

析与比较分析，结构主义分析等。具体工具：博弈论，投入产出分析，计量经济学，案例研究，系

统动力学等。 

三、主要理论 

1．企业理论。企业理论在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中处在基础的地位，企业的行为方式决定产业组

织的行为方式。 
2．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易、资源占有、利益和行为关系

的理论。其核心问题是解决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垄断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3．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是指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和技术联系方式，决定结构变化的因素

有供求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及其相关系变动。 
产业结构理论主要研究内容：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和技术关系，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与产业结

构变动关系，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产业间的资源占有关系、产业结构的层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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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结构优化，战略产业的选择和产业结构政策；各国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规

划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4．产业关联理论：又称产业联系理论，比较产业结构理论。 
研究产业间的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包括各产业的关联，前后关联，波及效果，产业感应度和

影响力，生产的 终依赖度，就业和资本需求等。产业关联理论从属于产业结构理论。 
5．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布局是指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的空间结构。 
产业布局理论研究布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影响布局的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布局的

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基本原理、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产业布局的指向性以及产业布局政策等。 

四、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是指，单个企业的演变和生命周期。研究产业的生命周期的条件、环境、资源配置和

发展政策。 

五、产业政策理论 

1．产业政策：政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而影响产业发展的一套方针和手段。该理论研

究政策调查、制定、实施、评估、反馈和修正。 
2．产业政策类型：产业发展政策、组织政策、结构政策、布局政策和技术政策等、产业转移

政策、产业资源配置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产业竞争政策、产业环境政策等、新技术和新发明的鼓

励政策和扶持政策、产业进入政策、产业退出政策。 
3．产业政策的作用：秩序作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法律或者通过诱导、说服和规劝等方式

对产业活动进行干预；过程作用—对产业活动的具体过程进行干预的政策，以改变具体的经济变量，

从而保证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四节  管理文化对产业经济的作用 

一、管理和文化 

1．管理（management）：社会组织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2．文化（culture）：人类历史发展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特指精神财富，如文

学、艺术、宗教和科学、规则、法律制度等等。（英）：精神（mind）活动及其产品；社会成员的

思维方式，习惯（customs），信仰（beliefs）、思想、价值观念和体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的改善

等等。 
3．文化的差异维度。管理者、产业组织、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管理理念、管理

方式：权力级差（power distance PO）；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IND）；

阳刚倾向和阴柔倾向（masculinity-femininity，MAS）；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ence）；时间倾向维度（long-term orientation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跨文化交流中的（circumstances; situation）维度。 
4．文化的一般特征。通过学习（模仿、影响、榜样）获得；不成文的强制性、历史性、继承

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强文化与弱文化；不同层次文化的交叉性。 

二、企业文化 

1．亚文化性质，特殊的组织文化，国家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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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思维方式和生活与行为方式。企业文化与领导者的关系。 
2．威廉·大内的 Z 型企业文化和 A 型企业文化。 
Z 型企业文化注重企业的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和谐，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公平竞争和双赢。

A 型企业文化强调竞争，个人压力大，环境不稳定，注重个人能力和智力，强调官僚制，员工自我

保护意识强。 

三、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1．作用方式。文化通过价值观念、技术形态、生活方式和精神的物化等对产业经济主体活动

发生积极或消极影响；通过舆论导向、政策导向和价值导向影响或决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导

向式）。 
管理文化与经济贸易联姻（桥梁式）沟通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事业和经贸事业的联系，科研

与生产的紧密结合、科研人员与生产单位的紧密联合（转化式）等方式影响产业经济。 
2．主要作用。 
影响需求和供给偏好。 
管理是组织内资源的配置活动，文化是活动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产业通过管理一定的管理

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功能，影响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产业的兴起。 
通过智力和知识能力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本章复习 

1．什么是产业？ 
2．简述产业的基础和产业分类的关系。 
3．列举若干产业分类。 
4．简述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主要理论。 
5．简述文化在产业管理中的主要作用和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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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组织理论沿革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介绍产业组织理论的沿革，了解当代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过程，掌握若干主要理论的基本

内容、观点和政策主张。 

第一节  早期理论 

一、古典产业理论 

斯密（Adam.Smuth）的《国富论》（1776）：主张市场自发调节，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 

二、20 世纪初的产业理论 

1．马歇尔（A.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论述企业的组织状态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规模经

济效应和竞争的冲突。竞争导致企业追求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导致成本下降，市场占有率提高和垄

断，而垄断又会导致限制竞争，从而会限制竞争的积极作用。 
2．贝里（A.Berle）和米恩斯（G.Means）《近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分析股份公司股东

与经理的矛盾，内部人控制问题。 
3．张伯伦（N.W.Chamberlain）的《垄断竞争理论》（1933），和琼.罗宾逊（J.Robinson）《不

完全竞争理论》（1933）：按垄断与竞争的程度划分市场结构，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厂商行为。 

第二节  哈佛学派（20 世纪 30—60 年代） 

一、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梅森 E.Mason，1939《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 
贝恩 Z.Bain，1959《产业组织论》，出版后 20 年间的教科书。 

二、主要思想 

有效竞争：既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克拉克 1940）。 
梅森大量吸收张伯伦（Chamberlin）的研究成果，提出有效竞争的两条标准：维护有效竞争的

市场结构的形成条件（市场结构标准）；判断市场有效竞争的市场绩效标准。基本是主张偏向竞争

的。 

三、哈佛 SCP 范式 

1．SCP 范式的基本内容：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和政府

的公共政策。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获得理想绩效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

调整和改善市场结构。 
2．主要概念 
市场结构，由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和进入壁垒等因素决定的市场内竞争程度。 
市场场行为，是指企业采取的各种价格决策、产品与广告策略、研发策略和排挤竞争对手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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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协调等行为。 
市场绩效是指 终经济效果：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规模经济、过剩生产能力、

生产相对效率、销售费用的规模、技术进步状况与 X 非效率、价格的伸缩性以及产品的质量水准、

款式、变换频度和多样性。 
产业组织政策，是指政府引导和干预市场结构和企业市场行为的政策。其作用协调竞争与规模

经济以及其他市场关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市场秩序。一类是保护和鼓励竞争、限制市场垄断和其

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的促进竞争政策；一类是政府直接规制自然垄断产业的政策。 
3．SCP 范式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企业数量的多寡是相对效率的改善程度的判定标准，主张增加企业数

量来接近完全竞争状况，实现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4．SCP 范式的研究核心。市场结构指标的集中度和市场绩效标准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贝恩

根据调查，认为寡占或垄断市场结构的限制竞争行为产生的超额利润，会破坏资源配置效率，主张

对垄断和寡占采取企业分割、禁止兼并等规制政策，恢复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 

第三节  芝加哥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 

一、背景 

1．20 世纪 60—80 年代，美国传统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而实施以哈佛 SCP 范式为

理论基础的反垄断政策被认作是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的要因之一。 
2．反垄断的高昂诉讼成本。1970 年前后，美国一批大型反托拉斯案件相继被提出诉讼，这些

案件带来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和大量时间消耗，使人们对结构规制的实施实际效果产生了疑问，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放松政府规制反而更能达到促进竞争效果的观点。 
3．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学派）在理论上对结构主义的哈佛学派学说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主

张放松对垄断企业的政府管制。80 年代里根政府执政的 8 年中，基本采用了“自由放任”的芝加

哥学派的主张，在反托拉斯方面采取了缓和政策。 

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 

1．施蒂格勒和德姆塞茨 
施蒂格勒（J.S.Stigler《产业组织》1968，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观点：即使市场中存在

着垄断势力，长期内只要新企业的大量进入，由高集中度产生的高利润率会难以为继，长期的竞争

均衡状态能够成立；一个产业持续出现的高利润率，是该产业中企业高效率和创新的结果，不是因

为垄断势力；只要市场绩效良好，政府限制企业进入的规制就没有必要。 
德姆塞茨（H.Demsets）通过实证研究，批驳了哈佛学派的“集中度一利润率”假说，指出高

集中产业中的高利润率不是资源配置非效率的指标，而是生产效率的结果。 
2．注重效率而不注重市场结构。 
高集中度市场中长期出现高利润率，只能说明该市场中大企业有高效率经营。各企业的合理选

择使得效率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才导致高集中市场的出现。故是市场绩效或市场行为决

定市场结构而不是相反。 
3．修改贝恩创设的进入壁垒理论。施蒂格勒把进入壁垒定义为，除了政府的进入规制以外，

新进入企业必须负担市场中的现存企业不需负担的成本，故市场中的现存企业都面临着潜在进人者

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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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芝加哥学派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 
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政府对市场结构的干预、主张放松反托拉斯的政策。 

5．芝加哥学派观点的政策化。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芝加哥学派成了美国反垄断政策

的主流，并直接推动了美国反垄断政策的重大转变和规制缓和。 

三、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 

1．代表人物。鲍莫尔（W.J.Baumol ,1982 年《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帕恩查（J.C.Panzar）
和韦利格（R.D.Willing）等人。 

2．主要观点：既使在寡头和垄断市场，只要保持市场进入的完全自由，不存在特别的进出市

场成本，潜在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

可以和效率并存。 
3．核心概念。沉没成本（Sunk-cost）和 完全可竞争市场。 
沉淀成本：企业退出该市场不能收回的资本部分。包括物质成本和研究开发、广告、员工教育

培训等形成的无形资产。沉没的程度主要依存于投入资本回收的可能性。沉没成本的大小决定企业

进出市场的决策。若无沉没成本，进出市场完全自由，在位企业面临潜在竞争压力。 
完全可竞争市场：企业从市场退出时完全不用负担沉没成本所形成的完全自由进出的市场。完

全竞争市场的重要标志是对快速进入缺乏阻止力。完全可竞争市场可以是垄断市场，但有潜在的竞

争对手，任何能使垄断企业获取高于资本正常收益的利润的价格，都会立即招致其他竞争者的进入。

完全可竞争市场迫使垄断企业维持超额利润为零的价格，以防止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与其发生竞

争，在长期中达到的均衡。完全可竞争市场企业数目较少、但存在潜在竞争压力，企业仍然能发挥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实现资源 优配置和技术进步。 
4．政策观点。政府应当重视保持充分的竞争压力而不是结构，其关键是制定能够激励减少沉

淀成本的技术和工艺，排除人为的进入壁垒。 

第四节  80 年代以来的产业组织理论 

一、引进博弈论方法。 

1．背景。哈佛 SCP 范式和芝加哥学派的方法，都注重实证和案例研究，忽略对企业行为的研

究，在解释企业的结构变化等方面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没有发现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 
2．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 
泰勒（L.Taylor）《产业组织理论》（1988）近 10 年的权威教科书，关注企业理论、市场理论、

企业间的关系，合同与组织的关系。 
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论、是分析策略行为问题的理想方法，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经济学成

为 70 年代以来 富生机的领域。 

二、博弈论与实证的结合 

1．博弈论方法的不足：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把有限理性的人的理性推得太远；难以检验不

完全竞争条件的预测。 
2．80－90 年代又转向实证研究，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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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吸收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学说引进产业组织理论，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关系。 
大量吸收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科研成果。 

本章复习 

1．简述哈佛学派 SCP 范式的主要思想、SCP 范式、主要概念、理论基础、研究核心、观点和

政策主张。 
2．简述芝加哥学派产生的背景、完全可竞争市场理论及其主要概念、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

张。 
3．简述产业组织理论引进博弈论方法以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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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企业理论尤其是企业规模变动理论，了解企业在产业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核心

竞争力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要求掌握一体化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途径、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一、若干定义 

1．（美）格林沃德：统计学定义：设在一定地点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雇员的工厂、商店或办

事机构。Corporation：依法联合从事某个企业创建活动的人们所自愿结合的机构。 
2．（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现代工商企业是 “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

理的多单位企业”。 
3．威廉姆森和张五常：企业是一系列合约。 
4．陈佳贵：企业是专门从事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盈利为目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法人实体。这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定义 
5．企业是企业家对要素的组合。 
6．科斯：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 
7．德姆塞茨：企业是为他人生产的专业化的制度。 

二、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1．要素组合的规模变动的因素和方式。 
2．厂商如何购买和组合要素来追求利润 大化。 
3．要素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企业如何处理委托代理关系。 
4．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剩余索取和利润分享问题。 

第二节  企业规模变动 

一、企业规模变动的原因 

1．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报酬互为倒数。规模经济在企

业内部挖掘，也可以通过企业的一体化来实现。生产多种产品的规模扩大的企业不一定有范围经济，

生产范围经济产品的企业不一定有规模。生产一种产品的规模不经济可以用生产多种产品实现范围

经济。 
2．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成本：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供求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 
成本、每一笔交易谈判和签约的成本即能预见的成本、签订长期契约所不能预见的成本，执行

契约的成本， 
以及支付政府控制交易而征收的销售税成本。企业内的交易成本：企业家与一些人签订契约支

配、指挥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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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者和管理专用设备及其专业人员所产生的组织和管理成本。企业规模变动的界限。企业内部

交易的边际 
成本＝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归因论：两种在签约前的事前交易成本，两种在签约后的事后交易成本。

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是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的原因。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决

定组织保障、组织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选择的重要。 
3．寻求市场垄断。避免不同价格的套利行为和实行价格歧视内化。中间商品价格控制。纵向

一体化，可以实现市场交易内部化，避免在中间阶段支付营业税。横向一体化可以消除竞争导致的

垄断利润的消失。 

二、规模变动的途径 

1．内源式增长：企业指标变化主要依赖企业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增长和

管理方式的进步。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受自身资源绝对量的限制。 
2．外源式增长：企业规模增长依靠一体化（integration）。企业一体化依赖资本的积聚，突破

单个资本积累、时间和空间限制，产生范围经济、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和市场交易成本，获得市

场垄断力。 

第三节  一体化企业 

一、一体化企业的优势 

1．适应生产社会化的组织形式。 
2．规模经济优势。马歇尔：合并成的大企业是适应竞争的组织形式，能增加社会剩余。 
3．降低交易成本。 
4．有承担风险项目和从事研发的能力。 

二、一体化企业的主要问题 

1．目标函数——利润 大化和非 大化问题。两权分离下的股东和经营者目标的分离。 
2．组织成本增大会限制企业的效率。 
3．委托-代理问题。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授权人）与代理人（受权人）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代理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是要在不完全信息条件

下，用什么方法可以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工作。 
4．一体化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争论。以股东还是经理的目标为主。 
5．融资组合困难。马里斯模型（1963，1996）中负债与股票融资的组合。 
6．一体化企业的激励问题。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设计激励相容的报酬机制。有限惩罚和管理

租金、股票期权奖励。 
7．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丑闻反映出一体化公司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的摊子太大和不良资产太多；美

国的现行会计制度的漏洞；公司治理的外部监控失灵；公司激励兼容机制缺损，期权奖励制度异化。 
8．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代理人酬金设计。固定酬金制。R=r+b（P－P*）。分成酬金制。R=cP*+b 

（P－P*）或 R=cP+b （P－P*）。 
9．竞争机制。外部竞争—标尺竞争、接管或兼并、管理激励－动态考察、产品市场竞争、监

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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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演进 

一、演进 

1．1949—78 
1949－1952 管理民主化。1953－1957 一长制。1958－1960。书记挂帅。1966－1978。党的一

元化领导。 
2．总特征：国家政权机构及其代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与

企业的行政型的委托代理关系。高度集中，行政指令的激励监督机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高度

行政化垄断的企业组织。政府直接从微观领域干预企业人事、经营、合并等，与这一时期的经济战

略目标相适应。 

二、1978 以来 

1．历程。1978－1984。放权让利。1984－1992，承包制。1992－2002，1992 年公司制阶段。 
2．主要问题。国有股一股独大，产权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主体缺位。内外监控乏力。经理

报酬问题等。 
3．思路与举措。建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结构，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

动者主权。举措：减少委托代理关系的中间环节；减持国有股；不用行政手段任命经理；建立规范

法人治理结构；年薪制、股份期权激励；外部监督机制。放松政府管制的力度，企业一体化从行政

一体化转变为市场竞争一体化，政府的作用就是正确推行公共政策。 

第五节  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 

1．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美）帕拉哈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 Hamel）
1990 年提出。企业独具的、支撑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是处在核心地位的、影响全

局的竞争力，是一般竞争力的统领。 
2．企业核心竞争力分三类：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产品来自技术，技术来自能力。 
3．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性：具有特色的竞争优势，不能轻易被竞争者模仿；企业长期积累的

经验、教训、知识和理念；对不同生产技能和技术整合的综合能力；全公司范围内的创新能力；需

要机制和经营者的爱护培育。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本质和意义 

1．是企业争夺环境中资源的能力。 
2．反传统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与市场结构的理论，主张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企业自身，从企

业内在的发展和更长远的视角进化企业的发展战略观，着眼于企业深层次和长期竞争优势的构建。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管理 

1．核心竞争力管理的五个环节：识别、规划 、培育、部署和维护。 
2．进行核心技术管理的步骤：分解现有技术组合、判别关键性技术、培育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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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管理现状。对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高层经理缺

乏远见，企业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研发力量薄弱，发展战略主业不清、主次不分，缺乏核心产品，

缺乏激励机制等。 
4．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思想是创新。 

四、企业并购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1．企业并购：一家企业以现金、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取得其他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或股权，

以取得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的一种经济行为。 
2．企业并购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规模经营效应。市场权力效应。交易费用的节约。 
3．五次大规模企业并购。第一次：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合并为少数

几家具有行业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第二次：1915 至 1930 年， "大鱼吃小鱼"和以纵向并购为主。

第三次：二后的整个 50-60 年代，混合并购为主，被并购的包括大垄断公司，产生了一批跨行业、

跨部门的巨型企业。第四次：1975-1992 年间，横向、纵向、混合三种形式交替出现，弱者打败强

者，并购范围拓展到国际市场。第五次：1994 年至今：跨国并购得到进一步发展；全球企业强强

并购涉及所有重要行业，并购额不断创新高；横向并购与剥离消肿双向发展；企业并购的动机在于

寻找战略优势；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 

本章复习题 

1．简述企业的若干性质。 
2．简述企业规模变动的主要原因和途径。 
3．一体化企业内在问题有哪些？ 
4．掌握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变的主要条件和特征。 
5．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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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市场结构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市场结构的分类和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 
重点掌握分析市场集中度的主要方法和市场壁垒的主要标志。 

第一节  基本类型 

市场结构：反映买方之间、卖方之间以及供求之间竞争和垄断的市场关系。 

一、完全竞争 

不存在任何垄断因素的市场。产业集中度低（众多买卖者，价格接受者），产品完全替代，需

求交叉弹性无穷大，需求价格弹性无穷大，无进出壁垒，完全信息。 

二、完全垄断 

只有一个厂商控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 高集中度（一个卖者），产品无替代。0 需求交

叉弹性和很小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很高的进入壁垒。 

三、垄断竞争 

既有竞争又有垄断因素但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较低的集中度，产品有差别（需求交叉弹性大

于零但小于无穷大，需求曲线介于水平与陡峭之间，较低的进出壁垒。 

四、寡头垄断 

少数几家大企业控制生产和销售的市场，既有竞争又有垄断但接近于垄断的市场，较高的集中

度，产品有差别或无差别，进出壁垒较高。 

五、贝恩的寡占型和竞争型分类。 

六、植草益的两个寡占型（极高和中高）和两个竞争性（低集中和分散性）的市场结构。 

第二节  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 

厂商的规模和数目（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市场壁垒、需求价格弹性、市场需求增长率

和短期资本结构，信息对称程度。重点介绍前三个。 

一、市场集中度： 

1．定义：特定产业中买方或卖方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或所占市场份额，反映市场的垄断程

度。 
2．影响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 
已知市场容量和企业数量，市场的集中度与企业规模成正比。已知市场容量，企业平均规模、

集中度与企业的数量成反比。但企业规模分布不会平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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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容量：即市场的需求量，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集中度与市场容量

有反向关系。市场容量扩大时，有利于大企业先发展，市场容量的增长率很高且超出大企业扩张的

速率时有可能降低市场集中度。 
3．衡量指标。 
行业集中度 CR（Concentration ratio）。绝对集中度的衡量指标，是指行业内规模 大的前几

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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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业中规模 大的前几位企业的行业集中度。CR 综合反映了企业数量和规模这两个决定市

场结构的重要方面。S1≥S2≥S3≥S4，取值范围：4/N≤CR≤1。CR 只反映 大的几个企业的总体

规模，忽略了其余企业的规模分布情况；CR 无法反映 大的几个企业之间的相对情况；CR 难以

产品差异程度的变化情况。 
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它是某特定行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

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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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I 值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当市场处于完全垄断时，HHI=1。当市场上有许多企业，

且规模都相同时，HHI=1／n；n→∞，HHI 就趋向 0。HHI 有明显的优势：HHI 包含了所有企业的

规模信息，能够反映 CR 所无法反映的集中度的差别。当两个市场 CR 相同时，HHI 可以反映出这

两个市场集中程度的差别。HHI “平方和”计算的“放大性”，对规模 大的前几个企业的市场

份额的变化反映特别敏感， HHI 指数能比 CR 更显示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意义。 
熵指数（Entropy index）又称因托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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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给予小企业的权数大，指数大的集中度低，指数小的集中度高。指数取值范围：0≤EI≤logN 
罗森布鲁斯指数（Rosenbluth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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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反映了厂商数量的多少和小厂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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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垄断势力度（Lerner’s degree of monopoly power）。其主要因素是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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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由（PQ）q’→ 
ep

MCp 1
=

−
。完全竞争，p=MC， 1/e=L=0，e=∞。不完

全竞争： p>MC， 1/e =L>0，0<e<∞。 

厂商规模的对数方差： ∑ ∑
=

−=
N

i

N

ii S
N

S
N

V
1

2
2

2 )log(1)(log1
，对数方差假定厂商规模分布

均匀，厂商之间的竞争性就愈强。 
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相对集中度的指标，它表明市场占有率与市场中由小企业到大

企业的累计百分比之间的关系。洛伦茨曲线与 450 线重合，产业内所有企业规模相同，曲线越凸向

右下角，企业规模分布不均匀度越大，市场集中程度越高。但是行业中只有极少数几个规模相同的

企业时，使用洛伦茨曲线无法反映出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相对集中度的指标．G=洛伦兹曲线与均等分布线（对角线）围

成的面积/均等分布线以下的三角形面积。G=0，所有企业规模完全相等；G 趋向 1 时，表明企业的

规模分布越不均等。 

二、产品差别化 

1．不同产业的产品差异。 
贝恩认为，美国经济中产品差别对消费资料产业，尤其是耐用消费品行业较为重要，而对生产

资料行业不那么重要。 
植草益把产业分为中间品、投资品、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四大类，认为：消费品产业中

产品差异化多数处于中等水平到高等水平之间，其中非耐用消费品的产品差异化程度一般比耐用消

费品还要高，尤其是价格较高的非耐用消费品产品差别化程度更高。中间品较标准化和规格化，作

为买者的企业具备鉴别产品物理特性差异的知识和测试手段，故产品差异化程度都较小。投资品一

般为生产设备和装置，本身比较复杂，需要定制，物理差异比较显著，容易形成产品的服务差别。 
2．同一产业内产品之间的差别。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的产品、或同一企业多产品之间的差别，

包括产销地点差别、使用时间上的差别、销售渠道差异差异、品牌差别、包装差别、服务差别、质

量差别、功能多少差别、促销差异等。 
3．产品差别化的意义。产品差别化是指企业通过产品的差别引发顾客偏好的特殊性，达到使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产品差别化是一种有效的非价格竞争手段。可以使顾客支

付更高的价格、降低产品被其他竞争性产品替代的可能性，使市场结构向着垄断竞争的趋势发展。 
4．产品差别化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途径：保持或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从而保持或提高市

场集中度水平；现有企业产品差异化形成的忠诚顾客对潜在进入企业构成进入壁垒。 
5．基本度量方法。需求的交叉弹性，需求的交叉弹性大小与产品差异化程度成反向关系，但

这种方法获得数据困难大，实用价值小。广告和广告密度。一般用广告费用的绝对额和广告密度两

项指标计量产品差别程度。广告密度与产品差别程度呈同向关系。用技术指标表示产品的标准等级

即性能差别或质量差别。用销售网络状况表示销售能力差异。用顾客评分表示服务的差别。用消费

者偏好差异评分表示产品差异程度。 

三、市场壁垒 

1．贝恩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定义：“和潜在的进入者相比，市场中现有企业所享有

的优势，这些优势是通过现有企业可以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而没有导致新企业的进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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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来的”。即限制定价法。 
2．进入障碍的标志和影响。 
贝恩定义指出利润和成本是衡量是否存在进入障碍的标志。设原有企业选择的产量水平为 Q1，

其利润π１（Q1），新进入企业的 佳产量为 Q2，其利润为π2（Q2），若π１（Q1）>0，π2（Q2）

<0，表明有进入障碍。 
公式π１（Q1）－π2（Q2）＝[π１（Q1）－π2（Q1）]+[π2（Q1）－π2（Q2）]可以表达产品

差异、绝对成本和规模差异对利润差异的影响，从而显示进入障碍的程度。 
3．贝恩鉴别了市场结构的 4 种壁垒和 3 种面临进入威胁时的方法。 
四种壁垒：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别优势，资本要求。三种对付进入威胁的方法：

进入封锁，进入遏制，进入容纳。 
4．退出壁垒。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太大，出售和变现困难。退出行业解雇职工的安排费用

太大。政府对企业退出市场的政策和法律限制。 

四、进入对价格和利润的影响 

1．对价格的影响：开展价格战。 
2．对利润的影响：限制利润（长期利润）高低是检验进入障碍高低和进入企业创新精神强弱

的指标。 
3．对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格罗斯基（1989b）研究 1976－79 期间 79 个产业样本发现，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过程中，进入因素起 30％的作用。进入能够刺激市场创新及其扩散，有实力的大企

业可以进行大规模的 R﹠D。区别模仿式进入与创新进入。 
4．对市场份额变动的影响。英国 70 年代的制造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有很高的相关性。美国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进入的企业数量很大，但规模比较小。一般规律是，进出数量大小与规模

大小呈反向关系，进入后逐渐做大做强的企业一般先进行连续的小规模投资来积累、经验、技术和

消费者的信任，逐渐扩张生产有广泛买主即标准化的产品。 

本章复习题 

1．市场分类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2．决定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掌握 CR 指数和 HHI 指数应用的特点。 
4．构成市场壁垒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是什么？ 
5．企业进出市场的影响有哪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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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行为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企业市场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和差异化竞争等策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要求通过产量、

价格和产品差异化竞争模型的学习，掌握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思想、条件和相关的主要模型。 

第一节  进出市场的竞争行为 

一、阻止进入战略 

1．掠夺性定价。驱逐对手的低价策略。暂时性低价，对手驱逐后减少供给提高价格。 
2．限制性定价模型。在位企业维持一个低价以阻止进入：C1<P1<C2。 
3．生产能力战略。企业在长期中积累生产能力生产更多的产量，使得进入企业相信进入后原

企业会降低价格而停止进入。 
4．米格罗姆－罗伯茨 1982（Milgrom and Roberts,1982）模型。在位者利用进入者的信息不完

全，传递市场需求较低或自己的边际成本较低的信息，阻止进入者进入。 
5．马斯金模型。在位者利用固定资本的沉淀成本性质，选择更高的资本阻止进入。 
6．多个在位者联合阻止进入。 
7．边干边学。利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挫败进入。 

二、原企业容纳进入后的竞争战略 

1．消耗战。容纳进入后，在位企业与进入企业为垄断拼消耗。 
2．原企业在潜在企业进入前投资安装设备，直到确实发生进入后才用，或大量囤集存货。 
3．限定进入企业的市场。大量扩散自己的产品空间和地理空间，生产与能替代进入品的产品。

4．用新进入企业没有的手段提高新进入企业的成本。 
5．通过广告和促销拓展客源。 
6．选择有实力的特约经销商赋予其专有权建立独家专卖权网络。 
7．配额与关税。 
8．垂直控制。制造商通过契约控制零售商，削弱品牌之间，品牌内部之间的竞争。 
9．搭卖。有垄断力的企业进行搭卖——恶狗战略。 
10．生产能兼容的产品，削弱价格竞争。 

三、进入者进入后的策略。 

1．自愿限制生产能力。 
2．进入后，实行产品差别，避免价格竞争。 
3．赋予现期消费者 惠消费者待遇或价格保护。 

四、进入后的兼并和垄断竞争。 

1．进入者进入后兼并在位者，或在位者兼并进入者。 
2．多市场寡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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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量竞争策略 

一、静态竞争策略—古诺模型 

1．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囚徒困境： 优选择与 优结果不符，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纳什均衡≠帕累托 优态。 
2．古诺双寡头垄断市场模型。 
需求函数 P=a—b（QA+QB）， C1=C2，固定成本 F=0。 
不合作条件下的竞争结果： 

22
，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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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

A
Q

b
CaQ

b
CbQaQ −

−
=

−−
= ，

22
，或

2
AB

B
BA

B
Q

b
CaQ

b
CbQaQ −

−
=

−−
=  市场总产量＝

bn
cn

b
ca

)1(
)2(

3
2

+
−

=
−

 

两家合作时，产量减少位
b
caQ

2
−

= 、收益减少，但价格和利润上升。 

两家合作中途若有一方背叛合作，产量会返回古诺产量。 

二、动态竞争策略—斯坦伯格模型 

1．动态博弈。 
动态博弈的均衡概念与静态博弈均衡概念的区别。静态博弈允许不可置信的威胁存在。动态博

弈的中心问题是先、后动者的行为是否互为可信性。不可信的许诺会使合作不能进行下去。可信的

许诺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证。 
2．斯坦伯格模型。主导企业和跟随企业利润 大化条件分别为：a—2bQ1—bQ2=c， a—bQ1

—2bQ2=c。跟随企业的反映函数：
22

1
2

Q
b
caQ −

−
= ，主导企业决策考虑跟随企业的决策：

22
1

2
Q

b
caQ −

−
= 代入 R1 函数后： Q1= b

ca
2
−

；跟随企业决策考虑 Q1= b
ca

2
−

后得到：
b
caQ

42
−

=  

例题：设需求函数 P=900—8（Q1+Q2），AC=MC=100，求斯坦伯格模型中主导企业和跟随企

业的产量。 
斯坦伯格模型中竞争双方知道对方的信息且都知道对手知道自己知道对方的信息。模型指出，

企业 1 必须有效地让企业 2 知道自己的真实信息并信之，否则只能返回古诺均衡。 

三、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古诺模型 

1．重复博弈分为有限次数和无限次重复博弈。重复博弈重视合作，其 好策略是“触发策略”，

其关键，是对不合作采取的报复等手段、以及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的结果必须可信。无限

重复博弈指出：参与人都有积极性惩罚机会主义行为，长期利益具有产生合作和集体理性的可能性。 
2．无限次重复古诺模型。使用触发策略和含折扣率的几何级数，在静态古诺模型基础上发展

出无限次重复博弈古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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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价格竞争 

一、静态竞争策略—伯川德模型（价格竞争的古诺模型） 

1．前提。产量决策的古诺模型无法解释价格决定的机制。设寡头产品无差异、企业有能力使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双方博弈一次等条件。 
2．伯川德模型在双寡头垄断下得到完全竞争的价格均衡而称为伯川德悖论。若放松假定条件，

伯川德悖论不再成立。其中， 重要得是：要想不降价竞争，必须使产品有差别。 
设两企业的需求函数：Q1=a1－b1p1+d1p2，：Q2=a2－b2p2+d2p1，d 是替代弹性系数且 d1≠d2,解

利润 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成本相同但产品有差异时的有差异的价格和利润。 
例题：d1=1，d2=2，Q1=24－4p1+2p2，Q2=24－4p2+p1，求两个企业的利润。 

二、动态竞争策略—米格罗姆-罗伯茨垄断限价模型 

1．模型的基本性质。在位者与进入者的信息不对称，在位者传递市场需求较低或自己的边际

成本较低的信息，告诉进入者进入后可能无利可图。 
2．信息不对称下的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本性质是，至少有一个博

弈方不完全知道他人的得益。把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称海萨尼转换。即把

当事人不知道他人的得益，转化为不知道得益，但知道得益的概率分布。其均衡为不完全信息静态

贝叶斯纳什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强调，博弈开始时，参与人不知道他人的类型及其分布概率，

他只有主观概率即自己的信念。博弈开始后他根据观察他人的行为来修正自己的信念且作出选择；

其均衡为完美贝叶斯均衡，满足的条件是：给定每个人关于他人类型的判断，自己的选择是 优的；

每个人关于他人类型的判断都由条件概率中的贝叶斯法则决定。 
3．信息不对称下的静态价格竞争 
设两期竞争的差别双头垄断价格博弈模型，需求函数对称且线性 D（Pi,Pj）=a—bPi+dPj，0<d<b：

但成本函数不对称， C1只有企业 1 知道。企业 2 对于企业 1 的边际成本 C1 先验地取两个值：CL
1，

概率为 x，CH
1，概率为 1—x，CL

1<CH
1。企业 2 对企业 1 的预期边际成本为：Ce

1=x CL
1+（1—x）

CH
1 

事后利润：πi=（Pi,Pj）=（Pi—Ci）（a—bPi+dPj），第 2 个企业的价格 P2=P*2，第 1 个企业的

价格依赖自己的成本。PL
1 和 P1

H分别表示企业 1 对 CL
1和 CH

1选择的价格。给定 C1和对手的价格

P*2，企业 1 的利润 大化为：a—2bP1+dP*2+bC1=0，P1= b
bcdpa

2
1

*
2 ++

， P1 是 C1 的增函数。企

业 2 对企业 1 的预期价格是：

b
bcdPa

PxxPP
e

HLe

2

)1(

1
*

2

111

++
=

−+=
，第 2 个企业风险中性，通过选择 P2 大化

预期利润： 
Eπ2=x（P2—C2）（a—bP2+dPL

1）+（1—x） （P2—C2）（a—bP2+dPH
1） 

=（P2—C2）（a—bP2+dPe
1），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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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b

bcdpa
2

2
*
1 ++

，纳什均衡中 P2=P2*，P2
*= 22

12
2

4
22

db
bdcadcbab e

−
+++

， P*2是第 1 个企业

预期成本的增函数。在数量竞争中，企业希望公布自己的成本是低的，产量是高的，迫使对手减少

产量。而在价格竞争中，若无进出问题，企业会定高价显示自己的成本很高来诱使对手定高价，若

考虑阻止进入，则他会显示低成本信息以引诱对手退出。 
4．信息不对称下的动态价格竞争—米格罗姆-罗伯茨模型 
低价可以阻止进入是因为它能够向潜在的进入者传递有关市场盈利的坏消息。这要求作为在位

企业定价基础的生产能力比价格更有承诺价值，而不具有生产力承诺价值的产业，则应当利用不对

称信息发布降低价格的信息阻止进入。 
在位企业为了阻止进入采取的发布价格信息的策略，应当是分离均衡而不是混合均衡，即在位

低成本企业和高成本企业按自己的均衡价格定价。高成本企业定价若与低成本企业的价格混同，低

成本在位企业也被误认为是高成本企业。则在进入没有被阻止条件下，高成本在位企业的欺骗成本

或混同成本增大：进入引起的价格竞争迫使低成本在位企业降价以显示自己是低成本的来遏制进入

而使高成本企业吃不消，乃至低位企业的行为变成对高为企业的掠夺性定价。 

高成本企业定低价的成本很高的条件：（MH
1）

‘

P1—（ML
1）

’

P1>0， CH>CL，
1P

Q
∂
∂

<0，所以

1

11 )(
P

PM H

∂
∂

>
1

11 )(
P

PM L

∂
∂

，即高位企业降价的损失大。 

y 

0 P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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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

成本企业选择均
衡价格阻止进入
时第二阶段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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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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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罗姆-罗伯茨模型指出，在混同均衡发生条件下采用的掠夺性定价效果是双重的：阻止进

入、兼并了在位竞争者，但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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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品差异竞争 

一、产品差异概念 

1．产品空间：构成产品各种要素的集合。包括横向差异、纵向差异和商品特性。 
 
产品空间 

类别 
 

等级 
X Y Z 

A XA YA ZA 

B XB YB ZB 

C XC YC ZC 

 
2．产品差异化的意义 
消费者消费差异的增加会导致产品空间密度增加和更多的企业及其产品的生存。消费者选择高

质量的商品，会引起企业的价格竞争并倾向于淘汰劣质产品。 
短期内企业成本结构不变、产品特性不变，厂商定价以既定的产品差异决定价格的高低。产品

差异化程度高，可以维持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中长期阶段，厂商可以通过研发投资等方式来改变

产品的差异或创造产品的差异。 
3．研究产品差异的主要目的 
用什么样的产品组合提高市场实现率。避开价格竞争实现高利润。传递质量－价格信息。消除

进入壁垒；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形成市场壁垒阻止其他企业进入。 

二、横向差异化竞争 

1．豪泰林模型。用直线型的运输距离成本差异表示产品差异与避开价格竞争的关系。 
2．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 
张伯伦模型产业中假定产品有差异的各企业完全类似的对称性：群体内所有产品的需求曲线和

成本曲线相同，用一个代表性企业作为群体的例证。模型的主要缺陷有二：产品的差异性与所有企

业有相同的成本、相同的需求曲线的假定相冲突，模型 终建立的均衡不是产品有差异的垄断竞争

均衡，而是无差异的伯川德纯粹寡头竞争均衡；企业没有超额利润与模型的产品差异竞争假定相矛

盾。即使企业成本相同，只要产品有差异，消费者对产品差异的偏好导致价格上升，就会导致利润

的发生。 

三、纵向差异竞争 

1．纵向产品差异化：同类商品质量的差异化。 
设 s 为质量，利润质量函数：π=Q[p（－q，+s）－c（+q，+s）]=f（+Q，+p，－c，+s）。质

量利润 大化的条件：单位质量的边际收益＝其边际成本 
2．需求质量函数：质量变动对需求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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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收入，（dP/ds）（—dQ/dP）=—dQd/ds，实现 dQd/ds 取决于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也适度

下降：（—dP/ds）（—dQd/dP）。决定 dQd/ds 的外生因素是 y：（ds/dy）（dQd/ds）=dQd/dy. 
3．企业对质量差异的三阶段的决策：选择是否进入；选择产品的质量；价格决策。 
4．质量产量函数 Qs（c，s）：质量变动对产量的影响。 
已知 s，垄断者倾向于减少产出（提高价格谋取垄断利润）—dQs/dP。给定产出，s 提高导致单

位 c、p 上升，消费者减少。 
5．质量成本函数 S（F，AC），若有 F（Qd，—s）：质量改进不需要很大的固定成本，质量

改进容易实施，消费者又欢迎，企业的市场份额就会扩大；就有：（—dF/ds）（dp/dF）（—dQd/dP）
=dQd/ds。 

6．消费者质量评估函数。dπ/ds=0，消费者对质量的平均估价等于边际估价 A/Qs=dA/dQs。若

A/Qs>dA/dQs，质量的提高决策不会减少产量，则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合意的。 
7．质量差异与价格歧视。厂商应当对有偏好差异、收入差异的水平的消费者实行质量价格歧

视。 

四、质量差异与信息 

1．搜寻品：消费之前消费者就知道其质量的商品，或在购买前不需要了解商品的质量。搜寻

品的信息是消费者搜寻产品销售地点、价格和多样化、特点等等横向化差异信息。搜寻品需要消费

者支付搜寻成本或通过广告得到有关搜寻品的信息。 
2．经验品：消费之后才知道其质量和特性的商品。重复购买能解决消费者对经验品质量信息

不了解的问题。厂商使消费者重复购买的方式有：对高质量的产品始销低价，吸引顾客相信质量并

重复购买；在消费者续期购买中，厂商视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利润变化，决定续期价格高于初期价

格或低于初期价格。 
3．掌握质量信息的消费者的比重越大，厂商越可能提供高质量的商品。故政府应支持供给质

量信息。 
4．浪费性的支出是否显示质量高的信息。有研究认为工人通过浪费性教育花费显示自己的能

力，生产者用浪费性的花费显示其质量，条件是与低质量相比其成本低而收益高。反对者认为高质

量的成本比低质量的成本高，故浪费性花费不能成为质量的信号。 
5．重复购买与声誉。在质量质量随时间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变动中，厂商主要应靠声誉投资。 
6．质量、信息和公共政策。信息不完全使合同不完全的。公共政策的方向是通过质量测试和

公布对不掌握信息的消费者提供信息，对不完全的合同进行立法保护。 

第五节  协调行为 

一、协调行为 

1．定义：同一市场上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或绕开政府反垄断政策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市

场行为。共谋的主要方式是价格协调和非价格协调。 
2．合作性寡头垄断模型：市场总需求函数 P=A—Q，A、B 厂商两个企业的成本函数相同 C（Q）， 
A、B 结合成卡特尔，其决策等同于拥有两个工厂的垄断企业的决策条件：MR（QA+QB）

=MCA+MCB。卡特尔因监控和约束机制软，故是不稳定的合谋组织。其稳定的条件是各成员必须

遵守协定，有惩罚背叛的手段，稳定的高价取决于有较小的需求价格弹性。 
3．价格领导：一家大企业改变价格，其他小企业跟随的行为。基本特征：P1>C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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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为为人” 

1．合作与竞争并存。 
2．合作的基础是重复博弈和长远利益的存在。经过不合作、报复和惩罚实现合作。是你死我

活转变到你活我活。 
3．“人为为人”的文化。 

本章复习 

1．简述进出市场策略的基本类型。 
2．囚徒困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3．比较产量决策的古诺模型中不合作、合作、中途背叛的的得益，并指出其意义。 
4．掌握斯坦伯格模型主动企业发布信息的特点与意义。 
5．什么是伯川德悖论？消除伯川德悖论的条件是什么？ 
6．什么是海萨尼转换？ 
7．米格罗姆罗伯茨模型中对在位者要求的策略是什么，其道理何在？ 
8．产品差异策略的意义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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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场绩效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了解衡量市场绩效的指标，要求掌握衡量产业经济的绩效的主要指标的含义和用途。 

第一节  市场绩效衡量 

市场绩效是指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效果。 

一、衡量市场结构状态的效果指标 

1．利润率（收益率）指标 
税后资本收益率 R=（税前利润π—税收总额 T）/自有资本 E 
衡量市场结构的结构，行业平均利润率越高，市场就越偏离完全竞争的状态。不同学者对产业

的长期利润率与市场集中度）是否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见解不同。 
2．勒纳指数 
勒纳指数 L=（P—C）/P，在 0 和 1 之间变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L 趋于 0；垄断则大于 0。 

二、投资可行性指标 

1．贝恩指数 
会计利润πa=总收益 R—当期总成本 C—折旧 D 
经济利润πe=πa—投资收益率 i×投资总额 V 
贝恩指数=πe/V=行业超额利润率。 
2．托宾 Q 值 
q=（R1（股票市值）＋R2（债券市值））/企业重置资本 
q 值越大企业的超额利润大，但是企业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绩效差。 
也是投资可行性指标。 

三、企业组织效率指标 

X 非效率：垄断企业组织内部存在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状态。表现为实际平均成本超过可获得的

单位平均成本和规模收益下降。其原因有：生产集中导致组织膨胀产生的管理成本的上升；科层组

织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不同阶层的目标偏离利润 大化；企业内部信息成本高；缺乏外部竞争

压力，产权约束和激励作用下降，等等。 

四、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指标 

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社会剩余，利润率；市场结构；X 非效率。 

五、产业规模结构效率指标 

1．规模经济的层次有：产品规模经济，工厂规模经济，企业规模经济，产业规模经济。产业

经济学研究企业和行业规模经济。前者是指行业内企业一体化的规模效益，包括竞争能力、承担风

险的能力和减少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能力；后者是指行业规模扩大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是企业的

外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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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 大规模经济的企业产量/行业总产量，纵向一体化企业的总产量/各流程阶段的产量，

企业生产能力剩余大小，是影响规模结构效率的因素。企业规模结构（大中小企业的组合结构），

行业规模结构中集中度和分散度。 

第二节  产业技术进步 

一、产业技术进步的特征与条件 

1．评价技术进步所处阶段：发明，创新，技术转移（模仿）。 
企业规模与技术进步有正向关系，既是维持垄断也需要进一步创新。 
2．新技术扩散具有阶段性：初期多数企业观望而缓慢；中期创新收益显现，扩散加快；后期

多数企业采用新技术，扩散放慢或停止。影响新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有：预期收益、实际收益的增

长，市场容量大小，劳动密集程度，扩散时间和速度与企业数量多少的关系等。 
3．专利与技术进步。专利的排他性、时间性、垄断性对技术进步的双向作用。 

二、研发与技术创新 

1．研发是指研究问题的属性和规律，把理论应用于特殊目的的技术过程。 
2．研发演变路径和原因。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重大发明创造是在企业之外独立作出的。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企业内部的研发上升，其原因是：产业研发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和训练活动、

昂贵的仪器和设备、协同开发完成；开发技术要以客户需求为基础；发明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武器；

生产的知识比使用的知识更重要；研发企业内部化可以减少利用研发的交易成本。 
3．技术创新函数 
技术创新函数：技术创新与决定技术创新因的关系。技术创新状态 A=动因/约束条件 
动因包括：物质利益、需求拉力、竞争压力、研发、政策激励。约束条件：人力资源、资金、

信息、企业家的组织和能力、文化环境等。 
4．技术创新的环节—研究、发明、开发、设计、试验、生产。 
5．中外研发与创新能力比较 
研发经费投入比较，企业科技人员比较，技术扩散机制比较，信息比较、创新管理能力比较，

等等。 

第三节  市场绩效的应用分析 

一、一元回归模型 

πi=α＋βMSi 
α类似自发消费，即企业市场份额很小时的利润率，β是市场份额变动引致的利润率，MSi

是的 i 企业的市场份额。如果πi＝3＋0.2MSi,就表示市场份额每提高 1％，企业的利润率平均增加

0.2%。 

二、多元回归模型 

πi＝α＋β1MSi+β2Si+β3Ai+β4Ei 
表示企业的利润率取决于自发利润率、市场份额引致的利润率、该企业规模引致的利润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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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告密度（广告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引致的利润率、企业的增长率引致的利润率 

三、行业利润率回归模型 

PCMi＝α＋β1Ki+β2CRi+β3Si+β4Ai+β5Ri 
表示第 i 个行业的毛利率（价格成本差）取决于该行业的资本密度 K、该行业的绝对集中度

CR、该行业的规模（行业资产总额的对数、或 低经济规模 MES）、该行业的广告密度 A、该行业

的收入增长率。 

本章复习 

1．简述描述市场结构状态、投资可行性和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标。 
2．简述技术创新的函数关系和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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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产业结构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和经济增长的的基本关系。要求掌握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分析产业结构的主要工具、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第一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与联系方式。 

一、早期产业结构理论 

1．威廉.配第 1672《政治算术》对工商农收入的计算。 
2．魁奈 1766《经济表》和《经济表分析》，对产品在租地农场主、农民、不生产阶级（地主、

工商资本家等）之间的流通过程。 
3．日本赤松要 1935 的雁行形态理论 
4．库茨涅茨 1941《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对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分析，里昂惕夫 1941

《1919-1929 年美国经济结构》，克拉克 1940《经济发展条件》分析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

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规律。 

二、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主要理论：产业结构形成，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结构影响因素、产

业结构效应、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分析、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结构研究方法、产业关联等理论。 
1．里昂惕夫 1953《美国经济结构研究》和 1966《投入产出经济学》。 
2．库茨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 
3．刘易斯 1954《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 1958《经济增长理论》。 
4．赫希曼 1958《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关联效应和 有效次序理论。 
5．罗斯托《经济成长的过程》和《经济成长的阶段》。 
6．钱纳里《产业关联经济学》、《发展计划研究》、《发展的模式》、《结构变化与发展政

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邓宁（英）《20 世纪英国工业的变化与发展》。 
7．拉尼斯（德）和费景汉《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 
8．霍夫曼（德）《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和经济增长——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

为重点》、《马来西亚半岛的工业增长、就业与外国投资》。 
9．筱原三代平（日）《日本经济的成长和循环》、《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消费函数》、

《日本经济之谜——成长率和增长率》、《产业结构论》、《现代产业论（产业构造）》；马场争

雄《现代产业论（产业构造）》、《经济预测》、《景气变动的分析与预测》；宫泽建一《产业经

济学》、《日本的经济循环》；小宫隆太郎《日本的产业循环》；池田胜彦《产业构造论》；左贯

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以及筑井甚吉的“大道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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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与结构没有关系的观点 

1．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增长理论。增长来源于资本积累的增长带动了对就业增长、生产扩张，

生产扩张有带动资本积累等等的循环过程。 
2．凯恩斯主义的均衡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的均衡增长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单一部门的增长模

型；前者假定要素不可替代，增长不稳定；后者假定要素可替代，但增长是稳定的。 

二、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非均衡观点） 

1．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的一个方面（克拉克）。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派生需求的要素收益差

别导致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高的部门，并加速经济增长。 “克拉克法则”认为，发展

中国家的生产结构和供求结构变化速度快，增长速度也快。 
2．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相互作用（库茨涅茨）：总量的高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和消费需求快

速增长，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带动生产结构快速变动。 
3．主导部门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罗斯托）。部门分为主导增长部门、辅助增长部门和派生增

长部门，现代技术通过主导部门的吸收及其对辅助、派生部门的扩散带动经济增长。 
4．产业结构是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以后经济增长的基础，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及其合理化并推动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 

1．工业化演变规律：前工业化时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微弱；工业化初期—

—第二产业（轻工主导向基础主导转变）、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基础

向高加工转变）、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产业知识化）、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2．主导产业演变规律（GDP 比重上升较快，大比重等等）。 
农业为主导的特征。 
轻工业为主导，技术简单和需求拉动，积累速度较快。 
以原材料、燃料、动力、基础设施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为主导 
低度组装（传统机械加工）加工重化工业为主导。 
高度组装加工（精密加工）为主导；第三产业为主导；信息产业为主导。 
3．三大产业内部演变特点： 
第一产业——粗粗放型向集约型、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转变，种植型向畜牧型转变，野外型向

工厂化转变。 
第二产业——轻纺工业向基础性重化工业、加工型重化工业转变，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知

识密集型转变，封闭型向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方向转变。 
第三产业——传统服务型向多元化服务、现代型服务、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化转变。 
产业结构引进的顺序：第一产业的充分发展、第二产业的轻纺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的原材

料、燃料和动力的发展推动加工型组装重化工业、第三产业。后一阶段产业的发展一前一阶段产业

的充分发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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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配第-克拉克定理。人均收入的不同部门差异，随人均收入的增长，就业人口依次由第一次

产业向第二次、第三次产业转移。库茨涅茨的统计分析证明了产业结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

影响。 
2．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 
3．钱纳里工业化阶段论。制造业受人均 GNP、需求规模和投资率的影响大，受工业品和初级

品的输出率的影响小。美国制造业经历三个发展时期：初期、中期、后期及其产业产品的特点。 
4．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霍夫曼比例）由高到低的

变动形成工业化从消费品工业主导到资本品工业主导的四个阶段。 
5．赤松要雁行形态理论。加速本国工业化—研发新产品并形成国内市场——国内市场饱和开

拓国际市场—形成国外生产能力，产品低价返销，本国减少该产品的生产。 

五、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 

1．供给因素：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丰裕度、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资金和商品供应、上层建

筑等环境因素。 
2．需求因素：个人收入水平、人口增长、中间需求和 终需求。 
3．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4．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投资、货币、法律等政策。 

第三节  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产业间互为投入产出的技术经济联系，包括实物和价值形态的关联。 

一、产业关联方式 

1．关联依托。产业通过依托产品和劳务、生产技术、价格、劳动就业、投资等发生联系。 
2．依托类型。 
单向联系：一系列部门中的先行部门依次对后行部门提供投入，而后行部门不返回提供，如棉

花到服装。 
多向联系：先行部门与后行部门投入产出的双向联系，先行部门向后行部门提供投入，反过来

先行部门也需要后行部门的产品作投入，如煤炭与电力、煤炭与钢铁。 
顺向联系：部门之间按产品的生产工序前一部门为后一部门提供要素直到 终产品，如采矿-

冶炼-机械-组装产品； 
逆向联系：后行部门为后行部门提供产品。 
直接和间接联系：直接联系是两个部门有直接的投入产关联；间接联系是指两个部门通过其他

部门的产品间接联系，如汽车与采油设备制造，通过采油间接联系，汽车需要油，采油设备制造需

要汽车和油。 
3．投入产出。 

二、产业关联的基本分析工具——投入产出表 

1．实物产出表：以产品的标准单位或自然计量单位显示各主要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使用和

生产消耗上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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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型投入产表

产出

投入

单
位

中间产品

终产品 总产品

产品1

产品2

^
^

产品n
劳动力L 

产
品
1

产
品
2

… 产
品
j

… 产
品
n

合
计

x11      x12 … x1j   … xin u1

x21 x22 … x2j … x2n u2

^             ^                ^                     ^          ^

Xn1       xn2 … xnj … xnn un

L1 L2 … Lj … Ln L

Y1 

Y2…

Yi

…

Yn

_

X1 

X2…

Xi…

Xn

L

∑
=

…=+=
n

j
iiji iYxX

1

),2,1( ∑
=

=
n

j
jLL

1

 
表的横行反映各类产品和劳动力的分配使用情况，其中包括中间产品和 终产品的分配使用。 
表的纵列反映各类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产品和劳动力的数量，反映整个社会主要 终

产品的构成和各种产品的总量。因采用实物单位计量，故纵列各项元素不能反映产品的价值运动从

而不能相加。 
2．价值产出表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需求
部门

供给

部门

物

资
消
耗

部门1
部门2…

部门n

小计
不含
折旧

中间使用(中间需求)

部

门
1

部

门
2

…
部

门
n

小
计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xn1   xn2  … xnn

∑ ∑∑∑∑
= = ===

n

i

n

i

n

j
ijin

n

i
i

n

i
i xxxx

1 1 11
2

1
1 L

∑
=

n

j
jx

1
1

∑
=

n

j
jx

1
2

∑
=

n

j
njx

1

折旧

合计含
折旧

新价
值创
造

L报酬
社会纯
收入
合计

总产值投入

D1 D2    …Dn D

C1 C2    …Cn C
V1 V2    …Vn V
M1 M2    …Mn M
N1 N2    …Nn N
X1 X2    …Xn X

终产品Y( 终需求)

∑
=

n

j
iG

1

G1

G2…

Gn

固资

更新
大修

积累K
生产
积累

K1①

K2①…

Kn①

∑
=

n

j
ik

1

非生产
积累

K1②

K2②…

Kn②

∑
=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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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
计

K1

K2…

Kn

∑
=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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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W
个人
消费

W1①

W2①…

Wn①

∑
=

n

j
iW

1

社会
消费

W1②

W2②

Wn②

∑
=

n

j
iW

1

小
计

W1

W2

Wn

… …

∑
=

n

j
iW

1

合

计

Y1

Y2…

Yn

Y

总计
总产值
总产出

X1

X2   
…

Xn

X

Dj是第j产业部门全年提取的折旧基金；Cj是第J产业

部门各产业部门全年生产中的全部转移的价值。

纵列是各个产业的投入结构，包括反映社会总产品物
耗和新价值创造的构成。
横行反映社会总产出中的物耗和 终产品的价值构
成，反映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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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中间需求部分是表的核心，是内生部分。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个产

业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相互依存的交易关系。纵横排列是对应的。 
纵列表示所有产业包括本产业向该产业的中间投入情况：第 j 产业向包括本产业在内的所有产

业投入中间品的总量为∑
=

n

i
ijx

1
。 

横行表示包括该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生产中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情况，及中间产品的需求情

况：第 j 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对 i 产业产品的需求总量为：∑
=

n

i
ijx

1
。 

终需求部分是外生部分，反映各产业 终产品的去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公共福利和社

会保障和政府行政性支出）+投资（固定资产更新、大修、新增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出口

（必要时可在表中添加）。 
毛附加值部分：外生部分。包括各产业部门提留的折旧和实现的净产值即附加值（劳动报酬+

社会纯收入）。 
反映各行的平衡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各行的中间产品+各行的 终产品=各行的总产品，反映

各产业部门产品的流向： 

)3,2,1(
1

L==+∑
=

iXYx ii

n

i
ij  

反映各产业部门的价值形成的产出过程和每一产业部门的产出与各产业部门为之投入的平衡

关系的各列平衡关系，各列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各列的新创造的价值=各列总产值： 

)3,2,1(
1

L==++∑
=

jXNDx iii

n

i
ij  

横行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等于相对应的同名称的纵列各产业部门的总投入： 

)( ////

11
/// 时当 jiNDxYx jj

n

i
jii

n

i
ji

=++=+ ∑∑
==

 

终产品总量=国民收入总量+固定资产折旧总量， 终产品需求部分=毛附加值部分 

i

n

i
j

n

j
j YND ∑∑

==

=+
11

 

三、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是由系数、投入产出变量的函数关系构成的数学方程。 
1．各类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投入系数）：生产单位 j 产品直接消耗的 i 产品的数量：所消耗的各种要素投

入分量/各产业部门总产品： ),2,1,( nji
X
x

a
j

ij
ij L==  

用矩阵表示：A=Q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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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折旧系数某产业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提取的直接折旧费用额：aDj表示第 j 部门单位产品提

取的折旧费。 

),2,1( nj
X
D

a
j

j
Dj L==  

国民收入系数。净产值系数 aNj表示 j 部门生产单位产品创造的国民收入数量： 

 ),2,1( nj
X
N

a
j

j
Nj L==  

劳动报酬系数 avj——某部门生产单位产品需要支付的劳动报酬量，第 j 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要

支付的劳动报酬量： 

),2,1( nj
X
V

a
j

j
Vj L==  

社会纯收入系数： ),2,1( nj
X
m

a
j

j
mj L== ，表示第 j 部门生产单位产品为社会创造的纯收入，

某产业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能提供的社会纯收入量。 
直接劳动消耗系数：根据实物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某产业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

力数量： 

),2,1( nj
X
L

a
j

j
Lj L==  

完全消耗系数：某产业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总量，完

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 +间接消耗系数 

∑
=

=+=
n

k
ijikijij njiabab

1

),,2,1,( L ，bij=完全消耗系数。aij 是直接消耗系数，∑
=

n

k
ijik ab

1
是间

接消耗系数，其中 k 是中间产品部门，∑
=

n

k
ijik ab

1
表示通过 k 种中间产品而形成的生产单位 j 产品对

i 产品的全部间接消耗量。用矩阵表示，B=（I—A）
—1—I，（I—A）

——1是（I—A）的逆矩阵。 
2．投入产出的两个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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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平衡关系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因为
j

ij
ij X

x
a = ，所以 aijXj=xij且代入 ii

n

i
ij XYx =+∑

=1
 

得到 i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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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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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的纵列表明每种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每一列表示某产业为生产一个单位所要投入的各种

相应产业的产品数量；负号表示投入，正号表示产出。对角线上各元素是各产业的产品扣除自身消

耗后的净产出。（I—A）揭示了 X 与 Y 的关系、总产品与 终产品之间的关系。 
按列平衡关系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 

xij=aijXj代入列平衡式 )3,2,1(
1

L==++∑
=

jXNDx jjj

n

i
ij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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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折旧系数得到的 Dij=aDjXj代入 )3,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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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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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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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矩阵的各元素描述了转移价值系数，即直接物耗系数家加直接折旧系数；
∧

− )( CI 的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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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总产值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 
3．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内容 
各产业部门的投入结构和销路结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各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率”和“中

间投入率”。 
中间需求率 Gi：各产业对某产业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与整个国民经济对该产业部门产品的总

需求之比： )3,2,1(

1

1 L=
+

=

∑

∑

=

= i
Yx

x
G n

i
iij

n

i
ij

i ， ∑
=

n

i
ijx

1
 为各产业部门对第 i 部门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

∑
=

+
n

i
iij Yx

1
为第 i 产业部门的产品总产出，Yi 是第 i 部门的 终需求部分。 

中间投入率 Fj：该产业部门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与总投入之比： 

)3,2,1(

1

1 L=
++

=

∑

∑

=

= i
NDx

x
F

j

n

i
iij

n

i
ij

i ,公式表明中间投入率越高，附加值 N 越低。 

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用于分析不同的产业群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先后发展顺序。 
4．产业部门间的联系广度和深度 
用直接消耗系数 aij 指标度量联系广度。用产业间的直接消耗占直接总消耗的比重来计量联系

深度。 

四、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1．产业波及效果：某一产业部门变化沿不同产业关联方式引起与其直接相关产业部门变化、

与其直接相关产业部门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由强至弱的影响。 
2．产业波及源： 终需求变化引起中间产品的变化波及各部门；毛附加值的变化引起各产业

部门的变化。 
3．产业波及线路：产业的联系方式，沿着产业的单向联系或多向联系路线波及。波及的表现

为生产技术、产品技术性能、成本、价格和就业的变化。 
4．分析工具。 
投入系数表。投入产出表中纵向费用结构中的投入系数或生产技术系数、物资消耗系数 aij。 
逆阵系数表。已知某产业 终需求的增长量，用逆矩阵计算受波及的产业的 终产出量。 
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

∑

∑∑

∑

==

=

==

= =
+

=

=

n

j
ij

n

i

n

j
ij

n

j
ij

n

i
ij

n

j
ij

i

A
n

A
n

AA
n

A
n

S

11
2

1

11
2

1

1

1

)(1

1
均值的平均全部产业横行系数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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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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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为（I—A）
—1 中的第 i 行第 j 列的系数。感应度系数是表示一个产业受其他产业的影响的程

度，系数越大受其他产业的影响越大，反之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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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系数
 

生产诱发系数和生产的 终依赖度 
测算各产业部门的各项 终需求项目对生产的诱导作用程度的系数 

),2,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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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
Z

W

W

L

d
d

d
合计相应应的 终需求项目

项目的生产诱发额该产业的各种 终需求

 

终依赖度系数：某产业的生产对个 终需求项目的直接、间接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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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产诱发额合该产业各 终需求项目

）的生产的生产、、目（该产业各项 终需求项

 

综合就业系数。综合就业系数=就业系数×逆阵（I—A）
—1 中的相应系数， 

其中就业系数=该产业就业人数/该产业的总产值。综合就业系数表示该产业进行一个单位的生

产在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直接和间接就业的人数。 
综合资本系数：该产业进行一个单位的生产在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直接和间接需要的资本 
综合资本系数=资本系数×逆阵（I—A）

—1 中的相应系数，其中资本系数=该产业的资本量/该
产业的总产值 

5．产业波及效果分析的其他应用 
特定需求波及效果预测分析：对特大型投资项目造成的特殊需求的预测分析，以预测特大型投

资项目需求是否会引起物资供应短缺、物价上涨等等。 
特定产业的波及效果预测分析：选择某种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对其波及效果进行预测分析。包括

投资本身的波及效果和投资后原材料消耗的波及效果预测分析。 
价格波及效果预测分析。某一产业或某些产业产品价格变化对其他产业价格变化的全部（直接

和间接）影响；某一产业或某些产业的工资、利润、折旧、税金等变动对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

的全部（直接和间接）影响。 
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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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业结构优化 

一、产业结构优化 

1．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过程。 
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顺着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优势地位发

展，沿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优势发展；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低

加工度产业向高加工度产业发展。 
合理化是指，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 
2．主要内容：供给结构优化（所有生产要素结构调整）；需求结构优化（个人消费、社会消

费、中间产品需求、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各产业进出口结构和每个产业

进出口结构调整）；国际投资结构优化（本国资本流出结构和外国资本流入结构调整）。 

二、产业结构效应 

1．产业关联效应：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对后向关联产业和前向关联产

业的影响。一个部门与其投入品部门的关系是后向关联，一个部门与接受其投入的部门的关系是前

向关联。 
2．产业扩散效应：某些产业在各个历史间隔中的不合比例的增长对关联产业的影响。分为回

顾效应（主导部门增长对向自己供应投入品部门的影响）、旁侧效应（主导部门成长对周围地区的

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和前向效应（主导部门成长诱导新兴部门、新技术、新原料、新材料、新能源

的出现）。 
3．产业结构其他效应。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结构开放效应。 

三、优化机制 

1．高度化的机制：创新的推广和普及对产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时高速增长的产

业具有附加值高、产业产值比重大、关联方面影响力大（前向关联效应大）。 
2．主导产业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键。主导产业特征是技术进步、持续高速增长、较强的扩

散效应。主导产业形成的条件是：足够的资本积累、充足的市场需求、技术和制度创新。主导产业

的实现形式是：市场自发调节、政府积极干预。主导产业的转换和发展经历的 5 个阶段。 

四、合理化及其调整 

1．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之间没有技术水平断层和劳动生产率的强烈反差，产业之间相互提

供帮助和促进，产业之间的主次和轻重缓急排序明确和适宜，供给与需求相适应。 
2．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准：国际基准，以需求为基准调整供给结构、产业界比例要平衡。 
3．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比较与测定：国际比较，影子价格分析法（各种产品边际产出相等），

生产能力是否与需求适应、产业结构是否能随需求结构变动而调整、用国民经济总产出变化衡量结

构变动的效果。 
4．产业结构不协调的两个原因：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变动不适应供给

结构变动。 
5．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过程及其收益：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供求结构变动、技术进步。 
6．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包括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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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产业布局的理论、因素和实践 

一、产业布局理论概貌 

1．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1926（德）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孤立国同农业圈层理论。

决定农业经营地点的是级差地租理论，忽视了自然条件；生产不同产品的六层农业圈。 
工业区位理论：（德）韦伯（1909《工业区位理论》）：运费对工业布局起决定性作用；其次

是劳动费和聚集经济效益。（美国）胡佛（1931《区位理论与皮革制鞋工业》、1948《经济活动的

区位》）,提出运输成本的结构包括线路营运费和站场费用。赖利的价格政策对运费的影响；艾萨

德的运费与货物的重量、运距、货物的体积、易碎性关系。 
廖什（1940,《区位经济学》）的区位平衡理论，是区位理论的集大成者，涉及农业区位理论、

工业区位理论、交通运输布局理论，开创了产业布局学的新领域——区域产业布局。 
2．二战后——70 代的市场学派。产业布局考虑市场因素，布局在利润 大的区域，市场划分

与市场网络结合。谢费尔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费特尔的贸易区边界区位理论；帕兰德的市场竞争

区位理论；罗斯特朗的盈利边界理论等。市场网络合理结构安排的理论主要有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

理论和廖什的区位经济学。 
3．成本一市场学派。探讨了区域产业布局与总体产业布局问题。艾萨德（1954,《区位和空间

经济》）的一般区位理论和竞争布局模式。俄林（1933《区域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一般区位理

论。认为运输方便的区域经济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并能成为重要市场。弗农的产品生命

周期理论，以技术发展为核心，分析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布局的差异，和产业梯度转移。 
4．行为学派：把人的主观态度及由其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当作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5．社会学派：着重研究各种社会因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6．（法）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是聚集了主导部门、资本和技术，增长迅速并对临近地

区有着强大辐射作用的城市或地区。政府选择特定地区和城市形成增长极，可以凭借市场机制的引

导带动增长极以外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7．点轴理论：由增长极形成点、由点于点之间因经济联系、交通通讯等联为轴、轴线为点服

务的理论。合理选择增长极和各种交通轴线，可以由点带轴、由轴带面， 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

发展。 
8．（瑞典）缪尔达尔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在后起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先由不发

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并使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扩大；后随发达地区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发达

地区的生产要素有向不发达地区逐步扩散，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9．（苏）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以开发特定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其

内部各部门企业是建立在对各种资源的合理综合利用，以及对于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各种基础设施

的统一安排基础上的。 
10．我国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1956 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 “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思

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非均衡布局战略”。强调注重整体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充分发

挥和利用各地区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序列分阶段、

有重点、求效益地展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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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内容 

1．产业布局条件：外部环境（物质化的硬环境，非物质化的软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

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自然条件、经济地理区位，以及人口条件）。 
2．产业布局特点：各个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各地区自身条件所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和

地域组合。 
3．产业布局层次：全国性产业布局和地区性产业布局，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 
4．产业布局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 
5．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人口与产业空间转移过程。 

三、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1．自然、地理位置因素。自然条件对第一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原料、运输条件等第二、第

三产业布局的直接影响 
2．人口因素。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影响市场需求特征的多样性，产业布局的项目种类和规模。 
3．社会经济因素。 
4．市场条件。市场的需求量和需求结构影响产业布局的部门规模和结构，是形成主导产业、

辅助产业，以及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地域综合体的指南。 
5．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宏观调控 。可以消除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布局的盲目性、布局的波

动性和趋同化。 
6．国内、国际政治条件。 
7．价格与税收条件。地区差价影响企业选择 佳区位。产品的各种比价关系会影响产业内部

结构的调整和生产的地区分布。税制结构可以控制重复建设以小挤大和地区封锁等。 
8．科学技术因素。 技术进步拓展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改善自然资源在各地区的

地理分布状况，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力，改善产品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等。 

四、产业布局的实践： 

1．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 
国际分工是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和基础，国际产业转移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在

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新的贸易与投资的利益分配的国际格局。 
2．产业革命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的演变。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而且供应世界各地。强迫外国

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形成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农业国，或由农业国围绕的少数几个

工业国。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工业

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深化。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国、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技术密集

型产业国。 
进入 90 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化、高技术产业和经营性的第三产业成为国际产业

转移的重点；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和非股权安排和产业转移方式并

举；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 
4．我国产业布局。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中西部地区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产业。 
全国性产业布局目标分为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生态平衡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 效率目标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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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整个国民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宏观效益，公平目标要求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和收

入水平的差距。主要条件：市场机制，科技进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实施规

划，产业政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税收政策，银行利率。 
我国产业密集带：长江产业带和沿海产业带、陇海兰新产业带、黄河中上游能源重化工带、南

昆一红水河能源有色金属带、环渤海经济带等。京广和京九铁路两个点轴系统所形成的复合产业密

集带。 

五、地区性产业布局 

1．主要研究内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业空间组合的 佳形式和一般规律，以求合

理地利用本地资源，求得 大的区域效益。 
2．地区性产业布局的依据：自然环境上一定的类似性和关联性；二是经济发展与布局现状有

相似性和互补性。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兼顾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三是拥有实力雄厚的经

济中心。 
3．地区性产业布局的基本走势。 
传统社会的农业布局。工业化初期的地区性产业布局，大多趋向布局在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产

区；工业化社会中期的地区性产业布局适应于轻工业为主转向重化工工业、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工

业化社会后期的地区性产业布局，基础原材料工业不断从中心城市扩散，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第三

产业则向中心城市集中。 
4．地区性产业生长点的选择要点。有能力创造或引进、吸收和发展新兴产业、部门、技术和

产品的城市和地区。生长点具备经济发展水平、人才、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水平。 
5．地区性产业布局的主要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增长极发展模式：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各类开发区。 
点轴布局：增长极布局模式的延伸，以沿海与长江为轴线，上海为首的包括轴线上的主要城市

为点展开我国产业布局； 
“弓箭型”：沿海或京沪线为弓，京广线为弦，长江为箭，上海是箭头。 
网络布局：点轴发展与布局的延伸。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二角洲地区模式。 
区域梯度开发模式：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是高梯度、中梯度和低梯度地区，是我国产业结

构升级、调整与产业扩散的基本脉络。 

六、地区产业结构 

1．地区的界定方法。 
均质区域法——按内部性质具有相对一致性而外部具有较大差异性为标准的划分方法。极化区

域法——按区域增长极（中心城市和拥有战略产业的地区）的关联关系划分区域的方法；行政区域

法：为方便管理按行政区域划分区域的方法。 
2．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是指由一定划分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产业

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地区产业结构一般不具备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有在全国具

有专业化分工优势的产业；个地区的结构优势不同；各地区结构具有互补性和依存性。 
3．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地区要素禀赋；需求结构导向；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生产的地

区集中度（某产业的地区规模在全国的比重）。 
4．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分析的经济指标 
区位商=（某地区 A 部门就业人数+某地区全部就业人数）/（全国 A 部门就业人数+全国总就

业人数），反映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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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产量系数=某地区 A 产业产品人均产量/全国 A 产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人均产值系数=某地

区 A 产业产品人均产值/全国 A 产业产品的人均产值。反映劳动生产率。 
地区产业区际输出指标=区域商品率=某地区 A 产业产品输出量/该地区 A 产业产品生产总量。

区域产业输出系数=某地区 A 产业输出/该地区各产业输出。反映专业化水平和在全国的地位。 
5．反映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的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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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越大两地区的产业结构越相似，反之差别越大。其他与上一个公式相同。 
6．反映地区商品流通的经济指标。 
7．地区投入产出模型。 
8．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 

本章复习题 

1．简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 
2．简述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走向。 
3．简述影响产业结构的基本因素。 
4．分析产业关联的主要工具是什么？ 
5．简述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的含义、机制。 
6．简述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市场理论、成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7．简述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 
8．我国全国性产业布局的主要目标有哪些？ 
9．地区产业布局主要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10．什么是增长极和点轴理论？ 
11．地区产业布局增长点的选择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12．简述我国产业布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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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产业政策和政府规制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和类型，要求掌握产业政策和政府规制的区别和发展趋势。 

第一节  产业政策 

一、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 

产业政策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主动干预产业活动的各种政策。 
1．工具 
直接干预工具（配额、许可证、审批制和政府直接投资）；间接性工具财政政策（税收减免和

增加、财政补贴、进口关税减增和出口补贴）和货币政策（信贷和利率）；法律政策（反垄断、放

松管制和反不当竞争）。 
2．政策的（目标或对象）作用与约束条件：弥补市场失灵（公共产品、外部经济）和自发调

节结构的短期性，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保护国家安全。 
3．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政策确定和实施好坏取决于政府的素质、法律体制的健全与否。政策

实施好坏的标准：微观福利的提高与否；是否兼顾效率与公平；是否提过生产力和综合经济效益；

是否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政策类型 

1．组织政策：政府干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调节企业关系或协调竞争与规模经济矛盾。主

要控制市场壁垒高低、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信息透明度、支持公共部门和瓶颈产业。 
2．结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高度化。核心是推动和扶持技术进步、扶持战略产

业（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有计划地收缩衰退产业 
3．布局政策。政府对重要产业的空间分布的引导和调整政策。主要手段：布局规划、投资倾

斜（交通和基础设施、能源和通讯等）、其他经济政策诱导。。 
4．技术政策。对产业技术发展实施指导、选择、促进与控制。确定产业技术开发计划，包括

具体的技术标准、技术发展规划、重点发展核心技术，限期淘汰的落后技术；技术进步促进政策，

包括引进政策、开发扶持政策。 
5．综合性政策。对各产业部门的政策。 
6．中小企业政策。《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1999）、 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

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2002《中小企业促进法》。 

第二节  规  制 

一、规制模式 

1．规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和限制。 
2．产业规制是指政府对产业经济主体实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和限制。具有纲领性（宪

法）、强制性、系统性（各部门法、经济法规与民法、刑法、行政法）、效益性（注重效益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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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制约性、适应性（适应社会的变化而调整和修改）。 
3．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对经济主体实施的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和限制。产生于市场失灵。

规制的主体是政府，客体是企业和消费者。政府经济性规制主要是对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或放松规

制。政府社会规制主要考虑环境、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卫生、安全问题等公共问题，应用于改善

公共利益，事后利用转移支付解决分配不公，事前对市场缺陷进行矫治。政府行政规制是政府以行

政权规范和限制经济活动的措施，具有强力性、速效性和直接性，适应于战时经济、供求结构严重

失衡、病态经济、国有化企业和自然垄断产业等。 
4．行业自律规制，是行业协会对本行业企业的规划和协调的自组织规制。 

二、西方规制模式 

1．民间主导型规制：政府通过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市场信号间接影响企业决策。 
2．政府主导型规制：政府调节市场和重点直接引导企业（日韩）。 
3．政府民间平衡式：政府保障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配合以社会因素相保障的规制模式（德）。 

三、政府规制的演变 

1．内容演变。20 世纪初期到 60 年代，主要研究政府规制介入自然垄断企业行为不导致社会

福利的降低。60－70 年代，研究规制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还是追求社会福利，研究外部性和产

权清晰下的市场效率和放松规制问题。80 年代后，提出市场信息不对称是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2．研究方法演进。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是规范分析。50 年代后是数学模型、计量经济学为主

的实证分析。80 年代是经验主义，对现实事件描述和分析，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归纳，主要采用

案例分析。90 年代以来的是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分析工具从边际分析、扩展到福利经

济学的 优化效率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产权、交易成本、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

对称下的博弈理论。 
3．经济全球化下的政府规制变化：放松或取消对自然垄断企业进入市场限制、或部分取消繁

琐苛刻的规制条款。以经济规制为主向社会性规制为主转变。转型国家政府规制市场化、民主化和

国际化。市场化是指借助市场解决政府原来解决的问题；民主化是指政府规制简化、公开决策过程

和规制信息等等；国际化是指结合本国实际引入他国规制制度。 

第三节  行业管理 

一、行业和行业管理模式 

1．行业是特殊分工的产物，是生产同类产品、使用相同投入、工艺和服务相同的企业总体。

不同行业的互为投入产出和竞争关系。同行业没有投入产出关系，而是竞争关系。为防止过度竞争，

同行业需要就布局、规模和价格进行协调。 
2．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按行业组织、按行业协调和按行业沟通的管理体制。组织行业协

会，通过协会统一规划、协调、指导沟通行业内各企业的经营活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政府

通过各种政策确定各行业的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对各行业进行规划和协调。行业管理成为整个产业

管理的基本体制，行业组织和政府管理相互协调和结合对产业进行管理（日本）。 

二、行业协会 

1．行业协会的功能和管理方式。向企业提供信息，培训人才，诊断企业管理，制定行业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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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格和标准，根据政府的计划制定行业的计划，沟通与政府的联系，协调对外提高竞争力，协助

政府贯彻法律，指定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行业组织卡特尔化。 
2．中国行业管理。 
1979—83 起步阶段。国务院提出：“按行业组织、按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出国考察。

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1984—88 为发展时期，成立中国模

具工业协会、近百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9—1992 停滞；1992 以后，成立轻工协会、纺织工业

协会。 
组织机构：会员代表大会领导下的理事会负责制，若干年开一次；一是企业事业团体会员，二

是个人会员。休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主持工作，全国协会和地方协会是指导被指导关系。 
开展行业调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受政府委托和授权，进行行业规划、制定技术标准、推

广新技术和新产品等、制定企业升级和考核标准，制定行规协约和价格协调。协调企业关系，组织

信息交流和技术咨询、培训、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我国行业协会是随政府职能转变，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职能和部分工作人员组成，有官方和

半官方色彩。国外是政企分开，行业组织是中介组织，我国行业的组建带有行政干预、职能发挥上

代行政府的行政权力。有的政府给编制和经费，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政

会不分”和“官办协会”。 

本章复习题 

1．简述产业组织政策、结构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的主要内容。 
2．简述产业规制与政府规制的共同点和主要区别。 
3．简述转型国家政府规制变化的主要趋势。 
4．简述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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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从逻辑上讲由四个部分组成。第 1 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学习和了解统计的涵义、统计的

产生和发展；了解统计研究对象、特点和作用；掌握统计活动方法、过程、任务和组织；理解并记

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从而对本书有整体印象。 
第二部分包括 2．3．4．5 章，主要了解统计研究各个阶段及各种研究方法，即统计设计、统

计调查、统计整理、描述分析和推断分析的有关内容。各阶段既有一定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又紧密

联系，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通过学习，要明确统计研究各阶段的任务和特点，

掌握各种统计研究方法，如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统计分组的方法、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计算和

运用等。 
第三部分包括第 8 章，主要介绍抽样推断的有关知识，包括抽样估计的意义和一般步骤、抽样

方案设计的基本准则和抽样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明确抽样调查的概念、特点、

作用；理解抽样误差的影响因素，掌握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方法、抽样估计推断和必要抽样数目的

确定方法，初步具备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抽样方法收集资料并据以做出正确推断的能力。 
第四部分包括第 9、10、11 章，介绍几种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即时间数列分析、统计指数分

析、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学习目的是明确时间数列和统计指数的概念、种类、作用和编制原则，

掌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特点和方法，从而更好地研究事物的变动趋势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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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分

析、解释和推断的科学。本章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统计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使我们对统计学有了初步

的认识。通过本章学习，应明确“统计”的涵义、统计的产生和发展；了解统计研究对象、特点和

作用；掌握统计活动方法、过程、任务和组织；理解并记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从而对全书

有整体印象。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学概述 

一、统计的含义 

（一）对现象的数量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活动过程。 
（二）通过统计实践活动取得的说明对象某种数量特征的数据。 
（三）是研究总体一定条件下的数量特征及其规律性的方法论学科。 
统计研究的对象是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它具有数量性和总体性

的特点。 
统计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统计有时指统计工作，即统计实践活动，是对社会

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全过程；统计有时指统计资料，即通过统计工作过程

所取得各项数据资料和与之相关的其他实际资料；统计有时指统计科学，即关于认识客观现象数量

特征和数量关系的原理原则和方式方法的科学。 
统计的三种涵义是密切联系的。统计工作和统计资料是统计活动和统计成果的关系，统计学和

统计工作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二、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 

统计是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为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从人们社会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统计”一词有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科学三种涵义。 
17 世纪末统计学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并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统计著作，开始形成不同的统计

学派，主要有政治算术学派、记述学派、数理统计学派、社会统计学派、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体系。 

三、统计学的分类 

（一）理论统计学，研究统计的一般方法和理论； 
（二）应用统计学，研究运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统计问题。 

    第二节  统计学的作用及学习方法 

一、为什么要学习统计学 

（一）统计学是通用的方法论科学，是通用的基础课。 
（二）统计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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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统计学的数学基础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的数学基础：算术符号、分数、小数、四则运算、比例、乘方和开方、正负

数、零的运算规则和简化。 
学习高级统计知识的数学基础：平面解析几何、导数、微积分、概率论。 

三、学习统计学的方法 

理解统计思想、掌握统计术语、熟悉统计符号、记住统计公式、使用统计工具。 

    第三节  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一、统计总体与总体单位 

统计总体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客观存在的、在同一性质基础上结合起来的许多个别单位所

形成的集合。构成总体的基本单位称为总体单位，也称为个体。 

二、标志与变量 

总体单位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的名称称为标志。标志可分为品质标志与数量标志。数量标志通

称为变量，变量的各种不同的值称为变量值。 

三、标与指标体系 

 统计指标是反映自然与社会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的概念及其具体数值。指标可以分为数量指

标与质量指标，或分为总量指标、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 
指标体系指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一系列统计指标所构成的整体。 
统计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综合数量特征的科学概念或范畴。 
正确理解统计指标时应注意：①统计指标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②一个完整的统计指标应

该由总体范围、时间、地点、指标数值和数值单位等内容构成。 
统计指标和统计标志是一对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 
（一）指标是说明总体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特征的； 
（二）指标具有可量性，无论是数量指标还是质量指标，都能用数值表示，而标志不一定。数

量标志具有可量性，品质标志不具有可量性。 
标志和指标的主要联系表现在： 
（一）指标值往往由数量标志值汇总而来； 
（二）在一定条件下，数量标志和指标存在着变换关系。 
统计指标按其反映的数量特点不同可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规模水

平或工作总量的指标，也称总量指标，一般通过数量标志值直接汇总而来，用绝对数表示，指标数

值均有单位；质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体相对水平或工作质量的统计指标，又分为相对指标和平均指

标，分别用相对数和平均数表示，它们通常是由两个总量指标对比派生出来的，反映现象之间内在

联系和对比关系。 
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关系表现在：数量指标是计算质量指标的基础，质量指标往往是相应的

数量指标进行对比的结果。 
统计指标体系是各种互相联系的指标群构成的整体，用以说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各方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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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从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一个指标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它只能反映现象总体的某一侧面，只有使

用指标体系才能反映现象总体全貌。 
统计指标体系大体上可分为基本统计指标体系和专题统计指标体系两大类。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学的？怎样理解统计学与统计数据的关系？ 
2．怎样理解统计总体的内涵，总体与样本之间的区别？ 
3．有人说：“没有变异，就没有统计研究的必要”，此观点正确吗，为什么？ 
4．简述统计学与数学的联系与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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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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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计数据的收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数据是统计研究的起点，因此，如何收

集数据就成为统计学第一步要研究的内容。从数据收集的角度讲，数据可以分为原始资料和次级资

料。对原始资料的收集过程通常称为统计调查，次级资料的收集过程则基本上是一个阅览、查询的

过程，本章对两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分别进行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统计测量尺度和调查误差的有关

内容。学习本章时应重点掌握统计测量尺度的分类和应用、统计调查的分类、调查设计与问卷设计、

调查误差的产生原因与控制。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测量尺度 

一、统计测量尺度概述 

统计测量是使用某种方法使自然或社会事物量化，可以看作统计分类的过程。由于分类时依据

的标准有所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测量尺度。统计测量尺度通常分为四类，即定类尺度、定序尺度、

定距尺度和定比尺度。 
（一）定类尺度是对事物的性质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类变量的不同类别间地位平等，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定类变量的值是以文字表述的，不能以数字表述（或用数字表述，但只具有符号

上的意义）  。定类尺度的例子如按性别的分类。 
（二）定序尺度是对事物顺序性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序变量的不同类别间存在顺序性差

异，因此在表述或分析时不能随意排列，但其顺序性差异无法准确计量。定序变量确切的值也是用

文字表述的，不能用数字表述（或用数字表述，但只具有符号上的意义）  。定序尺度的例子如按

文化程度的分类。 
（三）定距尺度是对事物绝对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距变量的值以数字表述，有计量单位，

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但没有绝对零点，不能进行乘除运算。定距变量的例子如摄氏温度。 
（四）定比尺度是对事物绝对和相对差异进行的辨别和区分。定比变量的值以数字表述，有绝

对零点，可以进行加减运算和乘除运算。定比变量的例子如身高、产值等。 
测量尺度的作用 
（一）决定数据的整理、显示方法； 
（二）决定数据的分析方法； 
（三）决定计算机的处理方法。 

二、测量层次与测量尺度的正确应用 

从定类尺度依次到定序、定距、定比尺度，测量层次依次提高。在应用时应注意：对于不同的

事物，要正确选用测量尺度；对于同一事物，要尽量使用高层次的尺度；对于指标体系，要使用相

同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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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始数据的收集方法 

一、统计调查概述 

统计调查是按一定的方式收集原始数据的工作过程，它是统计过程的基础环节。统计调查是按

照预定的统计任务，运用科学的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客观实际搜集资料的过程。统计调查既是

对现象总体认识的开始，也是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环节。按照调查的组织方式不同可将统计

调查分为： 
（一）统计报表制度，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要求，自下而上地定期向国家和主管部门报

送基本统计资料的一种报告制度。 
（二）普查，指国家为详尽了解某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而专门组织的一次性全面调查。 
（三）抽样调查，指按照随机原则从调查对象中抽取一部分样本单位进行调查，再用样本资料

推断把握总体的数量特征的一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四）重点调查，指为了解总体基本情况，在调查对象中只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调查的一

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五）典型调查，在对调查对象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少数典型单位进行调查的

一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二、统计调查方案 

统计调查方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调查目的，即为什么调查，确定调查目的是任何一项统计调查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调查目的需要不同的调查资料，不同的调查资料又有不同的搜集方法。调查目的明确了，搜

集资料的范围和方法也就确定下来了。 
（二）调查对象与调查单位。调查对象是调查的物质承担者，是一个总体，调查单位则是总体

中的每一个总体单位（注意区分调查单位与填报单位）  ，调查对象即统计总体，是根据调查目的

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全体。统计总体这一概念在统计调查阶段称调查对象。 
在确定调查对象时，还必须确定调查单位和报告单位。调查单位也就是总体单位，它是调查对

象的组成要素，即调查对象所包含的具体单位。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

调查目的的不同二者可以互相变换。 
报告单位也称填报单位，也是调查对象的组成要素。它是提交调查资料的单位，一般是基层企

事业组织。 
调查单位是调查资料的直接承担者，报告单位是调查资料的提交者，二者有时一致，有时不一

致。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每一工业企业既是调查单位，又是报告单位；工业企业职工收

入状况调查，每一职工是调查单位，每一工业企业是报告单位。 
（三）调查项目与调查表。调查项目即调查内容，若以规范的表格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调查

表, 调查项目即依附于调查单位（总体单位）的统计标志，其标志表现就是统计调查所得的资料。 
确定调查项目时，首先应注意所选择的项目能够取得确切资料，其次注意所选择的项目应有确

切的涵义和统一解释，另外要注意各项目之间的联系和衔接，便于核对和分析。 
（四）调查时间，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调查资料所属的时间，即数据是现象在哪一时点或哪一

时期的数量表现，二是调查全过程和每个调查阶段所需的时间，调查时间指调查资料所属时间。如

果调查的是时期现象，调查时间是资料所反映的起讫时间；如果调查的是时点现象，调查时间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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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的标准时点。调查时限是进行调查工作的期限，包括搜集资料和报送资料的整个工作所需要

的时间。如某管理局要求所属企业在 1996 年 1 月底上报 95 年工业总产值资料，则调查时间是一年，

调查时限是一个月；又如某管理局要求所属企业在 96 年 1 月 10 日上报 95 年产成品库存资料，则

调查时间是标准时间 1995 年 12 月 31 日，调查期限是 10 天。 
（五） 制定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计划。调查的组织工作包括明确调查机构、调查地点、选择

调查的组织形式等问题。 

三、统计调查的种类 

1．统计调查按组织形式，可分为统计报表和专门调查。 
统计报表是国家统计系统和专业部门为了定期取得系统、全面的统计资料而采用的一种搜集资

料的方式，目的在于掌握经常变动的、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指标的统计资料。专门调查是为了

了解和研究某种情况或问题而专门组织的统计调查，包括抽样调查、普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等

几种调查方法。 
2．统计调查按研究总体的范围，可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全面调查是对构成调查对象的所有单位进行逐一的、无一遗漏的调查，包括全面统计报表和普

查；非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中的一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包括非全面统计报表、抽样调查、重点调

查和典型调查。 
3．统计调查按调查登记的时间是否连续，分为连续调查和非连续调查。 
连续调查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变化进行连续不断的登记，如工业企业总产值、产品产量、原材料

消耗量等，在观察期内连续登记。连续调查所得资料是现象在一段时间内的总量。不连续调查是指

间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研究对象某一时刻的资料进行登记。如人口数、机器设备台数等资料短期

内变化不大，没有必要连续登记资料。不连续调查所得资料体现现象在某一瞬间所具有的水平。 
4．统计调查按搜集资料的方法分为直接调查、凭证调查、派员调查、问卷调查。 
直接调查又称直接观察，由调查人员到现场对调查单位直接查看、测量和计量；凭证调查是以

各种原始和核算凭证为调查资料来源，依照统一的表格形式和要求，按照隶属关系，逐级向有关部

门提供资料的方法；采访调查是通过指派调查员对被调查者询问、采访，提出所要了解的问题，借

以搜集资料；问卷调查是以问卷形式提问。 
此外，也有人根据调查工作时间的周期长短，将统计调查划分为经常性调查和一次性调查。 
所谓经常性调查是指调查周期在一年以内的调查，间隔超过一年的为一次性调查。这种划分和

调查对象没有关系，不要把经常性调查误以为是全面调查，也不要误以为经常性调查就是调查时期

现象，而一次性调查就是调查时点现象。 

四、统计调查方法 

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有统计报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它们各有其特点。

1994 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以必要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的抽样调查为主体，同

时辅之以重点调查、科学推算和少量的全面报表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1．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是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表式，统一的指标项目，统一的报送时间，自下而上逐级定期提

供基本统计资料的调查方式方法。我国大多数统计报表要求调查对象全部单位填报，属于全面调查

范畴，所以又称全面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具有统一性、全面性、周期性、可靠性等特点。 
目前我国统计报表，是由国家统计报表、业务部门统计报表和地方统计报表组成，其中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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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是统计报表体系的基本部分。 
2．普查 
普查是专门组织的不连续性全面调查。主要调查一定时点状况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量，搜集那

些不能够或者不适宜用定期全面报表搜集的统计资料，以搞清重要的国情国力。 
普查的主要特点是不连续调查。 
普查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是组织专门的普查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普查人员，对调查单位直

接进行登记；另一种是利用普查单位的原始记录和核算资料，颁发一定的调查表格由调查单位自填

上报。 
普查按资料汇总的特点分为一般普查和快速普查。前者逐级上报资料，后者越过中间环节，由

基层单位将资料直接报送给 高领导机关。 
普查和全面统计报表都属于全面调查，但二者并不能互相代替。普查属于不连续调查，调查内

容主要是反映国情国力方面的基本统计资料；而全面统计报表属于连续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需要

经常掌握的各种统计资料。全面统计报表要经常填报，因此报表内容固定，调查项目较少；而普查

是专门组织的一次性调查，在调查时可以包括更多的单位、分组更细、项目更多。因此，有些社会

经济现象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经常调查，但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时，就可通过普查来

解决。普查花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较多，不宜经常组织，取得经常性的统计资料还需要靠全面统

计报表。 
3．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按随机原则从总体中选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观察，用以推算总体数量的一种非全面调

查。 
抽样调查的特点： ① 既是非全面调查，又要达到对总体数量特征的认识； ② 按随机原则去

抽取调查单位。 
抽样调查具有经济性、时效性、准确性、灵活性等特点。 
抽样调查的作用：一是能够解决全面调查无法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二是可以补充和订正全面调

查的结果，三是可用于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检查和控制，四是可用于对总体的某种假设进行检验。 
抽样调查是非全面调查中 完善、 有科学根据的方式方法。 
抽样调查的基本形式有简单随机抽样、类型随机抽样、等距抽样、整群抽样。 
4．重点调查（2，4，4） 
重点调查是专门组织的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对所要调查的全部单位选择一部份重点单位进行

调查。 
重点调查的关键是选择好重点单位。所谓重点单位，是从标志量的方面而言的，尽管这些单位

在全部单位中只是一部分，但这些单位的某一主要标志量占总体单位标志总量的绝大比重。对这些

单位进行调查，就可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重点调查中重点单位的选择着眼于标志量的比重，因而重点单位的选择具有客观性。当调查目

的是掌握现象的基本情况，而部分单位又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所研究的项目和指标时，可用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可以定期进行，也可以不定期进行，重点调查实际上是范围比较小的全面调查， 它的目

的是 反映现象总体的基本情况。 
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都是专门组织的非全面调查，具有调查单位少，省时省力的特点，在选取

调查单位时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调查单位的意义和取得方式不

同，重点调查是选择为数不多但标志量占总体标志总量绝大比重的单位进行调查；抽样调查中的样

本单位是按照随机原则从研究总体中抽取的、具有较高代表性。其次，二者研究目的不同。重点调

查是为了了解现象总体的基本情况，但不能推断总体总量；抽样调查的目的在于以样本量来推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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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总量。再次，适用场合不同。重点调查适用于部分单位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所研究的项目或指标的

场合；抽样调查 适合于不能或很难进行全面调查，而又需要全面数值的场合，在能进行全面调查

的场合也有独到的作用。 
5．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的任务目的，对所研究的现象总体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

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调查，借以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典型调查的特点一是深入细致的调查，既可以搜集数字资料，又可以搜集不能用数字反映的实

际情况；二是调查单位是有意识的选择出来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它更多地取决于调查者的主观

判断和决策。 
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比，前者调查单位的选择取决于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后者调查单位的选

择具有客观性；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典型单位的量推断总体总量，后者不具备用重点单位的量

推断总体总量的条件。 
典型调查在做总体数量上的推断时无法估计误差，推断结果只是一个近似值。 
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选取调查单位的方法不同。 

五、各种调查方式的结合运用 

不同的统计调查的方式方法，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并非单用一种方式方法，而

是多种方式方法的结合运用。这是因为： 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复杂，国民经济门类众多，

必须应用多种多样的统计调查方法，才能搜集到丰富的统计资料； ② 任何一种统计调查方法，都

有它的优越性与局限性，各有不同的实施条件，只用一种统计调查方法，不能满足多种需要。 

第三节  二手资料的收集 

一、二手资料的概念与特征 

二手资料指已经被收集、整理的数据信息，如统计年鉴。次级资料的特征：已经加工成型；内

容广泛；时效性相对较差；可靠性相对较差。 

二、二手资料的主要收集渠道 

（一）查阅公开出版物； 
（二）向政府统计机构咨询； 
（三）向其他机构咨询； 
（四）网上查询。 

第四节  统计调查误差 

一、调查误差概述 

调查误差指收集的数据资料与真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调查误差的种类与产生原因 

按产生的原因，调查误差分为登记误差和代表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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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记误差是由于人的主观故意或失误而产生的误差，如调查者在调查或整理过程中的错

误记录，或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有意隐瞒等。 
（二）代表性误差是用部分单位来推断总体时产生的误差，仅存在于非全面调查中。 

三、调查误差的控制与消除 

（一）消除登记误差的措施：加强对调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合理设计调查表，不使被调查者产

生误解；采用合适的调查组织方式，尽量避开人为因素的干扰。 
（二）消除代表性误差的措施：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或适当扩大样本容量。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调查?它与一般的社会调查有何区别? 
2．统计调查有哪些种类? 
3．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包括哪些内容? 
4．三种非全面调查有什么不同? 
5．说明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体系及其结合运用的目标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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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整理是统计工作的第三个阶段。统计调查所获取的统计资料主

要是反映总体单位特征的原始资料，比较分散、零碎，因此，需要对这些调查资料进一步进行加工

和整理。统计整理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把统计调查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加工，使之系

统化、条理化、科学化，从而得出能够反映事物总体特征的资料，它在整个统计工作中起着承前启

后的作用。通过本章学习，要明确统计整理的意义；了解统计分组的作用；理解并掌握统计分组的

基本方法；掌握变量数列的编制方法；了解常用的统计图和统计表的形式和应用。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整理与统计分组 

一、统计整理的意义和步骤 

统计整理是将统计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组和汇总形成综合统计资料的工作过程。

根据统计研究的任务与要求，对统计调查所搜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分组、汇总，使其条理化、系统

化的工作过程称统计整理。统计整理包括对原始资料和次级资料的整理。 
统计整理是统计调查的继续，是统计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统计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统计整理的步骤：制定统计整理方案→对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数据处理→制作统计表或统计

图。 

二、统计整理的基本方法——数据分组 

统计分组是将总体中所有单位按一定的标志分为性质不同但又有联系的若干部分的过程。 
（一）统计分组的种类 
1．统计分组按其任务和作用不同，分为类型分组、结构分组和分析分组。类型分组的目的是

划分经济类型，结构分类的目的是研究同质总体的构成，分析分组的目的是研究现象总体内部诸标

志间的依从和制约关系。 
2．统计分组按分组标志的多少分为简单分组和复合分组。简单分组是将总体按一个标志进行

分组，复合分组是将总体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志重叠起来进行分组。 
3．统计分组按分组标志的性质分为品质分组和变量分组。品质分组是将总体按品质标志进行

分组，如企业按经济成份、地理位置分组，职工按性别、文化程度分组等；变量分组是将总体按数

量标志进行分组，如企业按职工人数、劳动生产率分组，职工按工龄、工资分组等。 
（二）统计分组的主要步骤：选择分组标志→确定分组体系→总体单位归类。 
1．分组标志的选择 
分组标志的选择是统计分组的关键。分组标志，即将同质总体区分为不同组的标准或依据。分

组标志一旦选定，就必然突出了总体在该标志下的性质差别，其他的差别看不见了。分组标志选择

不当，不但无法显示现象的根本特征，甚至会混淆事物的性质，歪曲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 
正确选择分组标志，必须根据统计研究的任务目的，抓住反映现象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的标志

作为分组标志。 
2．分组体系的确定。分组体系指对同一事物使用两个以上的标志进行分组时所形成的分组关

系，分为平行分组体系和交叉分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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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组后所形成的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组的整体称分组体系。分组体系有平行分组

体系和复合分组体系两种。平行分组体系是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志对总体进行一次次简单分组

后所形成的体系；复合分组体系就是复合分组后形成的体系。 
3．总体单位归类。归类的基本原则是保证任何一个总体单位或原始数据都能且仅能归属于某

一组，即符合互斥性和完备性。 

第二节  分布数列的编制 

一、分布数列的概念与种类 

分布数列是将总体各单位按某个标志分成若干组，列出各组的总体单位数或各组在总体中所占

的比重而形成的数列。分布数列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标志的不同取值，它反映现象的变化种

类或范围；二是次数或频率，表明总体单位在各组分布的情况。 
分布数列按标志的类型可分为品质数列和变量数列。 
（一）品质数列是将现象按品质标志分组而形成的分布数列，它的特征是标志的各种取值以文

字形式表述。 
（二）变量数列是将现象按数量标志分组而形成的分布数列。变量数列由两串数字组成，一串

数字为变量的不同取值，另一串为次数或频率。变量数列按每个组的变量取值形式不同，分为单值

数列和组距数列两种。 

二、变量数列的编制 

（一）品质标志分组方法 
品质标志分组一般较简单，分组标志一旦确定，组数、组名、组与组之间的界限也就确定。有

些复杂的品质标志分组可根据统一规定的划分标准和分类目录进行。 
（二）数量标质分组方法 
按数量标志分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确定各组在数量上的差别，而是要通过数量上的变化来区分

各组的不同类型和性质。数量标志分组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 
对离散变量，如果变量值的变动幅度小，就可以一个变量值对应一组，称单项式分组。如居民

家庭按儿童数或人口数分组，均可采用单项式分组。 
离散变量如果变量值的变动幅度很大，变量值的个数很多，则把整个变量值依次划分为几个区

间，各个变量值则按其大小确定所归并的区间，区间的距离称为组距，这样的分组称为组距式分组。 
也就是说，离散变量根据情况既可用单项式分组，也可用组距式分组。在组距式分组中，相邻组既

可以有确定的上下限，也可将相邻组的组限重叠。 
连续变量由于不能一一列举其变量值，只能采用组距式的分组方式，且相邻的组限必须重叠。

如以总产值、商品销售额、劳动生产率、工资等为标志进行分组，就只能是相邻组限重叠的组距式

分组。 
在相邻组组限重叠的组距式分组中，若某单位的标志值正好等于相邻两组的上下限的数值时，

一般把此值归并到作为下限的那一组（适用于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 
组距式分组使资料的真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组距式分组的假定条件是：变量在各组内的

分布都是均匀的（即各组标志值呈线性变化）。 
通过组距式分组以后，把各组内部各单位的次要差异抽象去了，而把各组之间的主要差异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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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这样，各组分配的规律性可以更容易显示出来。根据这个道理，如组距太小，分组过细，容

易将属于同类的单位划分到不同的组，因而显示不出现象类型的特点；但如果组距太大，组数太少，

会把不同性质的单位归并到同一组中，失去区分事物的界限，达不到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目的。因

此，组距的大小、组数的确定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经济内容和标志值的分散程度等因素，不可强求一

致。 
2．等距分组和不等距分组 
等距分组是各组保持相等的组距，也就是说各组标志值的变动都限于相同的范围。不等距分组

即各组组距不相等的分组。 
统计分组时采用等距分组还是不等距分组，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在标志值变动比较均

匀的情况下宜采用等距分组。等距分组便于各组单位数和标志值直接比较，也便于计算各项综合指

标。在标志值变动很不均匀的情况下宜采用不等距分组。不等距分组有时更能说明现象的本质特征。 
3．组限和组中值 
组距两端的数值称组限。其中，每组的起点数值称为下限，每组的终点数值称为上限。上限和

下限的差称组距，表示各组标志值变动的范围。 
组中值是上下限之间的中点数值，以代表各组标志值的一般水平。组中值并不是各组标志值的

平均数，各组标志数的平均数在统计分组后很难计算出来，就常以组中值近似代替。组中值仅存在

于组距式分组数列中，单项式分组中不存在组中值。 
组中值的计算是有假定条件的，即假定各组标志值的变化是均匀的（与组距式分组的假定条件

相同）。一般情况下，组中值=（上限+下限）÷2 
对于第一组是 “多少以下”， 后一组是“多少以上”的开口组，组中值的计算可参照邻组

的组距来决定。即：缺下限开口组组中值=上限—1/2 邻组组距，缺上限开口组组中值=下限+1/2 邻

组组距。 
等距数列的编制步骤： 

① 求变异全距：  

② 确定组距及组数：R≤组距（d） ×组数（m） 
③ 定组限 
计算次数 

三、分配数列的类型 

分配数列包括品质分配数列和变量分配数列，分别由品质标志分组和数量标志分组形成。变量

数列又有单项式数列和组距式数列，分别由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形成。 

四、频数和频率 

统计分组后各组对应的单位数称频数，也叫次数；各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称频率。

各组的频率大于０，所有组的频率总和等于１。 
在变量分配数列中，频数（频率）表明对应组标志值的作用程度。频数（频率）数值越大表明

该组标志值对于总体水平所起的作用也越大，反之，频数（频率）数值越小，表明该组标志值对于

总体水平所起的作用越小。 
组距数列中,影响各组次数分布的要素是组数、组距、组限和组中值。 
有时为了更简便地概括总体各单位的分布特征，还需要编制累计频数数列和累计频率数列。累

计有向上累计和向下累计的方法。向上累计是指将各组频数和频率由变量值低的组向变量值高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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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表明在这些数值以下所有数值所占的比重；向下累计是指将各组频数和频率由变量值高的组

向变量值低的组累计，表明在这些数值以上所有数值所占的比重。 

五、次数分布特征 

现象总体的性质不同，其次数分布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钟型分布  特征是“两头大，中间小”，即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多，靠近两边

的变量分布次数少，形若古钟。 
（二）Ｕ型分布  其特征与钟型分布正相反，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少，靠近两端的变

量值分布次数多，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Ｕ字型分布。如人口死亡现象按年龄分布便是如此。 
（三）J 型分布   在社会经济现象中，一些统计总体分布曲线呈 J 型。 
（四）洛伦兹分布   洛伦兹曲线专门用以检定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拓展可运

用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研究总体各单位标志分布集中状况或平均性。洛伦兹曲线又称集中曲线，

其运作的条件是：现象总体各组频率与相应的各组标志总量的比重。 

六、累计次数与累计频率 

频率指各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累计次数或累计频率提供了取值大于（或小于）  某
个变量值的总体单位的数量或比重的信息。 

第三节  统计图表 

一、统计图 

以点、线条、面积等方法描述、显示统计数据的形式，一般由坐标系、图形、图例三部分构成。

常用的统计图有条形图、直方图、圆形图、线图、散点图。 

二、统计表 

统计表是用来显示经过整理的数据资料即统计数列的表格，统计表是纵横交叉的线条所绘制表

现统计资料的一种表格形式。广义统计表包括统计工作各阶段所使用的一切表格。 
从形式上看，统计表是由总标题，横行标题、纵栏标题和指标数值四部分组成；从内容上看，

统计表是由主词和宾词两部分构成。主词是统计表要说明的总体或总体分成的多个组，宾词是说明

主词的统计指标。 
（一）统计表的基本结构：总标题、主词栏、宾词栏、数据栏。 
（二）统计表的加工方法：主词栏的加工即对主体的分组，宾词栏的加工包括选择指标和分组

两项内容。 
（三）统计表的编制规则：选择合适的总标题；主词栏与宾词栏各归其位；表的上、下端通常

用粗实线或双线封口，左右两端开口；列数较多时，要在各列的文字标题下面设置编号加以标识；

数据栏不能有空白，不应当有数据的或没有数据的用横线填上。 

复习与思考题 

1．利用频数分布表可以说明总体那些特征？ 
2．编制一张频数分布表，通常要考虑那些因素？ 
3．简要解释全距、组距及分组中点值（组中值）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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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集一组你感兴趣的数据，编制一张频数分布表，然后对这组数据做出初步分析说明。 
5．统计整理的概念和重要性。 
6．统计整理的程序包括哪些方面? 
7．什么是次数分布?有什么作用? 
8．次数分布数列的意义有哪些? 
9．次数分布数列有哪两个基本要素? 
10．次数分布数列有哪些种类? 
11．常见的次数分布类型有哪几种?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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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量指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分析是 后的、也是 为复杂的统计研究工作阶段。本章介绍

的是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一种——描述方法，首先阐述了总量指标的概念、类型和计算方法等；第二

节介绍了相对指标的有关内容，即如何通过特定的相对数量关系来说明现象总体的某个特征。通过

本章学习，要理解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概念、作用和特点；熟练掌握几种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

明确计算和运用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原则。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总量指标概述 

一、总量指标的概念与作用 

总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体规模或水平的指标，即数量指标，也称为绝对数，它是对现象 基本

的描述，是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的基础。总量指标又称统计绝对数，它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的

总规模、总水平的综合指标。 

二、总量指标的基本分类 

总量指标的种类 总量指标的种类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按其反映总体内容的不同，分为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前者是总体内所有单位的总数,

后者是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的总和。总体单位是标志的直接承担者，标志总量不会独立于单位总量

而存在。在一个特定的总体内，只存在一个单位总量，而同时并存多个标志总量，构成一个总量指

标体系。同一总量指标在不同情况下可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对各企业工人总数指标来说，当研究企

业平均规模时，以企业为总体单位，企业总数为单位总量，各企业工人总数为标志总量；当研究企

业劳动效益时，以工人为总体单位，各企业工人总数为单位总量，这时企业的总产量成为标志总量。

所以说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随研究目的不同而变化。 
按其反映时间状况的不同，分为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时期指标是反映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一

段时间发展变化结果的总量指标；时点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某一时间（瞬间）状况上的总量

指标。 
按其所采用计量单位的不同分为实物指标、价值指标和劳动量指标。实物指标是以实物单位计

量的统计指标；价值指标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按实物单位计算的指标 大的特点是它直

接反映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现象的具体内容，能具体表明事物的规模和水平，但指标的综合性能较差，

无法进行汇总。按价值单位计量的 大优点是它具有 广泛的综合性和概括能力，可以表示现象的

总规模和总水平，但它脱离了物质内容。二者要结合应用。劳动量指标是以劳动单位即工日、工时

等劳动时间计量的统计指标。 

三、计算方法 

实物总量指标的计算通常可以直接相加或折算相加计算，价值总量或劳动总量指标往往需要根

据相关要素进行平衡计算或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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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对指标 

一、相对指标的概念及作用 

相对指标是由数量对比形式表现的总体的数量特征，其本质特征在于 “数量对比”，即它所

反映的是一个数量比之于另外一个数量的关系。相对指标便于在总体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总体

的数量特征，便于进行对比分析。相对指标的基本表现形式为无名数形式，即没有计量单位。 
相对指标使不能直接对比的现象找到共同的比较基础，可用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评价经济活

动的状况。 

二、相对指标的种类 

（一） 结构相对数，反映总体当中的部分数值与总体数值的对比关系。 
结构相对数 = 总体部分数值/总体全部数值 
（二） 比例相对数，反映总体中某一部分数值与总体的另一部分数值的数量对比关系。 
比例相对数 = 总体中某一部分数值/总体中另一部分数值 
（三）比较相对数，反映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取值间的数量对比关系。 
比较相对数 = 某空间范围的某指标数值/另一空间范围的该指标数值 
（四）动态相对数，反映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上的数量对比关系。 
动态相对数 = 某指标报告期数值/该指标基期数值 
（五）计划完成程度相对数，用于检查各类计划的执行情况。 
计划完成程度相对数 = 某指标实际数值/该指标计划数值 
（六）强度相对数，将一个总量与另一个相关联的总量进行比较，用比较的结构来说明其中一

个总量所代表现象的强度、力度、密度、普及程度等内容。 
强度相对数 = 观察强度指标数值/承载指标数值。 

三、使用相对指标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选择对比的基础； 
（二）指标对比要有可比性； 
（三）相对指标要与总量指标结合运用； 
（四）多种相对指标结合运用。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总量指标?在经济应用中统计总量指标有什么作用? 
2．怎样区分时期总量指标和时点总量指标? 
3．什么是相对指标?有何作用? 
4．常用的相对指标有哪几种?如何计算? 
5．计算和运用相对指标应注意遵守哪些原则?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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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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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量数列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数列是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其中变量数列是一种重要

的分组数列，它是从横的方面，即现象的截面上反映总体的数量特征。本章介绍的是变量数列分析

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测定变量数列次数分布的集中趋势，用统计平均指标反映；测定变量数

列次数分布的离中趋势，用标志变异指标反映。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正确理解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

的概念、意义、作用；明确其种类及其区别；掌握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用原则和条

件。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集中趋势的测定 

一、集中趋势的涵义和测定意义 

集中趋势指总体中各单位的次数分布从两边向中间集中的趋势，变量数列的集中趋势可以用平

均指标来反映。 
测定集中趋势可以反映现象总体的客观规定性；对比同类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一

般水平；分析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 

二、平均指标的种类及计算方法 

平均指标也称为平均数，指同质总体中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所达到

的一般水平。平均数可以分为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众数、中位数。 
算术平均数 

 

（一）   算术平均数的基本形式： 
（二）  简单算术平均数，根据未分组资料计算的算术平均数，即将未分组资料中各单位的标

志值总和除以总体单位总数。公式： 

 

加权算术平均数，根据分组数列资料计算的平均数，对于单项式分组数列，它是各组标志值与

各组次数乘积的总和除以各组次数总和；对于组距式分组数列，它是各组的组中值与各组次数乘积

的总和除以各组次数总和。公式： 

 
（三）算术平均数的性质 
a.各标志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之和等于零； 
b.各标志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平方和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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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平均数 
调和平均数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倒数的算术平均数的倒数。 
（一）计算公式 

简单调和平均数：  

加权调和平均数：  

（二）  调和平均数的应用：当已知分组数列的各组标志值和标志总量时，可采用调和平均法

计算平均指标。 
（三）  求解比值的平均数的方法：需要将其还原为构成比值的分子、分母原值总计进行对比，

计算时需依据被研究指标的性质及具有的权数资料确定。 
几何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是 N 个比率连乘积的 N 次方根，适于计算现象的平均比率或平均速度，反映现象

比率的平均水平。计算几何平均数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各个比率或速度的连乘积等于总比率或总

速度；相乘的各个比率或速度不得为零或负值。 
（一）  简单几何平均数 
简单几何平均数是根据未分组资料计算的，公式为： 

 

（二）  加权几何平均数 
加权几何平均数是根据分组资料计算的，公式为： 

 

例、某月某企业按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低分组的生产班组数和产量资料如下： 

按工人劳动生产率分组（件／人） 生产班组 产量（件） 

50－60 10 8250 

60－70 7 6500 

70－80 5 5250 

80－90 2 2550 

90 以上 1 1520 

试计算该企业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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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列计算表如下： 
按工人劳动生产率分组（件／人） 组中值 产量件 人数 
50-60 55 8250 150 
60-70 65 6500 100 
70-80 75 5250 70 
80-90 85 2550 30 
90 以上 95 1520 16 
合 计  24070 366 

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 （件／人） 

注意本题计算中权数的选择。资料中“生产班组”可以是次数，但并不是合适的权数。因为本

题中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按件／人计算的，和生产班组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不能作为权数进行平

均数的计算。本题应以“产量”权数，进行加权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加权算术平均数与加权调和平均数是计算平均指标时常常用到的两个指标。加权算术平均数中

的权数一般情况下是资料已经分组得出分配数列的情况下标志值的次数。而加权调和平均数的权数

是直接给定的标志总量。在经济统计中，经常因为无法直接得到被平均标志值的相应次数的资料而

采用调和平均数形式来计算，使调和平均数的计算结果与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结果相同，所以 

 

在实际应用加权算术平均数时，需注意权数的选择。 
应用平均指标必须注意的问题有：⑴计算和应用平均指标，必须注意现象总体的同质性；⑵用

组平均数补充说明总平均数；⑶计算和运用平均数时，要注意极端数值的影响，因为算术平均数受

极端数值的影响很明显。 
众数 
众数是指总体中出现次数 多的标志值。它是一种位置平均数，不受数列中异常标志值的影响。 
（一）  由单项式分组数列确定众数，出现次数 多的标志值即为众数。 
（二）  由组距数列确定众数，首先根据出现次数的多少确定众数所在的组，然后利用公式计

算近似值。公式为 

下限公式：  

上限公式：  

中位数 
将总体各单位的标志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处于数列中点位置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中位数的大

小仅取决于它在变量数列中的位置，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一）   由未分组资料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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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确定中位数的位次，据此找出对应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 

（二）  由单项式分组数列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直接用公式 确定中位数的位次，再根据位次用较小累计或较大累计次数的方法将累

计次数刚超过中位数位次的组确定为中位数组，该组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 
（三）  由组距式分组数列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下限公式：  

上限公式：  

第二节  离中趋势的测定 

一、离中趋势的涵义 

离中趋势指各单位标志值背离分布中心的规模或程度，用标志变异指标来测定。离中趋势可以

用来衡量和比较平均数代表性的高低，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均衡性和节奏性，测定变量数列次

数分布较之正态分布的偏离程度。 

二、全距 

全距也称极差，它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中 大值与 小值之差。全距越大，说明总体中标志值

变动的范围越大。全距的计算公式：  

 

3. 平均差 
平均差是变量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对其算术平均数离差绝对值的平均数，它反映了各单位标志

值对其算术平均数的平均离差。平均差越大，说明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越大。 
（一）   简单平均差的计算公式： 

 

（二）   加权平均差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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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差及方差 

标准差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与其算术平均数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标准差的平方称

为方差。 
（一）  简单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二）  加权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四、变异系数指标 

变异系数指标是标志变异指标与总体平均数的对比值，它消除了数列本身水平和性质的影响，

反映了离散的相对程度。计算公式： 

平均差系数     

标准差系数     

五、是非标志的标准差及方差 

只表现为是或否、有或无的标志称为是非标志。用来描述是非标志总体特征的统计指标主要有： 
（一）   成数。具有某种标志表现或不具有某种标志表现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称为

成数。具有某种标志表现的单位数所占的成数： 

 
（二）   平均数。即具有被研究标志表现的单位数所占的成数， 

 

（三）  标准差及标准差系数。计算公式： 

 
例、两种不同水稻品种，分别在 5 个田块上试种，其产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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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品 种 乙 品 种 
田块面积（亩） 产  量（公斤） 田块面积（亩） 产  量（公斤） 

1.2 600 1.5 840 
1.1 495 1.4 770 
1.0 445 1.2 540 
0.9 540 1.0 520 
0.8 420 0.9 450 

要求： 
⑴分别计算两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 
⑵计算两品种亩产量的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 
⑶假定生产条件相同，确定哪一品种具有较大稳定性，宜于推广。 
解： 

甲  品  种 乙  品  种 
X f xf  x f xf   

500 1.2 600 — — 560 1.5 840 40 2400 
450 1.1 495 -50 2750 550 1.4 770 30 1260 
445 1.0 445 -55 3025 520 1.0 520 — — 
600 0.9 540 100 9000 450 1.2 540 -70 5880 
525 0.8 420 25 500 500 0.9 450 -20 360 
合计 5.0 2500 — 15275 合计 6.0 3120 — 9900 

注：  

⑴ 

 

 

⑵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90 

⑶因 V 乙<V 甲 
故乙品种具有较大稳定性，宜于推广。 

复习与思考题 

1．考察一个分布数列的特征时，为什么必须同时运用中心位置测度指标和变异性指标？两者

之间是何种关系？ 
2．若一个数据集是名词数据，你想要得到一个代表值，应选用哪种中心位置测度指标，为什

么？ 
3．试比较极差、平均差和标准差三种变异指标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标准差是 常用、 基

本的标志变异指标？ 
4．试比较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中位数与众数的特点。 
5．什么是平均指标?有什么特点和作用? 
6．常用的平均指标有哪几种?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7．应用平均指标应注意什么问题? 
8．什么是变异度指标?有什么作用? 
9．什么是标准差?什么是标准差系数?什么情况下要用标准差系数?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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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抽样推断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抽样推断又称抽样调查或抽样估计，它是从总体中按随机原则抽取

一部分单位进行观测，并根据这部分单位的资料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的一种方法。它具有三个特点：

按随机原则抽取调查单位；由部分推断全体；抽样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加以控制。本章介绍了四类

常用的抽样方法，即简单随机抽样、类型抽样、等距抽样、整群抽样。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明确抽

样推断的概念、特点、作用；理解抽样误差的影响因素，掌握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方法，抽样估计

推断和必要抽样数目的确定原理及方法；初步具备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抽样方法收集资料并据以

做出准确推断的能力。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抽样方案的设计 

一、抽样推断的一般概念 

抽样推断是在根据随机原则从总体中抽取部分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总体

某一现象的数量性作出具有一定可靠程度的估计判断。 
它是由部分推算整体的一种认识方法；它是建立在随机取样的基础上。它是运用概率估计的方

法；抽样推断的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加以控制。 
抽样推断的主要内容为：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二、抽样的基本概念 

（一）全及总体和样本总体 
全及总体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而样本总体则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对象，两者是有区别而又有

联系的不同范畴。全及总体又称母体，简称总体，它是指所要认识的，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许多单

位的集合体。样本总体又称子样，简称样本，是从全及总体中随机抽取出来，代表全及总体的那部

分单位的集合体。样本总体的单位数称为样本容量，通常用小写英文字母 n 来表示。随着样本容量

的增大，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越来越高，并且当样本单位数足够多时，样本平均数愈接近总体平均

数。 
如果说对于一次抽样调查，全及总体是唯一确定的，那么样本总体就不是这样，样本是不确定

的，一个全及总体可能抽出很多个样本总体，样本的个数和样本的容量有关，也和抽样的方法有关。 
（二）全及指标和抽样指标 
根据全及总体各个单位的标志值或标志属性计算的，反映总体某种属性或特征的综合指示称为

全及指标。常用的全及指标有总体平均数（或总体成数）、总体标准差（或总体方差 ）。 
由样本总体各单位标志值计算出来反映样本特征，用来估计全及指标的综合指标称为统计量

（抽样指标）。统计量是样本变量的函数，用来估计总体参数，因此与总体参数相对应，统计量有

样本平均数（或抽样成数）、样本标准差（或样本方差 ）。 
对于一个问题全及总体是唯一确定的，所以全及指标也是唯一确定的，全及指标也称为参数，

它是待估计的数。而统计量则是随机变量，它的取值随样本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样本容量和样本个数 
样本容量是指一个样本所包含的单位数。通常将样本单位数不少于 30 个的样本称为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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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 30 个的称为小样本。社会经济统计的抽样调查多属于大样本调查。样本个数又称样本可能数

目。指从一个总体中可能抽取的样本个数。一个总体有多少样本，则样本统计量就有多少种取值，

从而形成该统计量的分布，此分布是抽样推断的基础。 
（四）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 

三、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是指由于随机抽样的偶然因素使样本各单位的结构不足以代表总体各单位的结构，而

引起抽样指标和全及指标之间的绝对离差。因此，又称为随机误差，它不包括登记误差，也不包括

系统性误差。 
影响抽样误差的因素有：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样本的单位数；抽样的方法;抽样调

查的组织形式。 
（一）抽样平均误差。抽样平均误差是反映抽样误差一般水平的指标，它的实质含义是指抽样

平均数（或成数）的标准差。即它反映了抽样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平均离差程度。抽样平均误差的作

用首先表现在它能够说明样本指标代表性的大小。平均误差大，说明样本指标对总体指标的代表性

低；反之，   )1()1(
N
n

n
pp

p −
−

=μ  

（二）抽样极限误差。抽样极限则说明样本指标对总体指标的代表性高。其次，平均误差还说

明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差别的一般范围。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是抽样极限误差。 
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 

重复抽样：    
nx
σμ =             

n
pp

p
)1( −

=μ  

不重复抽样：  )1(
2

N
n

nx −=
σμ 误差是指用绝对值形式表示的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偏差的

可允许的 大范围。它表明被估计的总体指标有希望落在一个以样本指标为基础的可能范围。它是

由抽样指标变动可允许的上限或下限与总体指标之差的绝对值求得的。 
由于总体平均数和总体成数是未知的，它要靠实测的抽样平均数成数来估计。因而抽样极限误

差的实际意义是希望总体平均数落在抽样平均数的范围内，总体成数落在抽样成数的范围内。  

基于理论上的要求，抽样极限误差需要用抽样平均误差 xμ 或 pμ 为标准单位来衡量。即把极

限误差 △x 或 △p 相应除以 xμ 或 pμ ，得出相对的误差程度 t 倍，t 称为抽样误差的概率度。于是

有： 

xx tμ=Δ  

xx tμ=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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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样估计的意义和一般步骤 

（一）抽样估计的定义 
按照随机原则从调查对象中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并以调查结果对总体数量特征做出具有

一定可靠程度的估计与推断，从而认识总体的一种统计方法。 
（二）抽样估计的特点 
1．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单位； 
2．目的是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 
3．抽样推断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程度，抽样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控制。 
（三）抽样估计的运用 
1．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查时 
2．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时 
3．来不及进行全面调查时 
4．对全面调查资料进行补充修正时 
（四）抽样估计的一般步骤 
1．设计调查方案 
2．抽取样本单位 
3．收集样本数据 
4．计算样本统计量 
5．推断总体参数 
（五）样本指标 

样本平均数：  

样本标准差： 和  

样本成数：  

成数样本方差：  

抽样平均误差及抽样极限误差：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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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样方案设计的基本准则 

（一）随机原则 
（二）抽样误差 小 
（三）费用 少 

六、抽样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 

（一）编制抽样框 
抽样框指包括全部抽样单位的名单框架，仅对有限总体而言。分为名单抽样框、区域抽样框、

时间表抽样框。 
（二）确定抽样方法 
重复抽样：同一总体单位有可能被重复抽中，而且每次抽取都是独立进行。 
不重复抽样：同一总体中每个单位被抽中的机会并不均等，在连续抽取时，每次抽取都不是独

立进行。 
（三）确定抽样组织方式 
简单随机抽样——对总体单位逐一编号，然后按随机原则直接从总体中抽出若干单位构成样

本。 
类型抽样——将总体全部单位分类，形成若干个类型组，然后从各类型中分别抽取样本单位组

成样本。 
等距抽样——将总体单位按某一标志排序，而后按一定的间隔抽取样本单位。 
整群抽样——将总体全部单位分为若干“群”，然后随机抽取一部分“群”，被抽中群体的所

有单位构成样本。 
（四）确定样本容量 

重复抽样时：  

不重复抽样时：  

第二节  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误差测定 

一、抽样分布 

涵义：样本统计量所有可能值的概率分布。 
（一）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1．全部可能样本平均数的均值等于总体均值，即： 。 

2．从非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平均数，当 n 足够大时其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3．从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平均数不论容量大小其分布均为正态分布。样本均值的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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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标准差的 。 

（二）  比率的抽样分布 
1． 全部可能样本比率的均值等于总体比率，即： 。 
2． 从非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比率，当 n 足够大时其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3． 从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比率，不论容量大小其分布均为正态分布。 

4． 样本比率的标准差为总体标准差的  。 

二、抽样估计量的优良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三、抽样误差 

指样本估计量与总体参数之间数量上的差异，仅指由于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样本而产生的代表性

误差，不包括登记性误差和系统偏差。 

四、抽样平均误差 

指每一个可能样本的估计值与总体指标值之间离差的平均数，即样本估计量的标准差。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五、抽样极限误差 

指在一定的概率保证程度下，抽样误差不允许超过的某一给定范围。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第三节  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估计 

一、点估计 

指直接以样本指标来估计总体指标，也叫定值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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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间估计 

（一）区间估计的定义和原理 
指根据样本指标和抽样极限误差以一定的可靠程度推断总体指标的可能范围；其中，被推断的

总体指标的下限与上限所包括的区间称为置信区间，估计的可靠程度也称为置信度。 
（二）总体平均数的区间估计 

表达式：  

其中 为极限误差 

（三）  总体成数的区间估计 

表达式：  

其中 为极限误差 

三、样本数目的确定 

重复抽样条件下：  

不重复抽样条件下：  

例 1．某学校进行一次英语测验，为了解学生的考试情况，随机抽选部分学生进行调查，所得

资料如下： 
 

考试成绩 60 以下 60-70 70-80 80-90 90-  
90-100 

学生人数 10 20 22 40 8 

 
试以 95。45%的可靠性估计该校学生英语考试的平均成绩的范围及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

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解：（1）该校学生英语考试的平均成绩的范围： 

6.76
100
7660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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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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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xx
 

 



统计学 

 897

1377.1
100

377.11
===

nx
σμ  

△x ＝ tμx＝2×1.1377＝2.2754 
该校学生考试的平均成绩的区间范围是： 
ｘ - △x≤Ｘ≤ ｘ＋△x 
76.6－2.2754≤Ｘ≤76.6＋2.2754 
74.32≤Ｘ≤78.89 
（2）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48
100
481 ===

n
n

p  

 

04996.0
100

)48.01(48.0)1(
=

−
=

−
=

n
pp

pμ  

 
△p＝ｔμp＝2×0.04996＝0.09992 
80 分以上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Ｐ＝p±△p＝0.48±0.09992 
0.3801≤Ｐ≤0.5799 
在 95.45％概率保证程度下，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在 38.01%—

57.99%之间。 
这是在简单抽样条件下进行区间估计的例题。从上面的解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一类计算题

的基本做法：先计算出样本指标，然后根据所给条件（重复抽样或不重复抽样）进行抽样平均误差

的计算，抽样极限误差的计算， 后根据样本指标和极限误差进行区间估计 
例 2  从某年级学生中按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40 名学生，对公共理论课的考试成绩进行检

查，得知其平均分数为 78．75 分，样本标准差为 12．13 分，试以 95．45%的概率保证程度推断全

年级学生考试成绩的区间范围。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将允许误差缩小一半，应抽取多少名学生? 
解：ｎ＝40    ｘ＝78.56     σ＝12.13     t=2 
（１） 

nx
σμ = = 92.1

40
13.12

=  

△x ＝ tμx＝2×1.92＝3.84 
全年级学生考试成绩的区间范围是： 
ｘ - △x≤Ｘ≤ ｘ＋△x 
78.56－3.84≤Ｘ≤78.56＋3.84 
74.91≤Ｘ≤82.59 
（２）将误差缩小一半，应抽取的学生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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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抽样，抽样估计包括哪些基本步骤？ 
2．中心极限定理说明了什么问题，样本容量的大小对样本统计量的分布有无影响？ 
3．为什么说在其他条件相同下，分层抽样效果更好？ 
4．抽样的组织形式有哪几种，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5．分层抽样中的分层和整群抽样中的分群有什么不同意义和不同要求？ 
6．点估计常用的方法有哪两种，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7．什么叫抽样误差?影响抽样误差的因素是什么? 
8．什么是抽样平均误差?如何计算? 
9．什么是抽样极限误差?与概率保证程度是什么关系? 
10．什么是必要样本容量?如何计算? 
11．影响必要样本容量的因素有哪些? 
12．参数估计有哪两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更为常用? 
13．类型抽样中的分组和整群抽样中的分群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和不同要求? 
14．假设检验的常用方法及其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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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关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对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

系加以分析，分析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并且用一定的数量表现出来。

要掌握这种方法并能应用于实际。要掌握回归分析的概念及回归模型的确定方法。  
学时分配：9 学时 

第一节  相关分析 

一、相关关系的概念 

现象之间的确定性依存关系称为函数关系，对于自变量的每一个给定值，因变量都有一个确定

值与之相对应，并且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表达式反映出来。相关关系反映的是现象之间的不确

定性依存关系，当给定自变量的一个值时，因变量有若干个随机值与之对应，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一般来说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函数关系，一种是相关关系。函数关系是

指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值是确定的。相关关系是两个现象数值变化不

完全确定的随机关系，是一种不完全确定的依存关系。相关关系是相关分析的研究对象，而函数关

系则是相关分析的工具。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函数关系指变量之间的关

系是确定的，而相关关系的两变量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2）函数关系

变量之间的依存可以用一定的方程 y=f（x）表现出来，可以给定自变量来推算因变量，而相关关系

则不能用一定的方程表示。函数关系是相关关系的特例，即函数关系是完全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

是不完全的相关关系。 

二、相关关系的种类 

（一）按变量的个数，可分为一元相关和多元相关。 
（二）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可分为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 
（三）根据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向，可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相关关系的测定 

（一）定性分析，是依据研究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客观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以及何种关系做出判断。 
（二）定量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编制相关表、绘制相关图、计算相关系数与判定

系数等方法，来判断现象之间相关的方向、形态及密切程度。 
1．相关表：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用表格形式来反映，包括简单相关表和分组相关表。 
2．相关图，又称散点图，用直角坐标系的 x 轴代表自变量，y 轴代表因变量，将两个变量间

相对应的变量值用坐标点的形式描绘出来，用以表明相关点分布状况。 

四、相关系数 

在直线相关的条件下，用以反映两变量间线性相关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 
（一）相关系数的特点 相关系数是测定变量之间相关密切程度和相关方向的代表性指标。相

关系数用符号“γ”表示，其特点表现在：1．参与相关分析的两个变量是对等的，不分自变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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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因此相关系数只有一个。2．相关系数有正负号反映相关关系的方向，正号反映正相关，

负号反映负相关。3．计算相关系数的两个变量都是随机变量。 
（二）利用相关系数判别相关密切程度的方法。 
（三）相关系数的计算 利用相关系数的基本公式计算相当繁琐，但利用代数推演的 

方法可得到许多计算相关系数的简化式，如：  

 
r>0 为正相关，r < 0 为负相关； 
|r|=0  表示不存在线性关系； 
|r|＝1 表示完全线性相关； 
0<|r|<1 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线性相关： 
|r| < 0.4 为低度线性相关； 
0.4≤ |r| ＜0.7 为显著性线性相关； 
0.7≤|r| ＜1.0 为高度显著性线性相关。 

第二节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概述 

回归分析指根据相关关系的数量表达式（回归方程式）  与给定的自变量 x，揭示因变量 y 在

数量上的平均变化和求得因变量的预测值的统计分析方法。 回归分析是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或

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数量变化的一般关系进行测定，确定一个相应的数学表达式，以便从一个已知量

来推测另一个未知量，为估计预测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 
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 
（一）  理论和方法具有一致性； 
（二）  无相关就无回归，相关程度越高，回归越好； 
（三）  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方向一致，可以互相推算。 
区别： 
（一）  回归分析中必须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而相关分析中两个变量是完全对等的； 
（二）  相关分析中 x、y 均为随机变量，回归分析中只有 y 为随机变量； 
（三）  相关分析测定相关程度和方向，回归分析用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和控制。 

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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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截距 a 表示在没有自变量 x 的影响时，其他各种因素对因变量 y 的平均影响；回归系数 b
表明自变量 x 每变动一个单位，因变量 y 平均变动 b 个单位。 

参数 a、b 的确定： 小平方法 

基本数学要求：  

分别对函数中 a、b 求偏导，并令其为零，有： 

 
得到 a，b 的值为： 

 

 

例如，某企业上半年产品产量与单位成本资料如下： 

月 份    产 量（千件）    单位成本（元） 

１        ２         ７３ 
２         ３         ７２ 
３        ４         ７１ 
４        ３         ７３ 
５        ４         ６９ 
６        ５          ６８ 
要求：（１）计算相关系数，说明两个变量相关的密切程度。 
（２）配合回归方程，指出产量每增加 1000 件时，单位成本平均变动多少？ 
（３）假定产量为 6000 件时，单位成本为多少元？ 
解：计算相关系数时，两个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不须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考虑到要配和合回

归方程，所以这里设产量为自变量（ｘ），单位成本为因变量（ｙ）。 
 

月 份  产量（千件）单位成本  
2x      

2y      ｘｙ   

  ｎ    ｘ    （元） ｙ         

１    ２      ７３   ４  ５３２９  １４６ 

２    ３      ７２   ９  ５１８４  ２１６ 

３    ４      ７１  １６  ５０４１  ２８４ 

 ４    ３      ７３   ９  ５３２９  ２１９ 

５    ４      ６９  １６  ４７６１  ２７６ 

６    ５      ６８  ２５  ４６２４  ３４０ 

合 计  ２１      ４２６ ７９  ３０２６８  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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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计算相关系数 

[ ][ ]∑ ∑∑ ∑
∑ ∑ ∑

−−

−
=

2222 )()( yynxxn

yxxyn
γ  

 

[ ][ ]
9091.0

42630268621796
4262114816

−=
−×−×

×−×
=  

9091.0−=γ 说明产量和单位成本之间存在高度负相关。 

（２）配合回归方程 ｙ＝ａ＋ｂｘ 

∑ ∑
∑ ∑ ∑

−

−
= 22 )( xxn

yxxyn
b  =-1.82 

xbya −= =77.37 

回归方程为：ｙ＝７７.３７－１.８２ｘ 

（３）当产量为６０００件时，即ｘ＝６，代入回归方程： 
ｙ＝７７.３７－１.８２×６＝６６.４５（元） 
再如，根据某部门 8 个企业 产品销售额和销售利润的资料得出以下计算结果： 

∑ xy =189127    2x  =2969700    x =4290   2y =12189.11 y =260.1 

要求:（1）计算产品销售额与利润额的相关关系; 
（2）建立以利润额为因变量的直线回归方程并说明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 
（3）计算估计标准误差。 
解：（１）计算相关系数 

[ ][ ]∑ ∑∑ ∑
∑ ∑ ∑

−−

−
=

2222 )()( yynxxn

yxxyn
γ =0.9934 

（２）配合回归方程 ｙ＝ａ＋ｂｘ 

∑ ∑
∑ ∑ ∑

−

−
= 22 )( xxn

yxxyn
b  =0.742 

xbya −= =-7.2773 

回归方程为：ｙ＝-7.2772+0.742ｘ 

三、回归估计标准差 

（1）  回归估计标准差是因变量各实际值与其估计值之间的平均差异程度，表明其估计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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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际值代表性的强弱；其值越小，回归方程的代表性越强，用回归方程估计或预测的结果越准确。 

 
大样本条件下，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2）  离差平方和的分解 

 

称为总离差平方和（SST）  ，反映因变量 Y 的离散程度； 称为回归

离差平方和（SSR）  ，反映由于 Y 和 X 的线性依存关系所引起 Y 的变动部分； 称为

剩余平方和（Q）  ，反映其他因素对 Y 的影响部分。 
（三）  判定系数 

 
称为判定系数，用来衡量回归线对 Y 的总离差说明程度。判定系数的平方根即为相关系数。 

四、线性相关的显著性检验 

样本相关系数 r 的显著性检验（t 检验）  的目的是检验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是否显著。

其步骤为： 

（1）  提出假设： ； 

（2）  构造检验统计量： ； 

（3）  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确定临界值 ； 
（4）  确定原假设的拒绝规则： 

若 ，则接受 ，表示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不显著； 

若 ，则拒绝 ，表示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显著。 
（5）  计算检验统计量并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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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归估计与预测 

估计的前提：回归方程经过检验，证明 X 和 Y 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相关的。 
（一）  点估计：对于给定的 X 值，求出 Y 平均值的一个估计值或 Y 的一个个别值的预测值。 
（二）  区间估计：对于给定的 X 值，求出 Y 平均值的置信区间或 Y 的一个个别值的预测区

间。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有何区别？ 
2．什么是单相关、复相关和偏相关？请各举一例说明。 
3．简述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联系与区别。 
4．在相关与回归分析时应注意哪些基本原则？ 
5．相关分析的作用是什么? 
6．什么是相关系数?如何计算? 
7．试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a+bx 中参数 a、b 的意义。回归系数 b 和相关系数 r 有何联系和

区别? 
8．什么是估计标准误差?如何计算?它和判定系数（r）有何联系和区别? 
9．应用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预测要注意些什么? 
10．曲线回归分析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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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时间数列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编制和分析时间数列是为了从动态上研究现象的数量方面及其发展

变化的规律性，它在社会经济统计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章的学习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数值

分析方面和因素分析方面。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以下内容：时间数列的概念、种类和编

制原则；时间数列的水平指标，即发展水平、平均发展水平、增长量、平均增长量；时间数列的速

度指标，即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平均增长速度；时间数列的因素分析，尤其是长

期趋势和季节变动的影响和测定。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时间数列概述 

一、时间数列的概念 

时间数列是把反映现象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数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所形成的统计数

列。它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现象发展水平的所需时间，一个是反映现象发展水平的统计指

标数值。 

二、时间数列的种类 

（一）按指标形式分为总量数时间数列、相对数时间数列、平均数时间数列。 
（二）按变量性质分为确定性数列和随机性数列。 
（三）按变化形态分为平稳性数列、趋势性数列、季节性数列。 

三、编制时间数列的原则 

编制时间数列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指标数值的可比性。对于时期数列，整个数列中时期长短应该

相同；对于时点数列，要尽可能使各指标之间的间隔相等。时间数列中各项指标数值的计算方法和

计算单位也必须一致。 

第二节  时间数列的水平指标 

一、发展水平和平均发展水平 

（一）发展水平指时间数列中每个指标的数值。在绝对数时间数列中，发展水平是总量指标；

在相对数时间数列和平均数时间数列中，发展水平表现为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二）平均发展水平是在时间数列中，把各个时期（或时点上）  的指标数值加以平均而求得

的平均数，也称为序时平均数。 
（三）序时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计算绝对数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 
1．由时期数列计算，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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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时点数列计算 
a.     由连续时点数列计算 

间隔相等时：  

间隔不等时：  

b.     由间断时点数列计算 

间隔相等时：  

间隔不等时：  

计算相对数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 

基本公式：  

①a、b 均为时期数列时 

 
②a、b 均为时点数列时 

 

③a 为时期数列、b 为时点数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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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长量和平均增长量 

（一）增长量是说明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增长的绝对数量的指标，它是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之

差。 
（二）平均增长量是说明某种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期增长数量的指标。 

第三节  时间数列的速度指标 

一、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 

（一）发展速度是指数列中某一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之比，用以反映某一现象在报告期较基

期发展的相对程度。根据比较时期的不同，它可以分为定基发展速度和环比发展速度。定基发展速

度是报告期水平与某一固定基期水平之比，说明报告期水平对某一固定基期水平来说已经发展到多

少倍；环比发展速度是指报告期水平与前一期水平之比，说明报告期水平对前一期水平来说已发展

到多少倍。 
（二）增长速度是根据增长量与基期水平之比计算的，用以说明报告期水平比基期水平增加了

若干倍。根据所采用的基期不同，分为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 

二、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 

平均速度指标反映一个较长时期内逐年平均发展或增长变化的程度，可分为平均发展速度和平

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可以用几何平均法和方程法来计算。 
（一）  几何法 

 

（二）方程法 

的正根即为所求的平均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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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时间数列的因素解析 

一、时间数列的构成因素 

（一）长期趋势（T） 
长期趋势是指现象在较长时期内受某种根本性因素作用而形成的总的变动趋势，可能呈现向上

发展、向下发展或水平发展的态势。 
（二）季节变动（S） 
季节变动是指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客观现象在一年内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发生的有

规律的周期性变动。 
（三）循环变动（C） 
循环变动是指客观现象以若干年为周期所呈现出的波浪起伏形态的有规律变动。 
（四）不规则变动（I） 
不规则变动是一种无规律可循的变动，它又分为严格的随机变动和偶发性变动。 
时间数列的组合模型： 
加法模型：Y=T+S+C+I 
乘法模型：Y=T·S·C·T 

二、长期趋势的测定 

（一）移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通过平均每一个连续数列值来修匀时间数列，是平滑法的一种。具体做法是对时间

数列的各项数值，按照一定时距（项数）  进行逐期移动，计算出一系列序时平均数，形成一个派

生的平均数时间数列。在新的数列中，可以大大削弱不规则变动，特别是周期性变动，显示出数列

的长期趋势。 
移动平均法的步骤： 
1． 确定移动时距。一般选择奇数项进行移动平均，若原数列呈周期变动，应选择现象的变动

周期作为移动的时距长度。 
2． 计算各项移动平均值，并将其编制成时间数列。 
（二）趋势线拟合法 
通过数学方法对时间数列配合一条理想的趋势线，使其与原数列曲线达到 优拟合，即要求原

数列各期发展水平与各趋势值的离差平方和 小，从而较好地反映现象发展的长期趋势。 

直线趋势方程：  

曲线趋势方程：  

趋势线拟合法的基本程序：定性分析→判断趋势类型→计算待定参数→利用方程预测 

对于直线趋势方程 ，用 小平方法求解参数 a、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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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习与思考题 

1．何谓时间数列，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它在统计和经济分析中有何重要作用? 
2．比较时期数列与时点数列的不同。 
3．为什么计算平均发展速度不用算术平均而用几何平均？ 
4．给你一个时间数列，你如何将其主要因素测定出来，你准备如何完成这一工作？ 
5．常用的动态分析指标有哪些?它们如何计算?各有什么意义? 
6．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水平法和累计法有什么区别? 
7．怎样测定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怎样测定循环变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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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计指数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理解统计指数的概念、作用和种类，掌握综合指

数的编制原则和方法；掌握平均指数的编制方法与应用；掌握平均指标指数的分析方法。对指数体

系的概念、作用及因素分析方法不仅要掌握、并能加以应用。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指数的概念和种类 

一、指数的概念和性质 

广义上的指数是指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变动的相对数，狭义的指数是反映复杂社会经济

现象总体数量综合变动的相对数，其中所谓复杂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是指那些由于各个部分的不同性

质而在研究其数量特征时不能直接进行加总或对比的总体。指数具有相对性、综合性和平均性的特

点。 

二、指数的分类 

（一）按照反映的对象范围不同，分为个体指数和总指数。个体指数反映由单一要素构成的简

单现象总体的数量变动状况，总指数反映的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现象总体的数量的综合变动情

况。 
（二）按反映指标的性质不同，分为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 
（三）按指数数列的基期不同，分为定基指数和环比指数。 
（四）按总指数的计算方法或表现形式不同，分为综合指数和平均指数。 
 

第二节  综合指数 

一、综合指数的基本形式 

综合指数是两个总量指标对比形成的指数，在总量指标中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将其中

被研究因素以外的所有因素固定下来，仅观察被研究因素的变动情况，其特点是先综合后对比。 
（一）拉氏指数，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均采用基期的同度量因素。 

拉氏价格指数  

拉氏物量指数  

（二） 帕氏指数，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均采用报告期的同度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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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氏价格指数  

帕氏物量指数  

（三）  马-艾公式（折衷公式）  。 

 
（四）  费氏公式（理想公式）  ，对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求几何平均数。 

价格指数  

物量指数  

二、综合指数的一般编制原则和方法 

（一）基本编制原理 
首先根据客观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引入同度量因素，把不能直接相加的指标转化为可以加总的

价值形态总量指标；其次，将同度量因素固定，以消除同度量因素变动的影响； 后，将两个时期

的总量指标对比，以测定指数化指标的数量变动程度。 
（二） 编制方法 
1．数量指标综合指数的编制 
编制数量指标综合指数的一般原则是采用基期的质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编制数量指标

指数应以质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且需要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基期。计算公式如下： 

 
2．质量指标综合指数的编制 
编制质量指标综合指数的一般原则是采用报告期的数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编制质量指

标指数应以数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且需要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报告期。计算公式如下： 

 

三、两种综合指数简介 

1．不变价格指数，采用不变价格作为同度量因素计算产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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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本计划完成指数，采用计划产量作为同度量因素计算产量综合指数。 

 

第三节  平均指数 

一、平均指数的概念 

平均指数是个体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分为综合指数变形权数平均指数与固定权数平均指数。 

二、平均指数与综合指数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在一定权数条件下，具有变形关系。 

指数名称 综合指数公式 加权算术 
平均指数公式 

加权调和 
平均指数公式 

数量指标 
总指数   

 

质量指标 
总指数   

 

 

区别： 
（一） 解决复杂总体不能直接同度量问题的思想不同。综合指数先计算总体的总量，然后进

行对比，即先综合后对比；平均指数则是在个体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总指数，即先对比后综合。 
（二）运用资料的条件不同。综合指数需要被研究总体的全面资料，而平均指数则既适用于全

面资料，也适用于非全面资料。 
（三）在经济分析中的具体作用不同。综合指数可同时进行相对分析与绝对分析，而平均指数

除作为综合指数变形加以应用的情况外，一般只能进行相对分析。 

三、平均指数的编制 

（一）综合指数变形权数的平均指数 
1．加权算术平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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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权调和平均数 

 

（二） 固定权数的平均指数 

 

第四节  指数体系及因素分析法 

一、指数体系的概念及基本形式 

指数体系是由若干个经济上具有一定联系的指数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狭义的指数体系是指不仅

经济上具有一定联系，而且数量上具有对等关系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指数所构成的一个整体。 
指数体系的基本形式： 
（一）  相对数形式，对象指数等于各个因素指数的连乘积。 

 
（二）  绝对数形式，对象指数的增减额等于各因素指数影响的增减额之和。 

 

二、指数体系的作用 

（一）利用指数体系可进行指数之间的相互推算； 
（二）对单个综合指数的编制具有指导意义； 
（三）利用指数体系可进行因素分析。 

三、指数因素分析法的种类及应用 

分类： 
（一）按分析现象的特点不同分为简单现象因素分析和复杂现象因素分析； 
（二）按分析指标的表现形式不同分为总量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相对指标变动因素分析、平均

指标变动因素分析； 
（三）按影响因素的多少分为两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应用： 
（一）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1．简单现象总体因素分析，即对象指标直接表现为因素指标的乘积。其特点是相对数分析可

以不引入同度量因素，但绝对数分析必须引入同度量因素。 
2．复杂现象总体因素分析，即对象指标表现为因素指标乘积的和。应注意：各因素指标的性

质具有相对性，需在两两比较的情况下判定；各因素指标应按照先数量指标后质量指标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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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相乘要有经济意义；测定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时，要将其余所有因素按综合指数的一般编制原

则固定。 
（二）平均指标变动的两因素分析 
1．平均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的定义 
利用指数因素分析法，从数量上分析总体各部分水平与总体结构这两个因素变动对总体平均指

标变动的影响。 

2．平均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的方法  

即：总体平均水平同时受各组水平和各组结构两个因素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指数，有哪些种类?在经济应用统计中有什么作用? 
2．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何不同？ 
3．何谓同度量因素，它在总指数计算中有何作用？ 
4．什么是指数体系，指数体系的作用有哪些？ 
5．什么是综合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则如何表述? 
6．什么是平均数指数?它有哪两种平均方法?平均数指数和综合指数有何区别?各适用于何种情况? 
7．怎样进行指数因素分析?试述因素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8．什么是平均指标指数?有哪三种形式?它们之间有何联系? 
9．我国现行的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如何?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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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财政学》是我校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作为一门理论应用性较强的课

程，也被作为部分文科类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内

容包括财政的概念与职能；财政支出理论与主要支出项目；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理论与主要

税制；公债制度及其管理；政府预算以及财政体制；财政政策以及国际财政理论等。本教学大纲是

规范《财政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考核范围的概要性提纲，是开展该课程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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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政一般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一方面从经济运行的角度了解财政现象，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考

察财政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进而抽象出财政的基本要素、本质及其属性，并 终归纳出财政的完

整定义。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的定义。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财政现象 

一、经济运行 

1．经济运行的概念。经济运行是社会中的无数个人、家庭、单位、团体和组织，他们之间围

绕经济利益及相关的其他各种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运作过程。 
2．两部门（家庭、企业）经济运行图。 
3．三部门（家庭、企业、政府）经济运行图。 

二、财政现象 

诸如税收、收费、公债，对国家机关各类经费拨付，对文教卫生等事业部门的经费拨付以及各

种补贴、救济补助等。 

第二节  财政的起源和发展 

一、财政的起源 

1．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2．财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继而

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二、财政的发展 

1．奴隶制国家财政。（1）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直接占有生产

劳动者——奴隶；（2）奴隶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王室土地收入、贡纳收入以及捐税，支出主要有

军事支出、维护政权机构的支出、王室的享用、宗教和祭祀等方面的支出，分配主要采用实物形式。 
2．封建制国家财政。（1）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

产劳动者即农奴，同时也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小私有经济；（2）封建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官

产收入、诸侯贡赋、捐税田赋、专卖收入和特权收入等，支出主要由军事支出、行政支出、皇室支

出以及封建文化宗教支出等，分配既采用实物形式也采用价值形式，并出现了公债与预算等新的财

政范畴。 
3．资本主义国家财政。（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

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资本主义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还有公债和通货膨胀等，财政

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防、行政、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经费支出需要，分

配主要采用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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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国家财政。（1）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第三节  财政要素 

一、财政主体 

国家或政府是财政分配活动的主体。 

二、财政客体 

财政分配的客体是一部分社会产品与服务，也即一部分国民收入。 

三、财政形式 

财政分配的形式既有实物和力役形式，也有价值形式。 

四、财政目的 

财政分配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第四节  财政本质 

一、两难冲突 

1、经济学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 
2、经济学主要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经常会出现的两难冲突问题，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 

二、财政本质 

1．财政本质的含义。从财政背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

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的本质。 
2．财政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关系：一是经济系统中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是国

家机构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第五节  财政属性 

财政属性是指财政这一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 

一、公共性 

1．公共性的含义。公共性是指财政活动所具有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的属性，是财政活

动的共性，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财政所共同具有的性质。 
2．公共性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政府职能范围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异。 

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 

1．利益集团性的含义。财政活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它反映着参与财政分配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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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集团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因而具有利益集团性。 
2．财政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国家一般反映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

集团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财政从根本上反映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三、财政的完整定义 

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

以一部分社会产品与服务，即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

分配行为。财政在其本质上体现着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它具有公共性和利益集团型（或阶级

性）两个基本属性。 

复习与思考题 

1．财政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简述财政的四个要素。 
3．财政的本质是什么？财政分配关系包含哪两个基本方面？ 
4．财政的公共性和利益集团性分别指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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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政模式与财政职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提出财政模式这一概念的同时，分析了公共财政模式与国有资本

模式的产生条件及其内涵，在对两者的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

政模式是双重结构模式，并进而分析了这一财政模式下财政的四大职能。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两

种财政模式的特点与财政的四大职能。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公共财政 

财政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或领域而确立的某种形式和

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是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相结合的双重结构财政。 

一、市场有效 

当社会上的每个市场都满足以下假定条件时，市场经济是 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1．市场上有众多的卖者和买者。 
2．各种资源能够自由流动。 
3．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完全信息。 
4．生产者所提供的同种产品是同质的。 

二、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或不足。主要包括： 
1．公共产品。 
2．外部效应。 
3．市场垄断。 
4．不完全市场。 
5．不完全信息。 
6．信息不公平。 
7．宏观经济总量失衡。 

三、政府干预与财政介入 

1．市场失灵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予以解决。 
2．作为直接计划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财政具有了合理性。 

四、公共财政 

1．公共财政的含义。公共财政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形式，

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或类型。 
2．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1）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 
（2）公共财政应当为市场活动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 
（3）公共财政具有非市场营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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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财政是法制化的财政。 

第二节  国有资本财政 

一、国有经济的划分 

1．国有经济的含义。国有经济一般指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两者统称为国有企业）

及其所支配的国有资产，通常还包括国有参股（但不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2．国有经济的两种类型：非营利性国有经济和营利性国有经济，后者又可称为国有资本。 

二、国有资本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1．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存在的论调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 
2．西方国家的实践活动并未提供取消国有资本的充分证据。 
3．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不佳既有承担大量改革成本的因素也有规模过大的原因。 
4．国有资本的运营要防止扩张的冲动，应把握合理的“度”。 

三、国有资本财政 

1．国有资本财政的概念。国有资本财政是指国家以国有资本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进行价

值管理和收益分配而形成的政府收支活动或分配行为。 
2．国有资本财政的内涵。 
（1）活动主体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和支配者的政府。 
（2）活动依据是政府所具有的国有资本所有权，这使其并不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而只为自

身的保值增值服务。 
（3）具有宏观经营性。 
（4）具有强制性和回报性。 

第三节  双重结构财政 

一、双重结构财政分析 

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相结合的双重结构财政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模式。 

二、双重结构财政的区分 

1．基本构成要素不同。 
（1）公共财政的主体是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国有资本财政的主体是作为资本所有者

的政府。 
（2）公共财政活动是以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为目的，国有资本财政以国有资本总

体的保值增值为目的。 
（3）公共财政以税收为其基本的收入来源，安排的是非营利性支出，服务于全社会的企业和

个人，国有资本财政以国有资本收益为基本收入来源，以营利性支出为基本内容，服务于营利性国

有经济。 
2．活动领域和范围不同。公共财政以市场失灵来限定其活动范围，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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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展开活动。 
3．财力运用不同。国有资本财政的财力运用，以企业为单位，具有保值增值能力，公共财政

则没有，并且不满足这一要求。 
4．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同。公共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间接的和外在的，国有资本财政

通过直接内在与市场的活动调控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状态。 

第四节  财政职能 

一、资源配置职能 

通过政府和公共财政的介入，确保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具体介入的范围和内容一般包括：

（1）国防；（2）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3）建造公共工程；（4）干预外部效应行为；（5）介入

自然垄断行业；（6）干预其他市场失效问题。 

二、收入分配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反映，包括集中组织收入和公平分配收入两方面的功能。 
1．集中组织收入功能。是指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参与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形

成收入的功能。 
2．公平分配功能。是指财政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调节收入悬殊，贫富不均，促进社会公正，改

善社会福利，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三、调控经济职能 

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财政政策的运用是该职能的具体表现，如

改变政府购买数量，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数量，调整税率等。 

四、监督管理职能 

财政在配置、分配和调控经济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活动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客观功

能。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财政介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2．公共财政的含义是什么？具有哪些特征？ 
3．双重结构财政的含义是什么？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之间有什么关系？ 
4．试述现代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四个职能。 

拓展阅读书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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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辨析与启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集中对于财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两种理论体

系与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对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进行梳理的同时，概括公共财政论对我

国传统财政学理论发展的若干启示。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相同与不同

之处。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析辨 

一、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 

1．关于财政的产生问题。 
2．关于财政与国家的关系。 
3．关于财政的基本要素。 
4．关于财政的本质。 

二、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 

1．关于财政的起因——市场失灵论。 
2．关于财政的对象——公共产品论 
3．关于财政的目的——公共需要论 
4．关于财政模式——公共财政论 
5．关于财政决策——公共选择论 

三、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比较 

1．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不同之处。 
（1）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分配论是本质论，公共财政论是现

象论。 
（2）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立论基础不同。国家分配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理论

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依据，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公共财政论以

社会契约论为国家学说基础，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依据，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之

上。 
（3）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分析思路不同。国家分配论在财政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上，采

用的是历史分析的思路，公共财政论采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思路。 
（4）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所指的财政对象不同。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活动分配的对象是

社会产品，公共财政论认为是公共产品。 
（5）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所探讨的财政活动的目的存在差异。国家分配论认为是国家需

要，公共财政论认为是公共需要。 
（6）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关注的财政模式有所不同。国家分配论关注于双重结构财政模

式，公共财政论只关注公共财政模式。 
2．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统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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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把财政看作是主体、客体、形式和目的四个要素的统一体。 
（2）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对财政活动现行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3）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认为财政活动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平衡与财政管理

等一些基本内容构成。 

第二节  借鉴公共财政论 发展国家分配论 

一、必要性 

1．吸收、借鉴公共财政论是我国经济改革与财政改革的现实所提出的要求。 
2．吸收、借鉴公共财政论是我国财政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要求。 

二、可能性 

1．我国逐步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借鉴公共财政论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性。 
2．从两者的关系上看，研究各有侧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三、借鉴与发展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应当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政府财政配置方式为补充，以实

现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 
2．政府所取得的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应贯彻总体有偿的原则，根据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实际支出来确定收入的规模。 
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应当是法制化的财政。 
4．借鉴公共财政论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及数理、计量方法，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财政学的研

究方法。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 
2．比较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区别于联系。 
3．试述我国当前借鉴公共财政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4．公共财政论对国家分配论的发展主要有哪些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现代西方财政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叶振鹏、张馨： 《公共财政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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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政支出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从整体上介绍有关财政支出的基本原理，首先介绍了财政支出

的主要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于财政支

出的增长方式进行解释， 后介绍了几种财政支出效率的评价方法。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支

出增长的趋势及其理论解释，以及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评价方法。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财政支出分类 

一、财政支出理论上的分类 

1．按照财政支出的补偿性分类：消耗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 
2．按照财政支出的目的性分类：预防性支出和创造性支出。 
3．按照财政支出的可控性分类：可控性支出和不可控性支出。 
4．按照财政支出的受益范围分类：一般利益支出和特殊利益支出。 
5．按照国家职能的分类：国防支出、管理支出、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等。 
6．按照财政支出 终用途的分类：补偿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积累性支出。 

二、财政支出在预算上的分类 

我国政府预算所列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

理费等。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 

一、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 

1．财政支出规模的含义。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理解为财政支出的总水平。 
2．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1）绝对指标：财政支出的绝对金额，即财政支出总额 
（2）相对指标：财政支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3．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1）财政支出规模绝对量的变化：增长 
（2）财政支出规模相对量的变化：增长 

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理论解释 

1．政府活动扩张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会相应扩大，财政支出必

然会相应增长。 
2．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说。尽管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约束条件，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

常时期，财政支出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非正常时期，由于替代效应和集中

效应，财政支出会猛增，而在经济恢复正常后，由于检查效应，财政支出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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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3．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的客观要求，因此财

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4．非均衡增长模型。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累进部门相比，作为非累进部门总要组成部分

的政府部门，因其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慢，必然使其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上

升，从而导致政府财政的消耗性支出不断增长。 

三、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原因分析 

1．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分析。 
（1）政府职能的扩张。 
（2）物价的上涨。 
（3）科学技术的进步。 
2．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可能性分析。 
（1）经济的增长。 
（2）税制的完善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3）公债发行规模的扩大。 

第三节  财政支出效率 

一、机会成本分析法 

1．机会成本分析法的含义。在经济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配置经济资

源的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是以私人部门配置资源的减少，进而减少

经济收益为机会成本的。 
2．机会成本分析法的判断标准。一般而言，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与私人部门配置这

部分经济资源的机会成本相等，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数量以及公私部门配置资源的比例就是合理

的，整个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是 高的。 

二、成本效益分析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含义。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根据政府确定的行动目标，提出实

现各项目标的各种方案，分析比较各种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与效益，选择 优方案的方法。 
2．财政支出中成本效益分析法与财务分析法的关系。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借鉴财务分析法发展起来的。 
（2）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分析的过程也基本相同。 
（3）两者所使用的成本与效益的范围不同，选优的标准也不同。 
3．财政支出成本分析法的主要步骤： 
（1）政府拟定备选项目和方案。 
（2）不同种类的成本与效益的列举。 
（3）成本与效益的计量。 
（4）成本与效益的折现。 
（5）项目或方案选优。 
4．成本效益分析法的简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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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费用选择法 

1．低费用选择法的含义。 
2．低费用分析法的步骤。 
3．对低费用分析法的简单评价。 

四、公共劳务收费法 

1．公共劳务的定义。公共劳务是指政府机构履行其职能而向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 
2．公共劳务收费法的含义。公共劳务收费法就是把商品买卖的等价交换原则引申到一部分公

共劳务的提供与使用之中，通过利用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高效实现。 
3．公共劳务的三种定价方法。 
（1）免费或低价法。 
（2）平价法。 
（3）高价法。 

复习与思考题 

1．了解财政支出的各种分类及其意义。 
2．财政支出增长的部分理论解释以及财政支出增长的现实原因。 
3．研究财政支出效率问题的必要性。 
4．了解财政支出效率分析的各种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1．苏明：《财政支出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2．王雍君：《中国公共支出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丛树海主编：《公共支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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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消耗性支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消耗性支出中国防支出和文教科卫支出两个主要项目，

并且介绍了提高消耗性支出效率的有效管理方法——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理。本章要求学生重点

掌握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理。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国防支出 

一、国防支出的内容与作用 

1．国防支出的内容：由直接国防支出和间接国防支出组成 
2．国防支出的作用。 
（1）政治方面的作用。保卫国家安全，直接维护国内社会秩序。 
（2）经济方面的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购买性支出，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国防支出的合理限度 

1．影响国防支出的因素。 
（1）国家的地域范围。 
（2）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3）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4）军事现代化的要求。 
（5）国家的综合实力。 
2．国防支出的理论分析 
（1）确定国防产品的供求模式存在实际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国防总需求难以确定，国防总效

益难以确定以及国防的合理负担难以确定等。 
（2）国防支出合理限度的分析相对而言是一种定性的、粗略的分析方法。 

三、与国防支出有关的两个问题 

1．军事订货与国防支出。 
2．兵役制度与国防支出。 

第二节  文教科卫支出 

一、文教科卫支出的含义与性质 

1．文教科卫支出的含义。文教科卫支出是我国财政用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出版、通

讯、广播、文物、体育、地震、海洋、计划生育等事业的经费支出的统称。 
2．文教科卫支出的性质。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文教科卫支出

属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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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与文教科卫事业的关系 

1．政府与教育事业的关系。教育事业从性质上讲具备私人产品的全部特征，但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教育在具有私人产品特征的同时，也显现出某些公共产品的特征。 
2．政府与科学事业的关系。就科学事业而言，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应由政府来承担，应用科

研的经费可由市场中的企业或个人来承担。 
3．政府与卫生事业的关系。就卫生事业来说，医疗服务的私人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支持的

重点在于公共卫生。 
4．政府与其他事业的关系。对于其他事业而言，政府的支持重点都应从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

性的特点上进行调整，既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事业的支出和一部分具有混合产品性质的支出由政府

承担，除此之外的应由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承担。 

第三节  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制度的概念与特点 

1．政府采购的定义。政府采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从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活动。 
2．政府采购制度的定义。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方法、程序、管理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

总称就是政府采购制度。 
3．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的差异。 
（1）采购的资金来源不同。政府采购的资金具有公共性，私人采购的资金具有私人性。 
（2）采购的主体不同。政府采购的主体具有特指性，私人采购的主体具有泛指性。 
（3）采购的目的不同。政府采购的目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商业性，私人采购的目的具有营利

性，商业性。 
（4）采购的对象不同。就某一具体的采购主体而言，政府采购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私人采购

的对象具有有限性。 
（5）采购行为的规范程度不同。政府采购具有规范性，私人采购具有非规范性。 
（6）采购的经济影响不同。政府采购对经济的影响相对大，私人采购对经济的影响相对小。 
（7）采购的政策性不同。政府采购具有政策性，私人采购不具有政策性。 

二、政府采购的作用 

1．政府采购在财政方面的作用：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2．政府采购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 
（1）调节经济。 
（2）促进就业。 
（3）保护民族产业。 
（4）保护环境。 

三、政府采购的方式 

1．招标式采购。 
（1）竞争性招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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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性招标采购。 
（3）限制性招标采购。 
2．非招标式采购。 
（1）国内或国外询价采购。 
（2）单一来源采购。 
（3）竞争性谈判采购。 
（4）自营工程。 
3．政府采购方式的选择。 

四、政府采购的程序 

1．确定采购需求。 
2．选择采购方式。 
3．执行采购方式。 

五、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与改革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防支出的经济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2．财政应承担哪些文教科卫事业的经费支出？理由如何？ 
3．什么是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和私人采购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4．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的作用，了解政府采购的方法与程序。 

拓展阅读书目 

1．丛树海：《财政支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马国贤：《中国公共支出与预算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邓力平译，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美]大卫·N·海曼著，章彤译：《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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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转移性支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转移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出和税收支

出三个项目，并结合这些项目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的改革以及税收支出的管理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财政补贴的类型以及税收支

出的形势与管理。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支出 

1．社会保障的含义。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面临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情况而出现

生活困难时，社会或政府给予金钱的或物质的帮助，以保障社会成员能维持 基本的生活水平。 
2．建立社会保障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3．社会保障的两个发展阶段：非规范化阶段和规范化阶段。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1）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财政安排得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保险，它一般由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老年保险、失业保险、死亡保险等内容组成。其

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的形式主要有完全基金制、现收现付制和部分基金制。 
（2）社会救济。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政府运用一般财

政资金，对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货币的或实物的救济，以使他们能维持 低水平的生活的制度。 
2．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2）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3）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问题。 
2．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问题。 

四、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1）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过窄，主要偏重对国有单位职工实行社会保障。 
（2）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制度相结合，且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平均主义严重，削弱了在职

者的劳动积极性。 
（3）“企业办社会保险”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4）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国家行政机关等国有单位人员的急剧增加，是政府财政的负担越来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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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的管理办法。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1）在改革的原则上，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保障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和城乡有别的三原则。 
（2）在改革的步骤上，应坚持有现有后，有重有轻的做法。 
（3）在改革的内容上，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筹资体制，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逐步将社会保障的筹资级次由地区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进一步完善和细

化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第二节  财政补贴 

一、财政补贴的概念、性质与特征 

1．财政补贴的概念。财政补贴是国家财政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

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或是想给予的补助或津贴。 
2．财政补贴的性质。财政补贴的实质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性质上看，属于财政支出的范

畴。理由是： 
（1）从 终结果看，所有的财政补贴都将减少国家的财政资金。 
（2）从目的上看，所有的财政补贴都是在执行国家的某些特定的政策，而不是为了减少财政

收入。 
（3）从国际上看，各国一般都是将其列为财政支出。 
3．财政补贴的特征。 
（1）政策性。（2）可控性。（3）特定性。（4）灵活性。（5）时效性。 

二、财政补贴的分类与作用 

1．财政补贴的分类。 
（1）从财政补贴的用途来看，可分为生活补贴、生产补贴和其他补贴。 
（2）从财政补贴的环节来看，可分为生产阶段补贴、流通阶段补贴和消费阶段补贴。 
（3）从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看，可分为价格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财政贴息和税收支出。 
2．财政补贴的作用。 
由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形成的财政补贴，即体制型补贴，其作用在于： 
（1）支持和促进生产发展，调整生产结构。 
（2）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与提高。 
（3）稳定市场物价，减少经济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震荡。 
由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原因而形成的补贴，即机制型补贴，其作用在于： 
（1）可以鼓励和扶持公共产品的生产。 
（2）可以克服外部效应问题。 
（3）可以调节消费，实现收入再分配。 
（4）可以调节总供求，促进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三、我国财政补贴的现状与改革 

1．我国财政补贴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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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补贴的项目多、范围广、规模大。 
（2）财政补贴具有刚性，呈现出长期化趋向。 
（3）财政补贴的环节多、形式多。 
（4）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消极作用增加。 
2．我国财政补贴的改革。 
（1）对现行体制型补贴自身进行改革，如清理整顿现有财政补贴；调整补贴环节，改变补贴

方式等。 
（2）加快体制型财政补贴的配套改革。如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外贸

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企业制度，重塑微观基础；进一步改革价格体制，完善市场体系。 

第三节  税收支出 

一、税收支出的概念与特征 

1．税收支出的概念。税收支出是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制定与执行特殊的税收

法律条款，给予特定纳税人或纳税项目以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减少纳税人税收负担而形成的一种

特殊的财政支出。 
2．税收支出的特征。 
（1）法制性。（2）宏观性。（3）预算性。（4）定量性。 

二、税收支出的原则 

1．适度原则 
2．贯彻国家政策原则 
3．效益原则。 
4．遵从国际惯例原则。 

三、税收支出的形式 

1．税收豁免。是指在一定期间内免除某些纳税人或纳税项目应纳之税款。 
2．纳税扣除。是指允许纳税人把一些合乎规定的特殊开支，按一定比例或全部从应税所得中

扣除。 
3．税收抵免。是指允许纳税人将其某些合乎规定的特殊支出，按一定比例或全部从其应纳税

额中扣除。 
4．优惠税率。是指对特定的纳税人或纳税项目采用低于一般税率的税率征税。 
5．延期纳税。是指允许纳税人将其应纳税款延迟缴纳或分期缴纳。 
6．盈亏相抵。是指允许纳税人以某一年度的亏损，抵消以后年度的盈余，以减少其以后年度

的应纳税款；或是冲减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的部分税款。 
7．优惠退税。国家为了鼓励纳税人从事或扩大某种经济活动而给予的税款退还，典型的是出

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 
8．加速折旧。是指政府为鼓励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投资，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

提取较多的折旧，已提前收回投资。 
9．准备金制度。是指政府为了使企业将来发生的某些费用或投资有资金来源，在计算企业应

纳税所得时，允许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定量的应税所得作为准备金处理，从应税所得总额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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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必纳税。 

四、税收支出的预算管理 

1．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 
2．重点项目的预算控制。 
3．全面的预算管理。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作用。 
2．试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则、步骤与内容。 
3．什么是财政补贴？如何理解财政补贴的性质？ 
4．了解财政补贴的各种分类，分析财政补贴的作用。 
5．如何理解税收支出的概念？了解税收支出的主要形式及其预算管理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税收支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2．李珍： 《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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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政收入概述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财政收入的分类和形式，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收入的形

式。 
学时分配：1 

第一节  财政收入分类 

一、按价值构成分类 

财政收入的价值构成是 C、V、M 三部分。研究财政收入价值构成的重要意义在于，能从根本

上说明影响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二、按产业分类 

可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这种分类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便于根

据各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合理的组织财政收入，开辟新的财源。 

三、按经济成分分类 

可分为来自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收入、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私营经济的收入、个体经济的收

入、外资企业的收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收入和股份制企业的收入等。研究财政收入的所有制构

成，是国家制定财政政策、制度，正确处理国家同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财政关系的依据。 

第二节  财政收入形式 

一、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取得的财政收入。 

二、国有经济收入 

国有经济收入是国家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采取上缴利润、租金、股息红利和资产占

用费等形式取得的财政收入。 

三、债务收入 

债务收入是国家以信用方式从国内、国外取得的借款收入。 

四、专项收入 

这是国家为特定的事业或项目建设需要所征收的财政收入。 

五、其他收入 

主要有事业收入、规费收入、罚没收入、国家资源管理收入、公产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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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财政收入进行分类？ 
2．不同形式的财政收入有何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解学智、刘尚希：《公共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46 

第八章  税收制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是在介绍税收的形式特征，有关税收术语以及税收分类的基础

上，对我国建国后税收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现行税制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与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

掌握税收的三大形式特征、有关税收术语以及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税收概述 

一、税收的名称 

税收是历史上 早出现的财政范畴，又称为赋税、租税、捐税。 

二、税收的形式特征 

1．强制性。是指国家征税是凭借政治权利，通过颁布法律、法令进行的一种强制性课征。 
2．固定性。是指征税前预先规定了征税的对象以及统一的比例或数额，按预定标准征收。 
3．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之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不再直接归还给纳税人，也不向纳税人

支付任何代价或报酬。 

第二节  税制术语 

一、纳税人 

纳税人是课税的主体，是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指的是课税的客体，即对什么东西征税，它是税收制度 基本的要素，是一种税收区

别于另一种税收的主要标志。按照征税对象的性质划分，我国税收主要可分为对流转额的征税、对

所得额的征税、对财产的征税和对特定目的和行为的征税。 

三、税率 

税率是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它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税率主

要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 

四、纳税环节和纳税期限 

1．纳税环节。纳税环节是税法中规定的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环节，它规定纳税行为在什么

阶段发生，以及是单一环节课征还是多环节课征。 
2．纳税期限。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期限。 

五、税收附加、加成与减免税 

1．税收附加是政府在征税之外附加征收的一部分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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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加成是对特定纳税人的一种加税措施，即在依照既定税率计算出来的税额的基础之上

加收若干成税款。 
3．减免税是根据国家政策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减免税

措施主要有：规定免税和减税项目、免征额、起征点。 

六、违章处理 

违章处理是对纳税人的税务违章行为所采取的惩罚性措施。违章行为主要包括属于税收征管制

度方面的违章行为、属于税收制度法规方面的违章行为以及拖欠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等。 

第三节  税收分类 

一、以税收收入形式不同分类 

实物税和货物税 

二、以计税依据不同分类 

从量税和从价税 

三、以课税权行使方式不同分类 

经常税和临时税 

四、以课税对象不同分类 

对人税和对物税 

五、以税权的归属不同分类 

中央税和地方税 

六、以税负是否容易转嫁为标准分类 

直接税和间接税 

第四节  我国税收制度的演变 

一、1950—1957 年统一全国税政，建立、调整新税制 

1．1950 年，除农业税外，全国共有税收 14 种。 
2．1953 年修正后的工商税收为 12 种 

二、1958—1978 年改革工商税制 

1．1958 年改革工商税制，税种减少为 9 个，并统一了全国农业税制。 
2．1973 年对工商税制再次改革，但税种仍然为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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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9—1993 年税制重大改革时期 

1．通过 1983 年和 1984 年的两次利改税，实现了完全的以税代利。 
2．到 1993 年我国的税种共计 5 大类 42 种。 

四、1994 年以后实行新税制 

1994 年对税制进行了全面的和结构性的改革，建立起了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

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复合税制结构。 

五、中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1．1994 年税制存在的问题。 
2．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的思路。 
3．关于税种的完善。 

复习与思考题 

1．税收具有哪些形式特征？ 
2．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3．我国现行税制应做何改革？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佐：《中国税制五十年》，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年版。 
2．宁学平：《新税制与会计处理指南》，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4 年版。 
3．李齐云：《新编税收理论与税制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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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税收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税收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部分，即税收原则论、税收转嫁

与归宿理论、 优税收理论。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现代税收原则论、税负转嫁的一般规律以及

优税收理论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税收原则 

一、税收原则思想的发展概述 

我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治税思想，但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原则发端于西方。 

二、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 

1．平等原则 
2．确实原则 
3．便利原则 
4． 小征收费原则 

三、瓦格纳的税收原则 

1．财政收入原则 
（1）充足原则：税收收入应能充分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 
（2）弹性原则：税收收入要有弹性，能够随着财政需要的变动而变动。 
2．国民经济原则 
（1）税源的选择：税源的选择要有利于保护资本即税本，主张以所得为税源而尽量避免对财

产和资本的课税。 
（2）税种的选择：税种的选择要考虑税负转嫁问题，尽量选择难于转嫁或转嫁方向明确的税

种。 
3．社会正义原则 
（1）普遍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遍及社会上的每一成员，每一公民都有纳税义务。 
（2）平等原则：税收负担应力求公平合理，主张采用累进税制，并对 低生活费用免税。 
4．税务行政原则 
（1）确实：纳税的时间、方式、数量应预先规定清楚。 
（2）便利：纳税手续尽量简便，以方便纳税人。 
（3）节省：征收费用应力求节省。 

四、现代税收原则 

1．财政原则： 
（1）充分原则。 
（2）弹性原则。 
2．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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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的总体规模应符合整个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 优分布的效率要求。 
（2）税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损失 小。 
（3）税收的征收成本 小化。 
3．公平原则： 
（1）利益原则：课税依照纳税人受益的多少而定，受益多的多纳税，受益少的少纳税。 
（2）能力原则：以支付能力作为征税依据，能力强的多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能力的判断

标准由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前者又有绝对均等牺牲、比例均等牺牲、和边际均等牺牲之分，后者

又经历过一人丁为标准的阶段、以财产为标准的阶段、以消费和产品为标准的阶段和以所得为标准

的阶段。 
4．稳定原则： 
（1）相机抉择的作用：通过自身主动地增加或减少，以依照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意识的对宏

观经济不稳定状态进行干预和调节。 
（2）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既定的制度下，税收能够自动的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动的调节

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 

第二节  税收负担与税负转嫁 

一、税收负担 

1．税收负担的概念。税收负担是指整个社会或单个纳税人实际承受的税款。 
2．宏观税收负担。 
（1）宏观税收负担的概念。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国家当年的课税总额与一国的社会产出总

量或总经济规模之间的对比关系，即社会的总体税负水平。 
（2）宏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负担率。 
3．微观税收负担。 
（1）微观税收负担的概念。微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单个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的税收与其产出的

对比关系，即企业或个人的税负水平。 
（2）微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有企业和个人两类税收负担衡量指标。仅就企业而言，又有

企业整体税负率和个别税种的税负率之分。 
4．我国的税收负担。 

二、税负转嫁与归宿 

1．税负转嫁与归宿的概念与形式。 
（1）概念。所谓税负转嫁，就是纳税人不实际负担国家课于他们的税收，而通过购入或卖出

商品价额的变动，将全部或部分税收转移给他人负担的过程。税负归宿是税负转嫁过程的终点，也

就是税收负担的实际承受着。 
（2）税负转嫁的主要形式有：前转、后转、混转、辗转转嫁、税收资本化、消转等。 
2．税负转嫁与供求弹性的关系。 
税负转嫁的主要途径是价格的变动，转嫁的幅度取决于供求弹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就供给

和需求的相对弹性来说，哪方弹性小，税负就向哪方转嫁，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时，税负由买卖

双方平均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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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最优税收理论 

一、最优商品税 

优商品税理论是要论证政府收入若全部通过商品税筹集该如何课税的问题，主要研究的是该

如何确定商品税税率，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超额负担 小，其结论是拉姆齐法则，即只有商品税的税

率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商品税的课征才能达到 优状态，此时，税额的少量增加，经会

导致全部商品的需求量以相同的比例下降。 

二、最优所得税 

1．埃奇沃斯模型。该模型意味着累进程度很高的税制结构，应从 高收入一端开始削减收入，

直到达到完全平等，即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为 100%。 
2．现代研究结论。 
（1）斯特恩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弹性越大， 优的所得税税率的值

越小，在 20%-80%之间。 
（2）维克里和米尔利斯的研究。基本结论是： 高收入阶层的 优边际税率为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税收原则理论的发展。 
2．简述税负转嫁的条件。 
3．研究税收负担有何意义？ 
4． 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西蒙.詹姆斯、诺布斯：《税收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3．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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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商品税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商品税的定义、特点与分类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三节内

容介绍了商品税中的主要税种：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的基本原理以及我国这三个税种的基本内容。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商品税的特点以及我国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和关税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商品税的理论分析 

一、商品税定义 

商品税是对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提供个人和企业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课征的税种的统

称，也称流转税。 

二、商品税特点 

1．税收负担的间接性。 
2．商品税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直接性。 
3．商品税的累退性。 
4．税收征收的隐蔽性。 
5．税收征管的相对简便性。 
6．商品税收入的稳定性。 

三、商品税分类 

1．按照课税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对绝大部分的流转额课税、对全部消费品流转额课税、

对部分选定的消费品流转额课税。 
2．按课税环节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环节课税和多环节课税。 
3．按课税的计税方式的选择，可以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 
4．按照课税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对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数量计征的流转税和根据课税商

品流通的是数量计征的流转税。 
5．按照流转税的课税对象选择的不同，可以分为周转税、销售税和增值税。 

第二节  销售税 

一、销售税概述 

销售税是商品税的一种形式，目前主要在单一环节征收。 

二、开征销售税的主要原因 

除易于管理和保证收入稳定的优点之外，还有： 
1．避免多环节征收抬高物价。 
2．避免不同的流转次数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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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税的效率与公平作用 

从公平分配角度看，传统看法认为一般销售税是累退的。 

四、中国的销售税 

1．消费税：对某些消费品的流转额可挣的一种税。 
2．营业税：是对在国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以及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

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 

第三节  增值税 

一、增值税概述 

1．增值税的定义。增值税使商品税的一种形式，其课税依据是课税商品或劳务在产销的每一

阶段新增的价值。 
2．增值税的优点。增值税与周转税相比，避免了重复课税，更符合税收的中性原则。根据计

税时，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金额能否扣除以及如何扣除，可以将增值税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

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后者 能体现增值税的优点。 
3．增值税的缺点。 
（1）受种种因素困扰，增值税税率难以实行单一税率，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增值税经济作用

的发挥。 
（2）增值税仍然有累退性问题。 
（3）增值税的征管难度较大，易造成税收收入流失。 

二、增值税的基本计算方法 

1．加法。 
2．减法。 
3．抵免法。 

三、增值税的特点 

1．可以只对有形商品销售课征，也可以对劳务供应课征。 
2．可以包括课税范围内的全部商品，也可以对某种商品免税。 
3．可以对某些类型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或规定零税率。 
4．抵免法有利于计税。 

四、增值税相关问题分析 

1．增值税的累退性问题。 
2．增值税的推广问题。 

五、现行中国增值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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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关  税 

一、关税概述 

1．关税的定义。关税是在边境、沿海口岸或国家制定的其他水、陆、空国际交往通道的关口，

对进出国境或关境的货物或物品征收的一种税。 
2．关税的分类。 
（1）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2）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 

二、现行我国关税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商品税具有什么特点？ 
2．增值税有哪些类型？ 
3．增值税的特点有哪些？ 
4．增值税的作用有哪些？ 
5．商品税是否具备成为未来主体税种的条件？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张维华：《增值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3．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消费税政策与法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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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所得税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商品税的定义、特点与分类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三节内

容介绍了所得税中的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的基本内容。本章要求学生

重点掌握所得的概念、特点以及我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

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所得税概述 

一、所得定义的探讨 

1．来源说：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

所得。 
2．净增值说：综合所得是纳税人个人消费综合加上其从所有可能来源中新得到的财富增加。 

二、所得税的特点 

1．它以一定的所得额为课税对象。 
2．它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3．应税所得的计算通常都要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程序。 

三、所得税的类型 

1．分类所得税：是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所得，如对工资和薪金、对利息和股息等等，分别规

定不同的税率进行课征的那一类所得税。 
2．综合所得税：是将纳税人的各项不同性质的所得加以合并，综合计征的一类所得税。 
3．分类综合所得税：是对一定收入数量以下的所得，采用分类所得税办法征收，而当其各类

所得数额之和达到某一规定标准时，则再加征综合所得税。 

四、所得税的演变过程 

1．从临时税发展为永久税。 
2．从比例税演变为累进税。 
3．从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 

一、个人所得税概述 

1．对课税范围的确定有综合所得和分类所得之分。 
2．以符合条件的个人所得额作为课税对象。 
3．课税对象虽然是个人所得额，但并非全部。 
4．纳税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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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6．个人所得税既可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公平的实现，也可能对工作储蓄带来消极影响。 

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1．现行个人所得税制。 
2．中国所得税制的改革。 

第三节  企业所得税 

一、企业所得税概述 

1．企业所得税的定义。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所得按照一定税率课征的税。 
2．企业所得税的类型。根据课税范围的不同，企业所得税可以分为企业所得税类型和公司所

得税类型。 

二、公司所得税制的基本结构 

1．公司所得税税基。 
2．应税所得额。 
3．公司所得税税率。 
4．主要刺激措施。 

三、为什么要对公司征税 

1．公司是真正的独立主体。 
2．公司从社会中获得了许多特权。 
3．公司所得税维护了个人所得税的一体性。 

四、公司所得税的经济效应 

1．对资本配置的影响。 
2．对投资的影响。 
3．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五、公司所得税税负转嫁问题 

1．局部均衡中的税负转嫁。 
2．一般均衡中的税负转嫁。 

六、现行中国企业所得税制 

1．企业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七、中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 

1．企业纳税人标准的选择。 
2．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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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确定。 
4．税收优惠的确定。 

第四节  社会保障税 

一、社会保障税概述 

1．社会保障税的特点。 
（1）是一种目的税。 
（2）是一种累退性质的税。 
（3）是一种征收相对简便的税。 
2．社会保障税的归宿。 

二、社会保障税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你是如何理解“所得”的？ 
2．所得税的特点有哪些？ 
3．所得税有哪些基本类型？ 
4．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5．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 
6．为什么我国也要开征社会保障税？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财政部税政司：《新个人所得税实用手册》，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3．蒋经法：《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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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税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财产税的定义、特点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介绍的基础上，

在种类繁多的财产税体系中，选取了土地税、遗产与赠与税、资源税、污染税、印花税和农业税进

行了介绍。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产税的类型、特点以及遗产与赠与税和污染税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财产税概述 

一、财产税的种类 

1．财产税的定义。是指对纳税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征收的一类税。 
2．财产税的类型。 
（1）一般财产税。 
（2）特别财产税。 
（3）财产转移税。 

二、财产税的优点 

1．比较符合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 
2．可以起到财产所有者提高财产使用效率的作用。 
3．税负难以转嫁，有助于削弱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状态。 

三、财产税的缺点 

1．纳税能力的测度有困难。 
2．难以成为广泛的普及性税收。 
3．收入弹性较小。 
4．有碍于资本的形成。 

四、财产税相关问题分析 

1．财产税的负税人问题。 
2．资源配置效应问题。 
3．财产税是不是对地方服务的付费。 
4．财产税的征管问题。 

第二节  土地税 

一、土地税的定义 

土地税是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是世界上实行 广泛的特别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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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税的类型 

1．土地财产税：以财产税方式征收的土地税。 
2．土地所得税：以土地收益额为课税标准征收的土地税。 
3．土地增值税：以土地增值额为课税标准而征收的土地税。 

三、中国的土地税制 

第三节  遗产税和赠与税 

一、遗产税概述 

遗产税，也成为死亡税，是对死亡的课税。，死亡税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可以分为三类： 
（1）总遗产税：即狭义的遗产税，它是对死亡者遗留的财产总值课税，而不论遗产如何分配。 
（2）分遗产税：或称继承税，即对各个遗产份额课征的税，而不论总遗产是大是小。 
（3）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对人赠与所课征的税，它不是对遗产或死亡课税，但与遗

产税密切相关。 

二、遗产税开征的原因 

1．促进社会公平。 
2．激励作用。 
3．健全税制作用。 
4．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遗产税制的类型 

1．总遗产税制。 
2．分遗产税制。 
3．混和遗产税制。 

第四节  资源税 

一、资源税的定义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及其级差收入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类。 

二、资源税制的设计 

1．资源生产课税。 
2．资源消费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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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污染税 

一、污染税征收依据 

外部性理论是污染税征收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污染税在实施中的问题 

1．准确界定边际外部成本问题。 
2．管制部门不容易了解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收益曲线。 
3．污染税的负税人问题 

三、污染税制的选择问题 

1．税基的确定。 
2．税率的确定。 

第六节  印花税 

一、印花税概述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国家规定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 

二、中国现行印花税制 

第七节  农业税 

一、农业税概述 

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并由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二、中国农业税制的演变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财产税难以成为一国主体税种？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何意义？ 
3．结合以前章节内容，阐述你对未来我国税制结构选择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财产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2．袁则军、王键：《资源和财产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3．胡怡建：《中国税制》，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财政学 

 961

第十三章  国有经济收入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介绍了国有资产的概念与国有资产收入形式的基础上，主要

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对我

国国有经济收入的发展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国有经济的分类和形式。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 

一、国有资产的概念 

国有资产是以法律用语，指的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包括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

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的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接近于财产的意义。 
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包括自然资源、行政事业单位所占用的国有财

产以及国家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狭义的国有资产为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的并能为国家提

供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属于经营性财产。 

二、国有资产的分类 

1．按存在形态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2．按经济用途分为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3．按照形成方式分为自然资源资产和人类自身加工、改制、开发利用形成的资产。 
4．按国有资产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为境内国有资产和境外国有资产。 
5．按行政隶属关系分为中央政府国有资产和地方政府国有资产。 

三、国有资产收入 

1．国有资产收入的概念：就是指国家凭借所拥有的资产取得的财政收入。 
2．国有资产收入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和国有资产收益的概念区别。 

四、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 

1．属于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部分的形式。 
（1）利润。（2）租金。（3）股利。 
2．属于国有产权转让收入的形式。 
（1）国家通过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出售、拍卖、兼并等方式取得的收入。 
（2）国家通过国有资产使用却转让而取得的国有资产使用权转让收入。 
3．属于国家投资借款归还收入。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一、利润全额上缴 

也成为统收同志制度，是一种要求将国营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全额上缴给国家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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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金制 

国家根据国营工业企业在完成国家规定的 8 项经济技术指标（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

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的情况和供货合同的情况，允许企业从实际利润中按职工

全年工资总额中提取不同比例的企业基金。 

三、利润留成制 

根据国营企业上年五项基金占同年利润总额的比例核实企业基数利润留成比例，一定三年不

变，增长留成比例按照不同行业确定。 

四、盈亏包干制 

国营企业按照国家核定的上缴利润任务实行包干，实现的利润超过计划利润包干任务的部分，

以其一部分或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对企业发生的政策性亏损实行亏损补贴包干。 

五、利改税 

把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交纳税金，税后利润由企业支配。 

六、含税利润承包制 

对国营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采用承包制，并同时取消国营企业利润所得税的上缴。 

七、税利分流 

国家在参与国有企业纯收入分配过程中，开征一道所得税，然后再通过税后承包上交利润、租

金或国有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第三节  国有经济改革与国有经济收入 

一、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 
二、收缩国有经济范围，实现国有资本项战略部门集中 
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经济收入 

复习与思考题 

1．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有哪些？ 
2．简述我国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变过程。 
3．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对国有资本收入有何影响？ 
4．国有经济改革对我国财政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黄少安、李齐云：《国有资产管理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李海波、孙桂芳：《国有资产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8 年版。 
3．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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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公  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公债的历史与作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债的发展介绍了

公债制度、公债市场和公债管理的基本内容。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公债制度和公债管理的相关内

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公债概述 

一、公债的一般概念 

公债是国家或政府举借的债，是指国家或政府以债务人的身份，采取信用方式，向国内外取得

收入的一种方式。 
1．公债是国家或政府信用的主要形式。 
2．公债是财政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 
3．公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二、公债的产生和发展 

1．公债在奴隶社会开始萌芽，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2．我国公债的产生与发展。 
（1）我国公债始于清朝末年。 
（2）建国后的公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950 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1958 年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81 年至今发行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及借入外债。 

三、公债的作用 

1．就财政观点而言，公债是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是弥补财政赤字、平衡预算和解决财政困

难的 可靠、 迅速的手段。 
2．以经济的观点来看，公债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1）调节积累与消费，促进两者比例关系合理化。 
（2）调节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3）调节金融市场，维持经济稳定。 
（4）调节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第二节  公债制度 

一、公债种类 

1．按发行期限划分，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 
2．按举借形式划分，可分为政府契约性借款和发行公债券。 
3．按发行地域划分，可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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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债券的发行市场划分，可分为上市公债和非上市公债。 
5．按发行的性质划分，可分为自由公债和强制公债。 
6．按发行主体划分，可分为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 
7．按公债的计量单位划分，可分为实物公债和货币公债。 
8．按公债用途划分，可分为生产性公债和非生产性公债。 
9．按由物理系和利息支付方式划分，可分为有息公债和有奖公债。 

二、公债发行方式 

1．公募法：指国家向社会公债募集公债的方法。 
（1）直接公募法：由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直接推销。 
（2）间接公募法：由政府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为经营。 
（3）公墓招标法：在金融市场上公开招标发行公债。 
2．包销法：又称承受法，是指国家将发行的债券统一出售给银行，再由银行自行发售的方法。 
（1）由中央银行承受。 
（2）商业银行承受。 
（3）金融集团包销。 
3．公卖法：是指政府委托经纪人在证券交易所出售公债的方法。 

三、公债的偿还 

1．买销法：由政府委托证券公司或其他有关机构，从流通市场上以市场价格买进政府所发行

的公债。 
2．比例偿还法：政府按照公债的数额，分期按比例偿还。 
3．抽签偿还法：政府通过定期抽签确定应清偿的公债的方法。 
4．一次偿还法：国家定期发行公债，在公债到期后一次还清本息。 

第三节  公债市场 

一、公债市场 

1．公债市场的概念：在证券市场中进行的公债交易称为公债市场。 
2．公债市场的类型：按照公债交易的层次或阶段可分为公债一级市场和公债二级市场。一级

市场是发行市场，二级市场是流通市场或转让市场。 
3．两级市场的关系：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互为作用。 

二、公债市场的作用 

1．能增强政府债券的流动性，提高其竞争能力。 
2．能为社会闲置资金提供良好的投资场所，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 
3．是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债券交易市场的类型和基本做法 

1．交易市场的类型。 
（1）交易所交易：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债券买卖，成为交易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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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柜台交易：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所进行的债券交易，也称店头交易或场外交易。 
2．基本做法： 
（1）交易所交易的基本做法。 
（2）柜台交易的基本做法。 

第四节  公债管理 

一、国内公债管理 

1．公债管理的概念。公债管理是政府对公债的运行过程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

监督和调节。 
2．公债管理的基本目标。 
（1）保证政府具有适当的偿债能力。 
（2）努力减少公债的“挤出效应”。 
3．公债管理中的基本指标。 
（1）公债规模指标。包括公债的承受能力，即国内各种应债资金水平，包含应债客体即国民

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和应债主体，即承购公债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和公债偿还能力，即公债

负担率和公债偿债率，前者用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后者用公债占财政收入表示。 
（2）公债结构指标。主要包括期限结构指标，即短期、中期、长期公债的比例；持有者结构

指标，即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各阶层居民各自占有公债的比例；公债利率水平与结构指标，即是否与

市场利率水平相协调。 

二、外债管理 

1．外债的主要形式。 
（1）外国政府贷款：是一国政府利用本国财政资金向另一国政府提供的贷款。 
（2）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是联合国系统下几个世界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主要由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世界银行集团贷款。 
（3）外国银行贷款：这是由国际上商业银行用自由外汇提供的商业性贷款。 
（4）出口信贷：这是国家专门机构或银行以利息补贴或信贷国家担保方式对出口贸易提供的

含有官方补贴性质的贷款。 
（5）发行国际债券：它是一国政府、政府机构、公司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国际或主

要国家国内债券市场上，以各种可兑换货币为面值发行的国际债券。 
2．确保适度的外债规模。 
（1）外债规模是否适当的衡量指标：偿债率、经济债务率、出口债务率。 
（2）确保适度外债规模的配套措施：资金配套、措施配套、物资配套。 
3．建立合理的外债结构。 
（1）外债的来源结构。 
（2）外债的期限结构。 
（3）外债的币种结构。 
（4）外债的利率结构。 
（5）外债借入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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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公债制度形成的条件有哪些？ 
2．阐述我国公债市场的发展问题。 
3．是结合现实分析我国的公债负担问题。 
4．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债管理？ 

拓展阅读书目 

1．李俊生：《公债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2．高坚：《中国债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年版。 
4．杨大楷等：《国债综合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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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政府预算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有关政府预算的概念与分类等基本知识之后，结合我国政

府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的具体组织方式，着重介绍了复式预算和部门预算的方法， 后介绍了预

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基本思路。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预算的各种形式，复式预算

与部门预算的编制方法以及有关费税改革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政府预算概述 

一、市场经济下的政府预算 

1．政府预算的概念。 
（1）政府预算是经立法程序批准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2）政府预算也称为政府公共预算，是国家以社会经济管理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维持政

府公共活动，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发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支出的预算。 
2．法制性是市场经济下政府预算的根本特性。 
（1）计划性。 
（2）法律性。 
（3）归一性。 
（4）政治程序性。 
（5）公开性。 
3．按法制性要求改革我国预算制度。 
（1）强化政府预算的计划性。 
（2）强化预算的法律性。 
（3）强化预算的归一性。 
（4）强化预算的公开性。 
（5）强化预算的政治程序性。 

二、政府预算的分类 

1．按收支管理范围分类：总预算和单位预算 
（1）总预算：是国家各级政府的基本财政计划，由各级政府的本级预算和下级政府总预算组

成。 
（2）单位预算：是政府预算基本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的直属机关就其本身及其所属行政事

业单位的年度经费收支所汇编的预算。 
2．按照预算的级次分类：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 
（1）中央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反映中央政府活动的财政收支计划。 
（2）地方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反映各级地方政府收支活动计划的总称。 
3．按照编制形式分类：单式预算和复式预算 
（1）单式预算：即将国家一切财政收支编入一个预算，通过统一的一个表格来反映。 
（2）复式预算：将统一预算年度内的全部收入和纸船性质划分，分别汇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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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对照表，以特定的预算收入来源保证特定的预算支出，并使两者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 
4．按编织方法分类：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 
（1）增量预算：是指财政收支计划指标是在以前财政年度的基础上，按新的财政年度的经济

发展情况加以调整之后确定的。 
（2）零基预算：是指对所有的财政收支，完全不考虑以前的水平，重新以零为起点而编制的

预算。 
5．按投入项目能否直接反映其经济效果分类：项目预算和绩效预算。 
（1）项目预算：是指只反映项目的用途和支出金额，而不考虑其指出的经济效果的预算。 
（2）绩效预算：是指根据成本效益比较的原则，决定支出项目是否必要及其金额大小的预算

形式。 
6．按预算作用的时间分类：年度预算和中长期预算。 
（1）年度预算：预算有效期为一年的财政收支预算。 
（2）中长期预算：也称为中长期财政异化，一般一年至十年为中期计划，十年以上为长期计

划。 

三、复式预算 

1．复式预算的产生。 
2．复式预算产生的一般条件： 
（1）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2）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强化。 
（3）政府预算功能的扩大。 
（4）传统预算观念的突破。 
（5）借债等于创造资产的商业原则的引入。 

四、我国现行的复式预算 

1．实行复式预算的必要性。 
（1）实行复式预算是由单式预算的缺陷和复式预算的优点所决定的。 
（2）实行复式预算是国家两种职能的体现。 
2．我国的复式预算 
3．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复式预算。 

第二节  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与决算 

一、政府预算的编制 

1．实行部门预算是我国预算编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所谓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编制一本预算的政府预算制度。其意义在于： 
（1）实践上，有利于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形成。 
（2）制度上，有利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 
（3）理论上，有利于我国财政预算理论的革新。 
2．部门预算的主要内容。 
（1）收入预算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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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预算的测定。 
（3）财政资金的管理。 
3．部门预算与传统编制方法的异同。 
相同点： 
（1）仍然实行“两上两下”的编报方法。 
（2）各相关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限未变。 
不同点： 
（1）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 
（2）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3）编制预算的方式不同。 
（4）编制预算的范围不同。 
（5）预算批复的方式不同。 
（6）采取计算机网络编报、审核部门预算。 
4．部门预算的编报程序 
（1）中央部门预算的总流程。 
（2）部门编报预算的流程。 
（3）财政部审核和上报预算的流程。 
（4）财政部批复预算的流程。 

二、政府预算的审批与执行 

1．政府预算的审批。 
（1）预算草案编制的时间。 
（2）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 
（3）预算审查的重点。 
（4）预算部分变更。 
（5）决算的审查和批准。 
（6）预算执行的监督。 
（7）违反预算审批与监督规定的法律责任。 
2．政府预算的执行 
（1）政府预算执行的特点： 
第一，预算执行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第二，预算的执行是实现预算各项收支任务的中心环节。 
第三，预算执行情况和结果是预算编制的基础。 
第四，预算执行过程中，需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组织新的平衡。 
（2）政府预算执行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三、政府预算的调整 

预算调整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通过改变预算收入来源、支出用途以及收支规模、组织新的平

衡的重要方法。 
广义的预算调整是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有对预算收支数额、范围、方式的修改、补充活动。

狭义的预算调整是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因追加支出或追减收入，动用全部预算费 弥补，收支仍

不能平衡而需要对原批准的预算进行的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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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决算 

第三节  预算外资金 

一、预算外资金的性质和特点 

1．预算外资金的含义： 
（1）预算外资金属于国家财政资金的范畴。 
（2）预算外资金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财政制度设置的。 
（3）预算外资金的财政性，决定了应将其纳入预算管理。 
2．预算外资金的特征： 
（1）法定性。 
（2）专用性。 
（3）分散性和繁杂性。 

二、预算外资金的范围 

1．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2．事业行政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3．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三、费改税 

1．什么是费改税？费改税是针对我国费大于税的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格局而提出的一项政策主

张。 
2．为什么要费改税：费大于税的现象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混乱无序状态的典型表现之一。 
3．费改税的基本思路。以政府收支全面纳入政府预算，以及强化税法的权威性为基础，法制

化是治本之策。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预算的法制性？ 
2．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复式预算？如何完善我国的复式预算制度？ 
3．部门预算改革的意义。 
4．为什么要“费改税”？ 

拓展阅读书目 

1．陈共主编：《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王金秀、陈志勇编著：《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门惠英：《复预算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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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财政体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体制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

财政体制的四种类型以及具体的收支划分方法，并用一节的内容，介绍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沿革过程。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体制的类型以及我国 1994 年以来的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财政体制的内容 

一、财政体制的概念 

所谓财政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简称。它是在特定的行政体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调节政府

间财力分配的基本制度，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地方各级政权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

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 
广义的财政体制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体制、税收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

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就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 

二、财政体制的内容 

1．在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 
2．各级财政的收支划分。划分原则主要有： 
（1）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2）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3）收支挂钩，权责结合。 
3．关于地方机动财力问题。 
所谓地方机动财力指的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由地方自行支配的一部分财政财力。主要内容

有： 
（1）地方预算的预备费。 
（2）地方预算执行中的收入超收和支出结余。 
（3）预算外资金。 

第二节  财政体制的类型 

一、财政体制的类型 

按照财政体制赋予地方财政的独立自主程度，根据我国的实践并参照国外情况，财政体制可分

为四种类型： 
1．统收统支体制。主要特征是： 
（1）全国各地的主要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金库，没有中央拨付命令不得动用。 
（2）地方的一切开支均需经过中央的核准，统一按月拨付。 
（3）财政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 
（4）留给地方少许财力，用以解决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和城镇市政建设以及其它临时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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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 
（1）在中央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和统一制度的前提下，按国家行政区划确定财政级次，实行

分级管理。 
（2）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并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确定各级预算的支

出范围。 
（3）主要税种的立法权、税率的调整权和减免权集中于中央，由中央确定地方的收入指标。 
（4）由中央统一进行地区间的调剂，凡收入大于支出的地方财政，向中央上解收入，凡支出

大于收入的地方财政，由中央财政拨款补助。 
（5）地方预算的收支平衡，从总量上说，基本上是以支定收，结余可以留用。从结构上说，

基本上是中央下达指标，地方无权调剂。 
（6）体制的有效期是一年一定，而不是长期相对稳定。 
3．财政包干体制。主要特征是： 
（1）按照经济管理体制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 
（2）按照收支划分的范围，以包干制确定前一年的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确定地方财政的包干

基数，并确定两级财政间的上缴和补助数额，一定五年不变。 
（3）在此基础上，地方财政以收定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4）地方预算自行编制，但仍然要纳入全国的统一预算之中。 
（5）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给予特殊照顾。 
4．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主要特征有： 
（1）按照税种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 
（2）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出。 
（3）各级财政的主要收入以自有财源解决，主要是通过本级财政的税种来解决。 
（4）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立、自收自支、自求平衡。 

二、财政体制的收支划分形式 

1．比例分成法。首先要确定地方预算的支出指标和收入指标，然后按照收支差额确定分成比

率，组织地方预算收支平衡。比例分成有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两种形式。 
2．基数法。市和比例分成法相互关联的一种确定财政收支指标的方法，它是以上年预算实际

数或以前若干年的平均数作为预算年度的财政收支基数，并根据地方财政收支基数的差额确定分成

比例。 
3．因素法。是一具影响地方支出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来确定地方支出基数的一种方法。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般因素、社会发展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等。 
4．分税制。通过划分税种或税率来确定各级财政的收入，并且相应的形成中央税制和地方税

制。 
5．补助金制。这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的逆差，采取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补助，达

到该级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的做法，主要有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按成补助。 

三、我国实行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的根本原因 

1．税收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形式。 
2．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依靠法律的权威去规范和划分各级财政收入的，这只有在市场经济这种

法制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3．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可能实行真正的分级财政而又不危害近现代经济财政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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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财政体制沿革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财政体制 

1．建国之初，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 
2．1951 年实施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初步的分级管理。 
3．1954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采用分类分成办法。 
4．1958 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 
5．1959 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 
6．1961 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在原有财政体制基础上，实行相对集中的财政体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 

1．1977—1979 年江苏省实行“固定比例包干”办法。 
2．1980 年对广东、福建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的办法。 
3．1980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的体制，即“分灶吃饭”

体制。 

三、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 
2．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 
3．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 
4．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商界以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 
5．其他配套改革。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有哪些？ 
3．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拓展阅读书目 

1．李齐云：《分级财政体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卢洪友：《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3．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4．刘小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5．[美]罗伊·鲍尔：《中国的财政政策—税制与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关系》，许善达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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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财政平衡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

传统财政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西方总供求平衡理论的关系，并在 后结合我国实际对影响财政平

衡的公债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我国传统财政平衡理论与西方总供求理论的关

系，以及公债效应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5 

第一节  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 

一、财政收支矛盾 

财政收支之间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因为： 
1．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在财政领域经常反复出现，而公共财政也不一定非得坚持年度平衡不可。 
2．财政决策的失误，计划与实际的不一致也会引起财政收支矛盾。 
3．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管理水平的变化对财政收支产生影响。 
4．财政收支在实践和地区上的不一致，一般可在年度加以调整，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

当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5．某些意外事故，也会影响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 

二、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的规律性 

财政收支是彼此依存、互相统一的，因为： 
1．相同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代表相等价值的资源，都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

需要。 
2．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来源，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使用。 
3．财政支出又促进和影响财政收入，它是保证财政收入增加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条件有利于财政收支矛盾相平衡的转化。 
1．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的因素。 
2．财政收支平衡是经济稳定的标志之一。 

三、财政平衡的计算口径 

1．公债收支是否列为预算收支的差异。 
2．公债付息支出是否列入预算支出差异。 

第二节  我国传统的财政平衡学说 

一、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计划经济体制是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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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财政平衡学说的主要内容 

1．财政收支平衡与信贷收支平衡。 
（1）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的必要性。 
第一，财政性存款是信贷资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第二，银行需要用财政投资建立和充实自有资金。 
第三，专业银行运用财政资金进行信贷投资。 
第四，财政增拨信贷资金以弥步信贷差额 
第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如收不抵支则向银行透支。 
第六，银行向财政上缴税收利润。 
（2）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实现。 
第一，共同承担公营企业再生产资金的需要。 
第二，正确处理财政结余。 
第三，正确处理税前还贷。 
第四，有计划的互相弥补收支差额。 
第五，避免财政“虚收实支”，银行“虚存实贷”。 
2．财政、信贷与外汇收支平衡 
（1）外贸外汇收支影响到财政收支平衡。 
（2）国外债务收支直接影响着财政收支。 
（3）外汇收支会影响国内货币流通量，而货币流通量又直接与现代收支和财政收支密切相关。 
（4）外汇收支也受到财政、信贷收支的制约。 
3．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平衡与物资供求平衡的关系。 

三、传统财政平衡学说的现实意义 

1．传统财政平衡学说反对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观点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立法建设仍有裨益。 
2．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从全社会资金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仍可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

控所借鉴。 
3．传统财政平衡学说将财政资金与可利用物资的多少联系起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收支矛盾的转化和社会总供求状况的调节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节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 

一、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平衡 

1．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对具有时空意义的概念。 
2．作为总供给的东西必须要有效用，既具有使用价值。 
3．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市场经济的范畴，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才有意义。 
4．整个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而真正能够实现的需求却受到人们既定的收入

水平的限制。 
5．总供给与总需求指标同国民经济总量指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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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关系 

1．财政平衡状况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况。 
2．财政收支通过税收乘数和支出乘数影响总供求的平衡。 

第四节 公债的经济效应 

一、公债的“挤出效应” 

1．公债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指公债活动引起资本投资减少的现象。 
2．我国与西方公债挤出效应的差异： 
（1）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差异 
（2）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差异 
（3）计划性与市场性、强制性与资源性的差异。 
3．我国公债挤出效应的消极影响。 
（1）无法保证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2）我国公债挤出的基础是以否定市场及其机制对经济行为的调解为前提的，它使得社会资

金的流向不是经由资本市场，而是经由政府机构进行的，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 
（3）它否定了企业应有的独立自主地位。 

二、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 

1．公债对总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1）在增支公债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将增加社会总需求，如果商业银行购买

公债，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 
（2）在减税公债的情况下，因减税能使民间消费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都增加，故公债融资会

刺激总需求。 
（3）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2．我国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实证分析。 
（1）公债的资产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 
第一，公债持有者在心理上把公债当成资产来持有，公债幻觉存在。 
第二，我国的公债负担率相当低，公债融资对社会需求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第三，短期公债的总需求效应比较大，但长期公债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总需

求。 
（2）我国公债的认购主体主要是居民个人，不征税的公债利息所得直接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

收入。 
（3）政府购买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而购买支出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公债。 
（4）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属于减税公债。 
2．改进我国现行公债管理的若干建议。 
（1）公债期限的选择应趋于多元化。 
（2）调整公债利率水平与结构，以期在降低公债负担的同时，促进公债杠杆的作用。 
（3）加大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借以调节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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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总需求与产出水平、价格水平。 
2．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公债对产出的影响。 
（1）投资需求固定时，变动财政变量对产出的影响。 
（2）投资变动时，变动财政变量对产出的影响。 
3．公债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搭配适当，才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 

四、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关于经济增长的几个模型。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3）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2．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谈起 
3．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公债政策效果。 
（2）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第一，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第二，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第三，公债融资对 优增长率的影响。 
（3）公债融资的流动效应 
第一，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第二，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第三，公债融资对 优增长率的影响。 
（4）我国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 
2．中西财政平衡计算口径的异同。 
3．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及总需求平衡的关系。 
4．谈谈你对公债“挤出效应”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财政理论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2．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3．刘溶沧：《财政学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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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财政政策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政策的概念、目标、工具、类型以及财政政策乘数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思路。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政策的乘数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模式。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财政政策概述 

一、财政政策的定义与性质 

财政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已达到一定财政目标的经

济政策。具体而言： 
1．财政政策是国家有意识活动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2．国家可以利用财政政策达到自己的预定目标。 
3．都要通过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工具，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来贯彻。 
4．财政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 

二、财政政策目标与工具 

1．财政政策目标。 
（1）财政目标的定义：财政目标是国家或政府希望通过预定的政策的事实所能达到和实现的

目的。 
（2）财政目标的制约因素：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第二，国家的职能制约着财政政策目标的范围。 
第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财政政策目标的大小和实现程度。 
第四，财政政策的制定还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条件和形势的制约。 
（3）我国财政目标的内容： 
第一，维持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第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第三，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财政政策工具 
（1）税收。（2）公债。（3）公共支出。（4）财政投资。（5）财政补贴。（6）预算。 

三、财政政策乘数 

1．私人投资固定时，财政政策的乘数模型： 
（1）不考虑税收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2）政府购买性支出固定时，征收总额税的乘数。 
（3）课征所得税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4）政府转移性支出的乘数。 
2．私人投资可变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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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衡预算乘数。 

四、财政政策的类型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政府依据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主动变动税收和支出已达到财政政

策目标的政策运作行为。 
2．自动作用的财政政策：在既定法律纲领规章制度下，财政按其要求被动进行收入和支出活

动所产生的政策效应。 

第二节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结合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1）财政与央行合理分工的理论依据导源于二者的差别性。 
（2）财政与央行密切合作的理论依据导源于两者的同一性。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一性的表现： 
（1）两者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 
（2）两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差别性的表现： 
（1）两者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 
（2）两者调节总需求和结构的功能不同。 
（3）两种政策调节的弹性不同。 
（4）两种政策的时滞长度不同。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模式 
（1）双松政策。 
（2）双紧政策。 
（3）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财政政策。 
（4）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 

二、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考察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基点。 
2．重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基础。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财政政策乘数效应。 
2．什么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作用的财政政策？ 
3．结合实际，谈谈你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模式的认识。 

拓展阅读书目 

1．樊丽明：《财政政策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2．邓子基：《财政理论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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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国际财政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国际财政的概念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对国际财政中的重要

内容国际税收问题，特别是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间的避税与反避税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地介绍，

后结合税收竞争对我国税收政策的选择进行了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有关国际税收和税收

竞争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国际财政实践 

一、国际财政实践概述 

国际财政的两种观点： 
1．国际财政是从全世界获全球角度来看待财政的，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 
2．国际财政是国际经济中各国政府财政行为的相互交往关系。 

二、国际税收协定 

1．国际税收协定的定义。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协调、处理对跨国纳

税人征税方面的税收分配关系，清除或减轻国家双重征税而签订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 
2．国际税收协定的发展。 

三、关税同盟 

1．关税同盟的定义。关税同盟是指加入同盟的各国彼此之间取消关税，商品自由流通，对外

使用统一的关税。 
2．关税同盟的发展。 

四、财政一体化进程 

1．国际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2．税收一体化 
（1）各国税制趋同。 
（2）区域性国际税收协调迅猛发展。 

第二节  国际税收 

一、税收管辖权 

1．税收管理权。 
（1）国际税收的定义。国际税收是指两个获两个以上国家政府行使各自的征税权利，对跨国

纳税人进行课税所形成的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广义的国际税收是指各国相互间基于征税权力

对从事国际经济活动、具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关税以及商品税等所带

来的有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狭义的国际税收主要是指由于对跨国所得征收所得税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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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 
（2）税收管辖权的定义。税收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资助的管理税收的权利，是国家主权在税

收方面的体现。可分为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的税收管辖权。 
2．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应用。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主要有住所标准、居所标准和国籍标准。 
（2）法人居民身份的确定。主要由登记注册地标准、实际管理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总机构

所在地标准。 
3．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应用。 
（1）非居民营业性利润来源地的确认。 
（2）非居民投资和特许权转让所得来源地的确认。 
（3）非居民个人劳务所得来源地的确认。 

二、国际间双重征税的产生和消除 

1．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 
（1）国际双重征税的定义。国际双重征税是指两个获两个以上的国家各自依据自己的税收管

辖权就同一税种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在同一纳税期限内同时征税。 
（2）国际双重征税产生的原因。 
2．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基本方法。 
（1）免税法。是居住国政府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并已向来源国政府交税的所得免于征税的

方法，有全额免税法和累进免税法。 
（2）扣除法。是居住国政府允许纳税人就境外所得向来源国缴纳的税款视为一般费用从国内

外应税所得中扣除的一种方法。 
（3）抵免法。居住国政府按照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国内外的全部所得计算应纳税额，但允许纳

税人从应纳税额中抵免以在收入来源国缴纳的全部或部分税款。又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方法。 

三、国际逃税、避税途径及防止措施 

1．国际逃税和避税的主要途径。 
（1）逃避税收管辖权。 
（2）转移和隐匿征税对象。 
（3）利用税法规定作出避税决策。 
2．国际逃避税的防止措施。 
（1）防止逃避税收管辖权。 
（2）运用正常交易价格原则，调整转让定价。 
（3）对利用低税国转移或隐匿征税对象的制约。 
（4）对改变经营形式避税的制约。 
（5）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四、国际税收协定 

1．协定适用的范围。 
（1）对人的适用。 
（2）税种的适用范围。 
2．协定基本用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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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征税的规定。 
4．国际双重征税免除的规定。 
5．特别规定。 
（1）税收无差别待遇。 
（2）相互协商程序。 
（3）情报交换。 

第三节  国际税收竞争与我国税收政策的选择 

一、国际税收竞争：合理与不合理判断 

每一个国家做出的税收政策选择可能是合理的，但个别的理性可能无法导致集体的理性。 

二、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认定 

1．对所得实行低有效税率和零税率。 
2．税收制度显得封闭保守。 
3．税收制度的运作缺乏透明度。 
4．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三、消除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办法 

惩罚过于优惠的涉外税收政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四、国际税收竞争与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选择 

1．国际税收竞争中我国涉外税收政策选择的原则。 
2．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选择：三阶段说 

复习与思考题 

1．你是如何理解国际财政的？ 
2．论述国际税收管辖权与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逃避税的关系。 
3．你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 

拓展阅读书目 

1．朱青：《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3．[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译：《偷税和避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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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是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 8 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应

作为必修课程和考试课程列入各专业的教学计划。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达到： 
1．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了解经济数量分析课程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了解经济数

量分析在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实际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2．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并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有概念性了解； 
3．能够建立并应用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使用常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 
4．具有进一步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模型的基础和能力。 
本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是： 
1．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

经济统计学。在本课程中用到的、属于先修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范围的知识，尤其是必需的数学基础

知识不出现在课程内容中，由学生自己复习与学习。 
2．本课程定位于初级与中级之间的水平上。计量经济学按照内容深度一般分为初级、中级和

高级三个层次。初级以计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学基础知识和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为主

要内容；中级以用矩阵描述的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经典的线性联立方程模型理论与

方法，以及传统的应用模型为主要内容；高级以扩展的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非线性模型理论与

方法，以及动态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考虑到在我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一般只设置

一个层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而且学生基本掌握数理统计学基础知识，所以将课程定位于初级与中

级之间的水平上。 
3．理论与应用并重。计量经济学按照研究对象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理论计量经济学以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强调方法的数学基础，侧重于模型方法的

数学证明与推导；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以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

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本课程将在初级与中

级之间的水平上介绍其理论与应用。 
4．在理论方法部分，重在基本原理和方法思路，尽量精简复杂的数学推导与证明。 
5．加强练习。通过练习和综合练习，给学生以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综合能力，并学会使用一

种常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包。练习上机实践占 9 学时。 
 
本课程建议学时数： 
课内学时：54～72(每周 3～4)，课内/外学时比：1/2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第一章  绪  论（3 学时） 
§1．1  计量经济学 
§1．2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 
§1．3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 
第二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6 学时） 
§2．1  回归分析概述 
§2．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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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2．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应用：预测问题 
§2．5  实例：时间序列问题 
第三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6 学时）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3．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3．5  可化为线性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 
§3．6  受约束回归 
第四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放宽基本假定的模型（12 学时） 
§4．1  异方差性 
§4．2  序列相关性 
§4．3  多重共线性 
§4．4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第五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专门问题（12 学时） 
§5．1  虚拟变量模型 
§5．2  滞后变量模型 
§5．3  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5．4  从传统建模理论到约化建模理论 
第六章  经典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6 学时） 
§6．1  生产函数模型 
§6．2  需求函数模型 
§6．3  消费函数模型 
本课程拟设计 9 学时实践，包括上机与分组综合练习的 ppt 讲演。 
参考书目 
教材：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参考书： 
Damodar N. Gujarrati，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 2003 
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William H. Greene, Econometrics Analysis, 4th ed., 2000 
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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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课程的纲。 
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以及本课程涉及的内容，计量经济学的

主要应用，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工作步骤，学习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 
掌握：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以及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在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

每一步骤中应注意的关键，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数学和经济统计学的结合。 
应用：将本绪论的知识用于指导全课程的学习。 

§1．1  计量经济学 

一、计量经济学 

1．计量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为内容的分支

学科。弗里希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 
2．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 

1．模型 
模型，是对现实的描述和模拟。对现实的各种不同的描述和模拟方法，就构成了各种不同的模

型，例如，语义模型（也称逻辑模型）、物理模型、几何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模型等。 
2．经济数学模型 
经济数学模型是用数学方法描述经济活动。数理经济模型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理论

关系，用确定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 
3．计量经济学模型 
计量经济模型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 

三、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经济学科中居于 重要的位置，其理论方法已经形

成了庞大的内容体系。 
1．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侧重面不同，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理

论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理论与方法的数学证明

与推导，与数理统计联系极为密切。除了介绍计量经济模型的数学理论基础、普遍应用的计量经济

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外，还研究特殊模型的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应用了广泛的数学知

识。而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以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经济

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 
2．广义的计量经济学和狭义的计量经济学 
广义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经济理论、数学以及统计学定量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计量方法的统称，



计量经济学 

 991

包括回归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在西方许多以“Econometrics”为

名称的书中，往往包含如此广泛的内容。狭义计量经济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计量经济学，以

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为目的，在数学上主要应用回归分析方法。 

四、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 

1．从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看 
弗里希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而且他明确提出，“计量经

济学与经济统计学绝非一码事；它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

定的数量特征；计量经济学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

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是充分条

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2．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看 
3．从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过程看 
从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理论模型的设定、样本数据的收集，则必须

以对经济理论、对所研究的经济现象的透彻认识为基础；即使是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模型参数估计、

模型检验等，单靠数学知识也是难以完成的。 

五、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 

1．从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看 
2．从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看 
3．从现实经济研究中数量分析的重要性看 

§1．2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 

一、理论模型的设计 

1．变量的选择 
对所要研究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模型中将包含的因素，根据数

据的可得性选择适当的变量来表征这些因素，并根据经济行为理论和样本数据显示出的变量间的关

系，设定描述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即理论模型。 
2．理论关系式的设定 
选择模型数学形式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行为理论。 
3．待估参数数值范围的拟定 
理论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一般都具有特定的经济含义，它们的数值，要待模型估计、检验后，即

经济数学模型完成后才能确定，但对于它们的数值范围，即理论期望值，可以根据它们的经济含义

在开始时拟定。这一理论期望值可以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 

二、样本数据的收集 

1．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虚变量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是一批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统计数据。截面数据是一批发生在同一时间截面上的

调查数据。虚变量数据也称为二进制数据，一般取 0 或 1。 
2．样本数据的质量：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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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即模型中包含的所有变量都必须得到相同容量的样本观测值。准确性，有两方面含义，

一是所得到的数据必须准确反映它所描述的经济因素的状态，即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本身是准确

的；二是它必须是模型研究中所准确需要的，即满足模型对变量口径的要求。可比性，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数据口径问题。一致性，即母体与样本的一致性。 

三、模型参数的估计 

模型参数的估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1．参数估计的任务 
2．参数估计的方法 

四、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 
2．统计检验 
统计检验是由统计理论决定的，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统计学性质。 
3．计量经济学检验 
计量经济学检验是由计量经济学理论决定的，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计量经济学性质。 
4．预测检验 
预测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稳定性以及相对样本容量变化时的灵敏度，确定所建立的

模型是否可以用于样本观测值以外的范围，即模型的所谓超样本特性。 

五、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过程中的几个关键 

1．经济学理论、数学方法和数据的正确运用 
2．计量经济学模型成功的三个要素：理论、方法和数据。 

六、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介绍 

1．EViews 
2．SPSS/PC 
3．SAS 
4．GAUSS 
5．PC-GIVE 
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计量经济学软件。学习应用软件的 好方法是实

践，是自己实际地采用一种软件去建立模型。 

§1．3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大体可以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

发展经济理论。 

一、经济结构分析 

1．结构分析的含义和重要性 
经济学中的结构分析是对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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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分析的方法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弹性分析、乘数分析与比较静力分析。 

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一类经济数学模型，是从用于经济预测，特别是短期预测而发展起来的。 

1．经济预测的含义和重要性 
2．经济预测的方法 
3．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经济预测 
4．计量经济学模型用于经济预测面临的挑战 

三、经济证策评价 

1．政策评价的含义与重要性 
政策评价是指从许多不同的政策中选择较好的政策予以实行，或者说是研究不同的政策对经济

目标所产生的影响的差异。从宏观经济领域到微观经济领域，每时每刻都存在政策评价的问题。经

济政策具有不可试验性。 
2．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经济政策实验室”作用 
一是工具—目标法。二是政策模拟。三是 优控制方法。 

四、经济理论检验与发展 

1．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经济理论的检验 
2．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理论 

本章思考题 

1．计量经济模型的简要工作步骤是（  ）。 
A. 设定模型，检验模型，估计模型，改进模型 
B. 设定模型，估计参数，检验模型，应用模型 
C. 估计模型，应用模型，检验模型，改进模型 
D. 收集资料，设定模型，估计参数，应用模型 
2．有人采用全国各省市农业总产值的截面数据，估计生产函数模型，然后用该模型预测未来

农业的产出量，这违反了数据的（  ）原则。 
A. 一致性                                 B. 准确性 
C. 可比性                                 D. 完整性 
3．计量经济学与一般经济数学方法有什么区别？它研究的经济关系有哪两个基本特征？ 
4．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经济统计学的结合？ 
5．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它在经济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它在经济研究

中的作用是什么？ 
6．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主要步骤如何？ 
7．下列假设的模型是否属于揭示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什么？ 

（1） 112.0 0.12t tS R= + ，其中 tS 表示第 t 年农村居民储蓄增加额（单位：万元）， tR 表示

第 t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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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432.0 0.30t tS R− = + ，其中 1tS − 表示第 t-1 年农村居民储蓄余额（单位：万元）， tR 表

示第 t 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3） 8300.0 0.24 1.12t t tRS RI IV= − + ，其中 tRS 表示第 t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

万元）， tRI 表示第 t 年居民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tIV 表示第 t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

位：万元）。 
8．模型检验包括哪些方面？简述其具体内容。 
9．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哪些主要应用领域？各自的原理是什么？ 
10．指出下列假想模型中两个 明显的错误，并说明理由： 
RS RI IVt t t= − +8300 0 0 24 112. . .  

其中， tRS 为第 t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tRI 为第 t 年居民收入总额（亿元）（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之和）， tIV 为第 t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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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一元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运用矩阵描述、推导和证明与普通

小二乘法有关的参数估计过程和结论，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一元线性单方程模型的普通 小

二乘估计，独立完成建立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工作。 
掌握：关于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类违背基本假设的模型的经济背景；

大或然法的基本原理，以及与 小二乘法的区别。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2．1  回归分析概述 

一、回归分析基本概念 

1．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经济现象，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计量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就是要探寻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联系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另一类是不确定的统计相关关系。 
2．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主要研究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形式及相关程度。回归分析是研究

一个变量关于另一个（些）变量的依赖关系的计算方法和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后者的已知或设定

值，去估计和（或）预测前者的（总体）均值。 

二、总体回归函数 

在给定解释变量 iX 条件下被解释变量 iY 的期望轨迹称为总体回归线（population regression 

line），或更一般地称为总体回归曲线（population regression curve）。相应的函数称为（双变量）

总体回归函数（population regression function, PRF）。 

三、随机干扰项 

iμ 为观察值 iY 围绕它的期望值 )|( iXYE 的离差（deviation），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又称为随机干扰项（stochastic disturbance）或随机误差项（stochastic error）。 
在总体回归函数中引入随机干扰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代表未知的影响因素。 
2．代表残缺数据。 
3．代表众多细小影响因素。 
4．代表数据观测误差。 
5．代表模型设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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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量的内在随机性。 

四、样本回归函数 

回归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样本回归函数 SRF，估计总体回归函数 PRF。 

§2．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一、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 1：解释变量 X 是确定性变量，不是随机变量，而且在重复抽样中取固定值。 
假设 2：随机误差项μ 具有０均值、同方差及不序列相关性。 

假设 3：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 
假设 4：随机误差项服从０均值、同方差、零协方差的正态分布。 
假设 5：随着样本容量的无限增加，解释变量 X 的样本方差趋于一有限常数。 
假设 6：回归模型是正确设定的。 

二、参数的普通 小二乘估计（OLS） 

1．普通 小二乘原理 
2．普通 小二乘原理的数学表达 
3．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计算公式的推导 
4．用离差形式表示的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计算公式 
5．随机误差项方差估计量的计算公式 

三、参数估计的 大或然法(ML) 

1． 大或然原理 
2．或然函数与对数或然函数 
3． 大或然估计的数学表达式 
4．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 大或然估计与普通 小二乘估计是等价的 

四、 小二乘估计量的性质 

1．线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线性估计量 
2．无偏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无偏性估计量 
3．有效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有效性估量 

五、参数估计量的概率分布及随机干扰项方差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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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一、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顾名思义，是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 
用来自回归线的回归平方和占 Y 的总离差的平方和的比例来判断样本回归线与样本观测值的

拟合优度。 

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1．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是统计推断的一个主要内容，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样本所提供的信息，对未知总体分

布的某些方面的假设作出合理的判断。 

假设检验的程序是，先根据实际问题的要求提出一个论断，称为统计假设，记为 0H ；然后根

据样本的有关信息，对 0H 的真伪进行判断，作出拒绝 0H 或接受 0H 的决策。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旨在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成立作出推

断，或者说考察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三、参数的置信区间 

假设检验可以通过一次抽样的结果检验总体参数可能的假设值的范围（ 常用的假设为总体参

数值为零），但它并没有指出在一次抽样中样本参数值到底离总体参数的真值有多“近”。要判断

样本参数的估计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近似”地替代总体参数的真值，往往需要通过构造一个以样

本参数的估计值为中心的“区间”，来考察它以多大的可能性（概率）包含着真实的参数值。这种

方法就是参数检验的置信区间估计。 

§2．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应用：预测问题 

一、 0̂Y 是条件均值 )|( 0XXYE = 或个值 Y 的一个无偏估计。 

二、总体条件均值与个值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1．总体均值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2．总体个值预测值的预测区间 

对于 Y 的总体均值 E( 0Y )与个体值 0Y 的预测区间（置信区间），（1）样本容量 n 越大，预测

精度越高，反之预测精度越低；（2）样本容量一定时，置信带的宽度当在 X 均值处 小，其附近

进行预测（插值预测）精度越大；X 越远离其均值，置信带越宽，预测可信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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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例：时间序列问题 

一、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模型 

1．建立一个实际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注意讲解数据的获取、口径，使用注意事项；模型的

理论基础，图形基础等。 
2．模型检验。这里专注于统计学检验。 
3．预测 

重点：EViews软件介绍，软件说明，个值、均值预测区间的软件计算方法。 

二、时间序列问题 

两个需注意的问题： 
第一，关于抽样分布的理解问题。 
第二，关于“伪回归问题”（spurious regression problem）。 

本章思考题 

1．样本回归函数（方程）的表达式为（ ）。 

A. 0 1i i iY Xβ β μ= + +                       B. 0 1( )i iE Y X Xβ β= +  

C. 0 1
ˆ ˆ

i i iY X eβ β= + +                        D. 0 1
ˆ ˆ

î iY Xβ β= +  

2． 小二乘准则是使（ ）达到 小值的原则确定样本回归方程。 

A. ˆ( )i iY Y−∑                        B. ˆ
i iY Y−∑  

C. ˆmax i iY Y−∑                      D. 2ˆ( )i iY Y−∑  

3． 大似然估计准则是从模型总体中抽取该 n 组样本观测值的（ ） 大的准则确定样本回归

方程。 
A. 离差平方和                       B. 均值 
C. 概率                             D. 方差 

4．参数β 的估计量 β̂ 具备有效性是指（ ）。 

A. ˆ( ) 0Var β =                        B. ˆ( )Var β 为 小 

C. ˆ( ) 0β β− =                        D. ˆ( )β β− 为 小 

5．下列哪个性质不属于估计量的小样本性质（ ）。 
A. 无偏性                             B. 有效性 
C. 线性性                             D. 一致性 
 
6．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与 大似然估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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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估计量（ ）。 
A. 完全一样                                B. 完全不同 
C. 小样本下不同，大样本下相同              D. 小样本下相同，大样本下不同 

7．在总体回归直线 0 1( )i iE Y X Xβ β= + 中， 1β 表示（ ）。 

A. 当 X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Y 增加 1β 个单位 

B. 当 X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Y 平均增加 1β 个单位 

C. 当 Y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X 增加 1β 个单位 

D. 当 Y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X 平均增加 1β 个单位 

8．对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应用普通 小二乘法，会得到一组正规方程，下列方程中不是正规方

程的是（ ）。 

A. 0 1
ˆ ˆ( ) 0i iY Xβ β− − =∑                  B. 0 1

ˆ ˆ( ) 0i i iY X Xβ β− − =∑  

C. 2ˆ( ) 0i iY Y− =∑                        D. 0i ie X =∑  

9．以 Y 表示实际观测值， Ŷ 表示回归估计值，则用普通 小二乘法得到的样本回归直线

0 1
ˆ ˆ

î iY Xβ β= + 满足（ ）。 

A. ˆ( ) 0i iY Y− =∑                         B. 2ˆ( ) 0iY Y− =∑  

C. 2ˆ( ) 0i iY Y− =∑                        D. 2( ) 0iY Y− =∑  

10．用一组 20 个样本观测值估计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 1β 的显

著性作 t 检验，则 1β 显著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统计量 t 大于（ ）。 

A. 0.05 (20)t                         B. 0.025 (20)t  

C. 0.05 (18)t                         D. 0.025 (18)t  

11 ．考察某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农作物产值的关系，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X 表示农作物种植面积，Y 表示农作物产值），采用 30 个样本，根据 OLS

方法得到 1̂ 0.54β = ，对应标准差
1̂

0.045S
β
= ，那么 1β 对应的 t 统计量为（ ）。 

A. 12                              B. 0.0243 
C. 2．048                            D.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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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给定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1β 显著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对应的 t 统计量大于（ ）。 

A. 1．701                         B. 2．048 
C. 1．697                         D. 2．042 

13．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的 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残差平方和 RSS=40.32，

样本容量 n=25，则回归模型的标准差σ 为（ ）。 
A. 1．207                         B. 1．324 
C. 1．631                         D. 1．753 
14．应用某市 1978-2005 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年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消费模

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估计的 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样本可决系数
2R =0.9938，总离差平方和

TSS=480.12，则随机干扰项 tμ 的标准差估计值为（ ）。 

A. 4．284                         B. 0.326 
C. 0.338                         D. 0.345 
15．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有哪些？ 
16．总体回归函数（四个方程的区别，课本第 2 题）。 
17．令 Y 表示一名妇女生育孩子的生育率，X 表示该妇女接受过教育的年数，生育率对教育

年数的简单回归模型为 

0 1Y Xβ β μ= + +  

（1）随机干扰项包含什么样的因素？它们可能与教育水平相关吗？ 
（2）这个简单回归分析能够揭示教育对生育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影响吗？ 
18．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Y Xβ β μ= + + ， 1,2, ,i n= L 的零均值假设是否可以表示为
1

1 0
n

i
in
μ

=

=∑ ？ 

19．一个消费者分析论证了消费函数 i iC Yα β= + 是无用的，因为散点图上的点 ( , )i iY C 不在

直线 i iC Yα β= + 上，而且有时 iY 上升但 iC 下降。因此，他下结论： iC 不是 iY 的函数。请评价他

的论据。 

20．假定已经得到关系式 0 1Y Xβ β= + 的 小二乘估计，那么 

（1）假设把变量 X 扩大 10 倍，这样对原回归的斜率和截距有什么影响？如果把 Y 扩大 10 倍

呢？ 
（2）假设把变量 X 的每个观测值都增加 2，对原回归的斜率和截距有什么影响？如果把 Y 的

每个观测值都增加 2，结果又会怎样？ 

解：（1）设
*

10
XX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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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1

1
0

*
10

*
10

Y X
X

X

β β

β β

ββ

= +

= +

= +

 

解释变量扩大 10 倍，回归截距不变，斜率为原斜率的
1

10
。 

设
*

10
YY = ，则 

0 1

0 1

*
10

* 10 10

Y X

Y X

β β

β β

= +

= +
 

被解释变量扩大 10 倍，截距、斜率项都比原来扩大 10 倍。 
（2）设 * 2X X= + ，则 

0 1

0 1

0 1 1

( * 2)
( 2 ) *

Y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设 * 2Y Y= + ，则 

0 1

0 1

0 1

* 2
* ( 2)

Y X
Y X

Y X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在加法形式变化，造成原模型截距变化，而斜率不变。 

21．样本回归模型 0 1
ˆ ˆ

i i iY X eβ β= + + ，证明： 

（1）估计的 Y 的均值等于实测的 Y 的均值，即 

Ŷ Y=  

（2）残差和为零，残差的均值为零，即 

0ie =∑ ， 0e =  

（3）残差项与 X 不相关 

0i ie X =∑  

（4）残差项与估计的 Y 不相关 

ˆ 0i ieY =∑  

证明：（1）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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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1

1

ˆ ˆˆ

ˆ ˆ( )
ˆ ( )

i i

i

i

Y X

Y X X

Y X X

β β

β β

β

= +

= − +

= + −

 

所以， 

1
1ˆˆ ( )iY Y X X Y
n

β= + − =∑  

（2）由一元回归中正规方程之一 

0 1
ˆ ˆ( ) 0i iY Xβ β− − =∑  

即 

0ie =∑  

1 0ie e
n

= =∑  

（3）由一元回归中正规方程之二 

0 1
ˆ ˆ( ) 0i i iY X Xβ β− − =∑  

即 

0i ie X =∑  

（4） 

0 1

0 1

ˆ ˆˆ ( )
ˆ ˆ 0

i i i i

i i i

eY e X

e e X

β β

β β

= +

= + =

∑ ∑
∑ ∑

 

22．对一元回归，证明： ˆ ˆ( )( ) 0i i iY Y Y Y− − =∑  

0 1

0 1

0 1

ˆ ˆˆ ˆ ˆ( )( ) ( )( )
ˆ ˆˆ ˆ( ) ( ) ( )
ˆ ˆ( )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Y Y Y Y Y Y X Y

Y Y Y Y Y X

Y e e X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23．表 gujarati5e13 给出了 1977-1991 年间美国黄金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纽约股票交易所

指数数据。（1）估计 1 2t t tgold CPIβ β μ= + + ，检验是否 2 1β = ，即黄金价格与 CPI 之间有 1 比

1 的关系（即，黄金是一种完美的保值工具）？ 

（2）估计 1 2t t tNYSE CPIβ β μ= + + ，检验是否 2 1β = ，即纽约股票交易所指数与 CPI 之间

有 1 比 1 的关系？投资于股票市场是防范通货膨胀的完美手段吗？ 
（3）在黄金与股票之间，应该选择哪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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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多元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运用矩阵描述、推导和证明与普通

小二乘法有关的参数估计过程和结论，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单方程模型的普通 小

二乘估计，独立完成建立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工作。 
掌握：关于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类违背基本假设的模型的经济背景；

可化为非线形回归的多元回归模型、受约束回归。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总体回归函数 
偏回归系数 
样本回归函数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设 1，解释变量 kXXX ,,, 21 L 是非随机的或固定的，且各 X 之间互不相关，即各 X 间无多

重共线性（no multicollinearity）。 
假设 2，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及不序列相关性 
假设 3，解释变量与随机项不相关 
假设 4，随机项满足正态分布 
假设 5，样本容量趋于无穷时，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趋于有界常数 
假设 6，回归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上述假设的矩阵符号表示。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同一元回归模型的估计一样，多元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的任务仍有两项：一是求得反映变量之间

数量关系的结构参数的估计量 jβ̂ （j=1,2,…,k）；二是求得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估计
2σ̂ 。 

一、普通 小二乘估计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矩阵表示。 
2．普通 小二乘估计过程和结果的非矩阵表示。 
3．普通 小二乘估计过程和结果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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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规方程组。 
（1）正规方程组的概念。 
（2）正规方程组的两种导出过程。 
（3）正规方程组及其推导过程的矩阵表示。 

二、 大或然估计 

三、矩估计（Moment Method, MM） 

四、参数估计量的性质 

1．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其参数的普通 小二乘估计、 大或然估计

及矩估计仍具有线性、无偏性和有效性。同时，随着样本容量增加，即当 n→∞时，参数估计量具

有渐近无偏性和渐近有效性，从而也具有一致性。 
2．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无偏性证明过程的矩阵表示， 
3．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有效性证明过程的矩阵表示。 

五、样本容量问题 

1． 小样本容量。 
2．满足基本要求的样本容量。 

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实例 

1．建立一个实际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用软件包完成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的计算。 

§3．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一、拟合优度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的检验对象 
2．总体平方和、残差平方和和回归平方和的概念和计算 
3．R2 统计量的计算 
4．修正的 R2 统计量的计算 
5．对检验标准的认识 
6．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 

二、方程显著性检验 

1．假设检验 
2．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对象 
3．F 统计量的计算 
4．方程显著性的 F 检验过程 
5．从 R2 统计量与 F 统计量的关系对拟合优度检验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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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显著性检验 

1．变量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对象 
2．t 统计量的计算 
3．变量显著性的 t 检验过程 

四、参数估计量的置信区间 

参数的假设检验用来判别所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性影响，但并未回

答在一次抽样中，所估计的参数值离参数的真实值有多“近”。这需要进一步通过对参数的置信区

间的估计来考察。 
1．区间估计的概念 
2．置信度与置信区间 
3．参数估计量是随机变量 
4．参数估计量置信区间的计算 
5．如何缩小参数估计量的置信区间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对于模型 

βXY ˆˆ =  

如果给定样本以外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1( 02010 kXXX L=0X ，可以得到被解释变量的

预测值 

βX ˆˆ
00 =Y  

严格地说，这只是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的估计值，而不是预测值。 

一、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1．被解释变量预测值是随机变量 
2．被解释变量预测值置信区间的计算 

3．如何缩小被解释变量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二、 )( 0YE 的置信区间 

( )1−α 的置信水平下 )( 0YE 的置信区间： 

0
1

0000
1

00 )(ˆˆ)()(ˆˆ
22

XXXXXXXX ′′×+<<′′×− −− σσ αα tYYEtY  

三、 0Y 的置信区间 

( )1−α 的置信水平下 0Y 的置信区间：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06 

0
1

0000
1

00 )(1ˆˆ)(1ˆˆ
22

XXXXXXXX ′′+×+<<′′+×− −− σσ αα tYYtY  

§3．5  可化为线性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变量的关系是复杂的，直接表现为线性关系的情况并不多见。如著名

的恩格尔曲线(Engle curves)表现为幂函数曲线形式、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illips cuves）
表现为双曲线形式等。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处理，使之化为数学上的

线性关系，从而可以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处理。 

一、模型的类型与变换 

1．倒数模型、多项式模型与变量的直接置换法 
2．幂函数模型、指数函数模型与对数变换法 
3．复杂函数模型与级数展开法 

二、非线性回归实例 

零阶齐次性条件 

§3．6  受约束回归 

在建立回归模型时，有时根据经济理论需对模型中变量的参数施加一定的约束条件。模型施加

约束条件后进行回归，称为受约束回归（restricted regression） 

一、模型参数的线性约束 

二、对回归模型增加或减少解释变量 

三、参数的稳定性 

1．邹氏参数稳定性检验 
2．邹氏预测检验 

四、非线性约束 

1． 大似然比检验 
2．沃尔德检验 

3．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本章思考题 

1．在 n=30 的一组样本估计的、包含 3 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的多重可决系数为

0.8500，则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 ）。 
A. 0.8603                         B. 0.8389 
C. 0.8655                         D. 0.8327 
2．要使模型能够得出参数估计量，所要求的 小样本容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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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k+1                         B. n<=k+1 
C. n>=30                          D. n>=3(k+1) 

3．根据调整的可决系数
2R 与 F 的关系可知，当

2R =0 时，有（ ）。 
A. F=-1                         B. F= 0 
C. F=1                          D. F=+∞  

4．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量 β̂ 是随机变量 iY 的函数，即
1ˆ ( ' ) 'X X X Yβ −= ，所以 β̂ 是（ ）。 

A. 随机变量                            B. 非随机变量 
C. 确定性变量                          D. 常量 

5．半对数模型 0 1 lni i iY Xβ β μ= + + 中，Y 关于 X 的弹性为（  ）。 

A. 1

iX
β

                           B. 1

iY
β

 

C. 1 iXβ                          D. 1 iYβ  

6．半对数模型 0 1 lni i iY Xβ β μ= + + 中，参数 1β 的含义是（  ）。 

A. X 的绝对量发生变动时，引起因变量 Y 的绝对量变化 
B. Y 关于 X 的边际变化 
C. X 的相对变化，引起 Y 的期望值绝对量变化 
D. Y 关于 X 的弹性 

7．半对数模型 0 1ln i i iY Xβ β μ= + + 中，参数 1β 的含义是（  ）。 

A. X 的绝对量变化，引起因变量 Y 的相对变化率 
B. Y 关于 X 的弹性 
C. X 的相对变化，引起 Y 的期望值绝对量变化 
D. Y 关于 X 的边际变化 

8．需求量与价格的回归模型为 ˆ 32.44 0.45i iQ X= − ，且已知某个样本点对应的价格为 2．4

元，则在该点的需求弹性的估计值为（  ）。 
A. -0.034                           B. 0.034 
C. -0.45                            D. 0.45 
9．在多元线性回归中，t 检验与 F 检验各有什么意义？在一元线性回归中呢？ 
10．假定要求建立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说明在学校跑道上慢跑 30 分钟或以上的人数，以便

决定是否修建第二条跑道以满足所有锻炼者。现通过收集数据，得到两个可能的方程： 

1 2 3
ˆ 125.0 15.0 1.0 1.5Y X X X= − − + ，

2R =0.75 

1 2 4
ˆ 123.0 14.0 5.5 3.7Y X X X= − + − ，

2R =0.73 

其中，Y 为某天慢跑者的人数， 1X 为该天的降水量（单位：毫米）， 2X 为该天的日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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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小时）， 3X 为该天的 高温度（单位：度）， 4X 为第二天需交学期论文数。 

（1）这两个方程哪个更合理些？为什么？ 
（2）为什么用相同数据去估计相同的变量的系数却得到不同符号？ 
11．考虑以下预测的回归方程 

ˆ 120 0.10 5.33t t tY F R= − + + ，
2R =0.60 

其中， tY 为第 t 年的玉米产量（单位：吨/亩）， tF 为第 t 年的施肥强度（单位：千克/亩）， tR

为第 t 年的降水量（单位：毫米）。 
（1）解释系数 0.10 和 5．33 的含义； 
（2）常数项-120 是否意味玉米的负产量可能存在？ 

（3）假定 Fβ 的真实值为 0.30，则估计值是否有偏？为什么？ 

（4）假定该方程并不满足所有的经典假设，也即不是 佳线性无偏估计值，是否意味着 Rβ 的

真实值绝对不等于 5．33，为什么？ 
12．为考察工作与休息之间的替代关系，设定下面的模型： 

0 1 2 3sleep work edu ageβ β β β μ= + + + +  

其中，sleep 和 work 分别表示每周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单位：分钟），edu 表示受教育的程度

（年），age 表示年龄。利用调查的 706 个样本回归上述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括号内的数字表示

参数估计量的标准差，Se 表示回归标准差）：（已知， 0.025 (702) 1.96t = ， 0.05 (702) 1.65t = ，如

何？10%呢？，对此应做如何解释 0.10 (702) 1.28t = ） 

3638.25 0.148 11.13 2.20sleep work edu age= − − +  
（112．3） （0.02）  （5．88）  （1．45） 
R2=0.11  Se=419．4 
回答下列问题： 
（1）计算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 Std、调整的拟合优度 R2、方程显著性检验的 F 统计量； 
（2）年龄越大，休息的时间越多吗？在 5%的检验水平下？ 
（3）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存在替代关系，那么多工作 1 分钟是否意味着少休息 1 分钟？（5%

的检验水平） 
（4）如果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均以小时计，重新估计方程，写出结果（包括参数估计量及其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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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放宽基本假定的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不满足经典假设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六方面。 
掌握：异方差，序列相关，多重共线性，随机解释变量问题等四种计量经济学检验的诊断与校

正。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4．1  异方差性 

对于不同的样本点，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不再是常数，而互不相同，则认为出现了异方差性。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异方差性 

1．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增大的例子 
2．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呈 U 型变化的例子 
3．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无规律变化的例子 
4．以截面数据为样本往往存在异方差性。 

二、异方差性的后果 

1．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当计量经济学模型出现异方差性，其普通 小二乘法参数估计量仍然具有线性性、无偏性，但

不具有有效性。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关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中，构造了 t 统计量，它是建立在随机误差项共同的方差
2σ 不变而正

确估计了参数方差
i

s
β̂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出现了异方差性，估计的

i
s
β̂
出现偏误（偏大或偏小），

t 检验失去意义。其他检验也是如此。 
3．模型的预测失效 
一方面，由于上述后果，使得模型不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另一方面，在预测值的置信区间中

也包含有参数方差的估计量
i

s
β̂
。所以，当模型出现异方差性时，仍然使用 OLS 估计量，将导致预

测区间偏大或偏小，预测功能失效。 

三、异方差性的检验 

1．检验方法的思路 
2．图示检验法 
3．戈里瑟检验 
4．戈德菲尔德-匡特（Goldfeld-Quand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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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怀特（White）检验 

四、异方差的修正 

1．用解释变量观测值的函数作权的加权 小二乘法 
2．用随机误差项方差矩阵作权的加权 小二乘法 
3．一般加权 小二乘法的步骤 
4．软件包中一般加权 小二乘法的应用 

§4．2  序列相关性 

如果模型的随机误差项违背了互相独立的基本假设的情况，称为序列相关性。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序列相关性 

1．经济变量固有的惯性 
大多数经济时间数据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惯性，表现在时间序列不同时间的前后关

联上。 
2．模型设定的偏误 
所谓模型设定偏误（Specification error）是指所设定的模型“不正确”。主要表现在模型中丢

掉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模型函数形式有偏误。如本来应该估计的模型为 

ttttt XXXY μββββ ++++= 3322110  

但在模型设定中做了下述回归： 

tttt vXXY +++= 22110 βββ  

因此，该式中 ttt Xv μβ += 33 ，于是在 3X 确实影响 Y 的情况下，这种模型设定的偏误往往

导致随机项中有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影响因素，使其呈序列相关性。 
3．数据的“编造” 
在实际经济问题中，有时为了需要，有些数据是通过已知数据生成的。因此，新生成的数据与

原数据间就有了内在的联系，表现出序列相关性。 

二、序列相关性的后果 

1．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根据 OLS 估计中关于参数估计量的无偏性和有效性的证明过程，可以看出，当计量经济学模

型出现序列相关性，其普通 小二乘法参数估计量仍然具有线性无偏性，但不具有有效性。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在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中，t 统计量是建立在参数方差正确估计基础之上的，这只有当随机误差

项具有同方差性和互相独立性时才能成立。如果存在序列相关，估计的参数方差
i

s
β̂
出现偏误（偏

大或偏小）， t 检验就失去意义。其他检验也是如此。 
3．模型的预测失效 
区间预测与参数估计量的方差有关，在方差估计有偏误的情况下，使得预测估计不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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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降低。所以，当模型出现序列相关性时，它的预测功能失效。 

三、序列相关性的检验 

1．检验方法的思路 
关于序列相关性的检验方法有多种，例如冯诺曼比检验法、回归检验法、D.W.检验等。这些

检验方法的共同思路是，首先采用普通 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以求得随机误差项的“近似估计量”。 
2．图示法 

由于残差 te~ 可以作为 tμ 的估计，因此，如果 tμ 存在序列相关，必然会由残差项 te~ 反映出来，

因此可利用 te~ 的变化图形来判断随机项的序列相关性。 

3．回归检验法 

以 te~ 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种可能的相关量，诸如以 1
~

−te 、 2
~

−te 、
2~

te 等为解释变量，建立各种

方程： 

ttt ee ερ += −1
~~              t=2,…,n 

tttt eee ερρ ++= −− 2211
~~~       t=3,…,n 

… 
对方程进行估计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存在某一种函数形式，使得方程显著成立，则说明原

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具体应用时需要反复试算。回归检验法的优点是一旦确定了模型存在序列相

关性，也就同时知道了相关的形式，而且它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序列相关性问题的检验。 
4．一阶序列相关(自相关)的 D.W.检验 
D-W 检验是杜宾(J. Durbin)和瓦森(G.S. Watson)于 1951 年提出的一种检验序列自相关的方法，

该方法的假定条件是： 
（1）解释变量 X 非随机； 

（2）随机误差项 tμ 为一阶自回归形式： ttt ερμμ += −1  

（3）回归模型中不应含有滞后应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即不应出现下列形式： 

ttkktt YXXY μγβββ +++++= −11110 L  

（4）回归含有截距项； 
①D.W.统计量的计算 
②从 D.W.统计量的计算公式理解为什么可用于一阶序列相关的检验 
③检验步骤 
5．拉格朗日检验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克服了 DW 检验的缺陷，适合于高阶序列相关以及模型中存在滞后被解释

变量的情形。它是由布劳殊（Breusch）与戈弗雷（Godfrey）于 1978 年提出的，也被称为 GB 检验。 

四、序列相关的补救 

1．广义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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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阶差分法 
（2）广义差分法 
（3）随机误差项相关系数的估计 
（4）软件包(例如 TSP6．5)中广义差分法的应用 
2．广义 小二乘法 
（1）随机误差项方差一协方差矩阵 
（2）用矩阵形式表示的广义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 
（3）广义 小二乘法的步骤 
（4）普通 小二乘法、加权 小二乘法是广义 小二乘法的特例 

五、虚假序列相关问题 

（1）什么是虚假序列相关 
（2）如何避免虚假序列相关问题 

六、应用举例——中国商品进口模型估计 

§4．3  多重共线性 

对于模型 

ikikiii XXXY μββββ +++++= L22110           i=1,2,…,n 

其基本假设之一是解释变量 kXXX ,,, 21 L 是互相独立的。如果某两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出

现了相关性，则称为存在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 
如果存在 

02211 =+++ kikii XcXcXc L           i=1,2,…,n 

其中 c 不全为 0，即某一个解释变量可以用其它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则称为解释变量间

存在完全共线性（perfect multicollinearity）。如果存在 

02211 =++++ ikikii vXcXcXc L        i=1,2,…,n 

其中 c 不全为 0， iv 为随机误差项，则称为近似共线性（approximate multicollinearity）或交互

相关（intercorrelated）。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多重共线性。 

1．经济变量相关的共同趋势 
时间序列样本中发生多重共线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基本经济变量存在相关的共同趋势。 
2．滞后变量的引入 
在经济计量模型中，往往需要引入滞后经济变量来反映真实的经济关系，如以相对收入假设为

理论假设，则居民消费 tC 的变动不仅受当期收入 tY 的影响，还受前期消费 1−tC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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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本资料的限制 
由于完全符合理论模型所要求的样本数据较难收集，在现有数据条件下，特定样本可能存在某

种程度的多重共线性。 

二、多重共线性的后果 

1．完全共线性下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不存在 
2．一般共线性下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方差膨胀因子 
3．参数估计量经济意义不合理 

如果模型中两个解释变量具有线性相关性，例如 1X 和 2X ，那么它们中的一个变量可以由另

一个变量表征。这时， 1X 和 2X 前的参数并不反映各自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而是反映

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共同影响。所以各自的参数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经济含义，于是经常表现出似乎

反常的现象。 
4．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存在多重共线性时，参数估计值的方差与标准差变大，从而容易使通过样本计算的 t 值小于临

界值，误导作出参数为 0 的推断，可能将重要的解释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 
5．模型的预测失效 
变大的方差容易使区间预测的“区间”变大，使预测失去意义。 

三、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1．检验多重共线性是否存在 
（1）对两个解释变量的模型，采用简单相关系数法 
（2）对多个解释变量的模型，采用综合统计法 
2．判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范围 
（1）判定系数法 
（2）逐步回归法- 

四、克服多重共线性的方法 

1．排除引起共线性的变量 
2．差分法 
3．减小参数估计量的方差 

五、应用举例——中国粮食生产函数 

逐步回归法 

§4．4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随机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则称原模型出现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对于随机解释变量问题，又分三种不同情况： 
1．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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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同期无关但异期相关 
3．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同期相关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耐用品存量调整模型 
合理预期消费函数模型 

二、随机解释变量问题的后果 

1．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的情形 
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一致估计量。 
2．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同期不相关，异期相关的情形 

如果 X 与μ 同期不相关，异期相关，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有偏、但却是一致的。 

3．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同期相关的情形 

如果 X 与μ 同期相关，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有偏、且非一致。 

三、工具变量方法 

1．工具变量方法的概念 
模型中出现随机解释变量并且与随机误差项相关时，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有偏的。如果随机

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异期相关，则可以通过增大样本容量的办法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但如果是

同期相关，即使增大样本容量也无济于事。这时， 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 
variables）。 

2．工具变量的选取 
工具变量，顾名思义是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被作为工具使用，以替代模型中与随机误差项相关的

随机解释变量。那么，选择为工具变量的变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与所替代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2）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3）与模型中其它解释变量不相关，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 
3．工具变量的应用 
对工具变量法，有三点需要特别指出： 
第一，经常产生一种误解，以为采用工具变量法是将原模型中的随机解释变量换成工具变量，

即改变了原来的模型。实际上，工具变量法并没有改变原模型，只是在原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中用

工具变量“替代”随机解释变量。 
第二，如果 1 个随机解释变量可以找到多个互相独立的工具变量，人们希望充分利用这些工具

变量的信息，就形成了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第三，要找到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而又与随机解释变量相关的工具变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但如果考虑到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的主要来源是由于同期测量误差引起的，就可以

用滞后一期的随机解释变量作为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4．关于工具变量法参数估计量的正规方程组 
5．工具变量法参数估计量的矩阵表示 
6．软件包(例如 TSP6．5)中工具变量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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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举例——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函数 

本章思考题 

1．若已知样本回归模型中残差的一阶自相关系数接近-1，则 DW 统计量近似等于（  ）。 
A. 4                                B. 2 
C. 1                                D. 0 
2．采用一阶差分模型克服一阶线性自相关问题适用于下列哪种情况（  ）。 
A. 0ρ ≈                                 B. 1ρ ≈  
C. 1 0ρ− < <                             D. 0 1ρ< <  

3．假设回归模型为 0 1i i iY Xβ β μ= + + ，其中
2 2( )i iVar Xμ σ= ，则使用加权 小二乘法估计

模型时，应将模型变换为（  ）。 

A. 0
1

Y X
X X X

β μβ= + +             B. 0
1

Y
X X X

β μβ= + +  

C. 0
1

Y
X X X

β μβ= + +                      D. 0 1
2 2 2

Y
X X X X

β β μ
= + +  

4．如果方差膨胀因子 VIF=15，则认为什么问题是严重的（  ）。 
A. 异方差问题                         B. 序列相关问题 
C. 多重共线性问题                     D.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5．假定正确的模型为 μβββ +++= 22110 XXY ，若遗漏了解释变量 2X ，且 1X 与 2X 线性

相关，则 1β 的 OLS 估计量（  ）。 

A. 无偏且一致                       B. 无偏但非一致 
C. 有偏但一致                       D. 有偏且非一致 

6．对于一元模型
*

0 1t t tY Xβ β μ= + + ，假定解释变量
*
tX 的实测值 tX 与之有偏误：

*
t t tX X e= + ，其中 te 是具有零均值、无序列相关，且与

*
tX 及 tμ 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1）能否将
*
t t tX X e= − 代入原模型，使之变换成 0 1t t tY Xβ β υ= + + 后进行估计？其中 tυ 是

变换后模型的随机干扰项。 

（2）假设 tμ 与 te 之间，以及它们与
*
tX 之间无异期相关，证明 1( ) 0t tE X υ− = 。 

（3）能用什么工具变量对变换后的模型进行估计？ 
7．以某地区 22 年的年度数据估计的工业就业回归方程 

1 2 33.89 0.51ln 0.25ln 0.62lnY X X X= − + − +  

（-0.56）   (2．3)       (-1．7)       (5．8) 
（1）试证明：一阶自相关的 D.W.检验是无定论的；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16 

（2）说明 LM 检验的步骤。 
8．对模型 

0 1 1 2 2 3 1t t t t tY X X Yβ β β β μ−= + + + +  

假定 1tY − 与 tμ 相关，为了消除该相关性，采用工具变量法：先求 tY 关于 1tX 与 2tX 回归，得到

t̂Y ，再做如下回归： 

0 1 1 2 2 3 1
ˆ

t t t t tY X X Yβ β β β μ−= + + + +  

这一方法能否消除原模型中 1tY − 与 tμ 的相关性？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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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专门问题 

教学要求： 
本部分包含了解释特殊变量以及模型的设定、建模理论等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 
了解：各种有代表性的建模理论，特别是“从一般到简单”的约化建模理论。 
掌握：虚拟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型的理论与估计；模型设定偏误的种类及检验。 
应用：选择一个研究对象，收集数据，建立有关中国某一行业的实际模型，考虑虚拟变量、滞

后变量，并对模型进行设定偏误检验。 

§5．1  虚拟变量模型 

许多经济变量是可以定量度量的，如商品需求量、价格、收入、产量等，但也有一些影响经济

变量的因素无法定量度量，如职业、性别对收入的影响，战争、自然灾害对 GDP 的影响，季节对

某些产品（如冷饮）销售的影响等等。为了在模型中能够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提高模型的精度，

需要将它们“量化”，这种“量化”通常是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来完成的。根据这些因素的属性

类型，构造只取“0”或“1”的人工变量，通常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记为 D。 
同时含有一般解释变量与虚拟变量的模型称为虚拟变量模型。 

一、虚拟变量的引入 

虚拟变量做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加法方式和乘法方式。 
1．加法方式 
模型中将虚拟变量以相加的形式引入模型。一个以性别为虚拟变量来考察职工薪金的模型如

下： 

iiii DXY μβββ +++= 210  

其中： iY 为职工的薪金， iX 为工龄， iD =1，若是男性， iD =0，若是女性。 

2．乘法方式 
加法方式引入虚拟变量，可以考察截距的不同，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斜率就有变化，或斜

率、截距同时发生变化。斜率的变化可通过以乘法的方式引入虚拟变量来测度。 
例如，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水平 C 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 Y，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的消

费倾向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反常年份，消费倾向往往出现变化。这种消费倾向

的变化可通过在收入的系数中引入虚拟变量来考察。 

如，设
⎩
⎨
⎧

=
0
1

tD    
反常年份

正常年份
 

则消费模型可建立如下： 

ttttt XDXC μβββ +++= 210  

这里，虚拟变量 D 以与 X 相乘的方式引入了模型中，从而可用来考察消费倾向的变化。 
3．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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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生转折时期，可通过建立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模型来反映。例如，进口消费品数量 Y
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 X 的多少。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Y 对 X 的回归关系明显不同。这时，可以

*t =1979 年为转折期，以 1979 年的国民收入
*
tX 为临界值，设如下虚拟变量： 

⎩
⎨
⎧

=
0
1

tD    
*

*

tt
tt

<
≥

 

则进口消费品的回归模型可建立如下： 

tttttt DXXXY μβββ +−++= )( *
210  

二、虚拟变量的设置原则 

虚拟变量的个数须按以下原则确定：每一定性变量所需的虚拟变量个数要比该定性变量的类别

数少 1，即如果有 m 个定性变量，只在模型中引入 m-1 个虚拟变量。 
应避免所谓的“虚拟变量陷井”。 

§5．2  滞后变量模型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存在时间滞后效应。某些经济变量不仅受到同期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且也受到过去某些时期的各种因素甚至自身的过去值的影响。通常把这种过去时期的、具有滞后作

用的变量叫做滞后变量（Lagged Variable），含有滞后变量的模型称为滞后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

型考虑了时间因素的作用，使静态分析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动态分析。含有滞后解释变量的模型，又

称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s）。 

一、滞后变量模型 

一般税来，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不一定就在瞬时发生，可能存在时间的滞后，或

者说解释变量的变化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同样地，被解释变量

当前的变化也可能受其自身过去取值水平的影响，这种被解释变量受到自身或另一解释变量的前几

期值影响的现象称为滞后效应，表示前几期值的变量称为滞后变量。 
1．滞后效应与产生滞后效应的原因 
现实经济生活中，产生滞后效应的原因众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原因。 
（2）技术原因。 
（3）制度原因。 
2．滞后变量模型 
以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就得到滞后变量模型。 

二、分布滞后模型的参数估计 

1．分布滞后模型估计的困难 
对于无限期的分布滞后模型，由于样本观测值的有限性，使得无法直接对其进行估计。而对于

有限期的分布滞后模型，普通 小二乘回归也会遇到如下问题： 
（1）没有先验准则确定滞后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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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滞后期较长，将缺乏足够的自由度进行估计和检验； 

（3）同名变量滞后值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即模型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 

2．分布滞后模型的修正估计方法 
针对上述困难，人们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估计方法，但并不很完善。各种

方法的基本思想大致相同：即都是通过对各滞后变量加权，组成线性合成变量而有目的地减少滞后

变量的数目，以缓解多重共线性，保证自由度。 
（1）经验加权法 
对于有限期分布滞后模型，往往根据实际问题的特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给各滞后变量指定权数，

并按权数构成各滞后变量的线性组合，形成新的变量，再进行估计。权数据的类型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递减型。 

第二类，矩型。 

第三类，倒 V 型。 

（2）阿尔蒙（Ａlmon）多项式法 
该法的主要思想仍是针对有限滞后期模型，通过阿尔蒙变换，定义新变量，以减少解释变量个

数，然后用 OLS 法估计参数。 
（3）科伊克（Koyck）方法 

科伊克模型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一个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代替了大量的滞后解释变量

itX − ， 大限度地节省了自由度，解决了滞后期长度 s 难以确定的问题；二是由于滞后一期的被解

释变量 1−tY 与 tX 的线性相关程度可以肯定小于 X 的各期滞后值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而缓解了多重

共线性。 

但科伊克变换也同时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模型存在随机项 tv 的一阶自相关性；二是滞后

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项 tv 不独立，即： 0),cov( 1 ≠− tt vY 。这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三、自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1．自回归模型的构造 
（1）自适应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模型 

在某些实际问题中，因变量 tY 并不取决于解释变量的当前实际值 tX ，而取决于 tX 的“预期

水平”或“长期均衡水平”
e
tX 。自适应预期模型转化为一自回归模型。 

（2）局部调整(Partial Adjustment)模型 
局部调整模型主要是用来研究物资储备问题的。局部调整模型可转化为一自回归模型。 
2．自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1）工具变量法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20 

若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扰动项 tμ 同期相关（如考伊克模型与自适应预期模型），则 OLS

估计是有偏的，并且不是一致估计。因此，对上述模型，通常采用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一个新的经

济变量 tZ 作为 1−tY 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2）普通 小二乘法 

若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扰动项 tμ 同期无关（如局部调整模型），可直接使用 OLS 法进

行估计，得到一致估计量。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两变量 Y 与 X，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求估计以下回归： 

tit

m

i
i

m

i
itit YXY 1

11

μβα ++= −
==

− ∑∑                           （5．2．30） 

tit

m

i
i

m

i
itit XYX 2

11

μδλ ++= −
==

− ∑∑                           （5．2．31） 

可能存在有四种检验结果： 
（1）X 对 Y 有单向影响，表现为（5．2．30）式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而 Y 各滞

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2）Y 对 X 有单向影响，表现为（5．2．31）式 Y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而 X 各滞

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3）Y 与 X 间存在双向影响，表现为 Y 与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4）Y 与 X 间不存在影响，表现为 Y 与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 
格兰杰检验是通过受约束的 F 检验完成的。如针对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假设，即针对

（5．2．30）式中 X 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的假设，分别做包含与不包含 X 滞后项的回归，记

前者的残差平方和为 URSS ，后者的残差平方和为 RRSS ；再计算 F 统计量： 

)/(
/)(

knRSS
mRSSRSS

F
U

UR

−
−

=                                （5．2．32） 

式中，m 为 X 的滞后项的个数，n 为样本容量，k 为包含可能存在的常数项及其他变量在内的

无约束回归模型的待估参数的个数。 
如果计算的 F 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 F(m,n-k)分布的相应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认为 X

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会

得到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因此，一般而言，常进行不同滞后期长度的检验，以检验模型中随机误

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滞后期长度来选取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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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经典计量经济模型的回归分析，都是对模型的估计以及对经典假设的相关检验，而较少关注模

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如果模型通过了所有相关检验，就认为得到了一个“满意”的模型估计结果，

从而可以进一步用于经济分析与预测。然而，如果我们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或者说是“有偏误的”

模型，即使所有的经典假设都满足，得到的估计结果也会与“实际”有偏误，这种偏误称为模型设

定偏误。 

一、模型设定偏误的类型 

1．相关变量的遗漏（omitting relevant variables） 
在建立模型时，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理论分析的缺陷、或者是有关统计数据的限制，可能

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某些重要变量。 
由于“正确”模型可能包含有被解释变量 Y 与解释变量 X 的滞后项，即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

型，因此，遗漏相关变量可能表现为对 Y 或 X 滞后项的遗漏。这类模型设定偏误也称为动态设定

偏误（dynamic mis-specification）。 
2．无关变量的误选(including irrevelant variables) 
无关变量的误选是指在设定模型时，包括了无关解释变量。 
3．错误的函数形式(wrong functional form) 
错误的函数形式是指在设定模型时，选取了不正确的函数形式。 常见的就是当“真实”的函

数形式为非线性时，却选取了线性的函数形式。 

二、模型设定偏误的后果 

1．遗漏相关变量偏误 

（1）如果漏掉的 2X 与 1X 相关，则使得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是有偏的，在大样本

下也是非一致的。 

（2）如果 2X 与 1X 不相关，则 0α 的估计是有偏的。 

（3）随机扰动项的方差估计
2σ̂ 也是有偏的。 

（4） 1α̂ 的方差是真估计量 1β̂ 的方差的有偏估计。 

2．包含无关变量偏误 
在多选无关解释变量的情形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仍是无偏的、一致的，随机扰动项的方差

2σ 也能被正确估计，但 OLS 估计量却往往是无效的。 
3．错误函数形式的偏误 
这种偏误是全方位的。例如，如果“真实”的回归函数为幂函数的形式，而在模型估计时设定

的模型却为线性形式。显然，前一模型中的参数 1β 为弹性，而后一模型估计出的 1β̂ 却是对一个单

位 1X 变化带来的 Y 相应变化的测量。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估计结果一般也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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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偏误的检验 

1．检验是否含有无关变量 
对于无关变量的误选检验比较简单，可用统计检验中的 t 检验与 F 检验完成。检验的基本思想

是，如果模型中误选了无关变量，则其系数的真值应为零。因此，只须对无关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

行检验即可。 
2．检验是否有相关变量的遗漏或函数形式设定偏误 

（1）残差图示法 

对所设定的模型进行普通 小二乘回归，得到估计的残差序列 te~ ，做出 te~ 与时间 t 或某解释

变量 X 的散点图，从图形考察估计的残差序列 te~ 是否有规律地在变动，来判断模型设定时是否遗

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函数形式选取有偏误。 
（2）一般性设定偏误检验 
残差图示法能够帮助我们初步判定在模型设定时是否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者是否设定了

有偏误的函数形式。但更准确更常用的判定方法是拉姆齐（Ramsey）于 1969 年提出的所谓 RESET 
检验（regression error specification test）。 

（3）同期相关性的豪斯蔓（Hausman）检验 
（4）线性模型与双对数线性模型的选择 
在设定模型时，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是选取线性模型还是双对数线性模型。对于一元回归可通

过变量的变化图形帮助确定，而对于多元回归，不同变量图形变化走势可能不同，比较难于判断。

这时也无法通过判定系数的大小来辅助决策，因为在两类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不同的。为了在两类

模型中进行比较，可用下面介绍的 Box-Cox 变换进行。 
第一步，计算被解释变量 Y 的样本几何均值。 

第二步，用得到的样本几何均值去除原被解释变量 Y，得到被解释变量的新序列
*Y 。 

第三步，用被解释变量的新序列
*Y 替代原序列 Y，分别估计双对数线性模型与线性模型，这

时得到的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是可比的，从而可通过比较它们是否有显著差异来进行判断。

Zarembka（1968）提出的检验统计量为： 

)ln(
2
1

1

2

RSS
RSSn  

其中， 2RSS 与 1RSS 分别为两个回归模型中对应的较大的残差平方和与较小的残差平方和，n

为样本容量。可以证明，该统计量在两个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无差异的假设下服从自由度为 1 的 2χ

分布。如果该统计量的计算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两个回归的残差平方和

无差异的原假设，从而应选择具有较小残差平方和的模型。 

§5．4  从传统建模理论到约化建模理论 

随着研究对象的日趋复杂，计量经济学建模方法与建模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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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70 年代中叶以来，出现了利莫尔（Leamer）的贝叶斯建模方法，西姆斯（Sims）的向量自回归

建模型法、亨德瑞（Hendry）的约化建模理论以及第 10 章将要学习的协整建模理论。这些现代建

模理论是在对传统建模理论的不断质疑与修正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亨德瑞的约化建模理论，吸收了

向量自回归建模法与协整理论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思想，在现代计量经济

建模理论方面有着较大影响。 

一、传统建模理论与数据开采问题 

传统计量经济学的主导建模理论是“结构模型方法论”，这种理论以先验给定的经济理论为建

立模型的出发点，以模型参数的估计为重心，以参数估计值与其理论预期值相一致为判断标准，进

行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建模过程（simple-to-general approach）。这种建模方法往往以一个简

单的模型为起点，该模型只包含按照已有的经济理论或先验假设而选择的少数被认为 主要有变

量，然后对其进行估计与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如有着较高的拟合优度、显著的 t 检

验与 F 检验值、较低程度的异方差性与序列相关性等，就将它作为 终模型；否则，增加新的变量，

再进行估计与检验，直到得到一个复杂的 终模型。 
然而，这种传统的建模方法却有着某些固有的缺陷。其中备受质疑的是这种建模过程的所谓“数

据开采”（Data minimg）问题。 
传统建模方法的另一问题是它的“随意性”。由于建模者初期并不知道 终模型是什么，只能

根据自已的先验知识设定模型，并经过上述“数据开采”过程建立自已所“认可”的模型。其结果

是，对同一研究对象，使用同一数据，但不同的建模者往往得出不同的 终模型。 

二、“从一般到简单”——约化建模型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模型的 初设定上，就设立一个“一般”的模型，它包括了所有先验经济理论

与假设中所应包括的全部变量，各种可能的“简单”模型都被“嵌套”（nested）在这个“一般”

的模型之中。然后在模型的估计过程中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后得到一个较“简单”的 终模

型。这就是所谓的“从一般到简单”（general-to-specific）的建模理论。 
约化建模理论提出了一个对不同先验假设的更为系统的检验程序；同时由于它的初始模型就是

一个包括所有可能变量的“一般”模型，也就避免了过度的“数据开采”问题；另外，由于初始模

型的“一般”性，所有研究者的“起点”都有是相同的，因此，在相同的约化程序下， 后得到的

终模型也应该是相同的。 

三、非嵌套假设检验 

1．包容性 F 检验（encompassing F tests） 
包容性 F 检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为构造的一般模型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尤其在 H0

与 H1 分别反映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有可能出现同时接受或拒绝 H0 与 H1
的现象。另外，当 Z 与 W 高度相关时，往往导致既不能拒绝 H0，也不能拒绝 H1，因为在一般模

型中去掉任何一个变量，都不会使拟合优度下降很多。 
2．戴维森（Davidson）和麦金农（Mackinnon）J 检验（J test） 
与包容性 F 检验一样，J 检验仍然存在同时接受或拒绝 H0 与 H1 的现象。事实上，这是非嵌

套模型所带来的固有特性。 

四、约化模型的准则 

亨德瑞给出了一个约化模型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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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型必须具有数据一致（data-coherent）性，即模型能够正确地解释已有的数据。这不

仅仅是要有较高的拟合优度以及较小的残差平方和，更重要的是残差项确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性特

征，即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否则意味着有重要在相关变量被遗漏。这也正是一再强调的

在约化过程中需不断进行设定偏误检验的原因。 
第二，模型必须与经济理论相一致（consistent with economic theory）。由于经济理论主要描述

了变量的长期变化过程，这也意味着模型应具有合理的长期参数估计结果。 
第三，解释变量必须是弱外生的（exogenous），即解释变量应与随机扰动项不同期相关。否

则将导致模型估计量有偏且非一致。 
第四，模型具有恒定的参数（constant parameters）。否则，就不能保证所建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第五，模型具有包容性，即模型应包容相竞争的对手模型。它能够解释其他模型的结果，而其

他模型不能作为本模型的一种改进。 
第六，模型具有简洁性（parsimonious），即在具有相同解释能力的情况下，一个拥有较少解

释变量的模型优于拥有较多解释变量的模型。 
后需要指出，即使我们找到了满足上述准则的 终模型，我们也不应把它作为一个一成不变

的“正确”模型，毕竟，它也只是一个对现实的近似描述。现实是复杂的、多变的，因此，我们的

模型也应不断地进行修正。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滞后现象？为什么要建立滞后变量模型？ 
2．什么是虚拟变量陷阱？ 
3．什么是经验权估计法？常用的经验权数有哪些？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4．模型设定偏误的形式有几种？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何进行检验？ 
5．简叙传统建模理论与约化建模理论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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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单方程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 

教学要求： 
本部分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可以视学时安排和专业要求选择 1～2 类以下推荐的应用模型

或者其他应用模型作为教学内容。 
了解：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的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在中国建

立与应用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 
掌握：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的理论模型是如何提出与发展的；

在实践中自己提出与发展新的模型的方法论基础；其他常用的单方程模型，例如投资函数模型和货

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模思路。 
应用：分别选择一个研究对象，建立中国的实际模型，例如某个行业的生产函数模型、某种商

品的需求函数模型、某类消费者的消费函数模型。 

§6．1  生产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概念 

1．生产函数的定义 
（1）定义 
生产函数是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同它可能的 大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

系的数学表达式。 
（2）生产函数模型的发展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生产函数估计的研究成果很多。 
（3）生产函数是经验的产物 
生产函数是以数据为样本，反复拟合、检验、修正后得到的。 
（4）生产函数的一阶齐次性 
如果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等非技术要素的投入量同时增长 k 倍，根据生产理论中规模报酬不

变法则，产出量也应该增长 k 倍，称为生产函数的一阶齐次性。 
2．要素替代弹性 
所谓要素替代弹性，是描述投入要素之间替代性质的一个量，主要用于描述要素之间替代能力

的大小。要素替代弹性是与研究对象、样本区间甚至样本点联系在一起的。 
（1）要素的边际产量 
边际产量是指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一种投入要素增加一个单位时导致的产量的增加量。一般边

际产量递减。 
（2）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要素的边际替代率指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某一种要素的增加与另一种要素的减少之间的比

例。 
（3）要素替代弹性 
要素替代弹性定义为两种要素的比例的变化率与边际替代率的变化率之比。 
3．要素的产出弹性 

要素的产出弹性指当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时，该要素增加1%所引起的产出量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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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进步 
从本质上讲，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是投入要素与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同样的投入要素，在不同的

技术条件下，产出量是不同的。 
（1）广义技术进步与狭义技术进步 
所谓狭义的技术进步，仅指要素质量的提高。 
所谓广义的技术进步，除了要素质量的提高外，还包括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对产出量具有重要影

响的因素，这些因素独立于要素之外。 
（2）中性技术进步 
如果劳动的产出弹性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同步增长，则称为中性技术进步。包括希克斯中性技术

进步、索罗中性技术进步和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 

二、以要素之间替代性质的描述为线索的生产函数模型的发展 

1．线性生产函数模型 
如果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无限可以替代的，则产出量与投入要素组合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线性

模型描述。 

0 1 2Y K Lα α α= + +  

2．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模型 
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完全不可以替代，则产出量与投入要素之间组合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模型描

述， 

min( , )K LY
a b

=  

成为投入产出型生产函数。 
3．C-D 生产函数模型 
1928 年美国数学家 Charles Cobb 和经济学家 Paul Dauglas 提出的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为 

Y AK Lα β=  
4．CES 生产函数模型 
1961 年，由 Arrow、Chenery、Mihas 和 Solow 多位学者提出了两要素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模型。 
5．变替代弹性（VES）生产函数 
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较为著名的是 Revankar 于 1971 年提出的模型和 Sato 和 Hoffman 于

1968 年提出的模型。 
6．多要素生产函数模型 
如果作为产出量的解释变量的投入要素多于 2 个，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关键在于要素之间

的替代弹性性质的认识。包括多要素线性生产函数、多要素投入产出函数、多要素 C-D 生产函数、

多要素一级 CES 生产函数、多要素二级 CES 生产函数、多要素三级 CES 生产函数等。 
7．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1973 年由 L. Christensen、D. Jorgenson 和 Lau 提出的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其显著特点是它的

易估计和包容性。 

三、以技术要素的描述为线索的生产函数的发展 

1．将技术要素作为一个不变参数的生产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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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进的 C-D 生产函数模型和 CES 生产函数模型 
3．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 
4．边界生产函数模型 

四、几种重要生产函数的估计方法 

1．线性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2．C-D 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改进的估计 
3．CES 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改进的估计 
4．VES 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5．二级 CES 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6．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7．确定性统计边界生产函数模型的修正的普通 小二乘法 

五、生产函数模型在技术进步分析中的应用 

1．技术进步速度的测定 
2．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 
3．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技术进步水平的比较分析 

六、建立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数据质量问题 

1．样本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2．样本数据的准确性问题 
3．样本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6．2  需求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概念 

1．需求函数的定义 
2．需求函数的 0 阶齐次性 
（1）需求的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互价格弹性 
（2）需求函数的零阶齐次性条件 
3．效用函数与需求函数 

二、几个重要的单方程需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线性需求函数模型 
2．对数线性需求函数模型 
3．耐用品的存量调整模型 
4．状态调整模型 

三、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1）模型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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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经济意义 
（3）模型估计中的困难 
2．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3．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的零阶齐次性的证明 
4．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的估计方法 

四、交叉估计问题 

五、大类商品的数量与价格 

§6．3  消费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的消费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2．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3．持久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4．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5．合理预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6．适应预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7．消费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 

二、中国消费函数模型建立与应用中几个实际问题的处理 

1．不同的消费主体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 
2．不同消费主体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 
3．消费函数模型实例 

本章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以要素之间替代弹性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生产函数模型。 
2．技术进步有哪些类型？如何利用生产函数进行纵向技术进步和横向技术进步比较研究？ 
3．什么是需求函数的零阶齐次性？ 
4．消费函数和需求函数的研究内容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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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熟练掌握一种计量经济学软件，能建立符合经济理论与实际模型，并能够检验、校正模型。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Eviews 软件基本功能 
2．回归分析 
3．计量模型的建立、检验与校正。 

三、实验教学内容 

见实验项目。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Eviews 软件的

基本使用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2 回归分析模型

的估计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3 计量经济学检

验与校正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五、考核方式 

实验作业按平时成绩记入总分。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七、说明 

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实验，不懂的课堂提问，教师解答。 
 
实验项目一：Eviews 软件的基本使用 
1．预习要求 
统计课程中的描述统计，回归分析概念。 
2．实验目的 
熟悉 Eviews 软件基本使用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启动软件，创立工作文件，输入与编辑数据，查看数据特征，回归分析初步，保存实验结果。 
Eviews 的启动步骤：开始——程序——Eviews 3——Eviews 3．1 
创立工作文件： 
（1）打开一个已有的工作文件：File—Open--Work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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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一个 Workfile：点击菜单 File—New—Workfile 
输入数据有四种方式： 
（1）以菜单方式——单个序列方式 
（2）以菜单方式——群组方式 
（3）以命令方式——data/goup 
（4）以命令方式——Series 
查看数据特征： 
（1）相关系数矩阵 
（2）显示各序列的描述统计量 
（3）画图 
回归分析初步： 
（1）菜单方式：Quick—Estimate Equations 
（2）命令方式：ls 因变量 自变量 1 自变量 2……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实验项目二：回归分析模型的估计 
1．预习要求 
教材中回归分析的有关知识。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 Eviews 软件基本使用功能，能够进行线性、非线性回归分析。 
3．实验内容和要求 
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包括数据、检验 
非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1）菜单方式：Quick—Estimate Equations，进入方程设定对话框，可以对方程、方法和样本

进行设置 
（2）命令方式：ls 因变量 自变量 1 自变量 2…… 
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检验模型的统计量 
预测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实验项目三：计量经济学检验与校正 
1．预习要求 
教材中违背经典假设的三个计量经济学检验，即序列相关、异方差、多重共线性。 
2．实验目的 
能够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并能对模型进行初步校正。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建立模型，并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与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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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相关检验 
一阶自相关 D.W.检验及一阶自相关的消除 
高阶自相关的检验及消除 
（2）异方差的检验与消除 
怀特检验、加权 小二乘法 
（3）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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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对于商学院的经济学本科专业和工商管理双学士属于必修课程，对于其它本

科专业学生属于选修课程。该课程以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提高分析能力，培养专业综合素质为基

本目的。 
由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存在差距，世界经济课程的内容结构设置也有所不同。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的各类专业特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经过长期在教学中的摸索和调整，在符合一般学

科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内容结构。为了便于我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世界经济概论，

特编写教学提纲。该课程以根据基本理论描述和预测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而见长。由于世界经济的

迅速发展，每学期的内容必然有所更新，不受此提纲所限。特此说明。 
该课程必修课设 54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试；选修课程设 36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查。 
提纲编写者为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教师，王一民、支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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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世界经济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掌握世界经济主体的构成和世界经济概论包

括的基本内容，熟悉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 

世界经济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中，世界经济学是指学科本身；概念中的“世界经济”，指的是当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阶段。 
国际经济关系主体的基本成分认定，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具有某种一致的经济利益；有基本

统一的经济政策；以独立的行为参加国际经济事务；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符合该条件的主

体包括：主权国家、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经济一体化组织、国际经济组织、较松散的经济阵营等。 
世界经济概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际商品关系、国际资本关系、国际货币关系和生产国际关系

等。它以政治经济学确定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为基础，以世界经济史的终点为起点，运用相邻经

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战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现象及趋势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

广义的世界经济还包括国别经济的研究。 

第二节  世界经济的形成过程 

一、无世界经济阶段 

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虽存在一些处于工业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工场，也存在一些

国家间的小额贸易，但基本上没有形成当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可以说这属于无世界经

济时期。 

二、世界经济萌芽阶段 

以蒸汽动力和机器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飞

跃，它对世界经济的意义在于扩大了分工，使其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扩大了流通，开拓了世界市场。 
旧殖民体系的建立，使生产和消费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变成世界性的了。这是世界经济萌芽

的阶段。 

三、世界经济形成阶段 

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除了使生产和流通在

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扩大和深入之外，对世界经济有重大意义的是推动了资本越来越大

规模地输出，并使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超过了商品输出。 
如果说商品输出使各国以商品交换为媒介联系在一起的话，资本输出就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

上将世界各国全方位地联系在一起了。使各国的生产都成为世界性协作化、专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

将全世界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极。这是世界经济完全形成的阶段。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40 

四、世界经济遭到破坏 

两次大战期间，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每年 GNP 递增不足 1%（低于 3%视为不增长）。 

五、世界经济发展阶段 

战后新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史上的一次全面的突破，它不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开

创新的工业部门和科学领域，从而改变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同时将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这次生

产力的大变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人们的预料，这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发展

时期。 

第三节  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战后国际局势总体而言是和平的。虽然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但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并没

有产生全面的军事对抗；虽然核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头上，但世界大战并未爆发。正是有了

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才得以高速发展。 

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史称“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

它促进了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第三，它促进了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投资。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

增长百分之八十是靠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取得的。 

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战后 初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而国际贸易额每年增长百分之七。

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均加入了 WTO，世界市场的扩大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趋势。 
同时，国际社会为协调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建立了各种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和跨国公司一起，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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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教学目地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影响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两大要素及其相关理论

和基本构成。正确理解影响国际分工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认识世界市场在统一

性和扩张性基础上的发展趋势，理解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国际分工 

一、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 

国际分工是各国生产者之间通过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相互的劳动联系，是国民经济内部

的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广泛发展的结果。 
国际分工的深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反映到世界市场上就是交换品种、

范围和规模的增加和扩大。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关系得到建立和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其一为进步性；其二为掠夺性和不平等性。 

二、影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一）自然条件 
自然禀赋决定的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等。西方经济学曾强调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决

定性作用，也曾成为建立旧殖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经济条件 
包括各国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三）二者

关系 
自然条件的禀赋为国际分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于社会经济

条件。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国际分工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自然条件引起的。 
1．现实的或潜在的生产力是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条件。 
2．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对自然界利用程度的认识。 
3．人类可以运用科技成果改造自然。 
其中，国际贸易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有： 
第一，国际贸易会改变一国的国内经济结构。 
第二，国际贸易不断改变着国际分工的格局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 
第三，国际竞争推动着国际分工格局更大规模地发生变化。 

三、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力——国际分工 基本的经济利益 
2．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前者影响后者。 
3．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4．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5．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利益。 
6．对自然要素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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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各国人力资源利用的影响。 

四、国际分工的形式 

（一）垂直型国际分工。表现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的分工。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  悬殊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为垂直分工的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 
（二）水平型国际分工。指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生产。不仅包括不同

产业之间的分工，还包括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分工。 
（三）混合型国际分工。指一国在参加国际分工中，既有垂直型分工，又有水平型分工。 
以上三种国际分工形式概括了国际分工的一般发展进程。 

五、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 

（一）由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决定国际分工格局的规律 
国际分工的初期阶段，是西欧的老殖民主义者运用其先进武器在亚非拉的掠夺阶段。 
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是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业生产与世界的原料生产的分工阶段。 
国际分工的 终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同时使第二阶段的分工格局深化阶段。 
可见，形成一定的国际分工首先是先进国家的要求，更多地符合先进国家的利益。先进国家的

生产力发展更大动因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规律 
国际分工是人类劳动分工范围扩大的 高、 后的阶段，而分工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

一过程的基本趋势是深化趋势，即从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分工，发展到不同工业产品之间的分工，

直至一个产品的加工程序和零部件的加工。 
（三）国际分工不完全分工规律 
虽然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但是国际分工不可能是完全的，原因在于： 
1．地理的原因决定了运输成本的存在所造成的分工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 
2．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决定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3．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了一国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进行彻底的国家分工。 
4．国家规模上的差别使得自然资源类型比较全面、经济结构较为完整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

重要性相对小一些。 
5．各国民族利益的综合的、长期的权衡。 
总之，分工是历史的进步，但分工的不完全规律也是历史的要求。 
（四）国际分工格局变动规律 
任何一种格局的国际分工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特点：后进国家的跳跃前进；技术先进国的优势转移；先进国家的老产业向次先进国家的转移；

社会革命引起的变化。 

第二节  世界市场 

一、世界市场的概念 

世界市场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是指世界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场所和领域。

随着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日益发展成统一的、囊括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无所

不包的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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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市场的内容 

世界市场的主要内容是日益连接在一起的国际流通领域。国际流通领域主要包括两大体系，一

个是商品流通体系，另一个是资本流通体系。 
（一）商品流通体系 
商品流通体系也就是商品市场，用以流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以知识产权、劳务等为内容的

有形或无形商品。商品市场又分为有组织形式的市场和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前者以交易所为代

表，后者以拍卖市场为代表。 
1．交易所 
交易所是因传统工业的发展所长期形成的，流通较标准、较单纯的大路货的场所。长期以来初

级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 
交易所是价格的发出地和集中地，价格一旦形成，全世界基本统一。 
世界商品交易所的集中点基本形成于历史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或某种商品的产地国。现在都

以专业化的特点存在。 
2．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主要以定期、不定期拍卖的形式，流通形状、规格和品种不标准的现货。拍卖市场的

价格以交易双方商议决定。 
（二）资本流通体系 
资本流通体系由四个市场构成。 
一是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市场。包括：银行和商业信贷票据的贴现； 银行对工商业和交易

所经纪人的放款。 
二是资本市场，即长期信贷市场，一般以债券和股票形式在交易所流通。 
三是外汇市场。 
四是黄金市场。 

三、世界市场的价格确定 

从理论上讲，国际市场价格是商品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是依国际市

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国际价值发生的。但当今世界市场影响国际价格波动的因素非常多，综述

如下： 
1．垄断。资本主义刚进入垄断阶段时就是通过垄断组织间制定销售协定，达到对国际市场某

种产品价格的控制。发展到现在，跨国公司这种垄断形式已经控制了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特别是许多新兴工业产品。这样就使国际市场价格按照垄断集团的需要大大背离了国际价值，并通

过这种垄断价格，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地位中总是处于优势，牟取垄断高额利润。 
2．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时，产品过剩，投资减少，失业出现，购买力下降，商品的国际市场

价格也是下降的；当世界市场进入经济恢复期时，需求增加，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会上升。但是，

战后各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加强，价格的变化又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 
3．政府干预政策。战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强。如采取赤字预算、通货膨胀政策、减免税

收、进出口管制、外汇政策、出口补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都可以使国际市场价格产生变化。 
4．供求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的情况一般发生在以不可再生自然资

源为基础的生产领域中，如石油及其它石油产品价格的变化等。当然这里也有人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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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市场的特征 

（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 
统一性集中表现为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在世界市场内部的可流动性，以及价

格、利润和利息的统一性。 
世界市场的一致性是相对的。 
（二）世界市场的扩张性 
目前的世界市场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是同时发生和互相促进的，

世界市场的扩张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引起的对市场的要求。 
决定世界市场扩大与发展的因素包括： 
1．交通运输的迅速革新和发展不仅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把世界市场开拓到越来越远的

地域； 
2． 资本输出不仅使世界市场包罗万象，而且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成为

了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支柱； 
3．科技进步使世界市场的内容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 
4．各国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 
5．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消费资料和精神消费资料的需求，是世界市场扩大的巨大

动力。 
一定程度的分工势必引起相应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基本上和国际分工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五、当代世界市场的发展 

1．世界市场参与过类型趋于多样化。 
2．世界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急剧扩大。 
3．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多样化。 
4．世界市场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5．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更趋激烈。 

参考题目 

1．目前世界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国际分工种类有哪些？ 
2．世界市场的两大流通系统分别是什么？ 
3．世界经济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参考书目 

1．庄起善主编《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出版。 
2．宗则行、樊亢著《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3．钱俊瑞著《世界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4．仇启华著《世界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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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后新科技革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了解战后新科技革命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在主要标志和意义上的显著区

别，认识战后新科技革命不仅创建了一系列新兴工业，而且改造了传统工业，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

统工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使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机会。 

第一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标志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 终为世界经济的

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的美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由于生

产力的巨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分工和交换，更重要的在于导致了资本输出形式与规模的扩大，使金

融资本成为了全球工业扩张前的主要工具， 终促进了统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 
两次工业革命主要解决机器动力的不足，满足商品生产量的需求，被称为延长了人们的四肢。 
战后新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当时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参与了这

一过程，后来其成果扩展到当时的西欧和日本。 
战后新科技革命不是以某个领域的创新为标志，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生物工程的

重要成就、现代通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新能源的发现、新材料的人工合成、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外

层空间的利用等为标志。它以全方位的技术变革淘汰和改造传统工业，建立新兴工业群，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变革，被认为第一次延伸了人

们的智慧。 

第二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动因 

一、社会生产的客观需求 

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落后环节、解决生产过程中技术上不断出现的新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

动力，同时生产过程反过来又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场所，前人的经验在生产中的运用

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由于自身的严密体系性和知识的相互关联性特点，使其具有加速度深入和蔓延发展的

趋势，如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引发了管理领域和通讯领域的巨大变革。 

三、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完善 

国际垄断资本对高额垄断利润的追求、对日益短缺的要素资源的有效控制和面对不断升级变化

的竞争压力，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必然利用国家机器通过财政、

外交、金融、外贸，甚至军事等手段，为科技前沿地位的争夺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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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国公司的发展 

拥有巨额资本和丰富资源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快速扩大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物质条件和企业制度条件。这往往是一个国家单靠财政分配所负担不起的。 

五、战后军备竞赛的升级 

战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升级，军费开支不断增加，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世界大军火商的出现

等，都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出现。 

第三节 战后新兴工业群的形成 

一、电子计算机 

在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前，一切技术手段的改进无非是人的四肢的延长。换言之，是以减轻人的

体力消耗为目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第一次延伸了人的大脑，开始以减轻人的脑力消耗为目的。在

未来技术革命中起带头作用的将是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巨型机和微型机技术。被称为“信息时代”的

今天，“信息就是资本”。计算机的应用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生物反应和发酵技术等。生物工程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分子

生物学产生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分子生物学标志着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深入到生物大分子的水

平上。生物工程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不仅能够从微观上认识生物的生命活动，而且能够支配和

改造生物的生命活动，并把它付诸于社会应用。 

三、现代通讯技术 

信息的发展不仅要求传递数字和文字信号，且要求传递图象、音频和视频信号。现代通讯手段

使信息量和内容形式均发生了变革。 
其一，光导纤维通讯。由于光波的性质特点，故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受电磁干扰，信号还原真

实性强，负载量大，节约大量金属材料，容易施工，原料来源广阔，不易腐蚀等。改造了传统通讯

领域。 
其二，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使信号存储媒介产生了由磁技术到光碟、硬盘技术的变革，成

本低，存储量大，信号不易丢失，易于保存。 
光导纤维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使网络技术成为跨越通讯、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行业的全

新媒体传播领域。便捷、宽泛、多向、个性化的特点使网络技术迅速得到普及。 

四、合成材料 

18 世纪炼铁，19 世纪炼钢，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人工合成材料。人工合成材料的特点：廉价、

成本低、耐高温、耐腐蚀、高弹性、应用领域广泛、可再生等。它们将带来各个领域中的大变革。 

五、再生性能源 

农业社会人们使用的是可再生性能源，即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工业社会人们使用的能源

是不可再生性能源——化石燃料，即煤、天然气、石油，这是靠亿万年来形成的地下贮藏补贴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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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能源。 
信息社会将完成能源使用中的一种螺旋状上升的循环，开发更高一级的再生性能源结构。产能、

供能方式由集中于某几种能源转变为分散到多元形式上。 

六、深海开发 

海洋工程是由于地球陆地资源短缺所形成的新技术领域。人们将改变传统的以捕捞和运输为主

的海洋利用观念，开始向海洋开发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潮汐发电、波浪发电、海水温差发电等，

海洋工程还向大洋深处开发各种矿藏、化学资源，为人类提供蛋白质食物。 

七、外层空间技术 

外层空间技术是伴随着战后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事争夺而形成的新技术领域。它囊括了卫星

通讯、航天材料、运载工具、燃料系统、生命保障、密封技术、控制导航等多学科、多领域、多体

系的综合高精尖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各类监测、预警、勘探、军事防御等领域。 

第四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特点 

一、科学技术日益加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技术本身就属于一种知识潜在的生产力，它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物化在生产工具、劳

动对象等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即：将科学成果应用在机器的发明、创造和改进上，应用于生产方

法的革新上，才能知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过去很长时间里，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技术上的变革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统一的。将科学成果运

用于实际生产中，或生产中的重大革新加以科学上的抽象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次科技革命与以往不同，由于现代生产技术本身就是前人及现代科学成果综合发展运用的结

晶，科学领域中单学科的发展已经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拓展。 
当代科学成果在提出新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指明实现这些新思想的途径。这是因为科学发展的

新课题，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提出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日益广泛地联系在一

起了，相邻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了。反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很

快掌握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当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二、科学技术使整个机器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往工业革命的 高成就无非是完成“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革命。而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

代工业系统，实现了“用机器操纵机器” ，延伸了人在生产控制管理中的智能，使机器体系发生

了质的变化。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不仅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减轻了人的脑力劳动，同时解决了在

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人们大量从事的是处理信息的工作，大大提高了机器生产效率的同时，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服侍机器到创新理念。 

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不是个别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几乎使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使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面貌为之一新，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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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生了一系列完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的新兴工业部门，即所谓“朝阳工业”

部门。并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工业部门。 
2．为制定相对正确的管理决策和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技术手段。 
3．现代科学技术以 先进的技术装备、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武装了农业，为农业生产过程实

现工厂化、电气化、自动化开辟了途径，使传统农业变为现代化农业。 
4．战后科技革命对军事技术的影响成为决定军事技术和整个军事活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

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五节  未来学理论 

一、历史的重新划分 

1．农业文明的建立 
从狩猎、畜牧到耕种，从群居、氏族到家庭，经过上千年，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到农业社会，

创建了以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为核心的农业文明。 
2．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 
从土地世袭到货币资本，从商人经济到机器工业，经过几百年的冲突，人类进入到了传统工业

时期，创建了以集中能源、生产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类在这

里只被简单的区分为生产和消费。 
3．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文明的冲突 
“白领”超过“蓝领”，第三产业建立，经济周期缩短，无形资本开始对有形资本产生统治，

社会生活多元化等，经过几十年，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期——信息化文明。像前两次

文明的到来一样，人类要经历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但这次冲突主要表现为自身观念上的变

革。 

二、传统工业社会的潜在法则 

在对工业化社会（第二次浪潮）进行论述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迄今人类的

所有文明归结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即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第三次文明及现代正

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后工业文明。 
第二次浪潮把人类分成生产和消费两极，市场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整个社会被由机器工业生

产决定的潜在法则所左右。 
1．集权化 
高效率能源和强大动力的集中供应，和市场竞争对成本的衡量，使得生产必须服从金字塔式层

级集权的管理。 
2．集中化 
机械化流水线使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可以发生在更加集约的空间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管理

成本。 
3．专业化 
机械的单一化功能可以将商品生产过程无限细分成各种工序，使部件日益精细，产品品质日益

优良的同时，工具和生产者的技能也更具专业化。 
4．同步化 
前三个法则决定了机械工业生产是以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为基础的，它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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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和效率，也要求生产过程象军队一样令行禁止、整齐划一。 
5．标准化 
机械化的商品生产 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量的需求，制定生产及产品的标准并使其程度不断提

高，是迅速达到这一要求的便捷途径。但另一方面也使需求逐渐脱离了人的个性。 
6．好大狂 
资本、设备和员工的规模决定了传统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进而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实力，

传统工业组织形式在规模上毫无例外地追求扩张。 
在传统工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方面都渗透了这些潜在法则。 
但第三次浪潮使得这一切都受到冲击。 

三、信息化社会的观念 

1．社会关系网络化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受到冲击，等级森严的集权领导变为多元化领导，社会生产中的每个不同

角色共同结成网络中的点和结，在搏弈竞争中寻求达到更合理的均衡。 
2．传统观念的混淆 
传统工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观念全部混淆，向着反工业传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社会生

活更加符合社会生产的初衷——满足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生存与繁衍）。 
3．全球化经济 
全球网络一体化经营方式逐步确立，以地区意识和全球意识为基础的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建

立。 
4．资本泛化 
一切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的要素，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

本——无形资本——人力资本——要素贡献（资本）。 
5．权力重新确立 
权力的演变过程，暴力——金钱 + 暴力——知识。知识商品化导致知识资本化。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学者们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蹈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且相对工业化

国家来讲，它没有第二次浪潮的弊病，可以抓住时机直接赶上第三次浪潮。 

第六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改变了生产力的状态 
1．生产工具日益革新。 
2．生产对象不断拓展。 
3．生产者技能与素质迅速提高。 
4．促进了生产力结构的科学化，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系统工程学为人和智能机器

相结合的“人——机系统”功能 优化的设计提供了科学原理和方法。 
二、促进了一系列新兴部门的兴起。 
三、扩大了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四、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五、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周期发生了一定的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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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战后爆发新科技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2．战后新科技革命在那些方面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 
3．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阿尔温·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 
2．阿尔温·托夫勒著《财富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06 年出版。 
3．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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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贸易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基本掌握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学习关税种类、主要非关税壁垒措施及多种

奖励出口措施等国际贸易措施的相关内容，认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区别和利弊。并通过了

解国际贸易组织基本贸易原则和贸易惯例发展趋势，认识我国的贸易竞争环境和贸易政策。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一、传统贸易理论 

（一） 绝对利益说 
是亚当·斯密以“地域分工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生产某种商品

的成本绝对低于他国时，应出口该商品；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绝对高于他国时，则应进口该商

品。参加国在贸易中是为获得绝对利益。 
绝对利益论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那些不具备任何绝对优势

的国家据此会被排除出国家贸易领域。 
（二）比较利益说 
大卫·李嘉图从理论上证明了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产品，只要一国与其他国家在

各种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通过专门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他自己生产相对成本

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相对利益。这就是国际贸易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能够存在的原因所

在。 
（三）保护贸易说 
汉密尔顿提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应适应其自身条件，在工业发展的幼稚期要采取关税壁垒方式

来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在低水平发展阶段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入农工业阶段后应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以避免国外的冲击；进入农工商业 高发展阶段后可以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二、现代贸易理论 

（一）H-O 资源禀赋说 
H-O 资源禀赋说学说。 赫克歇尔和俄林从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出发发现，正是由于各国所拥

有的生产资源数量不同，同时也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造成了各国生产

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一国拥有量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必然便宜，因而密集使用这

一丰裕要素的产品其相对价格也必然较低，反之则反是。俄林由此认为各国在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

产品生产中具有相对优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各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以交换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 
由此可见，H-O 资源禀赋学说进一步完善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

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但 H-O 学说仍是一种静态分析。 
（二）超保护贸易说 
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干预作用，并保持贸易顺差，反对逆差。同时他还提出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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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乘数理论。他认为，当一国外贸出现顺差时，贸易乘数的作用将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贸易乘数越

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越多，从而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就能解决得更好。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超

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维农认为，随着技术扩散，产品也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一般将产品

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长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衰退及完结阶段。

各国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进行比较利益的权衡，以改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此外，近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部门内贸易理论开始出现。因此部门内贸易理论也称

为国家贸易发生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概念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也称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指国家间或地区间的商品交

换活动。 
另一说：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它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总和。 
前者强调只要是两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就可称为国际贸易。后者强调世界各国和地区对

外贸易的总和。从世界经济概论立足于宏观领域研究的角度看，后者概念更为贴切。 

二、国际贸易形式分类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其对外贸易。按照传统的外

贸形式，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方面构成。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就形成贸易顺差；

进口大于出口，则形成贸易逆差；进口和出口基本持平，则形成贸易平衡。这些内容通常都反映在

一国的外贸平衡表上。 
由于贸易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形成六种分类方法： 
1．从货物移动方向上分为出口贸易（Export Trade）、进口贸易(Inport Trade) 和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 
2．根据商品出入国境和出入关境分为总贸易(Gereral Trade) 和专门贸易(Special Trade) 。 
3．按商品形式分为有形商品贸易和无形商品贸易。 
4．根据货物运送方式分为陆路贸易、海路贸易、空运贸易、邮购贸易和网络贸易。 
5．依据是否有第三国参加分为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 
6．根据清偿工具的不同分为自由结汇贸易和易货贸易。 
战后贸易形式突破了传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诸如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租赁贸易等多

种形式。 

第三节  国际贸易基本政策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主张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旨

在通过无障碍的贸易形式，在掠夺原料、占领市场、牟取巨额利润方面占优势。但一般工业发展比

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防御和抵制发达国家贸易侵入，往往主张和推行

保护贸易政策。尽管 1947 年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建立，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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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员国减让关税等各方面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但由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极不平衡，许多

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自由贸易政策 

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进出口，

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 

二、保护贸易政策 

国际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

商品给予优待和津贴以鼓励出口。 
贸易政策通常由贸易措施来体现，如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政府补贴等。 
历史上工业化国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旨在建立无障碍的贸易环境，获取国外廉价原料和市场

份额；非工业化国家反而奉行保护贸易政策，旨在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阻碍外国工业品

进入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 
当代世界经济情形表现得与历史相反，发达国家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保护本国的工业优势

和可能被贸易冲击的国内就业市场；发展中国家极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力求以原料和劳动力优势

占有市场份额，同时将廉价优势与引进外资相结合，迅速发展本民族工业。 
随着国际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以巩固本国先进工业优势，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加紧贸易扩张为目的的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现。 
WTO 是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 

第四节  国际贸易措施 

贸易政策是要靠贸易措施来实现的。或者说，各种贸易措施是不同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主要

贸易措施由关税、非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措施构成。 

一、关税 

关税是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的一种赋税。 
征收关税的目的有两个：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财政关税；以保护

本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保护关税。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财政关税在财政收入

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保护关税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手段。常见的关税类型有：进口

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遍优惠制等。 
征收方法一般有从量税、从价税、混合税、选择税等 4 种。 

二、非关税壁垒措施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的措施。直接非关税壁垒由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

证等组成，即直接对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品种加以限制。间接非关税壁垒是对进口商品制订严

格的条例、规定，间接限制商品进口。 
常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有：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政府采购政策、 低限价和

禁止进口、进口押金制度、海关估价制度以及复杂苛刻的货物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和商品包装

与标签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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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 

（一）鼓励出口措施 
1．出口信贷 
一个国家银行对本国出口厂商、外国进口厂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的用于进出口商品的贷款。有

两种方式即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 
2．出口补贴 
国家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出口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

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现金补贴是直接的补贴。财政上的优惠措施可以是减免税。 
3．商品倾销 
国家在控制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甚至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

场抛售商品，打击竞争对手以占领国外市场。暂时的亏损可以用国家补贴、垄断加工个等方法弥补

过来。 
4．外汇倾销 
国家利用本国货币对外贬值的机会，争夺国外市场的一种特殊手段。当一国货币贬值后，出口

商品用外币表示的价格降低，竞争力提高，有利于扩大出口。但本国货币贬值也必然会带来国内市

场价格上涨。当价格上涨超过贬值程度时，外汇倾销的优势就消失了，故外汇倾销的措施必须抓住

贬值和国内价格上涨的间隙。 
（二）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单方面出口管制和多边出口管制。 

第五节  促进贸易发展的经济特区政策 

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范围，在其中建筑或扩建港口、仓库、厂房

等设施，并实行免税等优惠待遇，吸引外商从事贸易与出口加工等业务活动，鼓励转贸易和出口加

工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通行的经济特区有以下几种。 

一、自由港(Free port)、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地区，在此地区中对进出口商品全部或大部分免征关税，切准许在此地

区内的商品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实现本地区

的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保税区 

也称保税仓库。由海关设置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存入区内，可暂不

缴纳进口税，如再出口，不缴纳出口税。运入区内的商品可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加工

和制造等。 

三、出口加工区 

在港口、机场或临近港口、机场的地区划出一定范围，新建或扩建码头、车站、道路、机场、

厂房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鼓励外商在区内投资，加工以出口为主的商品加

工区。 
和自由港的区别在于出口加工区以工业为目的，自由港以商业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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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边境区 

一般设在边境的省或地区，对于在区内使用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消费品可以减免税进口，如

再转运到国内其它地区则照章纳税。 

第六节  贸易条约和协定 

贸易条约和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确定彼此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所缔结的书面

协定。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建议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 1946 年 10 月、11 月在伦敦召开世界贸易

与就业会议，讨论开展多边贸易谈判以求达到多边关税减让，并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ITO)监督减让。1947 年 4 月——10 月在哈瓦那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草拟世

界贸易组织宪章的同时，达成了 123 条关税减让的多边协定，为促成其尽快实施，作为宪章通过以

前的临时贸易措施先于签署，待宪章通过后，再与宪章汇为一体，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23 个签署国之中，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成为其一。1947 年 11 月 21 日哈瓦那再次会议，56 个与

会国家中 53 个就《哈瓦那宪章》签字。但美英等国，在履行国内批准手续时，以宪章有关条款与

国内法律冲突为由，没有获得批准。咎其原因，保护主义和表决方式（一国一票）对大国不利。

终，《哈瓦那宪章》没有实施，但 GATT 却于 1948 年 1 月 1 日——1994 年 12 月 31 日“临时”发

挥了 40 多年作用，直到 1995 年 1 月 1 日被 WTO 所取代。 
IMF、IBRD 与 GATT 被称为支持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对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

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GATT 所遵循的主要贸易原则： 
1．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原则。 
2．互惠原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应是非互惠的。 
3．非歧视原则。 

惠国待遇原则。缔约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任何贸易优惠与特权必须同时适用于第三方。 
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商品享受同本国商品同样的国内待遇。 
4．关税为保护的唯一手段。 
5．贸易壁垒递减原则。 
6．公平贸易原则。针对倾销行为。 
7．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针对配额制。 
8．贸易法规统一透明。 
9．收支平衡、紧急保障、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安全、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属例外

条款。 
GATT 的多边贸易谈判称为“回合”。在 GATT 存在其间共进行过八个回合的谈判，先后就关

税减让、反倾销措施、非关税措施、框架关税、贸易规则、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纺织

服装、农产品以及建立 WTO 等众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谈判。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 
根据乌拉圭回合的决议，1995 年 1 月 1 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GATT 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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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构成： 
1．货物贸易由 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下属十几个贸易协议组成。 
2．服务贸易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属金融、自然人、电信等贸易附件组成。 
3．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4．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5．争端解决机制（机构及程序）。 
WTO 所推行的基本原则同 GATT 大致相同，但 WTO 并不是 GATT 简单的替代，而是范围更

广泛、内容更深入、调节更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机制。 
WTO 目前有成员国 144 个国家和地区。 

二、中国“入世”谈判之路 

1．复关 1984 年—1994 年。 
2．入世 1995 年—2001 年。 
1995 年 5 月 5 日入世谈判“试水”，日内瓦会议吴仪重申中国入世的立场和原则，即不能超

出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基础。 
经过约 30 多次双边谈判，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大臣卡

迈勒启动中国入世程序，全体通过。 

三、自我改革与应对纠纷（世界经济新规则挑战传统秩序） 

（一）绿色 GDP 的倡导将重新审视成本概念。 
绿色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

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 终成果，即将经济活

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 GDP 中予以扣除。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 GDP 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 GDP 核算的研究。2004 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

正式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 GDP 研究工作。 
绿色 GDP 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基本概念： 
1．绿色 GDP 总值（GeGDP）：绿色 GDP 等于 GDP 扣减具有中间消耗性质的自然资源耗减

成本。 
2．绿色 GDP 净值（EDP）：绿色 GDP 净值等于绿色 GDP 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具有固定资

产折旧性质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 
3．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 
4．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

能质量下降的代价。 
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 
（二）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

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制订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

程序，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以及课征环境进口税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环境因素逐步成

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它作为一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必将以其隐蔽性强、

技术要求高、灵活多边多变等特点，被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 
绿色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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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关税制度。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对那些污染环境和对本国生态产生消极影响的进

口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目的在于通过提高进口产品的成本，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减少进口数量。 
2．绿色技术标准。这是绿色壁垒 主要和 典型的方式，也是发达国家经常采取的措施。他

们利用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制定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限制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 
3．绿色环境标志。指由政府或政府资助的认证机构依据环境保护标准或其他有关规定向资源

申请者颁发的，用以表明申请者之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一些特殊标识。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进口国为确保人类健康和动植物免遭污染和破坏，对进口产品所含物

质进行卫生检查，限制或禁止超标产品进入市场。 
5．绿色包装制度。进口国要求进口产品所使用的包装既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又可节

约资源和能源。这种包装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到回收废弃整个过程均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易于回

收再生再用，或易于自然降解。 
6．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是为了预防在产品的生产中对环境造

成污染和破坏，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进行规定，使其符合一定的环境要求。 
（三）社会责任壁垒。 
SA8000 是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它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歧视、惩戒

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管理体系等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 的形势下，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

规则的影响，SA8000——第一个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正在逐步走近我国企业。 

参考题目 

1．世界上两种针锋相对的国际贸易政策是什么？ 
2．WTO 的基本贸易原则是什么？ 
3．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发展有什么新趋势？ 

参考书目 

1．黎孝先等主编《国际贸易与实务》，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年出版。 
2．《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3．谭地洲著《WTO 关贸冲击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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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金融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做必要的回顾，以求通过对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

系和牙买加体系建立、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阐明国际货币体系对稳定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章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一般性介绍，是要求学生对相关内容做

到框架式的了解和掌握，奠定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基础。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引起国际支付、汇兑、信贷和结算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又产生了

国际间资金流动、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和建立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在世界范围

内，不论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两国之间；不论是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还是国家金融机构

的活动，在一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切资金流动总称为国际金融。 

第一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黄金本位制 

1816 年，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英国指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

行了金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对其货币规定有一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以黄金量为基础彼

此进行兑换。因而，黄金具有了世界货币的职能。 
（一）金本位制度下，汇率是相对固定的，波动是有界限的 
故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波动的上限是黄金输出点，下限是黄金输入点。 
（二）金本位制充当国际货币制度必须具备的条件 
1．各国保证和黄金的自由兑换； 
2．各国货币发行额须受黄金储备的限制； 
3．各国允许黄金的自由输出输入。 
各国纸币发行及世界性经济危机使金本位制陷于崩溃。 
（三） 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和作用 
1．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用黄金来对他们的货币定制，币值比较稳定，给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

流动以准确的核算依据，这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信用的扩大，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各国货币都规定有含金量，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就由其货币的含金量比例来决定。 
3．国际金本位制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4．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四） 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缺陷 
1．国际金本位的自动调节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完美，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2．在金本位制下，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要受黄金供应量的限制，而且世界黄金产量的波动直接

引起价格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并且金本位制不能保证货币供应量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

应增加，从而有可能造成一国因通货不足而发生通货紧缩。 
3．在金本位制下，为了实现外部的经济平衡，要以放弃国内经济目标为代价。 
（五）金本位的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但美国在战后不久就恢复了黄金的自由兑换，实行金汇兑本

位制。然而，维持该制度十分艰难，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能也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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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 1931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终于瓦解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1937
年以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任何一种形式的金本位制。 

总之，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违背了金本位制要求的自

由竞争前提；二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黄金分配不均，削弱了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

三是货币黄金的供应量不能保持与世界经济生产同步增长。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 年 7 月二战结束前夕，44 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国家森林公园召开了联合

国货币金融会议，就金本位制以后汇率混乱、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问题进行讨论， 后由于美国经

济实力远远超出其它国家，会议通过了美国的方案，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统称为世界

银行。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因而，这个

会议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 
1．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给国际协商和合作提

供适当的场所，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2．规定了以美元作为 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其一，各国货币放弃黄

金比价，必须承认只有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1 盎司黄金 = 35 美元（也称黄金条款）；其二，各

国货币直接和美元挂钩，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各国货币只能通过美元间接和黄金发生关系。 
3．IMF 规定了各国货币汇价的波动幅度，即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各 1%

的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责任把他们的货币汇率维持在这一幅度以内，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

“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允许进行汇率调整。 
4． IMF 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 
5．IMF 协定第八条规定会员国不能限制经常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要在

兑换性的基础上实行多边支付。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 
（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相互对立的局面，保

持了相当稳定的国际汇率，这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结构本身存在着国际清偿力短缺与信心的矛

盾，即“特里芬难题”。简单讲，日益增长的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要求美国增加其逆差，但逆差增

加又是美元持有者怀疑美元将对黄金贬值，从而引起信用危机。其次，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

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美元是基准货币，即使美元汇率偏高或偏低也不便做出调整。另外，顺差国

也不愿其货币升值，逆差国不愿贬值。所以国际收支失衡难以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调节。再次，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汇率都与国内经济目标相矛盾。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地位基础之上的，美国为维持其自身利益进行大量的对外援

助和投资，而外援的后果却是美国经济和技术的逐渐丧失，从而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及美元地位

的衰落。60 年代以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 
1960 年 10 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 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 年 8 月 15 日，尼

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这样，不论是私人还是各国中央银行都不能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
黄金本位制就此失去其根基，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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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12 月达成了“史密斯协议”。协议没有恢复美元与黄金兑换，而是让美元对黄金贬值，

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并扩大了汇率的波动幅度。但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和美元储备资产

的不断外流，使美元再度贬值，各国货币均对美元浮动。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彻底

瓦解。 

三、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 
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1972 年 7 月 2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有关问

题委员会”，由 9 个发展中国家和 11 个发达国家组成，简称“20 国委员会”，讨论有关储备货币、

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矛盾与分歧，两年之内只发表了一份《改

革大纲》。1974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结束“20 国委员会”，成立专门研究国际货币制度

问题的临时委员会。 
临时委员会 1976 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签定了“牙买加协定”。在这个协定基础

上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 
（二）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 
1．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本份额。 
2．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与货币分离，成为纯商品。 
3．浮动汇率合法化。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安排，即可以选择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一国货币对外国货币不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黄金平价，不再规定汇率波动

的上下限，其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外汇市场随着外汇的供求情况

自由波动。 
浮动汇率有 4 种类型： 
管理浮动：政府为了使市场汇率向对本国有利的方向浮动而对市场汇率进行各种干预。 
共同浮动：某些国家出于发展经济关系的需要，组成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建立稳定的货币区，

对参加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制定出固定汇率和波动上下限，对经济联合以外的第三国货币则采取联

合浮动的办法。如经济一体化组织。 
钉住一种货币：由于历史的原因，将本国货币的汇率与某一种货币挂钩（即定出固定汇率），

然后随着该货币的汇率浮动而浮动。 
钉住“一篮子”货币：与几种主要国家的货币挂钩，与之保持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4．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

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成为二级储备，确立特别提款权本位。 
5．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用出售黄金的收入建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信托资

金”。 
（三）对牙买加体系的评价 
1．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 ,即信心和清偿力问题，能更

稳定地提供国际清偿力，使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不会影响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多元化的国

际储备体系下也有不公平，而且国际清偿力的增加并不能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 
2．牙买加体系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自由选择其汇率安排，并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时调

整。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联合浮动或单独浮动，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盯住美元、法国法郎、

特别体乱圈或自选货币篮子。由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都经常干预外汇市场，因此可以把目前的汇

率安排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

剧烈，这就增加了汇率风险，又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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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牙买加体系中，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多种调节机制相互配合来进行调节，主要通过汇

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金融机构的调节和动用国际储备资产来进行。由于各种调节机制都有其局

限性，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又有限，所以自 1973 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非但没有改

善，反而日益严重。 
综上所述，牙买加体系只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实际发生的深刻变化部分的予以合法化，

并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它提供了 大限度的汇率安排的弹性，却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

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方法，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它们的义务。因此，

一些理论家认为，牙买加体系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体系”，而实际上它是靠浮动汇率制和多种储备

体系来运转的。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与改革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浮动汇率体系，牙买加

体系只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牙买加体系对维持现今的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秩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如汇率的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等。这就迫切需要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平等地参加国际货币改革的谈判，以便建立一种更为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下是几种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方案： 
（一）国际商品储备货币（简称 ICRC） 。1964 年，艾伯特·哈特，尼古拉斯·卡尔多尔和

扬·廷贝尔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创立 ICRC，以便解决初级商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国际储

备货币不稳定问题。 
（二）特里芬的《2000 年的国际货币制度》。这是伯特·特里芬教授于 1982 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主张在 2000 年建立集中的国际信用储备制。储备中心建立后就可以建立国际中心货币，并使

之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但他低估了建立中心货币的艰巨性，高估了各国中央银行放弃使用本

国印钞机主权的愿望，因此，这一方案带有很浓的空想色彩。 
（三）库珀的“单一通货制”。理查德·库珀在其著作《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出了该建议。其

要点包括：（1）建立一个货币发行银行；（2）货币的发行和储备信用的控制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

（3）发行银行通过行使 终贷款人的职责来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库珀方案的特点是建立一个超国

家的金融机构来控制单一通货的发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发达国家能

否放弃国内经济政策的主权来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货币合作。 
（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方案。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有：24 国蓝皮书计划、《阿鲁沙倡议》、波兰特计划、24 国

集团报告等。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办法是可行

的，但实施起来是需要艰苦努力的。 
（五）设立汇率目标区。 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魏福德·伊塞尔，其主要倡导者

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其基本内容是：选择一组可调整的基本参考汇率，制定一

个波动幅度并由各国政府加以维持，目标汇率应随经济状况而调整。目标区可以分为“软目标区”

和“硬目标区”。 
主张设立目标区的人们认为，目标区综合了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和浮动汇率制的灵活性，有助

于汇率的持续稳定，避免大规模的外汇投机行为，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的协调。但反对者也不少，主

要认为实行均衡利率很难确定；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能力有限运用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会损害国内的

经济目标。尽管目标区的实施有不少困难，但它毕竟为稳定汇率提供了一种思路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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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集团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的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从目前国际货币的

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回到金本位制。各国纸币发行大大超过世界黄金储备；黄金产量远

不能满足国际贸易所需要的清偿能力；没有一种货币可以坚挺到足可以以此为中心恢复固定汇率

制。 
其次，国际外汇市场上汇价大起大落极不稳定。 
再次，地区性货币集团的扩大、合并，使建立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增加了。 
预计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在国际经济社会集团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美国、日本、欧洲三极

分立的局面，其发展趋势很可能形成三个 主要的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西太平洋货币区

（即日元区）。在各个货币区内，实行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同时，需要加强基金组织的监督作用，

使 IMF 成为一个凌驾于各个货币集团之上的全球性机构。因此。只要货币区内汇率相对稳定，而

货币区之间的汇率波动又得到有效控制，这样全球的汇率就处于一种可控状态下，由此必然促进世

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 

从广义上讲，国际金融市场是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领域和场所。 

一、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条件 

1．稳定的国内政局； 
2．实行自由外汇制度，无外汇管制或管制较宽松； 
3．金融制度与机构完备； 
4．现代化通讯设备； 
5．国际金融业务知识丰富全面的工作人员。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 

1．战前伦敦成为国际金融市场； 
2．战后纽约、伦敦、苏黎世成为三大国际金融市场； 
3．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日益具有国际性。 

三、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容 

（一）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就是外汇买卖的交易场所，参与者是各国的中央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各种机构、各

国外汇指定银行、进出口商、外汇买卖的客户、投机者等。主要业务是买卖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

以获取收益或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 
1．即期外汇买卖：也称现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在两个营业日内办理收付的外汇业务。

办理收付称为交割。买卖分电汇、信汇、票汇等。 
2．远期外汇买卖：即期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根据合同规定在预约期间办理交割的远

期外汇业务。 
3．套汇：利用不同的外汇市场、不同的货币种类、不同的交割期限在汇率上的差异而进行的



世界经济概论 

 1063

外汇买卖，借以运用外汇资金，调拨外汇头寸，增加外汇收益，防止汇率风险， 
外汇头寸：经营外汇的机构，帐户上的外币余缺数额状况。头寸多，须抛出；头寸缺，须购进。

防止汇率变化造成损失，保持收支平衡。 
①地点套汇：利用两个不同地点外汇市场之间的某种货币汇率差异，同时在这两个外汇市场一

面买进一面卖出这种货币，以赚取汇率差额的一种套汇交易。 
②时间套汇：买进或卖出即期或近期外汇的同时，卖出或买进同等数额的远期外汇，以避免汇

率变动的风险。目的在于轧平外汇头寸，防止由于汇率变动而遭受损失，不为获利。这种业务行为

也称掉期。 
4．抵补保值或套期保值：卖出或购进价值等于一笔外国资产或负债的外汇，使这笔外国资产

或负债的价值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达到保值的目的。 
5．投机：投机者单纯期望从汇率变动中或利而进行的外汇买卖活动。投机者只需有少数保证

金即可，无须全额现付，但风险极大。 
①空头：预期下跌，卖出期汇，如期下跌，购现交割。先卖后买，空头即卖空。 
②多头：预期上涨，购进期汇，如期上涨，卖现交割。先买后卖，多头即买空。 
（二）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根据不同的借债方式，一般分为银行短期信贷市场、短期

证券市场和贴现市场。 
1．银行短期信贷市场。对外国工商企业的短期信贷市场主要是解决临时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不

足的需要。 
2．短期证券市场。其基础是短期信用工具，各国信用工具大多有国库券、银行定期存单、银

行承兑汇票和商业票据等。 
3．贴现市场。贴现就是把未到期的信用票据打个折扣向贴现公司换取现金。它是短期资金市

场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贴现市场并无固定的交易所，是由贴现公司组成的。 
（三）、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市场。包括： 
1．银行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外国企业固定资本的更新、扩建和新建。 
2．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采用发行各种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的形式组织吸收国内外长期

资金，提供政府和工商企业所需要的财政和长期资金。 
（四）、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是世界各国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场所。世界上 4 大黄金交易市场是：伦敦、纽约、苏

黎世和香港。 
黄金市场的黄金主要来源于各国生产；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个人的抛售；各国发行

的金币等。 
黄金的主要用途为（官方）储备资产、工业用途和个人收藏。 

第三节  国际金融机构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集团）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被称为战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系世界经济秩序的 3 大

支柱。 
1944 年 7 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是建立战后国际金融机构的基础。根据这两个协议，1945 年 12 月 27 日，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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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属两个附属机构，即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

会，这 3 个机构统称为世界银行集团。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 

（一）IMF 基本情况 
创始会员国有 39 个国家，后经过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为其会员国。 
会员国的基金份额称为“特别提款权”。按会员国认缴多少和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收支中

所占比重进行分配。 
会员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时可以用其换取外汇，但次年必须按份额补齐。 
（二）IMF 的基本业务 
业务活动分贷款业务和其它业务两方面。 
1．贷款业务： 
在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时，以卖给外汇的方式，为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贷款对象

为会员国政府；贷款额度受会员国缴纳份额限制；贷款方式是由会员国用本国货币申请购买外汇，

还款时用黄金或外汇购回本国货币。 
有 8 种贷款：普通贷款、出口波动补偿贷款、缓冲库存贷款、石油贷款、中期贷款、信托贷款、

补充贷款、扩大贷款等。 
2．其它业务： 
（1）设立常设机构。如：理事会年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日常会议，商讨国际货币问题，以促进

国际货币合作； 
（2）收集和交换货币金融情报； 
（3）出版专题刊物和论文集，公布研究成果； 
（4）参加国际会议，和其它国际组织保持联系。 
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为美国所控制，现在内部形成两大集团，1961 年发达国家成

立 10 国集团，1972 年发展中国家成立 24 国集团。 

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 

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IBRD），

现有成员国 144 个。 
世界银行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面向欧洲提供贷款，帮助欧洲战后复兴，美国“马歇尔计划”

实施后，世界银行业务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部分发展资金。 
（一）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 
1．会员国认缴股金； 
2．在资本市场中发行中长期债权； 
3．出让债权。即将银行贷出款项的债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收回一部分资

金，以扩大银行资金的周转能力。 
（二）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 
1．有息贷款（硬贷款），贷款利率每半年浮动一次。 
2．会员国认缴股金。 
3．无息优惠贷款（软贷款）。 
世界银行规定贷款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世界银行的监督。 
世界银行的贷款用途一般为：交通运输、公用事业、能源开发、农林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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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2．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和内容是什么？ 
3．简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参考书目 

1．陈彪如著《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 
2．周新民著《国际货币体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3．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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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投资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以

及相关经济理论，明确两种投资形式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及各国对策。充分认识和掌握跨国公司的组

织形式与经营策略。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全面认清国际竞争环

境。 

第一节  国际投资关系 

一、国际投资的概念 

国际投资一般是指某国的企业、个人或政府机构以资本增值或其他经济目的所进行的超出本国

疆界的投资。这种经济活动从国际角度看即为国际投资。从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角度看即为利用

外资或引进投资。 
广义的国际投资，泛指各种形态的资源的跨国界的流动，包括资本、物质、设备、智力、技术、

信息等形式。在实践上，国际投资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

年以上的投资；短期投资则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投资。从目的来看，国际投资是以获取

资本增值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流动，因此，商业性资本流动和赠与性资本转移等都不属于国际投资。 

二、国际投资方式 

目前的国际投资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1）国际直接投资；（2）国际间接投资；（3）
国际灵活投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

业和跨国公司；二是购买国外企业股权达到控制的比例；三是以利润进行再投资，即投资者把通过

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业的追加投资。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类型包括公

司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国际信贷等。国际灵活投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贸易信贷、国际

租赁、信托投资、项目投资、项目贷款、技术转让、补偿贸易、对外加工装配与合作开发、国际工

程承包、劳务输出等等。 

第二节  资本国际化的进程与现状 

一、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投资是资本国际化的产物。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现象。

资本国际化进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国际化。 
第二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

展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 
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突出特点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化，集中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按照不同的资本职能，资本国际化又可以分为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和产业资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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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 
商品资本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值，它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

际贸易。当代的国际贸易不仅包括本国为主体与另一国相交换的双边贸易关系，而且还包括多边贸

易关系以及跨国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包括有形贸易，更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无形贸易。 
货币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资本运动与增值。国际借贷资本开

始是为满足商业资本国际化的支付职能的需要，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 
生产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国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生产的国际化。它是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实现的。 
产业资本国际化是在商业资本国际化和货币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战后资本国际化的

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它标志着资本国际化进入了发达的阶段。 
战后随着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重要，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不可

小视的重要力量。 

二、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原因 

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 
1．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巨额过剩资本的形成即资本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资

本向国外直接输出产业资本，投资建厂。 
2．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达到新的水准，为产业资本大规模国际化奠

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3．发达国家的经济条街对产业资本的国际化给予了有利的支持和保证。 
4．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为产业资本国际化提供了必需的资本来源。 
5．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主要发达国家利用直接投资推行新殖民主义，也推动了产业资本国际

化的进程。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向 

1．国际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际资本输出的增长很不平衡。除西欧各国的对外投资保持一般

增长外，日本异军突起，。 
2．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居重要地位。 
3．国际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多元化进一步深刻发展，并由此引起

国际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 
4．国际资本流向和投向改变，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资金

来源变得广泛而且方便。 
5．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脱离商品劳务运动的趋势，国际投资市场呈现出全球一体化趋势。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外创办企业或与当地资本合营企业，涉及生产要素诸如资本货

品、管理技术的直接卷入，投资者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拥有直接控制的权

力。它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投资者直接与企业的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相联系。 
国际直接投资是现代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投资的兴起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趋势

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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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一）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独资开办新工厂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和东道国联合创办合资

式合营企业，主要包括独资企业、股份制合资企业和合同制合资企业。 
独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提供全部资金，创办或购买企业，独立经营并获得全部利润的国际直

接投资方式。 
股份制合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共同投资。但这种企业容易受市场状况、生产

技术发展、双方战略目标以及政治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合同制合资企业是指跨国投资者按照合同投入资本并获取一定利益，但不宜持有股份为主要目

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当地企业负责。其缺点是，由于双方合作关系难以长期化，短期行为的倾向比

较严重。 
（二）控制外国企业的股权，这里是指购买外国企业的股票并达到一定比例，从而拥有对该企

业控制的权利。在国际投资的股份购买行为上，直接投资与有价证券投资的区别直接集中在控制权

的问题上。 
（三）以利润进行再投资，是指投资者把通过直接投资所获得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

业的追加投资。随着国际投资的深入发展，海外利润再投资已越来越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基本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很多，除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外，经济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两大方面。 
（一）影响国际投资的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指投资输入国的生产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特性，外资政策以及汇率稳定与否。 
生产要素成本是指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和特性是决定能否吸引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大、消费

层次高，投资项目容易有较大吸引力。 
资本和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也会影响和制约国际投资行为。资本输出国的贸易政

策、税收政策和反垄断法影响资本的流出和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良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健全的

法律法规以及在税收、融资、外汇管理和关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国投资的有效手段。 
汇率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不如对国际直接投资重要，但汇率稳定仍是影响跨国公司

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项目的资本收益率和风险率以及投资者

本身的特点。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收益率和奉献律师投资项

目可行性报告的必备内容，而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投资环境对国际投资风险起着决

定性影响。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的论断。 
马克思指出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

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资本输出则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列宁认为，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的集

中和资本的积累，也加速了过剩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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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海默-金德尔伯格：垄断优势论。 
海默第一次论证了国际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金融资产投资，从理论上开创了以国

际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海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仅是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包括非

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跨国公司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金德尔伯格强调市场结构

的不完全性和垄断优势。他们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拥有垄断优势。 
2．市场内部化理论。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发展并应用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他们认为是外部

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中间产品交易的低效率。跨国公司通过其有效的组织手段，变市场上的买卖关系

为企业内部的供需关系——使市场内部化，使中间产品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提高了交易效率。正

是市场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3．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抽象出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位置优势和市场内部化

优势，从三者所构成的 OLI 模式出发，归纳出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外生产成本

比国内生产成本要低；二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比当地生产成本低。当跨国公司具备三大优势，又

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倾向于国际直接投资生产。 
4．小岛清：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系统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其主

要内容是：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以比较成本、比较利润率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到一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为核心。他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的发展保持其市场份额，而失去比较优

势的企业则应利用其标准化技术和雄厚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资。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并不是进行

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直接投资也应遵循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由于涉及到资本、专利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国际转移，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和作用。 
（一）国际直接投资加速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从外资引进过角度考虑，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东道国获得一种长期稳定的资

金来源，用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

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和资金积累，加速经济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如果投资项目是出口导向型的，

会引导国际收支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如果投资项目是进口替代型的，则可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

而外资企业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以减少外汇支付，则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也有消极影响。因为国际直接投资必然以东道国主权的部分丧失为代

价。跨国公司的活动使一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干扰。 
（四）从资本输出国的角度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为国内过剩资本找到了

出路，带来了丰厚的海外投资利润。也能使投资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利用他国资源从而获得比

较利益。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前面理论中所提到的直接投资可能

会由于优势输出，而阻碍母国的出口贸易发展，从而使母国的国际收支受到不利影响。又如国际直

接投资的过度发展会造成母国产业空心化，对母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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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 

目前国际上对跨国公司没有统一的概念。从 1974 年至今从联合国角度对跨国公司概念曾几次

做过修改。 
1980 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第 6 次会议决议重新确立跨国公司概念：“跨国公司的定义

应指这样一种企业：其一，包括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不管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领域

如何；其二，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进行经营，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的对策和共同战略；

其三，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形成的联系，使其中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

影响，特别是同其它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基本意思是，首先不论分公司或子公司，

国有或私营，经营何种领域；其次，强调共同战略； 后，通过股权形式分享权利、义务和分担责

任。这个概念影响比较大。 
1993 年联合国再次确立跨国公司概念：“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实体组成的，在一个经营体系下

运营且通过股权与其它方式形成的企业，不考虑其规模。”对组织结构继续给予强调，但规模上特

意弱化。 
此外，欧美一些著名专家也有多个相关概念。如哈佛大学跨国公司概念：年产值为一亿美元，

至少在 6 个国家内投资经营的公司。 
从跨国公司概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从传统的垄断经营开始向多元化的竞争性经营发

展，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 

二、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 

（一）全球战略 
跨国公司进行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处在东道国的某一子公司的局部得失，经营过程中也不在乎

个别子公司的亏损，为了获得市场份额，有时甚至要以暂时的亏损作为手段，然后母公司通过其它

子公司或项目来平衡其全球利润，目的是为了整个公司的 大利益或长远利益，完成公司全球范围

内的战略目标。 
（二）海外投资的参与方式主要是股权安排和非股权安排。 
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其子公司中的股权拥有一般有 4 种情况： 
1．全部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95%以上，基本属于外商独资。 
2．多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94%之间。 
3．对等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一般为占领潜在市场，或中小公司。 
4．少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49%以下。过时技术、产品的项目居多。 
非股权安排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子公司中不参与股份，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为东道国

提供各种服务，从中得到各种利益。这是跨国公司面对东道国的国有化政策和外资逐步退出政策而

采取的在发展中国家持续保持地位的一种措施。 
各种安排形式利弊不一，东道国必须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灵活运用。 
（三）转让价格（划拨价格）（Transfer Prices） 
这是跨国公司根据全球战略目标，在内部公司之间销售商品和劳务的一种内部价格。实施转让

价格的条件是该项价格已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如专项产品配套等，市场价格无法进行比较和竞争。 
目的在于：（1）通过调节成本来调节公司利润；（2）转移资金，逃避东道国外汇管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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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市场。（4）逃避税收。 
转让价格的实施对东道国往往造成极大损害，对中小东道国甚至可以造成瞬间的国际收支失

衡。故被国际惯例所禁止。 
（四）内部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实行国际化分工，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公司所不能比拟

的。包括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和混合分工。 
水平分工：公司内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阶段或同种产品的生产，其中

主要子公司的所在地则是其销售中心。 
垂直分工：国外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部门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任务。 
混合分工：公司之间分别经营不同的领域，没有生产环节的联系。主要加强资本规模和生产的

集中，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 
配置原则： 低的生产成本， 先进的技术， 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五）本土化 
引入本土原料、技术、管理者，创建融入本土文化的公司经营理念，参与东道国的社区活动，

主动承担社会义务，是减少经营成本，减少冲突，加强东道国市场认同，长久占领东道国市场的有

效举措。 
（六）多样化经营 
多样化经营——集中经营——多样化经营的转变过程，表明了跨国公司经营观念的变化。当代

多样化经营是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结果，跨国公司主动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从资本运作到经营方式，

再到市场份额占有，都决定了必须主动进行多样化经营。 
（七）开发和垄断技术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是为了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 
垄断技术、推迟市场进入，完全服从成本和利润的需要。 

第五节  国际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也包括国际长短期贷款。国

际间接投资是传统的国际投资形式，但在当代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一、国际间接投资的类型 

1．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信用工具之一。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2．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企业对外举债并承诺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所发行的借款凭证。 
3．政府债券。又称公债，是一国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困难，

支持资源开发和经济规划，以政府信用为保证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4．国际信贷。是指一国银行或企业向外国银行和工商企业提供贷款，是一种普遍简易的国际

间接投资方式。重要的国际贷款方式有： 
（1）国际银团贷款，即由若干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贷款集团联合向一个贷款者提供相当数额资

金融通的贷款方式。 
（2）联合贷款，即由商业银行以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贷款方式。

联合贷款在形式上类似于银团贷款，在性质上是官方外援信贷与商业银行贷款的组合。 
（3）项目贷款，是贷款人为某一特定项目提供的贷款。它的资金来源除了国际金融市场外，

主要有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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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因素 

1．利率。利率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的主要因素。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于追

逐较高的资本利息收入。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往往是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 
2．汇率。汇率是影响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引起资本的流动。

一国政府为使资本流动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向变化，往往采取政策限制或鼓励资金流入。 
汇率的稳定性也会引起国际间接投资流向的变化。一国汇率稳定交易吸引资金流入该国。 
3．风险。风险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种证券或者贷款的风险是不同的。在

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者更愿意持有风险较小的金融资产。 

三、国际间接投资对投资的影响 

（一）国际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 
1．国际间接投资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2．国际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这为各国资金在国际间正常移动提供了便利

条件。 
3．国际间接投资一定条件下能促进资金在国际间的合理配置。资本不断以间接投资方式从相

对过剩的地区流向相对不足的地区， 终将使资金的国际配置趋于合理。 
（二）国际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外汇投机。在升贬值情景确定的情况下，外汇投机会随着国际间接投

资的增加而更为迅速地进行。 
2．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国际信贷市场的波动。这同各国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相违背，不利于世

界经济的稳定。 
3．国际间接投资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 

参考题目 

1．国际投资有哪三类主要方式？ 
2．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有哪些？ 
3．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催援民著《现代国际投资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年出版。 
2．李金轩主编《跨国公司》，北京华岭出版社，1993 年出版。 
3．刘跃生著《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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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建立完整的概念，同时对新格局的形成趋势有充分的科

学估计。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东盟一体化经济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和一体化措施的分析和了解，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和将来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不断提升经济地位的作用方式和难以推脱的历史责

任。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含义及综述 

对经济全球化至今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认识。目前，对经济全球化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有：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

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 
T·索维 1985 年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

资领域中的扩散。 
1997 年 IMF 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

及技术的迅速选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以上定义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它混淆了生产、投资、金融三者关系。第二，到底达到什么

程度才能叫做大规模活动，定义中并无明确界定。第三，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或重组，本身就是生

产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第四，整个定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描述，缺少理论抽象。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雷·D·萨克斯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四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促进

经济更快增长；第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第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四，对各国和国际政

治的影响。这个论断，显然也没有给出经济全球化明确的定义。 
教材定义：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过程，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与此相应的世界经济运行机

制的建立与规范化过程。 
经济全球化也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各国和地区的经济都融合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对外经济交

往中的对外贸易比重大大提高，生产领域中跨国公司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市场上外国货币

大量流通，资本跨国间流动加速，各国金融市场由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发达的交易网络系统联接成一

个整体。 
就总体和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基本成因 

（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

求。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又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为惯犯的发展空间。社会

生产力这种不断放大的正反馈效应，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获得持久动力的根本原因。 
（二）微观经济行为主体追逐利润的动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各国政府通

过签订各种协议，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正是对市场不完全所做出的反应，目

的是为了降低经济主体跨国界经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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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原因。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的经济自由化道路的选择，引起世界经济体制趋同与经济

全球化的持续升级、扩散。 
2．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高度流动引起了市区潜力的金融创新活动。 
3．跨国公司早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的双向套利活动，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微观经济基础。 
4．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革命，进一步缩短了全球的实践与空间距离障碍。 

三、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包括这样的趋势：经济行为主体跨国

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障碍越来越少，收益越来越高。一般来说，

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升入的动力。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在整个过

程中处于领先地位。 
（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微观主体。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一直是

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载体。 
（三）经济行为跨国界活动成本降低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不断升入与拓展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

的发展客观上降低了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成本，人们积极降低经济全球化主观成本的努力，则从另一

方面保证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深入。 

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它们构成了由低级到

高级的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关系。 
（一）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起点。贸易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已经使全

球商品市场形成一个整体。随着贸易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完成，生产全球化正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

要特征。 
（二）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分支机构在数量和地域覆盖上极大的

拓展，并借助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间多种形式的联系，实行组织和管理体制尚无国界规划，逐

步建立以价值增殖为基础的跨国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微观基础。 
（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

必然趋势。正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金融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从金融本身的发

展规律来看，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融资证券

化以及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等。 
金融全球化有如下特征： 
1．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2．资本大规模、高速度跨国流动。 
3．金融全球化使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变化。 
4．金融全球化加速了金融创新过程。 
5．以金融资产为特征的虚拟经济日益发展。 
6．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7．国际性金融机构兼并增多，跨国金融业务活跃。 
8．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得到进一步发展。 
9．金融监管与协调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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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经济，对介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

响。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实际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拉大。 
（四）国家经济主权逐步弱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影响。 
（五）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实现真正一体化。 
（六）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投资因素，增加了国际经济行为的风险，各国

经济安全随时受到挑战，面临考验。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根据相互达成的协议建立共

同机构，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内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调节，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 
传统的一体化概念是指旧殖民体系中由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国组成的经济发展形式。虽

然也是在再生产领域内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但它只围绕宗主国的利益发展，是建立在对附属国

的掠夺和相互间的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主权不平等是其典型特征。 
很多资料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描述为：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地理区域比较接近的国家

之间，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目前世界上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大多数由地理区域接近的国家之间组成。这是由于各国之

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国家间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然而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必然和所存

在的某种共同利益相关，这种共同利益往往首先是由于成员国处于同一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如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是为了保护和有效利用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而组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作用已经从经济方面拓展到政治、军事等方面。

有些一体化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力量。如历史上存在的经

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

墨集团）、正在形成的亚洲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十加三）等。一些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会

申请加入与地理区域无关的一体化组织。 
国际经济一体化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出现多样化，故概念上和传统有所不同。 

第三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一体化组织有各种形式，反映的一体化层次也有所不同。较低的只涉及到关

税的减免，较高的涉及到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甚至谋求政治上的联合。 
但一体化较高形式不是较低形式的发展必然，较低形式也不一定就是较高形式的雏形。各类一

体化形式所涉及的成员国共同利益内容不同，所结成的相应的一体化组织形式就不同。据此可将一

体化组织进行如下分类： 

一、特惠关税区 

特惠关税区规定成员国相互之间只课征远远低于对第三国所课征的关税，某些种类的商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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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免税。这是一体化的初级形式。 

二、自由贸易区 

美国称为对外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一体化水平较低的组织形式，指在每个成员国之间废除关

税和数量限制，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但每个成员国人保持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即对第三国各自保

留关税率。这是由签定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所组成的贸易集团（Free  Ttrade Zone. or Free Trade 
Area）。 

三、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在一体化程度上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包括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内容外，还规定了

成员国对第三国的统一关税率（Customs Union）和外贸政策。这方面的调节已经带有超国家因素。 

四、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势必关税同盟高一层次的一体化贸易集团。在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商品、

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实行自由流动，成员国对外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率。 

五、经济同盟 

经济同盟除了要达到共同市场的全部要求之外，还包括建立共同储备，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兑

换比率，甚至建立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劳动力、资本使用等经济政策，进而要求成员国在政治上

联合。 
由于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一体化组织，实行过程有相当的障碍。 

六、完全经济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的完成形式。此时，区域内各国在经济、财政、金融等政策完全一体

化，成员国之间完全消除商品、资本、劳动力流通的人为障碍，成员国经济在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

完全联合一致。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容易符合成员国的利益，实践中成员国较多在这个层次上结成联盟。经

济同盟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由于各国的经济条件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加入一体化组织的目的也

不同，实践中建立起来矛盾重重、进展缓慢。欧盟的建立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四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一、战后最早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非市场经济国家在 1949 年建立了战后第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由前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于前苏联解体前一年解体。 

二、战后建立最多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民族独立的风潮兴起，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继

建立起来。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中，以出口原料或单一产品为内容的组织较多。 



世界经济概论 

 1077

三、战后成为典范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 

欧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发展 快、影响 大的。欧盟建立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长期的

发展，很多经济指标超过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总和，如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量、钢铁汽车产量等；在

一体化组织发展上处于世界 高层次，建立了统一的“欧洲货币单位”，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自

由流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等。 
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发行将欧洲的一体化层次进一步提高，使欧洲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更加

紧密联结的良好态势，成为一支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力量。 

四、将形成鼎足之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十加三”有望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鼎足之势。 
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对内能否将欧洲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使内部市场成为欧洲各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保障，目前是谨慎解决好适时东扩的问题，即接受东欧较贫穷国家为成员国；对外和北美进

行贸易抗衡的同时，将合作争夺的目标确定为亚洲板快。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宣布成立。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

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

和多边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第一个由 富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

集团。这将促进实现“所有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面临的问题是：对内如何解决南美债务，进而将南美吸收为成员国以加强一体

化内部市场和实力；对外如何做到在世界霸主地位逐渐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既与欧盟相抗衡，又能

加强对亚洲板快的争夺。 
东盟（ASEAN）是于 1967 年 8 月 8 日于曼谷成立，共 10 个成员国。为加强化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关系，东盟于 1992 年的峰会中，采纳了强化经济合作关系架构协议，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

障碍，于 2003 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关税从 0 到 5％，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效

益，生产力和竞争力。 
亚洲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的必要性十分重要，但亚洲的一体化经济发展存在很多不定因素，但

小范围的一体化经济却存在很大的可能，如两岸三地、朝韩、各自为政的“十加一”等。 
“十加三”的促进将要克服很多障碍，其中比较主要的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如果亚洲没

有适时地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被两大集团肢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五节 欧盟的形成与一体化措施 

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原因 

1．由于历史的原因，聚集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2．由于地理原因，国家市场狭小，资源短缺，对外依赖性强。 
3．美国借助于马歇尔计划支持西欧结成一体化组织。 
4．地理相连，文化渊源相似，经济结构相近，有利于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各国经济利益不同，也不可能所有欧洲国家建立一个一体化组织，只能根据共同利益所在

和演变发展成不同程度的一体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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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过程 

1．1944 年《关税同盟》的签订是欧洲联合的萌芽。 
2．1952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础。 
3．签订于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共同形成《罗马条约》，

据此于 1958 年 1 月 1 日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或

称“西欧共同市场”（West European Common Market）。 
《罗马条约》阐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消除分裂欧洲的各种障碍”，“加强各成

员国经济的联结，保证它们的协调发展”，“在欧洲各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的基础”。 
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超越各主权国家的管理机构，即：部长理事会，执

行委员会，议会和法院。 
4．1967 欧洲共同体 
1967 年 7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上述 4 大

机构（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会、法院）合并，总称为“欧洲共同体”。但原 3 大共同体仍

保持独立地位。 
虽“欧洲共同体”是由 3 大共同体合并而成，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至

欧盟成立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共有 12 个正式成员国。 
5．欧盟 
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

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 年 2 月 7
日，各国外长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 19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欧洲联盟成立。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共同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依然存在。“马约”生效后，欧共体未就

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但欧共体内部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洲联盟”（简称“欧盟”）。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在欧洲联盟组织中占有中心地位。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是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 
目前，欧盟共有 25 个欧盟成员国。 

三、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 

1．关税同盟的建立 
《罗马条约》规定共同体应以关税同盟为基础。 
2．共同农业政策。其中包括 3 项主要内容：① 统一成员国农产品价格。这是共同体农业政策

的中心，其中包括 3 种价格：目标价格、干预价格、门槛价格。②农产品关税壁垒：对第三国农产

品实行差价税。③ 共同农业基金：农业指导与发展基金。 
3．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建立。建立欧洲货币单位。 
4．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通过洛美协定的签定，与不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5．欧元。1969 年欧共体海牙会议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1991 年 12 月 10 日，欧共体

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将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

《马约》规定， 迟在 1999 年 1 月 1 日，经欧洲理事会确认，如达到“趋同标准”的成员国超过

7 个，即可开始实施单一货币。1994 年 12 月 15 日，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将欧洲单一货币定名为欧

元，取代埃居。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1 月 4 日，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正式登场。 
6．《欧盟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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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宪法条约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在罗马由欧盟成员国元首及政府首脑签署。不论是通过议

会表决的方式还是通过公民表决的途径，如果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该宪法条约的话，它就将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生效。法国于 2005 年 5 月 29 日公投否决。 

四、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的借鉴 

1．稳定区域金融秩序 
2．强化对农业市场的保护 

第六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贸易的增长 
（一）由于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免除关税和贸易限额，使成员国之间贸易条件较第三国有利，从

而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二）由于一体化组织内部之间消除了关税壁垒，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有利于第三

国资本在一体化组织内直接投资，跨越关税壁垒，分享产品免税流通的利益。这也是一体化集团贸

易增长的因素。 
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部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以及国际技术合作的发展，促进了投资

水平的提高。 
三、经济一体化影响集团内部成员国的部门结构，促进了新工业部门的发展。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原本是独立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各集团之

间、各经济板块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改变了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 

参考题目 

1．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关系。 
2．区域经济一体化有那些组织形式？ 
3．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十加三”之间的格局分析。 

参考书目 

1．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2．李德明、江时主编《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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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简介 
国际经济学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它主要探讨各国之间商品、服务的交换和国际间资本、

劳动力的流动的动因和影响，以及各种国际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在内容体系上，国际

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这两大部分在名称上通常又分别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

理论。和大多数经济学科分支一样，国际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的延续和应用，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比较，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国际格局下的一些

同样的问题，即探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运用微、

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因此， 可以说国际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基础之上，研究各国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科分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国际经

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目前国际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课

程。 
课程特色 
国际经济学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财经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虽然是以法

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国际经济学 早作为国际经济系的必修课在我校开设的时间却已有

14 年的历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更好地领会法律背后的经济原因，为更好地学习国际经

济法知识奠定了基础。 
国际经济是一门理论性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课程。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国际经济学是一门

注重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开放性和前瞻性紧密结合的课程。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演

进，国际经济知识将成为经济管理、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中不可取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学生系统了解国际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让学生熟练掌握国际经济学中的主要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让学生能

够对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现象、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本课程的教

学，力求使学生对国际经济学的整体体系有一个明确的把握，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

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国际经济学不仅打开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分析

问题的方法，同时也为他们进一步学好本专业课程，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对那些日后将从事对

外经济活动的学生，本课程的学习至关重要，同时，本课程不仅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国际贸易、国际

金融和国际经济法等课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我国

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服务。 
学习方法 
本课程学习中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已经学习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如果因某些原

因有的学生对本课程所涉及的一些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十分了解，学生要做好自我预习； 
（2）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知识有一定的相关性，学生要注

意相关学科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学习这些课程奠定基础； 
（3）学生除了要了解本课程中的各种理论或流派内容介绍之外，还要了解各种理论或流派之

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它们互相之间在研究角度和应用范围上的不同或区别， 提高自己的思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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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学习，对本课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分析方法要能熟练掌握，

并能运用这些方法去分析现实中的问题； 
（5）注意每章练习与思考题的学习，通过自我训练，提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6）注意关心当前国际经济问题，并学会用所学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 
（7）根据教师提供一些参考文献清单，增加自己的课外学习，扩大视野。 
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的专业必修课是 54 个课时，周 3 学时；全校通选课为 36 课时，周 2 学时。

教师可根据各自单位的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的学时数。若教学学时紧张，教材中的某些章节（如第九

章、第十一、十二章）的教学可将课堂讲授与学生自我学习结合起来进行。另外，建议有条件的教

师可采取多媒体教学方式，这样一方面可节约讲课时间，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讨论

与交流机会，另一方面还可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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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研究对象，及

其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关系，了解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的重点是掌握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通过国际经济学与相关学

科的对比，了解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特点。 

第一节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内容 

一、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 优分配，以及

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 

二、国际经济学与国内经济学的关系 

国际经济学是国内经济学在特殊条件下的引申。 

三、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 

第二节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一般经济学那里承袭下来的，不同的是，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经济

学具体应用时，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的特色： 
1．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不涉及货币因素，不考虑各国货币制度的差异与关系的影响，即在分析

时假定这是一个物物交换的世界。 
2．各贸易模型大都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且生产要素不超过两个。 
3．国际贸易理论多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4．大多数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 

第三节  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1．是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2．有助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国际经济理论； 
3．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从事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法有关的工作。 

主要参考书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 
2．[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版。 
3．[美] Paul R.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Fif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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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 5 版），著，清华经济学英文版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8
月版。 

4．[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

济学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5．原毅军：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高等学校经济学类英文版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核心概念 

国际经济学   局部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 

思考题 

1．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2．国际经济学与国内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3． 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4． 试对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做出评价。 

讨论题 

你认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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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作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阐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

以及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绝对利益论、比较利益论和穆勒德相互需求理论，通过

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并学会用数学模型将其表述出来。 
学习重点和难点：比较利益论是贯穿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因此，认真领会其理论精髓，正确

评价比较利益论，找出其不足，同时将其思想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

我们进一步学习国际经济理论的基础。 

第一节  重商主义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商主义产生于的历史背景正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二、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 

重商主义在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 
1．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2．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 
3．多卖少买，保持贸易顺差，是获得财富的基本原则。 
4．国家干预经济，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 

三、早期重商主义与晚期重商主义 

1．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货币差额论”。 
2．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四、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国家干预经济，并实行奖出限入，扶持幼弱工业的政策。 

五、简评 

重商主义学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对国际贸易关系的

解释还是相当原始和粗陋的。 

第二节  绝对利益论 

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贸易的增长，又推动着国际分工的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 

绝对利益论是指如果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再相互交换，那么，每个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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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使国民福利增加。 

三、简评 

绝对利益论为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它没能说明若一个国家

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占有绝对优势，是否还要参与国际分工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三节  比较利益论 

一、比较利益论的基本内容 

比较利益论说明一个国家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中都处于劣势，依然可以按照 “两优择重，两

劣择轻”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使各国获得贸易利益。 

二、简评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是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国际

贸易理论的形成，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比较利益论是一个短期、静态的理论，而且没有说明国际

交换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第四节  相互需求理论 

一、相互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 

穆勒从需求方面入手的，认为国际交换价格是实际上是由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决定的，因此，

相互需求理论实质上是国际供求关系决定国际交换价格的理论。 

二、相互需求理论的意义 

1．穆勒强调了相互需求因素在国际交换价格形成上的重要性及其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因而是

对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进一步补充。 
2．穆勒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仍然是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家在分析国际贸易时经常采用的方法。 

第五节  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一、不变的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1．如果两个国家各自选择机会成本相对低，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进

行国际贸易，则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 
2．在经济学中，机会成本就是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可以通过机会成本将比较利益论和相

互需求理论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 

二、递增的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1．在现实世界中，机会成本是递增的。 
2．机递增机会成本下的贸易模型与机会成本不变的贸易模型的 大区别是，机会成本递增的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94 

情况下，两国都实行不完全的专业化生产。 

三、提供曲线与贸易条件 

1．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是国际经济学特殊的研究工具。 
2．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被称为贸易条件。 

主要参考书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2．[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3．[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4．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5．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核心概念 

重商主义  贸易差额论  货币差额论  国际分工  绝对利益  比较利益   国际交换价格  机
会成本  提供曲线  贸易条件 

思考题 

1．试述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说明重商主义的理论意义。 
2．试述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3．试述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局限性。 

讨论题 

你如何看待比较利益论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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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赫-俄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围绕

着赫-俄理论这一主线，了解里昂惕夫反论及其解释，掌握新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

概念和内涵，并注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结合。 
学习重点和难点：赫-俄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点，也是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的内容。本

章的新贸易理论和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的动态贸易理论是学习的难点。 

第一节  赫-俄理论 

一、相关概念和基本假设 

赫-俄理论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深刻理解这些假设条件，对于把握赫-俄理论的实质，特别是赫

-俄理论的扩展意义重大。 

二、H-O 定理的内容和意义 

1．H-O 定理的内容 
H-O 定理也称生产要素相对稀少定理，即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

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也是不同的，因此，各国都生产那些能够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

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2． H-O 定理的意义 
（1）它把各国之间相对要素的差异或要素禀赋独立出来，作为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基

本原因或决定因素。 
（2）H-O 定理还说明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3）H-O 定理同样适于国内贸易。 

三、H-O-S 定理的内容和意义 

1．H-O-S 定理的内容 
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 
2．H-O-S 定理的意义 
国际贸易是要素国际流动的替代物。 
贸易可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第二节  里昂剔夫之谜 

一、里昂剔夫之谜的内容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里昂剔夫利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美国进出口货物的 K/L 比例，以验

证 H-O 定理，结果得出相反的结论，称为“里昂剔夫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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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里昂剔夫之谜的解释 

1． 劳动生产率说 
2．人力资本说 
3．自然资源稀缺说 
4．贸易壁垒干扰说 
5．消费偏向说 

第三节  新贸易理论 

一、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经济学家们在解释里昂剔夫之谜产生的原因和不断放宽赫-俄模型赖以生存的必需假设的过

程，其实也正是引入新的贸易理论的过程，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是现今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

重要因素。 

二、基于产品差异的贸易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通过修正 H-O 定理的假设条件，提出产品差异贸易理论，以解释二战后

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三、重叠性需求理论 

瑞典经济学林德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了同行业内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容易成为贸易伙伴

的现象。 

第四节  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 

本节将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国际贸易进行动态研究。其重点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一、生产要素的增长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1．生产要素的增长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依据要素增长比例的不同向外膨胀。 
2．雷布琴斯基定理说。 

二、技术进步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1．技术进步的类型分为：中性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2．所有技术进步都会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膨胀。 

三、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 

（一）增长与贸易：小国的情况 
小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它的贸易额的扩大不会影响贸易条件，其国民福利总体来说是增加的。 
(二) 增长与贸易：大国的情况 
大国经济增长会影响贸易条件，甚至使贸易条件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

特别注意避免出现贫困化增长，而应该追求有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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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内容和意义 

（一）理论内容 
维农将市场学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引入到国际经济学，说明一个创新国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

很容易被其他国家仿制，从而使比较优势由创新国转移到模仿国。 
（二）理论意义 
1．该理论是动态的贸易理论，说明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比较优势理

论是静态研究的缺陷。 
2．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第五节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一、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基本内容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该理论从追求贸易顺差的思路和投资乘

数原理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对外贸易乘数公式来分析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以期使对外贸易

成为刺激经济和扩大就业的有效工具，由于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因此也被称为新重

商主义。 

二、对外贸易乘数的政策含义 

该理论主张：世界总进口额扩大，而国内需求不足时，可以通过扩大出口，并使扩大出口所增

加的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参考书目 

1． [瑞典] 伯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Brander, J.A. and Krugman, P.R. (198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 313-23． 
3．elpman, E. (1984), ‘Incrasing Returns, Imperfect Markets and Trade Theory’, in Jones, R. and 

Kenen, P.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325-15． 
4．arkusen, J.R. (1981), ‘Trade and Gains from Trade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531-51． 
5．[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核心概念 

要素密集度  要素丰饶度   人力资本  规模经济   中性经济增长 
贫困化增长  中性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比较静态分析  边

际进口倾向  外贸乘数 

思考题 

1．阐述 H-O 定理极其意义？ 
2．H-O-S 定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理解？ 
3．什么里昂剔夫之谜？“悖论”的出现是对赫-俄理论的否定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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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行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5．简述重叠性需求理论？ 
6．什么是雷布琴斯基定理？（并请用图解说明） 
7．要素增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什么关系？ 
8．什么是贫困化增长？其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9．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 
10．试述国际贸易乘数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1．试比较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异同点。 

讨论题 

你如何看待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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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贸易政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从本章开始我们将不再拘泥于国际贸易纯理论的研究，而是要注重现实

中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贸易政策的内容，掌握对贸易政策的经济

分析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注重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关税、进口配额、倾销、出口补贴的经济分析，以及保护

幼年产业论的内容和意义，难点是关税的一般均衡分析和关税有效保护率理论的理解。 

第一节  关税及其经济效应 

一、关税及其种类 

关税是一国贸易政策中 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按照划分的标准不同，它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对于本课程来说， 需要学生掌握的是根据征收方法的不同，关税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的特点。 

二、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一国征收关税以后，会产生保护效应、消费效应、贸易效应、财政效应、在分配效应和国际收

支效应。 

三、关税的一般均衡分析 

1． 小国征关税后贸易条件没有改变，只会使该国的贸易量减少，因此，小国征关税只会使该

国的福利水平下降。 
2．一个大国征收关税会减少贸易量，但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该国福利实际上是增加还是

减少，要依上述两种情况对净福利的影响而定。 

四、最适当关税率与关税报复 

1． 适当关税使该国净福利 大化。 
2． 关税战将使贸易量大幅度减少，使所有国家 终丧失全部或大部分贸易利益，直至回到封

闭状态。 

五、关税结构与有效保护率理论 

1．关税结构不同，对 终产品的实际保护率是不一样的，由此，提出有效保护率概念。当对

中间产品不征税时，有效保护率为 大值。 
2．发达国家根据有效保护率理论，采取累进制的关税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很不利的

影响。 

第二节  非关税壁垒及其经济效应 

一、进口配额与自动出口配额的经济效应 

1．进口配额与关税的经济效应是相似的；如果除价格以外的其它因素促使需求曲线上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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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配额的保护效应要大于关税的保护效应。 
2．进口配额的保护效应是确定的，它阻止了竞争，因而，对贸易的扭曲也就更严重。 
3．自动出口配额是一种变相的数量限制，它的经济效应与进口配额有相似之处，但是形式和

实施效果上有差异。 

二、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还有：进口许可证、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海关估价、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绿色壁垒、外汇管制等。 

第三节  鼓励出口的措施 

一、出口补贴与反补贴税 

1．一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商品出口而对本国出口厂商给与的直接或间接补贴叫出口补贴。 
2．出口补贴使本国的消费者蒙受损失，而生产者收益，大量的补贴还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并且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3．当进口国发现出口国有出口补贴，并造成进口国市场混乱时，便会征收反补贴税。 

二、其他的鼓励出口措施 

其他鼓励出口的措施还有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第四节  倾销与反倾销 

一、倾销及其经济效应 

1．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实行长期倾销的厂商必须是大的垄断企业，国内和国外面临着

不同的需求弹性，目的是为了利润 大化。 
2．在倾销是否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与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二、倾销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1．倾销会使进口国的同类产品遭到竞争，进而要求征收反倾销税。 
2．倾销会使出口国的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很高的价格，出口厂商有可能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调

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 
3．倾销使第三国的同类产品也会遭到竞争，因而要求对出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三、反倾销措施与反倾销税 

1．征收反倾销税要求有对倾销事实、严重损害的认定，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

系。 
2．反倾销大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已经成为 有效的贸易保护的手段之一。 

四、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诉讼 多的国家，我们必须从政府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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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个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改变目前的处境。 

第五节  国际卡特尔 

一、国际卡特尔及其定价方法 

为避免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了通过限产、限量，使垄断利润达到 大化

的垄断组织——国际卡特尔。 

二、影响国际卡特尔定价水平的因素 

影响国际卡特尔定价的因素有产品的需求弹性、市场占有率、产品替代性、供给弹性等多种因

素。 

三、国际卡特尔协议的不稳定性 

由于按照协议产量生产，成员国并没有达到利润 大化，因此，总有违反协议，扩大产量的冲

动，使对各方有益的协议不能很好的遵守。 

第六节  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分类 

经济学家把贸易保护理论分为三类：错误的观点、含有合理因素的观点和非经济的观点。 

二、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1．保护幼年产业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自由贸易的进程应该不一样，允许

落后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使经济强大起来以后，在实行自由贸易。 
2．该理论并没有违背比较利益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的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 

1． [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主编。 
2．[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美] 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核心概念 

关税  进口附加税  从价税  从量税  复合税  关境  选择税  反倾销税 
反补贴税  适当关税 关税报复  抑制性关税  有效保护率  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  自动出

口配额  海关估价  政府采购 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出口信贷  买方信贷  卖方信贷  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外汇管制  倾销持续性倾销  出口

补贴 国际卡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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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关税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2．关税一般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3．试述关税结构与有效保护率理论？ 
4．进口配额与关税的经济效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5．自动出口配额极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6．出口补贴极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7．持续性倾销的实现条件是什么？倾销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针对反倾销调查，应该采

取怎样的对策？ 
8．形成国际卡特尔的条件是什么？国际卡特尔定价应该考虑那些因素？ 
9．试用博弈论解释国际卡特尔协议不能稳定的原因。 
10．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主要有哪些？ 
11．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试述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合理性？ 

讨论题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是哪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减少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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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税同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

象，关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形式，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关税同盟理论的内容，

并能结合所学理论分析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关税同盟理论及其经济学分析，难点是形成贸易创造性关

税同盟的条件。 

第一节  经济一体化及其组织形式 

一、经济一体化 

区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本章所讲的经济一体化概念主要是区域经济一

体化。 

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按照一体化的进程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有：特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

市场和经济同盟五种形式。 

第二节  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 

一、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 

1．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主要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 
2．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还有节约开支；贸易条件改善；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处于更有力的

地位等。 
3．导致福利增加的条件。 

二、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是更重要的，这些动态效应包括：市场结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产要

素移动的经济效应和投资效应。 

主要参考书目 

1．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巴拉萨（Balassa, B.）：《经济一体化理论》， 1962 年版。 
3．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 年版。 
4．陈岩：《国际经济一体化》，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核心概念 

经济一体化  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同盟  贸易创造  贸易转向  关税工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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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是什么？ 
2．关税同盟的动态经济效应是什么？ 
3．使关税同盟福利增加的条件是什么？ 
4． 试结合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几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兴起与发展史，谈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

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讨论题 

你认为中国在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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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贸易体系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是第五章内容的引申，国际贸易体系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践。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多边贸易协定和国际贸易组织的原则和宗旨，并能够对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世界贸易组织宗旨、职能和基本原则。难点是对中国“入

世”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关贸总协定概况 

一、关贸总协定的历史背景与成立过程 

二战后，为了减少贸易壁垒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在英、美两国的倡导下开始进行多边贸易谈判，

并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并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宣布在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生效之前临时适用关贸总协定。 

二、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及其成果 

关贸总协定成立的 45 年时间经过了 8 轮谈判，第 8 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 大成果是创立了世

界贸易组织并达成了范围广泛的一揽子协议。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世贸组织的建立结束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缺少一个正式的、健全的、规范化组织机构保证

的历史，它是对关贸总协定的进一步“扬弃”和发展。 

二、世贸组织的宗旨和职能 

1．世贸组织的宗旨并不是推行自由贸易，而是提高生活水平，使各成员国经济持续发展，并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份额和利益。 
2．世贸组织有很多职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特殊争端解决机制。 

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扩大到其管辖的服务贸

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领域中。 

第三节  中国与世贸组织 

一、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谈判过程 

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接受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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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权利和义务 

“入世”可以使中国有更好市场准入，促进我国出口的增加，为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承担削减关

税、逐渐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农产品市场等义务。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和挑战 

“入世” 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但同时由于发展

水平还比较低，我国经济也将遭受较大的冲击。 

主要参考书目 

1． 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石广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3． 王福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核心概念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  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 
特殊争端解决机制 

思考题 

1．世贸组织也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2．简述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职能和基本原则。 

讨论题 

1．“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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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与跨国公司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贸易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一定意义上讲本章

是国际贸易理论的继续。伴随着生产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

上升，对本章的学习也显得更加重要了。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产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

的相关理论，并认识到要素的流动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资本、劳动要素的移动的经济效应，难点是对跨国公司理论

的理解。 

第一节  劳动力的国际迁移 

一、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原因和特点 

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从要素价格低的国家流行要素价格高的国家。 

二、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收益 

对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主要是从劳动力流入国和劳动力流出国，从私人和社会

两个角度来考察的。 

三、劳动力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产生劳动力市场效应、生产效应、在分配效应、国际贸易效应，从而使

资源配置更合理。 

第二节  资本的国际移动 

一、资本国际移动的方式和原因 

国际资本移动主要有两种基本方式：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原因主要是在国外可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并使投资风险分散化。 

二、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是：使世界总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使世界总产量增加，国民福利水

平提高；使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发生变化。 

三、外资吸引能力的分析 

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不适无限的，与该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资本边际产值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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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性质和经营特点 

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使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 显著

的特点。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主要流派 

有关跨国公司的理论很多，主要有：垄断竞争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生产周期理论、区位理

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发展水平理论。 

三、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 

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对世界经济总的影响；对投资国经济的影响；对

东道国经济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 

主要参考书目 

1．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2．腾维藻、陈荫枋：《跨国公司概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N 胡德、S 杨：《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年。 
4．林康著：《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5．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兼论加入 WTO 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的战略调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核心概念 

边际生产率  资本边际生产率  劳动边际生产率  跨国公司  直接投资 

思考题 

1．试分析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与收益？ 
2．试述劳动力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3．国际资本移动的原因是什么？ 
4．国际资本移动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5．对外资的吸引能力是无限的吗？ 
6．对外直接投资通常采取哪三种形式？ 
7．跨国公司理论主要有哪些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8．中国劳动力国际移动有哪些特点？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9．你如何评价 FD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0．试用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11．结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趋势讨论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讨论题 

你如何评价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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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汇与汇率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从本章开始，我们将进入国际金融部分。外汇、外汇市场、汇率是学习

国际金融知识的基础，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外汇、汇率的基本的概念、外汇市场的功能、

汇率决定理论和影响汇率因素。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外汇、汇率的概念和汇率理论是本章学习的重点。由于何外汇交易接触不

多，所以，对同学来讲，国际结算方式、外汇市场交易活动是学习的难点。 

第一节  外汇与外汇市场 

一、外汇的一般含义 

外汇是外国货币或以外国货币表示的能用于国际结算的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外汇实质上就是

用外币表示的用于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 

二、外汇市场的组织与功能 

外汇市场是由外汇需求者与供给者及从事外汇买卖的中介机构所构成的买卖外汇的场所及交

易网络。它的 基本功能是为各国相互间的经济交易提供支付手段，此外，还有信贷功能和为套期

保值和投机提供便利的功能。 

三、国际结算的方式 

国际结算的主要方式有汇付、托收和信用证结算方式，其中，信用证结算是重要的计算方式。 

第二节  汇率与外汇市场 

一、汇率及其标价方法 

汇率是一种价格，即用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的标价方法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

标价法。 

二、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外汇市场上每天都进行着各种交易，根据汇票的期限不同，外汇交易大致可分为两种，即期交

易和远期交易，于是便产生了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 

三、外汇市场的交易活动 

在外汇市场上可以通过套汇、套利、投机活动获得资产收益，也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规避外汇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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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汇率的决定于波动 

一、均衡汇率 

均衡汇率就是既能维持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又能维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汇率，它处于外汇的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上。 

二、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 

正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汇率作为一种价格也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

而影响外汇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有：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相对利率、商品总需求和总供给、经

济增长率、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心理预期。 

三、政府干预外汇市场 

当汇率发生剧烈波动时，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汇率波动的方法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买进、

或卖出外汇；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言论以影响市场心理；与其他

国家联合，进行直接干预或通过政策协调进行间接干预等。 

四、货币贬值和升值的经济影响 

1．货币贬值对经济的 基本影响是促进出口，不利于进口；有利于吸引外资，但会增加外债

负担。 
2．货币升值对经济的 基本影响是增加进口，不利于出口；有利于对外投资，但会使一个国

家的外汇储备或从外国调回资金折合成本币相应减少。 

第四节  汇率决定理论 

一、金平价说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有法定含金量，纸币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实际汇率货币因供求关

系的变动在黄金输送点范围内围绕铸币平价上下波动。 

二、纸币本位制下的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决定的理论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是：国际借贷说、购买力平价说、汇兑心理所、流动资产

选择说、货币供求说。 

主要参考书目 

1．姜波克：《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陈彪如：《国际金融市场》，马之周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核心概念 

外汇  外汇市场  国际结算  汇率  即期汇率  远期汇率  升水  贴水 
套汇  套利  套期保值  投机  均衡汇率  信用证  汇票  本票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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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输出点  黄金输入点  金平价  货币升值  货币贬值   黄金输送点 
托收 

思考题 

1．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各起什么作用？其基本职能是什么？ 
2．国际结算采取哪些方式？ 
3．托收的特点是什么？包括哪些种类？ 
4．信用证结算的程序是怎样的？信用证结算的特点是什么？ 
5．通常汇率采取哪两种标价方法？其含义是什么？ 
6．投机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有哪些？ 
7．如何进行三角套汇？ 
8．什么是利息平价？出现利息平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9．什么外汇风险？进出口商如何避免外汇风险？ 
10．汇率发生波动时，政府任何干预外汇市场？ 
11．货币贬值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12．货币升值的原因其对经济是什么？ 
13．试对购买力平价说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局限性进行说明。 
14．试对西方汇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局限性进行说明。 

讨论题 

结合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因素，你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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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际收支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国际收支是考察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的全部情况和发展趋势的重

要指标，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反映了对外经济的不平衡。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以及国际收支各个项目的经济含义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用国际收支理

论分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及应该采取的相应政策。 
学习重点和难点：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国际收支理论是本章的重点。国际收支

的调节机制和对国际收支理论的深入理解是本章的难点。 

第一节  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 

国际收支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搞清楚它的内涵是我们正确运用这个概念的第一步。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主要内容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内容包括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错误和遗漏项目。 

三、国际收支的计算方法 

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帐方法和各种帐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正确计算和解读国际收支

的关键。 

第二节  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调整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含义 

按照人们的传统习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国际收支不平衡可以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以

下几层含义：贸易收支不平衡、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基本项目收支的不平衡。 

二、国际不平衡的类型 

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看，我们可以将国际收支不平衡分为：临时性不平衡、结构性不

平衡、周期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 

三、国际收支调整的方法 

各国调节国际收支的方法主要有：奖出限入政策、调整利息政策、财政政策、调整汇率、建立

外汇平准基金、开展国际经济金融合作。 

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 

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调节国际收支的方法也不同。 
1．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个国家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或用黄金来清偿差

额，还可以通过政府援助或增加短期或长期债务来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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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纯粹的自由经济中，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以通过货币——价

格机制、收入机制、利率机制自动地达到均衡。 

五、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配合理论” 

对一个国家来说，要一国长期保持国民经济的内外均衡是有很多困难的，蒙代尔的“ 政策配

合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模型，现实中还需要外汇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各种行政管制政策

相配合。 

第三节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一、国际收支调整的弹性论 

弹性理论认为，贸易收支额的变动与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关，当满足马歇尔——勒纳

条件，即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 1 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使其贸易逆差减少。 

二、国际收支调整的吸收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了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

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收支调节的相应政策主张。 

三、国际收支调整的货币方法 

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一国的货币供求变动

会引起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同时，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反过来又影响国内的货币供求变化， 终

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条件下，国际收支会自动地在长期内趋于均衡。 

主要参考书目 

1．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年版。 
2．［美］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第三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3．[英]J.E.米德：《国际收支》，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年。 
4．[美]J.戈莱比：《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5．[美]M.G.德弗里斯：《国际收支调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 
6．戴金平著：《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7．潘国陵著：《国际金融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理论与国际收支理论研究》，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核心概念 

广义国际收支   狭义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    马歇尔-勒纳条件 
资本项目   经常项目  金融项目   自主性交易   补偿性交易 
国际收支差额   外部均衡  国内均衡   J 曲线效应    国际收支均衡 

思考题 

1．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2．国际收支不平衡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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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收支不平衡有那些类型？主要有那些调节方法？ 
4．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是什么？ 
5．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均衡？ 
6．试述 J 形曲线效应原理。 
7．试画图说明马歇尔-勒纳条件。 
8．试述弹性调节理论的基本内容并进行评价。 
9．试推导吸收法的公式并说明政策含义。 
10．试述货币调节法的基本内容并进行评价。 

讨论题 

国际收支顺差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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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在上一章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内外均衡的含义，以及不同

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以 IS-LM-BP 模型为核心，正确评价固定

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它的政策的含义，难点是

IS-LM-BP 模型的推导和变形。 

第一节  IS-LM-BP 模型的推导 

一、内外均衡的含义 

1．在开放的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

平衡。 
2．经济增长是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三个。对内均衡指内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状

态；对外均衡指国际收支达到均衡。 

二、开放条件下 IS 曲线的推导 

根据国民收入均衡条件求出 IS 曲线的几何和代数推导。进出口变化、汇率的变化会引起 IS 曲

线的移动。 

三、开放条件下 LM 曲线的推导 

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求出 LM 曲线的几何和代数推导。汇率变化会引起 LM 曲线的移动。 

四、国际收支平衡线——BP 曲线的推导 

根据国际收支均衡的条件求出 BP 曲线的几何和代数推导。BP 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平衡的利率

和收入组合。 

五、IS-LM-BP 模型 

将 BP 曲线引入到 IS-LM 模型中，从而形成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开放的宏

观经济模型，是我们研究开发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 

第二节  固定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因为要维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很难同时兼顾内外两个政策目标，政府运

用货币政策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若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变化反应比较敏感的话，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刺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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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高国民收入比较有效；反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以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为假设前提的开放经济模型，该模型系统阐述了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政策的效果直接取决于国际金融资产的流动

性和汇率制度的安排。 

第三节  浮动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浮动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目标 

由于浮动汇率可以使一国经济自动达到对外均衡，因此，在浮动汇率制下，政府的政策目标只

有一个，即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实现对内均衡。 

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与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作用不通，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与收入有较强的影响

力。 

三、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受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弹性越大，

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有限。 

四、资本完全流动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而货币政策则是有效的，即

一国货币当局在浮动汇率制下可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主要参考书目 

1．[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学

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2．薛敬孝：《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7 月。 
3．Meade,J.E.:Theroy of Internatioanl Economic Polic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三卷）（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年版。 
5．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二卷）（一般货币与宏观经济理论），中国金融出

版社，2003 年版。 

核心概念 

内外均衡   BP 曲线   IS-LM-BP 模型     米德冲突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思考题 

1．试述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内容以及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 
2．试推导 IS-LM-B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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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重要内容。 
4．试比较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完全不流动、资本不完全流动和资本完全流动三种情况下货

币政策的效果。 
5．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完全不流动、资本不完全流动和资本完全流动三种情况下，试比

较： 
（1）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国内货币供给尚未来得及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效果（假

设 初国际收支是均衡的）； 
（2）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采取干预措施之后）对国内实际收

入水平的影响效果。 
6．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政策目标与固定汇率制下有什么区别？ 
7．比较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并对之加以解释。 
8．试分析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完全不流动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 
9．试分析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 

讨论题 

1．你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完全流动的问题？ 
2．中国开放经济条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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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际货币体系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为了各国经济能够健康的发展，建立一个有效的、共通国际货币体系，

以协调各个独立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货币体系的内

涵、类型，不同汇率制度的特性，并对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学习重点和难点：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类型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是本章的重点，固

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和国际货币储备的基本知识是本章的难点。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概述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历史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

货币秩序的总和，实质上是某种规则、某种秩序的整合体。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任务和评价标准 

1．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管理：（1）汇率的规定与变动；（2）国际收支的调

节；（3）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供应。 
2．一个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具有可调性、流动性和可靠性。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类型 

一、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它的基本特点是自由铸造、

自由兑换与自由输出输入。 

二、金汇兑本位制 

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也称虚金本位制，为了节约黄金，国内不流通金币，以国家发行的银行券当

作本位货币，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黄金只有在 后关头才充当支付手段，以维持汇率的稳定。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货币体系，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

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就是“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

美元挂钩。美元既是美国的本币，又是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这种美元的双重身份导致了“特里芬

两难”，并 终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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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汇率制度 

一、国际汇率制度的种类 

1．固定汇率制度是指把各国货币的兑换比率稳定在一定幅度之内的一种制度。 
2．浮动汇率制度分为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 

二、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 

1．固定汇率制度能保持汇率的稳定，但是汇率基本不能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

同时，由于货币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因此，有牺牲内部均衡之虞。 
2．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货币能发挥作用，但是，汇率的频繁波动不

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从 1994 年至今经过了若干次的改革，人民币汇

率实行了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参考一揽子货币定价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四、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 

虽然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我国仍对资本项目外汇收支实行一定的外汇管制，下

一步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重点将是在完善以前外汇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放松资本项目外汇

管制， 终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但是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四节  国际货币储备 

一、国际储备及其形式 

国际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能随时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支付国际收支差额的资产。它包括自由

储备和借入储备。 

二、国家储备的作用 

1．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国际储备的作用主要是起着媒介国际商品流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2．从每一个国家来考察，各国持有国际储备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国际支付能力、支持本国货

币汇率、信用保证和赢得竞争利益。 

三、国家储备的来源 

国际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国际收支顺差、特别提款权和黄金储备，但是，由于黄金的产量一直跟

不上世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长期看，黄金已经不再是当今国际储备的主要来源。 

四、国际储备需求的数量管理 

各国应该使持有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尽可能减小，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储备需求决定于持有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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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的平衡点。但是，由于影响国际储备的因素很多，因此，一国到底有多少储

备是合适的，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 

第五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汇率机制、货币可兑换性的重建、各种储备资产在国际

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如何缓和扰乱性资本移动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压力问题，为适应发展中国家

的特殊需要而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作出新规定的可能性。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与牙买加体系的建立 

牙买加体系是在保留和加强基金组织作用的前提下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种改革，其改革的主

要内容集中在黄金非货币化、汇率制度多样化及储备货币多样化这三点上。 

三、牙买加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牙买加体系的三项内容基本上反映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要求，但是，牙买加体系并没有能从根本

上解决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特别是清偿能力供应的问题。 

主要参考书目 

1．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宏观经济学与国际货币史），中国金融出

版社，2003 年版。 
2．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陈彪如著：《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4．马君潞：《国际货币制度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6 年。 

核心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  本位货币  金本位制  铸币平价  国际储备 
国际清偿能力  储备货币  资本项目可兑换  特里芬两难  固定汇率制 
自由浮动汇率制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  爬行钉住汇率制  牙买加体系 
管理浮动汇率制  特别提款权 

思考题 

1．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国际货币体系的任务是什么？ 
2．金本位制的优缺点是什么？它对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 
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定是什么？它的积极作用是什么？ 
4．主张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各自理由是什么？ 
5．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区别是什么？各自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6．国际储备的作用是什么？ 
7．国际储备的来源是什么？ 
8．影响国际储备需求量的因素有哪些？ 
9．特别提款权的性质和职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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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牙买加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1．如何看待牙买加体系的问题和改革？ 
12．何为特里芬两难？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讨论题 

你如何看待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22 

第十二章  货币一体化与欧洲货币联盟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是货币一体化理论的经典之作，而货币一体化问题

又是国际货币体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章实际上是第十一章的继续。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 优货币区理论，并关注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及其对世界和我国经济的

影响等现实问题。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 优货币区理论，难点是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欧洲货币联

盟的实践。 

第一节  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 

优货币区理论是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核心，它说明了 优货币区的经济特征，或者说在什么条

件下，实现货币一体化是 佳的。 

二、最优货币区的特征 

建立 优货币区的条件是要求成员国之间有很高的经济以一体化程度，并且经济结构相似。 

三、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 优货币区的国家可以享受到价格稳定、货币流动性增强和金融风险共担的好处， 大的

成本是参加国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自由。 

第二节  欧洲货币体系与欧洲货币联盟 

一、联合浮动 

联合浮动是指参与国货币相互之间保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而对外则实行集体浮动汇率，其目

的是抵制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促进区域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 

二、欧洲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与 1979 年，其主要内容有：建立欧洲货币单位、建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建

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 

三、欧洲货币联盟与欧元 

从 90 年代初到 2002 年 6 月，经过三个阶段的努力，欧洲货币联盟 终建立起来，实现了建立

欧洲中央银行和在欧元区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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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欧元的国际地位及影响 

一、欧元启动后的前景及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 

从整体看、从长远看，欧元是一种稳定的货币，并 终会以强币形式介入流通、支付和储备，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 

二、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的影响 

欧元的诞生将对国际货币储备的格局，汇率制度的选择，乃至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产生重要

的影响。 

三、欧元启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欧元启动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外汇储备等诸方面产生影响，欧元成为我们出美元以

外，必须要高度重视的国际货币。 

主要参考书目 

1．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 优货币区），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年版。 
2．Mario Baldassarri&Robert Mundell:”The single Market and Monerary Unification”,St.Martin’s 

Press,1993． 
3 ． Peter B.Kene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Europe:” Moving Beyond 

Maastric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aul De Grauwe:”The Economic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朱青：《欧元与欧洲经货联盟——欧洲货币统一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核心概念 

佳货币区、联合浮动、蛇形浮动、欧洲货币单、欧洲货币合作基金 

思考题 

1．简述 佳货币区理论？ 
2．用 佳货币区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说明欧元对参加国会有什么影响？ 
3．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欧元问世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什么影响？ 

讨论题 

1．欧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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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目 

一、参考书目 

1．[美]Paul R .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Fifth 
Edition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五版）,清华经济学系列英文版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4．[美] Robert J.Carbaugh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

学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6．[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美]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美]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0。 
11．[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13．[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15．[瑞典]伯尔蒂尔·俄林（王继祖等译校）：《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

年。 
16．[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 年。 
17．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8．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9．黄卫平、彭刚：《国际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版。 
20．李坤望：《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21．华民：《国际经济学》，教育部重点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22．张玉卿，李成刚：《WTO 与保障措施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3．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 WTO 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1 年。 
24 赵春明：《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5．亚蒂什 M.巴格瓦蒂等：《高级国际贸易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6．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7．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8．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9．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0．陈岱孙，厉以宁主编：《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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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丁伯根（Tinbergen, J.）：《国际经济一体化》， 1954 年版。 
32．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3．海闻、P 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4．薛荣久：《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35．（意）G. 甘道尔夫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6．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37．张二震：《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与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38．高成兴：《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9．罗丙志：《国际贸易政府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年。 
40．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年。 
41．罗布森（Robson, P.）：《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版。 
4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 年。 
43．[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44．熊贤良：《国内扭曲、国际竞争与对外开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45．［美］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第三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46．巴拉萨（Balassa, B.）：《经济一体化理论》， 1962 年版。 
47．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年。 
48．胡永刚：《贸易模式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49．徐滇庆著：《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前沿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金仁淑：《投资大国的兴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效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51．［美］约翰.霍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华夏出版社，2000 年。 
52．伍贻康、周建平：《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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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对于商学院的经济学本科专业和工商管理双学士属于必修课程，对于其它本

科专业学生属于选修课程。该课程以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提高分析能力，培养专业综合素质为基

本目的。 
由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存在差距，世界经济课程的内容结构设置也有所不同。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的各类专业特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经过长期在教学中的摸索和调整，在符合一般学

科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内容结构。为了便于我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世界经济概论，

特编写教学提纲。该课程以根据基本理论描述和预测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而见长。由于世界经济的

迅速发展，每学期的内容必然有所更新，不受此提纲所限。特此说明。 
该课程必修课设 54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试；选修课程设 36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查。 
提纲编写者为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教师，王一民、支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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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世界经济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掌握世界经济主体的构成和世界经济概论包

括的基本内容，熟悉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 

世界经济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中，世界经济学是指学科本身；概念中的“世界经济”，指的是当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阶段。 
国际经济关系主体的基本成分认定，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具有某种一致的经济利益；有基本

统一的经济政策；以独立的行为参加国际经济事务；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符合该条件的主

体包括：主权国家、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经济一体化组织、国际经济组织、较松散的经济阵营等。 
世界经济概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际商品关系、国际资本关系、国际货币关系和生产国际关系

等。它以政治经济学确定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为基础，以世界经济史的终点为起点，运用相邻经

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战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现象及趋势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

广义的世界经济还包括国别经济的研究。 

第二节  世界经济的形成过程 

一、无世界经济阶段 

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虽存在一些处于工业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工场，也存在一些

国家间的小额贸易，但基本上没有形成当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可以说这属于无世界经

济时期。 

二、世界经济萌芽阶段 

以蒸汽动力和机器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飞

跃，它对世界经济的意义在于扩大了分工，使其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扩大了流通，开拓了世界市场。 
旧殖民体系的建立，使生产和消费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变成世界性的了。这是世界经济萌芽

的阶段。 

三、世界经济形成阶段 

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除了使生产和流通在

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扩大和深入之外，对世界经济有重大意义的是推动了资本越来越大

规模地输出，并使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超过了商品输出。 
如果说商品输出使各国以商品交换为媒介联系在一起的话，资本输出就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

上将世界各国全方位地联系在一起了。使各国的生产都成为世界性协作化、专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

将全世界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极。这是世界经济完全形成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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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经济遭到破坏 

两次大战期间，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每年 GNP 递增不足 1%（低于 3%视为不增长）。 

五、世界经济发展阶段 

战后新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史上的一次全面的突破，它不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开

创新的工业部门和科学领域，从而改变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同时将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这次生

产力的大变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人们的预料，这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发展

时期。 

第三节  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战后国际局势总体而言是和平的。虽然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但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并没

有产生全面的军事对抗；虽然核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头上，但世界大战并未爆发。正是有了

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才得以高速发展。 

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史称“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

它促进了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第三，它促进了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投资。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

增长百分之八十是靠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取得的。 

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战后 初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而国际贸易额每年增长百分之七。

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均加入了 WTO，世界市场的扩大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趋势。 
同时，国际社会为协调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建立了各种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和跨国公司一起，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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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教学目地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影响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两大要素及其相关理论

和基本构成。正确理解影响国际分工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认识世界市场在统一

性和扩张性基础上的发展趋势，理解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国际分工 

一、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 

国际分工是各国生产者之间通过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相互的劳动联系，是国民经济内部

的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广泛发展的结果。 
国际分工的深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反映到世界市场上就是交换品种、

范围和规模的增加和扩大。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关系得到建立和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其一为进步性；其二为掠夺性和不平等性。 

二、影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一）自然条件 
自然禀赋决定的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等。西方经济学曾强调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决

定性作用，也曾成为建立旧殖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经济条件 
包括各国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三）二者

关系 
自然条件的禀赋为国际分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于社会经济

条件。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国际分工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自然条件引起的。 
1．现实的或潜在的生产力是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条件。 
2．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对自然界利用程度的认识。 
3．人类可以运用科技成果改造自然。 
其中，国际贸易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有： 
第一，国际贸易会改变一国的国内经济结构。 
第二，国际贸易不断改变着国际分工的格局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 
第三，国际竞争推动着国际分工格局更大规模地发生变化。 

三、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力——国际分工 基本的经济利益 
2．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前者影响后者。 
3．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4．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5．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利益。 
6．对自然要素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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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各国人力资源利用的影响。 

四、国际分工的形式 

（一）垂直型国际分工。表现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的分工。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  悬殊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为垂直分工的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 
（二）水平型国际分工。指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生产。不仅包括不同

产业之间的分工，还包括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分工。 
（三）混合型国际分工。指一国在参加国际分工中，既有垂直型分工，又有水平型分工。 
以上三种国际分工形式概括了国际分工的一般发展进程。 

五、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 

（一）由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决定国际分工格局的规律 
国际分工的初期阶段，是西欧的老殖民主义者运用其先进武器在亚非拉的掠夺阶段。 
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是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业生产与世界的原料生产的分工阶段。 
国际分工的 终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同时使第二阶段的分工格局深化阶段。 
可见，形成一定的国际分工首先是先进国家的要求，更多地符合先进国家的利益。先进国家的

生产力发展更大动因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规律 
国际分工是人类劳动分工范围扩大的 高、 后的阶段，而分工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

一过程的基本趋势是深化趋势，即从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分工，发展到不同工业产品之间的分工，

直至一个产品的加工程序和零部件的加工。 
（三）国际分工不完全分工规律 
虽然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但是国际分工不可能是完全的，原因在于： 
1．地理的原因决定了运输成本的存在所造成的分工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 
2．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决定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3．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了一国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进行彻底的国家分工。 
4．国家规模上的差别使得自然资源类型比较全面、经济结构较为完整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

重要性相对小一些。 
5．各国民族利益的综合的、长期的权衡。 
总之，分工是历史的进步，但分工的不完全规律也是历史的要求。 
（四）国际分工格局变动规律 
任何一种格局的国际分工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特点：后进国家的跳跃前进；技术先进国的优势转移；先进国家的老产业向次先进国家的转移；

社会革命引起的变化。 

第二节  世界市场 

一、世界市场的概念 

世界市场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是指世界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场所和领域。

随着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日益发展成统一的、囊括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无所

不包的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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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市场的内容 

世界市场的主要内容是日益连接在一起的国际流通领域。国际流通领域主要包括两大体系，一

个是商品流通体系，另一个是资本流通体系。 
（一）商品流通体系 
商品流通体系也就是商品市场，用以流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以知识产权、劳务等为内容的

有形或无形商品。商品市场又分为有组织形式的市场和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前者以交易所为代

表，后者以拍卖市场为代表。 
1．交易所 
交易所是因传统工业的发展所长期形成的，流通较标准、较单纯的大路货的场所。长期以来初

级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 
交易所是价格的发出地和集中地，价格一旦形成，全世界基本统一。 
世界商品交易所的集中点基本形成于历史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或某种商品的产地国。现在都

以专业化的特点存在。 
2．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主要以定期、不定期拍卖的形式，流通形状、规格和品种不标准的现货。拍卖市场的

价格以交易双方商议决定。 
（二）资本流通体系 
资本流通体系由四个市场构成。 
一是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市场。包括：银行和商业信贷票据的贴现； 银行对工商业和交易

所经纪人的放款。 
二是资本市场，即长期信贷市场，一般以债券和股票形式在交易所流通。 
三是外汇市场。 
四是黄金市场。 

三、世界市场的价格确定 

从理论上讲，国际市场价格是商品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是依国际市

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国际价值发生的。但当今世界市场影响国际价格波动的因素非常多，综述

如下： 
1．垄断。资本主义刚进入垄断阶段时就是通过垄断组织间制定销售协定，达到对国际市场某

种产品价格的控制。发展到现在，跨国公司这种垄断形式已经控制了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特别是许多新兴工业产品。这样就使国际市场价格按照垄断集团的需要大大背离了国际价值，并通

过这种垄断价格，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地位中总是处于优势，牟取垄断高额利润。 
2．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时，产品过剩，投资减少，失业出现，购买力下降，商品的国际市场

价格也是下降的；当世界市场进入经济恢复期时，需求增加，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会上升。但是，

战后各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加强，价格的变化又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 
3．政府干预政策。战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强。如采取赤字预算、通货膨胀政策、减免税

收、进出口管制、外汇政策、出口补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都可以使国际市场价格产生变化。 
4．供求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的情况一般发生在以不可再生自然资

源为基础的生产领域中，如石油及其它石油产品价格的变化等。当然这里也有人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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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市场的特征 

（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 
统一性集中表现为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在世界市场内部的可流动性，以及价

格、利润和利息的统一性。 
世界市场的一致性是相对的。 
（二）世界市场的扩张性 
目前的世界市场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是同时发生和互相促进的，

世界市场的扩张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引起的对市场的要求。 
决定世界市场扩大与发展的因素包括： 
1．交通运输的迅速革新和发展不仅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把世界市场开拓到越来越远的

地域； 
2． 资本输出不仅使世界市场包罗万象，而且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成为

了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支柱； 
3．科技进步使世界市场的内容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 
4．各国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 
5．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消费资料和精神消费资料的需求，是世界市场扩大的巨大

动力。 
一定程度的分工势必引起相应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基本上和国际分工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五、当代世界市场的发展 

1．世界市场参与过类型趋于多样化。 
2．世界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急剧扩大。 
3．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多样化。 
4．世界市场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5．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更趋激烈。 

参考题目 

1．目前世界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国际分工种类有哪些？ 
2．世界市场的两大流通系统分别是什么？ 
3．世界经济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参考书目 

1．庄起善主编《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出版。 
2．宗则行、樊亢著《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3．钱俊瑞著《世界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4．仇启华著《世界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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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后新科技革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了解战后新科技革命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在主要标志和意义上的显著区

别，认识战后新科技革命不仅创建了一系列新兴工业，而且改造了传统工业，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

统工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使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机会。 

第一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标志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 终为世界经济的

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的美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由于生

产力的巨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分工和交换，更重要的在于导致了资本输出形式与规模的扩大，使金

融资本成为了全球工业扩张前的主要工具， 终促进了统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 
两次工业革命主要解决机器动力的不足，满足商品生产量的需求，被称为延长了人们的四肢。 
战后新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当时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参与了这

一过程，后来其成果扩展到当时的西欧和日本。 
战后新科技革命不是以某个领域的创新为标志，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生物工程的

重要成就、现代通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新能源的发现、新材料的人工合成、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外

层空间的利用等为标志。它以全方位的技术变革淘汰和改造传统工业，建立新兴工业群，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变革，被认为第一次延伸了人

们的智慧。 

第二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动因 

一、社会生产的客观需求 

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落后环节、解决生产过程中技术上不断出现的新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

动力，同时生产过程反过来又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场所，前人的经验在生产中的运用

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由于自身的严密体系性和知识的相互关联性特点，使其具有加速度深入和蔓延发展的

趋势，如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引发了管理领域和通讯领域的巨大变革。 

三、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完善 

国际垄断资本对高额垄断利润的追求、对日益短缺的要素资源的有效控制和面对不断升级变化

的竞争压力，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必然利用国家机器通过财政、

外交、金融、外贸，甚至军事等手段，为科技前沿地位的争夺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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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国公司的发展 

拥有巨额资本和丰富资源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快速扩大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物质条件和企业制度条件。这往往是一个国家单靠财政分配所负担不起的。 

五、战后军备竞赛的升级 

战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升级，军费开支不断增加，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世界大军火商的出现

等，都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出现。 

第三节 战后新兴工业群的形成 

一、电子计算机 

在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前，一切技术手段的改进无非是人的四肢的延长。换言之，是以减轻人的

体力消耗为目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第一次延伸了人的大脑，开始以减轻人的脑力消耗为目的。在

未来技术革命中起带头作用的将是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巨型机和微型机技术。被称为“信息时代”的

今天，“信息就是资本”。计算机的应用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生物反应和发酵技术等。生物工程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分子

生物学产生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分子生物学标志着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深入到生物大分子的水

平上。生物工程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不仅能够从微观上认识生物的生命活动，而且能够支配和

改造生物的生命活动，并把它付诸于社会应用。 

三、现代通讯技术 

信息的发展不仅要求传递数字和文字信号，且要求传递图象、音频和视频信号。现代通讯手段

使信息量和内容形式均发生了变革。 
其一，光导纤维通讯。由于光波的性质特点，故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受电磁干扰，信号还原真

实性强，负载量大，节约大量金属材料，容易施工，原料来源广阔，不易腐蚀等。改造了传统通讯

领域。 
其二，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使信号存储媒介产生了由磁技术到光碟、硬盘技术的变革，成

本低，存储量大，信号不易丢失，易于保存。 
光导纤维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使网络技术成为跨越通讯、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行业的全

新媒体传播领域。便捷、宽泛、多向、个性化的特点使网络技术迅速得到普及。 

四、合成材料 

18 世纪炼铁，19 世纪炼钢，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人工合成材料。人工合成材料的特点：廉价、

成本低、耐高温、耐腐蚀、高弹性、应用领域广泛、可再生等。它们将带来各个领域中的大变革。 

五、再生性能源 

农业社会人们使用的是可再生性能源，即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工业社会人们使用的能源

是不可再生性能源——化石燃料，即煤、天然气、石油，这是靠亿万年来形成的地下贮藏补贴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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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能源。 
信息社会将完成能源使用中的一种螺旋状上升的循环，开发更高一级的再生性能源结构。产能、

供能方式由集中于某几种能源转变为分散到多元形式上。 

六、深海开发 

海洋工程是由于地球陆地资源短缺所形成的新技术领域。人们将改变传统的以捕捞和运输为主

的海洋利用观念，开始向海洋开发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潮汐发电、波浪发电、海水温差发电等，

海洋工程还向大洋深处开发各种矿藏、化学资源，为人类提供蛋白质食物。 

七、外层空间技术 

外层空间技术是伴随着战后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事争夺而形成的新技术领域。它囊括了卫星

通讯、航天材料、运载工具、燃料系统、生命保障、密封技术、控制导航等多学科、多领域、多体

系的综合高精尖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各类监测、预警、勘探、军事防御等领域。 

第四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特点 

一、科学技术日益加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技术本身就属于一种知识潜在的生产力，它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物化在生产工具、劳

动对象等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即：将科学成果应用在机器的发明、创造和改进上，应用于生产方

法的革新上，才能知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过去很长时间里，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技术上的变革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统一的。将科学成果运

用于实际生产中，或生产中的重大革新加以科学上的抽象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次科技革命与以往不同，由于现代生产技术本身就是前人及现代科学成果综合发展运用的结

晶，科学领域中单学科的发展已经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拓展。 
当代科学成果在提出新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指明实现这些新思想的途径。这是因为科学发展的

新课题，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提出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日益广泛地联系在一

起了，相邻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了。反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很

快掌握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当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二、科学技术使整个机器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往工业革命的 高成就无非是完成“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革命。而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

代工业系统，实现了“用机器操纵机器” ，延伸了人在生产控制管理中的智能，使机器体系发生

了质的变化。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不仅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减轻了人的脑力劳动，同时解决了在

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人们大量从事的是处理信息的工作，大大提高了机器生产效率的同时，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服侍机器到创新理念。 

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不是个别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几乎使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使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面貌为之一新，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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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生了一系列完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的新兴工业部门，即所谓“朝阳工业”

部门。并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工业部门。 
2．为制定相对正确的管理决策和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技术手段。 
3．现代科学技术以 先进的技术装备、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武装了农业，为农业生产过程实

现工厂化、电气化、自动化开辟了途径，使传统农业变为现代化农业。 
4．战后科技革命对军事技术的影响成为决定军事技术和整个军事活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

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五节  未来学理论 

一、历史的重新划分 

1．农业文明的建立 
从狩猎、畜牧到耕种，从群居、氏族到家庭，经过上千年，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到农业社会，

创建了以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为核心的农业文明。 
2．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 
从土地世袭到货币资本，从商人经济到机器工业，经过几百年的冲突，人类进入到了传统工业

时期，创建了以集中能源、生产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类在这

里只被简单的区分为生产和消费。 
3．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文明的冲突 
“白领”超过“蓝领”，第三产业建立，经济周期缩短，无形资本开始对有形资本产生统治，

社会生活多元化等，经过几十年，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期——信息化文明。像前两次

文明的到来一样，人类要经历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但这次冲突主要表现为自身观念上的变

革。 

二、传统工业社会的潜在法则 

在对工业化社会（第二次浪潮）进行论述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迄今人类的

所有文明归结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即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第三次文明及现代正

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后工业文明。 
第二次浪潮把人类分成生产和消费两极，市场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整个社会被由机器工业生

产决定的潜在法则所左右。 
1．集权化 
高效率能源和强大动力的集中供应，和市场竞争对成本的衡量，使得生产必须服从金字塔式层

级集权的管理。 
2．集中化 
机械化流水线使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可以发生在更加集约的空间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管理

成本。 
3．专业化 
机械的单一化功能可以将商品生产过程无限细分成各种工序，使部件日益精细，产品品质日益

优良的同时，工具和生产者的技能也更具专业化。 
4．同步化 
前三个法则决定了机械工业生产是以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为基础的，它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生



世界经济概论 

 1143

产能力和效率，也要求生产过程象军队一样令行禁止、整齐划一。 
5．标准化 
机械化的商品生产 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量的需求，制定生产及产品的标准并使其程度不断提

高，是迅速达到这一要求的便捷途径。但另一方面也使需求逐渐脱离了人的个性。 
6．好大狂 
资本、设备和员工的规模决定了传统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进而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实力，

传统工业组织形式在规模上毫无例外地追求扩张。 
在传统工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方面都渗透了这些潜在法则。 
但第三次浪潮使得这一切都受到冲击。 

三、信息化社会的观念 

1．社会关系网络化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受到冲击，等级森严的集权领导变为多元化领导，社会生产中的每个不同

角色共同结成网络中的点和结，在搏弈竞争中寻求达到更合理的均衡。 
2．传统观念的混淆 
传统工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观念全部混淆，向着反工业传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社会生

活更加符合社会生产的初衷——满足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生存与繁衍）。 
3．全球化经济 
全球网络一体化经营方式逐步确立，以地区意识和全球意识为基础的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建

立。 
4．资本泛化 
一切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的要素，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

本——无形资本——人力资本——要素贡献（资本）。 
5．权力重新确立 
权力的演变过程，暴力——金钱 + 暴力——知识。知识商品化导致知识资本化。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学者们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蹈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且相对工业化

国家来讲，它没有第二次浪潮的弊病，可以抓住时机直接赶上第三次浪潮。 

第六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改变了生产力的状态 
1．生产工具日益革新。 
2．生产对象不断拓展。 
3．生产者技能与素质迅速提高。 
4．促进了生产力结构的科学化，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系统工程学为人和智能机器

相结合的“人——机系统”功能 优化的设计提供了科学原理和方法。 
二、促进了一系列新兴部门的兴起。 
三、扩大了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四、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五、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周期发生了一定的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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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战后爆发新科技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2．战后新科技革命在那些方面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 
3．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阿尔温·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 
2．阿尔温·托夫勒著《财富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06 年出版。 
3．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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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贸易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基本掌握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学习关税种类、主要非关税壁垒措施及多种

奖励出口措施等国际贸易措施的相关内容，认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区别和利弊。并通过了

解国际贸易组织基本贸易原则和贸易惯例发展趋势，认识我国的贸易竞争环境和贸易政策。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一、传统贸易理论 

（一） 绝对利益说 
是亚当·斯密以“地域分工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生产某种商品

的成本绝对低于他国时，应出口该商品；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绝对高于他国时，则应进口该商

品。参加国在贸易中是为获得绝对利益。 
绝对利益论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那些不具备任何绝对优势

的国家据此会被排除出国家贸易领域。 
（二）比较利益说 
大卫·李嘉图从理论上证明了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产品，只要一国与其他国家在

各种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通过专门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他自己生产相对成本

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相对利益。这就是国际贸易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能够存在的原因所

在。 
（三）保护贸易说 
汉密尔顿提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应适应其自身条件，在工业发展的幼稚期要采取关税壁垒方式

来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在低水平发展阶段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入农工业阶段后应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以避免国外的冲击；进入农工商业 高发展阶段后可以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二、现代贸易理论 

（一）H-O 资源禀赋说 
H-O 资源禀赋说学说。 赫克歇尔和俄林从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出发发现，正是由于各国所拥

有的生产资源数量不同，同时也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造成了各国生产

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一国拥有量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必然便宜，因而密集使用这

一丰裕要素的产品其相对价格也必然较低，反之则反是。俄林由此认为各国在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

产品生产中具有相对优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各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以交换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 
由此可见，H-O 资源禀赋学说进一步完善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

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但 H-O 学说仍是一种静态分析。 
（二）超保护贸易说 
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干预作用，并保持贸易顺差，反对逆差。同时他还提出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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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乘数理论。他认为，当一国外贸出现顺差时，贸易乘数的作用将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贸易乘数越

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越多，从而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就能解决得更好。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超

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维农认为，随着技术扩散，产品也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一般将产品

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长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衰退及完结阶段。

各国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进行比较利益的权衡，以改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此外，近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部门内贸易理论开始出现。因此部门内贸易理论也称

为国家贸易发生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概念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也称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指国家间或地区间的商品交

换活动。 
另一说：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它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总和。 
前者强调只要是两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就可称为国际贸易。后者强调世界各国和地区对

外贸易的总和。从世界经济概论立足于宏观领域研究的角度看，后者概念更为贴切。 

二、国际贸易形式分类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其对外贸易。按照传统的外

贸形式，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方面构成。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就形成贸易顺差；

进口大于出口，则形成贸易逆差；进口和出口基本持平，则形成贸易平衡。这些内容通常都反映在

一国的外贸平衡表上。 
由于贸易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形成六种分类方法： 
1．从货物移动方向上分为出口贸易（Export Trade）、进口贸易(Inport Trade) 和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 
2．根据商品出入国境和出入关境分为总贸易(Gereral Trade) 和专门贸易(Special Trade) 。 
3．按商品形式分为有形商品贸易和无形商品贸易。 
4．根据货物运送方式分为陆路贸易、海路贸易、空运贸易、邮购贸易和网络贸易。 
5．依据是否有第三国参加分为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 
6．根据清偿工具的不同分为自由结汇贸易和易货贸易。 
战后贸易形式突破了传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诸如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租赁贸易等多

种形式。 

第三节  国际贸易基本政策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主张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旨

在通过无障碍的贸易形式，在掠夺原料、占领市场、牟取巨额利润方面占优势。但一般工业发展比

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防御和抵制发达国家贸易侵入，往往主张和推行

保护贸易政策。尽管 1947 年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建立，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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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员国减让关税等各方面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但由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极不平衡，许多

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自由贸易政策 

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进出口，

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 

二、保护贸易政策 

国际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

商品给予优待和津贴以鼓励出口。 
贸易政策通常由贸易措施来体现，如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政府补贴等。 
历史上工业化国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旨在建立无障碍的贸易环境，获取国外廉价原料和市场

份额；非工业化国家反而奉行保护贸易政策，旨在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阻碍外国工业品

进入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 
当代世界经济情形表现得与历史相反，发达国家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保护本国的工业优势

和可能被贸易冲击的国内就业市场；发展中国家极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力求以原料和劳动力优势

占有市场份额，同时将廉价优势与引进外资相结合，迅速发展本民族工业。 
随着国际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以巩固本国先进工业优势，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加紧贸易扩张为目的的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现。 
WTO 是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 

第四节  国际贸易措施 

贸易政策是要靠贸易措施来实现的。或者说，各种贸易措施是不同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主要

贸易措施由关税、非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措施构成。 

一、关税 

关税是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的一种赋税。 
征收关税的目的有两个：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财政关税；以保护

本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保护关税。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财政关税在财政收入

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保护关税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手段。常见的关税类型有：进口

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遍优惠制等。 
征收方法一般有从量税、从价税、混合税、选择税等 4 种。 

二、非关税壁垒措施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的措施。直接非关税壁垒由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

证等组成，即直接对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品种加以限制。间接非关税壁垒是对进口商品制订严

格的条例、规定，间接限制商品进口。 
常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有：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政府采购政策、 低限价和

禁止进口、进口押金制度、海关估价制度以及复杂苛刻的货物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和商品包装

与标签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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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 

（一）鼓励出口措施 
1．出口信贷 
一个国家银行对本国出口厂商、外国进口厂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的用于进出口商品的贷款。有

两种方式即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 
2．出口补贴 
国家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出口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

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现金补贴是直接的补贴。财政上的优惠措施可以是减免税。 
3．商品倾销 
国家在控制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甚至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

场抛售商品，打击竞争对手以占领国外市场。暂时的亏损可以用国家补贴、垄断加工个等方法弥补

过来。 
4．外汇倾销 
国家利用本国货币对外贬值的机会，争夺国外市场的一种特殊手段。当一国货币贬值后，出口

商品用外币表示的价格降低，竞争力提高，有利于扩大出口。但本国货币贬值也必然会带来国内市

场价格上涨。当价格上涨超过贬值程度时，外汇倾销的优势就消失了，故外汇倾销的措施必须抓住

贬值和国内价格上涨的间隙。 
（二）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单方面出口管制和多边出口管制。 

第五节  促进贸易发展的经济特区政策 

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范围，在其中建筑或扩建港口、仓库、厂房

等设施，并实行免税等优惠待遇，吸引外商从事贸易与出口加工等业务活动，鼓励转贸易和出口加

工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通行的经济特区有以下几种。 

一、自由港(Free port)、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地区，在此地区中对进出口商品全部或大部分免征关税，切准许在此地

区内的商品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实现本地区

的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保税区 

也称保税仓库。由海关设置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存入区内，可暂不

缴纳进口税，如再出口，不缴纳出口税。运入区内的商品可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加工

和制造等。 

三、出口加工区 

在港口、机场或临近港口、机场的地区划出一定范围，新建或扩建码头、车站、道路、机场、

厂房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鼓励外商在区内投资，加工以出口为主的商品加

工区。 
和自由港的区别在于出口加工区以工业为目的，自由港以商业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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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边境区 

一般设在边境的省或地区，对于在区内使用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消费品可以减免税进口，如

再转运到国内其它地区则照章纳税。 

第六节  贸易条约和协定 

贸易条约和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确定彼此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所缔结的书面

协定。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建议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 1946 年 10 月、11 月在伦敦召开世界贸易

与就业会议，讨论开展多边贸易谈判以求达到多边关税减让，并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ITO)监督减让。1947 年 4 月——10 月在哈瓦那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草拟世

界贸易组织宪章的同时，达成了 123 条关税减让的多边协定，为促成其尽快实施，作为宪章通过以

前的临时贸易措施先于签署，待宪章通过后，再与宪章汇为一体，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23 个签署国之中，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成为其一。1947 年 11 月 21 日哈瓦那再次会议，56 个与

会国家中 53 个就《哈瓦那宪章》签字。但美英等国，在履行国内批准手续时，以宪章有关条款与

国内法律冲突为由，没有获得批准。咎其原因，保护主义和表决方式（一国一票）对大国不利。

终，《哈瓦那宪章》没有实施，但 GATT 却于 1948 年 1 月 1 日——1994 年 12 月 31 日“临时”发

挥了 40 多年作用，直到 1995 年 1 月 1 日被 WTO 所取代。 
IMF、IBRD 与 GATT 被称为支持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对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

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GATT 所遵循的主要贸易原则： 
1．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原则。 
2．互惠原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应是非互惠的。 
3．非歧视原则。 

惠国待遇原则。缔约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任何贸易优惠与特权必须同时适用于第三方。 
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商品享受同本国商品同样的国内待遇。 
4．关税为保护的唯一手段。 
5．贸易壁垒递减原则。 
6．公平贸易原则。针对倾销行为。 
7．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针对配额制。 
8．贸易法规统一透明。 
9．收支平衡、紧急保障、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安全、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属例外

条款。 
GATT 的多边贸易谈判称为“回合”。在 GATT 存在其间共进行过八个回合的谈判，先后就关

税减让、反倾销措施、非关税措施、框架关税、贸易规则、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纺织

服装、农产品以及建立 WTO 等众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谈判。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 
根据乌拉圭回合的决议，1995 年 1 月 1 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GATT 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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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构成： 
1．货物贸易由 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下属十几个贸易协议组成。 
2．服务贸易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属金融、自然人、电信等贸易附件组成。 
3．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4．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5．争端解决机制（机构及程序）。 
WTO 所推行的基本原则同 GATT 大致相同，但 WTO 并不是 GATT 简单的替代，而是范围更

广泛、内容更深入、调节更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机制。 
WTO 目前有成员国 144 个国家和地区。 

二、中国“入世”谈判之路 

1．复关 1984 年—1994 年。 
2．入世 1995 年—2001 年。 
1995 年 5 月 5 日入世谈判“试水”，日内瓦会议吴仪重申中国入世的立场和原则，即不能超

出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基础。 
经过约 30 多次双边谈判，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大臣卡

迈勒启动中国入世程序，全体通过。 

三、自我改革与应对纠纷（世界经济新规则挑战传统秩序） 

（一）绿色 GDP 的倡导将重新审视成本概念。 
绿色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

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 终成果，即将经济活

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 GDP 中予以扣除。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 GDP 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 GDP 核算的研究。2004 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

正式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 GDP 研究工作。 
绿色 GDP 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基本概念： 
1．绿色 GDP 总值（GeGDP）：绿色 GDP 等于 GDP 扣减具有中间消耗性质的自然资源耗减

成本。 
2．绿色 GDP 净值（EDP）：绿色 GDP 净值等于绿色 GDP 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具有固定资

产折旧性质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 
3．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 
4．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

能质量下降的代价。 
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 
（二）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

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制订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

程序，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以及课征环境进口税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环境因素逐步成

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它作为一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必将以其隐蔽性强、

技术要求高、灵活多边多变等特点，被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 
绿色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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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关税制度。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对那些污染环境和对本国生态产生消极影响的进

口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目的在于通过提高进口产品的成本，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减少进口数量。 
2．绿色技术标准。这是绿色壁垒 主要和 典型的方式，也是发达国家经常采取的措施。他

们利用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制定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限制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 
3．绿色环境标志。指由政府或政府资助的认证机构依据环境保护标准或其他有关规定向资源

申请者颁发的，用以表明申请者之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一些特殊标识。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进口国为确保人类健康和动植物免遭污染和破坏，对进口产品所含物

质进行卫生检查，限制或禁止超标产品进入市场。 
5．绿色包装制度。进口国要求进口产品所使用的包装既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又可节

约资源和能源。这种包装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到回收废弃整个过程均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易于回

收再生再用，或易于自然降解。 
6．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是为了预防在产品的生产中对环境造

成污染和破坏，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进行规定，使其符合一定的环境要求。 
（三）社会责任壁垒。 
SA8000 是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它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歧视、惩戒

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管理体系等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 的形势下，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

规则的影响，SA8000——第一个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正在逐步走近我国企业。 

参考题目 

1．世界上两种针锋相对的国际贸易政策是什么？ 
2．WTO 的基本贸易原则是什么？ 
3．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发展有什么新趋势？ 

参考书目 

1．黎孝先等主编《国际贸易与实务》，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年出版。 
2．《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3．谭地洲著《WTO 关贸冲击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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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金融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做必要的回顾，以求通过对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

系和牙买加体系建立、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阐明国际货币体系对稳定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章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一般性介绍，是要求学生对相关内容做

到框架式的了解和掌握，奠定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基础。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引起国际支付、汇兑、信贷和结算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又产生了

国际间资金流动、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和建立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在世界范围

内，不论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两国之间；不论是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还是国家金融机构

的活动，在一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切资金流动总称为国际金融。 

第一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黄金本位制 

1816 年，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英国指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

行了金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对其货币规定有一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以黄金量为基础彼

此进行兑换。因而，黄金具有了世界货币的职能。 
（一）金本位制度下，汇率是相对固定的，波动是有界限的 
故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波动的上限是黄金输出点，下限是黄金输入点。 
（二）金本位制充当国际货币制度必须具备的条件 
1．各国保证和黄金的自由兑换； 
2．各国货币发行额须受黄金储备的限制； 
3．各国允许黄金的自由输出输入。 
各国纸币发行及世界性经济危机使金本位制陷于崩溃。 
（三） 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和作用 
1．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用黄金来对他们的货币定制，币值比较稳定，给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

流动以准确的核算依据，这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信用的扩大，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各国货币都规定有含金量，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就由其货币的含金量比例来决定。 
3．国际金本位制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4．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四） 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缺陷 
1．国际金本位的自动调节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完美，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2．在金本位制下，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要受黄金供应量的限制，而且世界黄金产量的波动直接

引起价格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并且金本位制不能保证货币供应量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

应增加，从而有可能造成一国因通货不足而发生通货紧缩。 
3．在金本位制下，为了实现外部的经济平衡，要以放弃国内经济目标为代价。 
（五）金本位的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但美国在战后不久就恢复了黄金的自由兑换，实行金汇兑本

位制。然而，维持该制度十分艰难，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能也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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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 1931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终于瓦解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1937
年以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任何一种形式的金本位制。 

总之，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违背了金本位制要求的自

由竞争前提；二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黄金分配不均，削弱了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

三是货币黄金的供应量不能保持与世界经济生产同步增长。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 年 7 月二战结束前夕，44 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国家森林公园召开了联合

国货币金融会议，就金本位制以后汇率混乱、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问题进行讨论， 后由于美国经

济实力远远超出其它国家，会议通过了美国的方案，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统称为世界

银行。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因而，这个

会议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 
1．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给国际协商和合作提

供适当的场所，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2．规定了以美元作为 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其一，各国货币放弃黄

金比价，必须承认只有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1 盎司黄金 = 35 美元（也称黄金条款）；其二，各

国货币直接和美元挂钩，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各国货币只能通过美元间接和黄金发生关系。 
3．IMF 规定了各国货币汇价的波动幅度，即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各 1%

的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责任把他们的货币汇率维持在这一幅度以内，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

“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允许进行汇率调整。 
4． IMF 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 
5．IMF 协定第八条规定会员国不能限制经常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要在

兑换性的基础上实行多边支付。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 
（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相互对立的局面，保

持了相当稳定的国际汇率，这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结构本身存在着国际清偿力短缺与信心的矛

盾，即“特里芬难题”。简单讲，日益增长的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要求美国增加其逆差，但逆差增

加又是美元持有者怀疑美元将对黄金贬值，从而引起信用危机。其次，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

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美元是基准货币，即使美元汇率偏高或偏低也不便做出调整。另外，顺差国

也不愿其货币升值，逆差国不愿贬值。所以国际收支失衡难以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调节。再次，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汇率都与国内经济目标相矛盾。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地位基础之上的，美国为维持其自身利益进行大量的对外援

助和投资，而外援的后果却是美国经济和技术的逐渐丧失，从而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及美元地位

的衰落。60 年代以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 
1960 年 10 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 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 年 8 月 15 日，尼

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这样，不论是私人还是各国中央银行都不能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
黄金本位制就此失去其根基，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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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12 月达成了“史密斯协议”。协议没有恢复美元与黄金兑换，而是让美元对黄金贬值，

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并扩大了汇率的波动幅度。但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和美元储备资产

的不断外流，使美元再度贬值，各国货币均对美元浮动。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彻底

瓦解。 

三、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 
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1972 年 7 月 2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有关问

题委员会”，由 9 个发展中国家和 11 个发达国家组成，简称“20 国委员会”，讨论有关储备货币、

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矛盾与分歧，两年之内只发表了一份《改

革大纲》。1974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结束“20 国委员会”，成立专门研究国际货币制度

问题的临时委员会。 
临时委员会 1976 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签定了“牙买加协定”。在这个协定基础

上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 
（二）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 
1．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本份额。 
2．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与货币分离，成为纯商品。 
3．浮动汇率合法化。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安排，即可以选择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一国货币对外国货币不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黄金平价，不再规定汇率波动

的上下限，其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外汇市场随着外汇的供求情况

自由波动。 
浮动汇率有 4 种类型： 
管理浮动：政府为了使市场汇率向对本国有利的方向浮动而对市场汇率进行各种干预。 
共同浮动：某些国家出于发展经济关系的需要，组成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建立稳定的货币区，

对参加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制定出固定汇率和波动上下限，对经济联合以外的第三国货币则采取联

合浮动的办法。如经济一体化组织。 
钉住一种货币：由于历史的原因，将本国货币的汇率与某一种货币挂钩（即定出固定汇率），

然后随着该货币的汇率浮动而浮动。 
钉住“一篮子”货币：与几种主要国家的货币挂钩，与之保持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4．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

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成为二级储备，确立特别提款权本位。 
5．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用出售黄金的收入建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信托资

金”。 
（三）对牙买加体系的评价 
1．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 ,即信心和清偿力问题，能更

稳定地提供国际清偿力，使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不会影响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多元化的国

际储备体系下也有不公平，而且国际清偿力的增加并不能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 
2．牙买加体系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自由选择其汇率安排，并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时调

整。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联合浮动或单独浮动，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盯住美元、法国法郎、

特别体乱圈或自选货币篮子。由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都经常干预外汇市场，因此可以把目前的汇

率安排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

剧烈，这就增加了汇率风险，又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世界经济概论 

 1155

3．在牙买加体系中，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多种调节机制相互配合来进行调节，主要通过汇

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金融机构的调节和动用国际储备资产来进行。由于各种调节机制都有其局

限性，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又有限，所以自 1973 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非但没有改

善，反而日益严重。 
综上所述，牙买加体系只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实际发生的深刻变化部分的予以合法化，

并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它提供了 大限度的汇率安排的弹性，却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

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方法，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它们的义务。因此，

一些理论家认为，牙买加体系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体系”，而实际上它是靠浮动汇率制和多种储备

体系来运转的。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与改革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浮动汇率体系，牙买加

体系只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牙买加体系对维持现今的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秩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如汇率的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等。这就迫切需要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平等地参加国际货币改革的谈判，以便建立一种更为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下是几种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方案： 
（一）国际商品储备货币（简称 ICRC） 。1964 年，艾伯特·哈特，尼古拉斯·卡尔多尔和

扬·廷贝尔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创立 ICRC，以便解决初级商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国际储

备货币不稳定问题。 
（二）特里芬的《2000 年的国际货币制度》。这是伯特·特里芬教授于 1982 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主张在 2000 年建立集中的国际信用储备制。储备中心建立后就可以建立国际中心货币，并使

之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但他低估了建立中心货币的艰巨性，高估了各国中央银行放弃使用本

国印钞机主权的愿望，因此，这一方案带有很浓的空想色彩。 
（三）库珀的“单一通货制”。理查德·库珀在其著作《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出了该建议。其

要点包括：（1）建立一个货币发行银行；（2）货币的发行和储备信用的控制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

（3）发行银行通过行使 终贷款人的职责来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库珀方案的特点是建立一个超国

家的金融机构来控制单一通货的发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发达国家能

否放弃国内经济政策的主权来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货币合作。 
（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方案。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有：24 国蓝皮书计划、《阿鲁沙倡议》、波兰特计划、24 国

集团报告等。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办法是可行

的，但实施起来是需要艰苦努力的。 
（五）设立汇率目标区。 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魏福德·伊塞尔，其主要倡导者

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其基本内容是：选择一组可调整的基本参考汇率，制定一

个波动幅度并由各国政府加以维持，目标汇率应随经济状况而调整。目标区可以分为“软目标区”

和“硬目标区”。 
主张设立目标区的人们认为，目标区综合了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和浮动汇率制的灵活性，有助

于汇率的持续稳定，避免大规模的外汇投机行为，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的协调。但反对者也不少，主

要认为实行均衡利率很难确定；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能力有限运用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会损害国内的

经济目标。尽管目标区的实施有不少困难，但它毕竟为稳定汇率提供了一种思路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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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集团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的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从目前国际货币的

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回到金本位制。各国纸币发行大大超过世界黄金储备；黄金产量远

不能满足国际贸易所需要的清偿能力；没有一种货币可以坚挺到足可以以此为中心恢复固定汇率

制。 
其次，国际外汇市场上汇价大起大落极不稳定。 
再次，地区性货币集团的扩大、合并，使建立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增加了。 
预计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在国际经济社会集团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美国、日本、欧洲三极

分立的局面，其发展趋势很可能形成三个 主要的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西太平洋货币区

（即日元区）。在各个货币区内，实行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同时，需要加强基金组织的监督作用，

使 IMF 成为一个凌驾于各个货币集团之上的全球性机构。因此。只要货币区内汇率相对稳定，而

货币区之间的汇率波动又得到有效控制，这样全球的汇率就处于一种可控状态下，由此必然促进世

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 

从广义上讲，国际金融市场是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领域和场所。 

一、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条件 

1．稳定的国内政局； 
2．实行自由外汇制度，无外汇管制或管制较宽松； 
3．金融制度与机构完备； 
4．现代化通讯设备； 
5．国际金融业务知识丰富全面的工作人员。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 

1．战前伦敦成为国际金融市场； 
2．战后纽约、伦敦、苏黎世成为三大国际金融市场； 
3．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日益具有国际性。 

三、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容 

（一）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就是外汇买卖的交易场所，参与者是各国的中央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各种机构、各

国外汇指定银行、进出口商、外汇买卖的客户、投机者等。主要业务是买卖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

以获取收益或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 
1．即期外汇买卖：也称现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在两个营业日内办理收付的外汇业务。

办理收付称为交割。买卖分电汇、信汇、票汇等。 
2．远期外汇买卖：即期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根据合同规定在预约期间办理交割的远

期外汇业务。 
3．套汇：利用不同的外汇市场、不同的货币种类、不同的交割期限在汇率上的差异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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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买卖，借以运用外汇资金，调拨外汇头寸，增加外汇收益，防止汇率风险， 
外汇头寸：经营外汇的机构，帐户上的外币余缺数额状况。头寸多，须抛出；头寸缺，须购进。

防止汇率变化造成损失，保持收支平衡。 
①地点套汇：利用两个不同地点外汇市场之间的某种货币汇率差异，同时在这两个外汇市场一

面买进一面卖出这种货币，以赚取汇率差额的一种套汇交易。 
②时间套汇：买进或卖出即期或近期外汇的同时，卖出或买进同等数额的远期外汇，以避免汇

率变动的风险。目的在于轧平外汇头寸，防止由于汇率变动而遭受损失，不为获利。这种业务行为

也称掉期。 
4．抵补保值或套期保值：卖出或购进价值等于一笔外国资产或负债的外汇，使这笔外国资产

或负债的价值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达到保值的目的。 
5．投机：投机者单纯期望从汇率变动中或利而进行的外汇买卖活动。投机者只需有少数保证

金即可，无须全额现付，但风险极大。 
①空头：预期下跌，卖出期汇，如期下跌，购现交割。先卖后买，空头即卖空。 
②多头：预期上涨，购进期汇，如期上涨，卖现交割。先买后卖，多头即买空。 
（二）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根据不同的借债方式，一般分为银行短期信贷市场、短期

证券市场和贴现市场。 
1．银行短期信贷市场。对外国工商企业的短期信贷市场主要是解决临时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不

足的需要。 
2．短期证券市场。其基础是短期信用工具，各国信用工具大多有国库券、银行定期存单、银

行承兑汇票和商业票据等。 
3．贴现市场。贴现就是把未到期的信用票据打个折扣向贴现公司换取现金。它是短期资金市

场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贴现市场并无固定的交易所，是由贴现公司组成的。 
（三）、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市场。包括： 
1．银行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外国企业固定资本的更新、扩建和新建。 
2．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采用发行各种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的形式组织吸收国内外长期

资金，提供政府和工商企业所需要的财政和长期资金。 
（四）、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是世界各国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场所。世界上 4 大黄金交易市场是：伦敦、纽约、苏

黎世和香港。 
黄金市场的黄金主要来源于各国生产；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个人的抛售；各国发行

的金币等。 
黄金的主要用途为（官方）储备资产、工业用途和个人收藏。 

第三节  国际金融机构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集团）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被称为战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系世界经济秩序的 3 大

支柱。 
1944 年 7 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是建立战后国际金融机构的基础。根据这两个协议，1945 年 12 月 27 日，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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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属两个附属机构，即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

会，这 3 个机构统称为世界银行集团。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 

（一）IMF 基本情况 
创始会员国有 39 个国家，后经过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为其会员国。 
会员国的基金份额称为“特别提款权”。按会员国认缴多少和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收支中

所占比重进行分配。 
会员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时可以用其换取外汇，但次年必须按份额补齐。 
（二）IMF 的基本业务 
业务活动分贷款业务和其它业务两方面。 
1．贷款业务： 
在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时，以卖给外汇的方式，为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贷款对象

为会员国政府；贷款额度受会员国缴纳份额限制；贷款方式是由会员国用本国货币申请购买外汇，

还款时用黄金或外汇购回本国货币。 
有 8 种贷款：普通贷款、出口波动补偿贷款、缓冲库存贷款、石油贷款、中期贷款、信托贷款、

补充贷款、扩大贷款等。 
2．其它业务： 
（1）设立常设机构。如：理事会年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日常会议，商讨国际货币问题，以促进

国际货币合作； 
（2）收集和交换货币金融情报； 
（3）出版专题刊物和论文集，公布研究成果； 
（4）参加国际会议，和其它国际组织保持联系。 
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为美国所控制，现在内部形成两大集团，1961 年发达国家成

立 10 国集团，1972 年发展中国家成立 24 国集团。 

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 

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IBRD），

现有成员国 144 个。 
世界银行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面向欧洲提供贷款，帮助欧洲战后复兴，美国“马歇尔计划”

实施后，世界银行业务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部分发展资金。 
（一）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 
1．会员国认缴股金； 
2．在资本市场中发行中长期债权； 
3．出让债权。即将银行贷出款项的债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收回一部分资

金，以扩大银行资金的周转能力。 
（二）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 
1．有息贷款（硬贷款），贷款利率每半年浮动一次。 
2．会员国认缴股金。 
3．无息优惠贷款（软贷款）。 
世界银行规定贷款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世界银行的监督。 
世界银行的贷款用途一般为：交通运输、公用事业、能源开发、农林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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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2．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和内容是什么？ 
3．简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参考书目 

1．陈彪如著《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 
2．周新民著《国际货币体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3．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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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投资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以

及相关经济理论，明确两种投资形式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及各国对策。充分认识和掌握跨国公司的组

织形式与经营策略。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全面认清国际竞争环

境。 

第一节  国际投资关系 

一、国际投资的概念 

国际投资一般是指某国的企业、个人或政府机构以资本增值或其他经济目的所进行的超出本国

疆界的投资。这种经济活动从国际角度看即为国际投资。从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角度看即为利用

外资或引进投资。 
广义的国际投资，泛指各种形态的资源的跨国界的流动，包括资本、物质、设备、智力、技术、

信息等形式。在实践上，国际投资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

年以上的投资；短期投资则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投资。从目的来看，国际投资是以获取

资本增值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流动，因此，商业性资本流动和赠与性资本转移等都不属于国际投资。 

二、国际投资方式 

目前的国际投资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1）国际直接投资；（2）国际间接投资；（3）
国际灵活投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

业和跨国公司；二是购买国外企业股权达到控制的比例；三是以利润进行再投资，即投资者把通过

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业的追加投资。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类型包括公

司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国际信贷等。国际灵活投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贸易信贷、国际

租赁、信托投资、项目投资、项目贷款、技术转让、补偿贸易、对外加工装配与合作开发、国际工

程承包、劳务输出等等。 

第二节  资本国际化的进程与现状 

一、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投资是资本国际化的产物。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现象。

资本国际化进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国际化。 
第二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

展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 
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突出特点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化，集中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按照不同的资本职能，资本国际化又可以分为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和产业资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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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 
商品资本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值，它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

际贸易。当代的国际贸易不仅包括本国为主体与另一国相交换的双边贸易关系，而且还包括多边贸

易关系以及跨国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包括有形贸易，更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无形贸易。 
货币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资本运动与增值。国际借贷资本开

始是为满足商业资本国际化的支付职能的需要，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 
生产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国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生产的国际化。它是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实现的。 
产业资本国际化是在商业资本国际化和货币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战后资本国际化的

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它标志着资本国际化进入了发达的阶段。 
战后随着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重要，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不可

小视的重要力量。 

二、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原因 

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 
1．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巨额过剩资本的形成即资本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资

本向国外直接输出产业资本，投资建厂。 
2．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达到新的水准，为产业资本大规模国际化奠

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3．发达国家的经济条街对产业资本的国际化给予了有利的支持和保证。 
4．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为产业资本国际化提供了必需的资本来源。 
5．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主要发达国家利用直接投资推行新殖民主义，也推动了产业资本国际

化的进程。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向 

1．国际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际资本输出的增长很不平衡。除西欧各国的对外投资保持一般

增长外，日本异军突起，。 
2．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居重要地位。 
3．国际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多元化进一步深刻发展，并由此引起

国际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 
4．国际资本流向和投向改变，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资金

来源变得广泛而且方便。 
5．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脱离商品劳务运动的趋势，国际投资市场呈现出全球一体化趋势。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外创办企业或与当地资本合营企业，涉及生产要素诸如资本货

品、管理技术的直接卷入，投资者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拥有直接控制的权

力。它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投资者直接与企业的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相联系。 
国际直接投资是现代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投资的兴起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趋势

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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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一）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独资开办新工厂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和东道国联合创办合资

式合营企业，主要包括独资企业、股份制合资企业和合同制合资企业。 
独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提供全部资金，创办或购买企业，独立经营并获得全部利润的国际直

接投资方式。 
股份制合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共同投资。但这种企业容易受市场状况、生产

技术发展、双方战略目标以及政治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合同制合资企业是指跨国投资者按照合同投入资本并获取一定利益，但不宜持有股份为主要目

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当地企业负责。其缺点是，由于双方合作关系难以长期化，短期行为的倾向比

较严重。 
（二）控制外国企业的股权，这里是指购买外国企业的股票并达到一定比例，从而拥有对该企

业控制的权利。在国际投资的股份购买行为上，直接投资与有价证券投资的区别直接集中在控制权

的问题上。 
（三）以利润进行再投资，是指投资者把通过直接投资所获得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

业的追加投资。随着国际投资的深入发展，海外利润再投资已越来越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基本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很多，除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外，经济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两大方面。 
（一）影响国际投资的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指投资输入国的生产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特性，外资政策以及汇率稳定与否。 
生产要素成本是指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和特性是决定能否吸引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大、消费

层次高，投资项目容易有较大吸引力。 
资本和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也会影响和制约国际投资行为。资本输出国的贸易政

策、税收政策和反垄断法影响资本的流出和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良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健全的

法律法规以及在税收、融资、外汇管理和关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国投资的有效手段。 
汇率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不如对国际直接投资重要，但汇率稳定仍是影响跨国公司

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项目的资本收益率和风险率以及投资者

本身的特点。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收益率和奉献律师投资项

目可行性报告的必备内容，而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投资环境对国际投资风险起着决

定性影响。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的论断。 
马克思指出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

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资本输出则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列宁认为，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的集

中和资本的积累，也加速了过剩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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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海默-金德尔伯格：垄断优势论。 
海默第一次论证了国际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金融资产投资，从理论上开创了以国

际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海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仅是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包括非

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跨国公司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金德尔伯格强调市场结构

的不完全性和垄断优势。他们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拥有垄断优势。 
2．市场内部化理论。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发展并应用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他们认为是外部

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中间产品交易的低效率。跨国公司通过其有效的组织手段，变市场上的买卖关系

为企业内部的供需关系——使市场内部化，使中间产品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提高了交易效率。正

是市场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3．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抽象出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位置优势和市场内部化

优势，从三者所构成的 OLI 模式出发，归纳出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外生产成本

比国内生产成本要低；二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比当地生产成本低。当跨国公司具备三大优势，又

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倾向于国际直接投资生产。 
4．小岛清：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系统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其主

要内容是：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以比较成本、比较利润率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到一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为核心。他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的发展保持其市场份额，而失去比较优

势的企业则应利用其标准化技术和雄厚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资。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并不是进行

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直接投资也应遵循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由于涉及到资本、专利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国际转移，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和作用。 
（一）国际直接投资加速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从外资引进过角度考虑，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东道国获得一种长期稳定的资

金来源，用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

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和资金积累，加速经济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如果投资项目是出口导向型的，

会引导国际收支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如果投资项目是进口替代型的，则可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

而外资企业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以减少外汇支付，则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也有消极影响。因为国际直接投资必然以东道国主权的部分丧失为代

价。跨国公司的活动使一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干扰。 
（四）从资本输出国的角度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为国内过剩资本找到了

出路，带来了丰厚的海外投资利润。也能使投资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利用他国资源从而获得比

较利益。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前面理论中所提到的直接投资可能

会由于优势输出，而阻碍母国的出口贸易发展，从而使母国的国际收支受到不利影响。又如国际直

接投资的过度发展会造成母国产业空心化，对母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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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 

目前国际上对跨国公司没有统一的概念。从 1974 年至今从联合国角度对跨国公司概念曾几次

做过修改。 
1980 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第 6 次会议决议重新确立跨国公司概念：“跨国公司的定义

应指这样一种企业：其一，包括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不管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领域

如何；其二，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进行经营，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的对策和共同战略；

其三，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形成的联系，使其中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

影响，特别是同其它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基本意思是，首先不论分公司或子公司，

国有或私营，经营何种领域；其次，强调共同战略； 后，通过股权形式分享权利、义务和分担责

任。这个概念影响比较大。 
1993 年联合国再次确立跨国公司概念：“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实体组成的，在一个经营体系下

运营且通过股权与其它方式形成的企业，不考虑其规模。”对组织结构继续给予强调，但规模上特

意弱化。 
此外，欧美一些著名专家也有多个相关概念。如哈佛大学跨国公司概念：年产值为一亿美元，

至少在 6 个国家内投资经营的公司。 
从跨国公司概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从传统的垄断经营开始向多元化的竞争性经营发

展，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 

二、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 

（一）全球战略 
跨国公司进行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处在东道国的某一子公司的局部得失，经营过程中也不在乎

个别子公司的亏损，为了获得市场份额，有时甚至要以暂时的亏损作为手段，然后母公司通过其它

子公司或项目来平衡其全球利润，目的是为了整个公司的 大利益或长远利益，完成公司全球范围

内的战略目标。 
（二）海外投资的参与方式主要是股权安排和非股权安排。 
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其子公司中的股权拥有一般有 4 种情况： 
1．全部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95%以上，基本属于外商独资。 
2．多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94%之间。 
3．对等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一般为占领潜在市场，或中小公司。 
4．少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49%以下。过时技术、产品的项目居多。 
非股权安排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子公司中不参与股份，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为东道国

提供各种服务，从中得到各种利益。这是跨国公司面对东道国的国有化政策和外资逐步退出政策而

采取的在发展中国家持续保持地位的一种措施。 
各种安排形式利弊不一，东道国必须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灵活运用。 
（三）转让价格（划拨价格）（Transfer Prices） 
这是跨国公司根据全球战略目标，在内部公司之间销售商品和劳务的一种内部价格。实施转让

价格的条件是该项价格已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如专项产品配套等，市场价格无法进行比较和竞争。 
目的在于：（1）通过调节成本来调节公司利润；（2）转移资金，逃避东道国外汇管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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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市场。（4）逃避税收。 
转让价格的实施对东道国往往造成极大损害，对中小东道国甚至可以造成瞬间的国际收支失

衡。故被国际惯例所禁止。 
（四）内部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实行国际化分工，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公司所不能比拟

的。包括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和混合分工。 
水平分工：公司内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阶段或同种产品的生产，其中

主要子公司的所在地则是其销售中心。 
垂直分工：国外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部门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任务。 
混合分工：公司之间分别经营不同的领域，没有生产环节的联系。主要加强资本规模和生产的

集中，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 
配置原则： 低的生产成本， 先进的技术， 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五）本土化 
引入本土原料、技术、管理者，创建融入本土文化的公司经营理念，参与东道国的社区活动，

主动承担社会义务，是减少经营成本，减少冲突，加强东道国市场认同，长久占领东道国市场的有

效举措。 
（六）多样化经营 
多样化经营——集中经营——多样化经营的转变过程，表明了跨国公司经营观念的变化。当代

多样化经营是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结果，跨国公司主动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从资本运作到经营方式，

再到市场份额占有，都决定了必须主动进行多样化经营。 
（七）开发和垄断技术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是为了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 
垄断技术、推迟市场进入，完全服从成本和利润的需要。 

第五节  国际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也包括国际长短期贷款。国

际间接投资是传统的国际投资形式，但在当代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一、国际间接投资的类型 

1．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信用工具之一。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2．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企业对外举债并承诺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所发行的借款凭证。 
3．政府债券。又称公债，是一国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困难，

支持资源开发和经济规划，以政府信用为保证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4．国际信贷。是指一国银行或企业向外国银行和工商企业提供贷款，是一种普遍简易的国际

间接投资方式。重要的国际贷款方式有： 
（1）国际银团贷款，即由若干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贷款集团联合向一个贷款者提供相当数额资

金融通的贷款方式。 
（2）联合贷款，即由商业银行以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贷款方式。

联合贷款在形式上类似于银团贷款，在性质上是官方外援信贷与商业银行贷款的组合。 
（3）项目贷款，是贷款人为某一特定项目提供的贷款。它的资金来源除了国际金融市场外，

主要有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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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因素 

1．利率。利率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的主要因素。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于追

逐较高的资本利息收入。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往往是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 
2．汇率。汇率是影响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引起资本的流动。

一国政府为使资本流动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向变化，往往采取政策限制或鼓励资金流入。 
汇率的稳定性也会引起国际间接投资流向的变化。一国汇率稳定交易吸引资金流入该国。 
3．风险。风险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种证券或者贷款的风险是不同的。在

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者更愿意持有风险较小的金融资产。 

三、国际间接投资对投资的影响 

（一）国际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 
1．国际间接投资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2．国际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这为各国资金在国际间正常移动提供了便利

条件。 
3．国际间接投资一定条件下能促进资金在国际间的合理配置。资本不断以间接投资方式从相

对过剩的地区流向相对不足的地区， 终将使资金的国际配置趋于合理。 
（二）国际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外汇投机。在升贬值情景确定的情况下，外汇投机会随着国际间接投

资的增加而更为迅速地进行。 
2．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国际信贷市场的波动。这同各国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相违背，不利于世

界经济的稳定。 
3．国际间接投资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 

参考题目 

1．国际投资有哪三类主要方式？ 
2．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有哪些？ 
3．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催援民著《现代国际投资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年出版。 
2．李金轩主编《跨国公司》，北京华岭出版社，1993 年出版。 
3．刘跃生著《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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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建立完整的概念，同时对新格局的形成趋势有充分的科

学估计。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东盟一体化经济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和一体化措施的分析和了解，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和将来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不断提升经济地位的作用方式和难以推脱的历史责

任。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含义及综述 

对经济全球化至今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认识。目前，对经济全球化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有：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

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 
T·索维 1985 年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

资领域中的扩散。 
1997 年 IMF 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

及技术的迅速选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以上定义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它混淆了生产、投资、金融三者关系。第二，到底达到什么

程度才能叫做大规模活动，定义中并无明确界定。第三，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或重组，本身就是生

产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第四，整个定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描述，缺少理论抽象。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雷·D·萨克斯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四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促进

经济更快增长；第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第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四，对各国和国际政

治的影响。这个论断，显然也没有给出经济全球化明确的定义。 
教材定义：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过程，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与此相应的世界经济运行机

制的建立与规范化过程。 
经济全球化也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各国和地区的经济都融合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对外经济交

往中的对外贸易比重大大提高，生产领域中跨国公司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市场上外国货币

大量流通，资本跨国间流动加速，各国金融市场由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发达的交易网络系统联接成一

个整体。 
就总体和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基本成因 

（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

求。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又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为惯犯的发展空间。社会

生产力这种不断放大的正反馈效应，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获得持久动力的根本原因。 
（二）微观经济行为主体追逐利润的动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各国政府通

过签订各种协议，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正是对市场不完全所做出的反应，目

的是为了降低经济主体跨国界经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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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原因。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的经济自由化道路的选择，引起世界经济体制趋同与经济

全球化的持续升级、扩散。 
2．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高度流动引起了市区潜力的金融创新活动。 
3．跨国公司早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的双向套利活动，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微观经济基础。 
4．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革命，进一步缩短了全球的实践与空间距离障碍。 

三、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包括这样的趋势：经济行为主体跨国

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障碍越来越少，收益越来越高。一般来说，

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升入的动力。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在整个过

程中处于领先地位。 
（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微观主体。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一直是

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载体。 
（三）经济行为跨国界活动成本降低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不断升入与拓展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

的发展客观上降低了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成本，人们积极降低经济全球化主观成本的努力，则从另一

方面保证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深入。 

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它们构成了由低级到

高级的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关系。 
（一）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起点。贸易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已经使全

球商品市场形成一个整体。随着贸易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完成，生产全球化正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

要特征。 
（二）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分支机构在数量和地域覆盖上极大的

拓展，并借助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间多种形式的联系，实行组织和管理体制尚无国界规划，逐

步建立以价值增殖为基础的跨国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微观基础。 
（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

必然趋势。正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金融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从金融本身的发

展规律来看，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融资证券

化以及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等。 
金融全球化有如下特征： 
1．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2．资本大规模、高速度跨国流动。 
3．金融全球化使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变化。 
4．金融全球化加速了金融创新过程。 
5．以金融资产为特征的虚拟经济日益发展。 
6．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7．国际性金融机构兼并增多，跨国金融业务活跃。 
8．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得到进一步发展。 
9．金融监管与协调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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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经济，对介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

响。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实际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拉大。 
（四）国家经济主权逐步弱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影响。 
（五）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实现真正一体化。 
（六）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投资因素，增加了国际经济行为的风险，各国

经济安全随时受到挑战，面临考验。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根据相互达成的协议建立共

同机构，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内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调节，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 
传统的一体化概念是指旧殖民体系中由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国组成的经济发展形式。虽

然也是在再生产领域内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但它只围绕宗主国的利益发展，是建立在对附属国

的掠夺和相互间的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主权不平等是其典型特征。 
很多资料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描述为：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地理区域比较接近的国家

之间，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目前世界上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大多数由地理区域接近的国家之间组成。这是由于各国之

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国家间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然而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必然和所存

在的某种共同利益相关，这种共同利益往往首先是由于成员国处于同一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如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是为了保护和有效利用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而组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作用已经从经济方面拓展到政治、军事等方面。

有些一体化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力量。如历史上存在的经

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

墨集团）、正在形成的亚洲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十加三）等。一些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会

申请加入与地理区域无关的一体化组织。 
国际经济一体化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出现多样化，故概念上和传统有所不同。 

第三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一体化组织有各种形式，反映的一体化层次也有所不同。较低的只涉及到关

税的减免，较高的涉及到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甚至谋求政治上的联合。 
但一体化较高形式不是较低形式的发展必然，较低形式也不一定就是较高形式的雏形。各类一

体化形式所涉及的成员国共同利益内容不同，所结成的相应的一体化组织形式就不同。据此可将一

体化组织进行如下分类： 

一、特惠关税区 

特惠关税区规定成员国相互之间只课征远远低于对第三国所课征的关税，某些种类的商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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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免税。这是一体化的初级形式。 

二、自由贸易区 

美国称为对外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一体化水平较低的组织形式，指在每个成员国之间废除关

税和数量限制，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但每个成员国人保持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即对第三国各自保

留关税率。这是由签定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所组成的贸易集团（Free  Ttrade Zone. or Free Trade 
Area）。 

三、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在一体化程度上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包括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内容外，还规定了

成员国对第三国的统一关税率（Customs Union）和外贸政策。这方面的调节已经带有超国家因素。 

四、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势必关税同盟高一层次的一体化贸易集团。在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商品、

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实行自由流动，成员国对外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率。 

五、经济同盟 

经济同盟除了要达到共同市场的全部要求之外，还包括建立共同储备，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兑

换比率，甚至建立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劳动力、资本使用等经济政策，进而要求成员国在政治上

联合。 
由于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一体化组织，实行过程有相当的障碍。 

六、完全经济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的完成形式。此时，区域内各国在经济、财政、金融等政策完全一体

化，成员国之间完全消除商品、资本、劳动力流通的人为障碍，成员国经济在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

完全联合一致。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容易符合成员国的利益，实践中成员国较多在这个层次上结成联盟。经

济同盟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由于各国的经济条件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加入一体化组织的目的也

不同，实践中建立起来矛盾重重、进展缓慢。欧盟的建立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四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一、战后最早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非市场经济国家在 1949 年建立了战后第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由前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于前苏联解体前一年解体。 

二、战后建立最多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民族独立的风潮兴起，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继

建立起来。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中，以出口原料或单一产品为内容的组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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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后成为典范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 

欧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发展 快、影响 大的。欧盟建立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长期的

发展，很多经济指标超过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总和，如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量、钢铁汽车产量等；在

一体化组织发展上处于世界 高层次，建立了统一的“欧洲货币单位”，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自

由流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等。 
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发行将欧洲的一体化层次进一步提高，使欧洲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更加

紧密联结的良好态势，成为一支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力量。 

四、将形成鼎足之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十加三”有望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鼎足之势。 
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对内能否将欧洲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使内部市场成为欧洲各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保障，目前是谨慎解决好适时东扩的问题，即接受东欧较贫穷国家为成员国；对外和北美进

行贸易抗衡的同时，将合作争夺的目标确定为亚洲板快。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宣布成立。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

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

和多边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第一个由 富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

集团。这将促进实现“所有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面临的问题是：对内如何解决南美债务，进而将南美吸收为成员国以加强一体

化内部市场和实力；对外如何做到在世界霸主地位逐渐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既与欧盟相抗衡，又能

加强对亚洲板快的争夺。 
东盟（ASEAN）是于 1967 年 8 月 8 日于曼谷成立，共 10 个成员国。为加强化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关系，东盟于 1992 年的峰会中，采纳了强化经济合作关系架构协议，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

障碍，于 2003 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关税从 0 到 5％，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效

益，生产力和竞争力。 
亚洲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的必要性十分重要，但亚洲的一体化经济发展存在很多不定因素，但

小范围的一体化经济却存在很大的可能，如两岸三地、朝韩、各自为政的“十加一”等。 
“十加三”的促进将要克服很多障碍，其中比较主要的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如果亚洲没

有适时地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被两大集团肢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五节 欧盟的形成与一体化措施 

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原因 

1．由于历史的原因，聚集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2．由于地理原因，国家市场狭小，资源短缺，对外依赖性强。 
3．美国借助于马歇尔计划支持西欧结成一体化组织。 
4．地理相连，文化渊源相似，经济结构相近，有利于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各国经济利益不同，也不可能所有欧洲国家建立一个一体化组织，只能根据共同利益所在

和演变发展成不同程度的一体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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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过程 

1．1944 年《关税同盟》的签订是欧洲联合的萌芽。 
2．1952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础。 
3．签订于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共同形成《罗马条约》，

据此于 1958 年 1 月 1 日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或

称“西欧共同市场”（West European Common Market）。 
《罗马条约》阐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消除分裂欧洲的各种障碍”，“加强各成

员国经济的联结，保证它们的协调发展”，“在欧洲各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的基础”。 
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超越各主权国家的管理机构，即：部长理事会，执

行委员会，议会和法院。 
4．1967 欧洲共同体 
1967 年 7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上述 4 大

机构（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会、法院）合并，总称为“欧洲共同体”。但原 3 大共同体仍

保持独立地位。 
虽“欧洲共同体”是由 3 大共同体合并而成，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至

欧盟成立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共有 12 个正式成员国。 
5．欧盟 
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

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 年 2 月 7
日，各国外长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 19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欧洲联盟成立。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共同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依然存在。“马约”生效后，欧共体未就

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但欧共体内部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洲联盟”（简称“欧盟”）。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在欧洲联盟组织中占有中心地位。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是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 
目前，欧盟共有 25 个欧盟成员国。 

三、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 

1．关税同盟的建立 
《罗马条约》规定共同体应以关税同盟为基础。 
2．共同农业政策。其中包括 3 项主要内容：① 统一成员国农产品价格。这是共同体农业政策

的中心，其中包括 3 种价格：目标价格、干预价格、门槛价格。②农产品关税壁垒：对第三国农产

品实行差价税。③ 共同农业基金：农业指导与发展基金。 
3．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建立。建立欧洲货币单位。 
4．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通过洛美协定的签定，与不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5．欧元。1969 年欧共体海牙会议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1991 年 12 月 10 日，欧共体

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将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

《马约》规定， 迟在 1999 年 1 月 1 日，经欧洲理事会确认，如达到“趋同标准”的成员国超过

7 个，即可开始实施单一货币。1994 年 12 月 15 日，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将欧洲单一货币定名为欧

元，取代埃居。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1 月 4 日，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正式登场。 
6．《欧盟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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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宪法条约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在罗马由欧盟成员国元首及政府首脑签署。不论是通过议

会表决的方式还是通过公民表决的途径，如果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该宪法条约的话，它就将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生效。法国于 2005 年 5 月 29 日公投否决。 

四、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的借鉴 

1．稳定区域金融秩序 
2．强化对农业市场的保护 

第六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贸易的增长 
（一）由于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免除关税和贸易限额，使成员国之间贸易条件较第三国有利，从

而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二）由于一体化组织内部之间消除了关税壁垒，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有利于第三

国资本在一体化组织内直接投资，跨越关税壁垒，分享产品免税流通的利益。这也是一体化集团贸

易增长的因素。 
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部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以及国际技术合作的发展，促进了投资

水平的提高。 
三、经济一体化影响集团内部成员国的部门结构，促进了新工业部门的发展。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原本是独立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各集团之

间、各经济板块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改变了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 

参考题目 

1．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关系。 
2．区域经济一体化有那些组织形式？ 
3．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十加三”之间的格局分析。 

参考书目 

1．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2．李德明、江时主编《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出

版。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74 

 



 

《西方经济史》教学大纲 

岳清唐  编写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76 

目  录 

前  言 ..................................................................................................................................................... 1181 
第一章  古代西方经济 ......................................................................................................................... 1182 

第一节  古希腊经济 ..................................................................................................................... 1182 
一、古代希腊简介 ................................................................................................................. 1182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 1182 
三、梭伦改革 ......................................................................................................................... 1182 
四、希腊城邦国家的经济 ..................................................................................................... 1183 
五、希腊世界的殖民经济 ..................................................................................................... 1183 

第二节  古罗马经济 ..................................................................................................................... 1184 
一、古罗马简介 ..................................................................................................................... 1184 
二、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的产生与发展 ............................................................................. 1184 
三、罗马法及其对经济的作用 ............................................................................................. 1184 
四、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 1184 
五、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衰退 ............................................................................................. 1185 
六、领主制经济的萌芽 ......................................................................................................... 1185 

第三节  古代西方经济的特点和原因 ......................................................................................... 1185 
一、特点 ................................................................................................................................. 1185 
二、原因 ................................................................................................................................. 1185 
复习与思考题 ......................................................................................................................... 1186 
拓展阅读书目 ......................................................................................................................... 1186 

第二章  中世纪西方经济 ..................................................................................................................... 1187 
第一节  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所有制 ............................................................................................. 1187 

一、日耳曼人 ......................................................................................................................... 1187 
二、日耳曼所有制 ................................................................................................................. 1187 

第二节  西欧的封建化进程 ......................................................................................................... 1187 
一、封建化 ............................................................................................................................. 1187 
二、日耳曼制度与罗马制度的融合 ..................................................................................... 1188 
三、封建等级制度 ................................................................................................................. 1188 
四、封建土地制度 ................................................................................................................. 1188 
五、封土制（也叫采邑制） ................................................................................................. 1188 
六、法兰克的封建化 ............................................................................................................. 1188 
七、教会和寺院的封建化 ..................................................................................................... 1188 

第三节  封建经济的发展 ............................................................................................................. 1188 
一、庄园经济 ......................................................................................................................... 1189 
二、拓殖运动 ......................................................................................................................... 1189 
三、解放运动 ......................................................................................................................... 1189 

第四节  工业、贸易与行会 ......................................................................................................... 1190 
一、工业的复兴与工业组织的变迁 ..................................................................................... 1190 



西方经济史 

 1177

二、商业与贸易 ..................................................................................................................... 1190 
三、行会 ................................................................................................................................. 1190 
四、商法 ................................................................................................................................. 1191 

第五节  中世纪城市的复兴和发展 ............................................................................................. 1191 
一、中世纪的西方城市的来源 ............................................................................................. 1191 
二、城市的自治管理 ............................................................................................................. 1191 
三、城市同盟 ......................................................................................................................... 1191 
复习与思考题 ......................................................................................................................... 1191 
拓展阅读书目 ......................................................................................................................... 1191 

第三章  制度变迁：近代西方经济崛起的一种解释 ......................................................................... 1192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 1192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1192 
二、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 1192 
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 1193 

第二节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 1193 
一、产权理论 ......................................................................................................................... 1193 
二、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 ................................................................................................. 1193 
三、意识形态理论 ................................................................................................................. 1194 

第三节  近代西方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1194 
一、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包括 ............................................................................................. 1194 
二、法国、西班牙与荷兰、英国在变迁中形成了不同的产权类型 ................................. 1194 
复习与思考题 ......................................................................................................................... 1195 
拓展阅读书目 ......................................................................................................................... 1195 

第四章  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 ............................................................................................................. 1196 
第一节  概论 ................................................................................................................................. 1196 

一、澄清认识 ......................................................................................................................... 1196 
二、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从未停歇 ............................................................................. 1196 

第二节  自由贸易理论和英国的实践 ......................................................................................... 1196 
一、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绝对成本优势） ............................................................. 1196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成本学说） ......................................................... 1196 
三、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践 ..................................................................................................... 1197 

第三节  贸易保护理论和美德日的实践 ..................................................................................... 1197 
一、贸易保护理论 ................................................................................................................. 1197 
二、美国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态度和实践 ................................................................. 1197 
三、德国的贸易保护与德国经济的崛起 ............................................................................. 1198 
四、日本的贸易保护与日本经济的崛起 ............................................................................. 1198 
五、英国早期的贸易保护 ..................................................................................................... 1199 
六、国际经验表明 ................................................................................................................. 1199 
复习与思考题 ......................................................................................................................... 1199 
拓展阅读书目 ......................................................................................................................... 1199 

第五章  经济自由 VS 政府干预 ........................................................................................................ 1200 
第一节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 1200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78 

一、重商主义阶段（15-17 世纪） ....................................................................................... 1200 
二、自由竟争阶段（17 世纪中叶-19 世纪末） .................................................................. 1200 
三、垄断和国家垄断阶段（现代市场经济阶段） ............................................................. 1200 

第二节  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 1200 
一、理论基础 ......................................................................................................................... 1200 
二、自由竞争的实践 ............................................................................................................. 1200 

第三节  政府干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 1201 
一、经济自由理论的局限性 ................................................................................................. 1201 
二、政府干预理论 ................................................................................................................. 1201 
三、政府干预实践 ................................................................................................................. 1201 

第四节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 1203 
一、高的经济增长率 ............................................................................................................. 1203 
二、高的国际贸易增长率 ..................................................................................................... 1203 
三、消费结构的变化 ............................................................................................................. 1203 
四、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04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 ............................................................................................................. 1204 
六、管理科学的发展 ............................................................................................................. 1204 
复习与思考题 ......................................................................................................................... 1204 
拓展阅读书目 ......................................................................................................................... 1204 

第六章  石油危机下的西方经济 ......................................................................................................... 1205 
第一节  石油危机与滞胀 ............................................................................................................. 1205 

一、石油危机 ......................................................................................................................... 1205 
二、经济滞胀 ......................................................................................................................... 1205 
三、对经济滞胀的理论解释 ................................................................................................. 1206 

第二节  滞胀后英美对经济体制的改革 ..................................................................................... 1207 
一、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 ................................................................................................. 1207 
二、美国里根的改革 ............................................................................................................. 1207 

第三节  放松管制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 1208 
一、放松管制运动 ................................................................................................................. 1208 
二、新自由主义 ..................................................................................................................... 1208 
三、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 1208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 1208 
五、超越华盛顿共识 ............................................................................................................. 1209 

第四节  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1209 
一、什么是外部冲击？ ......................................................................................................... 1209 
二、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1209 
三、如何对待外部冲击？ ..................................................................................................... 1209 
复习与思考题 ......................................................................................................................... 1210 
拓展阅读书目 ......................................................................................................................... 1210 

第七章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 1211 
第一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含义 ................................................................................................. 1211 

一、工业化的含义 ................................................................................................................. 1211 



西方经济史 

 1179

二、城市化的含义 ................................................................................................................. 1211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标 ................................................................................................. 1211 

第二节  主要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 ............................................................................................. 1211 
一、工业化 早是从英国开始的 ......................................................................................... 1211 
二、“重工业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一般规律 ................................................................... 1211 
三、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的原因 ............................................................................................. 1212 

第三节  主要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 ............................................................................................. 1212 
第四节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1212 
第五节  “城市病”及其治理 ..................................................................................................... 1213 

一、城市病 ............................................................................................................................. 1213 
二、英国对城市病的治理 ..................................................................................................... 1213 

第六节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问题 ......................................................................... 1213 
一、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传统的工业化战略时经常产生如下严重弊端 ............................. 1213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 ............................................................................................................. 1214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 1214 
复习与思考题 ......................................................................................................................... 1214 
拓展阅读书目 ......................................................................................................................... 1214 

第八章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变迁 ..................................................................................................... 1215 
第一节  国际金本位制 ................................................................................................................. 1215 

一、金本位概念及其特点 ..................................................................................................... 1215 
二、英国的金本位制进程及其扩散 ..................................................................................... 1215 
三、金本位制的崩溃 ............................................................................................................. 1215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 1216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 1216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点 ................................................................................................. 1216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 1216 

第三节  牙买加体系 ..................................................................................................................... 1217 
一、牙买加协定 ..................................................................................................................... 1217 
二、牙买加体系的特点 ......................................................................................................... 1217 

第四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与三元悖论 ......................................................................... 1217 
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特征 ...................................................... 1217 
二、“三元悖论”(Trilemma) ................................................................................................. 1218 
复习与思考题 ......................................................................................................................... 1218 
拓展阅读书目 ......................................................................................................................... 1218 

第九章  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与欧元 ..................................................................................... 1219 
第一节  欧共体的产生与发展 ..................................................................................................... 1219 

一、欧共体的产生 ................................................................................................................. 1219 
二、欧共体的发展 ................................................................................................................. 1219 

第二节  欧共体的合作内容 ......................................................................................................... 1219 
一、主要合作内容 ................................................................................................................. 1219 
二、欧共体的农业合作 ......................................................................................................... 1220 

第三节  欧盟的产生与发展 ......................................................................................................... 1220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80 

一、欧盟的产生 ..................................................................................................................... 1220 
二、欧盟的扩大 ..................................................................................................................... 1220 

第四节  欧  元 ............................................................................................................................. 1220 
一、为什么要建立欧元? ....................................................................................................... 1220 
二、欧元成立进程 ................................................................................................................. 1220 
复习与思考题 ......................................................................................................................... 1222 
拓展阅读书目 ......................................................................................................................... 1222 

 



西方经济史 

 1181

前  言 

课程名称：西方经济史 
课程英文名称：Economic History of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编号：406010232 
课程类型：专业选修课 
所属学科：经济学 
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学分 
适用专业：本科各专业 
先修课程：世界历史、经济学原理 
编写人员：岳清唐 
编写时间：2006 年 11 月 
 
编写目的： 
《西方经济史》作为商学院的专业选修课之一，主要针对经济学、国际商务和工商管理专业的

本科学生开设。本课程主要研究欧美国家自古希腊始，到 20 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历程及其特点。目

的是通过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及其成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学会从西方国家实证历史中

借鉴经验，并掌握西方经济学演变的历史背景，增强对各门专业理论课学习时的历史感和发展观。 
课程简介：  

西方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它是一门按照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时间顺序），研究西方

各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并从中探索一国经济发展规律性的科学。它既不同

于一般研究意义上的历史学，也不同于经济学说史，它是关于经济发展本身的知识。研究时间跨度

从古希腊一直到 20 世纪末（框架、简史）。本课程的目的主要是拓宽知识面，了解西方国家的经

济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与成因，从西方国家实证发展历史中借鉴经验，掌握西方经济学演变的历史背

景，增强同学们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时的历史观和发展观。本课程的研修将按照“问题驱动型”以不

同的专题展开，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会经常同时进行截面的和历史的比较，也会结合现实的问题，

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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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西方经济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了解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经济形成的过程，重点掌握古

代西方经济的类型特点，本章难点是对古代西方经济类型特点形成原因的分析。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古希腊经济 

一、古代希腊简介 

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诸多岛屿，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比现

代的希腊共和国所辖面积稍大。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一）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 
1．早期。 
古代希腊半岛 早的土著居民是皮拉斯吉人，约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200 年，属于印欧语

系的希腊语人从北方侵入，逐步占据了希腊各地，原有的土著居民逐渐被同化。 
2．发展。 
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铁制工具在各个生产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希腊的农业、手工业

和航海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3．形成。 
希腊各地出现 200 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以雅典、斯巴达 为著名和强盛。 
（二）希腊城邦制的特点 
1．小国寡民。 
辖地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 
2．城邦居民基本由自由民和奴隶组成。 
3．典型的奴隶制城邦 
（1）家庭、手工业、农业、矿业等普遍、大量使用奴隶。 
（2）以雅典为例，奴隶人口约占城邦总人口的 50%。 
（3）主要通过战争、海盗掠夺获得奴隶。 

三、梭伦改革 

（一）梭伦（约公元前 638-559 年） 
（二）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 
1．废除农民债务并禁止债务奴役，禁止将雅典人卖做奴隶。 
2．按收入多寡把公民分为 4 个等级，各等级依其财力大小，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 
3．创设管理国家的新机构“四百人会议”（由一、二、三等级的公民选出）。 
4．实行遗产自由，允许分割氏族财产。 
（三）梭伦改革的作用 
1．使以前的农村高利贷、地产的无限制集中受到了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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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坏了氏族所有制，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的发展。 
3．经过梭伦改革后，雅典社会确立了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即政治上的奴

隶主民主制，经济上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 

四、希腊城邦国家的经济 

以手工业、航海贸易（商业）为主，农业为辅。 
（一）农业 
希腊的农业由于不能自足自给，从而与市场和贸易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市场农业。 
土地经营方式：直接经营、间接经营 
（二）工业 
以雅典为代表，希腊许多城邦的手工业在公元前 5 世纪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雅典大规模的公

共工程建设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各种手工业的发展。 
奴隶占有制小作坊是希腊手工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 
雪中的希腊雅典卫城遗址。 
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 
（三）商业与对外贸易 
希腊各地每个城市都有市集，各种商品均有专门的销售地点。希腊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使希腊

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黑海、爱琴海的许多地区。 
除对粮食的输入输出有干预外，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 
（四）金融业 
由于希腊各城邦间货币的不同，在一些工商业发达 的城邦出现了专门经营货币兑换的机构。

在此基础上，专营借贷、汇兑、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发展起来。 

五、希腊世界的殖民经济 

（一）希腊世界 
是指通过希腊人的殖民活动而形成的所有希腊城邦国家。 

（二）大殖民运动 
公元前 8 至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人的海外殖民运动，其范围涉及全部黑海和部分地中海地区，

史称“大殖民”。 
（三）大殖民运动的原因 
1．人口过剩。 
2．工商业奴隶主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 
3．社会矛盾：被征服者、失败的领袖、私生子。 
（四）大殖民运动对希腊城邦经济的影响 
1．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原料和市场。 
2．扩大了航海贸易 
3．促进了希腊世界的分工。 
（五）希腊化与希腊化国家 
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国于公元前 4 世纪崛起，并于公元前 338 年征服了全希腊。亚历山大经过

10 多年的东侵，建立了一个包括希腊和大片东方版图在内的大帝国，这个过程成为希腊化。亚历

山大死后，帝国分裂成的那些独立国家，统称希腊化国家。 
（六）希腊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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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城市的兴起。希腊文明是以城市为标志的文明。希腊人的基本贡献是都市生活的传布。 
（七） 希腊化对古代西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1．扩大了希腊化世界的贸易范围。 
2．促进了东方各国工商业的发展。 
3．经济中心的东移。（亚历山大定都巴比伦） 

第二节  古罗马经济 

一、古罗马简介 

古代罗马国家发源于意大利半岛。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部，是伸入地中海的一靴形半岛。（见

图 4） 
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一批属于印欧语系的部落从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现今称为意大利的

地区，他们便是古代意大利人的祖先。公元前 7 世纪左右，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地区，有几个部

落结成联盟，罗马国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的产生与发展 

王政时代以后古罗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驱使大量奴隶劳动基础上的。 
自共和国时代起，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为罗马带来源源不断的奴隶供应。奴隶被看作财产，

是会说话的工具。 
奴隶成为各部门主要的生产者。家庭仆役、手工业工人、种植园、牧场。 

三、罗马法及其对经济的作用 

（一）十二铜表法 
公元前 450 年，在平民的斗争下，罗马共和国制定了成文法，因把条文刻在 12 个铜表之上，

故称“十二铜表法”。 
（二）罗马法的形成 
从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经过 1000 年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罗马法典。 
（三）罗马法的贡献 
1．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 
2．确定了所有交换主体的平等地位。 
3．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律地位。 
4．确立了明确的所有权概念：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四、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一）古罗马的农业 
农业和畜牧业并没有什么重大技术革新，重要的进步是在古罗马帝国范围内耕作方法、栽培技

术、作物品种的推广和相互传播。 
地区分工：意大利本土的谷物生产由于有其他行省廉价谷物的输入而衰落，转而发展葡萄和橄

榄等经济作物。 
（二）古罗马的工业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但也出现了在大地产上的大作坊，有主要制造武器和军服的市营和国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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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并已有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和地区产业分工。 
（三）古罗马的商业 
条条大路通罗马。古罗马经济的繁荣首先是商业贸易的繁荣。帝国时期，成为东西方产品的贸

易中心。 
（四）古罗马的财政 
包税制度，即将征税的权力承包给收税人（一般为高利贷主）办理。 
（五）古罗马的金融 
造币权国家垄断，以古罗马币为主，也允许被征服国家有自己的货币。汇兑、转账业务的银行

也得到了发展。 
（六）古罗马的城市 
1．古罗马帝国是一个由意大利本土城市、希腊城市和外省城市组成的结合体。 
2．城市有较大的自治权。 
3．城市的建设水平相当高：给排水系统、街道规划、其他市政建设。 
4．城市的收入：税收、捐赠。 
5．著名城市 
罗马、加普亚、那不勒斯、不列颠的伦丁尼姆（伦敦）、高卢的卢格敦（里昂）、多瑙河地区

的文都旁那（维也纳）、新吉敦（贝尔格莱德）等 

五、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衰退 

衰退孕育在繁荣之中。 
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制经济的合理性就已出现了问题（斯巴达克起义） 
但在帝国早期，仍表现得不太明显。帝国晚期（公元 3 世纪后），危机全面爆发。 

六、领主制经济的萌芽 

帝国后期，奴隶制经济的衰落，导致政府财政危机，加重了苛捐杂税。 
统治集团纷争不已、混战不停、帝位更迭频繁，政府失控。奴隶起义，海盗猖獗，被征服地区

人民的反抗。大地产者都将自己的庄园建成带有堑壕的城堡。 
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已不能给贸易和私有财产提供有效保护，地方自治的势力越来越大。 
许多大庄园主拥有自己的武装和防御工事，甚至有法庭和监狱，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成为独立

王国。事实上，这就是西欧中世纪领主制经济的萌芽。 

第三节  古代西方经济的特点和原因 

一、特点 

1．奴隶制经济比古代东方更发达 
2．商贸经济比古代东方更发达 

二、原因 

（一）经济人选择 
人们总是选择成本收益比较大的生产活动方式：追求自身收益 大化。 
（二）自然环境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86 

1．交通运输的重要性 
2．奴隶制经济的特点 
是建立在奴隶的普遍饥饿、大量死亡，极低的再生殖率基础上的，因而是建立在奴隶人口的大

量消耗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奴隶制国家不断地对外发动掠夺奴隶人口的战争。战争 重要的成本

就是交通运输费用。 
古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爱琴海，与西亚、北非之间海上交通十分便利，交通运输费用极为

低廉，因而其奴隶人口掠夺战争极为发达而频繁。 
由于奴隶人口来源极为丰富、成本十分低廉，这促使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十分发达。 
3．商贸经济发展的前提 
贸易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社会分工和能够获得比较利益 
分工（决定于产品的差异性）、市场的大小（决定于交易成本） 
基本产品的贸易是受产品差异性和运输成本的约束的。 
产品差异性和运输成本在古代几乎决定于所处的地理环境。 
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 
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的商业经济较中国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古希腊、罗

马濒临地中海这样一个独特环境。 
中国古代的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

河流的特点，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产品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

发展。 
自然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复习与思考题 

1．古代西方经济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些特点？ 
2．如何理解自然环境对某地区经济类型形成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高德步：《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三章。 
2．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 
3．叶孟理：《欧洲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版。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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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世纪西方经济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了解西方中世纪封建经济的特点，封建经济的形成过程，

重点掌握封建行会开始的进步作用和后期的阻碍作用，本章难点是对几种所有制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所有制 

一、日耳曼人 

1．罗马帝国北邻的部落集团。 
2．日耳曼人包括许多部落。 
3．民族大迁徙。 
公元 4 世纪末叶，已经组成部落联盟的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这次入侵一直持续到 6

世纪下半叶，史称“民族大迁徙”。与罗马帝国境内奴隶和隶农起义相结合，推翻了罗马帝国奴隶

制的统治，并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封建王国，西欧封建制度自此始。日耳曼人同当地居民相融合，

成为近代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瑞典、丹麦、挪威等民族的祖先。 

二、日耳曼所有制 

（一）起源 
起源于日耳曼氏族公社制度，主要特点是个人表现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和占有者，而公社只是

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关系中存在着，只是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 
（二）日耳曼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的重要区别 
1．亚细亚所有制。 
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 
2．古代所有制。 
存在的是国家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双重形式； 
3．日耳曼所有制。 
公社财产只表现为每个个人所占土地的公共附属物，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

互关系中存在着。 

第二节  西欧的封建化进程 

一、封建化 

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逐渐建立封建制度的过程。 
西欧封建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自由小农失掉土地，同时又失掉人身自由的过程；是伴随着奴隶转

化为隶农，又进一步转化为农奴的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表现为日耳曼制度与罗马制度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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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耳曼制度与罗马制度的融合 

日耳曼人在征服罗马的过程中，学习罗马的经营模式，结合自己的社会结构，将罗马的隶农制

与自己的氏族制度相融合，形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即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 

三、封建等级制度 

大封建主将征战获得的土地留一部分自己直接经营外，其余赐封给亲信、臣属、贵族，受封者

向封主宣誓效忠，缴纳贡赋，服骑兵役。 
被封的小封建主再向臣服自己的亲信、臣属赐封部分土地，这样层层分封，形成封建等级制度。 
国王是一国 大的封建主。 
教皇是西欧世界各国 大的封建主，它领有西欧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 

四、封建土地制度 

表现为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 
土地经过封建主之间层层相互封受，各级封建主的人身等级和相应的权利、义务也表现在土地

上，似乎土地也具有了主人的属性，形成各种等级。 

五、封土制（也叫采邑制） 

（一）起源与发展 
源于封臣制。国王封给封臣的土地称为采邑，也叫“恩赐地”、“赏地”、“采地”。到 9

世纪后期，采邑从终身占有变为了世袭领地，并逐渐用“封土”一词取代“采邑”。封土就是转化

为世袭领地的采邑。 
（二）衰落 
中世纪后期，封土制趋于衰落。 
封土制本来是为了保证封建主战时应招军役而设立的，但在封土制发展后期，这种方式所提供

的军事战斗力已显著降低。另外，随着征服和扩张活动的减弱，可供封赐的土地也越来越少。 
再就是由于封土的买卖，破坏了原有的封建关系。 
随着封土制的衰落，西欧整个封建制度也慢慢走向衰落，逐步让位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法兰克的封建化 

法兰克国王在进军西罗马帝国时，将罗马皇庄的大量土地当作战利品奖赏给亲兵和贵族，作为

他们的采邑。后来发展为封臣和封土的关系。 

七、教会和寺院的封建化 

日耳曼人在建立法兰克等封建国家时，借助于教会的力量，因而大量赐封教会地产。这些赐封

也是作为采邑分封给教会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等职都是由国王任命的，他们也成为国王的封臣，向

国王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 

第三节  封建经济的发展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经济生活，主要是有关自然经济和土地占有的事情以及有关土地上的农民所

负担的封建义务。庄园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主要的和正规的组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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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庄园经济 

（一）庄园的起源 
1．罗马的庄宅发展而来。 
2．日耳曼的农村公社。 
（二）庄园的经济结构 
1．领主的自营地。 
主要是耕地，还包括草地、果园、菜圃和住宅建筑等。主要依靠农奴的无偿劳役来耕种。 
2．农奴的份地。 
份地所有权是领主的，农奴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 
（三）庄园的经营管理 
中世纪前期主要是自营，后期出现了出租经营。 

二、拓殖运动 

（一）时间 
公元 11—14 世纪。 
（二）原因 
1．人口增长压力。 
2．存在大量未开垦的土地。 
（三）意义 
1．产生了大量非封建地产。 
2．拓殖运动使封建关系变得松弛了。 

三、解放运动 

（一）时间 
伴随着拓殖运动而发生、发展和完成的。 
（二）内容 
1．封建义务折为货币地租。 
农奴对领主所担负的封建义务，被折算成固定的实物地租，后来发展为货币地租，农奴只需缴

纳地租，而其他的封建义务（无偿劳役、贡物）皆可解除。 
2．商贸自由。 
获得解放的农奴不但有人身自由，而且有经济上的自由。享有财产权以及商业和贸易的自由。 
（三）原因 
3．拓殖运动刺激了封建主消费的多样化和对货币财富的追求。 
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奴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 
（四）解放方式 
解放运动是通过一系列合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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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工业、贸易与行会 

一、工业的复兴与工业组织的变迁 

1．包买商。 
从 11 世纪起，随着商业和货币经济的兴起，刺激了手工业的复兴。出现了提供原料、包销产

品的中间商人 
2．手工作坊。 
随着消费和交换范围的扩大，在城市中出现了为市场生产产品的手工作坊。作坊一般由师傅、

帮工和学徒组成。作坊内部没有分工，每一件产品都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独立完成。 
3．中世纪的行业分工。 
行业分工有越分越细的趋势。即行业分工比较发达。 

二、商业与贸易 

1．早期。 
商业交换活动很少。只是在封建主自己的领地内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集市。“落地法”、“船难

法”。 
2．中后期。 
和平的时期增多，出现了一些固定的、较大的市场和集市。 

三、行会 

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抵制外来的竞争及限制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的竞争，而结

成的一种自治管理组织。 
（一）起源 
1．源于罗马的同业公会。 
2．源于庄园。 
3．源于教区会社和兄弟会这样的互助组织。 
（二）行会的自治管理内容 
1．规定产品原料的质量和数量； 
2．规定每个作坊的人数和工作时间的长短； 
3．规定传统的工作方法； 
4．规定产成品的数量和质量。 
（三）行会的积极作用 
1．能够避免恶性竞争，保持正常的再生产。 
2．使手工业者可以团结起来抵抗封建主势力的压迫。 
3．保证了生产者的产品信誉。 
（四）行会的消极作用 
1．阻碍自由竞争。 
2．阻碍了技术进步。 
3．封闭倾向和官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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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法 

伴随着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商业惯例、交易规则。 
意大利是古罗马法的复兴地，也是商法的发源地。13 世纪起，意大利各自治城市的有组织的

商人团体，经常发布调整工商业活动的规章。 
这些规章经法学家们的著述，变成了西欧各城市调整银行业、票据交易、典当业、船舶登记、

货物运输以及保险业等的法律规范。并随着商业关系的固定化，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商法规则。 

第五节  中世纪城市的复兴和发展 

中世纪后期（公元 11 世纪起），由于西欧社会和经济的逐渐复兴，引起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

的复兴与发展，从而引起了城市生活的复兴。 

一、中世纪的西方城市的来源 

1．古罗马时期的城市遗址。 
2．各个封建国王、教会和其他封建主们新建的都城。 
3．由固定的商贸集市发展而成的商业、手工业城市。 

二、城市的自治管理 

城市通过向国王或大封建主交纳一笔巨款，换取一份特权证书，或通过诉诸武力。得到一定的

自由和自治的权利。 
城市自治权 主要内容是城市居民的人身自由。 

三、城市同盟 

由于各个封建主的割据，市场支离破碎，加之海陆强盗的公开抢劫，使得一些利益相关的城市

商人寻求联合，进而结成城市之间的同盟，即城市同盟，来对抗封建领主和国王，以及抵抗陆上和

海上的强盗。 

复习与思考题 

1． 请简述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的不同。 
2． 封建制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3． 简述拓殖运动及其影响。 
4． 简述封建行会的进步意义和负面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 高德步：《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四、五、六章。 
2．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3．（德）尼古劳斯·皮珀：《故事中的经济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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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变迁：近代西方经济崛起的一种解释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一种观点，即一系列的制度变

迁为技术革命创造了前提，进而在英国首发了工业革命。重点掌握制度变迁发生的原理，新古典理

论的产权对人的激励作用。本章难点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一）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 
1．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 
2．强调的是关系 
（二）制度变迁 
1．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2．Douglass C. North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二、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 
1．自然禀赋、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种物质生产要素 
2．制度因素被排除在外，被视为是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 
3．那么，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是不是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

就不能实现了呢？ 
4．诺思：《1600-1850 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 
5．这期间，没有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

高。原因：统计分析发现，尽管没有重大技术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

全面，使得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提高了海运生产率。实现

了经济增长。 
（二）制度变迁的原则：行为主体追求收益 大化 
诺思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

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 大化的。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

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 终实现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5 个步骤 
1．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2．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4．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5．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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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一）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

思：《西方世界的兴起》）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谁是第一生产力？） 

（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如何产生？ 
1．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 
2．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 
3．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

即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能够得到 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三） 对产业革命的新认识 
产业革命不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制度变

迁的结果。 
为什么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英格兰地区出现呢？英格兰

地区 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圈地运动、

1624 年的《独占法》） 

第二节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一、产权理论 

科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结构（财产所有权的安排） 

（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应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 
1．假定国家是“中立”的，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约

束下，在充满稀却和竞争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成本 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 
2．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代替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 
3．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即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将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

素，并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二）诺思：国家并不是“中立”的！ 
1．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2．即国家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状况有重要影响。 
3．口头许诺的干股产权不明确，书面协议（法律文书）的股份明确产权 

二、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 

（一）国家的性质 
1．掠夺论（剥削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 
2．契约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 
3．（诺思）暴力潜能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分

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二）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 
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为使收入 大化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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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国家的存在有两方面相互冲突的目的 
4．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 大化 
5．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 大化 
6．这种冲突导致国家的兴和衰 

三、意识形态理论 

（一）“搭便车者” 
搭便车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和无效率。但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

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当这种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如何克服搭便车现象呢？ 
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寻求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行为 
（二）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 
1．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强有力的，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无法解释克服搭便车的

行为，也就无法进一步说明制度的变迁。 
2．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 
3．意识形态的变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

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 
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范围超出了纯经济的领域，但他的分析工具是基于经济学的。

产权的界定和行使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国家的兴衰也受制于成本和收益，甚至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

为了使收益 大化。 

第三节  近代西方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诺思认为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不是一系列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的结果，

而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 

一、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包括 

1．封建制的衰落、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新大陆的发现引起了市场规模的扩大； 
2．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 
3．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

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并导致和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二、法国、西班牙与荷兰、英国在变迁中形成了不同的产权类型 

1．法、西的经历基本相似：在形成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过程中，国王为了筹集军费和其他财

政开支，都建立了一个代议制机构（议会）来对税收进行投票表决。但 后，随着国王权力的扩大，

议会把征税权交给了皇室。 
2．两国皇室都用地区性垄断权来换取有保障的财政收入，行会在这两个国家有合法的排他性

垄断权。这种地区性垄断牺牲了扩大市场的收益，抑制了创新，虽然短期内解决了扩大财政的需求，

但却产生了具有破坏性的长期后果。 
3．荷兰在新航路开辟后，成为欧洲贸易的自然中心，在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之后，由于本地区

贸易的优势，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反对限制，积极鼓励竞争以及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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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代议制议会始终把征税权掌握在手中。英国地处一个岛屿，地理上的隔离使外国的 
4．入侵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对英国人不如对法国

人重要；而国内又经常有几个人争夺王位，这些竞争者的出现限制了英国国王的权力。因此英国的

议会（由商人和有土地的中上阶层组成）能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来终止各种限制性措施，并保护私

有产权和竞争。 
5．正是由于私人产权的建立和贸易与商业上的竞争降低了交易费用，才使英国在 17 世纪逃脱

了使法国和西班牙深受其害的马尔萨斯灾难。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制度变迁？ 
2．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是什么？ 
3．简述英国、荷兰和法国、西班牙在近代制度变迁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型。 

拓展阅读书目 

1． （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wmas）：《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中文版。 
2．（美）道格拉斯·诺斯著 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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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 

——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的不同选择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近现代西方国家在从落后到实现经济崛起时对待自

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态度和政策。重点掌握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时应采取的不同贸

易政策。本章难点是对贸易保护不等于封闭、开放不等于自由贸易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论 

一、澄清认识 

1．贸易保护不等于闭关锁国 
2．开放不等于自由贸易 
3．和开放对应的是封闭，和自由贸易对应的是贸易保护 

二、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从未停歇 

理论与实践上、不同国家间、同一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间、不同时期。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

看，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论战从未停息过，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过谁。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

期都有论战的双方，不同国家也会构成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论战双方。那么对于现时期的中国，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第二节  自由贸易理论和英国的实践 

一、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绝对成本优势） 

1．绝对优势：如果一国能够比别国用同样多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某种产品，从而使每单位产

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国，则称该国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2．绝对优势理论：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

产品，其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 
3．绝对优势举例： 

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成本学说） 

1．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

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 
2．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

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3．比较优势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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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践 

1．1823-1845：逐步降低关税和消费税，同时增加所得税 
2．1846 年，废除谷物法 
3．1851，废除航海法令：航运业对外开放 
4．1860，成为执行自由贸易政策 彻底的国家（只有少数消费品保留进口关税：烟、酒、咖

啡、茶叶、胡椒等） 
5．1860 年《英法条约》：双方互降关税。英国的工业品、法国的奢侈品 
6．自 18 世纪以来，不断增加的英国人口越来越依靠小麦进口。 
7．法国人热爱自由，受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诱惑，半自由半保护地与英国签约。 

第三节  贸易保护理论和美德日的实践 

一、贸易保护理论 

（一）保护幼稚工业论 
1．汉密尔顿：《制造业的报告》（1791） 
2．李斯特（19 世纪）：德国产业革命 
3．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是着眼于一国的长远利益。其基本假设是：对某些幼稚工业进行保护

在短期内虽然有代价，但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是有利的。 
4．长远利益能否获得取决于 3 个条件：一是被保护的那些“新生儿”必须有长大的潜力，即

必须有潜在的、通过成长会发挥出来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 
5．二是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是短暂的、有限的；三是被保护的“新生儿”在长大后给社会带

来的收益足以弥补社会为保护它所付出的“抚养费”。 
6．因此，并非是所有的幼稚工业或民族工业都应该受到保护。 
（二）增加政府收入 
收取关税是政府要实行贸易保护的动因之一。收关税比增加国内税收容易。 
（三）民族自尊 
进口商品往往反映了其他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增加民族自豪感，政府会

一方面从政治上把使用国货作为爱国主义来宣传，一方面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减少外来冲击，发展本

民族产业。 
（四）国家安全 
1．自由贸易会增加本国对外国的经济依赖性，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2．如若战争爆发：进出口中断，经济瘫痪，不战自败。 
3．冷战时期：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巴统）高技术、军用战略物资。 

二、美国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态度和实践 

（一）美国早期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从美国独立到 1807 年为止。 
1．当时美国的经济结构还特别有利于自由贸易，主宰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三大利益集

团，全部受益于自由贸易：农场主、从事进出口业的船东和进出口商、给前两部分人贷款的银行家 
2．汉密尔顿 
（二）1807 年对英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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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7 年拿破仑进攻英国，英国强征美国商船；英国炮船击沉了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美国

举国激愤，杰斐逊总统、国会：对英禁运。 
2．禁运后果：英国转用别国的小麦和棉花；美国的棉花小麦烂在地里，进出口商、银行破产，

但北部工业 200%速度增长。 
3．1 年多后解禁：马上美国工厂就不冒烟了。 
（三）1812-1814 的英美争夺加拿大土地的战争 
1．美国工业获得第二个成长机会。 
2．1816 年：美国工业得到第一个贸易保护的关税法案：平均关税率 25%。（天然关税率），

法定关税加天然关税，美国产品得到的实际保护关税可能要高于 40%。 
3．到 1850 年，美国的工业集团逐渐形成。 
（四）美国内战的实质 
1．北方工业集团与南方农业集团关于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 
2．中间集团倒戈，南方集团谋求独立 
3．南北战争：是一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战争，而不是一场解放奴隶与维护奴隶制的战争！ 
4．南北战争后，北方工业集团获胜：关税迅速上升到 60%-70% 
5．1890 年，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此时关税高达 70%，以后有所下降，

但仍一直比较高，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五）二战后美国的自由贸易 
1．战后，美国凭着超强的工业实力，取代英国倡导自由贸易。以其为首，建立了促进西方世

界自由贸易的三大工具：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支付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2．美国以其当时无可争议的制成品竞争力，企图通过建立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使自己永远成

为世界工厂，其他各国做世界农村。 
3．但西欧各国战后经济凋敝，出现“赤化”趋向，美苏由战时的合作转向竞争与对抗，丘吉

尔的铁幕演说使美国为了避免西欧各国倒向苏联，贸易政策出现了 180 度转变：从抑制他国工业崛

起的“全面自由贸易政策”到“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市场对西方阵营国开放，允许他国进行

贸易保护，发展本国工业。 
4．单边自由贸易不能持久 
5．1971 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稳定的汇率不复存在，美元大幅贬值；美国

从单边自由贸易的极端，一下转变为超级贸易保护：在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市场的同时，收紧美国

海关的进口大门。 

三、德国的贸易保护与德国经济的崛起 

1．1871 年普法战争：50 亿金法郎的巨额赔款、煤钢资源（阿尔萨斯、洛林） 
2．李斯特 
3．1871 年德国统一后，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对工农业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 
4．1913 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到约 36%，超过英法，居欧洲第一，世界第

二。 

四、日本的贸易保护与日本经济的崛起 

1．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引进技术和管理，但并没有开放本国市场。 
2．中日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四万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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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靠贸易保护立国，而不是靠自由贸易：日本市场的封闭性极强，国民就是不买外国工

业制成品，比如美国的汽车。 

五、英国早期的贸易保护 

1．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也是实行贸易保护的。 
2．17 世纪的英国，曾以国家安全为依据，颁布航海条例，限制使用外国海运服务和购买外国

商船。 
3．18 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的纺织工业竞争不过来自印度的棉布。立法禁止印度棉布输入，

人为地提高本国棉纺织业的利润率，引发了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4．1815 年：通过《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 
5．但一旦强大起来了，为了让英国货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市场，英国又开始倡导自由贸易。 

六、国际经验表明 

1．当国家弱小的时候，它是需要贸易保护的； 
2．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它需要推行自由贸易。 
3．当经济繁荣的时候，自由贸易的潮流就会兴起； 
4．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贸易保护的潮流就会兴起。 
5．处在产业结构高端的国家倾向自由贸易。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贸易保护不等于封闭，开放不等于自由贸易？ 
2．简述美国在经济崛起中对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态度？ 
3．如何制定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拓展阅读书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中文版。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 年（上卷）、1974 年（下卷）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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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自由 VS 政府干预 

——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重点

掌握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出现的现象。本章难点是对经济自由和政府干

预理论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阶段（15-17 世纪） 

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商业垄断资本在封建王权的支持下对国内外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原始国

家干预。（重商主义学说） 

二、自由竟争阶段（17 世纪中叶-19 世纪末） 

各生产部门的企业很多，任何企业都不能控制生产和价格，也不能控制政府，企业自由地竞争。

政府基本上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三、垄断和国家垄断阶段（现代市场经济阶段） 

竞争、垄断、危机、经济周期、滞胀、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等特征。

（国家干预学说、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说） 

第二节  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一、理论基础 

（一）古典经济学：斯密“看不见的手” 
1．价格机制：供求均衡 
2．马克思的价值规律 
（二）新古典经济学 
1．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 有效率 
2．完全竞争的假设：经济人、买者卖者众多、产品同质、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行业进

出自由。 
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二、自由竞争的实践 

工业革命时期企业的特点：以轻工业为主（食品、纺织等）。 
1．对生产规模和资本规模的要求普遍较小，大部分是单个资本。 
2．工业资本家取代商业资本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重商主义式的原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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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被减除，企业普遍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3．企业基本都是单一单位，一个或几个所有者共同直接经营其农场、工厂、商店、银行、运

输公司等。 
4．企业独立地生产、独立地销售，市场机制作为 有效的方式把成千上万的经济活动联系起

来。 

第三节  政府干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一、经济自由理论的局限性 

（一）斯密理论的局限性 
1．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2．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平衡。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 
1．消费者均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存在局限性。 
2．生产者均衡：回避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 
（三）自由市场经济实践上的破产 
1．垄断的出现（19 世纪末）。 
（1）自由竟争逐渐走向它的反面：垄断（规模报酬，大鱼吃小鱼；马克思：资本的积聚和资

本的集中） 
（2）大规模生产的出现：铁路（1850 左右）、重工业（钢铁、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石油采

炼、通讯、电气等） 
2．社会供需的失衡。 
（1）1873 年的危机。 
（2）1929 年的危机：供需严重失衡，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政府干预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否定了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出清信条。 
2．“有效需求”概念、有效需求不足是常态 
3．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4．财政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 

三、政府干预实践 

理论指导下的政府干预实践：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危机和二战彻底否定了自

由市场经济体制，战后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英国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和社

会福利制度；法国实施经济计划；西德形成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美国形成混合经济体制。 
（一）英国的国有化和福利制度 
1．国有化 
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经过战时国家干预的实验，加上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工

党主张使用国有化作为国家干预的手段。 
由于二战后，英国资本不足、外汇缺乏、技术落后，私人企业也普遍认为很难仅仅靠自身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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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提高产品出口竞争能力。因此国有化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改革

和经济改革政策。 
（1） 国有化的内容与方式。英国战后经历了两次国有化高潮。1945 年 7 月到 1951 年 10 月；

1975 年 3 月到 1979 年 5 月。内容：将采煤、电力、天然气、铁路、民航、电报与电话、钢铁等收

归国有经营。1946 年对英格兰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方式：高价赎买或每年付给原企业主补偿金和

利息，原企业主可以参与企业管理。（类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1979 年：国企劳动力占全国劳

动力的 8.1%；产值占总产值的 11.1%；固定资产占总额的 20%。 
（2）国有化的利弊。国企对政府来说，是有力的调控工具。国企为社会提供一定的经济优惠

或福利。如铁路客运价=运营成本（亏损由政府补贴）；国企可以扩大就业。国企是政府控制通货

膨胀的工具。政府首先通过对国企的工资、物价进行限制和冻结，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如同社会主

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也是英国国有企业的通病。(成本高 40%) 
2．福利国家政策 
伴随着国有化，英国在战后强化了社会福利与保险制度的建设。（1）1601 年的《济贫法》；

（2）1911 年《社会保险法》强制推行；（3）1942 年，牛津大学贝弗里奇教授提出“贝弗里奇报

告”，报告认为：应该保障人人有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自由权利；所有家庭应按

统一标准上缴捐款和领取津贴而不受收入的限制；社会保障应实行统一的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有三

种办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4）1945 年，工党政府开始推行贝弗里奇计划，先后

颁布《家庭补助金法案》、《保险法》、《工伤福利法》、《医疗保险法》等。（5）70 年代，英

国国家财政支出中有 59．93%用于住宅改善、环境服务、科技保健、个人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以及

其他公共服务。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安全阀”，保障了公民的生存权利，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稳

定。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很难把握。在提高公平同时，效率就有损失。 
（二）法国的经济计划 
在苏联计划经济取得的成就鼓舞下，法国试图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快经济发展，消除自由放任体

制的弊端，同时避免国家高度集中控制经济的无效率。 
为了使计划有效实施，法国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将战时与希特勒密切合作的企业一律

收归国有。 
1946 年颁布了将部分工业企业进行国有化的法律，到年底，工商业中国有股份已达 50%以上：

法兰西银行、四大商业银行、34 家保险公司被国有化；在汽车制造、电力、煤气等部门国家控制

85%的资本；在电讯、保险、铁路、航空、海运、飞机制造等部门，国有资本占 33%以上。 
1．法国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 
规定国家中长期的总体发展战略和目标；规定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只对某些部门和国企有

约束力）；确定优先发展部门，对重点地区实施倾斜政策；政策手段主要有：投资和信贷政策、税

收政策、价格政策和控制债券发行等。 
2．法国经济计划的实施和发展。 
从 1947 年开始实施，到 1952 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已比二战前 高的 1930 年

多 27.6%。并且就业状况良好、劳资关系缓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到戴高乐时代（1958-1969），法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计划干预体系。 
（1）在计划理论方面，认为：不能搞强制性计划，应该继续发挥市场的优点，实行计划指导

型市场经济体制。 
（2）在计划机构方面，实行“集体预测”原则，增加参与计划制定和审议的政府机构和人员。 
（3）在计划方法方面，不断减少直接控制方法，增加间接控制方面。 
3．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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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划管理在法国战后经济发展中作用显著。从 1959 年起法国的国际收支大为改善，年年

有盈余，被视为法国的经济奇迹。 
（三）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体制走上了一条所谓“经济人道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市场经济既不是国家完全不加以干预的自由经济，也不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自由竟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的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仅限于通过法制保障经济自由和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和安全。 
在上述理论与实践下，西德经济到 1950 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完善工资自治政策、就业政策、劳动保护政策、工人参与决定权和劳动司法

审判制度等，逐步建立了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美国的混合市场经济 
自罗斯福新政起，美国就进行国家干预的实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在美国政界、

大学占据主流。新政和战时的政府干预说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消除失业，因此一定的

政府干预是有益而无害的。战后美国政府开始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理论来设计经济管理体制。 
1946 年颁布《就业法》，规定联邦政府负责“ 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并成立了

协助总统制定经济政策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表示从法律上确定了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责任。美

国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伴随者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1947 年美国各级政府支

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18.5%，到 1969 年达 30%。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行，使美国由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变成了混合经济，政府控制因素和市场

因素彼此混合在一起。 

第四节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西方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出现了战后 20 多年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黄

金时代”。表现在高的经济增长率、高的国际贸易增长率、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相伴

产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管理革命等方面。 

一、高的经济增长率 

五六十年代世界工业经济增长率达 5．6%，为历史 好时期。 
1860-1870：2.9%；1870-1900：3.7%；1900-1913：4.2%；1913-1929：2.7%；1929-1938：4.1%；

1948-1971：5.6% 

二、高的国际贸易增长率 

伴随者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国际贸易在 50、60 年代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商品

出口值以年均 6%-8%的速度增长。 

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制成品比例上升，初级品比例下降。 

三、消费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大大提高，引发了一场“消费革命”，集中体现在住宅、汽车

及服务性消费上如旅游。追求生活质量已成为发达社会的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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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50%。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军用技术向民用的转移，各个国家对科技教育的大

力支持，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提高，产生了以高分子合成、原子能、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宇航、激

光等为核心的新兴产业。 

六、管理科学的发展 

在管理方面，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出现了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要流派的

现代管理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 
2． 简述英、美、法、德等国在战后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赫伯特.斯坦 著 金清 等译：《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版。 

2．（英）波斯坦等主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1-8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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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石油危机下的西方经济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触发下经济

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及针对滞胀的理论解释和改革措施。重点掌握英美是如何解决

滞胀问题的。本章难点是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对滞胀的理论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石油危机与滞胀 

一、石油危机 

（一）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 年 10 月，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纳赛尔 1970 逝世后由萨达特任总统）领导下，发动对以

色列的“十月战争”（也称斋月战争、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 
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摩洛哥、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利比亚和突尼斯

等国先后出兵参加战斗。 
（二）石油武器 
特别是阿拉伯产油国开展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通过石油禁运、石油提价、和收回石油资源

等措施，来打击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西方国家。 
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用石油做武器，反对霸权，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

度上涨。 
1973 年 6 月，原油价格每桶不到 3 美元；10 月，涨到 5．11 美元；75 年 10 月到 12． 376 美

元；79 年又开始大幅度上涨，1981 年达到 32 美元一桶。 
由于石油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能源，石油价格的突然和持续上涨，严重冲击了西方国家的经

济。 

二、经济滞胀 

（一）新的经济危机类型 
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猛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陷入了二战后

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74-1975 年危机。 
这次危机与大危机不同：大危机时生产停滞和倒退，伴随着失业和物价的持续下降和萧条；这

次危机也造成生产停滞和失业，但却是伴随者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 
是物价的持续上涨，而不是持续下跌。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滞胀”，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 
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二战后西方国家

“黄金时代”的结束和滞胀阶段的开始。 
（二）滞胀的发展 
滞胀指的是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高物价上涨率并存的现象。 
75 年下半年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相继度过了危机阶段，生产开始回升。但生产增长缓慢，

而失业队伍却依旧庞大，物价依旧上涨严重。危机过后，生产、投资高潮并没有出现。 
法国、美国、西德的工业生产直到 1976 年下半年和 1977 年上半年，才先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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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而英国则拖到 1978 年上半年才勉强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危机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 50、60 年代明显地降低了，有的国家甚至停滞不前。 
在失业方面：危机后，除美国外，西欧主要国家随着生产的回升，失业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

而还在继续增加。 
欧共体国家的全失业人数，1976 年：467．4 万，1977 年：576．9 万，1978 年：588．9 万 
美国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虽然在 1975 年达到 780 万和 8．5%的高峰后，逐年有所减少，但到

1978 年仍然保持在 600 万和 6%的高水平上，与 73 年的 430 万和 4．9%相比，失业规模仍然在增

大。 
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方面：危机后，出现的新特点是，无论在再生产周期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也无论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哪种干预措施，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 
从数据上看，西欧国家 50 年代消费物价上涨率平均为 2%，60 年代为 3．4%，而到了 70 年代，

物价上涨就如脱缰的野马，许多国家上涨率达到两位数，如英国在 1975 年达到 24．2%。 

三、对经济滞胀的理论解释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如果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失业率，就要采取扩张性政策，但这

势必会加剧通货膨胀，造成严重的物价上涨；如果想控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必须采取紧缩政策，

而这又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失业率，使危机加重。因此，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其结果是

医治好一种疾病，则会加重另一种疾病，二者不可兼得。面对此种顽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筹莫

展 
（二）货币学派对滞胀现象的解释 
由于战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不能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以经济自由为

核心思想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走上前台来。 
其中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为英美国家解决滞胀问题提出了较为有效的药方。 
货币学派（弗里德曼）否定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认为以需求管理为宗旨的财政政策 终都是通

过货币量的扩张和收缩来实现经济调节作用的。 
财政政策只是在短期内对国民收入发生影响；而在长期内，政府的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作

用而不是刺激作用，结果是引起通货膨胀和降低国民经济增长率。 
货币学派开出的药方是：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执行单一的货币规则。即货币供应的增长

率必须同实际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三）供给学派对滞胀的解释 
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原则不能对付滞胀，因为需求扩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

的增长，很有可能只是单纯地增加了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

而影响投资和设备更新，造成技术变革迟缓，形成滞胀局面。 
供给学派开出的药方是：从提高供给着手，采用降低税率的方法来刺激储蓄，提高私人部门的

投资，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拉弗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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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滞胀后英美对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 

1979 年，作为保守党代表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任英国首相。为克服长期以来英国经济走走停停

的滞胀困境，她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总需求管理理论，按照货币学派开出的药方对英国

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号称“铁娘子”。 
（一）改革的主要内容 
1．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1）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平均成本比私人企业高 40%。 
（2）采取出售国有股票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或将整个国有企业股份整体出售给一家私人企业，

或是优惠出售给本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上采用招标的方式公开出售。 
（3）首先是在石化、宇航、电信行业推行私有化，1988 年宣布私有化无禁区。 
2．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 
（1）把降低通货膨胀，而不是充分就业作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因而控制扩张性财

政政策的使用，并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对付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 
（2）1979 年，撒切尔政府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开支，把它作为抑制货币供应大量增长的关键

步骤。 
（3）1980 年，开始按照货币主义的单一货币规则来制订财政战略：明确规定了今后几年内货

币供应量增长的指标和政府借款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3．削减福利开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1）将政府全包保险支出改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摊，并 终过渡到以企业和个人为主。 
（2）在医疗方面， 终的努力方向是逐步取消公费医疗，实行私人医疗保险。 
（3）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对普通职工的影响巨大，因此受到工会的强烈抵制，改革难度很大。 
（二）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1）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英国的经济增长在 1982-1989 年保持了较高的速度，在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中仅次于日本。通货膨胀率从连续多年的两位数降到了较低的水平，财政也出现了 20 多

年未曾有过的盈余。 
（2）但是紧缩政策的执行，虽然使通货膨胀率降低了，但同时提高了失业率。 
（3）因此，必须在执行紧缩政策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有所控制后，又要采取一些扩张手段增

加就业和经济增长。尤其在铁娘子执政后期，这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互换的现象（菲里普斯曲线）

成为困扰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二、美国里根的改革 

里根上任之初，全面采用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并吸收了货币学派的某些政策观点，对美国

经济同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供应学派的思想和政策也因里根的应用而名

声大起。 
（一）里根改革的主要内容 
1．大规模减税 
将 600 万贫困者从纳税（个人所得税）名单中排除。 
新税法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 2480 美元，并根据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将公司所得税的 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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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税率从 46%调低为 34%。 
2．从重视财政政策改为加强货币政策 
在里根之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物价的稳定。里根上台后，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目标变成了更大的目标——持续经济增长，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地位。 
3．紧缩社会福利规模 
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来减轻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比如减少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将领取津

贴的条件从 10 年纳税工龄改为 20 年，将某些福利责任由联邦政府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 
4．放松管制 
给企业松绑。如专门成立以老布什为首的放松管制工作小组，清理减少近 1/4 的联邦条例和法

典文件，减少大量联邦管制机构，使企业从过多的政府干预中解脱出来。减轻了企业的成本。 
（二）里根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里根的改革使美国渡过了 1982 年的 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自 1983 年起保持了连续 6 年的经济

增长。使得里根在 1985 年能以高龄连任。 
但里根也给美国留下了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的新问题。里根上台时提出在减税的同时，要

同步减少财政支出。但减税容易，降低开支却不易，事实上没有做到。反而因为税收减少，财政缺

口加大了。同时，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美联储实行高利率政策，相应的提高了美元汇率，即美元升

值，这降低了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赤字。 

第三节  放松管制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一、放松管制运动 

1．利率自由化、汇率浮动、放松资本控制 
2．放松对企业的管制 
3．私有化 

二、新自由主义 

1．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经济自由主义。 
2．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它与现代国家干预学说的地位此消彼长。 
3．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曾占据主流地位； 
4．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起，国家干预学说即凯恩斯主义占据主流地位； 
5．到 20 世纪 70 ～80 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出现普遍的滞涨和经济危机，经济自由主义再次

形成为一种主流派别，其理论和政策与古典自由主义大同小异，故称新自由主义。 

三、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所谓“华盛顿共识”，一般是指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和经济学精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共同制定的、旨在克服一些拉美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危机的一整套政策建议。 
主要包括创造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做出经济结构调整、出售国有企业、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

措施。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是在西方国家克服经济滞胀的过程中兴起的，它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作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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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但拉美国家 80 年代以来从来没有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中找到令人满意

的答案。 
独联体、中东欧国家的 10 年转型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学说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

绩效，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休克疗法：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化。新自由

主义在俄罗斯推行的结果：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国有资产被侵吞、利益

集团的强大、黑手党和普遍的犯罪等等。 

五、超越华盛顿共识 

斯蒂格利茨提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模式不适用于转型经济，因为转型过程与实践要比西方经

济学教科书中的新自由主义更加复杂。他认为，俄罗斯忽视了许多成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

件，如：政治体制状况与国家调节；传统、心理、文化与社会道德；组织和信息资本”；竞争环境

的建立；政府对银行和货币系统的监督等。 
与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前 10 年相比，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获得了充分

肯定与高度评价。 
应当吸取苏东国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新自由主义”及其负面影响应该予以警惕，坚持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第四节  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什么是外部冲击？ 

狭义：由经济体之外的因素，对该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所带来的“震荡”，被视为“外部冲

击”。 
广义：由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市场机制本身无法预测的一些因素对一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扰

动”，被称为“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举例：科技革命、国际投机资本、石油供给和恐怖主义、突发战争、自然灾害如疫病、

地震、旱涝、台风。加入 WTO 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冲击，如农业。 
外部冲击可被分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引起总供给变动的冲击为“供给冲击”；引

起总需求变动的冲击为“需求冲击”。 
还可分为“正冲击”与“负冲击”：引起有利作用、推动经济高涨的冲击为“正冲击”。如技

术进步；引起不利作用、导致经济衰退的冲击为“负冲击”。如石油危机、911、非典。 

二、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石油危机成为导致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相关国家经济增长为负数，导致印尼苏哈托总统 30 年政权垮台。 
3．911 使美国经济复苏放慢 
4．日本新泻地震使日本经济信心严重受挫。 
5．SARS 使我国相关行业一度陷入困境：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吸引

外商投资等方面。 

三、如何对待外部冲击？ 

1．美国政府对石油冲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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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联邦政府和民间互补的石油储备体系。 
3．我国对非典冲击的反应 
4．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经济滞胀及其表现。 
2．简述英、美对经济滞胀的改革措施。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赫伯特.斯坦 著 金清 等译：《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吉林人民

出版社 ，1997 年版。 
2．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3．（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

出版社，1989 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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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以及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对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重点掌握工业化的阶段性和传统工业化的负面。本章难点是对

新型工业化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含义 

一、工业化的含义 

1．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 ——《辞海》 
2．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 ——钱纳里 
3．工业化是指农业经济社会转变到工业经济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和第二产业

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 
4．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 

二、城市化的含义 

1．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2．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 
3．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标 

1．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工业化率 
是指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工业劳动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第二节  主要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最早是从英国开始的 

工业化是世界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阶段。 
英国的工业化与所谓的“工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其工业化完成时期大约在 19 世纪后期。 
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刺激下逐渐完成的。 
德国、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较快，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电

气电力、化学、内燃机、新式炼钢法）机会，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原始工业的发展（以英国为代

表）。并一举超越了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相继在 20 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 

二、“重工业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一般规律 

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工业内部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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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趋势来看，在工业化前期，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或消费资料工

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或生产资料工业）比重显著上升，即

出现“重工业化”。 
消费品工业：包括食品、饮料、烟草等；布匹、制鞋；皮革制品；家具等 
资本品工业：包括生铁、有色金属；机械；车辆；化工等 
霍夫曼（Hoffmann,W.,1931）系数 
英国工业化中后期（1812 年至 1924 年），霍夫曼系数 的变化情况 
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 1871—1901 年间，即钢铁、石油、化学、电力等产业高速发展的“第

二次产业革命”时期，霍夫曼系数从 3．9/1 显著下降到 1．7/1 
美国在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工业化”发展情况 
从制造业的内部就业结构来看，1870 至 1910 年间美国的“重工业化”趋势也很明显 

三、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的原因 

1．在工业化初期，消费品工业之所以首先发展 
（1）原因之一是像食品加工和纺织之类的工业是满足人们 基本需求的部门，只有当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后，才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其他工业； 
（）2 原因之二是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要素禀赋特点（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稀缺，非熟

练劳动力丰富）有利于发展消费品工业，不利于发展资本品工业。 
2．而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资本品工业必须加速发展 
（1）原因之一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只是发展消费品工业，它就永远也不可能站在科技和工业

发展的前沿阵地； 
（2）原因之二是消费品工业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只有在资本品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

能。 

第三节  主要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 

1．英国 
（1）1800 年，伦敦，95 万人 
（2）1850 年，伦敦，236 万人 
（3）1851 年，英国城市化率达 52% 
（4）1910 年：78．9%；1980 年：86.4% 
2．法国：城市化较慢.1931 年:51.2% 
3．美国：1920 年：51.2% 
4．德国：1891：50%；1980：92% 

第四节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1．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驱动力。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慢半拍。 
2．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1）城市的集约功能降低了工业化费用 
（2）增加了就业和教育机会 
1．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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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经济结构正在或者是已经从工业主导型转向了服务主导型 
3．服务业内涵的变化：现代服务业 
（1）服务业划分为四大类：基础服务（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生产和市场服务（包括

金融、物流、批发、电子商务、农业支撑服务以及包括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个人消费服务（包

括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公共服务（包括政府

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 
（2）现代服务业是跟着物质生产的生产率的提高，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广泛普及而把服务业从

物质生产里分离出来 
（3）在服务业内部为生产服务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在发达国家为生产服务的比重达到了 50％，

在美国达到 54.8％，欧盟 52.3％，日本是 54％。 
（4）1987 年，在 OECD 国家服务部门提供的就业占到了 63．9％，而 1997 年达到 68．2％ 
（5）在美国服务业提供 78％的工作机会。 
（6）国际经验证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从低收入发展到中高收入

的过程中 
（7）中国未来 15 到 20 年正好经历这样一个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程，所以服务业应该是中

国未来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第五节  “城市病”及其治理 

一、城市病 

1．指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住房拥挤、交通紧张、环境污染、疾病传

播等。 
2．住房与交通：人口的集中，工棚。 
3．环境污染：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 
4．治安与传染病 

二、英国对城市病的治理 

1．城市病源于市场机制的失灵。 
2．立法：《公共卫生法》、《都市供水法》、《都市管理法》、《污物清除法》等 
3．公共管理机构：公共卫生委员会。 
4．科技发展：市政建设、公共浴池、淋浴的发明、牛痘的接种等。 

第六节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传统的工业化战略时经常产生如下严重弊端 

（1）将工业发展的目标等同于工业化的目标，单纯追求工业经济总量的扩张，工业发展与农

业发展相脱离，其结果是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2）发展工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其结果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不协

调。 
（3）用工业发展速度、GDP 增长等指标衡量工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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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忽视了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善，即“重物”不“重

人”。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 

（1）国外的学者一般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诸阶段，

也就是说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开始信息化的。 
（2）中国是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呢，还是将工业化与信息化紧密联

系在一起，同步进行，相互促进？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正是后者。 
（3）新兴工业化是指：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成果来改造、提升、发展国民经济各

部门的过程，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4）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大大缩短工业化时间。从国际上看，英国实现工业化大约用了

近 200 年，日本用了 100 多年，韩国只用了 30 多年，这是因为韩国充分利用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机遇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当今国际国内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加速工业化进程。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1）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实现工业化； 
（2）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而不是把信息化的任务推向未来； 
（3）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 
（4）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力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不是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 
2．简述工业化进程所体现出的阶段性。 
3．新型工业化的特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王加丰、张卫良著：《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3．庄起善主编：《世界经济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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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变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三个阶段。重点掌握布雷顿森

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本章难点是对特里芬难题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国际金本位制 

一、金本位概念及其特点 

（一）金本位的概念 
1．以黄金作为货币，作为标准（gold standard） 
2．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时间相对较短，它的全盛时期为 1897-1914 年，约

20 年左右的时间。 
（二）金本位制的特点 
国家法律规定本位货币的含金量，含有一定成色、重量的黄金金币作为本位货币，可在市场上

流通，流通中的货币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居民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金币，国家对黄金的输出和输

入没有任何限制。 
（三）金本位制的优缺点 
1．优点：可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2．缺点：各国货币当局不能干预黄金的流入和流出；黄金的供给有冲击或经常不足；逆差时

的调节要以国内经济紧缩为代价，顺差时的调节要以国内经济膨胀为代价。 

二、英国的金本位制进程及其扩散 

英国：18 世纪初的金银复本位制—18 世纪末的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扩散：19 世纪中叶，美、澳发现金矿，19 世纪下半期西欧各国陆续采用金本位制。 

三、金本位制的崩溃 

（一）金本位制要正常运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各国政府必须严格遵守金本位制的要求，即放弃对黄金流入流出本国的限制。 
2．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可以灵活调整。 
3．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能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需要。 
（二）上述三个条件在 1914 年前后不复存在 
1．金本位制的后期，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违反黄金自由流出流入本国的“游戏

规则”，金本位制遭遇危机。 
2．在金本位初中期，自由市场机制正处于向前发展的状态，经济中的垄断现象还不明显，价

格调整比较充分。而在金本位后期，垄断开始出现。 
3．各国政府为了抵消黄金流动对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而越来越多地对黄金流入流出本国

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比如在黄金大量流入国内时，为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而冻结部分黄金以阻止

货币供给增加；而在黄金大量流出时，为避免本国物价下跌经济紧缩而采取限制黄金流出的强制措

施，避免黄金供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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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增加，而黄金的产量和生产率却有限，世界黄

金产量满足不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维持金平价汇率的需要 
（三）金本位制的短暂恢复和彻底崩溃 
1．“一战”期间，各参战国实行黄金禁运和货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暂时停止实行。 
2．“一战”后各国短暂地恢复了金本位制，但已与战前的金币本位制有所不同，实际上是金

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 
3．1929 世界经济危机则又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统一的国际金本位

货币体系也随之彻底瓦解。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 年 7 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美国一个城镇）召开了有 44 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

币金融会议"，签订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了关于汇率安排和对成员国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以下 3 点： 

1．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常设机构，

其宗旨是协调国际货币合作关系，基金组织的各项规定构成了战后国际金融领域的纪律，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着国际货币运行的秩序。 
2．建立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 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双挂钩体制。实行两个挂钩： 
（1）一是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确认 1934 年美国规定的３５美元折合１盎司黄金的官价；

即１美元含金量０．888671 克，各国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可随时用美元向美国政府按上述官价兑

换黄金。 
（2）二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建立固定汇率关系。这样各国货币就钉

住美元，美元则成了黄金的等价物，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围绕的中心。 
3．设计了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一般只能在法

定平价上下 1％范围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于预外汇市场，以保护汇率的稳定，只有在一国国际

收支“根本不平衡”时，才允许货币贬值或升值。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常运转，设置了国

际货币基金，安排了资金融通措施。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点 

1．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但又与金本位完全不同，因为

金本位与国内货币供应联系起来，这会引起货币紧缩、失业和萧条，现在这种联系割断了，逆差国

可以得到基金组织的帮助而不必在国内实行货币紧缩。 
2．但这种体系的建立是英美货币主导权之争的结果，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以固定

汇率与美元挂钩，实质上使美国几乎独占了货币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一）特里芬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保证美元按固定官价自由兑换成黄金，维持人

们对美元的信心；二是作为国际储备手段的美元必须满足国际经济增长对它不断增加的需要。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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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对立和矛盾。美国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在 1960 年发表的《黄金

与美元的危机》中讨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种矛盾的困境，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二）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的前１５年，其运行尚算基本正常。 
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爆发了美元危机，并宣布放弃维持黄金和美元的比值的义务，其

它国家纷纷宣布不再继续履行货币平价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在石油危机造成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的同时，战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于

1971 年彻底崩溃。 
1971 年 8 月 15 日，面对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各国中央银行要求兑换黄金的压力，尼可松总

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使历时 25 年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

率体系成为历史。 

第三节  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协定 

1976 年１月８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定》，之后

逐渐形成国际货币关系新格局，即“牙买加体系”。这一协定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终崩溃。 

二、牙买加体系的特点 

1．一是黄金非货币化，美元成为非制度化的主要本位货币； 
2．二是全球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汇率调节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汇率安排多样

化； 
3．三是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放任自由制度。 
因此，这种既无本位货币，又无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

的体系”。 

第四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与三元悖论 

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特征 

1．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金融的全球化，资本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使汇率出现“两极化”

现象。 
2．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各国都在寻求组建区域性货币联盟的有效途径，以维系世界金

融的稳定。 
3．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 90 年代初期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从 1994 年的墨西

哥金融危机到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 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到 1999 年初的巴西货币危机，

金融危机明显具有传染性和突发性。金融资产脱离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性造成威胁；资金流动的短期化和易变性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现实威胁。 
4．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引人注目：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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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元悖论”(Trilemma) 

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同时达到两个，不

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1．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汇率的稳定性； 
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克鲁格曼指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

持贷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中，一国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第三者。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特里芬难题？ 
2． 简述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 

拓展阅读书目 

1．高德步：《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2．（英）波斯坦等主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1-8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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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与欧元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了欧洲从古罗马帝国分裂后，在 20 世纪末又一次走

向融合，由法德的煤钢共同体逐渐发展到欧盟的历程。重点掌握欧洲国家为什么走向一体化。本章

难点是对加入欧元区标准的理解。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欧共体的产生与发展 

一、欧共体的产生 

二战后，欧洲各国同美苏相比，只能处于二等国家的地位，欧洲各国认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

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法国不甘受美国的指派，想通过建立某种欧洲国家的

联合，从而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美国在二战后也认为，只有通过超国家组织，才能把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威胁永远根除。因

此也支持欧洲国家的联合。 
首先在 1950 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舒曼计划》，建议法国和西德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合并，

并且邀请其他国家参加。在美国的撮合下，1951 年，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正式成立，参加国有

法国、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 
煤铁共同体的成立消除了矿砂、煤炭和钢铁在共同体内部贸易中的关税和配额，统一了从共同

体外进口产品的的税率，并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加以控制。 
1957 年，这 6 国签订了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协议。 
1958 年：签定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目的是使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共

同市场。 
1967 年，伴随着 20 世纪 5、60 年代的经济繁荣，上述三个共同体合并成立欧洲共同体，简称

欧共体。 

二、欧共体的发展 

1973 年：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共同体，欧共体实现第一次扩大。 
1981 年：希腊加入欧共体。 
1986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 2 国加入，欧共体成员增为 12 个。 

第二节  欧共体的合作内容 

一、主要合作内容 

1．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全部取消，成立关税同盟，对外税率一致。 
2．在运输、农业、社会保险、及其他关键经济政策上保持一致； 
3．在共同体边界内，允许人口自由迁移、资本自由流动； 
4．任何成员国不能单方面脱离组织，必须由有限多数投票决定。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220 

二、欧共体的农业合作 

欧共体制定了统一的农产品价格调节机制，对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储藏进行补贴，对进口的

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差价税。 
共同农业政策促进了共同体国家农业的发展。 

第三节  欧盟的产生与发展 

一、欧盟的产生 

在欧共体一系列成就的鼓舞下，欧洲国家计划进一步推进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1973 年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美国宣布不再维持黄金官价，欧洲

各国为了抑制本国通货膨胀，纷纷自行调整汇率） 
但到 1985 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欧共体终于通过了《欧洲一体化文件》。 
1991 年 12 月欧共体 12 国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 
1993 年《统一欧洲法案》成为法律，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迈向政治、经济、社会、货币、

外交、军事等全面一体化的新欧洲。 

二、欧盟的扩大 

1995 年：奥、芬、瑞典加入，欧盟成员增为 15 国。 
2004 年：欧盟第 5 次扩大，即东扩，10 国加入： 2004 年 5 月 1 日，欧盟正式接纳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10 个中东

欧国家为欧盟成员国，从而形成一个横跨东西欧 25 国、面积 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4.5 亿、GDP
约达 10 万亿欧元的新联盟。 

第四节  欧  元 

一、为什么要建立欧元? 

二次大战后， 1957 年建立的罗马条约开始了欧洲的共同政策，而后欧洲经历 1970 年代如 
1970 年、1971 年的美元贬值，国际间遂有成立欧洲货币制度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的
想法，刚开始只是荷、比、卢、法、德、意六国的一个简单构想，让货币不再有贬值的压力。 

二、欧元成立进程 

（一）欧洲货币单位 
1978 年创立欧洲货币制度 (EMS)，创造欧洲的通货单位，也就是 ECU，当时称之为欧洲通

货单位 (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由当时的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管理，采用一篮子

通货 (basket)，以 ECU 为基础，将各参加国通货与 ECU 之间建立中心汇率。 
欧洲货币制度刚开始时运行并不顺利，意大利、法国、德国都经历贬值，直到 1986 年后运作

才上轨道。 
但当时的英国报纸评论道：欧洲货币制度并不好，欧洲货币制度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1986 年

到 1990 年四年期间，EMS 有很大的施行满意度，马克与法郎共同支持 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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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欧元区的标准 
1989 年后， EMS 的发展更加快速，德国与法国为轴心，带领欧洲人民制定马斯垂克条约 

(Masstricht Treaty)，决定将欧洲国家进行进一步的趋合 (convergence)，欧共体制订了加入欧元的国

家要达到的标准，五个标准如下： 
1．通货膨胀率：会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前一年通货膨胀率 低三个会员国平均值的 1．5 

个百分点。 
2．利率：会员国的利率不得超过前一年通货膨胀率 低三个会员国利率的 2%。 
3．赤字：预算赤字不超过会员国 GDP 的 3%。 
4．公债：国家的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家 GDP。 
5．货币稳定：国家货币至少二年期间必须维持在欧洲汇率机制 (ERM) 的范围内浮动才被接

受。 
（三）欧元区标准的修改 
马斯垂克条约制定之后，大家对这样的标准条件不甚满意，因为只有卢森堡符合此五项标准，

因此标准再度修订，只要能改善以上条件，就可加入欧元区，但何国加入或不加入，由欧洲货币机

构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EMI) － 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的前身决

定。 
这项条款很重要，因为意大利、比利时皆有公债的问题。 后，审查结果只有希腊条件太差无

法加入，其余欧洲联盟十四国皆符合条件。但英国、丹麦与瑞典决定留在欧洲联盟内，不过暂不加

入欧元。 
从 1999 年创立欧洲中央银行后，由执行理事会 (Executive Board) 六位成员负责欧元区内统

一执行欧洲的货币政策，并在欧洲层次上，加速其它国家进入欧元区。 
（四）欧元过渡期 
欧元在 1999 年 1 月 1 日已经问世，当时欧元区国家的货币与欧元的汇率被不可改变的固定下

来。但是在到 2002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过渡期内，欧元仅是金融和外汇市场上的账面货币，是一种

史无前例的看不见的“无形货币”。 
在现金流通方面，欧元区国家在 2002 年 1 月 1 日前仍然在使用本国的货币。尽管这一期间成

员国的货币被官方认为已经仅仅是欧元的表现方式，但是在公众心目中，只有当欧元的纸币和硬币

投入使用时，欧元才真正到来。 
（五）欧元日 
2002 年 1 月 1 日（欧洲人称作“E－day”，即欧元日），欧元现金开始正式流通，在经过两

个月的欧元与原成员国货币的双币流通期后，从 3 月 1 日起，12 国的货币（比利时法郎、德国马

克、西班牙比塞塔、法国法郎、爱尔兰镑、意大利里拉、卢森堡法郎、荷兰盾、澳地利先令、葡萄

牙埃斯库多、芬兰马克、希腊德拉克马）全部结束其历史使命，彻底退出流通，欧元终于“一统天

下”。 3 亿多的欧洲公民开始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EURO）。 
现在欧元纸币和硬币已经成为欧盟 25 个成员国中 12 国的法定货币，这 12 个国家是比利时、

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芬兰，即欧元区

国家；另外 3 个欧盟成员国（丹麦、英国、瑞典）出于本国各自不同的情况而暂不采用欧元，而刚

加入欧盟的 10 国则还不能满足加入欧元的条件。 
（六）欧元的效果 
欧元诞生三年多来的顺利运营已经使得欧元区国家受益匪浅。在欧元区内部，随着欧元问世带

来的货币政策的统一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及汇率风险消失、交易成本降低、价格差异减小和更为

透明的市场，欧洲统一市场中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更为便捷，使得企业达到更高的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222 

效率和竞争力，这对于成员国经济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从而达到长期共同繁荣发展和抵御外部

经济冲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复习与思考题 

1．西欧国家为什么在 20 世纪末走向了一体化？ 
2．简述欧元发展进程。 

拓展阅读书目 

1．范幸丽，王晶 :《欧元》，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年。 
2．王宪磊：《当代世界经济与欧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3．杨伟国：《欧元生成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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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说明 

（一）编写本大纲的指导思想 
《管理学》是教育部制定的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又是管理学

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主要是从一般理论、一般原理、一般特征的角度对管理活动加以研究，

从中找出一般规律性。因此，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原理学，是我校管理类各专业的共同专业基础

课。 
本大纲既强调基本理论和原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加强应用能力，力求传统理论与现代观

点相结合，管理原理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管理理念与管理过程相结合，历史与前沿相结合。通过本

大纲的编写使学生全面了解管理学的课程性质特点、体系结构以及学习的目的和要求，以期为本课

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指导，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目的和基本要求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没有亲身的工作经历。通过管理学的学习，应使他们对实际管理活动

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为他们认识、理解实际管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基本的

管理原理和方法反过来又指导他们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本课程是围绕一切组织的管理活动而展开

的、以实践为指导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够： 
1．了解并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了解管理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同时期管理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解决管理工作和管理实践问题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2．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方法，熟悉现代计划技术和方法、组织结构设计、人力资源管理、领导

理论与沟通技能、控制技术，把握现代管理的决策支持、组织文化、激励方式、创新模式和信息系

统； 
3．能运用所了解所掌握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如：运用所学

的知识分析实际管理案例，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如在学习完“计划”后，能运用所学内容编写

日常生活、学习计划，甚至编写班级工作计划等；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模拟演练，初步具备

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以职能为主线的管理理论的全面系统阐述，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

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理论兼收并蓄，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融合提炼，

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学生们的系统性管理知识，进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是本课程的难点。 
（四）知识范围及相关课程的关系 
管理学作为一门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应该拥有较为

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必要的数学知识；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科学，本课程要求学生有一定

的实践活动基础以及对社会、企业概况的基本了解。此外，本课程要求学生要具备较强的价值判断

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其后续课程有市场

营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运作管理等。 
（五）学时总数 
48 课时 
（六）教材与参考书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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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宝玲、辛枫冬主编，《管理学原理》，天津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 
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教与学导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 
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 
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 
迈克尔·波特（美）著，《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 年版。 

二、教学方法 

1．应用各种不同方式和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活动式、联想式等）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 
2．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丰富课堂内容，扩大课堂信息量。 
3．加强案例教学, 即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方法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以不同方式进行互动交流讨论。在整个

过程中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及时做好总结，鼓励创新思维。 
4．充分应用网络资源，拓展同学们的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培养同学们的专业意识，有计划

地推动网络教学活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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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标： 
1．理解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2．掌握管理的两重性和各种职能； 
3．理解管理人员的分类和技能要求； 
4．理解管理学的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5．了解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6．理解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含义。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的定义； 
2．管理的职能及相互关系； 
3．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管理概述 

一、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1．管理的概念。管理是根据组织的内外环境条件，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一系列的

活动，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 
2．管理的基本特征。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达到目标的

手段是正确地运用组织拥有的各种资源；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开

展的。 

二、管理的性质 

1．管理的两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2．管理两重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三、管理的职能 

1．计划职能。计划是对未来活动如何进行的预先筹划。 
2．组织职能。组织就是根据已制定好的计划，把组织活动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上，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上，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结上，合理地组织起来，已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组织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得到 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3．领导职能。领导是指利用组织赋予的权利和自身的能力去指挥和影响下属为实现组织目标

而努力工作的管理活动过程。 
4．控制职能。控制是促使组织的活动按照计划规定的要求展开的过程，是为了保证组织按预

定要求运作而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5．四种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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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人员的分类 

1．什么是管理人员。是指任何组织内要管理下属或有责任调动各种资源的人员。 
2．管理人员的层次分类。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3．管理人员的领域分类。综合管理人员；专业管理人员。 

五、管理人员的技能要求 

1．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指使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关的工作程序、技术和知识完成组织任务

的能力。 
2．人际技能。人际技能是指与处理人事关系有关的技能，即理解、激励他人并与他人共事的

能力。 
3．思维技能。思维技能是指综观全局、把握组织未来发展的能力，也就是洞察组织与环境相

互影响之复杂性的能力。 

第二节  管理学概述 

一、管理学的特点 

1．历史性。管理学是对前人的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总结、扬弃和发展。 
2．综合性。管理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3．实践性。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研究对象。组织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 
2．研究内容。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方面；上层建筑方面。 

三、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是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理论指导。 
2．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管理中应用。 
3．理论联系实际。 
4．综合方法的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和激励、优化等方法。 

第三节  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管理是利用系统化的管理科学知识，并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创造性的艺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

者要注重技术和技巧的运用和发挥，管理是一种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 

思考题 

1．什么是管理的两重性原理？举例说明其现实意义何在？ 
2．管理的职能有哪些？分别简述之。各管理职能之间有何关系？ 
3．为什么说管理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你对此有何认识和体会？ 
4．联系实际说明为什么要学习、研究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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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只有两名雇员的自行车修理铺老板的工作与自行车车行总经理的工作具有

相似性？在什么样的工作情况下他们又有所区别？请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外管理  http：//www.zwgl.com.cn 
中国管理传播网  http：//manage.org.cn 

拓展阅读书目 

1．朱鎔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载《光明日报》1996 年 9 月 8 日。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 章，p.1—27。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

章，p.1—22。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1 章，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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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 
2．掌握各管理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内容及特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2．法约尔的 14 项管理原则； 
3．梅奥的霍桑试验； 
4．西蒙的决策理论。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 

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儒家；道家；法家；兵家。 
2．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民族资本主义经营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 

1．亚当斯密，《国富论》，劳动分工。 
2．泰罗，科学管理。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 

一、科学管理理论 

1．泰罗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之父；制定工作定额；选择“第一流的工人”；实施

标准化管理；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强调工人与雇主合作的“精神革命”；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

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2．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卡尔·巴斯；亨利·甘特；吉尔布雷斯夫妇；亨利·福特。 

二、古典组织理论 

1．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经营与管理的区别；管理的 5 项职能；14  项
管理原则。 

2．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理想科层制的六大组织特征。 

第三节  行为科学理论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梅奥及其人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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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关于“社会人”的观点；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关于士气的观点。 

第四节  现代管理理论 

一、社会系统学派 

1．代表人物：巴纳德 
2．主要内容：⑴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⑵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

沟通及其 7 条准则；⑶关于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⑷管理者的职能与权利。 

二、决策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西蒙 
2．主要内容：⑴管理就是决策；⑵关于决策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划分；⑶主张用“令人

满意的准则”作为决策准则；⑷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划分；⑸决策对组织机构设置的制约；

⑹决策的技术和方法。 

三、经验主义学派 

1．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埃尔弗雷德·斯隆；欧内斯特·戴尔 
2．主要内容：⑴管理的性质和任务；⑵目标管理思想；⑶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⑷比较的方

法研究和概括企业管理经验。 

四、权变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弗雷德·卢桑斯；亨利·明茨伯格 
2．卢桑斯的“如果—就要”函数关系。 

五、管理科学学派 

1．管理科学学派对管理及管理学的理解 
2．主要特征：⑴以 小的投入获得 大的产出；⑵组织管理中数学的应用；⑶管理中电子计

算机技术的应用；⑷将系统观念引进管理方法之中。 

六、系统管理学派 

1．代表人物：弗里蒙特·卡斯特；杰伊·福莱斯特 
2．卡斯特等人的系统理论：系统管理的内容；企业系统模型。 
3．福莱斯特的工业动态系统理论：建立和分析工业动态系统模式的 6 个步骤。 

思考题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为什么说泰罗是“科学管理之父”？ 
2．法约尔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3．韦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4．孔茨提出的“管理理论丛林”是什么意思？它涉及哪些主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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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1． 近，管理学界出现“寻根问祖”的回归浪潮，如《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热销，

你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讨论其对现代企业经营有何启示。 
2．“泰勒和法约尔给予我们一些明确的管理原则，而权变方法却说一切取决于当时的情境，

我们倒退了 70 年，从一套明确的原则退回到一套不明确的和模糊的指导方针上去了”。你是否同

意这种说法，为什么？ 

互联网资料 

管理世界  http：//www.mwm.com.cn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inamc.org.cn/index.htm 

拓展阅读书目 

1．泰罗著，《科学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 章，p.27—64。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

章，p.22—44。 
4．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版。 
5．D·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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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略管理与决策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与管理环境的关系，掌握宏观、微观环境分析的内容； 
2．掌握战略管理的过程和企业战略的类型； 
3．掌握决策的定义、原则、类型、程序，掌握决策的基本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环境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2．战略的基本类型，利用波士顿矩阵进行战略组合分析； 
3．决策的基本方法，如盈亏平衡分析方法、 大 小收益值法、 大 大收益值法、 小

大后悔值法、决策树法等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 
4．决策的满意原则与 优原则的区别。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管理环境 

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1．宏观环境。宏观环境是指只对某一特定社会中所有企业或其他组织都有广泛影响的环境因

素，如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等。 
2．微观环境。微观环境是指与实现组织目标相关的环境，包括供应商、顾客、竞争者、社会

公众等。 
3．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二、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与法律环境。政治与法律环境泛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

制定的有关法令、法规等。 
2．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反映了企业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是影响组织行为诸

多因素中 关键、 基本的因素，对组织产生的影响更直接，更为重要。其中 主要的是宏观经济

周期性波动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可支配个人收入。 
（2）可随意支配个人收入。 
（3）货币收入。 
（4）实际收入。 
3．技术环境。技术是指管理者在设计、制造、分销产品和服务时所使用技能和设备的总称，

技术环境是指一个社会总体的科技水平。 
4．社会环境。社会是人群生活所组成的各种组织体及行为规范与态度的集合。社会环境包含

的内容十分广泛，如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消费方式、审美标准、

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水平等。 



管理学原理 

 1239

三、微观环境分析 

1．供应商。供应商是向组织供应原材料、部件、能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的组织。与供应

商有关的主要威胁，是供应商强有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和限制企业获得重要资源的控制能力。 
2．顾客。德鲁克曾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 
（1）定义。顾客是指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主要包括所有出于直接使用目的以及为

再加工或再销售目的而购买本企业的个人或组织。 
（2）五种购买市场。 
（3）组织与顾客的关系。 
3．竞争者。 
（1）定义。竞争者是指与本组织存在资源和市场争夺关系的其他同类型组织。 
（2）类型。愿望竞争者、一般竞争者、产品形式竞争者、品牌竞争者。 
4．社会公众。 
（1）定义。公众通常是指对组织实现其目标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利害关系或影响力的任何团

体或个人。 
（2）类型。媒体公众、政府公众、地方公众等。 

第二节  战略管理 

一、企业战略的概念及其特点 

1．战略管理思想的渊源。 
2．概念。企业战略是指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为求得企业长

期的生存与发展，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手段的总体设想和谋划。 
3．现代企业管理重心向战略管理的转移。 
4．企业战略的特点。 
（1）全局性；（2）长远性；（3）竞争性；（4）纲领性；（5）风险性。 

二、战略管理的过程 

1．确定战略经营内容和使命。实行战略管理，首先必须明确战略方向。为此，必须对组织的

战略经营内容与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认识，也即要明确在相当长的战略时期中，企业准备做什

么。 
2．制定战略目标。必须确定以下内容：所要实现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地位，年度盈利目标，通

过选择的行动要实现的主要财务和经营成果以及其他实绩目标。 
3．进行战略规划。 
（1）战略规划的内容：①对变化着的条件做出反应；②配置资源；③在所参与的行业中进行

竞争；④在企业的每一个经营单位内，在主要职能领域和经营部门采取什么行动和方法，可以使整

个经营单位形成一致而有力的战斗力量。 
（2）战略规划的层次：①总体战略；②经营事业战略；③职能战略。 
4．实施战略方案。 
（1）实施战略方案：①建立能够实施战略计划的组织机构；②编制战略支持预算与规划；③

使资源的投入能够保证实现组织目标及其选定的战略；④把奖惩结构直接与实现目标的结果挂起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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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⑤创造一种有利于全面实现战略目标的组织文化；⑥制定有利于战略实施的政策与方法；⑦建

立追踪和控制战略实施进程的信息与报告系统；⑧加强内部领导，推动战略实施，随时改进战略实

施方法。 
（2）战略实施的原则：“战略决定结构”。 
5．评估战略实施，进行积极的调整。 

三、战略的类型 

1．根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态势和经营范围划分。 
（1）专业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企业将其资源集中起来，运用某种专项技术生产某种专用产品并推向某个细分市

场。 
②优点与缺点。 
（2）一体化战略。 
定义：是指在同一行业内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把企业的业务范围后向扩大到供给资源和

前向扩大到 终产品的直接使用者，还包括收买或兼并同类产品企业及与同类企业合营，以扩大生

产规模。 
（3）多角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从事扩展与原有经营业务有明显区别的业务，企业同时生产或经营几个行业的产

品或劳务。 
②使用范围：规模庞大、资金雄厚、市场开拓能力强而适应能力差的大型企业。 
③作用：分散经营风险和有效利用经营资源。 
④形式：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的四种常见方法。不相关多样化的三种常用

方法及其常见的三大障碍。 
2．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划分 
（1）防守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环境中的企业和组织，或者市场领先者。 
（2）进攻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动荡不安的变化环境中的企业。 
（3）追随型战略。多数企业为了避免与主导者正面竞争而使双方两败俱伤所采取的战略。（4）

补缺型战略。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避开大企业市场的情况。 
（5）撤退型战略。适用于经营环境不利的情况。 
3．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态势划分 
（1）成本领先战略。 
（2）特色经营战略。 
（3）市场集中战略。 
4．战略组合 
波士顿矩阵图（明星、问号、金牛、瘦狗）。 

第三节  决  策 

一、决策的概念及分类 

1．决策的概念。管理者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从若干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方案的分析、判

断的过程。要点：决策目标，若干可行方案，满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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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策的分类。 
（1）按决策的影响程度分类。 
① 战略决策：是指与确定组织发展方向和远景有关的重大决策。特点。 
② 管理决策：是指组织的中层管理人员所作的决策，是为了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解决

组织局部重要问题的决策。 
③ 业务决策：是指组织基层人员为解决日常工作和作业任务中的问题所作的决策。 
（2）按决策问题的性质分类。 
① 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常规的、反复发生的问题进行决策。 
②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偶然发生的或首次出现而较为重要的非重复性问题进行决策。 
（3）按决策的条件和结果分类。 
①确定型决策：是指各方面的情况清楚，明确每一方案只有一个确定结果的决策。 
②不确定型决策：是指面临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在各种可

能的执行结果面前，连事件的概率也无从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随机应变

的能力。 
③风险型决策：是指有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决策者要根据影响决策

的客观因素所出现的概率来选择方案，但概率只是可能性的大小，不等于现实，因而需承担一定的

风险。 

二、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步骤 

1．发现问题。（1）当组织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2）当环境发生变化时；（3）当组织运行

与计划目标发生偏差时；（4）当组织管理工作受到各种批评时。 
2．确定目标。（1）目标的可能性；（2）目标的可行性；（3）目标的可衡量性；（4）目标

的重要性；（5）目标的伸缩性；（6）目标的一致性。 
3．明确价值准则。（1）确定价值指标；（2）价值指标排序；（3）指明约束条件。 
4．拟定各种可行方案。（1）拟定出两个以上可行方案；（2）明确列出各个方案中的限制性

因素；（3）拟定方案要有创新性。 
5．评价和选择方案。 
6．实施决策人方案。 
7．监督反馈。（1）规定规章制度；（2）分析评价方案的执行情况；（3）实施控制，纠正偏

差，进行有效的监督反馈。 

三、决策方法 

1．定性决策法 
（1）定义：定性决策方法又称主观决策法，是指在决策中主要依靠决策者或有关专家的智慧

来进行决策的方法，这是一种软技术。 
（2）常用的方法：经理人员决策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其中德尔菲法：

①实施过程：拟定决策提纲，选定决策专家，征询专家意见，修改决策意见，确定决策结果。②特

点：匿名性、反馈性、收敛性。 
2．定量决策法 
（1）定义。定量决策法又称计量决策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工具基础上的决策方法，是一种硬

技术。 
（2）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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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定型决策方法：盈亏平衡分析方法是对已确定投产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制造成本、

售价与产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研究。会用盈亏平衡分析方法进行决策。 
②非确定型决策方法： 大 小收益值法， 大 大收益值法， 小 大后悔值法 
③风险性决策方法：决策树法是以图解方式分别计算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再通过综合损益值比

较作出决策。决策树的要素：决策点、自然状态点、方案枝、概率分枝。单极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多级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思考题 

1．管理环境主要包括哪些因素？他们对管理实践可能有什么影响？ 
2．概述战略管理过程。 
3．利用波士顿矩阵如何作战略组合分析？ 
4．什么是满意决策？它与 优决策有何不同？ 
5．简述决策的基本程序。 

讨论题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使用计算机，这将使得决策更加合理。”你同意这句话吗？为什么？ 

互联网资料 

《中国经营报》http：//www.cb.com.cn 
《经济观察报》http：//www.eobserver.com.cn 
中国企业战略网 http：//www.chinact.org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
6 章，p.55—72．p.117—138。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4 章，

p.113—259．p.261—352。 
3．M·E·波特著，《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 章，p.2—33。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11、12、13、14 章，p.2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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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计划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计划的概念与作用； 
2．了解计划的分类；掌握计划编制过程； 
3．掌握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4．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特点与过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SWOT 分析法。 
2．滚动计划法、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等现代计划技术方法的应用。 
3．目标管理的特点与过程。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计划工作概述 

一、计划工作的概念、性质及作用 

1．计划工作的概念与性质 
（1）概念。计划是对现在及过去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以确定使组织

能达到其目标的行为方案的全过程。 
（2）性质。目的性，主导性，普遍性，效率性，创造性。 
2．计划工作的作用 
（1）计划工作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2）计划工作促使组织目标的更快实现； 
（3）计划工作使管理者对未来的机会或困难有足够的准备并提出对策； 
（4）计划工作是完成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前提。 

二、计划的类型 

1．根据计划的广度分类 
（1）战略计划。是指应用于整体组织，为组织设立总体目标和寻求组织在所对应的环境中的

地位的计划。 
（2）作业计划。是指规定总体目标如何实现的细节的计划。 
2．根据计划的时间期限分类 
（1）长期计划。又称远景规划，其时间跨度一般多在五年以上，是为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服

务的具有战略性、纲领性指导意义的综合性发展计划。 
（2）中期计划。时间跨度一般为二到五年，是根据长期计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要求，并结合

计划期内实际情况制定的计划。 
（3）短期计划。时间一般在一年以内，是为实现组织的短期目标服务的， 接近实施的行动

计划。 
3．根据计划的明确性分类 
（1）指导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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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性计划。 

三、计划工作的步骤 

1．评估状况：SWOT 分析。 
2．确定目标 
3．确定前提条件 
4．拟定可行方案 
5．评价备选方案 
6．选择行动方案 
7．拟定派生计划 
8．编制预算 

第二节  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一、滚动计划法 

1．定义 
滚动计划法是一种动态编制计划的方法。等一项计划全部执行完了以后再重新编制下一个时期

的计划，而是在每次编制或调整计划时，均将计划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一个计划期，即向前滚动一次。 
2．适用范围。 

二、投入产出法 

1．定义 
投入产出法是在一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编制投入产出表，建立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研究各种经

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或各种产品的生产

与消耗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经济数学方法。 
2．投入产出表。 

三、线性规划 

1．定义 
线性规划主要用于研究对现有资源如何进行统一分配、全面安排、合理调度或 优设计等问题。 
2．用线性规划解决计划问题的条件。 

第三节  目标与目标管理 

一、目标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目标的概念 
目标就是指组织根据其内外环境和条件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努力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 
2．目标的特征 
（1）层次化：三个层次的划分。 
（2）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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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化。 
3．目标的分类 
（1）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2）控制性目标和突破性目标。 
（3）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4）明确目标和模糊目标。 
（5）定性目标和定量目标。 

二、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由彼得·德鲁克在 1954 年发表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 早提出，也称为成果管理。 
2．目标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1）概念：目标管理（MBO）就是把 高管理层所制定的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进行层层分

解和落实，要求下级管理人员以及每个员工都要根据上级目标，分别制定各自目标和保证措施，从

而形成一个目标体系，并以此做为各部门或个人考核的依据。 
（2）目标管理的理论体系。 
（3）特点：明确目标；参与决策；规定时限；评价绩效。 
3．目标管理的过程 
（1）确定整体目标。 
（2）建立目标体系。 
（3）明确责任。 
（4）组织实施。 
（5）目标评价与反馈。 

思考题 

1．简述计划工作的步骤。 
2．滚动计划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3．什么是目标管理？对企业管理而言，目标管理的意义何在？ 
4．什么是 SWOT 分析法？ 

讨论题 

1．“预测是浪费管理者的时间，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未来”，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

说明你的观点。 
2．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 MBO 有用？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管网：http：//www.china-qg.com 
中华企管网：http：//www.wiseman.com.cn 
聪科资本营运企划网：http：//www.smartplan.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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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p.149—163。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 章。 
3．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4．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 章，p.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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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组织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的含义、功能； 
2．掌握组织设计的任务、原则、程序、内容； 
3．掌握各种组织结构的形式、特点、优缺点、适用范围； 
4．了解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5．掌握组织运行的有关情况，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集权与分权； 
6．掌握职权的类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组织设计的任务； 
2．组织设计的原则； 
3．管理幅度； 
4．各种组织结构的区别运用； 
5．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6．集权与分权； 
7．直线职权与参谋职权。 
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组织概述 

一、组织的含义及功能 

1．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 
（1）概念。首先，作为实体本身的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经过分工和合作，

建立起不同层次的责任和职权制度后而形成的人的集合。其次，作为涉及活动过程的组织是指为了

实现组织目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过程。从本质上来说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

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2）组织的要素。①组织必须具有共同目标；②必须有分工与协作；③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

与责任制度；④激发员工自愿效力。 
2．组织的功能 
（1）组织的凝聚功能。 
（2）组织的协调功能。 
（3）组织的制约功能。 
（4）组织的激励功能。 

二、组织工作 

1．组织工作的定义 
组织工作是指通过设计和维持组织内部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

有效的协调工作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指组织的内部结构，主要是指部门结构；二

是指组织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中的权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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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任务 
（1）组织设计；（2）组织联系；（3）组织运行；（4）组织变革。 

第二节  组织设计 

一、组织设计的任务 

组织设计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绘制组织结构系统图和编制职位说明书。 
1．组织结构系统图 
（1）定义。组织结构系统图简称组织结构图，是描述组织的所有部门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的框

图。它描述了组织的职权分配、信息传递方式、部门划分以及组织的集权分权程度。 
（2）组织结构的五大效果。 
2．职位说明书 
（1）定义。职位说明书是描述组织中某一具体职位的书面说明，它不仅是组织规范化的管理

文件，而且是人员培训的主要标准。 
（2）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书包括职位名称、直属上级、责任与义务、工作项目、素质、权

责范围、工作关系、工资等级等内容。 

二、组织设计的原则 

1．目标可行原则 
2．有效性原则 
3．管理幅度原则 
管理幅度是指一名领导者能够直接而有效地指挥下级的人数。 
4．统一指挥原则 
统一指挥原则是指组织的各级机构以及个人必须服从一个上级的命令和指挥，从而保证命令和

指挥的统一，避免多头领导和多头指挥，使组织 高管理部门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5．权责对等

原则 
5．尽力保证责、权、利三者的一致性。 
6．协调原则 
7．双向沟通原则 
双向沟通原则是指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结构，要改变传统的垂直单向沟通模式，而形成自上而

下的有反馈、有交流的双向沟通网络。 

三、组织设计的程序 

1．确定组织目标 
2．确定业务内容 
3．部门化和层次化 
4．配备职务人员 
5．确定职责和职权 
6．联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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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组织设计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工的结果是部门的设置，纵向分工的结果是管理权

限的相对集中或分散。 
1．部门划分 
常见的部门设计方法：人数部门化,时间部门化,工艺部门化,职能部门化,产品部门化,区域部门

化,顾客部门化。 
2．管理层次划分 
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管理者的能力,下属的成熟程度,工作的标准化程度,授权程度,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第三节  组织结构 

一、影响组织结构形式的因素 

1．行业特点；2．生产规模；3．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水平；4．市场需求的变化；5．企

业的地理分析；6．企业的管理水平。 

二、组织结构体系 

1．决策子系统；2．指挥子系统；3．参谋子系统；4．执行子系统；5．监督子系统；6．反馈

子系统。 

三、组织结构的主要形式 

1．直线制 
（1）特点：组织从决策到执行构成一个单线系统，指挥和管理的职能基本上都是由行政负责

人自己执行，一个下属部门只接受一个上级领导者的命令。 
（2）优点：结构简单，权力集中，责任分明，上下关系清楚，命令统一。 
（3）缺点：组织结构缺乏弹性，要求主管人员须通晓多种知识技能，亲自处理各种业务，一

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4）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 
2．职能制 
（1）特点：在组织内各级管理部门除直线主管外，还建立了相应的职能机构。这些职能机构

有权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向下级单位下达指示和命令。因此，下级直线主管除了接受上级直线主

管的领导和命令，还要接受上级各职能机构的领导和指令。 
（2）优点：能够适应现代组织技术比较复杂和管理分工精细的特点，能发挥职能机构的专业

管理的作用，减轻上层主管人员的负担。 
（3）缺点：妨碍了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造成多头领导；不利于明确划分直线人员和职能科

室的职责权限，容易造成管理混乱。 
（4）适用范围：现代企业一般都不采用职能制。 
3．直线—职能制 
（1）特点：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把企业管理结构和人员分成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

组织的指挥系统，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决定权和对所属下级的指挥权，并对自己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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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另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是直线人员的参谋，有权提出建议，提供信息，并对

下级进行业务指导，而不能进行直线指挥和命令。 
（2）优点：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职责分明，工作效率高，工作秩序井井有条，整个企业有较高的稳定性。 
（3）缺点：各职能参谋部门和直线指挥部门之间易产生矛盾，职能部门的许多工作要向上级

领导报告请示才能处理，使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易发挥；各职能部门之间互通情报少，因  此协作

和配合性较差；难以从企业内部培养全面型管理人员。 
4．事业部制 
（1）特点：集中政策、分散经营，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企业组织按产品类别、

地区或经营部门分别成立若干事业部。 
（2）优点：①有利于总公司 高领导层集中精力搞好经营决策和长远规划，并使各个事业部

发挥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增强各事业部领导人的责任心；②使各事业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管

理系统，增强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和市场适应性，提高了总公司的经营效率；③有利于公司开展多

元化经营；④是培养全面管理人才的 好组织方式之一。 
（3）缺点：①对事业部一级的管理人员的水平要求较高，每个事业部都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企

业，事业部经理要熟悉全面业务和管理知识才能胜任；②从整个公司的角度看，每个事业部都设置

相关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重复多，增加了管理人员和管理费用；③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各事业

部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影响了事业部之间的协作。 
（4）适用范围：适用于规模庞大、品种繁多、技术复杂的大型企业，是国外较大的联合公司

所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 
5．模拟分权制 
（1）特点：模拟事业部制的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而不是真正的事业部，实际上是一个个“生

产单位”，但这些生产单位没有自己独立的外部市场，他们之间的经济核算，依据的是企业内部的

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 
（2）优点：调动了生产单位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规模过大不易管理的问题，因为高层管理

人员将部分权力分给生产单位，从而把精力集中到战略问题上来，使管理更加有效。 
（3）缺点：不易为模拟的生产单位明确任务，造成考核上的困难，各生产单位领导人不易了

解企业的全貌，在信息沟通和决策方面也存在缺陷。 
（4）适用范围：对于大型材料企业，如造纸、钢铁、化工等企业解决组织结构问题，是 有

效的形式。 
6．矩阵制 
矩阵制又称为目标规划制，是由纵横两套管理系统组成的。一套是纵向的职能系统，是在职能

部门经理的领导下的各职能或技术科室；另一套是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组成的横向项目系统，一

般是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项目组成的专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并设立项目小组经理，全面负责项

目方案的综合工作。 
（1）特点：为了完成某一特别的任务，由有关职能部门派人参加，力图做到条块结合，协调

各部门活动，以保证任务完成。而对于参加项目的有关人员，一般要接受两方面的领导。 
（2）优点：打破了传统的一个管理人员只接受一个部门领导的原则，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纵

向和横向联系很好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够及时互通情况，共同决策，使

各项专业管理能够比较协调灵活地执行任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把不同专业部门的人员组

织在一起，有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业务水

平；将完成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集中起来，有利于加速开发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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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综合管理和职能管理的结合提供了组织结构模式；组织结构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每个

小组所负担的产品和项目，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动。 
（3）缺点：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是实行横向、纵向双层领导，处理不当，会由于意见分歧而造

成工作中的扯皮现象和矛盾；组织关系较复杂，对项目负责人的要求较高；由于项目完成后，项目

小组即告解散，人员仍回到原单位，易产生临时观念，会导致人心不稳。 
（4）适用范围：适用于横向协作和攻关项目，企业可用来完成涉及面较广的、临时性的、复

杂的重大工程项目或管理改革任务。 
7．委员会制 
委员会由一群人所组成。委员会中各个委员的职权是平等的，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

问题。 
（1）特点：集体决策、集体行动。 
（2）分类：按时间长短分，有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按职权分，有直线式和参谋式的；

还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3）目的：为了集思广益，产生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利用集体决策，防止个人或部门的权

限过大，滥用职权；加强沟通，了解和听取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协调计划和执行的矛盾；通过鼓

励参与，激发决策执行者的积极性。 
（4）优点：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避免个别领导人的判断失误；少数服从多数，可防止

个人滥用职权；地位平等，有利于从多个层次、多种角度考虑问题，并反映各个方面人员的利益，

有助于沟通和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下属的参与感，有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缺点：作出决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采用集体负责，个人责任不清；有委曲求全、折中

调和的危险；有可能为某一特殊成员所把持，形同虚设。 
（6）适用范围：对于处理权限争议问题和确定组织目标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 

四、当代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1．重心两极化。企业结构特征由“橄榄型”向“哑铃型”转变。 
2．外形扁平化。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式”转变。 
3．运作柔性化。柔性指企业组织结构的可调整性，对环境变化、战略调整的适应能力。 
4．整体形态创新。虚拟企业的产生，它的突出特点是将传统企业固定的、封闭的、集权式结

构改变为开放式的网络结构。 
5．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弹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彼得·圣

吉在 1992 年出版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 

第四节  组织运行 

一、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1．定义 
①正式组织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而规定组织成员之间职责范围和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构。

是经过组织程序设立的，并具有明确的目标，组织行动以实现目标为出发点，组织的管理者通过方

针、政策、规则、制度来约束和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 
②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活动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和爱好，以共同的利益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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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基础而自发形成的群体。以成员的思想感情为纽带，组织中不存在成文的规则或制度，组织成

员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2．非正式组织形成的原因 
价值较为一致，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志愿理想比较一致；追求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兴趣爱好

相近，经常在一起活动；有类似的经历或现实境遇，有共同的生活体验；存在社会交往因素。其形

成的基础是共同的爱好和为实现个人单独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进行的联合。 
3．非正式组织的特征 
自发性、内聚性、不稳定性、信息沟通灵活。 
4．正确处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1）非正式组织的影响作用 
①积极作用：它可以为员工提供正式组织中很难得到的心理满足，创造一种更加和谐、融洽的

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相互合作精神， 终改变正式组织的工作情况。 
②消极作用：如果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发生冲突，则可能对正式组织的工作产

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非正式组织要求成员行为一致性的压力，可能会束缚其成员的个人发展。此外，

非正式组织的压力还会影响到正式组织的变革进程，造成组织创新的惰性。 
（2）对待非正式组织的策略 
①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要求有效利用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为此，管理

者必须正视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允许并鼓励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并为非正式组

织的形成提供条件，并努力使之与正式组织相吻合。 
②要考虑到非正式组织可能具有不利影响，管理者需要通过建立、宣传正确的组织文化，以影

响与改变非正式组织的行为规范，从而更好地引导非正式组织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集权与分权 

所谓分权，就是在组织中将决策的权限分配给中下层组织单位的一种倾向。集权就是决策权主

要集中在高层领导手中或某一上级部门的掌握与控制，下级部门只能依据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执行。 
1．衡量分权程度的标志 
（1）决策的数量：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做出决策的数目或频度越大，则分权程度越高。 
（2）决策的范围：组织中较低层次决策的范围越广，设计的职能越多，分权程度越高。 
（3）决策的重要性：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决策涉及的费用越多，则分权程度越高。 
（4）决策的审核：上级对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审核程度越低，这个组织的分权程度越大。

如果作出决策后还必须报上级批准，则分权的程度就越小。 
2．影响集权和分权的主要因素 
（1）组织的规模；（2）职责和决策的重要性；（3）组织文化；（4）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

（5）控制的需要。 
3．合理授权 
（1）定义：授权是领导者将部分事情的决定权和处理权交给下级，即领导者对下属不仅指派

其工作，还授予他完成该工作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职权。 
（2）作用：使管理人员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重大问题；可以提高下属的工作积

极性，增强其责任心，并增进工作效率；可以增长下属的才干，有利于管理人员的培养；可以充分

发挥下属的专长，以弥补授权者自身才能的不足。 
（3）内容：分派任务，授予权力，明确责任，确立监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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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 

1．职权的类型 
（1）直线职权：直线职权是直线人员所拥有的作出决策、发布命令以及执行决策的权力。 
（2）参谋职权：是指职能机构或参谋人员所拥有的提出咨询建议，提供服务，协助直线机构

和直线人员进行工作的权利，它是一种辅助性职权。 
（3）职能职权：它是管理人员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某些权利授给有关的参谋部门和参谋人员行

使，从而使参谋人员不仅具有参谋职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直接指挥和控制权力。 
2．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关系 
（1）双方要明确两种职权之间的关系，对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参谋建议，直线指挥”

关系作出明文规定，以便相应人员能各司其职，形成有序的管理； 
（2）直线人员要注意倾听、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并为参谋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和信

息； 
（3）参谋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才能为直线人员提供有效的建议； 
（4）创造相互合作的良好氛围。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概念？ 
2．组织设计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3．简述组织设计的程序。 
4．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有什么关系？其大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5．如何理解组织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6．为什么说组织不可能绝对地集权，也不可能绝对地分权？ 
7．简述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的关系。 
8．当今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讨论题 

1．参考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试讨论如何创建学

习型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 
2．职权应当下放吗？如果你是经理，你会分权吗？怎样保证不过分分散权力？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训网 http：//www.chqx.com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nmc.com 
柯达公司网站 http：//www.kodak.com 
贝塔斯曼公司网站 http：//www.bertelsmann.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0、
11 章，p.227—274。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 章。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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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章，p.186—235。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3、5、6 章，p.29—78．p.1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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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组织变革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变革理论，包括变革的动力、阻力及克服； 
2．掌握组织文化的含义、特点、内容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3．了解跨文化管理； 
4．了解团队的功能，掌握团队建设的流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组织文化的内涵 ，组织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2．组织文化的建设与组织形象的塑造； 
3．团队的建设。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组织变革的理论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组织变革，就是综合运用组织和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群体动力、领导、职权和组织再设计等问

题，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使之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组织变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国家有关法规、法律的颁布与修订，国家宏观经济

调控手段的改变，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

形势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国际外交形势及本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及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加剧。 
2．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传统的组织结构存在明显不足，管理技术条件改变、管理人员的调

整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组织运行政策与目标的改革，组织规模的扩张与业务的迅速发展，组织成员

对工作的期望与个人价值观念的变化等。 

二、组织变革的内容 

1．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或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包括：

改变组织的部门或单位，改变职位及责权范围，改变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调整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

以及授权范围等。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是选择或设计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形式，如从高耸型的组织转

变为扁平化组织。 
2．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各个部门或各个层次的工作任务进行重新组

合，改革原有的工作流程。一般包括工作范围的扩大化、工作内容的丰富化以及工作流程再造等。 
3．以人为重点的组织变革。主要包括组织成员的观念与态度的变革、技术知识的变革、改变

个人和群体行为。 

三、组织变革的实施 

1．确定问题。 
2．组织诊断，制定变革方案。组织诊断的常用方法有组织问卷，职位说明书，组织图，组织

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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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较优方案，进行组织变革。 
4．变革的效果评估。 

四、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克服 

1．反对组织变革的现象。 
2．抵制组织变革的原因。 
①历史的惯性和惰性；②不确定感；③威胁到既得利益和地位；④缺乏信任和理解。 
3．消除抵制的方法。 
①保持公开性和透明度；②参与；③加强培训，提高适应性；④必要的妥协；⑤奖惩结合。 

第二节  组织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一、组织文化的含义 

1．定义：组织文化是处于一定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生成和

发展起来的日趋稳定的独特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风

俗习惯等。 
2．识别组织文化：斯蒂芬·P·罗宾斯在《管理学》一书中提到的组织的 10 个特征。 

二、组织文化的内容 

1．物质文化 
（1）定义：物质文化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

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文化。 
（2）物质层主要包括的方面。 
2．制度文化 
（1）定义：制度文化是具有本组织文化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

和，包括各种管理制度、工作标准、职工的行为规范等。 
（2）制度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一般制度，特殊制度，企业风俗。 
3．精神文化 
（1）定义：企业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

响而形成的，并且由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共同遵守的信念、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等精神成果和文化观

念。 
（2）精神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企业精神，企业 高目标，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风气，企业道

德，企业宗旨。 

三、组织文化的特点 

1．社会性；2．差异性；3．民族性；4．稳定性；5．时代特征。 

四、组织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五、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一般来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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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理包括三种情况，即强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弱势文化与弱势

文化之间的整合和融合。 
1．文化移植：就是直接将母公司的文化体系全套搬到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而无视子公司

所在地的本土文化或合作方的原有组织文化。 
2．文化嫁接：母公司认识到子公司所在地域文化的特征，并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采取的

方式。 
3．文化合金：文化合金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选择各自精华的部分紧密融合，成为兼容性

强、多元化的合金。 

第三节  团队建设 

一、认识团队 

1．定义。团队是指由为数不多的员工所组成的正式群体，这些人具有互补的技能，对一个共

同目的、绩效目标及方法作出承诺并彼此负责。 
2．必要条件。具有共同的愿望与目标；相关的技能和谐、相互依赖的关系；具有共同的规范

与方法。 
3．团队形式。（1）专案团队，成员主要来自组织各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为解决某一特定问

题而组织在一起，问题解决后，小组即告解散；（2）工作团队，其中又包括高效团队和自主管理

团队，这些团队通常是长期存在的，主要是希望通过群体协作来更高效地从事日常事务性与业务性

的工作。 
4．建立团队的目的。（1）为了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能够更迅速、更准确的对

千变万化的市场作出反应；（2）为了组织内部建立合作、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3）为了适应市

场需求多样化的要求而变大规模生产为灵活生产，变分工和等级制为合作和协调；（4）为了通过

团队这种组织形式更好地培养成员的团结协作精神，发挥整体优势。 

二、团队的功能 

1．提出更多解决方案。2．决策品质较佳。3．创造团结精神。4．共同成长。 

三、团队的构成要素 

1．团队的规模。团队成员数量以保持在三～七人的规模为 佳。但规模到底应该多大，并无

定规。 
2．团队的内部角色。 
（1）通常一个团队需要两种不同技能类型的人：①需要具有技术专长的成员；②需要能够发

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和建议，然后作出有效选择的成员。 
（2）一个有效团队中至少有八种角色：产生创新思想的发明者、倡导和拥护所产生新思想的

筹划者、分析决策方案的开发者、提供结构的组织者、提供指导的生产者、检查具体细节的监督者、

处理外部冲突和矛盾的维护者、寻求全面信息的建议者。 
3．团队的规章准则。 
团队规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团队任务的战略或业务内容、团队的具体目标、预期的结果及期

限、团队成员的资格及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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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建设的流程 

1．构思形成阶段。 
2．探索磨合阶段。 
3．稳定执行阶段。 
4．成功阶段。 

五、塑造团队精神 

1．团队精神的概念。团队成员共同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它能带来高昂的士气，是全队凝聚力

的高度体现。 
2．塑造团队精神的要求。（1）培养团队成员的合作观念，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2）个人

目标和团队目标的结合；（3）让员工分享公司的利益。 

思考题 

1．试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及其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2．什么是组织文化？ 
3．什么是团队？结合实际说明团队为何高效？ 
4．简述团队的功能。 

互联网资料 

麦肯锡大中华分公司：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 
波士顿咨询公司：http：//www.bcg.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p.358—370。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7、8、9 章，p.241—316。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13 章，p.188—196．p.28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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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力资源管理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2．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与内容，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内容及程序； 
3．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本章重点和难点： 
1．工作分析的作用与内容； 
2．人员招聘的方法与程序； 
3．员工的绩效考核； 
4．薪酬管理； 
5．职工培训。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1．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能进行智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的人们的总称。 
2．人力资源的特征。能动性；两重性；社会性；自控性；成长性；时效性。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及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由一定管理主体为实现人力扩大再生产和合理

分配使用人力而进行的人力开发、配置、使用、评价诸环节的总和。 
2．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功能。获取；整合；激励；调整；开发。 
3．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与设计；人员选聘；绩效考核；薪酬

管理；培训与职业发展；劳动关系；安全与健康。 

三、人力资源规划 

1．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人力资源规划是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科学预测组织在未来环境变

化中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状况，制定必要的人力资源获取、利用、保持和开发策略，确保组织对人

力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需求，是组织和个人获得长远利益。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及内容 
（1）人力资源规划的根本目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依据组织的整体发展规划，保

证组织人力资源的素质与数量同组织的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①根据组织的总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中长期经营计划研究市场变化

趋势，掌握科学技术革新的方向，确定各种人力需求；②研究未来企业组织变革的可能性，确定由

于企业活动范围的变动而导致的资源、组织原则与形态的变更，进而推定未来人力需求的变动情形；

③分析现有人力资源的素质、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变动率及缺勤率、工作情绪的消长趋势等状况，

决定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所需的各种人力；④研究分析人才市场的供需情况，确定可以从人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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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直接招聘或者须与教育培训机构合作预先为之培养的各种人力；⑤使人力资源规划体系中的各

项具体行动计划保持平衡，并使之与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能够相互衔接。 
（3）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包括两个层次，即总体规划和各项业务计划。 
①总体规划是有关计划期内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目标、总政策、实施步骤和总预算的安排；②业

务计划包括人员补充计划、使用计划、接替与提升计划、教育培训计划、评价及激励计划、劳动关

系计划、退休解聘计划、人力资源预算等。 
3．人力资源规划的程序 
（1）调查分析。○1 企业的战略决策分析；○2 企业的经营环境分析；○3 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的状

况分析。 
（2）人力资源供求预测。 
（3）制定规划。 
（4）规划的实施、评估与反馈。 
4．人力资源规划的综合平衡 
（1）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 
（2）总体规划与各项业务计划之间的平衡。 

第二节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一、工作分析 

1．定义 
工作分析是对组织中各岗位的设岗目的、组织关系、主要职能、衡量标准、工作权限、工作方

式、主要流程以及对从事此工作员工的素质、知识、技能要求进行设计与描述的过程，它的结果将

产生现代企业制度中所要求的工作描述和任职说明。 
2．作用 
（1）有助于选拔和任用合格人员；（2）有助于设计合理的员工开发计划；（3）可以为绩效

评估提供标准和依据；（4）有助于实现公平报酬；（5）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之整合功能的

实现；（6）是实现人力资源调控的保障。 
3．内容 
（1）工作描述的内容：○1 工作名称；○2 工作活动和工作程序；○3 社会环境；○4 物理环境；○5 聘

用条件 
（2）任职说明的内容：○1 一般要求；○2 生理要求；○3 心理要求。 

二、人员招聘 

1．人员招聘的意义 
（1）确保组织发展所必需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关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成败。（2）当组织内部

的人力资源不能满足组织发展和变化的要求时，组织就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数量与

质量要求，从外部吸收人力资源，为组织输入新生力量，弥补组织内人力资源的不足。（3）对高

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招聘，可以为组织注入新的管理思想，可能给组织带来技术上的重大革新，

为组织增添新的活力。（4）成功的员工招聘，可以使组织更多地了解员工到本组织工作的动机与

目标，组织可以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趋于一致的，并愿与组织共同发展的员

工，这样组织可更多地保留人力资源，减少员工离职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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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聘方法 
（1）内部招聘 
①定义：内部招聘就是从组织内部招聘选拔能够胜任的人员来充实企业空缺的岗位。主要包括

员工晋升、工作调换、工作轮换与内部人员重新聘用等方面。 
②优点：由于机构中的人员有较充实可靠的资料，可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新的工作；企业内部

员工对企业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能较快地胜任工作；由于工作有变化机会，可提高组织成员的

兴趣和士气，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 
③招聘方法：发布公告、推荐法、档案法。 
（2）外部招聘 
①优点：人员来源广泛，有可能招聘到高水平的理想人才，可避免“近亲繁殖”，会给组织带

来新的思想，调整企业的知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 
②招聘方法：通过广告、就业服务机构、学校、组织内成员推荐以及网络招聘等途径。 
3．招聘过程 
招募与初步面试；填写申请表格；进行心理测验或笔试；面试；获取证明材料；体格检查。 

三、绩效考评 

1．绩效考评目的 
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提高员工对工作和企

业的满意程度和成就感。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伊凡斯维奇的理论。 
2．绩效考评内容 
（1）工作实绩；（2）行为表现。 
3．绩效考评方式 
（1）按考评时间不同，分为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2）按考评主体不同，可分为主管考评、

自我考评、同事考评和下属考评；（3）按考评结果的表现形式不同，分为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 
4．绩效考评方法 
（1）书面报告；（2）排序法；（3）关键事件法；（4）目标管理法；（5）关键绩效指标法；

（6）图表法；（7）360 度的反馈体系。 

四、薪酬管理 

所谓薪酬管理就是企业为实现目标、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其他职能部门参与的，将员工薪酬

与组织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系列管理活动，也是制定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舞士气的薪酬

体系的过程。 
1．薪酬的含义和作用 
（1）含义：薪酬是指员工在从事劳动、履行职责并完成任务之后所获得经济上的酬劳或回报。

根据支付的形式，可以把薪酬分为直接货币报酬形式和间接货币报酬形式。 
（2）作用：保障作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 
2．工资制度 
（1）技术等级工资制：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精确程度和工作责任大小划分技术

等级，按等级规定工资标准。其特点是以劳动质量来区分劳动差别，进而依此规定工资差别。它一

般由工资等级表、技术等级标准和工资标准三方面内容组成。适用于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适用于

工人。 
（2）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等级工资制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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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按职务等级规定工资的制度。这种制度是根据职务的重要性、责任大小、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

按照职务高低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在同一职务内，又分为若干等级。职务等级工资制由职务名称

表、职务工资标准表、业务标准、职责条件等构成。 
（3）结构工资制：一般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浮动工资四部分。 
（4）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是指公司内部员工个人出资认购本公司部分股份，

并委托公司员工基金委员会进行集中管理的一种新型的工资构成形式。一般来说，内部员工股份为

优先股和普通股两种利益和风险不同的股份，在分配时对一线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应有所区别，高

层管理者所持有内部员工股中普通股应占多数，一线员工所持内部员工股中优先股应占多数。员工

持股制度的优点。 
（5）收益分享：要求员工或部门首先建立业绩目标，若实际工作结果超过这一目标，这些员

工或部门都将得到奖金。 
3．福利制度 
（1）经济型福利：额外金钱收入；交通性福利；住房性福利；医疗保健福利；教育培训福利；

文体旅游福利；金融性福利等。 
（2）非经济型福利：咨询性服务；保护性服务；工作环境保护等。 

五、培训与开发 

1．培训的作用 
（1）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使其以较少的失误和浪费得到更多的产出，而且员工

技能水平的提高会使岗位充实， 终使个人和组织均能受益； 
（2）培训是极为有效地促进观念转变的方法，改变对工作、技术、同事、顾客的态度； 
（3）培训对雇员周转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实施裁员和招聘计划时，对被替换的员工进行

再培训将降低这类计划的实施成本； 
（4）培训还具有激励作用，当员工被送去参加培训时，他们会有一种受到认可的感觉，从而

主动掌握新技能，提高培训效果； 
（5）通过培训，传达与企业文化相关的价值观，使员工对企业宗旨和目标有更好的理解，培

养员工对组织的认同。 
2．培训的层次：知识更新；能力培养；思维变革；观念转化；心理调整。 
3．职工培训的特点 
（1）职工培训是定向教育； 
（2）职工培训是开展终身教育； 
（3）职工培训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 
4．职工培训的内容 
（1）职前培训：职前培训的任务和目标。 
（2）培训和再教育：常用培训方法包括信息传播、模拟练习和上岗操作。 
（3）职业教育 
（4）职工培训的形式 
（5）员工职业发展 
①职业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企业要为其成员构建职业发展通道，使之与组织的需求相匹配、相

协调、相融合，以达到满足组织及其成员各自需要，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目的。 
②员工职业计划：指员工确立职业目标并采取行动实现职业目标的过程。员工职业计划设计一

般包括自我评估、目标设定、目标实现、和反馈修正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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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职业管理：职业管理是指企业提供帮助员工成长、发展的计划与企业需求、发展相结合的行

为过程。主要内容包括对员工的个人能力和潜力的正确评价；向员工提供职业发展的信息，给予公

平竞争的机会；为员工制定培训与发展计划，确定职业生涯路径；为员工制定知识更新方案；为员

工提供职业指导，帮助员工实现职业计划等。 
5．管理人员的培训方法 
（1）工作轮换； 
（2）设置助理职务； 
（3）临时职务与彼得原理：①彼得原理：在实行等级制度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崇尚爬到能力

所不逮的层次。②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临时代理职务的设置。 

六、人力资源保护 

思考题 

1．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各有什么优缺点？ 
3．绩效考评的目的是什么？ 
3．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有哪些？ 
4．为什么会出现彼得现象？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 

讨论题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比如“员工多样化问题”，你认为多样化问题给人力资

源管理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互联网资料： 
中国人力资源网：http：//www.hr.com.cn 
前程无忧网：http：//www.51job.com 
中国招聘网：http：//www.zhaopin.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2
章，p.279—308。 

2．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 章，p.80—11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2、13、14．15 章，p.336—439。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7、8、9、10 章， p.17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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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领导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明确领导的本质、内容与影响； 
2．弄清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3．掌握领导工作应遵循的原理； 
4．掌握领导理论及 新观点； 
5．了解领导艺术的特点与内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领导与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2．领导理论，尤其是管理方格图理论、费德勒模型理论； 
3．领导艺术。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领导概述 

一、领导的本质 

1．领导的含义 
（1）含义：领导是指带领和指导群众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活动的过程。 
（2）为了准确把握领导的含义，必须明确与领导有关的三个概念：职权、权能、影响。○1 职

权：组织中某一职位所赋予的权力；○2 权能：领导者对于组织所赋予的职权的控制能力。这是个人

所拥有的并施加给别人的控制力；○3 影响：领导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权力对别人施加作用的过程

或结果。 
2．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1）领导与管理的区别：从职能上看，管理的职能范畴比领导的职能范畴要宽得多。从本质

上说，管理是建立在合法的职务权力基础上对下属的行为进行指挥的过程，下属必须服从管理者的

命令，但下属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尽自己的 大努力，也可能出工不出力；而领导则更多的是通过领

导者的个人魅力与专长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或者说是对下属施

加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或通过这个影响过程可以使下属自觉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 
（2）领导与管理的联系：各项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指导和引导，同时领导的思想和战略

则需要有管理方面的有效实施和配合才能完成。 
（3）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①管理者是被组织任命的，并且拥有合法的权力，对其下属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位赋予他们的

正式权力；而领导者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在群体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并且领导者既用正式权

利，也可用非正式权利来影响他人的活动。 
②管理者的作用在于通过管理在组织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使无序管理变为有序管理；而领导者

的作用在于引导组织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是组织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 
③管理者的工作偏重于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方面的工作；而领导者的工作偏重于人的工作，关

注人的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④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管理者都应是领导者，若管理者只用正式权利影响下属，那么他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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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只能算个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当然所有的领导者不一定都是管理者，如非正式组织中的领导

者，组织并没有赋予他们职位和职权，但他们却能引导和激励甚至命令他们所领导的非正式组织的

成员。 

二、领导者的作用 

（1）指挥作用；（2）协调作用；（3）激励作用。 

三、领导的权力与影响 

1．领导的权力 
（1）定义：领导权力是指领导者有目的的影响和改变下属心理行为的能力。 
（2）分类：组织中的权利可分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两大类。 
①正式权力：法定的权利；强制权；奖励权。 
②非正式权力：专长的权利；品质的权利。 
2．领导的影响 
（1）外在影响 
①定义：外在影响是指以正式权利为基础的，主要采用推动、强制等方式发生作用，对被领导

者的影响带有强迫性和不可抗拒性，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为消极、被动的服从。 
②影响方式：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满足的影响；惧怕心理的影响。 
（2）内在影响 
①定义：内在影响建立在非正式权力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以领导者的良好素质和行为吸引感

化被领导者，通过激发内在的动力，对职工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 
②影响方式：理性崇拜的影响；感情的影响。 

四、领导工作遵循的原理 

1．明确目标原理：在领导工作中，使全体成员明确理解组织的目标，知道应该怎样完成任务

和实现目标，则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所作出的贡献就会越大。同时也可相应地更好地满足组织成员

的个人需求。 
2．协调目标原理：这一原理可以表述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若能取得协调一致，人们的行为

就会趋向统一，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努力。 
3．命令一致性原理：这一原理可表述为主管人员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下达的各种命令越

是一致，个人在执行命令中发生的矛盾就会越小，领导与被领导双方对 终成果的责任感也就越大。 
4．直接管理原理：这一原理是指管理人员同下级的直接接触越多，所掌握的各种情况就越多

越准确，从而使指导与领导工作更加有效。 
5．沟通联络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主管人员与下属之间越是有效地、准确地、及时地沟通联络，

整个组织就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6．激励原理：激励原理是指主管人员越是能够了解下属的需求和愿望并给于合理满足，就越

能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使之能为实现组织目标自觉地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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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领导理论 

一、领导品质理论 

1．传统领导品质理论和现代领导品质理论 
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包莫尔的关于有效领导者 10 大条件的理论 
合作精神，决策能力，组织能力，精于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责，敢于求新，敢担风险，尊

重他人，品德高尚。 

二、领导行为理论 

1．勒温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勒温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通过各种试验，把领导者在领导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专制作风、民主作风、放任自流作风。认为：放任

自流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 低,只能达到组织成员的社交目标，但完不成工作目标；专制的领导作

风虽然通过严格管理能达到工作目标，但群体成员没有责任感，情绪消极，士气低落，争吵就多；

民主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 高，完成工作目标，而且组织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工作积极主动，富于

创造性。 
（2）工作作风的基本类型：○1 专制领导作风含义和特点。○2 民主领导作风的含义和特点。○3 放

任自流的领导作风的含义及其特点。 
2．四分图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业研究所将领导行为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以人为重和

以工作为重。以人为重是指注重建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友谊、尊重和信任关系。包括尊重下

属的意见，给下属以较多的工作主动权，体贴他们的思想感情，注重满足下属的需要，平易近人，

平等待人，关心群众，作风民主。以工作为重是指领导者注重规定他与工作群体的关系，建立明确

的组织模式、意见交流渠道和工作程序，包括设计组织机构，明确责权关系，确立工作目标，制定

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领导者的行为可以是这两个方面的任意组合，若把每方面分为高

低两种情况，则两个方面的具体组合就是四种领导行为，即高关系低工作、高关系高工作、低关系

低工作、低关系高工作。这四种领导行为可以用二维平面的“四分图”来表示。通过四分图，就可

以鉴别领导，评定领导的类型。 
3．管理方格图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布莱克和莫顿提出了管理方格图理论。将四分图中以人为重改

为对人的关心度，将以工作为重改为对生产的关心度，并将这两种关心度各划分为九个等分，这样

在二维平面上就形成了 81 个方格，每个小方格就表示关心人和关心生产这两个基本因素以不同程

度相结合的一个领导方式。在根据管理方格图评价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时，应按他们这两方面的行为

程度在方格图中寻找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其领导行为类型。横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重视生产；

纵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关注人的因素。 
（2）布莱克和莫顿在管理方格图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行为：贫乏型、俱乐部型、任务型、

团队型、中间型。 
（3）布莱克和莫顿提出的培训管理人员的规划：六大要点。 
4．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学者坦南鲍姆和施密特提出了领导连续统一体模型。他们指出领导风格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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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独裁和民主两种极端的方式，而是在这两种极端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领导方式，这些领导

方式是随着领导者或主管人员授予下属的自主权程度而连续变化的。这种理论描述了以领导者权力

运用的程度为依据划分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系列，专制式和民主式只代表着两种

极端的领导方式，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七种有代表性的中间状态的领导方式。 

三、领导权变理论 

领导权变理论认为，若使领导行为有效，除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才能，而且还取决于领导方

法所应用的情景，如被领导者的素质、工作性质等，它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有

效的领导行为应当随着被领导者的特点和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个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Z=f（L,F,S） 
式中：Z——领导者的有效性；L——领导者；F——被领导者；S——环境。 
1．费德勒权变模型 
费德勒的定义对一个领导者工作 起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以下三项内容：职位权力；任务

结构；上下级关系。LPC 问卷。八种群体工作环境。 
2．应变领导模式理论 
由何塞和布兰查提出的。该理论把注意力放在下属的研究上，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

成熟程度选择合适的领导方式。应变领导模式是由关系行为、任务行为和成熟度组成的三维领导理

论。任务行为是指领导者和下属为完成任务而形成的交往方式；关系行为是指领导者给下属的帮助

和支持的程度。由这两方面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命令式、说明式、参与式、授权式。同时，把成

熟度分为四个等级，由不成熟到成熟分别用 M1．M2．M3．M4 来表示。 
3．路径——目标理论 
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豪斯提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不同的环

境因素来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和作风。领导方式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下属的特点；二是工作环境的特点。豪斯认为，领导方式一般有四种：指导性方式、支持性方式、

参与性方式、成就性方式。 

第三节  领导艺术 

一、领导艺术的特点 

1．随机性：也就是灵活性，是指管理者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正确的判断和认识

客观事物，随机应变的处理实际问题。 
2．主观能动性：是指依据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思维进行创造性活动，从而对被管理者发生影响

作用。 
3．经验性：是指领导艺术与管理者的知识阅历和经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4．情感性：是指在领导过程中必须注入管理者的感情色彩。 

二、领导艺术的内容 

1．决策艺术 
2．用人艺术 
3．授权艺术 
4．指挥和激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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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中精力抓主要环节的艺术 
6．领导变革的艺术 

思考题 

1．在领导工作中，应遵循哪些工作原理？ 
2．领导的含义及本质是什么？ 
3．管理方格图理论有几种领导行为？你认为哪一种 有效？ 
4．费德勒模型理论认为影响领导方式的情境因素有几种？你是否认为有一种 佳的领导模式

可适用于各种情况？请说明理由。 
5．应变领导模式理论对管理者更好进行管理有何价值？ 
6．您认为在领导工作中，应该讲求什么样的领导艺术？ 

讨论题 

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收集资料，讨论一下海尔首席执政官张瑞敏的领导风格以及他对于人才的

管理办法。 

互联网资料 

世界经理人网站 http：//www.cec.globalsources.com 
中国经理人网 http：//www.sino-manager.com 
当代经理人 http：www.cm100.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 年版。 
2．J·P·科特著，《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3．J·P·科特著，《总经理》，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4．J·P·科特著，《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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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激  励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激励的心理机制； 
2．掌握激励的过程，明确激励的内容与意义； 
3．掌握各种激励理论； 
4．把握激励的原则，掌握激励方法与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及其启示； 
2．激励方法与技巧。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激励概述 

一、激励的心理机制 

1．需要 
（1）概念 
需要是一种人类心理反应过程，指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 
（2）产生条件 
①人们感到缺乏什么，有不足之感，这种不足之感可以由他人的引发而产生；○2 人们对所缺乏

的东西有一种得到的渴望，主观上有需求之感。 
（3）特性 
多样性，结构性，社会制约性，发展性 
2．动机 
（1）概念 
所谓动机是引起和维护个体行为并将此导向某一目标的愿望和意念，它是鼓励和引导一个人为

实现某一目标而行动的内在力量，是一个人产生某种行为的直接原因。 
（2）产生条件 
①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②能够满足需要的客观事物，又称为外部诱因。 
（3）具体功能 
始发功能；指向功能；维持与强化功能。 
3．行为与目标 
行为指向目标，目标是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 
4．需要、动机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人产生需要而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遇到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

时，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转化为动机，推动人们去从事某种活动，去实现目标。目标得以实现

就获得生理或心理的满足，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消除。这时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引起新的动机，指

向新的目标。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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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的含义 

1．概念 
激励是指管理者促进、诱导下级形成动机，并引导行为指向目标的活动过程。即是根据人的需

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充分发挥出内

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 
2．激励过程 
人的需要产生动机，在动机的驱使下人们采取行为，行动的结果达到预定的目标，使需要得到

满足，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需要或促进生成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导致新的激励过程的开始。 
3．激励的实质 
以未满足的需要为基础，利用各种目标、诱因激发动机，驱动和诱导行为，促进实现目标，提

高需要满足程度的连续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 
4．选择和设置目标的要求 
（1）设置目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组织成员个人需要， 终还是为了有利于完成组织目标。

因此在设置目标时，必须将组织目标纳入其中或将组织所希望出现的行为列为目标导向行动，使成

员只能在完成目标后才能达到个人的目标。 
（2）目标的设置必须是受激励者所迫切需要的。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可能激发动机或激发出

来的动机强度不高。 
（3）目标设置要适当，既不能俯拾即是，又不能高不可攀，应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而不努

力则达不到。 
（4）设置目标 好让大家参与讨论，这样不仅可以使目标变得合理，还有助于对目标导向行

动的深刻理解，同时满足了职工参与感，使职工工作更努力，激励效果更强。 

三、激励理论对人的认识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 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获得经济

报酬。所以运用奖励和惩罚等激励手段来激励员工产生管理者和组织所要求的行为。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认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 。 所以组织应更加注意

从事工作的人们的要求，重视员工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形成员工的归属感，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们除了物质和社会需求之外，还有充分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发挥自身

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因此，组织应创造条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让人们的这种成

就感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让组织目标得以实现。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认为现实组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简单化、一般化地归类为

前述某一种假设之中。要求管理者根据不同的人，因人因事而异，灵活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即用

“权变理论”作指导，来达到激励人的目的。 

四、激励工作的依据 

1．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如何全面综合地识别人的需求，成了激励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2．人的需求是变化，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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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激励理论 

一、需要型激励理论 

需要型激励理论也称内容型激励，它从激励过程的起点，即人的需要出发，试图解释是什么因

素引起、维持并且引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这类问题。 
1．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所著的《人的行为动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

的。 
要点：（1）人的多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自

我实现的需要；（2）人的需要分等分层，呈阶梯式逐级上升；（3）未被满足的需要才有激励作用。 
2．成就需要论 
成就需要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工作中有三种主要的动机或需要，即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社交需要。

（1）成就需要即达到标准、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需要；（2）权力需要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

受他人控制的欲望；（3）社交需要是指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愿望。 
3．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的。 
要点：赫茨伯格把企业中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两大类。 
（1）激励因素，往往与工作内容或工作成果有关。这类因素有成就、赏识、工作本身具有挑

战性、负有较大责任、在职业上得到发展等。这些因素能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使职工对工作有一

种满足感，这是影响人们工作的内在因素，能够促使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将这

类因素称为激励因素。 
（2）保健因素，在工作中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往往与工作环境或外在因素有关。这类因

素改善了，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怠工与对抗，但不能使职工变得满意，不能直接起激励作用，就

像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一样，因而称之为保健因素。改善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

起到安抚作用，即“没有不满意”，而不一定能起到激励作用。因此，要想真正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就必须改善那些激励因素，这样才会增加员工对工作的满意感。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于 1964 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来的。 
（1）要点：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人们认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实现这种目标又

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时，该目标对人的激励程度才会 大。也就是说，决定行为的因素有两个：即期

望值与效价。激励的程度由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决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M=EV 
M 表示激励程度，反映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高低和持久程度，它表明人们为达到设置目标而

努力的程度。 
E 表示期望值，是指人们对想要实现某一目标的主观概率，即主观估计达到目标的可能性的大

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经过努力后能达到组织目标的概率；二是组织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 
V 表示效价，又叫做目标价值，是指人们对某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与评价高低，即人们在主观认

为实现目标后获得报酬的价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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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理论认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的动机强度是由其对完成该项工作的可能性、获取相应的

外在报酬的可能性的估计和对这种报酬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即只有当期望值高，效价也高的情况

下才会对被激励对象产生 大的激励力量。而且激励是一个动态过程，当一个人对期望值、效价的

估计发生变化时，其积极性也将随之变化。上述公式实际上提出了在进行激励时要处理好三方面的

关系：努力与绩效的关系，绩效与奖励的关系，奖励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关系。 
（2）增强动机水平和激励强度的方法：①具体描绘出每个职工的行动成果的效价；②具体规

定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的行动表现的标准和要求；③说明所需要的行动的表现标准和要求是可以达

到的；④要使职工的行动表现与期望目标的实现紧密地结合起来；⑤认真分析妨碍职工实现目标的

各种相关影响因素，并为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⑥确定优厚的报酬。 
2．波特和劳勒的激励模型 
要点：①努力来自奖励、报酬的价值和个人认为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受到奖励的概率；②工作的

实际绩效取决于能力的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对所需完成任务理解的深度；③奖励要以绩效为前提；

④激励措施是否会产生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取决于受激励者认为获得的报偿是否公平；⑤满意将

导致进一步的努力。 

三、状态型激励理论 

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又称为社会比较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达西·亚当斯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作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它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

酬的绝对量（实际收入），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即所得与付出之比）。这里的付出和

所得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付出指的是一个人自己觉得劳动量的多少、效率高低和质量好坏，

还包括年龄、性别、所受教育与训练、经验、技能、职务、社会地位、对组织的忠诚及努力程度等。

所得是指一个人所得到的劳动回报，包括工资、奖金、地位、权力、待遇、赞赏、表扬、对工作成

绩的认可、提升等。员工评价自己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在一般情况下是以同事、同行、亲友或

自己以前的情况作为参考依据，这就分成了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1）横向比较：横向比较即将自己的所得和付出的比值与他人所得和付出的比值进行比较，

只有相等时，才认为是公平的。用公式表示为： Op/Ip=Oc/Ic 

式中：Op：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 
Oc：自己对他人收获报酬的感觉； 
Ip：自己对个人所做投入的感觉； 
Ic：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不相等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增加报酬或减少自己的投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减少报酬或自动多做工作，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2）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的投入与目前获得的报酬比值，同自己过去的投入与

过去所获得的报酬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才认为公平。用公式表示：Opp/Ipp=Opl/Ipl 

式中：Opp：自己对现在所获报酬的感觉； 
Opl：自己对过去所获报酬的感觉； 
Ipp：自己对现在投入的感觉； 
Ipl：自己对过去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不相等时，也会出现两种情况： 
Opp/Ipp<Opl/Ipl，人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工作积极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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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Ipp>Opl/Ipl，人们不会因此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但也不会觉得自己多拿了报偿，从而主动多

做些工作。 

2．强化理论 
强化理论又称为行为矫正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B.F.斯金纳提出的。 
（1）要点：着重研究如何引导人的行为，使它朝着组织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强调人的行为结

果对其行为的反作用。有意识地对某种行为进行肯定强化时，可以促进这种行为重复出现。反之则

会消退和终止。这种状况心理学中称为“强化”。凡能增强反应强度的刺激物，即称为强化物。强

化理论强调，管理者在激励下属行为时，应该根据组织的需要和个人特定行为表现，不定期、不定

量地实施强化，使得每一次强化都能起到较大的行为刺激作用。 
（2）强化方式 
①正强化：正强化又称为积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刺激行为主体，来保持和增加某种积极行为

重复出现的频率。正强化包括表扬、奖励、提薪、提升、给予培训机会、安排担任挑战性的工作、

改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等等。 
②负强化：又称为消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抑制不良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负强化包括批评、

惩罚、降职、降薪等。 
③自然消退：自然消退即对行为不施以任何刺激，任其反应频率逐渐降低，以致慢慢消失。 
（3）哈姆纳提出的有助于行为强化思想的的六项行为规则 
④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奖酬所有的人，绩效大小不同，奖酬也应不同；○2 无反应本身具有强化的

效果，管理者经常通过他们不做某些事和实际做某些事来塑造下属的行为；○3 一定要告诉下属，他

们怎样做才能得到奖酬，通过让下属清楚强化的灵活性，管理者能增加下属的工作自由度；○4 告诉

下属他们正在做的哪些事实错误的，这个信息能帮助下属懂得如何改变工作习惯，否则下属就不可

能明白为什么奖励被取消或者为什么惩罚他；○5 不要在下属的同事面前惩罚下属；○6 使结果和行为

相一致，这就要求管理者公正地对待下属。 
3．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首先提出的，后来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斯等人加以发展。归

因理论是说明和推论人们活动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可以归

为四种因素：努力程度、能力大小、任务难度、运气和机遇。当下属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遭受失

败时，管理者要及时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引导其继续保持努力行为，促使行为合理化。 
4．挫折理论 
挫折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 
（1）要点：挫折理论是专门研究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为什么会遭受挫折，遭受挫折后

人们又会产生什么反应，管理者如何帮助人们有效地战胜挫折，克服挫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2）产生挫折的原因 
①主观原因：个人目标定的过高，超出了自身能力的限制，结果事与愿违；个人同时追求的目

标过多，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结果一事无成；凭“想当然”的态度办

事，往往因脱离实际导致失败。 
②客观原因：自然环境因素；物资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274 

第三节  激励实践 

一、激励的意义 

1．有助于激发和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2．有助于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 
3．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协调统一。 

二、进行有效激励的原则 

1．坚持物质利益原则； 
2．按劳分配原则； 
3．差异化和多样化原则； 
4．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 

三、激励方式 

激励方法按照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两类：内在激励是指通过工作本身的

趣味性、价值、挑战性以及完成工作的成就感等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外在激励是借助环境以外的物

质诱因，如奖励、表扬、晋升等引发职工的积极行为。其中内在激励方法有工作丰富化、参与管理、

目标管理等；外在激励方法有奖酬制度、提供发展机会、改善工作环境、构造企业文化和团体精神、

加强信息反馈等。 
1．奖励：奖励是通过评价鉴定职工的工作表现及成果，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奖励，来达到激

励职工积极性的目的。奖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奖励包括奖金、晋升工资、奖励实物、提供

生活条件等。精神奖励包括对于成效的认可、表彰、授予称号、提级、升职等。在奖酬中应坚持公

平合理原则。 
2．职工参与管理：职工与管理是指在不同程度上让职工和下级参加组织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

的研究和讨论。民主原则。 
3．工作内容丰富化：工作内容丰富化是指职工通过改进工作设计，丰富工作内容，赋予更多

的尝试机会，来增加工作本身的刺激性和挑战性，使职工获得发挥聪明才智和取得个人成就的机会，

从而增进职工的满足感，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4．提供培训：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和业务知识与能力培训。通过教育培训，树

立崇高的理想和职业道德；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 
5．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职工守则、用工制度、用人制度、责任制度。 
6．股权激励：股票期权是指企业资产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

具体是指经营者享有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

业股票的权利。国际上通行的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股票期权、模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长期业绩

奖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层股票购买计划和限制性股票等。 

思考题 

1．阐述激励的含义。 
2．简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实际意义。 
3．简述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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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公平理论？ 
5．在进行激励时，遵循哪些原则会使激励收到好的效果？ 
6．激励方法有几种，各自有何特点？ 

讨论题 

1．讨论两个有高水平业绩的人，他们的能力相当，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期望？ 
2．讨论为什么管理者应该经常使用正强化，而不是负强化？ 
3．你认为员工队伍的多样化会给管理者应用公平理论造成什么困难？ 
4．列出 5 种你选择职务时 重要的标准（如报酬、承认、挑战性等），按重要性排列，然后

将其分组比较你的反应，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模式？ 

互联网资料 

猎头网：http：//www.lietou.com 
思强人才网：http：//www.strongnet.com 
中国易聘网：http：//www.emply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
章，p.386—405。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3 章， p.631—647。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7 章，p.46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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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信息沟通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沟通的概念、功能和作用； 
2．掌握沟通的过程与要素； 
3．掌握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4．能够进行沟通障碍分析，掌握消除办法； 
5．能够运用管理沟通的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有效沟通的方式； 
2．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3．有效沟通的障碍及克服； 
4．管理沟通的技巧。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信息沟通的概念和过程 

一、信息沟通的含义及作用 

1．含义：信息沟通是指信息的发送者通过多种渠道把信息传递给接收者，使接收者接受和理

解所传递的信息过程。 
2．作用：（1）收集信息，沟通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双向交流过程，组织内部的沟通，可以了

解员工意见倾向、价值观和劳动结果，他们的积极性源泉和需要，各部门之间的人际关系、管理效

率等，以作为决策的依据；（2）改善人际关系，沟通是人际交往，它可以解除人们内心的紧张和

怨恨，使人们感到精神舒畅，而且在相互沟通中易使双方产生共鸣和同情，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

任，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冲突；（3）改变行为，在沟通过程中，信息

接收者接收到了并理解了发送者的意图之后，一般来讲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表现出合作的行为，否

则沟通就是无效的。 

二、信息沟通的过程和要素 

1．过程：信息的发送者需要把某种意图通过一定形式转换成信息接收者所能理解的信息，然

后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传递给信息的接收者，信息接收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分析

接受和理解信息，然后把所理解的信息反馈给信息发送者，以便确认其所接收的信息是否正确。在

信息沟通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 
2．要素：信息发送者、编码、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接收者、译码、反馈、噪音。 

第二节  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一、信息沟通的方式 

沟通方式指的是信息传递的形式，即用什么信息媒介把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传递出去并使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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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理解。 
1．言语沟通 
（1）口头沟通 
①定义：口头沟通是用口头表达方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它是 常用的一种沟通手段，

包括面谈、会议、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演说、非正式的讨论及传闻或小道消息的传播等。 
②优点：比较灵活、速度快、双方可以自由讨论，有亲切感；交流深刻，掌握的信息丰富准确。 
③缺点：对信息发送者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具有时效性，存在着很大的信息失真的可能。 
（2）书面沟通 
①定义：书面沟通指的是用文字作为信息媒介来传递信息的沟通方式。包括备忘录、报告书、

通知、内部刊物和公司手册、信函等。 
②优点：书面沟通以文字的形式固化信息，可以使信息长期保存，可以核实、查询；书面沟通

通常有一种关注的意味，往往重要的信息沟通都以书面沟通为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它更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书面沟通以“白纸黑字”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减少了辗转

传递、一再译解可能造成的错误；书面沟通可以以自己的阅读速度仔细阅读，以求了解更详尽。 
③缺点：比较呆板、不易随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及时修正；沟通效果受接收者文化水平的限制，

阅读能力差的人往往理解不了；沟通费时较多。 
2．非言语沟通：可以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或不愿表达的信息，有时可以强化语言效果。 

二、信息沟通的渠道 

1．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组织内部或对外依据一定的组织原则，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通过正式程

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主要包括按正式组织系统发布的命令、指示、文件，组织召开的正式

会议，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或同事之间因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正式接触。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

称“官方消息”。 
（2）模式 
①链型 
特点：只能向上或向下进行逐级传递信息。 
②Y 型 
特点：在逐级沟通中，两位领导通过一个下属或一个部门进行沟通。这种网络集中化程度高，

解决问题速度快，组织中领导人员预测程度高，但易导致信息曲解或失真，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

度较低。 
适用范围：此网络适用于主管人员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有人选择信息，提供决策依据，

既节省时间又要对组织实行有效的控制。 
③轮盘型 
特点：表示一个管理者与其他下级沟通，而下级之间没有互相沟通的现象。此网络集中化程度

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中心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高，但沟通的渠道很少，组织成员的满意程度不

高，士气低落。 
适用范围：这种网络是加强组织控制、争时间抢速度的有效方法，如果组织接受紧急的攻关任

务并要求进行严密控制，则可采用这种网络。 
④环型 
特点：表示允许成员与相邻的成员交流，但不允许与其他交流。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和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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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程度都较低，畅通渠道不多，但组织中成员具有比较一致的满意度，组织士气高昂。适用范围：

如果一个组织需要创造出一种高昂的士气来实现组织目标，这种沟通网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⑤全通道型 
特点：允许每一个成员自由地与其他成员交流，交流是平等的，并无明显的中心人物。这是一

个开放式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个网络中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及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均较低，但由于沟

通渠道很多，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度高且差异小，士气高昂合作气氛颇浓厚，这对于解决复杂问

题，增强组织合作精神，提高士气均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网络沟通渠道太多，因此容易造成混

乱，并且也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效率。 
2．非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非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组织内部明文规章制度无关系的沟通

渠道。非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称“小道消息”。 
（2）模式 
①单串型：在个人之间相互转告，信息在非正式渠道中依次传递，把信息传播到 终的接收者。 
②饶舌型：某人告诉大家，信息由Ａ传递给各人，A 是非正式渠道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动把信

息传播给其他很多人。 
③集合型：一些人有选择性转告他人，信息由 A 传递到几个特定的人 B、C，然后再由他们传

递给一些特定的人。这种传播效率 高。 
④随机型：个人之间随机地相互转告，信息由 A 随机地传递给某些人，某些人再随机地传递

给另一些人。 
（3）避免非正式沟通渠道消极影响的对策 
①采取开放式的沟通方式，以客观事实防止谣言的产生；②要善于发现非正式沟通中的关键人

物，在必要时要利用这关键人物来协助传递或澄清某些事实；③培养员工对组织管理当局的信任和

好感，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④人要高度重视传播面广、传播迅速的小道消息，一定要究其原因，

因为它可能反映出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者不能置之不理；⑤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应考虑一下

该决策会不会引起小道消息，应采取什么防止措施，是否可以利用非正式渠道来推进此政策；○6 不

能滥用非正式渠道，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者还应该是以正式渠道为主。 

第三节  信息沟通的障碍及消除方法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1．主观障碍 
（1）个人心理障碍；（2）知识经验的差距；（3）语言表达能力差；（4）发送者的信誉不佳；

（5）沟通时机不当；（6）对信息的漠视。 
2．客观障碍 
（1）渠道不畅通；（2）空间距离远 

二、消除沟通障碍的方法 

1．增强信息的明确性 
2．提高信息接收的效率 
3．建立合理的信息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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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利用非正式沟通的自觉性 
5．培养和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1）运用反馈手段；（2）提高表达能力；（3）积极倾听；

（4）注重非语言提示。 

思考题 

1．试述信息沟通的一般过程及要素组成。 
2．在组织管理中 普遍使用的沟通方式有哪些？ 
3．叙述正式沟通渠道的五种模式及各种模式的特点。 
4．企业应该怎样对待非正式沟通？ 
5．有效沟通的障碍有哪些？如何克服？ 
6．“多数人不是好听众”，你同意吗？为什么？ 
7．管理者怎样提高个人沟通技巧，才能收到良好的沟通效果？ 

讨论题 

1．讨论“话不投机半句多”现象。 
2．当下属从上司处获得跟自己有关的下列信息时：被提升；被降职；工作中出现错误；增加

额外的工作任务；来年公司的假期安排，你认为何种媒介更合适？ 

互联网资料 

中国营销传播网 http：//www.emkt.com.cn 
中国资讯网 http：//www.china-min.com 
中国协同知识管理 http：//www.ckm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8
章，p.435—448。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2 章， p.611—628。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9 章，p.52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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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控制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控制的含义、类型以及控制系统的要素； 
2．掌握控制工作的过程； 
3．阐明控制基本原理与控制原则； 
4．明确控制的技术与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控制过程； 
2．管理控制原则； 
3．零基预算的应用； 
4．网络图的画法及计算。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控制工作概述 

一、控制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1．含义 
控制是指接收企业内外的有关信息，按规定的目标和标准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和发现偏差，采取纠正措施，使工作能按既定的计划进行或适当地调整计划，以达到管理工作

的预期目的。 
2．特点 
（1）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目的是保证各项活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 
（2）控制职能的实现，是通过“监督”和“纠正偏差”这两种手段来实现的； 
（3）控制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活动按计划进行的目的。 
3．控制与计划的关系 
4．重要性 
（1）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控制工作起了执行和完成计划的保障作用； 
（2）组织活动的复杂性； 
（3）管理失误的不可避免性； 
（4）控制贯穿于其他管理职能之中。 

二、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组成。 
1．控制的目标体系 
2．控制的主体 
3．控制的客体 
4．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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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的类型 

1．按控制点的位置划分 
（1）前馈控制 
①定义：前馈控制是在工作正式开始前对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偏差进行预测和估计并采取防范措

施，是将可能的偏差消除于产生之前的一种控制方法，也称事先控制或预先控制。 
②条件：必须对计划和控制系统作出透彻地、仔细地分析，确定需要的输入变量；建立前馈控

制系统的模式；要注意该模式的动态性，也就是要经常检查模式，以了解所确定的输入变量及其相

互关系是否仍然反映实际情况；必须定期收集输入变量的数据，并把它们输入控制系统；必须定期

估计实际输入的数据与计划输入的数量之间的偏差，并评价其对预期 终成果的影响；必须有保证

措施，前馈控制的作用同其他的计划和控制方法一样，不只是向人们指出问题，而且还要采取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2）现场控制 
①定义：现场控制是通过对计划执行过程的直线检查和监督，将作业结果与计划相比较，找出

偏差和纠正偏差的过程，又称作业控制、同步控制或实时控制。 
②内容：向下级指示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监督下级的工作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发

现不符合标准的偏差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3）反馈控制 
①定义：反馈控制就是通过分析工作的执行结果，将它与控制标准相比较，发现已经发生或即

将发生的偏差，分析其原因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及时拟定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以防止偏差继续

发展或今后再度发生，也称事后控制。 
②常用方法：财务报表分析、标准成本分析、质量控制方法、工作人员成绩评定等。 
2．按控制方式划分 
（1）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就是在组织中建立一个控制中心，由它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统一的加工处理，并由这一

控制中心发出命令，操纵所有的管理活动。 
（2）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是与集中控制相对的一种控制形式，采用分散的方式，由组织各部分分别实施控制。 
（3）分层控制 
分层控制是一种把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结合起来的控制方式。 
3．按控制的原因或结果划分 
（1）间接控制 
①定义：间接控制是控制计划执行的结果，即根据计划和标准对比和考核实际结果，追查出现

偏差的原因和责任，然后才去进行纠正。 
②间接控制的五个假设：一是工作成效可以计量；二是人们对工作成效有个人责任感；三是追

查偏差所需时间有保证；四是出现的偏差可以预料并能及时发现；五是有关部门或人员将会采取纠

正措施。 
（2）直接控制 
①定义：直接控制是相对间接控制而言的，它是通过提高主管人员的素质来进行控制工作的。

②直接控制的四个假设：一是合格的主管人员所犯的错误 少；二是管理工作的成效是可以计量的；

三是在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效时，判断标准往往是概念化的；四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应用情况是

可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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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制工作的过程 

一、控制的前提条件 

1．要有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2．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3．控制要由反馈渠道 

二、控制的基本过程 

1．确定控制标准 
实物标准、费用标准、资本标准、收入标准、定性标准。 
2．衡量实际成效 
3．进行偏差分析 
（1）偏差的原因。①组织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到组织计划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②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偏差；③原有计划不合理及不完善所导致的偏

差。 
（2）偏差的类型。①正偏差：正偏差是指实际业绩超过了计划要求；②负偏差：负偏差是指

实际业绩未达到计划要求。 
4．采取纠正措施 
（1）改进工作方法。 
（2）改进组织和领导工作。 
（3）调整或修正原有计划或标准。 

三、控制工作的原则 

1．控制关键点原则 
2．及时性原则 
3．灵活应变原则 
4．客观准确原则 
5．经济性原则 
6．例外原则 
7．控制趋势原则 

第三节  控制技术与方法 

一、预算法 

1．含义 
预算是一种计划技术，是未来某一个时期具体的、数字化的计划，它把计划分解成以货币或其

他数量单位的预算指标，用数字来表示预测的结果，要求各个部门的运作和开支在预算范围内。 
2．类型 
（1）收支预算：收支预算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收入和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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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物预算：实物预算是一种以实物为计量单位的预算。 
（3）投资预算：投资预算是一个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固定资金运用的情况。 
（4）现金预算：现金预算就是对现金收支进行预测，并据此衡量实际现金的使用情况。 
（5）总预算：总预算是对组织中各种计划的准备而又相当全面地描述，是考虑各种因素后的

多项内容的预算，由组织中各种预算综合而成。 
（6）零基预算 
①基本原理。 
②具体做法。 
3．优点：准确全面地计算出各种数据，为计划的决策和控制标准的确定提供精确的资料，减

少了盲目性；使计划和控制富有弹性，增强了组织的应变能力；当管理决策出现失误时，便于及时

纠正。 

二、网络技术 

1．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 
2．网络图的组成：网络图是由箭线，结点、虚箭线和路线组成。 
3．网络时间的确定：作业时间的确定；作业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计算；总时差的计算。 
4．关键路线的确定。 
5．网络技术的优点。 
（1）编制网络的过程就是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有利于克服单凭经验，主观编制计划的弊端，

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2）网络图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各项工作之间的制约、依赖关系，在生产之前就能掌握关键

所在，便于合理调配资源，确保重点，便于预测计划进度，易于控制和调度； 
（3）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生产管理问题，分解为若干分系统，分别进行控制，由局部 优达到

整体 优； 
（4）可利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大大推进管理现代化。 

三、排队论 

排队论又称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或公用事业理论中的数学方法。主要研究随机服务系统应如何合

理地设计与控制，以达到既能满足顾客需要，又能使费用 少的目的。 

四、经营审计 

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财务往来和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审核，一般分为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外部

审计是由专门的审计部门定期对某一组织的有关经济往来账目和财务程序做综合审核；内部审计是

由企业内部组织人员进行审核。 

五、管理信息系统 

现代管理信息系统是依据系统观点建立，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和计算机网络，提供各种作业、管

理和决策信息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它能准确、迅速地提供各级管理部门所需的信息。 

思考题 

1．什么是控制工作？控制和计划的关系是什么？ 
2．不同控制位置的三种类型控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前馈控制为什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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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为重要？ 
3．控制工作中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4．使用预算控制时需要防止哪些危害？ 
5．什么是零基预算？ 

讨论题 

“组织有权监督员工——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请针对这一观点进行辩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商业论坛 http：//www.chinatrack.com 
资金预算 http：//www.itwinc.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
章，p.475—492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4 章， p.681—70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0 章，p.55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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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当今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并把握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2．了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新挑战。 
本章重点和难点： 
1．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2．管理信息化的意义； 
3．21 世纪的管理。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当今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管理、现代管理之后，目前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任何管理理论的产生都是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映。新的管理理论的时代背景就是网络经济和全球化浪

潮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基于 Internet 的全球化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建立，使全球经济进

一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网络经济催生的跨国经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企业组织结

构和生产方式。同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相适应，当代管理理论也处于一个新的生长期，新观点层出不

穷。 
综合当前管理理论新的研究方向，有四个管理学分支应重点关注： 
1．尊重知识价值，加强对知识管理的研究。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包括对知

识拥有者的管理和对知识本身的管理。 
2．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竞争局面，战略管理势在必行。战略管理就是对全局的谋划，它具有

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未来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 
3．企业不仅仅要经营产品，也要学会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

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

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 
4．一种反映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虚拟企业和虚拟管理。 

一、企业资源计划 

1．定义 
企业资源计划，即 ERP 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

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 
2．主要发展阶段 
1960 年代开环的物料需求计划（开环 MRP）；1970 年代闭环物料需求计划（闭环 MRP）；

1980 年代的制造资源计划（MRPⅡ）；1990 年代的企业资源计划（ERP）。 
3．核心管理思想 
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体现对整个供应链资源进行管理的思想，体现精益生产、同步

工程和敏捷制造的思想，体现事先计划与事中控制的思想。 
4．企业资源计划实施过程 
（1）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层培训及 ERP 原理培训；企业诊断；需求分析，确定目标；软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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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实施准备阶段：项目组织；数据准备；系统安装调试；软件原型测试。 
（3）模拟运行及用户化：模拟运行及用户化；制定工作准则与工作规程；验收。 
（4）切换运行。 
（5）新系统运行。 

二、供应链管理 

1．供应链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

产品以及 终产品， 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 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2．供应链管理 
（1）概念：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它执行供应链中从供应商到 终用户

的物流的计划和控制等职能，它是通过前馈的信息流和反馈的物流及信息流，将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零售商乃至 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管理模式。 
（2）内容：供应链管理主要涉及供应、生产计划、物流和需求四个主要领域。主要内容

可分为职能领域的管理和辅助领域的管理。其中职能领域包括产品工程、产品技术研发和支持、

采购、生产控制、库存管理和分销管理等；辅助领域主要包括客户服务、制造、设计工程、会

计核算、人力资源以及市场营销等。 

三、客户关系管理 

1．概念：客户关系管理（CRM）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它实

施于企业的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等与客户相关的领域。 
2．作用：改善服务、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提高效率、拓展市场、保留客户。 
3．组成部分：销售管理；营销管理；客户服务；技术支持。 

第二节  网络化、信息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正不断地改变着企业经营的过程和模式。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控制能

力，促进了组织成员之间更有效的接触和沟通，便于企业适应急剧变化的经营环境，有利于充分利

用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管理信息化的水平，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发挥预测作用 
二、提高经营效率 
三、推动战略变革 
四、加强知识管理 
五、促进分权管理 
六、强调组织学习 
七、加强有效控制 

第三节  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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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

到 1800 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 
 “全球化 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 1800 年一直到 2000 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

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其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

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 
而在“全球化 3.0”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

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

社会分工。 
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一、全球化的市场 

地球村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兴起；无边界组织的产生。 
1．全球化对组织的影响 
一个组织走向全球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仅向外国出口本企业的商品；第二阶段，

管理层在国外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把产品交给国外的工厂直接生产；第三阶段，管理层有

强烈的愿望去主动追求国际市场，出现“战略联盟”的缔结。 
2．全球化对管理者的影响 
（1）需要克服和解决所谓“外国人”观念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习俗、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相关法律。 
（2）文化评估的分析框架 
①霍夫斯蒂特的 5 种价值维度框架：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

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②全球领导与组织行为效果（GLOBE）研究方法：自信、未来导向、性别差异、不确定性避

免、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圈内集体主义、绩效导向、慈爱导向 9 个描述国家及地区文

化差异的维度。 

二、21 世纪的管理 

1．从管理科学到管理艺术 
2．从硬管理到软管理 
3．从“手段人”到“目的人” 
4．从强调个人间的竞争到重视组织成员间的协作 
5．从集权到分权 
6．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 
7．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 
8．从注重个别和局部到强调系统和整体 

思考题 

1．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和工作设计方式？ 
2．管理信息化使组织中的哪些成员获益 多？ 
3．简述 ERP 的核心管理思想和实施过程。 
4．什么是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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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1．请讨论你对“世界是平的”的理解。 
2．未来的管理会是什么样子？谈谈你的想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p.622—637。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2 章，p.45—75。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8 章，p.387—413。 
4．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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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406010432）是经济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本课程是一

门理论性与实务性密切结合的课程，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十分明显。通过讲授区域经济理论

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理论和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区域经济问题和

评判、制订区域发展规划或战略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1．重点介绍区域经济研究中已在经济学界形成共识且被广泛应用的相关区域经济学概念、理

论和模型，主要包括：区位理论、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区域间经

济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效益及其评价等。 
2．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并且能够较为熟练正确的运用这

些理论和模型分析实际区域经济问题。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由区位理论、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区域间

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效益及其评价构成等构成。教学过程中要

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牢固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本课程的基本理论；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员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本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考察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含实践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为 36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章次 教学内容 课时 实践教学 
1 导论 4  
2 经济区划 4  
3 城镇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 6 课程讨论 
4 区域产业布局 4 案例介绍 
5 区域产业结构 6  
6 区域分工和要素流动 2  
7 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4  
8 区域经济开发 2 案例介绍 
9 区域经济政策 4 案例介绍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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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 
了解区域的含义，特征，区域存在的客观基础；学习区域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内

容和任务；掌握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教学重点： 
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 
教学难点： 
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学存在的客观基础 

一、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2．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质量不高。 
3．区际分工弱化、区域结构趋同及区域间摩擦加剧。 
4．以东北地区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的老化问题突出。 
5．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行为失控。 

二、区域的含义 

1．区域。 
2．区位。 

三、区域的特征：地域性；独立性；开放性；完整性。 

四、区域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1．自然禀赋的差异； 
2．经济活动的极化性； 
3．空间距离的不可灭性。 

第二节  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理论渊源：区位论。 
2．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与国家干预政策。 
3．区域经济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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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后我们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我们区域经济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前，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稳发展阶段 
二是改革开放后，以发展沿海地区为主的梯度推移的不平衡发展阶段； 
三是十四届三中全会（1995）协调发展阶段。 

第三节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 

一、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和揭示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和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二、研究内容 

1．研究区域经济演变规律，尤其是探索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变化规律。 
2．在国家范围内建立分层经济区域体系，在发挥各地优势基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

经济效率 佳途径。 
3．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区域政策和效应规律 
4．区域经济关系变动规律。主要包括区际间的均衡与国民经济总效率的关系，区域分工与经

济技术协作，区域差异与区际关系调整等 
5．区域经济研究方法领域的研究 
6．引进国外区域经济研究成果 

三、学习区域经济学的意义 

1．中观的角度：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同产业经济学），研究和实践中容易把握。 
2．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与生产力布局学的关系 

1．有相同的部分，如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发展水平 大化； 
2．区别：（1）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一个只限于某一级别的生产力布局，一个可跨区域跨国

家的研究（2）研究内容比生产力布局学更为广泛。为区域差异，区域分工，区域市场，区际关系

协调等。（3）侧重点不同：区域经济学侧重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大化，生产力布局学侧重生

产力的空间配置效率 大化 

二、与生产力经济学的关系 

1．联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交叉 
2．区别：一个研究生产力运动的规则，从宏观上抽象些。 
一个研究经济学现象的空间运动规律，具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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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环境科学的关系 

四、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现存性和静态性 
区域经济学：前瞻性和动态性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的概念和特点？ 
2．区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3．试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4．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5．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陈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胡佛著，《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 
4．刘再兴等：《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5．陈秀山主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6．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第二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8．吴殿廷：《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 
9．陈秀山、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10．侯景新等编著：《区域经济分析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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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区划 

教学目的： 
本章学习和掌握经济区及其特点、经济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区划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主要类型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教学重点： 
经济区划的原则和依据：1．经济区内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区际间的差异性；2．地

区优势与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相结合；3．地区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相结合；4．经济区界限尽可能与

行政区界限一致；5．同级综合经济区之间在地理范围上不宜重叠或交叉。 
教学难点： 
经济区划的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经济区划 

一、经济区 

（一）经济区 
1．含义：以生产经营的地域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 
2．经济区的特点： 
（1）经济区内经济基础和条件的一致性。 
（2）经济目标的一致性。 
（3）经济区内与区外的条件差异性。 

二、经济区划 

（一）定义：指在全国或者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根据一定的经济条件进行分区，为制定区域经

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经济区划的原则 
1．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具有经济区内相似性和区际差异性。 
2．地区优势和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综合发展相结合。 
3．地区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相结合。 
经济区的界限与行政区域一致。统计数字可获得性。 
5．同级经济正确地理范围上不重叠。 
（三）经济区划的方法 
1．聚类分析法：将影响经济区划的各个因素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从 低层次的因素聚类分析

开始，该层次相近的地区分为一类；然后逐次分析更高或更综合的一个层次，根据其异同再进行聚

类分析；直至因素系统的 上层次； 后一次的分类结果是一级经济区。然后根据经济区的详略程

度要求，向下截取，得出若干层次的经济区划系统。 
2．地域分工分析法：根据劳动的地域分工规律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特征，采用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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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程序划分经济区。 
3．经济中心分析法：以城市为中心划分经济区。 
第一、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影响范围确定全国的城市等级系统。 
第二、确定各个层次同级相邻城市腹地的范围的分界线。 
第三、根据各城市的吸引范围大致确定经济区系统的界限。 
第四、进行个别调整。 

三、中国经济区划类型 

（一）地域划分的经济区类型 
1．数省毗邻地（市）组成的经济联合协调组织； 
2．沿江、沿路各地（市）的经济联合组织； 
3．以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中心组成的经济协作区。 
（二）按照经济功能划分的经济区类型 
1．综合经济区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都比较迅速。 
2．单一功能的经济区有专门为了发展某个产业而划分的，有为了尽快解决某个经济问题而划

分的，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速发展某些特定区域而制定的特别政策区域，如特区。 
（三）国家宏观经济区划 
1．中国的经济区划： 
（1）按照行政区域。 
（2）沿海和内地。 
（3）六大协作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4）三大地带，东、中、西部。 
2．新的分区 
（1）东北区，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 高，老工业基地。 
（2）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3）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4）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5）西北区，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6）中部区，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 
（7）西南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西臧。 
3．经济协作区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自发建立了很多协作区，如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上海经济区等，除了官

方会议外，还有商品交流、学术交流等。类型有： 
（1）综合经济协作区， 
（2）资源开发经济协作区， 
（3）城市经济协作区， 
（4）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协作区， 
4．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 
88 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起步，91 年全国成立 27 个国家级。给予优惠政策。94 年有 52 个国

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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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经济开放地区 

一、经济特区 

1．特区 
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由中央政府设立，给予特殊的经济管理权

限，允许海外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的特殊地区。 
1979 年广东率先提出创办经济特区，1980 年批准成立。 
目前有国家级的经济特区 5 个：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 
2．特区的特点 
（1）经济发展外向型，利用外资规模大。 
（2）产业结构先进，基础设施发达，第三产业比重高。 
（3）地理位置优越，有海外经济来往。 
（4）静态不平衡，打破低层次的静态平衡，形成一种层次发展的动态平衡。 
3．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 
（1）赋予较大经济管理权限，如项目审批权限相当于省级政府；非中央统管的工作，有权灵

活处理；属中央统管的外交、公安、海关、税收等，由国务院制定特殊办法。 
（2）特区内企业有充分经营自主权。 
（3）特区企业实行优惠税率和特殊的关税政策，特区内的组织购买用于特区建设的非个人消

费品可以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4）投资者可按照协议规定取得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 
（5）对来特区工作、探亲和旅游的外国人实行特殊的入境签证手续。 
4．特区效应 
（1）窗口效应，联结海内外的窗口，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迅速缩短差距。 
（2）试验效应，如何进行开放改革，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出现失

误，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 
（3）吸收效应，通过国家的放权让利，产生良好的投资环境，吸收外资。 
（4）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 
（5）示范效应，对内地发展和政策选择产生示范作用。 
（6）训练效应，流动的劳动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经验。 

二、保税区 

1．保税区 
是特区中的特区，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 
2．政策措施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 

1．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1）第一层次是经济特区。 
（2）第二层次是 1984 年设立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

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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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层次，1985 年开始扩展沿海开发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辽

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县市。 
2．沿江地区对外开放 
长江的上海至重庆。 
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 
3．沿边地区开放 
22000 公里的边境线，与 15 个国家接壤，由内地单向联系，变成联结国内外的中间桥梁。 
4．内陆开放 

复习与思考题 

1．经济区划的目的和意义？ 
2．经济区划应遵循什么原则？ 
3．经济区划的方法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杨树珍：《中国经济区划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2．国务院特区办：《中国对外开放地区投资环境和政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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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的本质；了解城镇的四大功能及小城镇的作用，了解城

乡联系的有关理论，城乡联系模式，城乡联系途径；掌握中心地理论的主要内容；学习城镇体系的

内涵及构成。 
教学重点： 
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中心地理论；城镇体系。 
教学难点： 
中心地理论。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的本质 

一、城市的概念 

无共同一致的定义：城市的表现形式多，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 

二、城市的本质——聚集经济 

1．概况 
2．聚集经济的产生 
聚集经济：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生产要素、企业、社会机构等）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作用

而带来的收益或成本节约 。 
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前提 
结构经济——聚集经济的本质 
知识溢出和纵向分工是聚集经济的 重要的来源，聚集经济的本质在于结构经济。 
3．城市的本质 
城市本质——以产业聚集经济为核心的聚集经济 

三、城市的划分标准 

城市划分标准是对城市本质的具体化 
1．世界各国的城市设置标准。 
人口标准（英国：3500 人，美国：2500，加拿大：1500，澳大利亚：1000，丹麦：200，联合

国人居中心：10000 ）；行政标准；城市的特征（比如公共和市政服务设施）标准；综合标准。 
2．我国的城市设置标准：设镇标准和设市标准（县级市和地级市标准）。 
设镇标准：行政标准：凡县级机关所在地；行政标准+人口标准：乡政府驻地 ，人口> 2000

（或 10%）；如确有必要，如少数民族地区等。 
设市标准（县级市和地级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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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 

一、聚集功能 

聚集功能及其原因；聚集功能的国际、国内案例。 

二、创新功能 

创新功能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功能的原因和作用。 

三、辐射功能 

形式有无形扩散和有形扩散；作用。 

四、协调功能 

社会生产中协调的客观必要性、可能性。 

第三节  城乡联系和区域的形成 

一、城乡联系的有关理论 

1．马克思的阶段论。 
2．非均衡增长理论与城市中心论。 
3．80 年代以来有关城乡联系的新理论。 

二、城乡联系模式 

1．城市——工业导向模式。 
2．城镇发展模式 
3．农村综合发展模式 

三、城乡产业联系及其发展 

1．基本概念：城乡产业结构：城乡产业布局，城乡产业联系。 
2．理论基础：聚集经济与区域。 
聚集经济与产业的关系。 
3．城乡产业联系及其发展。 
主要是工业的布局问题，第三产业的布局具有伴随性，随着工农业和人口的布局而布局。 

第四节  城市体系和城乡联系网络结构：中心地理论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1．理论基础：屠能的农业区位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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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 
（1）均匀的平原，生产所需的资源特征是均匀分布。 
（2）运输条件在任何地方都可行，且运输距离各处都相等。 
（3）人口均匀分布，他们的偏好都相同。 
（4）投入物和技术等的获得成本相同。 
（5）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生产者尽可能扩大生产区。 
（6）人们总是从 低、 近的中心地购买商品和劳务，厂商规定其产品的出厂价格，运费由

消费者承担。 

二、理论内容 

1．中心地 
一个经济活动区域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这些核心由若干大小不等的城镇组成。 
城镇具有商业、娱乐、教育、文化等多种服务功能。城镇大都位于其服务区域的中心部位，被

成为中心地。 
市场区是中心地理论的地域细胞，一切市场系统均建立在这一细胞及其组合的图形之上。 
2．市场门坎 
能够满足中心地生存下去所必须获得的基本收益的市场区的范围。如果市场区小于这个范围，

中心地就不能生存下去。 
3．等级分布 
中心地的大小和排列具有规律性，按照规模大小可以分为等级。中心地的级别越高，数量越少，

服务功能越多，中心地的级别越低，数量越多，服务功能越少。 
4．六边形 
屠能圈所认定的圆形的缺陷：有一部分接受不到服务，或者接受重叠的服务。 
其变换过程一般从分散的服务面，到服务面粘连以及服务面重叠， 后形成六边形市场区，从

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中心地等级体系三原则 

1．市场原则 
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一般遵循市场原则。 
（1）每一个低级市场区为 3 个高级市场区所分享。 
（2）每个高级中心地实际上只辖有自身和其他两个完整的低级中心地（6/3），即一个较高的

中心地的市场区正好是下一级市场区的 3 倍，即 K=3。 
（3）高一级中心地的面积正好是低一级的 3 倍。 
（4）等级体系中，市场区系列为 1，3，9，27，81；1、2、6、18…… 
2．交通原则 
在新开发地区，移民拓荒一般是沿着交通线进行，较低级的中心地会在两个较高级的中心地之

间的中点发展起来，导致较高级中心地的市场区是下一级的 4 倍，即 K=4。1、3、12、48…… 
3．行政原则 
在交通偏僻和自给自足地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的分布首先受制于行政管理和政治控制的需

要，低级中心地完全被包围在高一级的中心地之内，以消除行政上摸棱两可的可能。市场区和行政

区是一致的，高级中心地可以管理 7 个低级的，即 K=7，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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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地理论作用和局限性 

1．理论作用 
城市布局和城镇化的选址依据。 
2．缺陷 
（1）静态一般均衡。 
（2）许多因子如资源、地形等会引起城市区位的变异。 
（3）一个国家和区域内城市体系往往是在一个、几个枢纽、中心的刺激下经过许多历史时期

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原则是会发生变化的。 
（4）现代消费者行为常常受到广告左右，所以城市的商业职能不再取决于它的地点位置，而

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家的活动本领。 

第五节  城镇体系 

一、城镇体系概述 

1．城镇体系：指在一定区域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职能各异、规模不等、相互分工又密

切合作的城镇组成的空间体系。 
2．城镇体系的层次性 
城镇等级序列： 
（1）国家级城市体系。大城市可以为全国服务。 
（2）地区城市体系。 
（3）地方城镇体系。中心城镇所在区域服务。 
3．城市场理论 
城镇在区域内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随其职能不同、相互之间距离的远近而不同，

这种影响，就如同磁力场一样，被称为城市场。 
强调各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和关联。 

二、城镇规模体系 

1．城镇规模体系理论 
在一个区域内，城镇的位次排列与其数量一般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呈金字塔形分布。 
这种分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顺序-规模法则：即城镇人口与其序列之间的关系遵循一定的规律性。 
（2）城市指数。 
（3）城市首位度 
2． 佳城镇人口规模 
选择 佳人口规模的不同标准：（1）财政开支 小。（2）现有城镇居民的福利 大。（3）

未来城镇居民的福利 大。（4）生产经营单位的利润 大化。 
3．中国的城镇规模体系 
（1）城镇类型：城镇规模按户籍注册的非农人口数划分。 
（2）中国的城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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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空间体系 

1．城镇宏观空间结构 
（1）世界，城镇分布在中纬度平原地带：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五大湖沿岸、日本太平洋沿

岸、欧洲西北、英国。 
（2）中国城镇分布：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构成的 T 形分布。东中西三大地带空间结构明显。 
2．城镇中观空间结构 
对于各省级而言，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县城镇、小城镇四级体系。 
出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福州与厦门。 
3．城镇空间聚集过程 
（1）分散向心发展，二三产业和人口不断聚集，处于不同地域的经济中心城镇大量出现。 
（2）聚集向心发展，出现区域性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逐渐与其他城镇在规模层次上分出

档次，成为控制其他城镇的城镇中心。 
（3）分散离心发展，以大城市为中心，周边的小城市，专门为其服务，成为卫星城。 
（4）城市群带。以交通线为纽带，大城市及其卫星城，或者是距离较近的大城市之间，形成

土地的增值，逐渐发展成城市群带或大都市圈。 

复习与思考题 

1．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2．中心地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怎么来衡量 佳城镇人口规模？ 
4．我国城镇宏观空间结构和中观空间结构如何？我国城镇空间聚集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5．简述四种不同的城乡联系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英]巴顿：《城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4。 
2．杨吾扬：《产业和城市区位导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蔡孝箴：《城市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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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区域产业布局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弄清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和机制，了解产业布局的

指向及其类型，掌握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的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 
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教学难点： 
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产业布局的区位 

一、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 

1．自然环境 
（1）气候条件：雨量、空气湿度、光照、风、各种自然灾害。 
（2）地质条件：地面坚实程度、地震、地磁。 
（3）植被条件：风景、休闲去处。 
（4）河流、山脉等。 
2．自然资源 
（1）土地状况 
（2）水源条件 
（3）矿产资源 
（4）能源状况 
自然资源对于布局的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1）交通运输业发展，使得运费率降低。（2）产

业结构高级化，产品中自然资源含量减少，科技含量提高。（3）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4）生产

成本在市场价格中的比重减少。 
3．人口和劳动力因素 
（1）企业必须有 低的劳动力数量。 
（2）高新技术产业对科技人员的要求也有一个门坎数量。 
（3）劳动力价格差异。 
4．资金 
（1）内部资金来自自我积累。 
（2）外部资金来自投资。 
5．市场因素 
任何产品都有一个门坎需求量，低于此数值，企业就不能投产。 
保本需求量和销售量。 
6．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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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本身的制约性在下降。 
站点和港口的作用在增强，因为： 
随着运输技术的提高， 
运输过程中装载的价值增值一般要大于运输距离的劳动耗费。 
7．科技发展状况 

二、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1．利益驱动机制 
投资，以企业为主体，利润 大化为主要目标。 
2．宏观调控机制 
指导和控制经济布局的盲目性。 
产业布局：大中型企业项目的区位选择。 

三、产业布局的一般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运费、生产成本、市场价格 
1．选择线路运费 低点 
2．选择总运费 低点 
总运费=线路运输费用+站点费用+其他费用。 
站点运费固定，线路费用随着距离而增加，其他费用还与货物的体积和各类特性有关。 
3．寻找劳动费用 低点：劳动费用的影响越来越大。 
4．考虑聚集效应影响 
聚集的效益可能要大于偏离运费和劳动费用 低点所增加的费用。 
聚集效应越来越重要。 

第二节  产业布局的指向 

一、影响产业布局的因子 

1．原料 
（1）广布原料：广泛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原料，如空气、水、砂石。企业主要使用这些广布原

料，则区位的选择性大，可以布局在消费区域。 
地方原料：只分布在某些特定地点的原料。 
（2）纯原料：在生产中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原料。企业可以自由配置，可以在消费区域。 
失重原料：在生产中部分重量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原料。应该配置在原料地。 
2．原料指数 
原料指数＝耗用的地方原料的重量／产品重量。 
（1）原料指数＞1 时，指向原料地布局； 
（2）原料指数＝1，比较自由，布局在交通站点； 
（3）原料指数＜1，消费区域布局。 
3．区位重量 
＝总运输重量／产品重量 
＝（耗用的地方原料的重量＋产品重量）／产品重量＝1＋原料指数。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310 

（1）区位重量＞2，原料地布局； 
（2）区位重量＝2，自由布局，在交通站点； 
（3）区位重量＜2，消费区域布局。 
4．劳动费指数 
（1）劳动费指数（产量）＝劳动费用／产品重量。考虑简单劳动。劳动费指数越大，则单位

产品中耗用的劳动就越多，劳动费用对布局的影响就越大。 
（2）劳动费指数（产值）＝劳动费用／产品价值，考虑到复杂劳动。 
5．聚集效益指数 
=聚集所引起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运输费用的增加+ 劳动费用的增加）。 
要素聚集产生正外部性，但是会增加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也较高。 

二、产业布局指向 

1．布局指向 
在各种因素和布局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布局所反映出某种特点的倾向。 
2．布局指向类型 
（1）能源指向。能源耗费在生产成本中占据较高的比例，35－60％。发电、冶炼、化工。 
（2）原料地指向。原料消耗高，采掘、塑料、钢铁、木材加工、纺织、糖业、水产加工。 
（3）消费地指向。为消费地服务，不易储存。机械制造、食品、缝纫服装、商业饮食服务第

三产业等。 
（4）劳动力指向。劳动费用支出占有较大比重，仪器制造、纺织、制革、制药、工艺品。 
（5）自由指向，交通通讯设施，教育等。 
3．影响布局指向的因素 
（1）企业规模技术特征，随着规模扩大，采用技术和管理方式，对于资源的要求不同。 
（2）企业所有权，归属与就业问题。 
（3）科技发展，科技的贡献率越来越高。 
（4）市场竞争。产品无差异时，趋向于分散；有差异时趋向于集中。 

第三节  产业合理规模与布局 

一、企业的合理规模 

1．单个企业的合理规模 
（1）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 大利润。 
（2）盈亏平衡点分析：能盈利的 低规模和 大规模。 
2．联合企业的合理规模 
把彼此有联系的企业的生产联合在一起。 
（1）可以减少原料和能源消耗； 
（2）节约运费和运输时间； 
（3）节约储备，减少仓储和其他流通费用； 
（4）充分利用废料，减少污染。 
3．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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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的合理规模 

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其规模由环境容量决定： 
1．资源要素，原材料，能源。 
2．资金要素，经济实力。 
3．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科技和管理。 
4．基础设施，交通通讯，能源，供水，热等。 
5．自然环境，环境保护支出。 

三、产业合理规模 

1．产业经济效益。 
2．产业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四、产业合理布局评价 

1．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的 大化。 
2．产业结构的优化。 

复习与思考题 

1．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有哪些？ 
2．试阐述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3．自然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布局？ 
4．有哪些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区位布局？ 
5．如何评价产业合理布局？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3．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史忠良：《经济发展战略与布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6．刘正刚：《我国宏观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和实践》，载于《山东社会科字》200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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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优势的发挥，如何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建立合理

的区域产业结构。 
教学重点： 
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区域不同发展阶

段主导产业的类型 。 
教学难点： 
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产业结构概述 

一、区域产业结构 

1．区域产业结构 
区域内具有不同经济功能各产业部门的组成及其比例关系。 
2．产业分类 

二、主导产业 

1．区域专门化产业 
以分工为基础，发挥区域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主要为区域外提供产品的产业。 
（1）区位商（劳动力专门化率）= 某产业占本区域劳动力数量的比例／该产业在较高级别区

域的劳动力数量比例。 
（2）增加值专门化率＝某产业占本区域增加值的比重／该产业在较高级别区域的增加值比重。

当增加值专门化率＞1，越大，专门化程度越高。 
2．主导产业 
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专门化产业，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产出规模大，产

值比重大，关联效应强，是区域经济的主体或核心，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非主导产业 

1．关联产业 
是直接配合和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起来的产业，在投入产出或工艺上与主导产业有直接联系。 
包括后向关联（上游产业）前向关联（下游产业）和侧向关联。 
辅助配套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前、中、后辅助配套的产业，功能是确保专门化产业的顺

利发展。 
2．潜导产业 
是指具有潜在发展前途的产业，在未来可能上升为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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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产业。 
3．非专门化产业 
4．一般专门化产业 

第二节  产业主导性选择 

一、主导产业的选择 

1．区域内部相对比较优势指标 
（1）区域内增加值比重＝某产业的增加值／该地区 GDP＞15％，具有一定规模。 
（2）区域内部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劳动生产率／该区域内平均劳动生产率＞2。 
（3）区域内比较资本产出率＝某产业资本产出率／该区域平均资本产出率＞2。 
（4）区域内比较经济效率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资本产出率＞2。 
2．区域之间比较优势分析 
比较成本=本区域某产品的销售成本/更高层次同类产品的销售成本。 
3．产业关联度 
由特定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产业之间相互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使某产业发展与其他产业相

联系，构成产业关联。 
4．关联度与区域优势 
5．确定主导产业的依据 
（1）较高劳动力专门化率，即区位商>2； 
（2）产业规模足够大，区域内增加值比重较大。 
（3）较高产业关联度，能够强力带动区域内部其他产业的发展。 
（4）市场潜力较大，具有实际和潜在巨大需求和高收入弹性。 
（5）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6．主导产业选择的一般趋势 

二、非主导产业的选择 

1．一般专门化产业的选择 
（1）原主导产业，夕阳产业。 
（2）潜导产业，适当超前投入和引导、保护。 
（3）其他，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市场需求，但区域优势不强，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 
2．辅助配套产业的选择 
（1）后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前服务和原料。 
（2）前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后服务，进一步加工。 
（3）侧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中服务配套，饮食、维修、中介等，还有特殊的需

要，如钢铁厂与纺织厂在工人性别上的互补。 
3．非专门化产业 
（1）区域性消费倾向强或不宜长途运输。 
（2）广布产业，产品需求大，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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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 

一、产业结构的演进 

1．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随主导产业的更替而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 
2．产业演进的有序性 
（1）生产要素的密集度，由劳动密集——资金密集——资金技术密集——知识技术密集。 
（2）采纳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能力，由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新兴与传统相结合产业 。 
（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 
（4）低附加值——高附加值——更高附加值。 
3．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推动一个区域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合理转换的各种要素和条件的总称。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1．配第－克拉克定律。 
2．霍夫曼定律。 
3．精加工化规律。 
4．技术集约化规律。 

三、主导产业的转换 

1．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 
（1）待开发阶段。传统农业处于主要地位，经济水平、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资源多。 
（2）成长阶段。优势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工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劳动力向城镇区域转移。 
（3）成熟阶段。基本现代化，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技术创新能力强。 
（4）高级阶段。完全实现现代化，追求精神享受。 
2．产业更替论 
库兹涅茨认为： 
（1）各产业均存在增长率递减规律，具有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生命周期。 
（2）主导和潜导产业的转换 
（3）产业结构更新的客观性 
3．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序列不能随便改变，必须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将经济

增长分为如下 6 个阶段： 
4．消费品与资本品 
钱纳里的观点：人均收入较低时，消费品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资本品所占比重较小；

当收入水平较高时，消费品比重明显下降，资本品比重大幅度提高，机械、运输、石油制品、冶金

等部门发展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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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产业结构问题 

1．区域产业结构问题 
2．粗放与集约 
3．正确看待资源密集类型 

二、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1．市场机制 
2．计划机制 

三、产业结构调整导向 

1．导向选择的基本依据 
（1）自然资源状况； 
（2）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总水平； 
（3）国际和全国地域分工需要。 
2．产业结构导向类型 
（1）资源导向型，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 
（2）结构导向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使资源开发与加工制造业协调发

展； 
（3）技术导向型，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方向转变。 

四、区域产业结构评价 

1．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的适应 
2．产业结构与区域发展阶段的适应 
3．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4．产业结构的应变能力如何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配第——克拉克定律的主要内容？ 
2．简述高加工度化规律？ 
3．产业结构有哪些分类？ 
4．简述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5．主导产业更替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6．如何进行区域产业结构的评价？ 
7．论述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郁义鸿：《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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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4．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5．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 
7．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年。 
8．石磊：《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区域经济学 

 1317

第六章  区域分工与要素流动 

教学目的： 
学习、了解和掌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协调的重要性，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密切关系；掌握区

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有关区域分工与贸易的理论；掌握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 
教学重点： 
区域分工和贸易的基本理论，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资本流

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技术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教学难点： 
区域贸易的基本理论，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生产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 

一、区际经济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对区域资本的影响； 
2．对区域劳动力的影响很大； 
3．对区域技术的影响； 
4．区域自然资源的影响； 
5．对区域市场的影响； 
6．对地方传统的影响； 
7．对国家或地方区域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影响。 

二、区际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 

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冲突。 

第二节  区域差异和区域分工 

一、区域差距是区域分工和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区间差异的内涵、分类及影响： 
1．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 2．社会经济差异； 
（二）对区间差异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二、区域分工合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区域分工秘合作的涵义与分类： 
1．水平型分工； 2．垂直型分工； 3．混合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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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 
1．发挥优势原则；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三）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 
1．萌芽阶段； 2．形成和发展阶段（18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 3．深化阶段。 

第三节  区域分工理论及区域分工的形式 

一、区域分工理论 

1．斯密绝对利益理论； 
2．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 
3．赫克歇尔—奥林要素禀赋理论； 
4．区域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要素替代理论； 
（2）技术差距理论；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二、区域分工合作的形成机制 

1．市场是区域分工合作的基础作用机制； 
2．市场机制本身的缺欠； 
3．区域经济的调控。 

三、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表现形式 

1．区域分工的形成； 
2．区域合作的表现形式；从合作的内容上看，有 
（1）物资交换 
（2）商品贸易 
（3）技术合作 
（4）人才合作 
（5）资本合作 
（6）信息合作 
（7）生产合作 
（8）混合合作 

第四节  区际贸易 

一、区际贸易的涵义与分类 

1．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过境贸易；2．有形商品贸易与无形商品贸易；3．直接贸易与间接

贸易； 4．货币结算贸易与易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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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贸易的基本理论 

1．绝对成本学说； 2．比较成本学说； 3．赫克歇尔—奥林生产要素比例说（ H — O 理论）； 

三、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 

1．区际贸易的直接利益（静态利益）； 
2．区际贸易的动态利益； 
（1）区际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2）区际贸易加快了区域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步伐； 
（3）区际贸易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四、战后区际贸易的发展状况 

1．规模迅速扩大； 
2．贸易结构不断提高； 
3．区域一体化贸易协定激增； 
4．跨国公司正大力向世界市场扩张，成为区域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第五节  生产要素流动 

一、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劳动力流动的分类； 
2．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原因；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二、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资本流动的分类： 
（1）长期流动与短期流动； 
（2）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 
（3）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 
2．资本流动的原因： 
（1）经济原因； 
（2）其他原因。 
3．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战后区域间资本流动的现状与特点： 
（1）从资金流动形式上看，直接投资逐步成为区域间酱流动的一个重要形式。 
（2）从流动时间上看，短期资流动在区际资本流动中不断增加。 
（3）从流动方向上看，由原来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变为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资

本流向不断多元化。 
（4）从资金提供者来看，发达地区仍是区域间流动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但发展很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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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技术流动的特殊性和主要形式： 
（1）区域间的技术贸易； 
（2）区域音质技术交流； 
（3）区域间的技术援助。 
2．技术交流的原因： 
（1）经济原因； 
（2）其他原因。 
3．技术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经济关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2．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 
3．区域劳动分工的经济性的表现? 
4．简述区域贸易的理论？ 
5．区域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6．试阐述要素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 
2．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3．陈彪如：《国际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9 年版。 
5．刘世庆：《要素流动弹性与西部产业选择》，载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6．白井文：《要素流动规律与西部地区的要素积聚》，载于《南方经济》2001 年第 1 期。 
7．潘普：《关于资本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载于《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8．郭燕青：《对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分析》，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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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

理论。 
教学难点：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 

1．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 
2．区域经济增长的特征；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 

1．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义； 
2．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包容关系：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的内容，没有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空

中楼阁，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包含经济增长，有发展肯定有增长，而且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 
2．互动关系： 

第二节  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影响因素 
（1）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 
（2）劳动力 
（3）资本 
（4）技术 
（5）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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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度安排 
2．因素分析； 

二、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机制 

1．需求拉动机制 
2．供给驱动机制 
3．增长的传播途径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1．输出基础理论：输出基础理论（美国诺思 1955 年提出）区外需求是区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一个区域输出产业规模越大，赚的收入越多，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带动区域内自给型产

业的发展；同时，外部需求的扩大，会带动区域内输出生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引起区域经济成倍

增长。区域输出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2．进口替代理论：指用区域内自己生产产品来代替从区外进口产品，可以在区内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增加新的收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认为进口产品和服务需花费外汇，使出口所得外汇

额减少，因此，出口额越大，对经济推动作用越大；而进口支付额越小，则进口对经济的抑制作用

越小。他强调区内生产，区内消费，容易导致闭关自守，减低经济效率，劣化，经济结构，大而全

小儿全。 
3．自产自销理论：一个区域内部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内部交换，自己消费掉，通过

自产自消而变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局限性：只能对包括各个子区域的大区域起作用，指区域之间存在大量贸易时，才能成立，太

小区域不行。 
4．循环累积因果论：1944 年在其《美国的两难禁地》中首次提出.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

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市场的力量倾向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

由于集聚经济效益，发达地区会处于持续累积的加速增长之中，同时产生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发

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就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累积循环的结果。 

四、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理论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 6 个经济成长阶段：一是传统社会，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三是

起飞阶段，四是成熟阶段，五是群众高额消费阶段，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工业化的一般模式 

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其特点： 
1．资本积累方式，是对殖民地及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 
2．产业结构演化，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以机械、钢铁、化工为主的资

本密集型产业，再发展到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原子能利用、电脑和航天业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以日本、中国、前苏联、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



区域经济学 

 1323

其基本特征： 
1．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 
2．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手段。 
3．以高积累为源泉。 
该模式的积极作用： 
（1）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2）使产业结构升级。 
该模式的弊端：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消费品匮乏。 

三、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即通过发展和建立本国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替代过去的制成品进口，一带动经济增长和实现工

业化。 
该模式的成效： 
（1）促进了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2）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3）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该模式的缺陷： 
（1）强化了对国外的依赖。 
（2）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 
（3）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保护主义使成本高效率低。 
（4）为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5）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因为收入集中于城市和少数工业部门，引起收入差距扩大。 

四、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即使工业生产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成效： 
（1）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 
（2）改善了经济结构。 
（3）增加了出口。 
缺陷： 
（1）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 
（2）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3）造成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五、农业发展模式 

印度的绿色革命，中国的以粮为纲模式，农业生产基地模式。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2．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3．区域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有哪些？ 
4．试阐述罗斯托的起飞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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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阐述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及其利弊。 
6．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及其利弊是什么？ 
7．试阐述重工业发展模式及其利弊。 
8．试阐述工业化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刘再兴等：《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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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区域经济开发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和掌握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规划、区域开发的类型、区域开发的理论及具

体的开发措施。 
教学重点： 
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规划，区域开发的类型，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区域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教学难点： 
梯度开发理论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规划 

一、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体系 

区域开发有三类目标： 
1．经济目标： 
（1）人均社会总产值； 
（2）人均国民收入； 
（3）财政收入总额； 
（4）社会劳动生产率； 
（5）科技人员数； 
2．社会目标： 
（1）区间平衡目标——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 
（2）生活目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热量.人均居住面积、儿童入学率； 
3．生态环境目标： 
（1）森林覆盖率 
（2）城市大气 SO2 达标率 
（3）城市颗粒物达标率 
（4）工业废水处理率 
（5）各种废渣利用率 

二、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矛盾与协调 

1．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矛盾： 
（1）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矛盾； 
（2）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矛盾； 
（3）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2．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协调 
在总投入既定时，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投入量此消彼长，因而在总投入的分配上有两钟选择： 
（1）“替代选择”，即选择某一目标，而夫妻其他目标，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2）“延长选择”，不是在多目标中作一取舍，而是何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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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总目标的直接贡献 大目标优先考虑 
作用力强的子目标优先考虑。从我国实际出发，协调目标冲突就是要正确确定各个目标在总目

标中的地位，有主有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是主要目标；但在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目

标更重要，在落后的地区，脱贫致富 重要；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维护生态平衡 重要。 

第二节  区域开发的类型 

一、区域开发的分类 

1．依区域开发的程度：分为初期开发和再开发； 
2．依区域开发的规模：分为宏观区域开发和微观开发； 
3．依区域开发的行为主体：分为国家开发，地区开发，集体开发，企业开发； 
4．依区域开发的目标：分为单目标区域开发和综合性区域开发； 
5．依区域开发的对象：分为区域开发，工业资源开发，农业区域开发，旅游区域开发，特殊

区域开发性。 

二、流域开发 

（一）流域开发的一般性原则： 
1．流域开发以多目标综合性河流资源开发的利用为核心，以流域全面发展为宗旨.河流是整个

流域的生命线，脉络，因此流域开发应以河流为主线，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 
2．流域的开发应以自然资源开发为龙头，带动整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3．流域开发以发展工业为重点，同时兼顾第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点体系建设。 
4．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5．流域开发应该重视管理和经营，做到开发与管理并重。 
（二）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利用 

三、能源开发 

四、矿产资源的地域开发 

1．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2．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3．加强交通建设与加工工业的发展； 
4．选择正确的矿产资源开发方式； 
5．注意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全面规划。 

五、农业区域开发 

六、旅游区开发 

七、城镇各类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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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 

一、梯度开发理论模式 

1．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

别是主导产业部门所处的阶段。如果区域主导专业部门是由处在创新阶段的兴旺部门所组成，则列

入高梯度区；反之，由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则属于低梯度区。 
2．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地区，按顺

序逐步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 
3．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城镇体系逐步拓展实现的。我国沿海地带为第一梯度区，中西部为第

二第三梯度区。随着产业技术的梯度转移，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将缩小。 

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模式 

前苏联采用的一种地域生产组织形式。苏联计委主席 H. H. 涅克拉索夫下定义：“在经济区，

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省，边区内，一个或几个专门化部门的高度结合，并基本上共同利用生

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他是为解决重大国民经济任务而建立的，国家一次性投资，跳跃式发

展的，其各组成部分按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 
1．核心类，主导专业化部门，大型联合企业，一般布局在地域生产综合体的核心区位。 
2．主体类，与核心企业在生产上相衔接的，在利用其产品基础上与其发生密切经济联系的各

种企业依核心内企业布局。 
3．补充类，包括利用核心企业废料进行生产的各种企业;为平衡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而安排的企

业，依主体内企业布局。 
4．服务类，为上述企业提供原料，燃料，零配件和设备的企业，布局在更外的圈层。 
5．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 包括生产性，生活性，社会性设施. 地域生产综合体发展的根

本动力，在于他能比企业单独布点带来更大的聚集经济效果，不是企业简单的地域聚集，而是使生

产上相互补充的，经济上密切相关的企业在地域上有序结合布局，产生明显经济效果。 

三、增长极理论 

法国佩鲁创立，将空间中心称作增长极，认为经济增长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

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通过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并对周围地区经济

产生影响.增长极有二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四、点轴理论模式 

70 年代沃纳. 松巴特提出来的，核心内容是：连接中心地的交通干线形成了有利区位，方便了

生产要素流动，降低了运输费用和生产成本，促使企业和人口向交通线聚集，并产生新的居民点. 这
种对区域开发具有促进作用的交通线被称为生产轴。 

点轴开发：就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线状基

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点市进行重点发展。 

五、网络开发理论模式 

一般为较发达地区所采用。他认为经济重心区一般是由若干工业枢纽和若干工业城镇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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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这类地区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对老区进行整治，对部分传统产业进行

扩散、转移；另一方面又要全面开发新区，新区开发一般采用点轴开发形式，这种新旧点轴的渐进

扩散和经纬交织，将逐渐在空间上形成一个经济网络体系 

六、优区位开发理论模式 

由于各地区生产力发展千差万别，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有优区位，因此，国土

资源的开发、生产力的布局重点，应有选择的确定 优区位，作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优区位地区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集中的地区、交通便利和位置优越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

地区、人口众多的地区等。 

七、大推动理论模式 

由英国罗森斯坦——罗丹提出来的，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

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外部经济效果”——有两种含义： 
一是同时投资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克服落后地区市场狭小的问题； 
二是同时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为不同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减少企业开支。成本降低，又使

利润增加，增加了再投资资本，从而能增加供给。 

八、产业滚动理论模式 

是针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模式。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

促进资本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引进外资和技术打下基础。而后发展一些投资额不大的加工业，

如此滚动，可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如河北高碑店市的白沟的贸易市场与旅游、浙江义乌小商品市

场、四川长宁县的“蜀南竹海”风景区，都是因为选准了优势产业，走贸工旅或旅工贸道路发展起

来的。 

第四节  区域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交通建设 

1．工业调查； 
2．农业调查； 
3．商业和物资部门调查； 
4．人口调查； 
5．交通调查； 

二、通讯建设 

三、电力建设 

1．小水电建设； 
2．小火电建设；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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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述区域开发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3．区域开发有哪些类型？ 
4．区域开发一般性原则是什么？ 
5．论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6．有哪些区域开发理论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潘照东：《开发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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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了解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是局部与全局、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区域发展政策既要服从

国家经济发慌的战略目标，又要充分反映自己的区域情况，突出自己的各种优势。认识国家产业政

策、对外开放政策、可持续发展政策区域化结果。 
教学重点： 
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教学难点： 
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一、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及实施重点 

二、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1．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区域化； 
2．国家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3．国家基础工业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4．国家高技术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5．国家支柱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6．国家轻纺工业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7．国家第三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第二节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化 

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容 

1．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2．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战略； 
3．调整利用外资政策。 

二、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化 

1．东南沿海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2．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萄对外开放政策； 
3．环渤海经济区对外开放政策； 
4．东北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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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经济区开放政策； 
6．西北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7．中部五省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第三节  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一、狭义上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及其区域化 
二、广义上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及其区域化。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国家产业政策目标及重点？ 
2．联系实际谈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具体实施？ 
3．西部地区如何搞好可持续发展？ 

拓展阅读书目 

1．陈秀山主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2．孙久文、叶裕民主编：《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陈秀山、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4．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 年。 
5．孙久文编著：《区域经济规划》，商务印书馆，2004。 
6．《关于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远景目标纲要》。 
7．部分省份的“十五”规划纲要。 
 
教材 
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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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律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有人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有人称之为“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一

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前沿学科，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许多

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都称自己是法经济学者，并且有五位经济学家因为在本领域的卓越贡

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学科虽然在名称上有区别，但本质基本相同，都是从法学和经济学

的交叉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法律问题，尽管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涉足这一交叉学科领域时，各有一定

的侧重点。 
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具有法学专业、经济学专业或法学与经济学交叉专业背景的同学

开设的法律经济学入门课程。意图在引入法经济学遵循公平、自主和效率有机结合、交替循环上升

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从法哲学视角阐明了法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介绍法经济学逻辑基础、逻

辑结构、风险平衡公式和六个基本定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经济学研究理论和该领域前沿的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案例，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尝试进行一些经济分析和探索。 
本课程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和经济学导论，旨在为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同学介绍法

律思维的基本方法，为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学引入西方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模型；第二部分

为民法相关领域的法律经济分析，主要介绍财产法经济学专题、契约法经济学专题以及侵权法经济

学专题；第三部分为宪法、刑法及司法程序的法律经济分析，包括犯罪和刑罚的经济学专题以及司

法程序的经济理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律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

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培养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

世界中的典型问题，借以对法律制度的设计、运行及其绩效做出评析，并为同学习者今后学习制度

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深入研究部门法等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另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也可满足社会对掌握、运用法律经济学知识人才的需求，使学习者具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

析法律制度并具体应用于法律实践的能力，从而提高立法、执法的效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培养

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复合型人才。 
本课程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法学、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阐明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将法律经济学分析作

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法律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公平、自主和

效率有机结合、交替循环上升的法律价值标准，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规则和法

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成本—收益，从而实现正义的三个基本成分——安全、自由、平等的合理平

衡，以及正义和秩序有效协调、风险和收益相平衡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第二，法经济学产生后，用法经济学思维考虑问题时，法律制度的实施要引进效率和社会效益

的理念。作为交叉学科的法经济学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结合，而是经济学把法律制度作为经济

运行的内生要素来研究。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所创造的法律的有限正义，有限的 大或较大正义

促进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拉动正义与公平的升华。这种理性与正义到效率的交替循环上升就是

法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第三，以往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分散而零乱的，没有形成很完整系统的研究框架。波斯纳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法理学的高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形成了一些法律

经济学的范畴和分析基础，1973 年他的经典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

济学学派的真正确立。但法律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视角还是缺乏完整的研究框架，缺乏法律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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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特别是身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我国法制建设，受我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很难直接用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一概而言。为此，本课将主要视角放在以

西方法律体系，尤其是普通法法系的法律制度为蓝本的西方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之上，通过

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启发式教学等环节的设计，力图引导学习者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设计、法制

建设进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 
第四，本课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法律经济学经典文献、法律经济学教材、法律经济学专著的基础

上，力求授课时主线突出，结构合理，难易程度适当。充分考虑本科生的知识背景、理解能力和接

受能力，在教学安排上尽量做到形式活泼，寓教于乐。 
第五，本课共有 54 学时（必修）和 36 学时（学时）两种课时安排。出于本科教学改革和教学

研究的考虑以及学生背景层次的差别，在 54 课时（必修）教学安排上，尽量侧重理论介绍和研究，

对各类法律问题的分析加大深度，按照准研究生课程标准授课，其课后习题的设计具有一定难度和

理论深度，帮助学习者在课后进行拓展性和延伸性的基础学术训练；在 36 课时（选修）教学安排

上，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理论知识讲授并重，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树立法律经济学分析思维。条

件成熟的话，也可进行开设讨论课的尝试。其课后难度较大的习题并不必须要求学习者掌握。 
 
《法律经济学》课程指南 
课程编号： 
英文名称：Law and Economics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法理学或法律基础 
授课对象：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开课单位：商学院经济研究所 
教师姓名：张 弛 
周 学 时：2 
总 学 时：36 
学  分：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二年级以上，具有法学与经济学交叉专业背景的学习者开设的

法律经济学入门课程。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和经济学导论，旨在为经济学专业背景的

同学介绍法律思维的基本方法，为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学引入西方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模

型；第二部分为民法相关领域的法律经济分析，主要介绍财产法经济学专题、合同法经济学专题以

及侵权法经济学专题；第三部分为刑法及司法程序的法律经济分析，包括犯罪和刑罚的经济学专题

以及司法程序的经济理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律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

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领略经济学的博大精深，欣赏经济学的美；培养用经

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世界中的典型问题，借以对法律制度的设计、运行及其

绩效做出评析，并为今后学习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部门法等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 
教  材：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参考书目： 
1．[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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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教学目的：为了满足社会对掌握、运用法经济学知识人才的需求，使学习者具备运用经济学的

分析方法来分析法律制度并具体应用于法律实践的能力，从而提高立法、执法的效率，促进资源优

化配置，也为培养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复合型人才。 
基本要求：理解法经济学的称谓和含义，了解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掌握法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理解法经济学的价值观，逻辑基础、逻辑结构与风险平衡公式；掌握法经济学基本定理，并学

会应用定理分析某些实际问题；应用法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某一实体法进行经济分析，如宪法、刑法、

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公司法、产品责任法、知识产权法等；应用法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程序法

进行经济分析；理解法经济学价值观与和谐社会哲学基础的辩证关系，思考如何借鉴、应用法经济

学原理对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创新进行经济分析。 
教师简介：张弛（本教学大纲编写者），2005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经济

学、制度经济学、法律史等。于 1999 年南开大学获得法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进入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制度经济学方向学习，2002 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

学博士学位。工作及学习期间曾参与过多项课题研究，在《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界》等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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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教学进度表 

周次 教学内容计划进度 
课时安排 

备注 
课堂讲授 习题 讨论

实验 
参观 

测验/ 
考试 

1 法和经济学导论 2      

2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概念、方法

及一般市场理论 
2      

3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博弈论、福

利经济学和风险 2      

4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民法法系

和普通法法系概论 
2      

5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民法法系

和普通法法系比较 
2      

6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与平衡公式 2      

7 现代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基础 2      

8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财产

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设计 
2      

9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

财产的经济理论 1  1    

10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二）：知识

产权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1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一）：合同

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2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二）：公司

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3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三）：宪法

的经济分析 
1  1    

14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

侵权的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 
2      

15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知识

产权法的侵权法分析 2      

16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二）：产品

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7 刑法的经济分析 1  1    

18 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30.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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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经济学导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了解何谓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的缘起

和发展状况、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要学习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应

尽可能去理解法律的分析技术；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则应从现在起打好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工

具的基础。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什么是法律的经济分析 

例 1：一个委员会被授权考虑对刑法作一些修改 
例 2：一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在某个时间从中东向欧洲一家工厂输送石油的合同 
例 3：埃迪电气公司排放的烟尘弄脏了附近的露西尔洗衣店所洗涤的衣服 

一、概念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亦称“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和当

代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 
（一）狭义的法律经济学 
即“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具体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学

理论研究之中，以期用效率的标准检验、评判法律和政策的设计。这项工作 早是由芝加哥法学派

引领的。 
（二）广义的法律经济学 
是将法律的权利－义务体系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体系的核心理念应用于法律理论、实体法、

社会规范及制度、组织形式与结构等研究之中的交叉范畴。 

二、法律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与流派 

（一）芝加哥法学派 
1．初创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整个 60 年代 
2．发展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 
3．发展的新趋势：90 年代以后 
（二）公共选择学派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 

三、法律经济学国内研究状况 

（一）法律经济学的引进和普及情况 
（二）国内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机构 
1．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2．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w & Econom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3．浙江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 
4．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Law &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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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2003 年度中国法经济学论坛 

第二节  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 

一、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学科性质的定位问题 

（一）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二）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法律的规范性经济分析 
是指以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规范和基本理论对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进行定性分析。 
（二）法律的实证性经济分析 
是指以代数、平面几何等经济学常用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的定量分析。 
（三）法律的博弈经济分析 
由于博弈方法突破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行为能够归结为价格参数的传统分析模式，将行为主

体及其策略置于研究的中心，使行为更加接近现实。因此二者的结合推动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研究方

法的创新。 

三、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 

（一）主流学派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方法 
（二）非主流学派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为什么应该学习法律经济学 

一、法学家为什么应该学习经济学 

（一）法律经济学赋予法学以经济效率的内涵 
（二）法律经济学为法学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 

二、经济学家为什么应该学习法律 

复习与思考题 

1．经济学中的理性假定对于理解法律有何意义？ 
2．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效率、公平、正义是否矛盾？ 

拓展阅读书目 

1．《法律的经济分析》：（美）理查德·波斯纳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2．《法律理论的前沿》：（美）理查德·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法与经济学》：（美）保罗·麦乐怡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美）大卫·弗里德曼著，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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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课堂讲授帮助学生复习微观经济理论在法律经济分析中 常用

的一些模型、分析工具以及基本方法，目的在于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微观理论从整体上有一个更

清晰的认识把握。特别使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打好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数理分析方法的基础。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微观经济理论的结构 

一、定义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竞争性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的科学。它

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们如何进行选择的一般性理论。 

二、结构 

（一）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理论 
（二）供给理论 
（三）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 
（五）福利经济学 
（六）博弈论 
（七）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制定的经济理论 

第二节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一） 大化（Maximum） 
（二）均衡（Equilibrium） 
（三）效率（Efficiency） 

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一）数学函数（function） 
（二）图形（Model） 

第三节  消费者选择和需求理论 

一、消费者的偏好次序 

（一）偏好的定义（preference） 
（二）偏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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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用函数和无差异曲线 

（一）效用的定义（utility） 
（二）效用函数 
（三）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 ） 
（四）预算线（budget line） 

三、消费者 优 

四、一般化：MC=MR 的经济 优 

五、需求及弹性 

（一）个人需求（personal demand） 
（二）需求的价格弹性（elasticity） 

第四节  供给理论 

一、厂商的利润 大化 

（一）定义：厂商根据消费者需求以及生产技术约束来 大化利润 
（二）模型 

二、长期和短期 

第五节  市场均衡 

一、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二、垄断市场的均衡 
三、管制的法律后果——以租金控制为例 

第六节  博弈论 

一、博弈论的概念 
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三、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四、重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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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一、一般均衡和效率理论 

二、市场失灵 

（一）垄断和垄断权利 
（二）外部性 
（三）公共产品 
（四）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三、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第八节  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制定：风险和保险 

一、期望货币收益 

二、期望效用的 大化：风险的态度 

（一）风险规避 
（二）风险中性 
（三）风险偏好 

三、保险的需求 

四、保险的供给 

（一）道德风险（moral risk） 
（二）逆向选择（adverse choice） 

复习与思考题 

1．说明 大化的数学概念和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均衡的作用。 
2．什么是一般均衡？它的获得需要什么条件？一般均衡的福利结果是什么？ 
3．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什么？解释上述原因如何导致利润和效用 大化的个人在指定决策

时可能是个人 优的，但却是社会次优的。 

拓展阅读书目 

1．《西方经济学》（第三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美）范里安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版 
3．《经济学》：（美）保罗·萨缪尔森著：，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4．《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5．《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平新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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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制度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基

本框架，目的在于帮助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够从法哲学的高度深入理解法律的正义价值观。同时使

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做到从传统法律单一正义、公平价值观实现到公平、自主和效率价值观的

有机结合和交替循环上升。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 

一、民法法系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一）概念 
民法法系又称为大陆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

系。 
（二）主要特点 
1．在法律的思维方法和运作方式上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2．在法律所采用的形式上，以制定法为主，在制定法中又以法典为主。 
3．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有严格的部门法体系。 
4．法学教育的方法已系统的课程教授为特色。 
5．在法律职业方面，法学家的地位较高，而法官和律师的地位相对较低。 

二、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一）概念 
普通法法系又称为英美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系。普通法是与衡平法、教会法、习惯法和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中的

普通法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且美国法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普通法法系又称为英美

法系。 
（二）主要特点 
1．在法律的思维方法和运作方式上采用区别技术。 
2．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占有主要地位。 
3．在法律的分类方面，没有严格的部门法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 
4．法学教育方面（主要是美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学生入学前已取得一个学士

学位，教学方法是判例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5．在法律职业方面，职业流动性较大，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来自律师。 

第二节  民法法系的形成、历史发展及基本制度 

一、民法法系的形成：罗马法复兴运动 

（一）各大学均讲授罗马法，各国法学家均承认注释法学派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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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统一的法观念 
（三）形成了欧洲普通法（Jus Commune） 
（四）西欧多数国家接受了以普通法为表现形式的罗马法 

二、民法法系的发展 

（一）民法法系在 18-19 世纪的发展 
1．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2．公法私法划分在实践中的贯彻及公法的变化 
3．通过系统的法典编纂，将各种分散的法律统一为国家法律体系 
4．俄国及东欧各国加入民法法系 
5．民法法系的范围向欧洲以外扩展 
（二）民法法系在 20 世纪的发展 
1．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以及一些公私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 
2．分权原则的动摇和判例地位的提高 
3．民法法系的发源地——西欧大陆各国法制发展的统一趋势，以及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接

近 

三、民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各项基本制度 

（一）各国宪法制度和行政法制度 
（二）各国民商法制度 
（三）各国刑法制度 
（四）主要诉讼程序、法院与律师制度 

第三节  普通法法系的形成、历史发展及基本制度 

一、英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一）资产阶级革命与普通法 
1．16 世纪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冲突和妥协 
2．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二）18-19 世纪英国法的改革 
1．工业革命与英国法 
2．边沁的努力与英国法的改革 
（三）20 世纪英国法的改革 
1．加强立法 
2．新的改革 

二、美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一）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二）普通法的确立 
1．独立战争与法律 
2．法典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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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战及 20 世纪美国法的发展 
1．废除奴隶制 
2．法律统一 
3．反托拉斯立法 
4．劳工立法 
5．行政法的发展 

三、普通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各项基本制度 

（一）英美宪法制度 
（二）英美民商法制度 
（三）英美刑法、司法组织与诉讼程序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2．判例法与衡平法的区别在哪里？习惯法在两大法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拓展阅读书目 

1．《法国法制史》：由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月重排本 
2．《比较法研究》：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美国法律史》：（美）伯纳德·施瓦茨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4．《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美）博登海莫著，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5．《比较法总论》：（德）茨格威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月重排本 
6．《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伯尔曼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3 年版 
7．《法理学问题》：（美）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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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与平衡公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要求学生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理解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掌握法

律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和逻辑结构，理解法律经济学风险利益平衡公式。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 

一、法律经济学价值观构建的理论前提 
二、公平、自主和效率有机结合的价值观 
三、善法和恶法的划分 

第二节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一、法律经济学的直接逻辑、折返逻辑、放大逻辑 

人的有限理性

公平、正义、秩序 效率效益 大化

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法的有限正义

 

二、经济效率与法律公平放大模型 

（一）模型 1： RX βα +=  
X 表示法律经济效率；α 表示法律完备性程度； β 表示经济效率与法律成本的比率；R 表示

法律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程度 
（二）模型 2： XY γθ +=  
Y 表示新法律经济效率；θ 表示法律的约束能力；γ 表示法律与社会和谐的适应系数 

第三节  法律经济学逻辑结构 

一、因缺失而契合 

（一）法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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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的缺失 
（三）法与经济的交叉传统 
（四）科技发明凸现产权难题 

二、法律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的构成 

诸学一体

法学 经济学

法经济学

公平 自主 效率
社会学范式

交易成本理论

放大的效率
科学的公平 逻辑基础

自愿的民主

形而上学范式
理性选择理论

构造范式
谈判、博弈理论

法经济学

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公平、正义、秩序 效率效益 大化

法的有限正义

人的有限理性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结构）

 
风险利益平衡公式 
一、宏观角度：效率=公平×民主×风险系数 
二、微观角度：效率=公平（自主、自愿选择）×自主（自由交易、自我努力）×风险系数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法律经济学的逻辑结构？ 
2．阐述法律经济学风险平衡公式。 

拓展阅读书目 

1．《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美）博登海莫著，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2．《法理学问题》：（美）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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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代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复习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西方经济学一般

市场理论的基本框架，理解法律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内容；熟悉并能运用法律经济学成本——收益分

析的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法律市场理论 

一、法律的公共物品特性 

（一）法律资源的稀缺性 
（二）法律供给的垄断性 
（三）法律消费的公开性与非竞争性 
（四）法律生产者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致性 
（五）法律的普遍适用性 

二、法律市场理论概念和特征 

三、法律市场的结构 

（一）法律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二）法律是市场不是完全垄断市场。 
（三）法律市场具有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 

四、法律供求及其特征 

（一）法律供给的主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其特征表现在： 
1．法律供给者与需求者效用函数的近似一致性。 
2．具体法律供给者的效用函数的“内在性”。 
3．法律供给的不确定性。 
4．法律供给的强制性与垄断性。 
（二）法律需求是一种费市场需求，隶属于制度需求范畴，其特点表现在： 
1．法律需求的盈利性。 
2．法律需求的层次性。 
3．法律需求的不确定性。 

五、法律供求的均衡分析 

（一）法律供求的静态均衡 
（二）法律市场的动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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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成本-收益理论 

一、立法的成本与收益 
二、法律的执行成本与收益 

第三节  法律的交易费用理论 

一、“交易费用”的内涵和外延 

（一）交易费用的定义 
（二）交易费用的内容 
（三）“交易费用”理论在法律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二、法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产品的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哪两个方面？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比较法律经济学》：（美）乌戈·马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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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财产的经济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财产是一种权利束的概念，着重理解产权的重要作用

在于产权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内部化的方式实现生产上的效率。在掌握法律经济

学基本定理的基础上，为下一章应用定理分析实际问题做好准备。 
学时分配：4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3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动物保护的经济分析 
1．是否曾经有过猫、狗或者牛的灭绝问题？为什么没有？ 
2．有人说，拯救珍稀动物种属的唯一方法是建立私有的野生保护区。这会有利于拯救濒临灭

绝的动物物种吗？ 
3．政府对猎杀动物的法律限制企图克服巩固财产这一难题，但会面临哪些难题？ 
（二）环境保护的经济分析 
1．在美国法律允许专门买卖污染权利的产权市场的存在。这种交易是否意味着人们允许工厂

对环境实施更严重的污染和毁坏？ 
2．如果建立一家污染“银行”，且污染权利被出售给出价 高的竞争者，那么谁将拥有空气

产权？ 

第一节  财产的法律概念 

例 1：骡子属于谁? 
例 2：卫星轨道 
例 3：难以忍受的臭气 
例 4：沼泽能排干吗？ 
例 5：房子盖到隔壁土地上去一点点 

一、财产的法律概念 

一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行为不受他人干涉的关于资源的权利。因而，财产创造了一个

所有者无需告知他人就能够想怎么作的隐私权（布莱克·斯通）。 

二、财产法的基本问题 

1．财产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什么可以被私有? 
3．所有者可以如何处置其财产? 
4．有关财产权侵犯的赔偿是什么? 

第二节  讨价还价理论 

一、建立风险值 
二、决定合作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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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分配合作的剩余问题达成条件 

第三节  财产的经济理论 

一、财产的起源：一个思想实验 

二、科斯定理 

（一）科斯第一定理 
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

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 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 
（二）科斯第二定理 
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I）：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里，不

同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三）科斯第三定理 
由于制度本身的生产不是无代价的，因此，生产什么制度，怎样生产制度的选择将导致不同的

经济效率。 
（四）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的评述 

三、霍布斯定理 

（一）霍布斯论国家产生的起因 
（二）国家的权能 
（三）规范的霍布斯定理 

四、波斯纳定理 

（一）含义： 
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珍视它们的人。 
（二）定理建立的三个假设条件 
1．行为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当事人对一定权利

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 
2．法律制度在运行中会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和成本，故可用 大化、均衡和效率来评价法律行

为； 
3．财产权利界定清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三）波斯纳财产法研究的范围 
1．在普通法领域：运用经济学的静态及动态分析方法对财产权分配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 
2．在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的法律领域：推广了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可

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契约（contract）方法； 二是企业（firm）方法。 

第四节  如何保护产权 

一、赔偿费和禁令 
二、洗衣店和电气公司：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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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的赔偿 

复习与思考题 

1．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财产法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增进效率？试对这些途径进行比较。 
2．财产权利在代际之间存在冲突时，法律应该如何进行调节？ 
3．在现代法律中，一般禁止人体器官、毒品和选票交易，试分析其经济学依据。 

拓展阅读书目 

1．《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年版 
2．《产权的经济分析》：（美）巴泽尔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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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二）：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理解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掌握知识产权成本、知识产权法保护限

制、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掌握知识产权侵犯的社会效益评价。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大英百科全书的兴衰 
1．你认为导致大英百科全书衰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信息产品的经验品属性使其与传统产品有何不同？ 
3．在网络时代，信息产品面临着怎样的尴尬？ 
（二）盗版、制假的经济分析 
1．为什么盗版、制作假文品、假证件的现象在社会上屡尽不绝？ 
2．盗版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危害，制假售假对合法证件持有者的危害在哪里？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一）国际上知识产权的概念：《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二）世界贸易组织在管辖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三）我国知识产权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的内容 

（一）著作权：又称版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作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 
（二）工业权：指有关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服务标记、商号、反不正当竞争

等方面的权利。 

三、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一）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 
（二）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利。 
（三）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限制。 
（四）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 

四、知识产权的经济特性分析 

（一）知识产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 
（二）知识产权具有稀缺性 

五、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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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本与保护的经济分析 

一、知识产权成本的经济分析 

二、知识产权法保护限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一项智力成果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条件：Vp+Ds1>Cs+Ds2 
Vp 表示智力成果的商业价值，Ds1 表示社会收益，Cs 表示保护的社会成本，Ds2 表示社会因

赋予权利人独占权所导致的损失。 
（二）知识产权保护时间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论述专利的正当性。 
2．在法律上，将原作的版权与派生作品的版权一同授予原作作者，试说明这种安排的经济学

依据。 

拓展阅读书目 

《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美）威廉·兰德斯、理查德·波斯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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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一）：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合同的一般概念。熟悉契约自由与合同法的辩证关系。了解并

掌握合同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婚姻契约是否可以遏制离婚率？ 
1．除了感情因素，还有哪些社会因素导致目前世界范围的离婚率逐步攀高？ 
2．每个婚姻都有其独特性，每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都可能不同。从这个意义上，《婚姻法》

的一般性规定和以及法庭对离婚的判定一定是 好的选择吗？ 
3．承认婚姻契约的法律效力，甚至同居人所订的契约的合法性，有何好处？ 

第一节  合同的经济理论 

一、合同的内涵与价值 

二、合同的经济理论渊源 

（一）合同的产生 
1．经典的经济理论假定这些主体间的交易活动在瞬间完成，交易活动是无摩擦的。 
2．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交易不可能在瞬间完成，交易过程中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

交易中的双赢，交易各方需要达成一种契约（合同），约定违约的代价，使违约方必须为其违约行

为向另一方付出赔偿费用，以保护当事人的期待利益是可实现的，并以此抑制交易中损人利己的机

会主义倾向 。 
（二）完备的合同 
1．完备的合同产生于完全市场竞争，是有效力的，应该严格履行，完备合同是双方作为有理

性的个人决策的结果。 
2．完备合同不伤害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 
3．每个决策者拥有关于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存在着足够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买主

和卖主，进行一笔交易的过程是没有成本的。 
（三）合同的违约及补救 
1．某些情况下，违约比履约更有效率，即有效率的违约：当履约的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得的利

益时，违约比履约更有效。 
2．不利影响：鼓励这种有效率的违约可能导致交易规则的破坏和交易环境的恶化。 

第二节  契约自由原则与合同法 

一、契约自由的演变和发展 

（一）契约自由思想萌生于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核心的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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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约自由原则在第一部典型反映发达商品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

中得到正式确立。 
（三）在各国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确认。 
（四）契约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契约自由的内涵 

（一）内涵 
契约自由，亦称契约自治、意思自治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契约自由包括

两方面：契约意思自由和契约形式自由。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 
1．缔约意思的自由；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 
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 
4．决定合同方式的自由； 
5．创设契约类型的自由； 
6．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7．选择裁判方式的自由； 
8．选择适用法律的自由。 

三、契约自由与合同法的关系 

（一）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核心 
（二）契约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 
1．缔约自由； 
2．缔约内容自由； 
3．契约履行自由； 
4．合同解除效力； 
5．补救方式选择自由； 
6．任意性内容规定自由。 

第三节  西方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一、合同法的一般经济分析 

二、合同过程的经济分析 

（一）缔约的经济分析 
1．缔约的准备； 
2．要约与承诺的时间效力； 
3．格式条款的限制 ； 
4．合同规范的选择。 
（二）履约阶段的经济分析 
1．履约的道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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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约责任分析。 
（三）效率与安全的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契约自由原则如何在合同法中得到具体应用？ 
2．合同法如何保护交易的顺利进行？ 

拓展阅读书目 

1．《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美）哈特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 
2．《民法总论》：史尚宽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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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二）：公司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的企业理论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公司

产权制度结构的经济分析，理解公司制度及相关法律的缺陷并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完善这些问题。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公司员工持股制度真能解决问题吗？ 
1．员工支持制度本意是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2．一般的看法是当员工持有公司股票时，会更加本着良知地努力工作，因而是更加富有效率

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与“多劳多得”的公平分配法则是否矛盾呢？ 
3．股票是一种风险投资，员工持有公司的股票无论从认股前还是退休后，都使其面临更糟糕

的处境。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激励员工的制度设计？ 
4．许多案例表明，员工认股计划常被管理阶层当成抵挡强力并购的挡箭牌。而且法律上为鼓

励企业实施员工认股而给予的税率减免等优惠措施，致使政府造成很大财政收入的损失。我们还有

更好的选择吗？ 

第一节  公司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一）斯密的劳动分工促使企业产生的解释 
（二）科斯的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 
（三）威廉姆森与科斯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企业是用以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 
（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公司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

（监督成本）上。 

二、企业的契约性质 

（一）詹森（Jensen Michael C）和麦克林（Mecklin Weliam H.）是契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们明确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 
（二）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 
（三）黄有光和杨小凯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 

三、企业契约的特点 

（一）订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企业是特殊关系型契约 
（三）契约的不完全性 
1．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2．绩效的组成部分和衡量绩效的标准是很难准确界定的。 
3．不对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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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法的本质 

一、作为公共品的本质属性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 

三、降低交易成本 

（一）国家规范要有一定的边界 
（二）国家规范要有强制力 
（三）公司法律制度要不断创新 

第三节  公司产权制度结构分析 

一、公司产权制度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 

 
 
 
 
 
 
 
 
 
 
 
 
 
 
 

二、公司产权制度结构的分析 

（一）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 
（二）出资人出资形成股权 
（三）委托——代理权、剩余索取权及公司控制权 
（四）人力资本产权——股权、期股、期权、决策权 
1．人力资本，就是指人力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人力资本是靠人自身对教育、

获得技能的投资而形成的一种能力 
2．人力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专用性和专有性，形成了公司产权的重要内容，成为公司治理的

主体 

股东——剩余索取权及

公司控制权 

法人财产与法人所有权 

人力资本产权——股权、

期权、决策权 

委托——代理权 公司破产的债权——产

权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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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本不等于人力资源 
4．人力资本存在的原因 
（五）公司破产的债权——产权复归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2．对于公司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你个人是如何思考的？ 

拓展阅读书目 

1．《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美）哈特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 
2．《企业经济学》：（美）哈罗德·德姆塞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3．《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张维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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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三）：宪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宪法常被认为与一种非标准契约——社会契约有关，可以说契约是

宪法的基础。对于一个多层次立体结构的法律体系而言，宪法位于顶端，它统摄和制约着整个法律

体系。因而本章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宪政的含义和特征，并能对宪法进行经济学

分析。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1 课时） 
 
讨论话题： 
（一）调高香烟税真能增加政府税收吗？ 
1．“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公理，因而几乎没有人反对政府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规

定。但是我们能就此推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提高香烟的课税标准，一定是既能增加收入有能抑制吸

烟的良策吗？ 
2．吸烟总人数确实可以因为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但从另一个角度，根据我们学习过的弹性理

论，香烟税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负担的比例是不同的。政府的政策真的可以减少在因吸烟导致疾病的

穷人们身上的医疗支出吗？ 
3．调高税率促进了走私盛行，为什么？ 
（二）教育制度的经济分析 
1．在大多数城市地区，存在着具有广泛多样性的幼儿班。美术、舞蹈、体育各有侧重，然而

一旦孩子进入小学，学校中多样性的选择就变得少而又少了，你考虑过为什么吗？ 
2．当私立学校出现以后，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

的意愿做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选修课的

增加？学校那些讲授质量低下的不受欢迎的教师失业了吗？ 
3．在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节  宪政概述 

一、宪政的含义 

宪政是 constitutionalism 的中文表述，也称立宪主义、立宪政体、民主宪政。对宪政的界定有

很多的角度，如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约束的角度，从制度安排的角度，从立宪和行宪的角度，从民

主政治的角度，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角度，从宪政、分权和人权的角度。 

二、宪政的主要特征 

（一）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二）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三）树立宪法的 高权威是宪法的集中表现 
（四）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宪政的三要素 

三、宪政与宪法的关系 

（一）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是动态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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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目的（如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就是宪政的目的 
（三）宪法的有效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但并非有了宪法的实施就必然可以产生宪政 
（四）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树立宪法的 高权威是宪政

的集中表现 

第二节  宪法本质的契约论解释 

一、什么是宪法经济学 

（一）提出 
“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麦肯奇于 1982 年首先提出来, 也被翻译成“立

宪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这里的“宪”或“宪政”，绝对不是单指政治学上明确定义的“宪

政”。 
（二）涵义 
宪法经济学是对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的经济学，侧重对宪法层次的核心规则以及对

制定宪法的规则的研究分析。 
（三）研究对象——集体决策的两个阶段：立宪阶段和后立宪阶段 
1．立宪阶段属于制定规则的阶段，涉及对规则的选择； 
2．后立宪阶段属于规则制定之后的选择，涉及规则下的选择。 

二、契约视角下的宪法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简介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规则决定论 
1．一致同意规则 
2．多数票制规则 
3．加权规则 
4．否决规则 
（二）官僚理论 
1．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指公共经济活动中的公共部门。 
2．官僚理论的结论：官僚不是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 大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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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府的权力与约束 

一、政府的职能与政府权力 
二、政府权力的制约 

第五节  宪法与经济增长 

一、财产权利与经济增长 
二、契约自由与经济增长 
三、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为什么队电视或广播种的淫秽内容的管制要比对印刷品中的淫秽内容的管制更严厉？ 

拓展阅读书目 

1．《宪法》：周叶中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宪政经济学》：（美）布伦南·布坎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集体行动的逻辑》：（美）曼瑟尔·奥尔森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年版 
4．《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方福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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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侵权的经济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介绍社会成本理论和侵权行为法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社会成

本理论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要求其深入理解汉德法则，理解简单过错原则，共同过错原则，能

够比较过错原则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社会成本理论 

一、社会成本问题的提出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 Theory）是从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

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 

二、社会成本理论的结论 

任何一种权利的起始配置都可能会产生高效率资源配置，也都需要社会交易成本（市场或非市

场的）从而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使法律能够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

实施程序。 

第二节  侵权法概述 

一、侵权和侵权法 

（一）侵权的概念 
侵权（Tort）这一单词来源于拉丁语“tortus”（扭曲的）一词，侵权行为一般只有在发生损害

时才追究责任。 
（二）侵权法的概念 
侵权法（有关意外事故的法律）是私法的 早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正义，并通

过填补损害和预防损害两大功能来实现保障权利、尊重自由、维护秩序三大价值目标。 
（三）侵权行为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同于违约的违法行为 
（四）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不法行为侵害了他人物权、知识产权或人身权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五）侵权的责任的分类：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1．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

准，该标准不是绝对责任，它通常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

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 
2．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与一定的法定标准有关，侵权行为人的

行为在参照法定标准时，侵权行为相对人可能负完全责任，可能只负部分责任，也可能不负责任。 
3．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己广为接受的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规范性效率目标，是卡拉布雷西提出来

的，即侵权责任原则的构成应该能使预防费用、事故费用（损失）和行政费用减低到 低到限度。 
（六）侵权行为的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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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权行为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c 为其缩写）公式 

Sc=WX+P （X）A 
设 W 为单位预防成本，X 为预防标准或程度量，P（X）是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A 是侵权所

造成的潜在受害人的损失费用， 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确定必须使得社会成本 小化，即 
W=-P' （X） A 

第三节  社会成本与侵权法 

一、案例 

假如 A 工厂是一家印刷厂，处在河的上游，而此河流的产权在一开始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 A
可以随意往河中倾倒污水。在河的下游使居民区，以 B 为代表，此河的水使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

的，但 A 的活动以一种直接的、不通过价格传送的方式恶化了 B 的状况，对 B 的健康造成很大的

影响。从而，B 向法院起诉 A。 

二、庇古的解决方法：对产生的外部性征收庇古税 

三、科斯的解决方法：设置一种产权可以较好的解决社会成本问题 

四、科斯的结论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界定给谁，都能通过双方的协商使各自得到的效用 大化 

第四节  汉德法则 

一、汉德公式的提出：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 

二、汉德法则 

当 LP＞B 时，被告才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L 表示事故损失；P 表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B 表示被告为预防事故可能采取措施的负担 

三、考特和尤伦对汉德公式的发展 

第一级公式——简单的过错原则： 
x<x*加害方负有责任 
x≥x*加害方不负责任 
（二）第二级公式——共同过错原则 
若 x<x*且 Y>Y*加害方负有责任 
若 x≥x*或 Y<Y*加害方不负责任 
（三）第三级公式——相对过错原则 
<x*且 y>y*加害方完全负有责任 
x≥x*且 y<y*受害方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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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且 y<y·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责任 

第五节  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一、侵权人的博弈选择 

侵权

不侵权

侵
权
人

00

b-a

司法机构

查处q 不查处1-q

 

二、侵犯知识产权的社会效益评价 

知识产权的侵犯 
1．著作权的侵权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 
2．专利权侵权行为包括两类 
（二）知识产权侵犯的社会效益评价 
1．同价同质 
2．同价劣质 
3．价低质不劣 
4．价低质劣 

复习与思考题 

惩罚性损害赔偿与侵权法实现侵权损害的内部化相矛盾吗？为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侵权法的经济结构》：（美）威廉·兰德斯、理查德·波斯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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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二）：产品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由于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币西方各国的产品责任法完整、完善，且现

代产品责任体系中，违反担保责任、疏忽责任已逐渐被严格责任所取代。因而本章将以美国产品责

任法为基础，介绍产品责任法的历史概况，帮助学生理解严格产品责任的含义，掌握严格产品责任

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更安全产品的经济学 
1．节省燃料和汽车安全性能，哪一个更为重要？是否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2．安全性能同样是一种商品，不管它以哪种商品为载体，安全性能要求制造商为此付出额外

成本，并由此对消费者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这方面考虑，消费者的福利是否遭到了损失？ 
3．当产品的安全水准被法定以后，是否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品不谨慎的使用？ 

第一节  产品责任概述 

一、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用以规制瑕疵、不合理的危险产品的使用而导致的人身及财产损害分配的法律体

系。 

二、产品责任的发展历史和司法实践 

（一）美国的产品责任法 
1．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主要是州法，而不是美国联邦统一的立法。 
2．各州都有自己的产品责任法，而且各有差异。 
3．为了统一各州的产品责任法，美国商务部在 1979 年 1 月提出了一项《统一产品责任法（草

案）》（供各州采用。但目前除少数几个州采用外，至今大部分州没有采纳。 
4．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以违反担保说、疏忽说和严格责任说等法学理论为诉讼依据的： 
（二）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法 
1．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欧洲共同体 12 国的产品质量管理并没有统一立法，各国法律对产品

责任的调整仅局限于产品制造人责任，并将其设定在侵权行为法范围之内，但各国的态度却不尽一

致。 
2．1976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产品责任的实体法规《关于人身伤亡的产品责

任》。 
3．1985 年，欧共体发布了《产品责任指令》，此后，欧共体各国按照该指令的要求，分别制

定了本国的产品责任法，表现出欧洲产品责任法以成文法为主，并兼具专门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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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严格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的发展 

（一）疏忽说 
指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疏忽之处，致使产品有缺陷，而且由这种缺陷使消费者的人身或财

产遭到损害，对此，该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承担责任。 
（二）违反担保说 
违反担保是指产品存在某种缺陷或瑕疵，卖方违反了对货物的明示或默示担保。 
（三）严格责任说 

二、严格产品责任的优势 

（一）严格责任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 
1．严格责任促进生产者进行单方面预防，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2．严格责任使事故成本的承担更为科学、合理。 
3．严格责任可以抑制危险性产品的消费。 
4．严格责任降低了产品纠纷的诉讼成本 
（二）严格责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1．从厂商、销售商行为的角度分析，社会中的个人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相互尊重权

利承担责任。 
2．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消费者在为产品的价值付费的同时，他也就有权期望在按照正常的

方式使用时，产品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第三节  西方产品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一、违反担保原则对供求的影响 
二、严格责任对供求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严格产品责任？ 
2．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严格产品责任进行分析。 

拓展阅读书目 

1．《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美）斯蒂文·萨维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事故的成本——法律和经济的分析》：（美）Guido Calabresi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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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刑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法经济分析的意义，掌握刑法的经济分析。思考减少犯罪有

哪些行之有效的途径。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1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如何管制枪械才是降低犯罪率的 好办法？ 
1．对于枪支管制，在西方通常存在两种互相分歧的看法。有人认为合法持枪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但也有人希望可以大幅度减少枪支流通数量。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影响合法持枪权利的前

提下，降低持枪犯罪率呢？ 
2．队贩售武器枪支课以重税，是否为良策？ 
3．加重对持枪罪犯的惩罚，是一种好办法吗？ 
4．你怎么看待枪械登记制度和申请购买程序？在任何场合下，这种管制办法对降低犯罪率都

是有效的吗？ 
（二）商业犯罪如何处罚才算合理？ 
1．你觉得对企业犯罪制定的高额罚款中，只有 1/3 是他人因为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失，2/3 是

被抓到的公司替那些逍遥法外的其它公司缴纳的罚款，这公平吗？ 
2．对于“如果能够针对企业犯罪适当地规定罚金，就没有必要把主谋关到牢中”的观点，你

怎么看？ 

第一节  刑法的传统理论 

一、犯罪意图：侵权法处理的是意外伤害，而刑法处理的是故意伤害 

二、公共危害与公诉 

（一）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 
（二）暗示了“没有受害者”的犯罪 
（三）证明对导致危害的企图进行惩罚是正当的，即便这些企图失败了 

三、证据标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 

四、惩罚：惩罚可以作为赔偿的替代手段 

第二节  刑罚与犯罪的经济分析 

一、刑法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对刑法的经济分析，发展和创新了传统刑法学理论研究。 
（二）对刑法的经济分析把效率的新理念引入了刑事司法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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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罚与犯罪的成本——效益分析 

（一）刑法的投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分阶段的投入，具体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和刑法执法成

本 
（二）刑法的效益主要体现在： 
1．刑法的实施为其他社会效益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2．刑法的实质性效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 
（三）受刑法约束者效益分析：埃奇沃思框图 

第三节  犯罪预防 

一、犯罪成本和犯罪率的关系 

（一）单人犯罪概率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 fOOi =  

（二）全社会的犯罪概率可以表示为： 

)(1 fO
n

O
n

i
i∑=  

（三）主观上有犯意时，比较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当 f－u<0，即犯罪成本低于收益时，犯罪率升高； 
当 f－u>0，即犯罪成本高于收益时，犯罪率降低。 
f 表示犯罪成本，u 表示犯罪收益 
（四）是否主观上非主动无意识犯罪时比较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 
当 f－c<0 时，即犯罪成本低于细心的成本，犯罪率升高； 
当 f－c>0 时，即犯罪成本高于细心的成本，犯罪率降低。 
c 表示人细心行动的成本 

二、犯罪成本的构成要素 

（一）实施成本 
（二）时间机会成本 
（三）惩罚成本 

三、提高犯罪成本、防止犯罪 

（一）提高预备犯罪的信息交易成本 
（二）提高实施犯罪的交易成本 
（三）提高犯罪的惩罚成本 

复习与思考题 

1．一个杀人未遂的犯罪嫌疑人即使没有伤害到他要准备上海的受害人和其他人，但他也要比

一个既遂的盗窃犯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试说明这种惩罚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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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说明犯罪意图在刑事惩罚中的经济功能。 
3．试说明刑法的必要性及其经济目标。 
4．试评述以下观点： 
很难相信，500 美元罚金对我们的亿万富翁和邮差具有同样的威慑作用，而据推定，富人罪行

的社会成本决不会小于由穷人犯下的同样罪行的社会成本。（摘自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

326 页） 

拓展阅读书目 

1．《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刑法哲学》：陈兴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3．《论犯罪与刑罚》：（意）贝卡利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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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将经济学应用到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和刑法等一系列实体法

的分析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实体法上那些持久有效的权利安排基本上都符合效率原则，而责任配

置的设计上也主要将损害引起的成本内部化。本章将经济学应用到程序法之中，帮助学生认识到从

提起诉讼到做出判决之间所蕴含的经济逻辑。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鳄鱼审判” 
在 19 世纪，一位英国探险家在热带非洲的一个部落村庄里目睹了一幕“鳄鱼审判”的场面。

这个村子里的人相信鳄鱼是万能上帝的化身，于是每年举行两次“鳄鱼审判”，审判日定在春分和

秋分两天，因为人们相信这两天，鳄鱼的智慧达到 佳状态。如果某个村民被指控犯了罪，他就被

捆绑在湖岸边一根立着的木桩上。到了晚上，如果鳄鱼将他吃掉，就说明他确实犯了罪。在民事争

议中，常常将争议双方分别绑到在两根相距 5 米的木桩上，如果一方被鳄鱼吃掉了，他便输掉了这

场官司。 
这种审判形式在程序上是公正的吗？现代司法中是否存在与“鳄鱼审判”相似的地方？ 

第一节  实体法与程序法 

一、实体公证与程序公正 
二、程序公正的经济学意义 

第二节  程序法的经济目标 

一、经济成本 

（一）错误成本 
1．概念：对有罪者不治罪的成本与对无罪者治罪的成本之和 
2．对刑事案件而言，惩罚无辜者要比放纵有罪者的错误成本更大 
3．对民事案件而言，错误追究责任和错误免除责任的成本基本相等 
（二）直接成本： )min( DCEC +  
EC 表示错误成本，DC 表示直接成本，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道德成本 

（一）对无罪者治罪比对有罪者治罪的道德损害更大 
（二）考虑道德损害成本，法律程序的目的可表示为： )min( DCMCEC ++  
MC 表示由错误导致的道德损害成本 

三、程序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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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程序的经济目标 

)min( PBDCMCEC −++  

第三节  法律服务的需求与供给 

一、法律代理与法律供给 

（一）法律代理 
1．律师具有专业知识 
2．请律师可减少直接成本 
3．律师向当事人提供的关于胜诉可能性的意见可能会鼓励当事人和解，从而减少直接成本 
4．有律师代理诉讼事务，还可以代理某些程序收益 
（二）胜诉酬金：不应是服务及利息的机会成本，而应为判决或和解所确定的数额的一部分 
1．法律服务的 适度费用是诉讼标的的一个函数 
2．为使律师能积极地做好工作，一个有效激励的方法就是将律师费与其努力的成果挂钩 
3．风险从原告向律师转移 
（三）律师数量控制和价格管制 

二、法律延迟和案件积压 

三、集团诉讼 

第四节  对抗制与询问制 

一、对抗制与询问制的结构差异 

二、对抗制和询问制的效能差异 

（一）在查明事实真相方面，对抗制的支持者认为，它比询问制更行之有效 
（二）在查明真相的成本方面，对抗制显然要比询问制高 
（三）在提供程序收益的能力方面，对抗制的支持者认为，它可能强于询问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程序法的经济目标。 
2．试述程序公正的经济学意义。 
3．试比较对抗制与询问制。 

拓展阅读书目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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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编号： 406010442 
英文名称：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 
授课对象： 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开课单位： 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教师姓名： 李超 
周 学 时： 2 
总 学 时： 36 
学    分： 2 
课程简介： 人口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关注改革与民生，以人口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人口生产、再生产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本课

程以近、现代西方人口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导线，推本溯源，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主要

介绍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适度人口经济论、人口投资和人力资本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老龄

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专题。采用多媒体演示、小组讨论等互动教学方法。 
教    材： 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书： 
1．[美]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

年版。 
2．杨云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3．李竟能：《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5．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6．何清琏：《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7．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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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与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从总体上了解与掌握人口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及趋势，并重点结

合人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重在激发学生对于本

课程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 
学时分配：3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发展问题 

（一）什么是人口问题？ 
1．人口变量的变化所引发的人口系统内部失衡 
（1）人口数量：人口过剩——压力问题；人口不足——活力问题 
（2）人口质量：人力资源、人力资本 
（3）人口结构： 
A．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与就业 
B．人口性别结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 
（4）人口分布/人口迁移：城市化与非农化 
2．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互动中的矛盾冲突 
（1）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迄今为止，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五个领域 
（2）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A．对现行人口政策调整与否的讨论； 
B．就业压力与就业战略选择； 
C．人口城市化提速与城市化方针； 
D．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 
E．出生性别比升高与谋求人口性别平衡； 
F．提高人口质量与科教兴国战略； 
G．增加西部人力资本积累； 
H．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G．等等 
（3）积极人口观 
A．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

越难回避。 
B．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

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C． 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

概念。 
（二）如何理解“发展”？ 
1．增长与发展的区别 
2．发展的主旨 
3．发展的形态 
4．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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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1．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2．人口——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资源——总体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前提 
4．环境——总体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 
5．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总体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 

二、课程主要讲授内容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说 
1．概述 
2．微观人口经济学 
2．1 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分析 
2．2 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 
2．3 对孩子的需求 
2．4 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3．宏观人口经济学 
3．1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3．2 人口投资理论 
3．3 人口迁移理论 
3．4 人口城市化理论 
3．5 人口转变理论 
3．6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二）专题研究 
1．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2．老龄化问题：人道主义方面和发展方面 
3．城市化问题：人口迁移、新农村？ 
4．女性人口研究 
5．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人口问题的本质？ 
2．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 
3．请归纳一下我国现存的人口问题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李竟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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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

的人口经济学流派及学说思想，奠定本门课程的整体学术地位。 
学时分配：3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以人口学和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一门新兴的交

叉学科、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 
（二）研究对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 
（三）定义：研究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之间存在着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参

见大渊宽：《经济人口学》日文版） 

二、从人口数量经济理论到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一）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1．保泰罗（意大利）：第一位论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者。代表作：《城市论》和《国家论》，

把人口视为国家的财富。 
2．重商主义：从流通领域考察人口经济关系；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源泉；人口增长在先，

财富增加在后 
3．重农主义：从生产领域分析人口经济关系；只有农业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财富增加在先，

人口增长在后 
4．古典经济学：从生产领域考察人口经济关系；把创造财富的劳动普遍化 
5．马尔萨斯（英国）：《人口原理》，人口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6．适度人口理论：坎南、威克塞尔、索维 
7．长期停滞理论：凯恩斯、汉森 
8．人口——起飞理论：莱宾斯坦“临界 小努力”命题；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9、悲观/乐观人口经济理论 
（二）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1．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其人口的自然数量（即人口的数量），

而在于人口的社会数量（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如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 
2．亚当·斯密：《国富论》；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中包括“社会上一

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其“有用才能”即劳动者素质 
3．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 
4．“新增长”理论：卢卡斯、罗默尔 
（三）人口经济理论演进的特点 
1．研究内容与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紧密相关 
2．研究领域日趋宽泛 
3．研究视野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 
4．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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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经济学与经济人口学 

（一）人口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1．公式：人口——经济——人口经济学 
2．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 
（二）经济人口学（Economic-Demography） 
1．公式：经济——人口——经济人口学 
2．从经济出发，考察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 
（三）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相互依存关系具有： 
1．客观性 
2．相对独立性 
3．交叉性和不可分割性 
4．相对长期性 
5．广泛性 
6．相互适应性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简介 
1．1798 年，匿名发表了《论影响于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并论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

家的推测》，即简称为《人口原理》的第一版。 
2．1803 年，用真名发表了《人口原理》第二版，更名为《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于人类幸福的过

去和现在的考察，附预测将来关于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的弊端的研究》。 
3．1806 年、1807 年、1817 年先后出了第三、四、五版。1826 年出了第六版，这是马尔萨斯

亲自修改的 后一版。 
4．第一版和第二版有较大变化，其他各版也有些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言，和第一版没有

根本的不同。 
（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1．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

现状。 
2．两个级数：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 
3．三个命题：1．“制约原理”。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2．“增殖原理”。生

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3．“均衡原理”。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压，致使

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4．两种抑制：1．积极抑制。指通过贫穷、饥饿、瘟疫、罪恶、灾荒、战争等手段去妨碍人口

增加；2．预防抑制（又称道德抑制）。指通过禁欲（不结婚）、晚婚、不生育等预防人口增加。 
5．四个结论：1．“人口法则”是永恒的绝对法则，适用于一切社会；2．“人口法则”的作

用造成失业、贫困、甚至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实行“济贫法”是错误的；3．“人口法则”的

作用把工人工资压到 低水平；4．“人口法则”使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

的社会改革趋于失败。 
（三）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 
1．19 世纪 70 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继承了其衣钵，仍然坚持认为过剩人口和贫困的产生

是人口自身增殖造成的，只不过在对待“预防抑制”方面，提出通过避孕等节制生育手段来达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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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具进步意义。 
2．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其理论本质仍然是马

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认为不仅贫困、战争等传统问题是人口激增所致，而且环境污染、资源

耗竭、能源危机等现代问题的原因也在于“人口爆炸”，主张将人口问题作为世界头等问题对待。 
（四）马尔萨斯主义——评价 
1．马尔萨斯“两种抑制”观点的立论 
2．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理性、体制与政府对抑制人口的作用 
3．“人口陷阱”及其解脱：在巨大的人口增殖力下，人类始终处于贫困线上，无法摆脱的一

种人口与经济的恶性循环。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2．请判断：对于人口质量问题和数量问题的研究，哪个更重要？ 

拓展阅读书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2．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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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微观人口经济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人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知识，主要包括对家庭规模、

生育行为、子女数量等方面展开分析，重点介绍了生育的成本与效用分析（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和孩子数量质量相互替代理论）、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以及财富流理论等，使学生掌握运用微

观经济学方法解释诸如家庭行为的人口经济学问题。 
学时分配：9 

第一节  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理论 

一、人口、生育与发展 

（一）为什么要了解生育？ 
（二）人口平衡公式：P=B-D+I-E 

二、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 

（一）孩子：耐用消费品、家庭生产的家庭品（family goods），而不去市场“购买”（market 
goods）。 

反映“生育偏好”的维度：数量偏好、质量偏好、性别偏好和时间偏好 
（二）家庭：指以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为纽带，居住在一定面积住宅内的人们组成的人口再

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单位。 
1．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又称新家庭经济学）分析的“家庭”是指“平均家庭”，中产阶级

家庭。 
2．家庭：生产决策单位，如同厂商一样，要配置稀缺资源。 
3．分类：单个人家庭、核心家庭和联合家庭 
4．家庭内成年男女的劳动分工 

三、界定几个概念 

（一）家庭收入：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二）孩子的价值：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从父母的心理或欲望出发进行分析） 
（三）生育的成本与效用 
（四）边际孩子的效用 

第二节  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一）简介 
1．哈威·莱宾斯坦（美国）：首先提出边际孩子效用分析模型；代表作：《经济落后与经济发

展》（1957）、《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73）。 
2．研究目的：解释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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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子的成本与效用 
1．孩子的成本： 
2．直接成本； 
B．间接成本（机会成本） 
2．孩子的效用： 
消费效用； 
B．收入效用； 
C．老年保障效用； 
D．经济风险效用； 
E．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 
F．扩展家庭的效用 
（三）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影响 
1．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同人均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 
2．抚养孩子的成本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3．孩子的效用：总体上说，新增孩子的效用是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下降的，即边际孩子的

效用是递减的。 
（四）生育的经济决策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和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1．除了孩子的消费效用以外，孩子的其他效用下降； 
2．花费在地位商品上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会增大； 
3．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增大，尤其是以母亲损失的收入和时间来估算的机会成本

更大。 
所以，边际孩子的成本增加，效用却下降，意愿生育率下降。 

二、孩子数量质量相互替代理论 

（一）简介 
1．加里·S·贝克尔（美国）：《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运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分析家庭的人口生

育行为 
2．T·保罗·舒尔茨（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庭成员的劳动——闲暇选择 
（二）机会成本和时间的影子价格 
1．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把一定资源（如时间）用于从事某一活动而放弃的另一活动

所带来的收益。 
2．时间的影子价格（the shadow price of time）指一个人正值劳动力年龄但又未就业，如果他

将劳动力投入市场，他将要获得的市场工资率。 
3．孩子的净成本和效用 大化 
孩子的净成本： 
>0，耐用消费品，获得心理收益或效用； 
<0，耐用生产品，获得现金收入。 
4．偏好： 
对孩子质量的偏好>对孩子数量的偏好 
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三）育龄妇女生育子女人数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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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克尔：为了说明在完全没有控制生育措施的条件下，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人数，假设 

n 表示每一个妇女终生平均有的存活子女人数 

E 表示妇女终生拥有的生育能力的时间 
C 表示平均怀孕时间 
S 表示一个活产婴儿出生之后和哺育时间到下一次怀孕之间的平均不育间隔时间 
公式：n=E/（C+S） 
2．影响孩子数量的相对价格的因素 
（1）孩子为家庭提供的收益； 
（2）抚养孩子的市场商品的价格； 
（3）给抚养孩子的母亲提供津贴； 
（4）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 
（四）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1．孩子的质量（quality of children）：身体健康+智力水平，不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是资源

密集型（resource intensity） 的家庭品。 
2．孩子的数量成本（固定成本） 
3．孩子的质量成本（可变成本） 
4．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替代关系 
5．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影响 
（1）用人口出生率的变动，代表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2）用受教育人数，表示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变动。 
（3）在经济发达和较发达的条件下，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同家庭收入会成负相关关系，而人口

质量提高同家庭收入是正相关关系。 

第三节  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一、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的一般概念 

（一）简介 
1．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 A · Easterlin，美国）：提出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2．代表作：《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 
（二）概念 
1．再生产潜力（reproductive potential）是指 1000 名已婚妇女在其再生产年龄（育龄）期间处

于 有利条件下所生育孩子的人数。一般指 15 岁到 44 岁区间。 
2．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是指每 1000 名已婚妇女在育龄期间，若不存在有意识的节育

条件下所生育孩子的人数。 
3．实际生育率（actual fertility）是指每 1000 名已婚妇女在育龄期间在有意识的节育条件下实

际生育孩子的人数。 
4．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是假设一群妇女在整个育龄期内无一死亡，每 1000 名已婚妇女

将会生育的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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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建立的理论背景 

着眼点在于世界性生育率革命和人口转变。不仅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长期下降的事实，

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及其原因。 
（一）理论创新： 
1．生育率革命是人口转变的实质； 
2．生育率革命应称做社会变迁理论，或者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 
3．提出“生育率调节模式”的转变——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二）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1．孩子的需求（the demand for children）：Ca 
2．孩子的供给（the supply of children） ：Cn 
3．节育成本（the cost of fertility regulation）：Rc 精神成本（psychic costs）和经济成本（market 

costs） 
（三）模型强调三方面的选择与平衡关系： 
1．Ca 和 Cn 之间； 
2．夫妇的生育控制动机与生育控制成本之间； 
3．自然生育率与有意识地控制生育之间。 

三、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分析 

（一）模型介绍 
1．孩子供给与对孩子需求之间的比较决定着“生育控制动机”。 
（1）当 Cn<Ca 时，即孩子供给小于对孩子的需求时，不存在“生育控制动机”； 
（2）当 Cn>Ca 时，即孩子供给大于对孩子的需求时，一定会有“生育控制动机”； 
2．“生育控制动机”仅是控制生育的要求，但能否真正实现生育控制，还要受到控制生育成

本高低的制约。 
3．只有在控制生育的成本低的情况下，才可能降低生育率。 
（二）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1．生育率革命及其原因 
2．人口转变理论（联合国，1990） 
（1）初始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不到 45 岁，总和生育率为 6-8 或更高，

人口缓慢而波动地增长。 
（2）第二阶段：死亡率水平下降，而生育率仍维持在高水平上一段时期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

平均预期寿命 45-55 岁，总和生育率为 4.5-6。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人口规模迅速增大。 
（3）第三阶段：在死亡率继续下降的基础上生育率水平明显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为 55-65 岁，

总和生育率为 3-4.5，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4）第四阶段：低死亡率与较低的、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高于 65 岁，总和生育

率低于 3，人口增长率逐渐减少。 



人口经济学 

 1395

第四节  财富流理论（the Wealth Flows Theory） 

一、财富流理论介绍 

（一）提出者 
财富流理论是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卡德威尔（J.C.Caldwell）在 1976 年发表的《人口转变论新议》

里提出。 
（二）观点 
1．反对把人口转变、生育率转变看作经济变动的产物， 
2．认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革命，特别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 
3．进一步说，是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是财富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的

净差额。而这种家庭关系的革命则是社会变动的产物。 
4．在人口转变之前的社会里，代际之间财富的净流动是从孩子向上流向父母，因此生育是一

种使父母收大于支、可以获取净财富的家庭行为，在净财富的诱导下，高生育和大家庭成为主导性

的生育模式。 
5．在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中，净财富流向发生了根本逆转，生育成为一种支大于收、必须承担

净成本的家庭活动，生育模式由此发生转变。 
6．财富流向上流，是赡养型代际关系； 
7．财富流向下流，是抚养型、互换型、隔离型代际关系。 
（三）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 
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1．终极价值的需求 
2．继嗣需求（传宗接代） 
3．情感需求 
4．续梦需求（光宗耀祖） 
5．社会需求（势力需求、评价需求） 
6．经济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养老的需求）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生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2．辨析：先“治贫”，后“治愚”？先“治愚”，后“治贫”？ 

拓展阅读书目 

1．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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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宏观人口经济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人口经济学的宏观理论知识，主要包括经济适度人口

理论、人口迁移理论、人口投资理论、贫困人口理论、老龄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内容，

使学生掌握运用人口经济学方法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学时分配：21 

第一节  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一、西方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一）提出者 
1．首先提出“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Knut 

Wecksell），在 1910 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出了

“适度人口”的概念。 
2．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是系统建立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代表人物。 
（二）观点 
1．威克塞尔（Knut Wecksell）：探讨了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工农业生产供养人口的能

力和达到适度人口规模的途径，主张通过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并 终走向

静态人口目标。 
2．坎南（Edwin Cannan）：以收益递减法则为理论依据，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入手，认为在

人口和土地之间不是人口越多越好，也不是土地越多越好，而是在两者的比例关系上有一点，使得

有利与不利刚好达到平衡，超过这一点，每人占有的空间和物质较少，不利就超过了有利，就打破

了这种平衡。 

二、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一）提出者 
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法国人，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和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主要代

表人物。 
（二）观点 
1．“人口学家可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索维把“适

度人口”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试图用建立现代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体系。 
2．适度人口的定义是：一个以 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 
3．这个定义提出了两个条件： 
（1）讲适度人口是在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强调了目标； 
（2）另一个是讲达到目标的“方式”，或者是达到目标的途径。 
4．分析适度人口的假设（以下因素不变）： 
（1）物质资源，既包括了过去已掌握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 
（2）技术水平，它对福利水平有很大影响。 
（3）产品的分配，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是平均分配或者假定分配比例不变。 
（4）国内经济稳定，工时不变，充分就业，没有国际贸易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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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龄构成，更一般地说来，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是一样，需求量也都相同，这就是说，人

与人之间在产量上和消费上的差别不大。 
5．达到适度人口的目标 
（1）经济目标 
A．个人福利，即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福利，以此作为确立适度人口的目标指标。 
B．福利总和，即适合于分配给全部人口的总收入。 
C．财富增加，即探讨在一个人数不断增加（或减少）的人口中，能使财富增加得 快的人口

数量应该是多少。 
D．就业，即使适龄人口充分就业的人口数量是多少。 
（2）军事目标 
E．实力，即各种能用于集体目标的手段。 
（3）社会目标 
F．健康长寿 
G．寿命总和，即人口数与人口平均寿命的乘积。 
H．文化知识 
I．居民人数 
（三）静态经济适度人口 
1．萨缪尔森：经济适度人口是指按人均收入达到 大值时的人口规模。 
2．静态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在其他条件均相同时，在一定时点的特殊条件下，达到有关假定的

经济目标时 适宜的或 有利的人口规模。 
3．纯粹静态和比较静态 
（1）纯粹静态是指在其他条件均相同时，考察人口的一种人口学变动的经济效应。 
（2）比较静态是指上述其它因素，包括技术、资本、人口年龄构成等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发生

变化，从而用两种不同的情况去比较人口某一变动的效应。 
（四）动态经济适度人口 
1．动态经济适度人口是指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的变动对经济变量施加的影响。 
2．强调了时间段，而不是某一时点；强调了人口的变动，即人口增长或缩减。 
3．索维主要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这两个因素讨论动态经济适度人口。 
4．技术进步提高适度人口规模 
5．适度人口增长率 
（1）人口增长带来负担。所谓增长负担，是指为了确保新增人口得到如同原有人口一样的生

活水平，社会和家庭必须进行的投资；以及当人口年老退出劳动之后，必须支付的费用。 
（2）人口增长的经济效益： 
新增人口可以更充分利用物质资本存量； 
新增人口可使一部分产业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新增人口有利于更加精细的劳动分工和新产业的出现； 
新增人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五）简评 
与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相比，现代适度人口学说在理论上的进展： 
1．从静态扩大到动态 
2．从分析人口的适度规模扩大到考察适度增长率 
3．衡量人口适度规模的标准从笼统的“产业收益”推进到“人均产量”或“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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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理论的探讨？ 
2．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水平？以及如何评价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二节  人口迁移理论 

一、概述 

（一）定义 
1．迁移（migration）是人们以定居为目的跨越一定地理空间的移动现象。 
2．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社会阶层的变化：upward mobility/ downward mobility 
（二）意义 
1．人口迁移成为非农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在人口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 
2．迁移理论的多学科性 

二、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七大迁移律 

迁移是否有规律可循？ 
（一）1889 年，发表《论迁移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论文，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

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二）七大迁移律： 
1．迁移和距离；2．分阶段的迁移；3．迁移流和逆迁移流；4．在迁移偏好方面的城乡差别；

5．迁移的性别差异；6．技术发展和人口迁移；7．迁移动机。 

三、李（Everett S. Lee）的迁移规律 

1966 年，提出引起和影响迁移的因素有四个方面： 
1．与迁出地相关的因素； 
2．与迁入地相关的因素； 
3．中间障碍因素； 
4．个人因素。 

四、推力——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 

1．第一次提出推力和拉力的是赫伯尔（R·Herberle，1938）：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

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 
2．D·J·博格：推——拉力理论的发展（1959，1969）。推力因素包括：资源减少、破产、灾

难、信仰等；拉力因素包括：新闻报导、工作机会、教育、生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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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收益理论（Cost- Benefit Theory） 

1．舒尔茨（Schultz,1990）将“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

五种途径之一。 
2．个人迁移行为决策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 
3．迁移行为决策取决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是否大于迁移成本。 

六、二元经济结构模型（The Dual Economy Model） 

1．发展经济学早期在研究传统经济如何向现代经济结构过渡时，由刘易斯（W·A·Lewis，1954）
提出。 

2．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1．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

甚至为负值；农民收入仅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2．比较发达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

高、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3．在城市确定工资水平下，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农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保障。 

七、拉尼斯——费模型 

（一）费景汉、拉尼斯（Fei & Ranis，196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忽视了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的事实。 
（二）关注农业发展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将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

业发展联系起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

影响到农业总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工资，当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后，农业总产量会下降，

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粮食与工资上涨，农业劳动力转移受阻； 
第三阶段：传统农业已经商业化，农民工资由市场决定，其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此时，工业

部门要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 

八、预期收入理论（Expected Income Theory） 

（一）理论内容 
1．托达罗（M·P·Todaro，1969）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量农村

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即过渡城市化现象。 
2．城乡人口流动取决于两个主要变量：1．城乡实际收入差距；2．迁入城市后能够找到工作

的概率。 
3．公式：M=h（P·Wu—Wr） 
M 表示某一时期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人数；Wu 为城市实际收入；Wr 为乡村收入；h 为

潜在移居者的反映率；P·Wu 表示预期的城市工资。 
4．潜在迁移者的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越大，迁移动机越强，迁移人口越多。 
5．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的收入，乡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当人口流动迫使城

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得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流动就会停止。当乡村

收入大于城市的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流回乡村。 
6．中国陷入了“托达罗困境” 
（二）托达罗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含义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00 

1．改变发展中国家非现代化经济结构的关键，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创造一

个城乡经济机会适当平衡的局面，缩小城乡就业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改善城乡两方面的失业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主要应该使农村部门综合发展，在农村普及小型工业和使经济活动和社会投

资面向农村。” 
2．我国在苏南地区从 80 年代开始的城市化，首先是在农村发展小城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

劳动力也首先进入小城镇。 

九、迁移效应 

（一）迁移的人口学效应: 
（二）迁移的社会效应： 
1．正效应； 
2．负效应，如就业与贫困问题、犯罪与道德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交通、居住条件等其他

问题 
（三）迁移的经济效应 

十、城镇化与城市化 

（一）城市化及其机制 
1．产业结构转换：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1）工业化前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三产业为适应工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

是工业化的陪衬和补充力量。 
（2）后工业社会里，第三产业尤其是新型的、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城市

化的主导产业和发展后劲所在。 
2．经济要素流动和集聚：城市化的实现机制 
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对城市化的作用及影响强弱程度是不同的。 
（1）城市化较低水平时，城镇净迁入人口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2）城市化中等水平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是主要来源； 
（3）城市化较高水平时，城镇净迁入人口再次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3．制度安排与变迁：城市化的推阻机制 
（1）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 
（2）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工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非农化； 
（3）通过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要素流

入拉力形成合力； 
（4）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建设的制度安排，满足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现实需要和不

断增长的需要。 
（二）农村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五阶段： 
1．1949 到 1957 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 
2．1958 至 1960 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 
3．1961 到 1965 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4．1966 至 1977 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5．1978 年至今是农村体制改革初期的高速城市化阶段与城市化稳步发展阶段。 
（三）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道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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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散型的人口城市化模式（中小城镇发展道路模式） 
2．集中型的人口城市化模式 
（四）城镇城市化 
1．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量和质 
（1）量的指标：城市人口比重 
（2）质的指标（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如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现代化及

市场意识等。 
2．城市的功能 
（1）马克思、恩格斯：“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例如乡村变为城市……

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

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2）美国城市地理学家 Friedmann 认为：城市是“革新的中心地”、“发展机遇的环境”。 
（3）发展极理论——佩鲁：把城市看作是区域发展的发展极。 
（五）城市现代化 
1．城市化“化”出了八种“盲目症”： 
（1）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国际化大都市、CBD ） 
（2）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土地调控政策与城市人口规模相挂钩 ） 
（3）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条件不同） 
（4）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 ） 
（5）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取消自行车道 ） 
（6）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奔波于开发区和居住区，造成一种“钟摆效应”，产生用能、

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 
（7）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把山推平 ） 
（8）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一届政府一张规划” ） 
2．问题带来三大损失： 
（1）资源的巨大浪费； 
（2）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 
（3）由此造成的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 
3．城市化的历史 
（1）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同农业分离后，就出现了城市。 
（2）产业革命以前，全球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仍很低，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还分散在广大农村

地区。 
（3）18 世纪，产业革命促使机器工业发展，而工业是集中性产业，因而促使人口愈益集中。 
（4）进入 19 世纪，城市发展明显加快。 
（5）目前，几乎城市人口的全部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里。 
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原因不同 
（1）在发达国家，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文化教育、服务等行业的迅速发

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而靠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又满足不了，于是吸引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2）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太快，发展缓慢的农村经济容纳不了更

多的劳动力，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寻求生计。 
（3）联合国对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4 的国家和地区对其人口分布感到不满

意，110 个想要减缓或改变现在的趋势，大多数对城市化的加快感到忧虑。对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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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政策和行动，可是城市仍在继续扩大。 
（六）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和就业方式研究 
1．“现有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重点： 
（1）有关流动儿童基本生存状况的研究，如“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2003）； 
（2）局部地区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状况的调查，如“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状况调查

报告”（2001）、“未成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特征及其管理对策研究：来自厦门特区的调查报告”

（1998）等； 
（3）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如“在京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2002）等； 
（4）探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的原因，如“论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

（2001）等； 
（5）对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的对策。 
2．“流动人口子女”界定 
（1）“流动人口子女”界定为流动人口所生养的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儿童。 
（2）按照儿童是否与父母随迁，本课题又将其分为“流动（随迁）儿童”和“留守儿童”两

部分。 
（3）“流动人口子女”按年龄划分，包括了 0-5/6 岁组（学龄前）、6/7-11/12 岁组（小学段）、

12/13-14/15 岁组（初中段）和 15/16-18 岁组（义务教育后阶段）等四类。 
3．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1）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缺乏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情况，缺少流动人口子女学

前教育、失学、辍学流动儿童去向、大龄流动儿童继续教育和就业状况资料。 
（2）在研究深度上，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可获得的教育和就业资源状况不详，关于流动人口子

女获得的教育与未来就业，阶层流动之间深层次的关系研究不够。 
（3）研究方法有待改进：由于流动人口家庭和子女的流动性大，目前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调

查多为典型抽样问卷调查，该方法所获得的结论既难推广，更难深入，有待改进。 
（4）对国际资料文献的研究不够。 
4．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就

业率较高。表现在： 
（1）失学率较高，不同年龄段呈现不同特点； 
（2）流动人口子女的在学情况因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流入城市的时间、流入地城市规模、

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等存在明显差异； 
（3）在学儿童的“流动频繁”、“超龄”问题严重； 
（4）不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突出。15/16-18 岁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较差，就业率较高，就

业条件较差； 
（5）残疾流动儿童、赤贫家庭儿童等更容易遭受歧视。 
5．解决途径：制度创新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包括： 
（1）合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投入多元化； 
（2）建立网络化管理机制及相应激励机制； 
（3）民工子弟学校走正轨化、集团化之路； 
（4）加快建立城市农民工子女职业教育体系； 
（5）加强社会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文化整合，防止边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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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我国小城镇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 
2．如何评价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足、过度还是滞后？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三节  人口投资理论 

一、理论简介 

1．提出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人力资本之父” 
2．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对农业发展潜力的分析是根据一种均衡观点。它

用传统生产方法与现有更有效的方法之间的差距，创造了动态发展必须的条件。舒尔茨用这个观点，

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政策和他们对农业的忽视，提出了详细的批判。舒尔茨是把教育投资如何能

影响农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分析系统化的第一人。” 

二、人口投资 

（一）概念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的、如同物质资本一样

具有增值能力的劳动能力。 
（二）分类 
1．宏观人口投资和微观人口投资 
2．人口数量投资和人口质量投资 
（三）人口投资的性质：生产性投资，而非纯粹消费性支出 
（四）西方人口投资学说产生的条件：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三、人口投资的转化 

（一）人口投资转化的形式： 
1．健康资本存量；2．知识存量；3．就业资本存量 
（二）人口投资转化的特点： 
1．投资流量转化为资本存量的过程； 
2．体现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3．难于确定投资回收期。 
（三）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劳动力人口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劳动力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人口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溢出效应） 
（四）人口投资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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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益者与投资者的非一致性； 
2．收益取得的迟效性与长期性； 
3．不同内容投资的收益差异性； 
4．收益的多量性； 
5．收益的多方面性。 

四、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投资的主体与观念 
1．国家：综合效益 
2．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益 
3．个人：人生发展的效益 
（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1．生理性的消费支出 
2．医疗和保健投资 
3．正规教育投资 
4．在职培训投资 
5．就业导向型迁移投资 
6．市场价格与收入信息搜寻成本 
7．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三）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 
1．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特征： 
（1）既是消费行为，又是投资行为； 
（2）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都涉及公共领域，会产生企业或政府的第三方投资问题； 
（3）投资成本都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成本组成； 
（4）具有投资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 
2．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联系与差异 
（1）内在联系 
A．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问题 
B．教育水平与健康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C．健康水平与教育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D．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联系 
（2）差异 
A．健康投资的不确定性 
B．健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C．健康测量 

五、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 

（一）教育培训的需求 
1．教育需求是指政府、企业和家庭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教育需求的特点： 
（1）需求者要支付市场价格和机会成本； 
（2）是延期消费或未来教育效用的预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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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需求者与教育效用消费者可能发生分离。 
3．不同主体对教育的需求行为 
（1）政府对教育的需求取决于： 
（2）企业对教育需求取决于： 
（3）家庭或个人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 
（二）教育培训的供给 
1．教育培训供给是指在现有市场价格条件下，教育投资者愿意提供的教育机会。 
2．教育供给的来源：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民间集资办学、私立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

教育机会。 
（三）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 
1．我国是世界上人口 多、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国家，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 
2．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

个瓶颈。 
3．在制约国家发展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三大战略资源中，我国前两项资源相

对不足，仅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把潜在优势变为巨大的现实优势。 
（四）19 世纪以来，现代化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的成功范例 
1．1871-1913 年间的美国追赶英国，既包括经济总量的赶超，也包括以人均教育年限和毛入学

率为综合指标的人力资源的加速积累； 
2．1953-1992 年间的日本追赶美国。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 成功的追赶国家，其间不仅人

均 GDP 增长速度创世界纪录，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也大大缩小； 
3．韩国追赶西欧国家。自 1965 年以来，韩国之所以能在相当长时间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中、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及人力资源水平的快速提升。 
（五）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现状同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1．教育的总体供给能力不足。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2．结构失衡。劳动人口文化素质过低，不同产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低下，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

适应。 
3．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学制缺乏弹性；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办

学体制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 
4．机制不活。政府在教育管理中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评价我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2．如何看待我国的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问题？ 
3．如何评价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与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教育的平等与效率问题？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美]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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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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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贫困人口问题 

一、贫困的界定及标准 

（一）贫困的界定 
1．荀子：“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之者穷。” 
2．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贫困是指穷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的特征是不能实现一

系列基本或 低的需要。这至少应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贫困概念仅仅是指穷人而不论非穷人的生活状态如何； 
二是贫困概念不只限于生物法的界定（指总收入不足以满足维持身体效能的 低需要），基本

需要不仅包括热量和蛋白质，而且包括住房、就学和医院病床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3．2000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进攻）》：贫困不仅是指收入和消费的低水平，

也是指在教育、健康、营养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方面所处的低水平。 
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写的《人类发展报告 1997》提出的关于贫困的概念是人文

贫困（Human Poverty），其含义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

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5．贫困不仅包括低收入、生活条件差、生产难以维持的经济概念，还包括预期寿命、文化程

度，以及安全感、正义、公平等关乎生活质量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与心理概念。 
贫困本质上就是一个人或家庭缺少能力满足其需求时所处的状态。 
（二）贫困的标准 
1．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1）绝对贫困标准：贫困线=（1+h）• P • X 
X 为一揽子满足 低生活需要的商品消费清单； 
H 是对无效支出或浪费的准备，或者对未能包括在商品清单中的项目的准备； 
P 表示商品的价格 
（2）相对贫困标准：中等家庭收入的一半；依赖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 
2．收入性贫困和消费性贫困 
（1）以收入为原则衡量贫困：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倾向于相对贫困，关心的是对资源的 低

权利，至于人们如何使用收入则是个人的事情。 
（2）以支出为准则衡量贫困：体现的是实际生活，倾向于绝对贫困，关心的是人的生活标准。 

二、贫困的测量 

（一）恩格尔系数 
1．恩格尔系数是指在总的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L.E.Engel）通过长期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研究，发现食品消费在

总支出中的比率与家庭总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2．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

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30%以下则为 富裕。 
（二）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 
1．在恩格尔系数基本一致时，收入水平却相差较大。 

2．同是食品支出，内容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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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支出的含义不统一，既包括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包括非生活必需的享受资料，

恩格尔系数很难真实反映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 

三、20 世纪中国贫困人口及其变化 

（一）贫困人口的变动 
1．1978 年全国有 2．5 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农村总人口的 3%。 
2．1978-1985 年 农村体制改革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2．5 亿人下降到 1．25 亿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比例从 33%下降到 17%。贫困人口大量下降并非由于专门的扶贫政策，而是广大贫困

人口充分参与到制度变革的具体实践中，并受惠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全面增长的结果。 
3．1986-1993 年 大规模计划扶贫开发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1．25 亿人下降到 8000 万人 
第一层次：政府和社会从地理范围的角度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老、少、边、穷地区） 
第二层次：政府和社会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关注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食不果腹、衣

不避体、房不挡风雨） 
4．1994-2000 年 扶贫攻坚时期：2000 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 2500 万人，占农村人口

的比例下降到 3%以下。强调扶贫工作到村到户，要求贫困人口能够 大限度地参与扶贫各项活动

并使用扶贫资金，其中对贫困人口影响较大的是小额信贷。 
（二）贫困人口的特点 
1．农村贫困家庭：相对缺乏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文盲率高得多；主

要务农，挣工资的人较少；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少数民族更易成为贫困人口。 
2．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少；人力资本极度缺乏；70.2%依靠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的成员养

家，16.7%生活收入主要来自退休人员；少数民族更易成为贫困人口。 
3．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 
（1）就区域而言，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

在 22 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 85%。 
（2）阶层性贫困主要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由失业人员、无业人员、老人和穷人子女等

组成。1997 年按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计算，收入 高的 1/5 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 51.4%，收入

低的 1/5 人口仅占有 4.06%，二者相差 11.66 倍。 
（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 年人类消除贫困报告 
制度创新与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 
1．城乡居民的 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必须尽快建设与完善城乡贫困指标监测管理体系，加

大 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扩大 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推进城乡基本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 
2．城镇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是一薄弱的部位，

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具有失业预防、失业补救和失业保险多元功能的失业保障制度。 
制度创新与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续） 
3．城乡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在建立医疗保险、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农村和城镇

的弱势群体。 
4．住房、教育等救助制度。应将贫困家庭住房问题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之中，着重解决城镇

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困难，以及建立国家助学贷款、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制度，解决城乡贫困家

庭教育大额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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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贫困人口问题探讨 

（一）“传统”贫困人口问题 
1．一直以来，我国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农村现象，如老、少、边、穷地区的

贫困现象。 
2．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指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以及无法定赡养人）和因意外事故、意外灾害导致贫困的人群。 
（二）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1．城市中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和半失业职工等。 
2．在城市中的“离乡不离土”的“进城农民”中，一些以打短工为生并经常处于失业状态的

农民工。 
3．在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即“离土不离乡”以及“背井离乡”的农民。 
4．社会风险因素所致产生的贫困群体，包括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和意外灾害致贫的人口。 
独生子女夭折或残疾家庭的贫困问题 
（三）新贫困人口的“新”特征： 
1．转轨性和过渡性贫困 
2．区域性和阶层性贫困 
3．长期性和复杂性贫困 
（四）新贫困人口的化解机制： 
1．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物质基础。 
2．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制度保证。 
1）城市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和半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其关键在于失业保险和 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设立和完善；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其核心在于建立适合农民工不稳定就业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 
3）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其目标在于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关键在于

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设立； 
4）社会风险因素所致产生的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

保障这部分群体权益的基础。 
3．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核心所在。 

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本位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1．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工业化初期实行的“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政策，必然要

求在工业化中后期实施“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 
2．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农业

产出效率很低。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依然存在，城市和乡

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4．从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度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积累，中央和各级政府逐渐具备

了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给予更多财力方面支持的能力。 
（二）“新农村建设”的深层矛盾剖析 
1．从问题的表象看，在农村，人多地少、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农民收入增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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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集中体现。 
2．本质上反映的却是人口与人口以及人口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 
（1）人口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农村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各项改革滞后，从而造成农村贫困。 
（2）人口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以及群群关系等，其中占首要地位的

问题是农民与干部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以中国为本位的农村现代化 
1．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农村的全面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 
2．在新农村建设的参与体系中，应准确界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导向作用。 
3．在建设新农村政策方面，要处理好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我国的新贫困人口问题？ 
2．如何评价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3．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南方周末（2003-1-23）A8，给时间以生命 
2．几个值得关注的网址： 
中国网：《贫困与反困》专题 http://www.china.org.cn 
《无忌论坛》一个人的城市（黑白故事））http://www.cameraunion.net/forum 
中国扶贫基金会http://www.cfpa.org.cn 
中国扶贫信息网http://www.help-poverty.org.cn 
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 

第五节  人口、环境与发展 

一、人类初始时期的朴素人口生态思想 

（一）中国儒、道哲学中的人口生态思想 
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儒家以“仁”为基点的生态伦理观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孟子：“仁民爱物” 
3．道家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二）西方早期的自然生态思想 
1．西方人比较重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2．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有等级的，那些理性较少（因而较不完满）的存在物，

是为那些理性较多（因而较完满）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植物是为了动物而存在的，禽兽是为了人

类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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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1．生态伦理学的孕育阶段（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人类中心主义 
2．生态伦理学的创立阶段（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自然中心主义 
3．生态伦理学系统发展阶段（20 世纪中叶至今）：多元化发展时期，分化出相互对立的理论

学派 

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主流 

1．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1993） 
（1）人类考虑到他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后（比其他物种具有更高的价值），可以采取的一种合

理与必要的手段； 
（2）人类在自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3）自然物对人类具有价值； 
（4）人类具有特殊的文化、知识积累和创造能力，能认识并履行自己对自然的间接责任，有

能力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2．以澳大利亚哲学家 J.帕斯莫尔和 H.J.麦克洛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开明人类中心主义”《人

类对自然应负的职责》和《生态伦理学和政治》 
（1）人类对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主要出于对人类生存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 
（2）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 
（3）人类保护自然的出发点是出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3．以美国哲学家 B.G.诺顿为代表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界的变动性》

和《环境伦理学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 
（1）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是以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感觉决定行动，需要就是命令；弱势人类

中心主义是以理性意愿，即与理性世界观相吻合的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 
（2）非个人主义和延续人类的意识； 
（3）协调好个人的感性偏好、个人利益与人类种群繁衍、人类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 
4．以前苏联哲学家 A.什科连科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实践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态学•宇

航学》（1993） 
（1）不存在人与自然界的伦理学关系，而只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2）人在伦理方面的中心地位绝不意味着侵害或“压抑”自然界，相反，人作为智慧的体现

者在维护、组织和发展自然界本身方面起指导作用； 
（3）人类为了保证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进步和扩展，必须抵制和克服日益增长的自然界的反

抗。 
5．人类中心主义：小结 
（1）立论基础：“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价值论 ； 
（2）基本伦理信念：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

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对自然负有管理和指

导的责任和义务； 
（4）强调人的利益和人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摆脱自然界、对自然界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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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新潮 

（一）动物解放/动物权利主义流派 
1．以澳大利亚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主义”流派：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如果为了人类利益

而牺牲动物利益，就犯了一种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类似的错误。 
2．以美国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主义”流派：动物也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天赋价值”，动

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二）生物中心主义流派 
1．以法国施韦兹为代表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 
（1）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 
（2）生命没有等级之分； 
（3）有界限的伦理学将必然被抛弃，无界限的伦理学必然得到承认。 
2．以美国泰勒为代表的“尊重自然界的伦理学” 
（1）呼吁“不作恶”、“不干预”、“忠诚”，宣扬“补偿正义”，并把尊重生命与保护人

类的福利结合起来； 
（2）自然界的野生生物群落值得我们给予道义上的关心和思考。 
（三）生态中心（整体）主义流派 
1．以美国利奥波德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土地伦理观将人类从土地群落征服者的地位改

变为土地群落的普遍一员，人类应该尊重其同伴及土地群落总体。 
以挪威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伦理学”： 
（1）以所有物种和自然界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2）“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它的前提是生命的平等和对

生命的尊重； 
（3）人类应该“以俭朴的方式达到富裕的目的”。 
3．以美国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学”： 
（1）新伦理学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而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

（人）的福利； 
（2）自然界承载着多种价值； 
（3）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 
（四）自然中心主义：小结 
1．主张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 
2．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 
3．强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作用。人类的生物本性和文化本性，决定了人类既是地球生

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又是自然界有机体中的调控器官，它肩负着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协

调发展的道德代理者的职责。 
（五）对生态伦理学的评价 
1．合理性：对生态环境危机进行道德思考的新兴伦理学，对环境保护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缺陷： 
（1）人类中心主义把全人类作为一个一元化的价值主体，是一种谬误，主张以全人类的共同

利益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2）自然中心主义要求人类为了自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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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这样就陷入了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 

五、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 

（一）人口压力学说 
人口与食物竞赛论 
1946 年，皮尔逊（F.Pearson）和哈珀（F.Harper）发表了《世界的饥饿》一书，中心思想是：

人类历史是人口增长同食物供给竞争的历史，而跑在前面的始终是人口。 
2．“人口爆炸”论 
1968 年，美国学者埃利奇（Paul R.Ehr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书，认为：“人口爆炸性

的增长是数千年来 重大的事件……正如同核武器爆炸一样，如此大量的人口正在威胁着甚至要毁

灭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 
3．“人口压力”论 
1949 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在其著作《生存之路》中指出：人口压力已

迫使土地生产能力降低；人类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恢复并保持人口数量和土地、自然资

源之间的平衡，而防止人口过剩的基本途径则是降低出生率。 
（二）以梅多斯为代表的“增长极限”论 
将人口爆炸及资源耗竭理论发展到极致的当属“增长极限”论。 
1968 年 4 月，来自多个国家的 30 多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工业企业家和计划工作

者，应奥雷利奥•佩西博士的邀请，聚集在罗马的林西研究院，讨论——人类的困境。（罗马俱乐

部） 
1972 年 3 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L•梅多斯等人完成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提

交的第一份报告）。 
（1）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不是征服； 
（2）人与人的关系：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具

有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意识； 
（3）制定全球性战略：全球问题只有全球采取一致行动才能解决。 
（三）对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的评价 
1．实践价值： 
（1）引导各国人民去关注较为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2）考察一国、整个世界的人口经济关系，而且从供给方面去考察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

供给过多、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 
（3）控制人口增长，减少自然资源的耗费，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消除和防止环境污染

是有积极意义的； 
（4）不仅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的误区中走出来，还使人们从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中走出来。 
2．缺陷： 
（1）忽视了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替代； 
（2）人口压力学说把“人口压力”作为现代战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 
（3）增长极限论提出零值增长理论，主张停止技术进步，甚至提出具体的停止人口增长和工

业资本增长的时间，是不切实际的。 
（四）人口生态思想的未来取向：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1．人类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本不存在以谁为中心的问题。 
2．人类不可强迫自然改变，自然也不可能不被人类改变，人类要按照生态要求，有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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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性地调节与自然的关系，在确保生态优化的前提下改造自然。 
3．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人类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的可持续

发展。 

六、乐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 

（一）代表人物：康恩、布朗、马特尔《下一个 200 年》（1977 年版）；西蒙《人口增长经

济学》（1977 年版）；西蒙、康恩《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 年版） 
（二）乐观学派的“新视野” 
1．长期发展趋势的前景是美好的 
2．空间的扩展可望是无限的 
（三）乐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1．只有经济增长，才有技术创新和发明，社会经济才能进步； 
2．只有经济增长，才可能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3．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扩大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4．只有经济增长，才能缩小南北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评价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2．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家强2 ：《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杨云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六节  老龄化经济学 

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概况 
1．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 7%上升到 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为

115 年，瑞典为 85 年，美国为 66 年，英国为 45 年，日本为 26 年，中国预计将用 27 年。 
2．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 
3．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化 
4．老年人口中女性占多数 
（二）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1．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 重大的成就之一。 
2．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发达国家是在“先富后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才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且老龄化速度较

慢；发展中国家是在“未富先老”的形势下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疾病的“双重负担” 



人口经济学 

 1415

（2）人口老龄化带来生活照料和代际关系问题 
（3）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 
3．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发展经济 

二、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模式 

（一）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险模式 
1．起源于 1889 年俾斯麦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为美国、日本等国所发展。 
2．美国的养老保险首次立法于 1935 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 晚的一个。 
3．美国养老保险的原则是“每一代人都为前一代人支付退休金，而从下一代人那里领取退休

金”。 
4．美国养老金构成： 
（1）各级政府官员领取政府退休金，大体上可以维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人数只占全美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8%； 
（2）政府向其余 92%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金，但金额只相当于原收入的 42%，

仅能维持中低等生活水平； 
（3）福利养老金由大企业向雇员提供，在一家大企业连续工作 30 年的员工，退休时可享受其

退休工资 45%至 60%的福利养老金； 
（4）储蓄养老金由中小企业向雇员提供，其原则是自愿参加，雇主、雇员各出一半。 
（二）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模式 
1．起源于英国，后为瑞典等国所发展。 
2．瑞典是高福利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在西方国家首屈一

指。 
3．瑞典养老金构成： 
（1）基本养老金由国家无偿向所有 65 岁以上的公民提供，个人无须交纳任何费用； 
（2）附加养老金仅向退休者提供； 
（3）部分养老金是年满 60 岁的劳动者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部分

收入。 
4．瑞典养老金：评价 
（1）高福利的基础是经济高增长，一旦经济衰退和人口年龄老化，养老金在 GDP 中的比例

就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沉重。 
（2）瑞典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酝酿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 
（三）私有化型养老保险制度 
1．以智利、新加坡为代表，其特点是强制储蓄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2．智利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 
（1）实行个人交纳费用以建立个人积累的制度，职工将每月工资的 10%存入个人资本积累账

户，并且可以自愿增缴高于法定 10%的份额，建立“自愿储蓄账户”，经过运营投资使账户资金不

断增值，用于支付退休金； 
（2）由私人养老金管理公司负责养老金运营，在政府监控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法律

规定承担收缴保费、管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分配收益等管理职能。 
（3）改革以后，退休公民均按个人账户储蓄额计算每月养老金金额，但政府将保障 低收入

者。 
（四）国外养老保险制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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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责任而言，瑞典模式、美国模式和智利模式依次增强。 
2．在养老基金形成与支付方面，瑞典与美国是公营化和现收现付，用“以支定收”方式支付，

由在职者通过纳税为退休者支付养老金。这种方式下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将不断增加，一旦人口老

龄化加速就会陷入资金支付难以为续的困境。智利模式是私营化和“以收定支”，成功的通过采取

完全积累制避免了现收现付制危机。但不足之处是高成本和高风险，智利养老金投资全国管理成本

高达 18%，远高于美国的 7%， 并且私营公司有一半以上存在经营亏损，形成该体制的运行风险。 
（五）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 新趋势 
1．多样化趋势 
2．效率优先趋势 
3．给付年龄提高趋势 
4．基金运营商业化趋势 

三、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一） “人口机会窗口” 
1．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

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这段时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2．“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 
（1）劳动力人口供给充足，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

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 
（2）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

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 
（3）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二）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 
1．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 1990 年开始，到 2030 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 40 年。 
2．到 201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 低点。 
3．2010 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 
4．到 203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 1990 年前后的水平，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

关闭。 
（三）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有多难 
机会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1．“人口机会窗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是因为总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可以创造更

多的社会财富。 
2．但劳动力人口如果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区别，同样是

负担人口。 
3．如果未来老龄化和失业并存，就会使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优势成为劣势。 

四、中国老年人口的就业状况分析 

（一）中国老年人口的就业状况概述 
1．老年在业人口的数量变化 
2．老年在业人口的性别变化 
3．老年人口在业率变化 
4．老年人就业状况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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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在业人口行业构成的主要特征 
1．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老年人比例很大。 
2．工业及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是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吸收老年人 多的行业。 
3．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是老年人口比例增长 快的行业。 
4．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越高。 
（三）我国老年在业人口职业构成的主要特征 
1．老年人所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 
2．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比例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

且其比例逐渐下降。 
3．办事员的比例有增长的趋势。 
4．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

负责人等领导职务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在业老年人绝大多数都在从事农业生产。 
（四）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就业状况的国际比较 
1．从世界范围看，从 1950 年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在业率都在下

降，虽然男性老年人在业率一直高于女性，但是男性老年人在业率的下降速度也快于女性。 
2．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在业率高于发达国家。 
3．从 1950 年到 1990 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在业率以及男性老年人口的在业率一直与世界平

均水平非常接近，而女性老年人口的在业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

的老年人在业率水平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 
4．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比如东亚的日本和

韩国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但其老年人的在业率水平却比欧美国家高出一倍甚至数倍。 
5．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相同的趋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在业率持续下降，比如我

国的上海、北京等城市。 
6．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有退休金等养老保障，不必再

因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在老年阶段仍然参加工作，从而使得老年人口在业率呈下降的趋势。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请简单评述我国养老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改革方向？ 
3．请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我国的家庭养老？未来养老方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家强2 ：《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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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的性质 

《市场营销学》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号为：406020332。《市场营销学》是 20
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它主要研究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

代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具有综合性、边缘性的特点，属于管理学范畴。 

二、编写目的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内容，编写了《市场营销学教学大纲》。《市

场营销学教学大纲》能使学生比较容易地比较系统地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了解分析市场营销环境，研究市场购买行为，制定市场营销组合决策，组织和控制市场营销

活动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应用市场营销原理解决企业营销问题的基本能力，以便学生毕

业后能较好地适应市场营销管理工作的需要。 

三、课程简介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其内

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的特点。课程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卖方如何从顾

客的需要出发，制订企业发展战略，组织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从而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前提下，使企

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及各种营销观念、市场营销环境及消费者购买行为

分析、市场调查与预测、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及市场定位、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渠道策

略和促销策略等。 

四、课程教学的目的 

在教学中要向学员完整介绍市场营销的知识体系与应用方法，更重要的是使学生牢固树立以顾

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在实践中能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品开发、定价、分销、促销等市场营

销活动。 
在全面系统教学的基础上注重帮助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使学生

牢固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突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

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将课程内容同现实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联系起来，加

强研究性学习和营销实战训练。让学生知道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地组织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企业以市

场为导向，进行产品开发、生产、定价、分销、促销等市场营销活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

高经济效益。 

五、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下列要求： 
1．重在培养学生的营销思维方式。让现代营销理念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大脑。 
2．正确认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市场营销学有

一个整体的认识。 
3．牢固树立以顾客需要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并以此观念为指导研究和解决市场营销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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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际问题。 
4．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包括国内外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 新发展。 
5．培养学生的营销分析能力，能够面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制定出恰当的营销策略。 
6．紧密联系实际，学会分析案例，解决实际问题，把学科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经济活动实践的

研究和认识之中，切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培养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营销工具进行各种组合开展营销活动。 

六、授课形式及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教学为主，以实践和课堂讨论为辅。 
后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讨论的发言和平时作业。 

综合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七、《市场营销学》的教学内容以及课时安排 

内  容 课时 
第一章  市场营销学导论 3 
第二章  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 2 
第三章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3 
第四章  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2 
第五章  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2 
第六章  市场营销调研与需求测量 2 
第七章  市场竞争战略 2 
第八章  目标市场营销（细分、定位、目标） 4 
第九章  产品策略 4 
第十章  定价策略 3 
第十一章  分销策略 3 
第十二章  促销策略 4 
课程总结 2 
合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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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营销学导论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市场、市场营销的含义、与市场营销有关的概念，了解市场营销管理哲

学演变、发展，掌握研究市场营销学的方法，为学习本课程奠定基础。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市场与市场营销 

一、市场 

市场是商品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产品（服务）价值，满足需求的交换关系、交换条

件和交换过程。 
1．市场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基础上的交换关系； 
2．现实市场的形成要有若干基本条件。包括：①消费者（用户）需要或欲望的存在，并拥有

其可支配的交换资源；②存在由生产者提供的、能够满足消费者（用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③要

有促成交换双方达成交易的各种条件。 
3．市场的发展是一个由消费者（买方）决定，而由生产者（卖方）推动的动态过程。 

二、市场营销的含义 

市场营销是个人和群体通过创造并同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种社会和管

理过程。 
1．市场营销的 终目标是“满足需求和欲望”。 
2．“交换”是市场营销的核心，交换过程是一个主动、积极寻找机会，满足双方需求和欲望

的社会过程和管理过程。 
3．交换过程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营销者创造的产品和价值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和交换过程

管理的水平。 

三、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 

1．需要、欲望、需求。 
这三个概念是市场营销的 基本和 主要的概念。三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1）需要：是没有得到某些基本满足的感受状态。 
（2）欲望：就是想得到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具体满足品的一种愿望。 
（3）需求：需求是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是人们有能力购买并愿意购买某个具体产品的欲

望。 
2．产品。 
能够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任何东西，除了货物和服务之外，产品还包括人员、地点、组织、

活动和构思。 
3．效用、费用和满足。 
（1）效用：是消费者对产品满足其需要的整体能力的评价。 
（2）费用：消费者用于购买产品及使用该产品所支出的花费，既包括购买产品实体所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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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还包括使用成本。 
（3）满足：感到已经足够了。 
4．交换、交易和关系。 
（1）交换：从他人处取得所需之物，而以其他某种东西作为回报的行为。 
（2）交易：是交换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交换双方的价值交换。 
（3）关系，是人或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 
5．市场营销者。 
市场营销者：从他人那里获得资产或有助的事物，并以某种有价值的事物进行交换的人。 

第二节  市场营销的重要性 

一、市场营销职能在企业中的地位 

1．市场营销在不同行业的扩散。 
2．推动企业重视市场营销的主要因素。 
（1）销售额下降。 
（2）增长缓慢。 
（3）购买行为的改变。 
（4）竞争的加剧。 
（5）营销成本的提高。 
3．市场营销职能在企业中地位的变迁。 

二、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加强营销 

第三节  市场营销哲学 

市场营销管理哲学是指企业对其营销活动及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 

一、传统观念 

1．生产观念。 
生产观念认为，消费者喜欢那些可以随处买得到而且价格低廉的产品，企业应致力于提高生产

效率和分销效率，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以扩展市场。 
2．产品观念。 
产品观念认为，消费者 喜欢高质量、多功能和具有某种特色的产品，企业应致力于生产高附

加值产品，并不断加以改进。 
3．推销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消费者通常表现出一种购买惰性或抗衡心理，企业必须积极推销和大力促销，

以刺激消费者大量购买本企业产品。 

二、市场营销观念 

1．市场营销观念。 
市场营销观念则考虑如何通过制造、传送产品以及与 终消费产品有关的所有事物，来满足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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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需要，就是“先抢占市场制高点，再要利润”。 
2．顾客让渡价值。 
顾客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总价值与顾客总成本之间的差额。顾客总价值是指顾客购买某一产品与

服务所期望获得的一组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等。顾客总成本是指

顾客为购买某一产品所耗费的时间、精神、体力以及所支付的货币资金等成本。 
3．顾客满意。 
所谓顾客满意，是指顾客对一件产品满足其需要的绩效与期望进行比较所形成的感觉状态。 
4．4P、4C 到 4R 的营销观念的碰撞与变革。 

三、社会市场营销观念 

社会营销观念认为，企业的任务在于确定目标市场的需要、欲望和利益，比竞争者更有效地使

顾客满意，同时维护与增进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福利 大化。 

第四节  市场营销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产生发展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一、市场营销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 

1．市场营销学的性质。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以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研究以满足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的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2．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 

二、市场营销学产生与发展 

市场营销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 
1．初创阶段。 
市场营销学初创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 
2．形成阶段。 
从 1931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阶段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形成时期。 
3．发展阶段。 
市场营销学的发展阶段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 
4．成熟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是市场营销学发展的成熟阶段，又称完善阶段。 

三、市场营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五节  市场营销观念的实施 

一、使企业全体员工具有市场营销观念 
二、建立科学的营销管理程序 
三、全面理解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四、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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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树立长期利润观点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理解市场营销的定义，试用营销的定义诠释你自己人生目标应怎样实现。 
2．如何理解顾客的让渡价值？ 
3．市场营销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以某企业为例进行说明。 
4．市场营销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如何应用现代观念指导企业的营销工

作。 
5．论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 
6．如何理解顾客满意？ 
7．4P 的含义是什么？ 
8．4C 的含义是什么？ 
9．4R 的含义是什么？ 
10．如何理解社会市场营销观念？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 章，第 3 页到第 41 页。第 2 章，第 43 页到第 78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一章，第 1 页到第 22 页。第二章，第 23 页到第 40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 章，

第 3 页到第 30 页。 
4．（澳）安德鲁·格里菲斯著，高继明、曲沛译，客户至上——101 种再提高服务水平的实

用方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页到第 18 页。 
5．包政，战略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77 页到第 100 页。 
6．（美）道恩·亚科布齐著，凯洛格论市场营销，海南出版社，2003 年。第 329 页到第 350

页。 
7．张文贤主编，市场营销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美）科特勒原著，谢德高编译，科特勒营销战略全书，九州出版社，2002 年，第一章，

第 1 页至第 60 页。 
9．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一章，第 1 页至第 35 页。 
10．（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 章，第 5 页至第 31 页。 
11．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章，

第 1 页至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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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企业战略的特点，企业战略体系的构成，企业战略计划过程。界

定企业的使命，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的组合，了解企业发展新业务的方法。明确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

任务，对企业的营销战略有一个全局的认识和把握。 
学时分配：理论 1.5 学时、实践 0.5 学时 

第一节  企业战略计划 

一、战略的概念 

战略是指企业为了实现预定目标所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 

二、企业战略的特点 

1．全局性。 
2．长期性。 
3．纲领性。 
4．竞争性。 
5．风险性。 
6．观念性。 

三、战略计划 

战略计划是企业根据外部营销环境和内部资源条件而制定的涉及企业管理各方面（包括生产管

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计划。 

四、企业战略体系构成 

1．公司层战略。 
2．业务层战略。 
3．职能层战略。 

第二节  企业战略计划过程 

战略计划过程，又称战略管理过程。它是指企业的 高管理层通过制定企业的任务、目标、业

务组合计划和新业务计划，在企业的目标、资源、能力与迅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之间发展和保持一种

切实可行的战略适应的管理过程。 

一、规定企业使命 

1．规定企业使命需考虑的因素。 
（1）企业过去历史的突出特征。 
（2）企业的业主和 高管理层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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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周围环境的发展变化。 
（4）企业的资源情况。 
（5）企业的特有能力。 
2．企业使命报告书应具备的条件。 
（1）市场导向。 
（2）切实可行。 
（3）鼓动性和感召力。 
（4）具体明确。 

二、确定企业目标 

企业的管理层规定了企业的任务之后，还要把企业的任务进行目标分解，分解成一套完整的目

标体系，使之成为企业各管理层的目标，使每个管理人员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并负起实现这些目

标的责任。 

三、安排业务组合 

1．战略业务单位的划分。 
2．战略业务单位的评价。 

著名的分类和评价方法是： 
（1）波士顿矩阵法（BCG  approach）。 
（2）通用电气矩阵法（GE  approach）。 

四、制定新业务计划 

企业发展新业务的方法有三种。 
1．密集增长。 
2．一体化增长。 
3．多元化增长。 

第三节  市场营销管理 

一、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 

市场营销管理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创造、建立和保持与目标市场之间的互利交换关系，而

对设计方案进行的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就是为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而

调节需求的水平、时机和性质。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是需求管理。 

二、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根据需求水平、时间和性质的不同，可归纳出八种不同的需求状况。在不同的需求状况下，市

场营销管理的任务有所不同。 
1．负需求。 
2．无需求。 
3．潜伏需求。 
4．下降需求。 



市场营销学 

 1433

5．不规则需求。 
6．充分需求。 
7．过量需求。 
8．有害需求。 

三、需求管理的启示 

在市场营销实践中，企业不仅可以适应需求，而且可以创造需求，即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

活方式。 

第四节  市场营销管理过程 

所谓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就是企业为实现其任务和目标而发现、分析、选择和利用市场机会的

管理过程。 

一、分析市场机会 

市场营销学认为，寻找和分析、评价市场机会，是市场营销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也是市场营

销管理过程的首要步骤。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可采取以下方法来寻找、发现市场机会。 
1．收集市场信息。 
2．分析产品／市场矩阵。 
3．进行市场细分。 

二、选择目标市场 

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在发现和评价市场机会之外，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市场营销研究和信息收集工

作，如市场测量和市场预测工作等，据以决定企业应当生产经营哪些新产品，决定企业应当以哪个

或哪些市场为目标市场。 

三、设计市场营销组合 

1．市场营销组合的构成。 
2．市场营销组合的特点。 
（1）市场营销组合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可控因素”。 
（2）市场营销组合是一个复合结构。 
（3）市场营销组合又是一个动态组合。 
（4）市场营销组合要受企业市场定位战略的制约。 
3．大市场营销。 
大营销观念认为，在营销组合的 4P 之外，还应再加上两个 P，即权力（power）与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成为“6P”。 

四、管理市场营销活动 

管理市场营销活动，即执行和控制市场营销计划。 

复习与思考题 

1．企业怎样进行定点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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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的 高管理层所规定的目标必须符合的要求是什么? 
3．怎样用波士顿矩阵法对企业的战略业务单位进行评价? 
4．企业实现密集增长的方式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 章，第 79 页到第 120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三章，第 50 页到第 70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 章，

第 31 页到第 55 页。 
4．罗伯特·J·多兰、戴维·格伦·米克、苏珊·多布查等编写，吕一林、王剑译，营销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到第 25 页。 
5．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二章，第 36 页至第 71 页。 
6．（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 章，第 32 页至第 65 页。 
7．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 章，第

38 页至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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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特点。了解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构成，能够在企

业面对市场营销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应用分析、评价市场机会与环境威胁的基本原理，为企业制定

出相应的对略。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及特点 

一、市场营销环境的概念及分类 

市场营销环境是指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内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总称。这些因素和力量是

与企业营销活动有关的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 
企业市场营销环境的内容十分复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进行划分。菲利普·科特勒

根据市场营销环境与企业营销活动的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把市场营销环境分为微观营销环境和宏

观营销环境两大类。目前，我国营销学界基本采用这种分类方法。 

二、市场营销环境的特点 

市场营销环境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而且不断变化的综合体。具体而言，企业市场营销环境具

有以下特点： 
1．动态性。 
2．差异性。 
3．复杂性。 
4．相关性。 
5．不可控性。 

三、市场营销活动与市场营销环境 

市场营销环境通过其内容的不断扩大及其自身各因素的不断变化，对企业营销活动发生影响。 
营销环境是企业营销活动的制约因素，营销活动依赖于这些环境才得以正常进行。营销管理者

必须注意营销决策，不得超越环境的限制；企业营销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需要在环境许可的条件

下取得，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各种产品，也需要获得消费者或用户的认可与接纳。 

第二节  市场营销微观环境 

微观环境是指对企业服务其顾客的能力构成直接影响的各种力量，包括企业本身及其市场营销

渠道企业、市场、竞争者和各种公众，这些都会影响企业为其目标市场服务的能力。 

一、企业 

企业本身包括市场营销管理部门、其他职能部门和 高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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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营销渠道企业 

市场营销渠道企业包括： 
1．供应商，即向企业供应原材料、部件、能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的企业和组织。 
2．商人中间商，即从事商品购销活动，并对所经营的商品拥有所有权的中间商，如批发商、

零售商等。 
3．代理中间商，即协助买卖成交，推销产品，但对所经营的产品没有所有权的中间商，如经

纪人、制造商代表等。 
4．辅助商，即辅助执行中间商的某些职能，为商品交换和物流提供便利，但不直接经营商品

的企业或机构，如运输公司、仓储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广告公司、市场营销研究公司、市场营

销咨询公司等。 

三、市场 

市场营销学是根据购买者及其购买目的进行市场划分的。包括： 
1．消费者市场，即为了个人消费而购买的个人和家庭所构成的市场。 
2．生产者市场，即为了生产、取得利润而购买的个人和企业所构成的市场。 
3．中间商市场，即为了转卖、取得利润而购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所构成的市场。 
4．政府市场，即为了履行职责而购买的政府机构所构成的市场。 
5．国际市场，即由国外的消费者、生产者、中间商、政府机构等所构成的市场。 

四、竞争者 

企业要成功，必须在满足消费者需要和欲望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竞争者包括： 
1．愿望竞争者，即消费者想要满足的各种目前愿望的提供者。 
2．一般竞争者，即能够以各种方法满足购买者某种愿望的产品供应者。 
2．产品形式竞争者，即能满足购买者某种愿望的各种产品型号。 
4．品牌竞争者，即能满足购买者某种愿望的同种产品的各种品牌。 

五、公众 

公众是指对企业实现其市场营销目标构成实际或潜在影响的任何团体，包括： 
1．金融公众，即影响企业取得资金能力的任何集团，如银行、投资公司等。 
2．媒体公众，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 
3．政府公众，即负责管理企业业务经营活动的有关政府机构。 
4．社团公众，即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少数民族组织等。 
5．社区公众，指企业所在地邻近的居民和社区组织。 
6．一般公众，指上述各种关系公众之外的社会公众。 
7．企业内部公众，如董事会、经理、职工等。 

第三节  市场营销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是指那些给企业造成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进而能够影响公司运作和绩效的自然及社

会力量的总和，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政治和法律环境以及社会和文化

环境。这些主要社会力量代表企业不可控制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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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环境 

市场是由有购买欲望同时又有支付能力的人构成的，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市场的潜在容量。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一般指影响企业市场营销方式与规模的经济因素，如消费者收入与支出状况、经济发

展状况等。 
1．消费者收入的变化。 
2．消费者支出模式的变化。 
3．消费者储蓄和信贷情况的变化。 

三、自然环境 

主要指营销者所需要或受营销活动所影响的自然资源。营销活动要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对自

然环境的变化负有责任。 
1．某些自然资源短缺或即将短缺。 
2．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3．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干预日益加强。 

四、技术环境 

科技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经营，同时还与其他环

境因素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给企业营销活动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1．新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力量”。 
2．新技术革命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3．新技术革命会影响零售商业结构和消费者购物习惯。 
4．知识经济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五、政治和法律环境 

政治和法律环境主要指那些强制和影响社会上各种组织和个人的法律、政府机构和压力集团。 
1．与企业市场营销有关的经济立法。 
2．公众利益团体发展情况。 

六、社会和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民族特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教育水平、

语言文字、社会结构等的总和。 
1．教育水平。 
2．语言文字。 
3．价值观念。 
4．宗教信仰。 
5．审美观。 
6．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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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环境分析与营销对策 

一、环境威胁与市场机会 

市场营销环境通过对企业构成威胁或提供机会而影响营销活动。环境威胁是指环境中不利于企

业营销的因素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对企业形成挑战，对企业的市场地位构成威胁。市场机会

指对企业营销活动富有吸引力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企业拥有竞争优势。 

二、威胁与机会的分析、评价 

企业面对威胁程度不同和市场机会吸引力不同的营销环境，需要通过环境分析来评估环境机会

与环境威胁。企业 高管理层可采用“威胁分析矩阵图”和“机会分析矩阵图”来分析、评价营销

环境。 
1．威胁分析。 
对环境威胁的分析，一般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威胁的潜在严重性，即影响程度；二是分

析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即出现概率。 
2．机会分析。 
机会分析主要考虑其潜在的吸引力（赢利性）和成功的可能性（企业优势）大小。 
对市场机会的分析，还必须深入分析机会的性质，环境市场机会与企业市场机会、行业市场机

会与边缘市场机会、目前市场机会与未来市场机会等，以便企业寻找对自身发展 有利的市场机会。 

三、企业营销对策 

在环境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企业对威胁与机会水平不等的各种营销业务，要分别采取不同的

对策。 
对理想业务，应看到机会难得，甚至转瞬即逝，必须抓住机遇，迅速行动；否则，丧失战机，

将后悔莫及。 
对冒险业务，面对高利润与高风险，既不宜盲目冒进，也不应迟疑不决，坐失良机，应全面分

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争取突破性的发展。 
对成熟业务，机会与威胁处于较低水平，可作为企业的常规业务，用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

并为开展理想业务和冒险业务准备必要的条件。 
对困难业务，要么是努力改变环境，走出困境或减轻威胁，要么是立即转移，摆脱无法扭转的

困境。 
企业根据风险的性质不同，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 3 种： 
1．抗争。对于某些主观因素所造成的环境威胁，企业可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或扭转不利因

素的发展。 
2．减轻。通过调整市场营销组合等来改善环境适应，以减轻环境威胁的严重性。 
3．转移。对一些难以预料、人力又不可抗拒的风险，且又无法扭转和减轻时，企业可以采取

转移风险的办法，将自己的风险转移或分散给他人承担。风险转移方式主要有两种： 
（1）保险转移。 
（2）非保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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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简析企业市场营销环境分析的意义。 
2．简述市场营销环境的构成。 
3．简述市场营销环境的特征。 
4．市场营销渠道企业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5．竞争者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6．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7．技术革新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8．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9．企业应如何利用市场机会、避免市场威胁？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5 章，第 164 页到第 191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四章，第 71 页到第 89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 章，

第 59 页到第 81 页。 
4．包政，战略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30 页到第 153 页。 
5．（美）科特勒原著，谢德高编译，科特勒营销战略全书，九州出版社，2002 年，第二章，

第 61 页至第 75 页。 
6．于建原主编，营销总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四章，第 81 页至第 107 页。 
7．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三章，第 72 页至第 87 页。 
8．（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 章，第 66 页至第 104 页。 
9．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 章，第

81 页至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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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消费者市场的含义、特征及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掌握消费者购

买决策过程的特点，能够应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理论分析我国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及其特征。 
学时分配：理论 1.5 学时、实践 0.5 学时 

第一节  消费者需求的内容 

一、消费者需求的概念 

所谓消费者需求指的是人们想要在市场上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具有货币购买力的欲望，即具

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包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和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此外还包括服务需求。 

二、消费者需求的内容 

消费者的需求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但从企业要求不断开拓市场来说，主要将消费者的需

求分为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社会需求）。 

三、消费者需求的特征 

1．需求的多样性。 
2．需求的层次性。 
3．需求的发展性。 
4．需求的伸缩性。 
5．需求的可导性。 
6．需求的时代性。 

第二节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 

一、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对个人需求和购买行为的影响极其深广。其中， 主要的有文化、亚文化与社会阶层

三方面。 
1．文化。 
文化是人类欲求与行为 基本的决定因素，是指某个社会和某个国家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文化

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人类从生活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信仰、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习惯及其他有意

义的象征的综合体。 
2．亚文化。 
任何文化都包含着一些较小的群体或称之为亚文化。 
（1）民族亚文化群体。 
（2）宗教亚文化群体。 
（3）地理亚文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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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族亚文化群体。 
3．社会阶层。 
所谓社会阶层，是指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组成的群体。 

二、社会因素 

1．相关群体。 
所谓相关群体就是指能直接和间接影响个人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的群体。 
2．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人的行为影响 大。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爱好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在家庭的影响下形成的。 
3．身份与地位。 
一个人在不同的群体中往往担任不同的角色，即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三、个人因素 

消费者购买决策也受其个人特性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有购买者的年龄与所处的家庭生命周

期阶段、职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性格和自我观念等因素。 
1．年龄及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2．职业。 
3．经济状况。 
4．生活方式。 
5．性格和自我观念。 

四、心理因素 

消费者心理是消费者在满足需要活动中的思想意识，它支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消费者的心

理过程主要包括：动机、感觉、后天经验、信念和态度。 
1．动机。 
动机是一种被刺激的需求，它是以迫使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获得满足。心理学认为，人的行

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依需要强度的顺序，把人类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1）生理需求。 
（2）安全需求。 
（3）社会需求。 
（4）尊重需求。 
（5）自我实现的需求。 
2．感觉。 
感觉就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刺激物的反应。同一刺激物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不同

的感觉呢? 心理学认为，感觉过程是一个有选择性的心理过程，有三种感觉过程。 
（1）选择性注意。 
（2）选择性曲解。 
（3）选择性记忆。 
3．后天经验。 
后天经验就是指影响人们改变行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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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念和态度。 
信念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信任程度。态度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即是否喜欢某事物。 

第三节  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式和行为类型 

一、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式 

消费者购买行为模式，是指当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后，将在何时、何地、如何购买及由谁购买

等状况。 
1．何时购买。 
2．何处购买。 
3．如何购买。 
4．由谁购买。 

二、消费者购买行为类型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有多种多样的划分，其中 实质或 具实际意义的是按消费者的购买

动机和个性特点的分类。具体可区分为下列四类： 
1．理智型购买（复杂的购买行为）。 
2．感情型购买（多样性的购买行为 ）。 
3．习惯型购买（减少失调感的购买行为）。 
4．经济型购买。 

第四节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一、参与购买决策的各类角色 

人们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包括： 
1．发起者，即 初提出购买某种商品的人。 
2．影响者，即直接或间接影响 后决策的人。 
3．决策者，即对部分或整个购买行为（如是否购买、购买什么、如何购买、何处购买和何时

购买等）做出 后决策的人。 
4．购买者，即实际执行购买决策的人。 
5．使用者，即实际使用和消费该商品的人。 

二、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一个完整的购买行为过程一般包括五个阶段： 
1．引起需要。 
2．搜集信息。 
3．评估选择。 
4．购买决策。 
5．购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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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需求有什么特点? 
2．人的需要可分为哪些内容?怎样理解需求层次理论? 
3．什么叫动机?人的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对消费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 
4．试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过程，购后感觉对企业的营销有什么影响? 
5．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6．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心理活动包括哪几个方面? 
7．针对习惯型购买的消费者，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营销策略?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6 章，第 192 页到第 225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 90 页到第 117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 章，

第 82 页到第 91 页。 
4．（美）道恩·亚科布齐著，凯洛格论市场营销，海南出版社，2003 年。第 133 页到第 163

页。 
5．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三章，第 88 页至第 98 页。 
6．（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 章，第 165 页至第 218 页。 
7．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 章，第

108 页至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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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市场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掌握生产

者购买决策的参与者、影响生产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和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各阶段的特征，应用

生产者、中间商、非营利组织的购买行为类型及相关原理分析中国组织市场购买行为的特殊性。 
学时分配：理论 1.5 学时、实践 0.5 学时 

第一节  组织市场 

一、组织市场的构成 

组织市场指工商企业为从事生产、销售等业务活动以及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为履行职责而购

买产品和服务所构成的市场。 
1．产业市场。 
所谓产业市场，又叫生产者市场或业务市场。它是指一切购买产品和服务并将之用于生产其他

产品或服务，以供销售、出租或供应给他人的个人和组织。 
2．中间商市场。 
所谓中间商市场，是指那些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并将之转售或出租给他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

个人和组织。 
3．政府市场。 
所谓政府市场，是指那些为执行政府的主要职能而采购或租用商品的各级政府单位。 

二、组织市场的特点 

1．营销人员接触的顾客比较少。 
2．顾客每次购买数量比较大。 
3．供需双方关系密切。 
4．购买者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 
5．属于派生需求，也称为引申需求或衍生需求。 
6．需求弹性小。 
7．需求波动大。 
8．专业人员采购。 
9．影响购买决策的人多。 
10．销售访问多。 
11．用户向供货方直接采购。 
12．互惠购买,互为买方和卖方。 
13．采用租赁方式。 



市场营销学 

 1445

第二节  产业市场购买行为 

一、产业购买决策的参与者 

企业采购中心通常包括五种成员。 
1．使用者。 
2．影响者。 
3．采购者。 
4．决定者。 
5．信息控制者。 

二、产业购买者的行为类型 

1．直接重购。 
直接重购，指用户的采购部门按照过去的订货目录和基本要求继续向原先的供应商购买产品。 
2．修正重购。 
修正重购，指用户改变原先所购产品的规格、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后再行购买。 
3．新购。 
新购，指用户初次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 

三、影响产业购买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1．环境因素。 
2．组织因素。 
3．人际因素。 
4．个人因素。 

四、产业购买者决策过程 

在新购这种 复杂的情况下，购买过程的阶段 多，要经过八个阶段。 
1．认识需要。 
2．确定需要。 
3．说明需要。 
4．物色供应商。 
5．征求建议。 
6．选择供应商。 
7．选择订货程序。 
8．检查合同履行情况。 

第三节  中间商购买行为 

一、中间商购买行为的主要类型 

1．新产品采购。指中间商对是否购进以及向谁购进以前未经营过的某一新产品作出决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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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买”与“不买”，然后再考虑“向谁购买”。 
2． 佳供应商选择。指中间商已经确定需要购进的产品，在寻找 合适的供应商。 
3．改善交易条件的采购。指中间商希望现有供应商在原交易条件上再作些让步，使自己得到

更多的利益。 
4．直接重购。指中间商的采购部门按照过去的订货目录和交易条件继续向原先的供应商购买

产品。 

二、中间商的主要购买决策 

中间商的配货战略主要有四种。 
1．独家配货。即中间商决定只经营某一家制造商的产品。 
2．专深配货。即中间商决定经营许多家制造商生产的同类各种型号规格的产品。 
3．广泛配货。即中间商决定经营种类繁多、范围广泛但尚未超出行业界限的产品。 
4．杂乱配货。即中间商决定经营范围广泛且没有关联的多种产品。 

第四节  政府采购 

一、政府采购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1．政府采购的基本概念。 
（1）采购人，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物资或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政府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政府采购活动。 
（2）政府采购机构，是指政府设立的负责本级财政性资金的集中采购和招标组织工作的专门

机构。 
（3）招标代理机构，是指依法取得招标代理资格，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4）供应人，是指与采购人可能或者已经签订采购合同的供应商或者承包商。 
2．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政府采购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 
（2）勤俭节约。 
（3）计划。 

二、政府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可以采用招标、竞争性谈判、邀请报价、采购卡、单一来源采购或者其他方式。 
1．公开招标与邀请招标。 
2． 招标例外情况。 

三、招标投标程序 

招标投标的主要程序如下： 
1．招标公告、招标邀请书及招标文件。 
2．开标、评标与现场竞投。 
3．签订采购合同与支付价款。 
4．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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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组织市场?组织市场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2．产业购买决策的参与者主要有哪些?采购中心对营销管理的启示是什么? 
3．中间商购买行为的主要类型是什么? 
4．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5．影响产业购买者决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7 章，第 229 页到第 256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六章，第 118 页到第 141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 章，

第 92 页到第 104 页。 
4．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三章，第 99 页至第 114 页。 
5．（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 章，第 219 页至第 248 页。 
6．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 章，第

132 页至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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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场营销调研与需求测量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信息含义、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了解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程

序和方法。了解市场营销预测的程序、方法。能实际进行市场营销活动的调研，能对未来的市场需

求量及影响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能为企业的市场营销决策提供依据。 
学时分配：理论 1.5 学时、实践 0.5 学时 

第一节  市场营销信息系统 

一、市场信息的涵义和作用 

1．市场信息的涵义。 
市场信息是指真实反映市场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特征、相关关系等的各种消息、资

料、数据和情报的总和。 
2．市场信息的作用。 
（1）市场信息是营销活动的起点。 
（2）市场信息是营销决策的前提。 
（3）市场信息是企业管理的基础。 
（4）市场信息是企业搞好内外协调的工具。 

二、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所谓市场营销信息系统是指由人、设备和程序组成的一个持续的、彼此关联的结构，其任务是

准确、及时地对与营销决策有关的重要信息进行搜集、分析、评估和分发，供营销决策者运用，以

便使他们的计划、执行和控制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它由四部分组成。 
1．内部报告系统。 
2．市场营销情报系统。 
3．市场营销调研系统。 
4．营销分析系统。 

第二节  营销调研过程 

企业营销调研是指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对企业的营销环境及其发展趋势（如购买力、购买对

象、购买习惯、竞争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从质和量的两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与预测，从而为企业营

销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企业营销调研的内容 

1．消费者需求情报。 
2．市场动态情报。 
3．产品动态情报。 
4．价格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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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销售渠道情报。 
6．广告及其他促销手段。 
7．竞争者情报。 
8．宏观环境动态情报。 

二、市场营销调研的程序 

1．确定问题及调研目标。 
2．拟定市场调研方案与工作计划。 
3．市场调研资料的搜集。 
4．市场调研资料的整理分析。 

三、市场营销调研资料搜集的主要方法 

1．文案调研法。 
2．询问调研法。 
3．观察调研法。 
4．实验调研法。 

四、市场营销调研方法 

1．抽样调查。 
抽查调查可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 
2．调研问卷的设计。 
有四种提问方式是调查可以采用的： 
第一种是有限答案的封闭提问方式。 
第二种是检验印象的回想提问方式。 
第三种是带有程度估计性质的提问方式。 
第四种是要求发表意见、说明观点的一般提问方式。 

第三节  市场营销预测 

一、市场营销预测的概念 

所谓预测是指依据过去和现在的已有材料和知识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的推测。所谓市场营销预测

就是根据营销部门所获悉的有关营销活动的各种信息和资料，运用一定的方法和预测模型，预测未

来一定时期内某种产品的需求量及变化趋势，为企业选择目标市场、制定营销战略提供依据。 

二、市场营销预测的程序 

一般来说，营销预测应遵循以下程序来进行。 
1．确定目标。 
2．搜集和分析有关资料。 
3．建立预测模型。 
4．选择预测方法进行预测。 
5．分析评价。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50 

6．修正预测结果。 

三、市场营销预测的方法 

1．市场营销定性预测方法。 
（1）购买者意向调查预测法。 
（2）销售人员预测法。 
（3）专家调查法。 
2．市场营销定量预测方法。 
（1）简单平均法。 
（2）移动平均法。 
（3）指数平滑法。 
（4）季节指数法。 

复习与思考题 

1．市场信息对营销的作用是什么？ 
2．营销信息系统是如何构成的？ 
3．市场营销调研一般有哪几个步骤来进行？ 
4．市场营销调研有哪几种方法？各方法利弊如何？ 
5．市场营销调研问卷由哪几部分组成？在问卷设计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6．市场营销预测的常用方法有哪些？其适用范围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4 章，第 123 页到第 161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第七章，第 142 页到第 163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 章，

第 105 页到第 116 页。第 7 章，第 120 页到第 131 页。 
4．（美）道恩·亚科布齐著，凯洛格论市场营销，海南出版社，2003 年。第 163 页到第 178

页。 
5．（美）科特勒原著，谢德高编译，科特勒营销战略全书，九州出版社，2002 年，第二章，

第 76 页至第 110 页。 
6．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四章，第 116 页至第 142 页。 
7．（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 章，第 284 页至第 330 页。 
8．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 章，第

161 页至第 191 页，第 7 章，第 192 页至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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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场竞争战略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发现识别竞争者，掌握市场主导者、市场挑

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能够应用相关原理分析我国特定行业的

竞争者情况及其竞争战略。 
学时分配：理论 1.5 学时、实践 0.5 学时 

第一节  市场竞争的基本特征及主要形式 

一、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特征。 

二、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将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将会越来越多地转向非价格竞争。 
1．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是生产经营同种商品的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进行的竞争，往往是以价格优惠作为主

要的竞争手段。 
2．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所进行的一种竞争的方式。 

第二节  市场竞争者分析 

一、发现竞争者 

竞争者是专指那些生产经营与本企业的产品相似或可互相替代、以同一类顾客为目标市场的其

他企业。 
为了有效地识别竞争者，我们应该对下列四种竞争者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1．提供相似产品的企业。 
2．提供同类产品的企业。 
3．满足同一种需要的企业。 
4．所有与自己争夺社会购买力的企业。 

二、竞争者的竞争策略 

明确了谁是竞争者，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每一个竞争者的市场目标、竞争策略及其特点，并据以

有针对性地制定本企业的竞争策略。 
竞争者之间可能采取各不相同的策略，也可能采取类似的策略。相互竞争的企业采取的竞争策

略越是相似，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是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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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通常体现在以下方面： 
1．产品。 
2．销售渠道。 
3．市场营销。 
4．生产与经营。 
5．研究与开发能力。 
6．资金实力。 
7．组织。 
8．管理。 

四、竞争者的市场反应行为 

由于受不同的经营理念和指导思想的支配，竞争者的策略、目标、优势和劣势不同，其对于市

场上的降价、产品促销活动、新产品的推出等竞争行为可能作出不同的反应。 
一般说来，竞争者的市场反应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迟钝型竞争者。 
2．选择型竞争者。 
3．强烈反应型竞争者。 
4．不规则型竞争者。 

五、竞争对策 

企业在分析了竞争者的类型后，根据不同的竞争对手，要考虑以下一些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

的竞争对策。 
1．进攻目标的价值。 
2．进攻与本企业相似的对手。 
3．竞争者的存在对企业的必要性与利益。 

六、竞争定位 

根据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不同，企业的市场竞争定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市场领先者、

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及市场补缺者。 

第三节  市场竞争的基本策略 

一、市场领先者的策略 

处于领先地位的生产经营企业要想继续保持它的地位，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1．扩大需求量策略。 
2．保护市场现有占有率策略。 
3．提高市场占有率，努力扩大市场份额。 



市场营销学 

 1453

二、市场挑战者的策略 

大多数挑战者的战略目标是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较高的盈利率。 
1．确定策略目标和挑战对象。 
策略目标同挑战对象密切相关。对不同的目标和策略，一般说来，挑战者可在下列三种情况中

选择其中的一个。 
（1）攻击市场领先者。 
（2）攻击其他市场挑战者或者追随者。 
（3）攻击地区性小企业。 
2．选择进攻策略。 
一般来说，可供挑战者选择的进攻策略主要有五种，即正面进攻、侧翼进攻、包围进攻、迂回

进攻和游击进攻。 

三、市场追随者的策略 

可供市场追随者选择的追随策略有三种，即紧密追随策略、距离追随策略和选择追随策略。 

四、市场补缺者的策略 

补缺者在市场、顾客、产品及营销组合上实行专业化，承担的主要风险是市场容量过小和容易

受到攻击。 

五、市场竞争的内容和相应的策略 

市场竞争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商品使用价值方面。 
（2）商品价格方面。 
（3）技术方面。 
（4）服务方面。 
（5）时间方面。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企业竞争者的四个层次? 
2．如何分析竞争者的竞争策略? 
3．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通常体现在哪些方面? 
4．联系企业实际，说明一个企业如何选择竞争对策? 
5．市场领先者企业如何继续保持它的统治地位或者领先地位? 
6．市场竞争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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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目标市场营销（细分、目标、定位）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在学完本章之后，能够掌握市场细分的概念，市场细分的标准、方法、市场细分的原

则；掌握目标市场的概念；了解目标市场评估的内容；掌握目标市场战略的三种类型；掌握市场定

位的内涵；理解市场定位的分类、步骤、市场定位的战略。能够应用市场细分原理、目标市场选择

和市场定位方法，处理我国企业目标市场营销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学时分配：理论 3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市场细分化 

一、市场细分的概念、理论依据及其作用 

1．市场细分的概念。 
所谓市场细分，就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爱好、购买动机、购买行为、购买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

把总体市场划分为若干个相类似的消费者群体，即把某一产品的市场，根据影响消费者需求特点的

明显标志，细分为一个个小市场，然后对这些不同的细分市场，从产品计划、分销渠道、价格策略

直到推销宣传，采取相应的整套市场营销策略。 
2．市场细分的理论依据。 
市场细分这一原理的理论依据是：不论何种市场，顾客之间的需求和欲求都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这种差异又是由顾客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及顾客千差万别的文化、社会、个人和心理特征所影响而

形成的。这种需求偏好差异的存在是市场细分的客观依据。 
3．市场细分的作用。 
（1）有利于企业巩固现有的市场阵地。 
（2）有利于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市场细分的标准 

1．消费者市场细分的标准。 
根据消费者市场的特点，影响消费者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即市场细分的标准，大致可分为四

大类，即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心理因素和行为因素。 
（1）地理因素  即按照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来细分市场。 
（2）人口因素  即按照各种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职业、性别、收入等来细分市场。 
（3）心理因素  即按照消费者心理特征来细分市场。 
（4）行为因素  即按照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类型来细分市场。 
2．产业市场细分的标准 
细分产业市场的变量，除了与消费者市场细分变量相同的变量（如追求利益、使用者情况、使

用程度、对品牌的信赖程度、购买准备阶段、使用者对产品的态度等）外，还有 终用户、顾客规

模等常用的变量。 
（1） 终用户。 
（2）顾客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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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变量。 

三、市场细分的原则 

企业进行市场细分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细分标准的可衡量性  可衡量性是指企业划分细分市场的标准必须是可衡量的，或者说为

了将购买者归门别类，划为不同的群体，企业必须能对购买者的特点和需求予以衡量。 
2．细分市场的可接近性  可接近性是指企业对细分出来的市场能进行有效促销和分销的程度。 
3．市场需求的足量性  足量性是指细分市场的大小和利润值得单独营销的程度，即划分出来

的细分市场必须是值得采取单独营销方案的 小单位。 
4．市场需求的独特性  独特性是指细分出来的市场必须对市场营销计划有独特的反应，即用

某种特定方法细分出来的各个细分市场，其成员对市场营销计划的反应必须是不同的。 

四、市场细分的基本模式 

依据顾客对某产品 重要的两种属性的重视程度来划分市场，以形成不同偏好的细分市场，结

果出现以下三种不同的模式。 
1．同质偏好型细分市场  同质偏好型细分市场表示市场上的所有顾客有大致相同的偏好，且

相对集中于某一中央位置。 
2．分散偏好型细分市场  分散偏好型细分市场表示市场上的顾客对产品两种属性的偏好散布

在整个空间，偏好相差很大。 
3．集群偏好型细分市场  集群偏好型细分市场表示市场上出现几个群组的偏好，客观上形成

了不同的细分市场。 

第二节  目标市场战略 

一、细分市场的评估与目标市场的选择 

1．目标市场的概念。 
目标市场是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企业选定的准备以相应的产品或劳务去满足其需要的那一个

或几个细分市场。简单地说，目标市场就是企业准备实际进入的细分市场。 
2．细分市场的评估。 
主要应从三方面考虑： 
（1）细分市场的规模和增长率。 
（2）企业自身目标和资源。 
（3）细分市场的竞争态势。 
3．目标市场的选择。 
在选择目标市场时有 5 种可供考虑的市场覆盖模式。 
（1）目标集中化  目标集中化是指企业只选取一个细分市场进行集中营销。 
（2）产品专业化  产品专业化是指企业集中生产一种产品，并向各类顾客销售这种产品，即

专营某一类产品，为各类顾客群服务。 
（3）市场专业化  市场专业化是指企业专门为满足某一个顾客群体的需要，经营这类顾客所

需要的各种产品，即专门经营适合某一类顾客需求的各种产品。 
（4）选择性专业化  选择性专业化是指企业选取若干个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其中每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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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市场都具有良好的赢利潜力和吸引力，且符合企业的目标和资源。 
（5）全面覆盖  全面覆盖是指企业同时经营各类产品，进入所有细分市场，为各类顾客群服

务，一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采取这一战略。 

二、目标市场战略 

1．无差异市场战略。 
企业把整体市场看作一个大的目标市场，不进行细分，仅用一种产品、一种经营销售组合对待

整体市场，力图吸引所有的购买者或迎合购买群体中 大多数人。 
2．差异性市场战略。 
企业将整体市场进行细分时，承认不同细分市场的差异性，并针对各细分市场的特点及企业营

销实力选择不同数目的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并为不同的细分市场制定不同的营销组合策略，满

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3．密集性市场战略。 
密集性营销战略就是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条件，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能发挥相对优势

的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实行专业化生产和销售，集中使用销售力量，服务于该目标市场。 

三、选择目标市场战略的条件及应注意的问题 

1．选择目标市场战略的条件。 
（1）市场上存在尚未满足的需求，有充分的发展潜力。 
（2）市场上有一定的购买力，能取得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 
（3）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还不能完全控制市场。 
（4）企业有能力开拓这个市场。 
2．选择目标市场战略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企业选择目标市场战略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企业能力。 
（2）产品同质性。 
（3）市场的同质性。 
（4）产品市场寿命周期。 
（5）市场竞争状况。 

第三节  市场定位战略 

一、市场定位的概念和方式 

1．市场定位的概念。 
市场定位，也被称为产品定位或竞争性定位，是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细分市场上所处的地位

和顾客对产品某些属性的重视程度，塑造出本企业产品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或形象并传递给目标顾

客，使该产品在细分市场上占有强有力的竞争位置。简单地说，就是把本企业的产品放在目标市场

的一定位置上。 
2．市场定位的依据。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依据产品的利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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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价格和质量定位。 
（3）依据产品的用途定位。 
（4）依据产品的特征定位。 
（5）依据消费习惯和购买行为定位。 
此外，产品的造型、包装装潢、购物环境、销售服务以及不同的营销因素组合等，都可以作为

市场定位的依据。 
3．市场定位的方式。 
市场定位作为一种竞争战略，显示了一种产品或一家企业同类似的产品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关

系。定位方式不同，竞争态势也不同。主要定位方式有三种：避强定位，指避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的定位方式；对抗性定位，指与 强的竞争对手“对着干”的定位方式；重新定位，指对销路少、

市场反应差的产品进行二次定位。 

二、市场定位的步骤 

1．调查研究影响市场定位的因素。 
正确的市场定位，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市场营销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影响市场定位的各种因素。 
（1）竞争者的定位状况。 
（2）目标顾客对产品的需求及评价标准。 
2．分析竞争优势，选择市场定位策略。 
3．准确地传播企业的市场定位观念。 

三、市场定位战略 

基本的市场定位战略有四种。 
1．产品差别化战略。 
产品差别化战略主要是从产品特征、质量、款式及其产品设计等方面实现差别化。 
2．服务差别化战略。 
服务差别化战略的核心是如何把服务融入产品中。 
3．人员差别化战略。 
人员差别化战略是指企业可以通过聘用和培训比竞争者更为优秀的人员，以获取人员差别的竞

争优势。 
4．形象差别化战略。 
形象差别化战略是指使产品的核心部分与竞争者类同，但购买者依然可以根据产品的形象做出

选择。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市场细分? 举例说明。 
2．为什么要进行市场细分? 
3．市场细分的标准有哪些? 
4．市场细分主要有哪些方法? 
5．选择目标市场的战略有哪几种? 
6．选择目标市场战略应注意哪些问题? 
7．何谓市场定位?常见的市场定位战略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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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产品策略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产品整体的涵义，掌握产品组合的有关概念，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及

其营销策略，了解新产品的涵义，新产品开发的过程，新产品采用与扩散过程。掌握品牌的含义及

其作用，品牌与商标的区别，品牌策略。掌握包装的含义及其策略。能够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

品牌与包装理论解决企业市场营销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学时分配：理论 3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产品组合策略 

一、产品及产品整体概念。 

所谓产品，是指能够提供给市场，用于满足人们某种欲望和需要的任何事物，包括实物、服务、

场所、组织、思想、主意等。 
过去，学术界曾用三个层次来表述产品整体概念，即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延伸产品（附加产

品）。 
但近年来，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五个层次来表述产品整体概念。这五个基本层次是： 
核心产品，指向顾客提供的产品的基本效用或利益； 
形式产品，指核心产品借以实现的形式或目标市场对某一需求的特定满足形式； 
期望产品，指购买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着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 
延伸产品，指顾客购买形式产品和期望产品时，附带获得的各种利益的总和； 
潜在产品，指现有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能发展成为未来 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

品。 

二、产品分类 

1．按照产品是否耐用和是否有形，可分为非耐用品、耐用品和服务。 
2．根据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分类，产品可分为便利品、选购品、特殊品和非渴求物品四类。 
3．产业用品按照产品参加生产过程的方式和产品价值，可分为完全进入产品的产业用品、部

分进入产品的产业用品和不进入产品的产业用品三类。 

三、产品组合的宽度、长度、深度和关联性品种 

所谓产品组合，是指某一企业所生产或销售的全部产品大类、产品项目的组合。 
产品大类（又称产品线）是指产品类别中具有密切关系（或经由同种商业网点销售，或同属于

一个价格幅度）的一组产品。 
产品项目（又称产品品种）是指某一品牌或产品大类内由尺码、价格、外观及其他属性来区别

的具体产品。 
产品组合有一定的宽度、长度、深度和关联性。 
所谓产品组合的宽度，是指一个企业有多少产品大类。 
所谓产品组合的长度，是指一个企业的产品组合中所包含的产品项目的总数。 
所谓产品组合的深度，是指产品大类中每种产品有多少花色、品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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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品组合的关联性，是指一个企业的各个产品大类在 终使用、生产条件、分销渠道等方

面的密切相关程度。 

四、产品组合的优化和调整 

1．扩大产品组合。 
2．缩减产品组合。 
3．产品延伸。 
4．产品大类现代化。 

第二节  产品生命周期 

一、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 

产品生命周期，又称产品市场寿命周期，是指一种新产品研制成功后，从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

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从本质上说，产品生命周期是由需求与技术的生命周期决定的。 
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二、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市场特征 

1．导入期  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本阶段只有少数企业出售此种产品。 
（2）生产成本高。 
（3）促销费用大。 
（4）销售量小。 
（5）企业获利甚微。 
（6）产品技术、性能还不够完善。 
（7）价格决策难以确立，高价可能限制了购买，低价可能难以收回成本。 
（8）尚未建立理想的营销渠道和高效率的分配模式。 
2．成长期  产品经过了严峻的市场考验，已被广大消费者和用户所接受。这个阶段的主要特

征是： 
（1）产品销售量迅速上升。 
（2）生产、销售成本大幅度下降。 
（3）市场竞争加剧。 
（4）市场价格趋于下降。 
（5）产品已定型，技术工艺比较成熟。 
（6）建立了比较理想的营销渠道。 
（7）企业利润迅速上升。 
3．成熟期  产品在市场上已经普及并达到饱和程度。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二大一长”。生产量和销售量都很大，这一阶段周期较长。 
（2）企业利润逐步下降。 
（3）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4．衰退期  产品在市场上被逐渐淘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产品 d 销售量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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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已下降到 低水平。 
（3）企业利润持续下降。 
（4）竞争淡化。 

三、产品生命周期战略 

鉴于上述各阶段的特点，企业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开展营销活

动。 
1．导入期市场营销战略。 
（1）快速撇脂战略。 
（2）缓慢撇脂战略。 
（3）快速渗透战略。 
（4）缓慢渗透战略。 
2．成长期市场营销战略。 
（1）改善产品品质。 
（2）寻找新的子市场。 
（3）改变营销沟通的重点。 
（4）在适当的时机，可以采取降价策略。 
3．成熟期市场营销战略。 
（1）市场改良。 
（2）产品改良。 
（3）营销组合改良。 
4．衰退期市场营销战略。 
（1）集中战略。 
（2）维持战略。 
（3）榨取战略。 

第三节  新产品开发 

一、新产品的概念和类型 

1．新产品的概念。 
新产品是指产品只要在功能或形态上得到改进，与原产品产生差异，并能为顾客带来新的利益

和满足的产品。 
2．新产品的类型。 
（1）全新产品。 
（2）换代新产品。 
（3）改进新产品。 
（4）仿制新产品。 
3．新产品开发的必要性。 
（1）产品生命周期要求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2）消费需求变化需要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3）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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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二、新产品开发程序 

1．新产品的构思。 
2．筛选构思方案。 
3．新产品概念的形成与测试。 
4．初拟营销规划。 
5．商业分析论证。 
6．新产品研制。 
7．市场试销。 
8．正式生产，商业性投放。 

三、新产品的市场扩散 

在这一过程中，顾客购买行为与市场扩散有着密切联系。 
1．顾客采用新产品过程的规律与市场扩散。 
（1）知晓。 
（2）兴趣。 
（3）评价。 
（4）试用。 
（5）采用。 
2．顾客采用新产品类型的规律与市场扩散。 
1．创新采用者  这一类顾客通常富有个性，勇于革新冒险；收入较高，对新产品敏感，信息

灵通；生活中喜欢花样翻新，其中年轻人居多，约占顾客数的 2．5％。这类顾客是企业投放新产

品时的极好目标。 
2．早期采用者  这一类顾客喜欢比较，对新产品有观赏兴趣，以领先使用为荣，生活条件较

好，约占顾客总数的 13．5％。这类顾客对广告及其他渠道传播的新产品信息很少有成见，促销媒

体对他们有较大的影响。 
3．中期采用者  这一类顾客对新产品持慎重态度，虽不率先使用，但经济条件优越，愿意并

积极购买新产品，约占顾客总数的 34％。这类顾客经常是在征询了早期采用者的意见之后才采纳

新产品。 
4．晚期采用者  这类顾客和外界接触少，经济条件差，对新产品的使用持观望态度，待大多

数人经消费实践证明新产品的效用后，才采取消费行动，约占顾客总数的 34％。 
5． 晚采用者  这类顾客属“保守型”性格，对新产品持怀疑或反对态度，习惯心理强烈，

只待新产品被广泛使用后才购买使用，约占顾客总数的 16％。 

第四节 品牌策略 

一、品牌的含义 

品牌是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别

开来的商业名称及其标志，通常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

品牌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品牌名称（Brand Name）和品牌标志（Brand Mark）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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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的作用 

（1）品牌对营销者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产品销售，树立企业形象；有利于保护品牌所有

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约束企业的不良行为；有助于扩大产品组合。 
（2）品牌给消费者带来的益处：易于辨认、识别所需商品，有助于消费者选购；有利于维护

消费者利益；促进产品改良，满足消费需求。 
品牌的作用，还表现在有利于市场监控、有利于维系市场运行秩序、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等方

面。 

三、品牌与商标的区别 

品牌与商标都是用以识别不同生产经营者的不同种类、不同品质产品的商业名称及其标志。 
但品牌是市场概念，实质上是品牌使用者对顾客在产品特征、服务和利益等方面的承诺。而商

标是法律概念，它是已获得专用权并受法律保护的品牌，是品牌的一部分。 

四、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是一种超过商品或服务本身利益以外的价值。它通过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附加利益来

体现其价值，并与某一特定的品牌紧密联系。 
品牌资产作为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特征是：无形性；在利用中增值；难以准确计量；

具有波动性；是衡量营销绩效的主要指标。 

五、品牌策略 

1．品牌有无。是否有品牌一般视品牌运营的投入产出测算而定。 
2．品牌设计。要求简洁醒目，易读易记；构思巧妙，暗示属性；富蕴内含，情意浓重；避免

雷同，超越时空。 
3．品牌组合。品牌策略主要有品牌归属、品牌统分、复合品牌策略等。 
4．品牌更新。也称再定位，是指全部或部分调整或改变品牌原有市场定位的做法。品牌重新

定位要综合考虑再定位的成本与收入。 
5．品牌扩展。也叫品牌延伸。品牌扩展可使品牌在利用中增值，如应用不当也会影响品牌信

誉。 
6．品牌保护。有效地保护品牌是品牌运营的重要保障。保护的方法主要有：①注册商标。②

申请认定驰名商标。③注册互联网域名。④打假。 
7．品牌管理。品牌管理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职能管理制和品牌经理制两种。 

第五节  产品的包装 

一、包装的含义、种类与作用 

1．包装的含义。 
包装是指对某一品牌商品设计并制作容器或包扎物的一系列活动。商标或品牌是包装中 主要

的构成要素，在整体包装上应居突出的位置。 
2．包装的种类。 
产品包装按其在流通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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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装的作用。 
包装是商品生产的继续，作为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营销作用主要表现在：保护商品；便于

识别；便于储运；便于使用；促进销售；增加利润。 

二、产品包装的设计的原则 

一般应遵循：安全，适于运输，美观大方，与商品价值和质量相匹配，尊重消费者信仰和习俗，

符合法律规定等原则。 

三、产品包装策略 

1．类似包装策略。 
2．差别包装策略。 
3．配套包装策略。 
4．复用包装策略。 
5．附赠品包装策略。 
6．更新包装策略。 
7．包装策略。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产品?为什么产品概念要从整体上加以理解? 
2．什么是产品组合?怎样保持产品组合的 佳状态? 
3．结合实际说明产品寿命周期的理论要点及其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4．什么是新产品?如何开发新产品? 
5．什么是品牌?品牌具有哪些功能? 
6．如何认识品牌策略对营销的影响？ 
7．说明产品包装的重要性。你认为应如何正确选择包装策略? 
8．什么是包装设计?包装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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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定价策略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产品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定价目标，掌握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

和竞争导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定价策略技巧，应用价格变动反应及价格调整原理，

分析我国某些行业的价格大战，相互博奕的利弊得失及其 终结果。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影响企业定价的主要因素 

内部因素有定价目标、营销组合策略和产品成本等；外部因素有市场和需求的性质、竞争和其

他营销环境等。 

一、定价目标 

1．生存目标。 
2．以合理利润为目标。 
3．以利润 大化为目标。 
4．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标。 
5．以应付竞争为目标。 
6．以产品质量的领先地位为目标。 

二、企业的营销组合策略 

1．产品。 
一般来说，具有独特性的产品，其价格往往可远远超过创造、生产这种属性所花的成本。 
2．销售渠道。 
企业定价时，不仅要考虑 终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还要考虑中间商经营这些商品所需

的获利水平。 
3．促销费用。 
由于加强促销工作，可以在消费者心目中增强对产品属性的认识，从而可获得更高的价格。 

三、产品成本 

一般地说，成本费用是构成价格的主体部分，是产品价格的 低限度，产品定价必须能补偿产

品生产、销售和促销的所有费用，并补偿企业为产品承担风险所付出的代价。在成本因素中，有固

定成本、变动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 
从长远看，任何产品的销售价格都必须高于成本费用，因此，企业制定价格时必须估算成本。 

四、市场和需求的性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根据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完全垄断等不同类型的市场自由度来

制定价格。 
需求弹性是指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率，它反映了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

不同商品其需求弹性不同，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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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争因素 

产品的 高价格取决于该产品的市场需求， 低价格取决于该产品的成本费用。在这种 高价

格和 低价格的幅度内，企业能把产品价格定多高，则取决于竞争者同种产品的价格水平。企业必

须采取适当方式，了解竞争者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价格。 

第二节  企业定价的程序 

一、选择定价目标 
二、测定需求 
三、估计成本 
四、分析竞争者的价格与特色 
五、选择定价方法 
六、确定 终价格 

第三节  企业定价的方法 

定价方法，是指企业为了在目标市场实现定价目标，给产品制定一个基本价格和浮动范围。 

一、成本导向定价法 

这是一种主要以成本为依据的定价方法，包括成本加成定价法和目标定价法，其特点是简便、

易用。 
1．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是以产品成本为基础，再加上一定比率的利润来确定产品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

为： 
单位产品价格＝单位产品成本×（1+成本利润率） 
2．目标利润定价法。 
目标利润定价法是在一定产品产量或销售量条件下，以企业总成本与销售总收入保持平衡的基

础上再加上一定的目标利润来制定价格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产品价格＝总成本÷预期销售量+目标利润÷预期销售量 
＝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目标利润）÷预期销售量 
3．边际成本定价法。 
边际成本定价法是以变动成本为基础，而不计算固定成本的一种定价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单位产品价格＝单位变动成本＋边际贡献 

二、需求导向定价法 

需求导向定价法是根据市场需求强度不同及消费者对价格心理反应不同来确定产品价格的一

种定价方法。当市场需求量大时，可以适当提高价格；反之，则适当降低价格。 
1．理解价值定价法。 
理解价值定价法是以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理解和感受程度来确定产品价格的一种方法。 
2．需求差异定价法。 
需求差异定价法的要点是根据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强度的不同制定不同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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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定价主要有四种形式： 
①顾客差别定价。②产品形式差别定价。③产品部位差别定价。④销售时间差别定价。 
3．反向定价法。 
指企业依据消费者能够接受的 终销售价格，计算自己从事经营的成本和利润后，逆向推算出

产品的批发价和零售价。 

三、竞争导向定价法 

竞争导向定价法是以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为基础定价。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 
1．随行就市定价法。 
随行就市定价法也称现行价格定价法。它是依据本行业通行的价格水平或同行的平均价格水平

来制定产品价格的方法。在以下情况下往往采取这种定价方法：①难以估算成本。②企业打算与同

行和平共处。③如果另行定价，很难了解购买者和竞争者对本企业的价格的反应。 
2．投标定价法。 
投标定价法是通过投标的方式，从两个以上相互竞争的潜在买主中选出有利的价格的一种方

法。 

第四节  企业定价的技巧 

一、折扣定价 

1．现金折扣。 
2．数量折扣。 
3．季节折扣。 
4．交易折扣。 

二、心理定价 

1．尾数定价。 
2．整数定价。 
3．声望定价。 
4．招徕定价。 
4．习惯定价。 

三、地区定价 

1．产地定价。 
2．统一交货定价。 
3．分区定价。 
4．基点定价。 

四、新产品定价 

1．高价策略。 
2．低价策略。 
3．满意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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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组合定价策略。 

第五节  企业调整价格策略 

一、企业主动调整价格策略 

从企业主动调整价格的角度看，不外乎有两种策略。 
1．调低价格。 
企业降价的原因主要有 3 个方面。 
（1）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剩。 
（2）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 
（3）当企业的成本费用比竞争者低时，企图通过降价来控制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2．调高价格。 
涨价的原因有两个。 
（1）企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不能满足所有顾客的全部需要。 
（2）由于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企业的成本费用因此增加。 

二、顾客对价格调整的反应 

企业主动调整产品价格，不论是调高还是调低，都要密切关注购买者的反应，这种反应可通过

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现出来。一般说来，顾客对于企业降价可能会这样理解：①这种产品的式样老了，

将被新型产品所代替。②这种产品有某些缺点，销售不畅。③企业财务困难，难以继续经营下去。

④价格还要进一步下跌。⑤这种产品的质量下降了。企业提价通常会影响销售，但是购买者对企业

的某种产品提价也可能会这样理解：①这种产品很畅销，不赶快买就买不到了。②这种产品很有价

值。③卖主想尽量取得更多利润。 

三、竞争者对企业变价的反应 

企业在考虑改变价格时，不仅要考虑买者的反应，而且必须考虑竞争者的反应。了解竞争反应，

主要通过内部资料和借助统计分析两种途径。如果企业面对着若干个竞争者，在变价时就必须估计

每一个竞争者的可能反应。如果所有的竞争者反应大体相同，就可以集中力量分析典型的竞争者。 

四、企业对竞争者变价的反应 

面对竞争者的变价，企业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如下问题：①竞争者为什么变价。②竞争者打算暂

时变价还是永久变价。③如果对竞争者变价置之不理，将对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有何影响。④

其他企业是否会做出反应。⑤竞争者和其他企业对于本企业的每一个可能的反应又会有什么反应。 
在市场上，市场领导者往往遭到其他企业的进攻。这些企业的产品可与市场领导者的产品相媲

美，它们往往通过进攻性的降价来争夺市场领导者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领导者有以下几种

策略可供选择：维持价格不变，降价和提价。受到竞争对手进攻的企业必须考虑：①产品在其生命

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及其在企业产品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程度。②竞争者的意图和资源。③市场对价格

和价值的敏感性。④成本费用随着销量和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⑤价格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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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企业的主要定价依据有哪些? 
2．企业定价目标有哪些? 
3．什么是边际成本定价和理解价值定价? 
4．高价定价与低价定价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5．某企业甲产品销售量为 2 000 件，其固定成本为 30 000 元，变动成本为 100 000 元，总边

际贡献为 20 000 元，问其价格及利润为多少? 
6．企业主动调整价格时应考虑哪些因素?如何进行分析? 
7．如何看待我国产品市场经常出现的价格战？ 
8．产品定价有哪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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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分销策略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分销渠道的概念、类型，明确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掌握中间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学会对分销渠道进行选择、管理。并能应用分销渠道理论分析我国

分销渠道存在的现实问题。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分销渠道的职能与类型 

一、分销渠道的含义与职能 

1．分销渠道与市场营销渠道。 
所谓分销渠道，是指某种产品和服务在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过程中，取得这种产品和服务的

所有权或帮助所有权转移的所有企业和个人。 
所谓市场营销渠道，是指配合或参与生产、分销和消费某一生产者的产品和服务的所有企业和

个人。 
2．分销渠道的职能。 
（1）研究。即收集制定计划和进行交换所必需的信息。 
（2）促销。即进行关于所供应的物品的说服性沟通。 
（3）接洽。即寻找可能的购买者并与之进行沟通。 
（4）配合。即使所供应的物品符合购买者需要，包括分类、分等、装配、包装等活动。 
（5）谈判。即为了转移所供物品的所有权，而就其价格及有关条件达成 后协议。 
（6）物流。即从事产品的运输、储存。 
（7）融资。即为补偿渠道工作的成本费用而对资金的取得与支出。 
（8）风险承担。即承担与渠道工作有关的全部风险。 

二、分销渠道的层次与宽度 

1．分销渠道的层次。分销渠道可根据渠道层次的数目来分类。市场营销学以中间机构层次的

数目确定渠道的长度。 
零层渠道通常叫做直接分销渠道。通常有一层、二层、三层渠道。 
2．分销渠道的宽度。分销渠道的宽度是指渠道的每个层次拥有同种类型中间商数目的多少。 
所谓密集分销，是指制造商尽可能地通过许多负责任的、适当的批发商、零售商推销其产品。

消费品中的便利品和产业用品中的供应品通常采取密集分销，使广大消费者和用户能随时随地买到

这些日用品。 
所谓选择分销，是指制造商在某一地区仅仅通过少数几个精心挑选的、 合适的中间商推销其

产品。选择分销适用于所有产品，但相对而言，消费品中的选购品和特殊品 适合于采取选择分销。 
所谓独家分销，是指制造商在某一地区仅选择一家中间商推销其产品。通常双方协商签订独家

经销合同，规定经销商不得经营竞争者的产品，以便控制经销商的业务经营，调动其经营积极性，

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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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销渠道策略 

有效的渠道设计，应以确定企业所要达到的市场为起点。从原则上讲，目标市场的选择并不是

渠道设计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市场选择与渠道选择是相互依存的。有利的市场加上有利的渠道，才

可能使企业获得利润。 

一、影响分销渠道设计的因素 

渠道设计问题的中心环节，是确定到达目标市场的 佳途径。而影响渠道设计的主要因素有： 
1．顾客特性。 
2．产品特性。 
3．中间商特性。 
4．竞争特性。 
5．企业特性。 
6．环境特性。 

二、分销渠道的设计 

生产企业者在设计其分销渠道时，需要考虑理想的分销渠道与现实的分销渠道。 
1．确定渠道目标与限制。渠道设计问题的中心环节，是确定到达目标市场的 佳途径。所谓

渠道目标，是指企业预期达到的顾客服务水平以及中间商应执行的职能等。 
2．明确各种渠道交替方案。渠道的交替方案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基本因素：中间商的基本类型；

每一分销层次所使用的中间商数目；各中间商的特定市场营销任务；生产者与中间商的交易条件以

及相互责任。 
3．评估各种可能的渠道交替方案。每一渠道交替方案都是企业产品送达 后顾客的可能路线。

生产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那些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又相互排斥的交替方案中选择 能满足企

业长期目标的一种。因此，企业必须对各种可能的渠道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标准有三个，即经济性、

控制性和适应性。 

三、分销渠道的管理 

企业管理人员在进行渠道设计之后，还必须对具体的中间商进行选择、激励与定期评估。 
1．选择渠道成员。一般来讲，生产者要评估中间商经营时间的长短及其成长记录、清偿能力、

合作态度、声望等。当中间商是销售代理商时，生产者还须评估其经销的其他产品大类的数量与性

质、推销人员的素质与数量。当中间商打算授予某家百货公司独家分销时，生产者尚须评估商店的

位置、未来发展潜力以及经常光顾的顾客类型等。 
2．激励渠道成员。生产者不仅要选择中间商，而且要经常激励中间商使之尽职。促使中间商

进入渠道的因素和条件已经构成部分激励因素，但仍需生产者不断地监督、指导与鼓励之。 
3．评估渠道成员。生产者除了选择和激励渠道成员外，还必须定期评估它们的绩效。如果某

一渠道成员的绩效过分低于既定标准，则需找出主要原因，同时还应考虑可能的补救方法。当放弃

或更换中间商将导致更坏的结果时，生产者只好容忍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当不致出现更坏的结果

时，生产者应要求工作成绩欠佳的中间商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改进，否则，就要取消它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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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串货现象及其整治 

1．串货。串货是指经销商置经销协议和制造商长期利益于不顾而进行的产品跨地区降价销售。 
2．串货的整治。整治串货的主要方法有四个： 
（1）企业内部业务员与企业之间、客户与企业之间签订不串货乱价协议。 
（2）外包装区域差异化。 
（3）发货车统一备案，统一签发控制运货单。 
（4）建立科学的地区内部分区业务管理制度。 

第三节  批发商与零售商 

一、批发商的特点 

批发是指一切将物品或服务销售给为了转卖或者其他商业用途而进行购买的个人或组织的活

动。 
1．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区别。 
2．批发商存在的必要性。 
3．批发商的职能。 
（1）销售与促销职能。 
（2）采购与搭配货色职能。 
（3）整买零卖职能。 
（4）仓储服务职能。 
（5）运输职能。 
（6）融资职能。 
（7）风险承担职能。 
（8）提供信息职能。 
（9）管理咨询服务职能。 

二、批发商的类型 

批发商主要有三种类型：商人批发商、经纪人和代理商、制造商销售办事处。 
1．商人批发商。商人批发商是指自己进货，取得产品所有权后再批发出售的商业企业，也就

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独立批发商。商人批发商是批发商的 主要类型。 
商人批发商按职能和提供的服务是否完全来分类，可分为两种类型： 
（1）完全服务批发商。 
（2）有限服务批发商。 
2．经纪人和代理商。经纪人和代理商是从事购买或销售或二者兼备的洽商工作，但不取得产

品所有权的商业单位。经纪人和代理商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产品经纪人。 
（2）制造商代表。 
（3）销售代理商。 
（4）采购代理商。 
（5）佣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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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造商及零售商的分店和销售办事处。批发的第三种形式是由买方或卖方自行经营批发业

务，而不通过独立的批发商进行。这种批发业务可分为两种类型。 
（1）销售分店和销售办事处。 
（2）采购办事处。 

三、零售商的类型 

零售是指所有向 终消费者直接销售产品和服务，用于个人及非商业性用途的活动。零售商或

者零售商店是指那些销售量主要来自零售的商业企业。 
1．专用品商店。 
2．百货商店。 
3．超级市场。 
4．方便商店。 
5．超级商店、联合商店和特级商场。 
6．折扣商店。 
7．仓储商店。 
8．产品陈列室推销店。 

四、无门市零售形式 

1．直复市场营销。是一种为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可度量的反应和达成交易而使用一种或

多种广告媒体的互相作用的市场营销系统。 
2．直接销售。主要有挨门挨户推销、逐个办公室推销和举办家庭销售会等形式。 
3．自动售货。 
4．购物服务公司。购物服务公司是不设店堂的零售商，专为某些特定顾客，通常是为学校、

医院、工会和政府机关等大型组织的雇员提供服务。 
5．电视购物与网上商店。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分销渠道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试举例说明。 
2．企业在设计自己的分销渠道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3．生产者与中间商之间的矛盾与误解主要有哪些? 
4．如何根治串货行为? 
5．什么是激励不足和激励过分?怎样才能防止这两种现象的出现? 
6．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经营目标是否一致？为什么？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7．如何设计一套渠道系统来组织复印机或矿泉水产品的分销? 

8．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区别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梅如和、梅清豪、周安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6 章，第 591 页到第 622 页。第 17 章，第 625 页到第 656 页。第 20 章，第 741 页到

第 772 页。第 21 章，第 776 页到第 808 页。 
2．吴健安主编、郭国庆、钟育赣副主编，市场营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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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 289 页到第 306 页。 
3．郭国庆主编、刘彦平副主编，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5 章，

第 283 页到第 307 页。 
4．熊银解主编，销售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 页到第 25 页。 
5．吕一林，美国沃尔玛——世界零售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到第 160

页。 
6．（美）道恩·亚科布齐著，凯洛格论市场营销，海南出版社，2003 年，第 211 页到第 230

页。 
7．罗伯特·J·多兰、戴维·格伦·米克、苏珊·多布查等编写，吕一林、王剑译，营销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7 页到第 83 页。 
8．马克态主编，成功的分销渠道管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年。 
9．（美）科特勒原著，谢德高编译，科特勒营销战略全书，九州出版社，2002 年，第七章，

第 325 页至第 345 页。 
10．于建原主编，营销总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十章，第 230 页至第 260 页。 
11．梁东，刘建堤主编；张安彬，谭学英副主编，市场营销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第九章，第 291 页至第 329 页。 
12．（美）小查尔斯·兰姆，小约瑟夫·海尔，卡尔·麦克丹尼尔著，时启亮、朱洪兴译，市

场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2 章，第 437 页至第 485 页，第 13 章，第 486 页至第

538 页。 
13．何永祺，张传忠，蔡新春编著，市场营销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3 章，

第 357 页至第 388 页，第 14 章，第 389 页至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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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促销策略教学大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在学完本章之后，了解促销的含义与作用，促销组合的基本内容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

主要特点，掌握广告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销售促进策略和公共关系的主要活动方式，应用促销

组合理论，分析我国企业促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学时分配：理论 3 学时、实践 1 学时 

第一节  促销组合 

一、促销与促销的作用 

1．促销的含义。 
促销是促进产品销售的简称。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促销是企业通过人员和非人员的方式，沟

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引发、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兴趣，使其产生购买行为的活动。 
2．促销的作用。 
促销在企业营销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促销有如下功能：传递信息，提供

情报；突出特点，诱导需求；指导消费，扩大销售；滋生偏爱，稳定销售。 

二、促销组合 

促销组合是指企业根据促销的需要，对广告、销售促进、推销与公共关系等各种促销方式进行

的适当选择和综合编配。促销战略从总的指导思想上可分为推式策略和拉式策略。 

三、影响促销组合策略的因素 

一般来讲，企业在将促销预算分配到各种促销工具时或在确定促销组合时，需考虑如下因素。 
1．产品类型。 
2．推式与拉式策略。 
3．促销目标。 
4．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5．经济前景。 

第二节  广告策略 

一、广告的含义 

市场营销学中的广告是广告主以促进销售为目的，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特定的媒体传播商品

或劳务等有关经济信息的大众传播活动。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广告有不同的种类：根据广告的内容和目的划分，有商品广告和企业广

告；根据广告传播的区域划分，有全国性广告和地区性广告；按广告的形式划分，可分为文字广告

和图画广告；按广告的媒体不同，可分为报纸广告、杂志广告、广播广告、电视广告和因特网广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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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告预算 

广告预算，即确定在广告活动上应花费多少资金。一般来讲，企业确定广告预算的方法主要有

四种。 
1．量力而行法。 
2．销售百分比法。 
3．竞争对等法。 
4．目标任务法。 

三、广告媒体 

1．媒体的特性。 
（1）报纸的优点是弹性大、及时，对当地市场的覆盖率高，易被接受和被信任；其缺点是时

效短，传阅读者少。 
（2）杂志的优点是可选择适当的地区和对象，可靠且有名气，时效长，传阅读者多；其缺点

是广告购买前置时间长，有些发行量是无效的。 
（3）广播的优点是大量使用，可选择适当的地区和对象，成本低；其缺点是仅有音响效果，

不如电视吸引人，展露瞬间即逝。 
（4）电视的优点是视、听、动作紧密结合且引人注意，送达率高；其缺点是绝对成本高，展

露瞬间即逝，对观众无选择性。 
（5）直接邮寄的优点是沟通对象已经过选择，而且媒体形式灵活；其缺点是成本比较高，容

易造成滥寄的现象。 
（6）户外广告的优点是比较灵活，展露重复性强，成本低、竞争少；其缺点是不能选择对象，

创造力受到局限等。 
2．媒体的选择。企业媒体计划人员在选择媒体种类时，需考虑如下因素： 
（1）目标沟通对象的媒体习惯。 
（2）产品特性。 
（3）媒体的传播范围。 
（4）媒体的影响力。 
（5）成本。 
3．广告的设计原则。 
广告效果，不仅决定于广告媒体的选择，还取决于广告设计的质量。高质量的广告必须遵循下

列原则来设计：①真实性。广告的生命在于真实。虚伪、欺骗性的广告，必然会丧失企业的信誉。

②社会性。广告是一种信息传递。在传播经济信息的同时，也传播了一定的思想意识，必然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社会文化、社会风气。从一定意义上说，广告不仅是一种促销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鲜

明思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③针对性。广告的内容和形式要富有针对性，即对不同的商品、不同的

目标市场要有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法。④感召性。广告的诉求点必须与产品的优势点和

目标顾客的关注点一致，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⑤简明性。品牌广告设计的客观要求是简短、清晰

地点明品牌个性，以利于提高广告效果。⑥艺术性。广告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广告把真实

性、思想性、针对性寓于艺术性之中。利用科学技术，吸收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学科的艺

术特点，把真实的、富有思想性、针对性的广告内容通过完善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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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告效果 

广告效果有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之分，也有即效性效果与迟效性效果之分，还有促销效果和广

告本身效果之分。广告促销效果，也称广告的直接经济效果，它反映广告费用与商品销售量（额）

之间的比例关系。广告本身效果的测定，主要测定知名度、注意度、理解度、记忆度、视听率、购

买动机等项目。测定方法，常用的有以下几种：价值序列法；配对法；评分法；访查法。 

第三节  人员推销 

一、人员推销的概念和特点 

人员推销是企业通过推销人员以交谈方式向顾客推销商品和劳务的一种促销活动。人员推销有

三个基本要素，即推销人员、推销对象和推销品。与非人员推销相比，人员推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

其优点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信息传递双向性。 
2．推销目标双重性。 
3．推销过程灵活性。 
4．协作关系长期性。 
人员推销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出较大，成本较高；二是对推销人员的要求较高，

培养和选择理想的推销人员比较困难。 

二、人员推销的目标与任务 

具体地说其目标与任务是： 
1．开拓市场。 
2．传递信息。 
3．推销产品。 
4．提供服务。 
5．收集情报。 
6．协调平衡。 

三、推销人员的素质 

推销人员一般应具备如下素质：态度热忱，勇于进取；求知欲强，知识广博；文明礼貌，善于

表达；富于应变，技巧娴熟。 

四、人员推销的形式、对象与策略 

1．人员推销的形式 
一般来讲，人员推销有以下 3 种形式。 
（1）派员推销。 
（2）门市推销，又称柜台推销。 
（3）会议推销。 
2．人员推销的对象 

推销的对象是指推销人员说服的对象，是接受推销的主体，主要有消费者、生产用户和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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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 

3．人员推销策略 
在掌握顾客心理反应的基础上，推销人员可选用以下推销策略。 
（1）试探性策略。 
试探性策略是推销人员在事先不了解顾客需要的情况下，运用刺激性手段诱发顾客购买行为的

策略。 
（2）针对性策略。 
针对性策略是指推销员事先已大致掌握了顾客的某些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介绍，以引

起顾客的兴趣和好感，从而达成交易的目的。 
（3）诱导性策略。 
诱导性策略是推销人员通过与顾客洽谈，诱导顾客产生需要，然后因势利导，说明推销品如何

能满足这种需要，使其产生购买欲望， 终达到成交目的。 

第四节  销售促进策略 

所谓销售促进，是指企业运用各种短期诱因，鼓励购买或销售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促销活动。 

一、销售促进的分类 

针对消费者的促销工具、针对产业用品的促销工具、针对中间商的促销工具、以及针对推销人

员的促销工具。 

二、推动销售促进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1．内部因素。 
（1）销售促进作为一种有效的销售工具正被高层管理者接受。 
（2）更多的品牌经理有条件使用销售促进工具。 
（3）产品经理处于提高现有销售的巨大压力之下。 
2．外部因素。 
（1）品牌数目在增加。 
（2）竞争者经常使用促销手段。 
（3）品牌日趋类似。 
（4）消费者要求更多优惠。 
（5）经销商要求厂商提供更多优惠。 
（6）广告因成本上升、媒体干扰和法律约束而效率下降。 

三、销售促进策略的主要内容 

1．确定销售促进目标。 
2．选择销售促进工具。 
3．制定销售促进方案。 
4．预试销售促进方案。 
5．实施和控制销售促进方案。 
6．评价销售促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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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公共关系策略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 

公共关系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

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共同利益与目标的管理活动与职能。 
企业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必须把握公共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 
1．诚信原则。 
2．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相协调的原则。 

二、公共关系的职能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经营管理的艺术，其职能主要表现在信息监测、舆论宣传、沟通协调、危机

处理等四个方面。 

三、公共关系活动 

1．调研活动。 
2．专题活动。 
3．媒体传播。 
4．事件策划。 
5．外联协调。 
6．其他日常活动。 

四、公共关系评估 

公共关系活动很难精确测量。概括地说，公关评价的指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传播频

率。二是受众反响。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理解促销组合? 
2．促销的本质是什么？从促销的本质属性出发，谈谈怎样才能有效提高促销工作的效率？ 
3．什么是人员推销？如何进行人员推销管理？ 
4．什么是广告，广告决策有哪些主要内容？ 
5．什么是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与广告有何主要区别？ 
6．如何进行营业推广的决策，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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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  言 

一、课程信息 

1．课程名称：电子商务概论 Electronic Commerce 
2．课程类别：选修课程 
3．学时：36 学时   
4．学分：2 学分 
5．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数据库技术，营销学、管理学等 
6．适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二、课程性质与编写目的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且是工商

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 
本课程主要介绍互联网电子商务的 新概念，方法和技术。内容涵盖有关企业电子商务战略，

互联网技术，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网络营销等具体电子商务技术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通过

电子商务拓展新的商业空间，电子商务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的社会、政治、

和文化因素，技术投资项目的商业计划等等。在本课程中，学生作为未来新一代高层经理人或 IT
管理人员可以学习到电子商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理解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并且掌握运作，设计，

和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的能力。 
在本课程的助学或教学中应当尽可能采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并使用金融、商业、工业和政

府机构中的例子，以便学生能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实际中。课程主要结合案例助学或教学。通过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掌握阅读、分析电子商务案例的技巧。在电子商务专业的助学或教学中，建议采用

案例教学和案例考核方法。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使学生学习尽可能多的知

识，还使他们能够 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三、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书由浅入深全面介绍了当代电子商务的渊源、新理论、技术和方法，具体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学生应该达到： 
1．了解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 
2．了解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及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各种应用； 
3．了解电子商务的相关软件和工具及其应用； 
4．了解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和网络营销的原理及其在企业的应用； 
5．了解实施电子商务的主要业务计划； 
6．正确评价企业的电子商务决策以及电子商务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7．将电子商务理论与企业电子商务的 新实践联系起来； 
8．为进一步学习电子商务其他课程和知识打下基础。 

四、学时分配 

电子商务概述               3 学时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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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3 学时 
电子商务的安全             3 学时 
电子结算系统               6 学时 
在线零售                   6 学时 
网络营销                   3 学时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3 学时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3 学时 
案例分析                    3 学时 

五、关于考试 

1．考试方式：开卷，笔试。 
2．试卷分数：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线）。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卷分数分配：识记部分约占 33%；领会部分约占 33%；应用部分约占 34%。 
5．试题覆盖考试大纲中涉及到的所有内容。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90 

第二部分 具体章节介绍 

第一章  电子商务概述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掌握电子商务的概念，并通过考查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间的差异进一步了解电子商务。学生还应掌握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电子

商务的行业构成、类型及商业应用，以及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在学生有了对电子商务的初步认识后，才能在以后的章节中深入学习电子商务的各个方面。本

章是学习其余章节的基础。 
考核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 
互联网和 WWW 的发展历程、电子商务的概念、电子商务发展的四个时期。 
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第三节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经济力量、顾客交互和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融合。 
第四节  电子商务行业的构成。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类型和商业应用、在线中介的类型和职能。 
第六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组织结构、价值链和管理）的影响。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欧洲委员会（1997）对电子商务的定义是：“电子商务就是以电子方式进行商务交易。它以数

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的电子处理和传输为基础，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活动（如商品服务的电

子贸易、数字内容的在线传输、电子转账、商品拍卖、协作、在线资源利用、消费品营销和售后服

务）。它涉及产品和服务；传统活动（保健、教育）与新活动（虚拟商场）。” 
我们还可以从通信、业务流程、服务和在线等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地探讨电子商务的概念。 

二、电子商务发展简史 

按照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不同技术，我们可以将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EFT 时代 
第二阶段：电子报文传送技术 
第三阶段：联机服务 
第四阶段：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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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 

一、传统商务 

传统的商务活动就是至少有两方参与的有价物品或服务的协商交换过程，它包括买卖各方为完

成交易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二、电子商务 

有人把使用互联网或 WWW 作为数据交换媒体的电子商务称为互联网商务。由于电子商务是

个全新的领域，不同的机构对这个术语的定义也有些差别。 
了解电子商务的关键在于理解企业是如何利用电子商务来适应商务和技术的变革。特别适用于

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包括商品的销售。三、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优势：对企业来说，电子商务的优势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电子商务可以增加销售额并降低成本。 
①企业在销售商品和处理订单时，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询价、提供报价和确定存货等活动的处

理成本。 
②电子商务给买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买主可以考虑更多卖主的产品和服务。 
③电子商务的好处可以惠及整个社会。 
劣势：今天电子商务的大部分缺点是由于关键技术的不成熟造成的。 
①实现电子商务的前提是大量的潜在顾客拥有互联网设备并愿意通过互联网购物。 
②实施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收益很难定量计算。 
③很多企业在实施电子商务时还会遇到文化和法律上的障碍。 
④国际化的电子商务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第三节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 

一、经济力量 

经济力量首先源于对经济效率的渴望。通过电子商务，企业可利用低成本的技术基础设施，降

低技术升级所需的成本，降低与供应商进行电子交易的成本，同时提高交易的准确性，降低共享全

球信息和广告的成本，并使企业能提供低成本的顾客服务。 
1．外部集成 
2．内部集成 

二、市场营销和顾客交互 

电子商务可为企业提供营销渠道，选定目标市场，创造新的顾客服务和支持渠道来提高顾客满

意度，还可帮助企业为目标顾客提供更详细的产品和服务信息。 

三、技术和数字融合 

融合是指将多个现存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比原有技术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新技术，从而形成新

的技术能力。技术和数字的融合为电子商务的 终实现提供了可能。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的融

合和传输技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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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营销因素和数字化融合已影响到各个行业的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为了利用新机会，

包括创造全新的服务渠道、为现有产品开发新市场以及为在线环境开发基于信息的新产品。 

第四节  电子商务行业的构成 

一、基本术语 

信息高速公路有许多不同的传输系统，事实上它是多种高速网络传输的综合，包括有线电话、

无线电话、带调制解调器的 PC 机和卫星传输方式。信息传输还需要各种软硬件工具，以提供与不

同网络终端设备的接口。 

二、多媒体内容和网络出版 

信息高速公路是内容传输的基础。在传统运输过程中，产品在运输前先要存在配送中心里。而

传输内容的系统与这种系统类似，只是这里的产品是内容，而服务器相当于配送中心。目前 常用

的内容传输结构是 WWW。 

三、消息传送和信息发布 

网络上传输的内容包括文本、数字、图片、声音和图像。消息传送的载体称为中间件，它位于

WWW 服务器和 终用户应用之间，消息传送和信息发布还包括数据格式的转换程序。信息传送载

体为非格式化（非结构化）数据和格式化（结构化）数据提供了通信方法。要开展电子商务，必须

对现有的消息传送机制进行扩展，使之成为可靠、不可篡改的消息传送。 

四、公共的商业服务基础设施 

五、其他重要的支持层 

公共政策和技术标准是所有电子商务应用和基础设施的两大支柱： 
1．公共政策 
2．技术标准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类型 

电子商务应用有三类：企业间（Business-to-Business）的电子商务、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企

业与消费者间（Business-to-Customer）的电子商务。 

一、企业间（B2B）的电子商务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有助于实现下列商业应用： 
1．供应商管理 
2．存货管理 
3．配送管理 
4．渠道管理 
5．结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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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维持有助于让渡顾客价值的各种关系。这类电子商务

应用的重点是企业内各种职能的集成，它包括以下应用： 
1．工作组的通信 
2．电子出版 
3．销售队伍生产率 
在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中增长 快的领域就是企业内部网的开发。 

三、企业与消费者间（B2C）的电子商务 

在企业与消费者间的电子商务中，顾客可通过电子出版内容来了解产品，通过电子结算系统购

买产品，并通过网络接收信息商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电子商务促进了： 
1．社交 
2．个人理财 
3．购买产品和信息 
通过电子商务，消费者总是想以更低的价格更便利地购买产品和服务。 

四、中介和电子商务 

中介（即电子经纪）是处于交易双方之间的经济代理，其任务是执行合同履行所必需的职能。

金融服务业中大多数企业都是中介，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其他常见的中介形式

还有经纪人和代理等。 

第六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组织结构变化的影响作用 

企业和个人采用电子商务可以改善信息的流动、协调不同活动、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

成本。通过降低收集潜在买主和卖主信息的成本、增加潜在市场参与者的数量，电子商务可以转移

很多企业对垂直一体化的注意力。 
电子商务可以使这种主要依赖信息共享的网络更容易建设和维护。电子商务使企业的等级制组

织结构转向网络结构 

二、电子商务对价值链的影响作用 

价值链的概念是从总体上考虑企业战略的有效途径。如果企业准备实施电子商务，价值链分析

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考察业务单位内部和产品生命周期其他部分的业务流程。价值链的使用会强化

企业的这样一种观念，即电子商务应该是一种业务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一项为了实施而实施的技

术。 

三、管理问题 

电子商务为消费者和企业开辟了新的天地，同时也要求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电

子商务能改善顾客维系、完善产品和服务并提高经营效率， 终提高企业的利润。 
管理者需要在电子商务中解决的 重要问题主要包括竞争压力、外部威胁、组织结构和效率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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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简述电子商务的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异同分别表现在哪里？适合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进行销售的商品应该

具备哪些共同的特点？ 

实践要求 

1．查看实际的电子商务网站，了解销售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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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互联网

的应用、标注语言、WWW 技术、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以及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包交换网、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HTTP、SMTP 与 POP、IMAP

（互联网信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 
第二节  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 的应用。 
第三节  标注语言；SGML、HTML 与 XML。 
第四节  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信息集成；数据库与 WWW 的集成。 
第五节  内部网；外部网；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第六节  Internet 接入服务商（IAP）、Internet 服务商（ISP）；带宽；不同接入方案的特点。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 

一、包交换网 

互联网采用包交换技术来实现在两点之间传输数据。在包交换网络中，将文件和信息分解成包，

在这些包上打上信息源和目的地的电子标签。这些包在网络中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

直至抵达目的地。目的地的计算机再把这些包集中起来，并把每个包中的信息重新集合成原先的数

据。在包交换中，每个包从源头到目的地的 佳路径是由途经的各个计算机决定的。 
早的包交换网叫做 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前身，它采用的是网络控制协议（NCP）。 

二、TCP/IP 互联网协议 

TCP/IP 是一种双层程序。它包括网络上的计算机用来建立和断开连接的规则。TCP 控制信息

在互联网传输前的打包和到达目的地后的重组。IP 控制信息包从源头到目的地的传输路径。 

三、互联网的其他协议 

1．HTTP 
HTTP 是超文本传输协议的缩写，它是负责传输和显示页面的互联网协议。HTTP 运行在 TCP/IP

模型的应用层。HTTP 采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 
2．SMTP、POP 和 IMAP 
互联网上传送电子邮件是通过一套称为邮件服务器的程序进行硬件管理并储存的。SMTP 和

POP 是负责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发送和检索电子邮件的协议。 
互联网信息访问协议（IMAP）是一种优于 POP 的新协议。 
3．FTP 
文件传输协议（FTP）是 TCP/IP 的组成部分，它在 TCP/IP 连接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采用

的是客户机/服务器模式。FTP 允许文件双向传输；FTP 既可以传输二进制数据，也可以传输 ASCII
码文本； FTP 可以一次传输一个文件，也可以一次传输多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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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互联网的应用 

互联网的三个代表性的应用——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 

一、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的一个吸引人的优点是，传输的信件可附带文件、图片、电影、电子表格和其他重要

的信息。电子邮件 大的缺点是垃圾邮件。 

二、Telnet 

Telnet 是一种让你登录到互联网上的远程计算机的应用软件。Telnet 可以让你使用远程主机的

命令和程序。通过执行终端仿真程序的功能，Telnet 将你键入的命令和其他字符串直接传输到远程

主机。这台远程计算机就可以直接执行你通过 Telnet 键入的命令了。 

三、FTP 

FTP 是计算机间传输数字化业务信息的 快途径。FTP 的 广泛应用也许是销售和交付软件包

及更新软件。不管是使用浏览器还是 FTP 客户机程序，你都可以下载图书、手册和完整的软件包。 

第三节  标注语言 

本节将介绍三种标注语言：SGML（标注语言的鼻祖）、HTML（SGML 的派生物）以及 XML
（SGML 的 新变种）。 

一、标准通用标注语言（SGML） 

1986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了一种叫做标准通用标注语言（SGML）的特殊语言作

为标准。作为一种编程元语言，SGML 提供了一套标注文档的系统，该系统独立于其他任何应用软

件。它还包括一套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同设备和机器无关的电子文档表示方法。 

二、超文本标注语言（HTML） 

HTML 特别适用于页面的显示。HTML 是一种文档生成语言，它包括一套定义文档结构和类

型的标记，用来描述文档内文本元素之间的关系。超文本标注语言是一种可以显示数百万计这种页

面的语言。 

三、扩展标注语言（XML） 

XML 是目前 新的语言，用来定义数据结构，这种数据结构对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大规模数

据传输是非常重要的，而 HTML 只确定页面如何显示。XML 使设计者很容易地以标准化的、连续

的方式来描述并传输来自任意应用程序的结构化数据。 
XML 可以描述页面的内容。此外，XML 还有数据跟踪能力，这将改变数据共享的方式以及检

索数据库和文件的方式。 
尽管 XML 具有一些很明显的优势，但 HTML 对当今 WWW 的影响还是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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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WWW 技术 

一、互联的文档 

WWW 上共享的文档包括文本和 HTML 代码。位于同一计算机或不同计算机上的文档之间的

HTML 超链接构成了互联文档的 WWW。 

二、WWW 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 

WWW 的电子商务技术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客户机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

方服务。客户机浏览器与 WWW 服务器进行交互，WWW 服务器再与第三方服务进行交互，发挥

的是一种中介作用。WWW 服务器功能主要有信息检索、数据管理和事务及安全管理。第三方服务

是另外的 WWW 服务器，提供内容、信息处理工具和电子支付系统。 
客户机/服务器是 WWW 体系结构的核心。WWW 客户机（即浏览器）提供了访问和显示 WWW

内容的图形用户界面。信息集成是 WWW 交互式应用的关键。同 HTML 相比，数据库与 WWW 能

够实现更快和更灵活的查询。 

三、交互式 WWW 应用 

1．交互式应用 
WWW 上的交互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WWW 只是实现了共享静态文件（如

技术手册、论文、软件等）；用户对交互式网页的需求驱动了 WWW 第二个阶段的发展；Java 等

高级脚本语言的出现开创了 WWW 交互的第三个阶段。脚本可使 WWW 上的文件包含有动态内容

或根据用户的请求即时创建的内容。 
2．交互性和信息集成 
信息集成是开发基于 WWW 的交互式应用的关键。 
3．WWW 为交互式应用而实现的扩展 
交互式应用实现的扩展，主要包括数据库集成、脚本编辑和可移动的小应用程序、发布漂亮外

观的文件及包括三维虚拟和音频/视频扩展在内的多媒体扩展。 

四、WWW 与数据库的集成 

1．WWW 数据库类产品 
2．HTML 表格和 CGI 程序 

五、WWW 的多媒体扩展 

WWW 比较重要的扩展有 VRML、RealAudio 和网络电话。 
1．虚拟现实建模语言（VRML） 
虚拟现实建模语言的目的是将 HTML 扩展到三维世界中。 
2．RealAudio 
开发的 RealAudio 允许用户边下载声音文件边收听。 
3．网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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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 

一、内部网 

从技术上讲，内部网和互联网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访问内部网需要授权。由于同样是基于客

户机/服务器模型，内部网对文件、文档和图表等内部请求的处理过程与互联网是一样的。 
1．内部网能实现高效、节约和环保（“绿色”）的内部交流： 
内部网能够改善两种类型的企业沟通： 
● 一对多的应用 
● 多对多的应用 
2．内部网的成本很低 
3．内部网还加快了应用软件的分发和升级。 

二、外部网 

外部网把企业及其供应商或其他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外部网可以是下列几种网络类型中的任

何一种：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1．公共网络 
2．专用网络 
3．虚拟专用网络（VPN） 

第六节  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一、调制解调器 

与 ISP 建立连接的常用方法是通过电话服务商。传统的电话服务（POTS）使用现有的电话线

和模拟调制解调器，可提供大约每秒 56K 的带宽。有些电话公司提供更高级的服务，称作数字用

户服务或数字用户线路（DSL）协议。通过调制解调器速度很慢，内容提供商的连接必须向高速连

接发展。顾客可选择的高速技术有两种，即 ISDN 服务和线缆调制解调器。 

二、ISDN 

综合数字业务网（ISDN）的主要魅力在于能利用现有的电话线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ISDN 连接绕开了数字-模拟的转换，直接将用户的计算机与 POP 连接起来，数据速率能达到 64Kbps
或 128Kbps，压缩后速率会更高。 

三、线缆调制解调器 

为解决电话带宽的限制，有线电视公司推出了线缆调制解调器。电缆传送数据的速度可以达到

电话线的 1000 倍。用一条双绞线和一个以太网卡连在 PC 机上，就可用线缆调制解调器与 ISP 建

立相对低成本和高带宽的连接。 

四、ADSL 

线缆的带宽会随网络用户数目的变化而变化，而 ADSL 则不同。ADSL 是一条专用线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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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者争夺线路资源。在网络通讯的高峰期，在用户很多的网络中数据的传输速度会大大下降。 

五、T1 和 T3 

那些在互联网上通讯量很大的大公司与 ISP 建立连接时，使用的是名为 T1 和 T3 的更大带宽

的电话连接。T1 线路的带宽是每秒 1.544M，T3 线路的带宽是每秒 44.736M。这两种连接比 POTS
或 ISDN 的连接要贵。 

思考题 

1．互联网的基本协议有哪些？其基本发展脉络如何？ 
2．互联网的基本应用有哪些？ 
3．三种基本标注语言的发展和功能是什么？ 
4．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的区别和联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实践要求 

1．上网查看 HTML 的标准和版本资料。 
2．从网上了解外部网的实现方案。 
3．从网上查找并比较各种互联网的接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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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如何决策是否采用自营主机，如何选择服务器硬件，如何

使用不同的测试程序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进行基准测试；接下来是学习服务器软件

的功能，了解如何选择服务器的软件；对其它服务器工具也要了解；了解如何选择电子商务软件，

了解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了解主机托管的优点和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基本功能软件的功

能；了解基本功能软件包和中档软件包之间的区别，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

间的区别和企业级电子商务软件的功能；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WWW 服务器硬件的选择，主机托管，操作系统，Windows NT 或 UNIX 的优缺点，

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的基准测试，基准测试程序。 
第二节  WWW 服务器功能，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

引程序服务，WWW 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动态内容，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

网服务器，WWW 服务器程序，Apache，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
（NES）。 

第三节 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第四节 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的因素，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工

具。 
第五节  主机托管的优点，基本功能软件包，在线商店的模板，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 
第六节  中高档软件包，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WebSphere Commerce Start，Commerce 

Server，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间的区别。 
主要内容 

第一节   WWW 服务器的硬件 

想进行 WWW 展示并开展电子商务服务的企业首先要决定是自营主机，还是使用第三方或 ISP
的主机托管服务。该决策将影响网站的可访问性和带宽。 

企业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高性能或低性能的服务器，选择服务器硬件时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是在服务器上可能发生的内部（即内部网）和外部的信息访问量或交易数。 
硬件决策、操作系统选择和应用服务器软件选择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决定了 WWW

系统的性能。Windows NT 或 UNIX 各有明显的优缺点。 
选择服务器的 佳途径是测试各种硬件和操作系统的组合。基准测试是用来比较硬件和软件性

能的一种测试方法。硬件和操作系统是基准测试的主要领域。另一个因素是连接速度。还有一个因

素是服务器可处理用户的数量。 后，系统应客户机的要求所传输的页面的组合和类型也会大大影

响服务器的性能。目前有多种 WWW 服务器基准测试程序。它们可就很多衡量指标对服务器进行

测试。如 WebStone、WebBench、SPECweb。 

第二节  WWW 服务器软件 

服务器软件维护登录记录，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人员每次访问服务器的时间、日期和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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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根据所用软件包的不同，WWW 服务器程序的功能可有很多差异。WWW 服务器功能分为：

核心功能、网站管理、应用构造、动态内容和电子商务。 
服务器软件的核心功能就是对用 HTTP 协议发来的 WWW 客户机请求进行处理并作出响应。

如：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引程序服务、获取访问者的信

息服务。 
WWW 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企业的网站应该定期检查指向企业 WWW 网站内部和外部页面

的链接。应用构造是使用 WWW 编辑软件和扩展软件来生成静态或动态的页面。动态内容是响应

WWW 客户机的请求而构造的非静态的信息。 
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包括 HTML 或可视化 WWW 页面编辑软件、软件开发套件和 WWW 页面

上载支持。代表性的工具有FrontPage、Dreamweaver、Cold Fusion、PageMill、HoTMetal Pro和Netscape 
Composer。 

WWW 服务器市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网服务器。三种 流行的

WWW 服务器程序是 Apache HTTP Server、微软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和网景的 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它们各有特点。 

第三节  其他 WWW 服务器工具 

除了 WWW 服务器硬件和软件外，还应该了解 WWW 服务器的其他工具。四种特别重要的工

具是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网络门户（也简称为门户）是 WWW 上的“网络之门”；检索引擎是一种特殊的 WWW 页面

软件，可找到与用户输入的单词或短语匹配的 WWW 页面。有些 WWW 网站还包括有目录。检索

引擎和目录之间存在区别。检索引擎由三部分组成。 
推式技术是自动地把特定的信息从 WWW 服务器传输到用户计算机的硬盘上。有两种方法可

以收到推式信息：频道订阅和 WWW 页面订阅。 
所谓代理、智能代理、软件代理或软件机器人实际上都是同一种程序，它可以代表个人或组织

完成信息收集和过滤等工作（在后台运行）。比较有名的代理系统包括 AuctionBot、BargainFinder、
Firefly 和 Kasbah。 

第四节  电子商务软件功能 

只要在网上开展电子商务，就会面临软硬件解决方案的多种选择。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的因

素有多种，其中 重要是企业规模、预计的访问量和销售量。另一个因素是预算。还有明确电子商

务受众。另一个需要事先进行的决策是：利用 ISP 提供的整体服务还是自行维护电子商务网站。 
所有的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包括：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

工具。 
许多企业间商务系统必须与现有的信息系统连接起来，这些系统可能是企业资源规划（ERP）

软件包（ERP 软件包可将企业的规划、生产、销售和营销等业务集成起来；大多数电子商务软件包

都提供自动帮助系统，以帮助创建模板页面，其中包括主页和联系页面等。但公司常常需要修改这

些页面，如果自己不方便去完成此任务，可雇请别的公司来完成。公司肯定要用自己公司和商品的

图形与文字来定制页面。由于公司还得进行网站维护工作（如增加新商品），所以在确定某种电子

商务软件之前，一定要进行测试，保证增加新商品不会耗时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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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主机托管服务 

WWW 主机托管服务使企业投入少许就可开展电子商务。专业的主机托管提供了可靠的服务

器、强大的功能和不间断的技术支持，而且收费合理。与自营主机相比，主机托管有很大的成本优

势。 

一、主机托管的优点 

专业的主机托管提供了可靠的服务器、合理的收费、强大的功能和不间断的技术支持。若签的

是按月服务，还可随时中止合同。由于不需要雇人维护网站，也不用在硬件上投资，总成本是很低

的。 

二、主机托管的成本分析：与自营主机相比，主机托管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三、基本功能软件包 

基本功能软件包是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的免费或廉价的电子商务软件。 
有些主机托管服务商为销售品种较少（50 种左右）并且交易率较低的小企业提供免费或廉价

的商务服务。这类主机托管服务为在线商店和基于表的订购（没有购物车）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

但一般不提供交易处理服务。 
一些主机托管网站都提供创建在线商店的模板。如果使用模板，用户花半小时就可建成商店。

这类主机托管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顾客订购交易得用电子邮件完成。另一个问题是页面上的广告对

顾客视线的骚扰。 
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可为在线商店提供很好的服务（包括易于使用的 WWW 创建工具），

这种主机托管还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工具，如电子商店模板、非常好用的界面、页面快速生成工具和

页面维护工具。免费的主机托管网站和全面服务主机托管网站有若干重要的差别。这类主机托管服

务的例子有很多，如 Yahoo!Store、GeoShops、ShopBuilder 和 Virtual Spin Internet Store。 

第六节  中高档软件包 

基本功能软件包和中档软件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中档软件包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特点。如

对商品销售规划、网站布局、内部结构、远程和本地管理方案都有很好的控制能力。另外，在功能、

价格、数据库连接能力、软件便利性、软件定制工具及对店主的计算机知识要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别。 
所有中档软件系统都是在电子商店店主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的。本节介绍三种中档电子商务系

统，即 INTERSHOP 通讯公司开发的 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IBM 公司开发的 WebSphere 
Commerce Start 和微软公司的 Commerce Server。 

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间 重要的差别就是价格，还有对企业间商务的

支持功能。企业级的解决方案还要求有域名服务器（DNS）、处理电子邮件的 SMTP 系统、HTTP
服务器（WWW 前端）、支持上载和下载功能的 FTP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如 Oracle 和 SQL 
Server）。企业级电子商务软件一般都为连接和支持供应与采购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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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自营主机与主机托管的选择时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 
2．WWW 服务器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家的主机托管方案。 
2．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软硬件平台。 
3．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种 WWW 服务器软件。 
4．比较流行的检索引擎的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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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子商务的安全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要了解计算机有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分别分析存在的四种安全威

胁和相应的安全措施，即版权和知识产权、客户机、通信信道和服务器，使学生对电子商务可能遇

到的种种安全问题和应该采用的防范措施有全面的了解。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计算机安全的含义和类型，保密、完整和即需的含义，安全措施、安全策略的含义和

内容。 
第二节 版权的含义，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区别，保护数字化版权

的方法。 
第三节 客户机易受到的安全威胁，活动内容如何导致安全问题，Java、Java 小应用程序和

JavaScript 如何导致安全问题，Active X 和电子邮件的附件如何导致安全问题，信息隐蔽，数字证

书，Cookie 的处理和限制，防病毒软件。 
第四节 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电子邮件信息受到的安全、完整和即需的威胁，通讯保密性、

消息完整性和信道可用性，加密，加密程序，解密程序，加密算法，加密的类型，散列编码、对称

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第五节 服务器的安全威胁，公用网关接口，安全漏洞，WWW 商务服务器软件，商务服务器

的安全解决方案，访问控制和认证，防火墙，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  述 

计算机安全就是保护企业资产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篡改或破坏。主要有两大类的安全：

物理安全和逻辑安全。 
计算机安全分成三类，即保密、完整和即需。保密是指防止未授权的数据暴露并确保数据源的

可靠性；完整是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修改；即需是指防止延迟或拒绝服务。 
安全措施是指识别、降低或消除安全威胁的物理或逻辑步骤的总称。要保护自己的电子商务资

产，所有组织都要有一个明确的安全策略。安全策略是明确描述对所需保护的资产、保护的原因、

谁负责进行保护、哪些行为可接受、哪些行为不可接受等的书面描述。安全策略一般包含认证、访

问控制、保密、数据完整性、审计。 

第二节  对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版权是对表现艺术的保护，知识产权是思想的所有权和对思想的实际或虚拟表现的控制权。互

联网广泛应用后，对知识产权的安全威胁比以前严重多了。 
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不同。传统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国内法律甚至国

际法来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所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网站上发表知识产权作品同时又能保护这些

作品，但绝对的保护是不现实的。各国政府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PO）一直在推进和监督国际

数字化版权的问题。有些方法能保护数字化作品，例如软件测量、数字化水印和数字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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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护客户机 

一、对客户机的安全威胁 

在可执行的 WWW 内容出现前，页面是静态的。静态页面是以 WWW 标准页面描述语言 HTML
编制的，其作用只是显示内容并提供到其他页面的链接。在活动内容广泛应用后，这个状况就发生

变化了。 
对客户机的安全威胁主要可以来自于： 
1．活动内容：是指在页面上嵌入的对用户透明的程序，它可完成一些动作，如显示动态图像、

下载和播放音乐等。在这些合法的指令中可能会隐藏着有恶意指令，从而导致安全问题。活动内容

包括 Java 小应用程序、Active X 控件、JavaScript 和 VBScript、图形和 WWW 浏览器插件以及电子

邮件附件。 

二、保护客户机 

要保护客户机（一般指 PC 机）不受网上下载的软件和数据的安全威胁。下面介绍一些内置的

防止或减少客户机安全威胁的保护机制。 
1．数字证书是电子邮件附件或嵌在网页上的程序，可用来验证用户或网站的身份。另外，数

字证书还有向网页或电子邮件附件原发送者发送加密信息的功能。下载的程序内有数字证书，就可

识别出软件出版商（以确认软件出版商的身份同证书相符）并确认证书是否有效。 
2．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在浏览器内部提供了对客户机端的保护。Internet Explorer 除了为

防止儿童接触成人网站而提供内容警告外，还可对基于 Active X 或 Java 的活动内容做出反应。

Internet Explorer 采用微软公司的 Authenticode 技术来验证所下载活动内容的身份。 
3．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可以允许你控制是否将活动内容下载到客户机上。如果你决定用

Navigator 下载活动内容，就可查看附在 Java 或 JavaScript 控件上的签名（Active X 控件不能在

Navigator 上运行）。 
4．处理 Cookie 
Cookie 既可存储在你的计算机上，也可在一次浏览会话中创建、使用并删除。Cookie 只可由

创建它的网站来检索，Cookie 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它是以不为人觉察的方式收集或存储信息。 
5．使用防病毒软件 
防病毒软件只能保护你的计算机不受已下载到计算机上的病毒攻击，所以它是一种防卫策略。

不论选择哪家厂商的产品，你都得不断更新防病毒软件的数据文件。这些文件存储的是用于检测病

毒的病毒识别信息。 

第四节  保护通讯信道的安全 

一、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 

在互联网上传输的电子邮件信息都会受到对安全、完整和即需的侵犯。 
保密是防止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保密是要求繁杂的物理和逻辑安全的技术问题，它与隐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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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区别。隐私是保护个人不被曝光的权利；保密是要求繁杂的物理和逻辑安全的技术问题，隐

私则需要法律的保护。阐述保密与隐私间区别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电子邮件。公司的电子邮件可通

过加密技术来防止对保密性的破坏。 
对完整性的安全威胁也叫主动搭线窃听。当未经授权方改变了信息流时就构成了对完整性的安

全威胁。破坏了完整性也就意味着破坏了保密性，因为能改变信息的窃听者肯定能阅读此信息。完

整性和保密性间的差别在于：对保密性的安全威胁是指某人看到了他不应看到的信息，而对完整性

的安全威胁是指某人改动了传输的关键信息。 
对即需性的安全威胁也叫延迟安全威胁或拒绝安全威胁，其目的是破坏正常的计算机处理或完

全拒绝处理。 

二、保护电子商务的通道 

提供电子商务通道的安全意味着保证通讯保密性、消息完整性和渠道可用性。 
1．交易的保密 
加密就是用基于数学算法的程序和保密的密钥对信息进行编码，生成难以理解的字符串。将这

些文字（称为明文）转成密文（位的随机组合）的程序称作加密程序。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对其解码

或称为解密，所用的程序称为解密程序。加密程序的逻辑称为加密算法。按密钥和相关加密程序类

型可把加密分为三类：散列编码、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是用互联网进行安全信息传输的协议。 
安全 HTTP（S-HTTP）是 HTTP 的扩展，它提供了多种安全功能，包括客户机与服务器认证、

加密、请求/响应的不可否认等。 
2．保证交易的完整性 
电子商务 终要涉及客户机浏览器向商务服务器发出结算信息、订单信息与结算指令人以及商

务服务器向客户机返回订单确认信息。可用多种技术的组合来创建能防止修改同时能认证的消息。 
3．保证交易传输 
拒绝或延迟服务攻击会删掉或占用资源。加密和数字签名都无法保护信息包不被盗取或速度降

低。但 TCP/IP 中的传输控制协议（TCP）负责对信息包的端到端的控制。当 TCP 在接收端以正确

次序重组包时，会处理包丢失的问题。TCP/IP 的职责会要求客户机重新发来丢失的数据。 

第五节  对服务器的安全威胁 

一、服务器的安全威胁 

对企图破坏或非法获取信息的人来说，服务器有很多弱点可被利用。其中一个入口是 WWW
服务器及其软件，其他入口包括任何有数据的后台程序，如数据库和数据库服务器。也许 危险的

入口是服务器上的公用网关接口（CGI）程序或其他工具程序。 
软件越复杂，包含错误代码的概率就越高，有安全漏洞的概率也就越高。安全漏洞是指破坏者

可因之进入系统的安全方面的缺陷。 
一种对 WWW 服务器的攻击可能来自服务器上所运行的程序，如互联网蠕虫引起的溢出会消

耗掉所有资源，直到主机停机。另一种就是攻击程序地址的内部寄存器来恢复执行。还有一种攻击

是邮件炸弹。 
WWW 商务服务器软件包括 FTP 服务器、WWW 服务器、电子邮件服务器、远程登录服务器

和主机上的操作系统。商务服务器的安全解决方案有：访问控制和认证是指控制访问商务服务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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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访问内容。认证就是验证期望访问计算机的人的身份，通常是用数字证书进行验证。大多数操

作系统（除了那些小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外）都有用户名/口令的用户认证系统。防火墙在需要保护

的网络同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互联网或其他网络之间建立了一层保护，通常也是第一道保护。防火

墙分成若干类，包括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思考题 

1．目前电子商务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2．客户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如何避免对客户机造成威胁？ 
3．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哪里？怎样对通讯信道进行保护？ 

实践要求 

1．上网查看各种活动内容的技术特征。 
2．从网上了解各种安全措施的实现。 
3．了解实际网站的安全措施的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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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子结算系统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推动电子结算系统发展的力量和电

子结算系统优势，电子代币的概念和对它们的评价方法；了解电子现金的概念、优势和特点，使用

的方法、工作原理、安全保障；了解电子钱包的功能、特点和优势以及电子钱包的两种标准；了解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类型，SET 的原理和特点；了解其它几种结算工具的特点和使用情况。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目标；消费者的网上采购过程；传统结

算工具的局限性；小额结算；电子代币的概念；先付代币；后付代币；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 
第二节 电子现金的概念；电子现金的特点；电子现金的持有办法；电子现金的优缺点；电子

现金的工作原理；电子现金的安全保证；各种电子现金的状况。 
第三节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优点；几种电子钱包的特点；W3C 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的

“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ECIG 草案的框架；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 
第四节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基于信用卡的结算的类型；结算卡的安全机制；结算卡交易的步

骤；封闭系统；开放系统；安全电子交易（SET）；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SET 的特征和使

用；SET 的局限性。 
第五节 智能卡；Mondex 卡；电子支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述 

电子结算就是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在线资金交换。推动电子结算发展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技术

成本的降低、经营成本和处理成本的降低、在线商务的增加。电子商务的主要目标则是要影响消费

者进行结算的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是实时的电子传输、票据清算和结算系统。 
为更好了解电子结算，需要先了解消费者的采购过程，即浏览商品——挑选商品——向消费者

显示订货表——消费者选择结算的方法——提交订货表——结算授权——装运和结算的确认——

装运货物——结算。 
传统结算工具的局限性包括：传统结算工具不能进行实时结算；缺乏便利性；缺乏安全性；使

用范围太窄；缺乏合格性；不能进行小额结算。传统结算工具的种种缺陷使它无法适应电子商务的

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几家企业正在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如数字现金、电子货币和电子支票。

这些金融工具的共同点就是采用了电子代币的概念，并支持小额结算。电子代币是由银行或金融机

构支持的数字结算方式，它分为先付代币（实时代币）和后付代币两类。 
先付代币是在卖方和买方之间交换的。用户要预先支付一定金额购买代币。交易是通过电子货

币的交换进行结算。先付代币结算机制包括数字现金、借记卡和存放电子货币的电子钱包。后付代

币的使用要依照买卖双方之间交换的资金转账指令。后付代币包括电子支票、加密信用卡和第三方

授权机制。 
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要考虑：某种电子代币适用于哪种交易？使用什么结算手段？结算

系统的安全、匿名和认证方法是什么？谁在何时承担什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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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子现金 

一、电子现金概述 

电子现金也叫数字现金，它不仅具有计算机化带来的便利，而且具有纸制现金不具有的安全性

和隐私保护。电子现金的广泛适用性为它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任何电子现金系统都必须具

备四个共同特点，包括货币价值、互可操作性、支取性和安全。除了上面的特性以外，电子现金还

具有其它一些特点：如独立性、便携性、可分解性和方便性。电子现金的独立性是指它和任何网络

或存贮设备无关。可分解性是电子现金同真正的通货的一个区别。可分解性决定支付单位的大小。

电子现金 重要的特点也许就是它的方便性了。 
目前现金持有办法是在线存贮和离线存贮。在线现金存贮意味着消费者不需要亲身拥有电子现

金，而是由一个可信赖的第三方参与到所有的电子现金转账过程中，并持有消费者的现金账号。离

线现金存储是在消费者自己的钱包里保存虚拟货币，消费者自己持有货币，不需要可信的第三方参

与交易。 

二、电子现金的优缺点 

电子现金比其他结算方式更为有效，在互联网上现金转账的成本要比处理信用卡的成本低。而

且电子交易的距离不是问题。电子现金也不像信用卡交易所要求的特殊认证。电子现金也有缺点，

如互联网征税；无法跟踪，这就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洗钱。电子现金还可以被伪造。 

三、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 

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是：要拿到电子现金，消费者必须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并提供证明身份

的证件。以后，当他想用电子现金消费时，他就可通过互联网访问银行并提供身份证明。人们通常

把认证中心颁发的数字证书用作数字身份证明。在银行确认了消费者的身份后，就会发给消费者一

定量的电子现金，并从消费者的账户上减去相同的金额。 

四、为电子现金提供安全保证 

为电子现金提供安全保证包括采用复杂的双锁技术来避免重复消费，或增加电子序列号来跟踪

电子现金。复杂的加密算法是追踪电子货币持有人并防止篡改的关键技术。完全匿名的电子现金要

求银行在所发行的电子现金上嵌入一个序列号，以实现对电子现金的数字签名，同时也消除了电子

现金同特定消费者之间的任何关联。 

五、过去和现在的电子现金系统 

目前的电子现金有 Checkfree、Clickshare、CyberCash、DigiCash、eCoin 和 MilliCent，它们各

有特点。 

第三节  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实际钱包一样，可存放信用卡、电子现金、所有者的身份证书、所有者地址

以及在电子商务网站的收款台上所需的其他信息。电子钱包提高了购物的效率。消费者选好商品后，

只要点击自己的钱包就能完成付款过程，大大加速了购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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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电子钱包有 Agile Wallet、eWallet 和 Microsoft Wallet，它们各有特点。 
Agile Wallet 技术由 Agile Wallet 安全服务器提供。这是 CyberCash 开发的服务器，可处理消费

者结算和购物信息，提供快速和安全的交易。 
Launchpad 技术公司的 eWallet 是一个免费的钱包软件，消费者可下载并安装到自己的计算机

上。它不像其他钱包那样存在中心服务器上。和其他钱包一样，eWallet 将顾客个人信息和结算信

息存在钱包里。 
Microsoft Wallet 预装在 Internet Explorer 4.0 及以上版本里，当然，不会预装在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中。其功能与大多数电子钱包一样，在用户需要时可自动填写订单表。Microsoft Wallet
是微软公司为钱包的标准化而推出的。 

WWW 共同体（W3C）已提出了电子钱包的建议标准，这个标准会影响各商家所提供的电子

钱包产品。W3C 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了“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草案， ECIG 的建议

标准是以可扩展的、互可操作的方式将小额支付信息嵌入到页面中的指南。 
目前 ECIG 草案的框架如下：客户机（客户的浏览器）通过向商务服务器请求信息来开始小额

支付活动。客户机的浏览器包括浏览器、称为每种付费链接理程序（PFLH）的模块和一个或多个

电子结算的钱包构成。在客户机/服务器组的商家端是 HTTP 服务器。W3C 的方案建议了用新的

HTML 标记来表示所嵌入的小额支付信息。 
由 IBM 公司、微软公司、VISA 公司和万事达公司组成的一个协会提出了另一个标准，以解决

目前电子商务多标准的状况。所组成的协会就名为 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的技术达成了协议。

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用户可将其信用卡号和地址信息一次性输入支持 ECML 的电子钱包中。

用户控制对 ECML 电子钱包的访问。 

第四节  结算卡 

目前，在线购物大部分是用信用卡和签账卡来进行结算的（以下统称结算卡）。信用卡结算有

两个步骤。CyberCash、VISA 和 First Virtual 等美国公司已实现了若干结算系统，但这些方案都在

设法成为标准。 
基于信用卡的结算可以分为三类：使用未加密信用卡细节信息的结算；使用加密信用卡细节信

息的结算；使用第三方证明的结算。使用加密信用卡细节信息的结算是把信用卡信息输入浏览器或

其他电子商务设备，并加密后通过互联网从买方安全地传送给卖方。 
结算卡为商家提供了内置的安全机制。当商家收到通过安全套接层（SSL）所保护的页面上传

来的顾客结算卡信息时，结算卡交易遵循下列的步骤： 
1．商家必须验证结算卡以保证其有效性，不是盗窃的卡； 
2．商家和消费者的结算卡发行公司验证消费者的账号上有足够的资金，并根据本次交易额冻

结相应的资金； 
3．在所购商品送达消费者之后，相应的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转账到商家的账户上，交易完成。 
在某些结算卡系统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相当于持卡人和商家之间的经纪人。这类系

统称为封闭系统，因为没有其他机构参与交易。如果交易由第三方处理，此系统就称为开放系统。 
在线商家要在互联网交易中处理结算卡，必须设置一个商家账户。结算卡的处理可由电子商务

软件包所附带的软件来完成，也可外包给第三方来完成所有的结算卡处理业务。有很多公司提供这

种结算处理服务，如 Internetsecure 公司等。 
安全电子交易（SET）是万事达国际组织和 Visa 国际组织在微软公司、网景公司、IBM 公司、

GTE 公司、SAIC 及其他公司的支持下联合设计的安全协议。SET 的目的是为通过互联网在商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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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处理银行之间传输信用卡结算信息时提供安全保证。SET 标准的安全程度很高，它结合了数据

加密标准（DES）、RSA 算法、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和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S-HTTP），

为每一项交易都提供了多层加密。SET 是很必要的。SET 的特征有信息的机密性、数据的完整性、

消费者账户认证、卖方认证和互可操作性。在 SET 交易前，交易双方都必须在一家使用 SET 的金

融机构开立账户，这家金融机构还必须拥有能使用 SET 的软件。SET 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例如，

SET 只能接收信用卡和不需要个人身份号码（PIN）的借记卡。 

第五节  其他新型金融工具 

智能卡就是嵌入了一个微处理芯片的塑料卡，在芯片里存储了大量关于持卡人的信息。智能卡

比传统信用卡更易防止滥用，因为智能卡上的信息是加密的。它需要用密钥来打开加密的信息，不

需要窃贼能得到的结算卡号或可模仿的签名。另外智能卡还具有便于携带及方便使用的好处。 
Mondex 卡是能存储电子现金的智能卡，Mondex 卡上有一个微处理芯片，可直接从用户的银

行账户上接收电子现金。另一个优点是顾客在各类自动售货机上都能找开钱。当然它也有缺点。它

需要一个特殊设备，接受 Mondex 卡的商家必须在结账台上安装专用的刷卡器。互联网用户可用

Mondex 卡在网上转账，但必须在 PC 机上连一个刷卡器。这些要求形成了 Mondex 卡普及的一个障

碍。 
电子支票以纸制支票为模型，用电子方式生成，它使用数字签名进行签名和背书，而且要求用

数字证书来确认付款人、付款人的银行和账户。电子支票可通过电话线直接传输，也可以通过公共

网络来传送。电子支票款项（存款）可通过银行收取，通过现有的银行渠道进行结算。银行的基础

设施与公共网络的集成是电子支票的基础。 
电子支票的优势包括： 
1．可为新型的在线服务提供便利。 
2．电子支票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支票相同，简化了顾客的学习过程。 
3．电子支票非常适合小额结算；电子支票的加密技术使其比基于非对称加密的系统更容易处

理。 
4．可为企业市场提供服务。 
5．电子支票要求建立准备金，而准备金是商务活动的一项重要要求。 
6．电子支票要求把公共网络同金融结算网络连接起来，这就充分发挥了现有的金融结算基础

设施和公共网络的作用。 

思考题 

1．对传统结算工具和电子结算系统进行比较分析。 
2．简述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并对目前存在的电子现金类型进行分析。 
3．电子支票的优势有哪些？ 
4．如何解决电子结算系统的安全性问题。 

实践要求 

1．根据实际网站所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合的结算工具。 
2．从网上了解各种电子钱包的特点。 
3．从网上了解并比较目前流行的结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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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线零售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

种形式和在线零售商的类型；了解消费者类型，购买行为类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和在线

零售成功的关键；了解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邮购

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了解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了解在线定单履行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了

解 WWW 销售的各种业务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情况；了解在线零售带来的各种新的管理问题；了解

网上拍卖的类型和成功的经验。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重要因素；线零售渠道的三种形式；电视购物的优势；基于光盘

的购物；在线零售商的类型。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两个角度；消费者类型；购物经验的类型；购买行为类

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消费者寻找；组织寻找；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 
第三节 邮购的起源；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

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 
第四节 从目标市场、产品和品牌、分销、价格、促销、环境等方面评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

适合在线销售。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订单履行的含义；困难的原因；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在

线企业选择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 
第六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销售知识产权的模式；广告支持的业

务模式；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交易费用模式。 
第七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

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

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第八节 网上拍卖；拍卖的种类；网上拍卖站点的三种主要类型；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卖家出

价拍卖；集体购买网站。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在线零售的潜力分析 

在线零售是电子商务中很有潜力的部分，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商场过度建设

和相对过剩的供应；消费者人口特征的改变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种形式： 
1．电视购物 
电视购物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从范围和广度来看，1994 年 HSN 覆盖了全美 6580 万

个电视家庭；这些家庭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通过有线电视、广播和卫星接收信号。第二，电视

购物的目标受众一般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绝大多数是妇女。在线受众大部分都比较富裕并且受

过良好的教育。 电视购物成功的秘诀在于充分利用了电子媒体的特点，利用了主持人的名望和个

人魅力，说服受众购买产品。 
2．基于光盘的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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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制作和分发的成本相对较低，是传统印刷商品目录的替代品。使用光盘的目的在于可用它

为商店和制造商树立品牌形象。光盘商品目录的优势在于：首先，光盘目录基本上是传统商品目录

的变形，而且有多媒体功能，能通过声音、图片和动感图像展示产品。其次，光盘可以互动，顾客

可挑选某类商品或显示某些图像。但这种商品目录也有一些明显的劣势。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光

盘驱动器。其次，光盘是一种静态媒体，一旦光盘制作完成就不能更新，而其他在线方法则可以不

断更新。 
3．基于在线的购物。 
在线零售商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开始建立在线店面的传统零售商；第二类是关注在线商品目

录的商品目录零售商；第三类是“新生代”零售商，它们目前没有经营零售业务，但清楚这种新媒

体会极大地改变购物方式；第四类是探索直接面对消费者销售的制造商。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 

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消费者与零售商间的交互，这就使零售商不必各自建立不同的业务流

程而采用比较一致的模式，从而为消费者带来便利。 
商业模式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商业模式要明确购物者在购买产品

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先后顺序，了解这种顺序有助于开发电子商务软件。从零售商的角度来看，

商业模型要明确订货管理循环，即内部为履行顾客订单而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总的来看，消费者可分为三类： 
（1）冲动购买者，他们决定购买产品的速度很快； 
（2）耐心购买者，他们在进行比较后才购买产品； 
（3）分析购买者，他们在决定购买产品前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了解消费者类型是为了深入了解各种购买类型（冲动购买、强制购买、橱窗购物、单纯浏览等）

的驱动因素。购物经验归纳为两类：功利主义的购物体验和享乐主义的购物体验 
购买行为类型分为专门计划购买、简单计划购买、提醒者购买和完全无计划购买。 
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为：购前准备、购买完成和购后交互。在购前准备阶段，消费者要

经历多个步骤：考虑、比较和协商。寻找过程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消费者寻找，第二

类是组织寻找。在购买完成阶段，消费者找到需要的产品后，买卖双方需进行某种形式的交互，以

便实际完成商业交易。商业交易指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换，随后才是必要的结算过程，可以交

换由第三方（中央银行）支撑的货币，或传送信用卡结算组织（VISA 或 MasterCard）的授权。购

后交互阶段会对顾客价值、价格和成本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是树立品牌、减少存货、降低成本、利用定制营销和正确定价。 

第三节  在线零售与邮购 

可以用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模型评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适合在线销售。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

模型涉及七个方面的 30 个指标。 
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省时方便；大多数邮购商和在线零售商都没有传统的

仓库和零售店铺；受欢迎的零售商品种类相似。但在线购物相比邮购有更多地优势： 
1．结算的优势 
2．成本的优势 
3．交互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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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时的优势 
5．受众范围的优势 
6．展示的优势 
7．信息比较的优势 
8．管理的优势 
在线零售可从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互联网作为新型零售渠道的出现很快得到了邮购商的关

注，虽然他们还对进入在线领域有一些担心（如技术问题等），但在线零售却是大势所趋。从邮购

到在线，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有： 
1．认清它们的实质 
在邮购业发展的早期，许多人预言邮购将摧毁一切传统零售，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新的零售渠道，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零售业。同样，我们也应正确把握在线零售的潜在影响。 
2．机会存在，但也有例外 
3．区分客户和品牌是成功的关键 
企业必须通过营销活动来建立品牌认知和顾客忠诚。由于在线零售的目标受众大多数是男性

（传统零售形式的目标受众为女性），因此也要求有不同方式的营销活动。 
4．没有一种单独的零售形式能取代所有的形式 
历史已经证明，新型零售渠道的兴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零售形式。虽然在线零售具有很多优势，

但还只符合一部分消费者的胃口，仍然会有人喜欢亲自购物，哪怕是为了消遣。 
5．只有价格很低时，零售市场份额才会发生变化 
折扣店能获得很大的市场份额是因为能向顾客提供低价商品。只能提供便利，不能提供低价的

零售形式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在线零售要夺取传统零售的市场份额，必须兼备低价和方便两个优势。 

第四节  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 

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模型涉及 30 个因素，可用来预测在线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成功的可能性。 
在目标市场方面要考虑待售品是否定位在计算机用户？待售品是否定位在技术早期采用者？

是否定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士（或其子女）？是否定位在平均教育水平之上的人士（或其子

女）？面向男性还是女性购买或使用？目标市场在互联网上是否易于识别和送达？互联网用户属于

目标市场吗？ 
在产品和品牌方面要考虑待售品与计算机有关吗？在作出购买决策前是否需要观察、“试用”

或触摸待售品？待售品是否易于了解、配置和定货——整个过程是否能自动化？待售品是有形产

品、有形服务、无形服务还是知识产权？待售品属于高技术还是低技术？是否为商品？待售品是否

为具有独特功能/性能的新产品？待售品是否是全球性的？是否为全球化的补缺性待售品？是否为

著名公司的名牌产品？ 
在分销方面要考虑本地是否已经存在采用传统销售渠道（如零售店）的竞争性待售品？公司目

前待售品的分销是全球范围的，还是只局限于本地或本国市场？ 
在价格方面要考虑待售品便宜还是昂贵？待售品价格是否需要经常变动？ 
在促销方面要考虑传统宣传和广告手段与互联网工具是否能相互受益？ 
在环境方面要考虑互联网是否能降低待售品的市场营销、交货和支持的成本？在互联网上或互

联网之外是否有竞争产品？待售品是否合法并有很大需求？待售品是否为社会接受并且需求量

大？待售品是否能从匿名购买中获益？人们是否能完全自由地访问你在互联网上的待售品？经济

状况如何及待售品的销售是否处在经济状况的顶峰或低谷？目标市场的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技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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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否先进？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订单履行 

在线赢得顾客和维系顾客意味着让顾客对从 初的承诺开始到送货上门为止的整个过程完全

满意。在线订单履行比离线订单履行更为困难，因为它对订单履行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是

将整车商品从仓库运送到零售网点，而是把单个商品送到每个消费者的家里。在线零售商必须迅速、

准确地回答顾客的问询（同时了解顾客的购买习惯和偏好）并充分利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

此外，在线零售商必须整合在线和离线的订货与退货过程，并且在整合时保证小额订单的送货上门

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 
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 
1．控制顾客数据 
随着外包的普及和送货公司对信息技术的掌握，零售商开始逐渐丧失对消费者数据的控制。这

种对顾客社会经济地位直到购买模式与偏好的全面了解，有助于中间商和运输商降低成本，它们也

可用这类数据同零售商展开竞争。 
2．整合在线和离线订单 
3．提高送货的成本效益 
4．处理退货。 
面对这些挑战，电子商务企业往往会演变成外包者、选择性的营造者或集成者。外包者将订单

履行任务交给有经验的第三方，以加快送达市场的速度。有选择的营造者往往是具有深度而不是广

度的传统公司，它们发掘现有的优势并将“商品流转”作业外包。集成者靠其内部控制的价值，建

立自己的作业系统来管理交易的各个方面。 
在线企业选择哪种战略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顾客同产品和卖方进行交互的性质；企业目前的

能力；具备“商品流转”作业的能力，但企业无法在这些能力上保持竞争优势；以及在时间和控制

权之间的折衷。 

第六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 

在 WWW 上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业务模式是基于在 WWW 之前就存在的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

将邮寄目录的模式扩展到 WWW 上就是企业用网站上的信息来替代商品目录的分发。目前大多数

成功的 WWW 商品目录销售企业都是曾在邮寄商品目录行业中获得成功的公司，他们只是把自己

的业务扩展到 WWW 上。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认为 WWW 是新兴的高效分销机制。 
广告支持的业务模式是美国电视网络所采用的模式，他们提供带广告信息的免费节目。广告收

入用于支付电视网络的运营和节目制作成本。WWW 广告的成功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没有

测量网站访问的统计方法。另一个对吸引广告主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粘附力，网站的粘附力是吸引访

问者在网站驻留以及吸引重复访问的能力。访问者在某个网站停留的时间越长，就会收到越多的广

告信息。第二个问题是很少有网站能够吸引到让大广告主感兴趣的访问者数量。 
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已被报纸和杂志应用了多年，订阅者付一笔费用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广告。

采用这种模式在 WWW 上销售的企业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交易费用模式是通过支持一个交易来收取费用，如旅行社从它所售的机票、预订的旅馆、租用

的汽车和导游活动中收取佣金，佣金由交通或住宿服务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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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 

虽然零售业的变化是由技术推动的，但要实现在线零售，还要求管理者有远见。在线零售要想

取得成功，在线技术就必须与企业管理战略和经营战略相互补充。 
零售战略中涉及的步骤包括：搜寻潜在顾客、确定顾客的价值、了解顾客的需求、了解顾客的

购买过程、选择展示方法、进行展示、根据顾客反应调整展示、应付反对意见、与顾客协商价格、

完成销售并通过服务建立长期关系。其中每一步都需要在在线环境中重新考虑和重新检查。零售战

略还必须能够刺激需求。 
当制造商进入在线环境来销售产品时，就与其传统的分销伙伴成了对头。所有零售商都需要用

某种渠道把产品或服务送交到消费者手中。在线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既能为顾客提供直接的访问，

又提高了顾客满意度，因此，在线经济会威胁到中间商的地位。 
在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接入定价类似于顾客为获得进入商店购物

的权利而向商店付费。消费者很少会多花钱购买没经过检验的新服务，零售商不能指望消费者会支

付很多的“接入费”来购买产品。只有当虚拟商店的购物成本与在传统商店的购物成本相当时，在

线零售商才会获得足够多的顾客。 
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

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虚拟商店会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要想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虚拟零售业必须提供更好、更快、

成本更低、更有娱乐特点的购物体验。商店的陈设还依赖于制造商给零售商的激励和货位补贴。 

第八节  网上拍卖 

互联网的一个优势就是能把具有同类兴趣而在地理上分散的人们聚集起来。网上拍卖在许多方

面为网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业务机会。网上拍卖业务本身有收入，又能卖广告，因此想在早期就盈

利会相对容易些。 
拍卖的历史很久远，拍卖的种类分为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密封递价 高价拍卖、密封递价

次高价拍卖、（维氏拍卖）、开放出价双重拍卖、密封递价双重拍卖，这六种拍卖方式各有特点。 
在英式拍卖中，出价人叫一个比前一个出价更高的价格，直到没人出更高的出价为止。这时，

拍卖人就宣布，这件物品按 后一个出价，卖给了出价 高的出价人。这类拍卖也被称为“出价逐

升式拍卖”。 
荷兰式拍卖是开放式拍卖的一种形式，它的出价从高价开始，一直降到有出价人接受这个价格

为止。因为价格要降到有出价人要这件拍卖品为止，所以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出价逐降式拍卖。 
在密封递价拍卖方式中，出价人各自递交自己的出价，通常不允许相互协商。在密封递价 高

价拍卖中，出价 高的出价人获胜。密封递价次高价拍卖和密封递价 高价拍卖类似，只是出价

高的出价人是按照出价第二高的出价人所出的价格来购买拍卖品。 
在双重拍卖中，买家和卖家都向拍卖人同时递交价格和数量来出价。拍卖人把卖家的要约（从

低价开始上升）和买家的要约（从 高价开始下降）进行匹配，直到要约提出的所有出售数量都

卖给了买家。 
网上拍卖站点还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类型：普通消费品拍卖、特殊消费品拍卖和企业间的拍卖。

EBay 是拍卖网站中的佼佼者。 
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包括代管契约服务、拍卖目录、提供拍卖检索和价格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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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在线零售渠道的三种主要形式并进行优缺点分析。 
2．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主要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3．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4．在线零售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方面面临哪些难题？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在线零售网站的业务、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2．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拍卖网站的拍卖方式、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3．根据在线零售网站所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特点设计网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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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网络营销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网络营销的环境；了解网上调查的概念、优势和方法；了

解如何在 WWW 进行展示，以及 WWW 展示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了解作为媒体的网站如何与

顾客进行沟通和接触；了解如何在网上创立和维系品牌；了解建立网站的十七个阶段的内容和实施

的方法；了解网站在营销过程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实施外向营销的战略； 后学习如何将网络营销

与传统营销整合起来以达到 佳的效果。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目标群体；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 
第二节  网络市场调查的本质；与传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一手和二手资

料的市场调查；检索工具和目录。 
第三节  WWW 展示的目的和方法；可用性测试。 
第四节  WWW 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和特性；如何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第五节  品牌的要素；WWW 媒体的特性；关联营销；如何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第六节  网络营销规划的目的；网站建设的十七个阶段的任务和运作方法。 
第七节  外向营销战略的概念；外向营销的方法。 
第八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的原因和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网络营销环境 

目标群体是指企业网络营销工作所面向的群体。网络营销战略应该定位于多个不同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应该既包括潜在顾客，也包括现有顾客、股东、雇员、潜在的雇员、咨询人员或新闻媒体

等。 
网络规则包括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 
互联网的休闲规则起源于互联网非商业性的历史根源。互联网随意的环境会影响用户对营销信

息送达方式的感受，因此营销人员在制定产品/公司名、公司沟通、广告、新闻出版、支持战略、

所提供产品与服务时，考虑休闲规则对营销工作的影响。 
免费规则源于互联网传统的非商业性，人们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得免费的信息。免费规则能吸引

潜在用户、增加好感和信任、获得宣传、进行营销活动等等。 
用户必须遵循的网络规范有： 
（1）不能向讨论组邮寄广告，除非明确允许。 
（2）不能将相同的广告邮寄给不同的讨论组（即连带邮寄）。 
（3）不要冒冒失失地邮寄电子邮件。 
（4）不要建立需要名录对象作出否定表示才能删掉自己名字的邮件名录。 
用户必须遵守互联网的网络规范，否则会导致严厉的报复。 

第二节  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 

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的本质是：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种调查工具，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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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借助互联网对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的市场调查。 
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可看作是搜寻互联网上的信息资

源。所以，互联网既是调查手段，又是调查对象，关键是掌握好各种检索工具。 
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种营销工具的话，那么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可看作是对互联网作为营销

工具本身的特征和效率进行调查。 
在网络上进行一手资料的调查时有多种方法，但要注意遵循网络规范。 
检索工具和目录包括 WWW 检索工具（如 AltaVista 搜索引擎）、搜索引擎中转网站（如

Search.com 网站）、使用互联网目录进行调查和访问新闻出版信息 

第三节  WWW 展示 

有效的网站是指创建一个能满足公司的目标并且很有吸引力的网站。 
构造 WWW 展示的企业必须决定网站必须完成的目标，确定其中 重要的任务。WWW 能够

把增强企业形象和提供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有些组织来说，这种综合的形象增强能力是 WWW
展示的一个关键的目标。 

公司要认识到网站的每个访问者都是一个潜在的顾客。公司在规划 WWW 展示时应关心的首

要问题是访问者特征的差异。要满足访问者各种各样需要的 好解决方案是使网站的界面有更大的

灵活性。 
过去网站上往往只有企业的基本信息，网站应当使访问者能容易地访问到组织的历史、目标和

任务、产品或服务信息、财务信息和与组织的沟通方式等内容，还应该注意交互性，满足网站访问

者不用的需要。要满足访问者各种各样需要的 好解决方案是使网站的界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企业

可以对网站进行可用性测试。 

第四节  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企业 WWW 展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同顾客或潜在顾客建立联系。 
WWW 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它正好处于采用大众媒体所覆盖的大市场和用个人接触

销售与促销技术所覆盖的高度集中的小市场之间。WWW 具有双向沟通特性及跟踪能力，这就使企

业所能收集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信息比用微观营销方法时多得多。 
通过 WWW 进行促销和销售时可以获得消费者行为、偏好、需要和购买模式等详细信息，使

用这些信息来确定价格和谈判策略、改进促销活动、改善产品特性，从而能够定制同顾客的关系。 
要在 WWW 进行成功的营销，必须支持潜在顾客更方便地寻找信息，并且能够为顾客定制信

息的深度和性质，而且能够鼓励顾客的购买。企业应跟踪并考察网站访问者的行为，并利用这些信

息在虚拟市场中提供定制的、增值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第五节  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知名的品牌带给潜在顾客的是对质量和价值的保证。知名品牌更易进行广告和促销，因为每种

产品都从品牌声望中受益。一个知名的、受人尊重的品牌带给潜在顾客的是质量和价值的有力陈述。

品牌的要素是差异化、关联性和认知价值。关联性是指产品为潜在顾客提供的可用性程度。 
企业一直在创建和维系品牌的广告和促销活动中采用感性诉求。但感性诉求很难在 WWW 上

应用，因为 WWW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顾客控制的主动媒体，因此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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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人员会为 WWW 用户提供某种帮助以交换他们看广告，不是用类似电视广告的感性诉求而是

采用提供实际帮助的理性诉求。理性的品牌创建也并不是 WWW 创建品牌的惟一方法。还可以采

用关联营销。 
把现有品牌转移到 WWW 上或用 WWW 维系现有品牌，这会比在 WWW 上创建新品牌容易而

且成本低。像商标一样，企业必须保护好网站名。 

第六节  面向营销的网站建设 

网络营销的规划应集中在提高销售、降低业务成本、加强同所有目标群体的沟通，这样既能提

高销售同时又能降低成本。 
网站建设前要考虑网站开发的十七个阶段，还要决定由谁来负责整体战略，将各种专业知识人

员——从营销、技术支持到沟通——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 
开始阶段——储备阶段——链接阶段——完善阶段——交互阶段——数据库阶段——高级储

备阶段——高级交互阶段——大量定制阶段——外向阶段——集成阶段——贸易阶段——个性化

阶段——应用阶段——全球化阶段——战略同盟阶段——反馈阶段。 

第七节  外向营销与电子邮件 

外向营销战略是指能够主动地使企业走向消费者，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消费者到来的所有互联网

的技术。外向营销的方法可以有三种。一是利用电子邮件；二是在网络上进行外向营销，第三是互

联网之外的外向营销。 
利用电子邮件创建主动的互联网外向营销战略包括： 
1．提示通知 
2．定制信息流 
3．参与和创建讨论名录 
4．签名文件； 
5．尽量扩大企业在讨论组的影响。 
在互联网上开展主动营销可以考虑的战略有： 
1．多媒体外向战略 
2．互联网自动回复程序 
3．参与讨论组：（1）电子邮件分发名录软件；（2）UseNet 名录和讨论组 
互联网外的主动营销有联机服务、BBS 等其他电子营销渠道和光盘、磁盘等其他电子分销战略。 

第八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的整合 
将网络营销战略与传统营销战略集成起来称作实现“有形互联”，也称为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

的整合。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并不矛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用，可形成多种优势。 
互联网与传统营销的集成战略有： 
1．在传统沟通媒体上提供有关企业网站情况；把互联网信息强制性地印到所有说明书、直邮

品、传单、商品目录和各种广告、促销商品、技术报告、产品包装、零售柜台和公司的卡车上面。 
2．在顾客支持媒体上提供企业网站情况；把互联网信息强制性地印到所有手册和技术报告上

面。 
3．在网站提供有形证明，建立用户信任感，消费者的顾虑是互联网商家的不可知性和其生存

能力。所以公司要运用一些技巧来建立公司的信誉并提高网站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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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网站提供传统媒体宣传材料，传统媒体的宣传有助于公司扩大知名度，网站应该随时跟

踪传统媒体对公司的正面宣传，并及时反映在网站中。 

思考题 

1．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研具有哪些优劣势？ 
2．公司如何进行 WWW 展示来增强网站的吸引力？ 
3．如何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4．怎样实现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的有效集成？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优秀网站的页面设计方式。 
2．从网上了解并比较某类网站国内外设计方式之间的差别。 
3．在网上检索资料，调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和目标市场。 
4．在网上查找资料，了解主动的电子邮件营销和垃圾邮件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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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将后台系统整合的必要性、企业的

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优势和三个阶段；了解客户关

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五方面的有效整合以及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

种种变革；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趋势（呼叫中心和网站）；了解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

法；了解销售链管理的概念和兴起的市场背景；了解管理订单获取流程的过程和销售链的结构组成；

了解企业资源规划的概念、推动因素、实施和未来；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整

合、供应链管理系统的组成、供应链应用的整合。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后台系统的整合、企业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念、优势；客户关系管理的阶段。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

执行、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要求的五方面的有

效整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变革；呼叫中心和网站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 
第四节  销售链管理的概念；销售链管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和

技术因素。 
第五节  订单获取流程；销售链管理应用的整合；销售链管理应用的组成。 
第六节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组成；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自行开发还是购

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的实施策略和实施阶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未来的目标。 
第七节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及其模式、供应链计划系统的模块、

供应链执行系统的模块、供应链应用整合的四个阶段、设计供应链要注意的问题。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企业是通过自己的业务应用程序来管理自己的信息。现代企业采用的是彼此整合很好的企业级

应用程序，比如企业资源规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人力资源管理（HRM）和供应

链管理（SCM）等应用，这些应用构成了企业的基础。企业要想在电子商务时代生存并在竞争中取

胜，就要整合这些后台应用，即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将后台系统整合起来是因为客户服务的要求

和竞争环境的要求，而且不整合对企业不利。 
企业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分散的应用，主要是解决特定的任务以，但

破坏了流程的连续性，增加了管理成本。第二个阶段是部门应用整合，即将分散的任务整合为连续

的流程，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靠部门的整合是不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跨部门的应用整合，主

要是管理和优化跨部门的业务流程，将分散的部门活动融合成组织良好的、可靠的系统，典型应用

群有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规划、供应链管理、销售链管理、经营资源管理（ORM）和知识管

理（K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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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不能再是业务流程支离破碎的公司了，必须用诸如企业资源规划、客户关系管理和供

应链管理等跨部门的应用将业务流程紧密整合起来，使企业的信息流不受到部门壁垒的影响地流

动，从而支持企业灵活地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取得竞争优势。所以，分散的部门应用必须整合

为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述 

为什么客户关系管理对公司的生存至关重要？客户关系管理实际上就是整合销售、营销和服务

的战略，它不是单纯地吸引客户，而是要求一系列活动相互协同。有效的顾客管理是提高竞争能力

的因素之一。它能利用现有的客户关系增加收入；利用整合的信息提供优质服务；导入易重复的销

售业务流程和程序；创造新价值并培养客户忠诚；贯彻积极解决问题的策略。 
以客户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要改善客户服务，而是要同客户进行一致的、可靠的、方便的交互。

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种整体的业务战略，不是一个软件产品。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意味着必须采用

一套整合的应用系统来满足前台的各种需求，如客户自助服务、现场服务、销售和营销的需求。 
客户关系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争取客户，加强现有客户关系，永远留住重要客户。每个阶段

对客户关系都有不同的影响，使公司同客户的关系更加紧密。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 

在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中，客户中心表现在围绕客户而不是营销、销售或其他职能部门来组

织客户关系管理的业务流程。客户的评价和反馈是公司改善客户关系管理业务流程的标准。 
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包括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执行、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

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等。 
新的客户关系管理要求五方面进行有效的整合。即：客户信息、客户联系信息、业务流程、外

部公司及合作伙伴、前台系统和后台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趋势是呼叫中心和网站等新型的客户联系点的出现。呼叫中心由人和电话设

备组成，为客户提供支持、咨询和交易等服务。网站则属于客户自助服务的渠道。呼叫中心和网站

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倾听客户的声音；提高客户忠诚；改进客户的购物体验；满足更高的服务期

望。 
公司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是：确定客户关系管理的远景、了解客户、制定业务方

案、评价目前的状况、制定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和目标、评估客户关系管理应用软件、业务流程重

组时要以客户为中心、确定阶段目标、项目负责制、分阶段实施、保证客户关系管理信息采集的完

备、建立具体的考核目标。 

第四节  销售链管理概述 

销售链管理就是订单获取的整合战略，其广义的定义是用信息技术支持从客户初次联系到订货

的整个销售周期。 
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销售链管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是：方便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方便定制产

品、提高销售队伍的效益、协调销售队伍。 
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包括：自助服务的趋势、售前支持成本过高、订单错误成本的

提高、渠道增多、产品日益复杂、企业兼并频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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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销售链管理的技术因素包括销售链应用的沿革、销售自动化的问题、业务流程功能有限、

销售效果不佳。 

第五节  销售链管理应用结构 

订单获取流程订单获取的流程，从需求评估开始，经过产品设计和报价等，以准备订单结束。 
销售链管理应用的整合非常重要。销售链管理应用包括：产品目录和营销大全、销售配置系统、

定价的维护发布和配置、标书和报价生成、销售激励和佣金管理。 

第六节  企业资源规划概述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包括管理应用系统（如财务系统、会计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工资

系统、福利系统）和制造资源规划（MRP）系统（如采购系统、生产计划系统）等。企业资源规划

系统是电子商务的基础。 
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有：取代传统系统、增强管理和控制能力、管理全球业

务、提高公司决策的统一性。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会影响整个公司，自行开发还是购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一个战略性

问题。 
在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战略思考、业务流程重组、对实施复杂性的管

理、变革的管理。实施策略有分步实施、全面实施、分片全面实施。实施的阶段包括：项目准备阶

段、蓝图阶段、试验阶段、 后阶段和评估阶段。 
企业资源规划未来的目标是实现：基于构件而不是模块、逐步改造而不是大规模的重组、动态

配置、管理业务伙伴关系。 

第七节  供应链管理概述 

供应链是由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的采购、加工、存储和销售环节组成，这些环节通过运输联

系起来。在理想情况下，供应链中的各个公司像一家公司那样有效运作，相互提供所有信息。供应

链管理是协调供应链上所有参与公司之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目标就是跨企业的整合。供应链管理整合有以公司为中心模式、业务伙伴协

同模式和顾客直接定制模式。 
供应链管理应用可分为供应链计划系统和供应链执行系统。供应链计划系统包括订单支持模

块、先进调动与生产计划模块、需求计划模块、分销计划模块和运输计划模块。供应链执行系统由

订单计划、生产、补货和分销等模块组成。 
供应链应用的整合经历了四个阶段：支持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业绩衡量和协同计划流程、重

新定义责任和义务、重新设计产品和业务流程以简化和方便业务。 
在设计供应链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供应链结构 适合公司？供应链能够

实现差异化吗？公司的供应链有利于订单的有效履行吗？公司的供应链应用结构正确吗？ 

思考题 

1．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建立对于企业电子商务有何作用？ 
2．销售链管理的基本目标和应用结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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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的优秀实践。 
2．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3．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订单获取流程。 
4．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供应链管理的优秀实践。 
5．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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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确定电子商务的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确定哪些电子商务项目

需要外包，决定网络主机服务方式，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技术来计划和控制电子商务实施以及为电

子商务项目配备人员，能够独立完成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的方面，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

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的确定和比较。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组建负责外包的内部团队。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

外包（局部外包）的含义。考虑主机托管服务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管理复杂的商务软件实施的 好方法是采用正式的项目管理技术。项目计划包括有关

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事后审计的内容。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设定目标 

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应包括下列这些方

面：确定开始的目标；控制这些目标的实现过程；监督其运作过程。 
在设定实施电子商务的目标时，经理们应该考虑打算实施项目的范围和实施时的资源。 

一、效益目标 

有些公司建立网站是为了树立品牌或增加现有营销方案。这些公司可根据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来

设定目标，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来衡量。有些公司则想在网站上销售

产品或服务，这就可根据销售量或销售额来衡量。还有些公司想要用网站来改善顾客服务或售后支

持，他们可以设定增加顾客满意度或降低顾客服务与支持成本的目标。 
效益目标之一是为了树立品牌，另一种效益目标是增加现有营销，还有的效益目标是提高顾客

满意或降低顾客服务与支持成本。开展电子商务的其他效益可用多种衡量方法进行评价，但通常都

用金额来衡量。 

二、成本目标 

虽然识别和估计成本比设定效益目标容易很多，但信息技术项目的成本同样难以估计和控制。

除了硬件和软件成本以外，项目预算还要包括雇用、训练人员和支付人员工资的成本，这些人设计

网站、设计或修改软件、撰写内容并运转与维护网站。 

三、比较效益和成本 

为开展电子商务制订业务计划的关键是识别潜在效益（包括雇员满意度和公司声誉等无形效

益）和确定获得这些效益所需的成本，并比较效益和成本。公司应该用这种成本-效益方法对电子

商务战略的各部分进行评价。 
资本项目评价的技术有很多种，例如回报法或净收益法。对具体公司而言，这些评价方法量化

表述了投入的净收益，还可以调整递减的未来回报（未来所获效益不如当年所获效益有价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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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们常用投资回报率（ROI）来描述资本投资评价技术，而 ROI 只是一种资本投资评价技术。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 

电子商务成功的关键是在外包和内部支持之间取得平衡。委托另一家公司为项目提供外部支持

的做法称为外包。 

一、内部团队 

在确定电子商务哪部分项目需要外包时，首先要组建负责该项目的内部团队。这个团队应该包

括了解互联网及其技术的人，团队成员应该有创造性思维。内部团队应该负责从设定目标到网站的

终实施和运营的整个过程。 
衡量内部团队的绩效非常重要。但不一定用金钱指标，可以用任何适合衡量目标的指标。顾客

满意度、增加的销售量和缩短订单处理时间都可作为评价团队绩效的衡量指标。这种衡量应该体现

出电子商务项目对公司向顾客让渡价值能力的影响。 
内部团队应该负责从设定目标到网站的 终实施和运营的整个过程。内部团队还要决定将项目

的哪些部分外包（以及外包给谁），公司需要为项目聘请什么样的咨询顾问或伙伴。 

二、外包 

外包的形式有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外包（局部外包）。 
1．在多数电子商务项目中，为了快速开展项目，往往将 初的网站设计和开发外包出去，然

后由外包商培训公司的信息系统人员，并把网站的运营交给他们。这种方式称为早期外包。 
2．更传统的信息系统外包方式是由公司自己的信息系统人员完成 初的设计和开发工作，并

实施这个系统，直到它成为公司稳定的组成。等到公司得到了系统带来的所有竞争优势后，就可以

把电子商务系统的维护工作外包，以便公司的信息系统专业人员能把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另外的能

带来进一步竞争优势的新技术上。这种方式称为晚期外包。 
3．但电子商务项目还可以进行部分外包。部分外包也称为局部外包，即公司将部分项目交给

另一家专业公司进行设计、开发、实施和运作。电子结算系统就是部分外包的典型例子。 

三、选择主机托管服务 

公司 常采用的电子商务部分外包的方式是主机托管服务。 
选择主机服务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可靠性、带宽、安全性和成本。主机托管服务应该保

证 高的停机时间。客户希望网站能够每天 24 小时都运转。 
主机连到互联网的带宽必须能够应付交易高峰的负荷。有时服务提供商新增账户的速度比带宽

扩展的速度快，结果导致接入瓶颈。在谈判服务合同时，应该要求服务提供商保证带宽和服务响应

时间。 
服务提供商应该详细说明所能提供的安全类型以及实施措施。服务提供商可为不同的服务水平

提供了多种定价方案。了解网站需要哪类服务器硬件和软件，并估计网站可能的交易负荷，这些都

会有助于你就主机托管服务的价格进行谈判。 

第三节  电子商务实施的管理 

管理复杂的商务软件实施的 好方法是采用正式的项目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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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一整套用于计划和控制为达到某个目标所采取行动的规范技术。项目计划包括有关

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能帮助项目经理根据这三个指标做出明智的决策。 
现在项目经理使用项目管理软件来辅助项目管理业务。除了管理人员和内部团队的任务外，项

目管理软件还能够帮助团队管理指派给咨询顾问、技术伙伴及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任务。 

二、配备人员 

不管内部团队是否决定要外包部分设计和应用工作，都必须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包

括业务管理人员、应用专家、客户服务人员、系统管理人员、网络操作人员、数据库管理人员。业

务管理职能需要内部人员。 
业务经理应该是为项目设定目标的内部团队里的一员。业务经理负责实施业务计划并实现内部

团队设定的目标。业务经理应该具备电子商务网站业务活动的经验和知识。在开展大型的电子商务

时，除业务经理外，业务管理还需要其他人来承担业务经理没有时间亲自处理的事，如项目管理或

账户管理等工作。 
了解服务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是应用电子商务必不可少的。系统管理员负责保障系

统的可靠和安全的运转。如果网站的运转是外包给 ISP 或 CSP，就由它们来负责。如果是公司自己

管理网站，就需要安排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另外还需要足够的人手来维持网站的 24 小时的运转

和网站安全。 

三、事后审计 

电子商务网站建成后，项目的资源就转到维护和改善网站的运营上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认

识到了事后审计的价值。事后审计是在项目运营后进行的正式复审。 
经理通过事后审计来检查在项目计划阶段确立的目标、性能指标、预计成本和预计的完成日期，

并对比预定目标和实际情况。 
事后审计允许内部团队、业务经理和项目经理质疑项目的目标，并了解目标和实际结果的差异。 

思考题 

1．如何实现电子商务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 
2．公司在选择主机托管服务时应重点考虑哪些影响因素？ 
3．具体实施电子商务时会存在哪些方面的管理问题？ 

实践要求 

1．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制订开展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内容包括具体目标及完成各目标的

成本和效益，还要指出项目的哪些部分需要外包、需要什么样的主机托管服务以及需要聘用什么人

员。 
2．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概括在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时会出现的硬件、软件、安全、结算处理、

广告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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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举例 

一、名词解释 

1．电子商务 

二、单项选择 

1．（）可以使用户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 
A．FTP 
B．TCP/IP 
C．MIME 
D．Telnet 

三、多项选择 

1．下面关于电子商务含义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从通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通过电话线、计算机网络或其他方式实现的信息、产品/服务

或结算款项的传送 
B．从业务流程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指提供在互联网和其他联机服务上购买和销售产品的能

力 
C．从服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要满足企业、消费者和管理者的愿望，如降低服务成本，同

时改进商品的质量并提高服务实现的速度 
D．从在线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实现业务和工作流自动化的技术应用 
E．以上说法都正确 

四、简答题 

简述 B2B 电子商务的主要应用。 

五、论述题 

1．试述管理者在电子商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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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参考用书 

1．廖信博（Peter Newson）,彭雷迈（Michael Parent）编,电子商务案例（国际通用 MBA 教材

配套案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R．卡拉科塔，M．鲁滨逊．电子商务的成功之路．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9（Ravi Kalakota 

and Marcia Robinson．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ISBN 0-201-60480-9. Addison-Wesley 1999） 
3．R．卡拉科塔，A．惠斯顿．电子商务管理指南．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7 （Ravi Kalakota 

and Andrew Whinston ．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s Guide ． ISBN 0-201-88067-9. 
Addison-Wesley 1997） 

二、学习方法指导 

试题可能涉及到本大纲中的任何内容。学生应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获取相关经验。这将有助于学

生顺利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并有更大的收获。剖析和研究电子商务方面的各种实例和案例对学生

来说也是必需的。在考试中，要求学生应用本课程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在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对案

例进行分析。 
 



 

《商业伦理》教学大纲 

张国钧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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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  高年级选修课 
课程目的  以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以问题贯穿教学；通过传授商业伦理的基本理论，继

承发扬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学习借鉴西方商业伦理的先进经验，拓展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

识结构；培养学生从商业伦理角度发现和捕捉问题，以问题带动学习、通过深入学习来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程简介  商业伦理是介于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作为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

一门选修课，它从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实际出发，植根于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简明扼要地

阐述现代商业伦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参 考 书 
史记.货殖列传.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印度]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宋文等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 北京：三联书店,2001. 
[美]R.F.哈利特.商业伦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思 考 题 

1．怎样简明扼要地理解伦理、商业伦理？ 
2．针对自己学习上的困惑或问题，思考怎样优化自己的学习方法，培养适合自己专业特点、

将来拟从事职业的特点的研究方法？ 
3．从自己最关注的问题入手，对商业伦理展开有自己个性的理解。 
4．用尽可能恰当的比喻，说明怎样理解商业伦理是商业（组织、活动）的生命线？ 
5．以百年前的晋商或徽商为例，关注、深思、理解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并深入探讨今

天怎样发扬光大这个传统？ 
6．以晋商或徽商为例，分析西方企业诚信和华商诚信的异同。 
7．以近 30 年来新成长的“浙商”、“粤商”为例，分析他们的诚信的特点。 
8．从世界 500 强企业中，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关注最多的，思考中国企业怎样学习借鉴

他们的商业伦理而为我所用？ 
9．从世界 500 强中，选择一家中国企业，说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10．从诚信的历史、理论、现实入手，从理论、实践上把握商业诚信的定位。 
11．就当下商业失信-恶信的原因及其克服，展开自己的思考。 
12．从国内人才市场及其国际化趋势，以择业为例，就大学生诚信展开自己的思考。 
13．选择商业实践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为例，展开自己的分析。 
14．谈谈自己对中国商业伦理、中国管理的认真思考。 
15．从成功的商业企业和失败的商业企业的比较中，谈自己对商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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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激发学生的“中国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自觉地承传和光大中国商

业伦理 

一、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1．道-术/器、体-用之间 
道-术/器、体-用的含义；大学教育尤其文科教育的使命；在道-术/器，体-用之间 
“论文式”/“学科意识”的优劣 
系统完备的知识，有利于知识和学科的传承；适合于社会和学科的常规时期 
2．“散文式”/“问题意识”的优劣 
点燃创造之火；适合于社会和学科的非常规时期 
3．我的选择  “散文式”为主、“论文式”为辅的教学方法 
这样选择的动机：激发和培养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丰富同学们的热格和知识结构；能够

对同学们的学业、择业甚至人生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教学追求 

1．具体做法上，追求一节一焦点一前沿 
2．目标上，培养能力，激发智慧 
解决问题靠智慧，靠智慧激发的方法、工具和制度。方法，如数学物理化学上的各种方法；工

具，如水火相攻不相容，发明陶-鼎-锅放在水火之间，乃有百味；制度，如一国两制 
智慧不可教；怎样才能有智慧？（1）通晓基本原理，如制度是干什么的，（2）直面自己的问

题，（3）把原理和问题联系起来而排除一切主客观的障碍或限制，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如修电机

时的粉笔线，如王志刚的策划，（4）从小问题入手，打破常规思维，如鸡蛋的“不破不立” 
智慧的重要标志  从两极冲突甚至你死我活之间，找到出路 
智慧，是“把反思的态度与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一种理智（understanding）形式。这种态度

的目的是要理解实在的根本本性及其对过好生活的意义。这种实践关切的对象是要在主体的品质和

环境既定的情况下构成一种关于过好生活的合情合理的概念，并对他们不得不在其中做出决定和行

动的情境做出评价。做出这些评价并不容易，因为好生活是不完全地构成的，个体的品质和环境的

可变性使一般原则成为不充分具体的。因此，智慧可以与评价复杂情境的好的判断、由于对人的条

件的反思性理解所获得的好的生活的概念等同起来。”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University to 
Philosoghy）.“智慧”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3．正本清源。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三、教学要求和希望 

1．榜样：大师、人师。59 就是 59 
2．课堂就是课堂——基本的课堂秩序；课堂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场 
3．“专注做好每件事”，力争产生 1 篇有自己的见解、可以发表、发表后有一定影响的论文。

虽不能之，心想往之 
4．做承传中国商业伦理优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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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简介 

1．科学前沿及其标志 
社会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的问题；人人关注；没有解决 
前沿不等于高、精、尖，凡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符合上面 3 个特点的都可以是前沿问题 
2．前沿之路 
立意高；境界或品位高；知识（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包括“人情世故”）渊博；论证充分深

刻、逻辑严密、符合规范 
3．读书方法的提升 
淘汰，鉴别精品和垃圾；精选，建立自己的动态“图书馆”；“好书不厌百回读”；适当的背

诵 
4．研究方法的培养 

五、强化“中国问题意识” 

（后面要专门讲，这里先做一强调） 
1．问题 
2．“中国问题” 
3．“中国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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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业的伦理性和商业伦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从商业之内在的伦理性切入，用理论分析和实际案例来简明扼要地说明，商业

伦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扼要介绍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时间 
说到商业伦理，一方面，“无商不奸”“唯利是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盗亦有道”等

相反相成的评价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另一方面，罗马法的财产法、基督教伦理被认为是西方文化

保持连续性、统一性的根本。事实上，商人如果只为顾客着想，就赚不了钱甚至亏本；如果不为顾

客着想，就做不大，赚不了大钱。那么，商业和伦理、商业伦理和商业利润之间是什么关系？商业

伦理（义）作为无形资产有什么意义？公平的商业环境的意义如何？商业中的伦理、伦理对商业的

影响如何？商业如何做大？商业伦理的民族特点/中国化-中国商业伦理如何？本课将努力陆续回答

这些问题。 
这里，要强调的是，商业伦理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伦理的亲情，特殊合理性，人格化交往，

亲情；另一方面，商业伦理的超亲情，普遍合理性，非人格化交易，权利义务统一、利益追求和道

义承诺统一基础上的互利。商业伦理就是要解决此矛盾，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一、商业之内在的伦理性 

1．伦理以其极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渗透在一切社会活动之中 
伦理的特点，一是实体性+渗透性[血缘-姻缘及其延伸是实体性的，朋友是介于中间的，非血

缘-姻缘是渗透性的]，人际性，用“好坏”“善恶”“是否合情理”等反思和评价；二是非强制性，

关系各方可以自主地调节和处理彼此的关系；三是具有主体性，靠双方维系，有较强的自律性。根

据他律和自律程度的差别，社会规则体系可分为三类：他律性的，即政治、法律规则；自律性的，

道德规则；他律性和自律性之间的，亚他律性和亚自律性的规则，即伦理的规则。 
2．商业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自有其伦理的一面，有内在的伦理性。凡是有人际关系的

地方，就不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 
产品-管理/规范和制度-商业价值。 
3．商业伦理的特点和意义 
伦理好象机械的润滑系统、电器的控制系统、电子的软件系统，或者象氧气，存在时往往被忽

视，没有时才会被注意（阿马蒂亚.森）。对越高级的系统越重要越迫切、越是生死攸关，手工工

具几乎不需要润滑，更没有软件；机械系统润滑很重要,如果没有就很难运行,也没有软件；电子系

统中,软件取代了润滑（传统社会里那么发达，是没有硬件-制度支撑和法律支持的）。但是辩证地

看，这些系统必须在硬件的支持下才能充分起作用。要改变人们的伦理，就伦理谈伦理，不仅是成

本最高的，而且是效率和效益最差的，必须从制度入手。当然，制度不是十全十美、包罗万象的，

再周密的制度总难免空白点甚至缺陷，又必须靠伦理来救济。 
公司培训 1/2 以上为礼仪  摘月亮；顾客拍口袋 拿笔-拿出打开-打开递给对方；捡纸屑 他律

-自律。 
Benz 公司设计关门声的是 12-15 个设计师，得出的关门声与众不同，精密的技术中深厚的文

化含量。 

二、商业伦理的地位 

1．商业之结构-功能的内在要素 
表面上，商业组织是通过买卖商品而赚钱的组织，商业活动是商品的流入和流出；深层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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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组织还是商业活动，都离不开伦理，更离不开道德 
2．商业伦理和商业的组织结构 
商业组织在表层上，是各职能部门；深层上，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伦理（下章将具体分析

“伦理”范畴） 
3．商业伦理和经济增长 
和平时期；危机时期；超常增长时期 

三、商业伦理的作用 

1．对商业的盛衰 
2．对商业发展的快慢 
3．如将近 100 年前的晋商、徽商；如生机勃勃的同仁堂等一批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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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伦理学的基本知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从分析伦理学的几个基本概念入手，简明扼要地说明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

理时间 

一、伦理 

1．伦理的本意：从汉字、汉语、中国文化切入 
汉字中，“伦”、“理”的本意及其对我们的深层影响 
汉语中，对“伦理”范畴的使用，和西方文化中“Ethic”的区别 
在中国文化中，“伦理”的本体意义 
2．伦理的三种基本形态 
3．伦理之内涵、外延的扩大 
最初是人与人,后来扩展到人和社会,再后来扩展到人和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 
4．伦理的特点 
极大的渗透性 
客观性普遍性 
永恒性横向/断-显性变化，差别很大纵向-隐性发展、相对稳定 
超越性  一开始就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生命和生产；时代和民族 

模糊性好比中医，法精确好比西医 
5．中国伦理发展的轨迹 
家族-血缘伦理,国家-政治伦理,公共-市场伦理 

二、道德 

1．道德的本意 
汉字中，“道”、“德”的本意及其对我们的深层影响 
汉语中，对“道德”范畴的使用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的神圣意义 
2．道德之内涵、外延的扩大 
3．道德的特点 
主观 
内在 
微妙 
隐秘 
超前性，导向性；稳定性，保守性 
总之，分而言之，伦理道德在源头上是四个概念，经过本体/客观-规律/必然-规范/义务-良心/

自觉-行为/自由的过程：伦，广义是人际关系，狭义是家族关系；理，是条理；道，是人际关系产

生消亡的规律，和由此提出的规范；德，是对道的得。合而言之，伦理，是人际关系（包括辈分关

系），是客观的，其内容会变化，但关系本身永远存在；道德，是根据客观的条理和规律，用来把

人际关系调节到最佳状态的规范-心理-行为的总和，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它常常是因地而异、

因时而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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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学 

是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研究的学说、科学或学科。其范围是伦理和道德。其话语是其

他学科所没有的。（对应的社会现象能否需要该学科，这两者是一门学科应否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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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业伦理：商业生命力的源泉之一（2 课时） 

目的和要求：说明，商业伦理对商业的生存发展，表面上，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实质上，生死

攸关 
商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同样是商业，有些朝生夕死，有些欣欣向荣。百年基业、短命小

店的根本分野在哪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办？ 

一、商业不光是经济的组织和活动，还是伦理的组织和活动 

从“礼之用，和为贵”说起。比如李嘉诚，作为华商首富，首先在伦理上是首富。 
1．从商业的内外关系看，一方面，是利益关系，对内，上下、左右之间，对外，和政府、市

场、其它商业企业、顾客之间，都是利益关系，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进行利益交换，

保持和发展利益关系，就必须内求团结，外求和谐，该团结、和谐中，包括着伦理关系。利益在这

里，是表现，也是动力 
2．伦理的力量，在常态下是凝聚力，在特殊时期是爆发力。作为凝聚力，使方向、大小、性

质不同的各种力量整合成同一个强大的力量。如同沙子、石头、钢筋等等材料，如果没有水泥，就

永远各是各，充其量是材料而已，哪怕再好的材料，也会一盘散沙；如果有了水泥，再按照一定的

比例和方法进行组合，才能建设起各种各样雄伟壮丽的建筑。伦理的力量就好比水泥的力量，它自

身并没有多大的能量，却能使其它各种各样的能量都以最佳的方式和比例组合成最大的能量。作为

爆发力，在初创期、常规期、危机期有不同的表现，尤其在初创期、特殊/危机期，使个人和组织

的力量得到超常发挥，其中主要是信念 
品牌靠诚信，诚信靠将心比心/良心。如果被过分的私欲屏蔽，良心就没有了、泯灭了，就不

可能将心比心 
3．凝聚力和进取力。分别是横向和纵向的力量。没有凝聚力，进取力就可能离散；没有进取

力，凝聚力就可能僵化。 
4．社会变迁中，企业的利益分化和伦理的演变 

二、从宏观看商业伦理 

“安然事件”、“世界通信（Word Com）事件”等丑闻说明了什么？ 
现代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竞争，当然是人才、技术、产品、资本、市场等等的竞争；同时，这

些竞争一定程度上，甚至在深层上，是商业伦理、商业道德的竞争，至少依赖于商业伦理、商业道

德的竞争。 
越是发达的市场上，越是这样，赚钱和品牌是统一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品牌的底

蕴是其创造者的伦理道德的凝结。美国职业道德主管人协会 1991 年成立,时有 12 个会员；1998 年

达到 570 个；90 年代中期,《财富》杂志排列的 500 强企业都有成文的道德规范，规范员工的行为。

商业道德：竞争力的源泉[N].参考消息[N].1999.9.20.（4） 
在不发达的市场上，赚钱和品牌往往是不统一的、分裂的,给企业、消费者/社会和国家都造成

严重的损失，从反面呼唤着企业伦理 

三、从微观看商业伦理 

从卖米的小伙计，到台塑王永庆：卖冰激凌从冬天开始。 
一个企业创业之初，从局部看，在市场不健全、竞争不激烈的环境中，可能用不正当手段；谋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42 

求大发展时，就必须靠诚信、靠道德。这虽然比较普遍，却绝不是规律。 
在市场日益健全、或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如果仅仅为了捞钱而不择手段，不仅给消费者/

社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而且对自己也是断送了发展的良机。而为了长远发展，必须把创品牌

放在第一位。 
而品牌，不仅是全体职工的创造力之和、是多少年有形奋斗之和，而且是企业伦理不断积淀和

结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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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业伦理的中国文化资源（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就中国商业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梳理，古

为今用 

一、思想家层面 

1．儒家。以义为利，义利并重-原始信用发达。先是利，后是义，有义就自然有利 
儒家认为利是基础，义是目标。这是思想家的理论。在商业实践中，利当然是目标，但是在成功

的、有大目光的企业家、商人那里，利绝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会把利、义统一起来。 
2．道家。如老子.七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3．兵家。上下同欲者胜 

二、文学层面 

1．《三国演义》和“商战” 
2．《红楼梦》和企业管理 

三、早期的“儒商” 

1．用儒家思想经商办企业； 
2．在商业目的之外之上有非商业的抱负和追求/凡成大事者必有仁心 
徽商 晋商 陈嘉庚 

四、海外华商 

1．中国文化中血缘关系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使华商创业之初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

系、准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团结奋斗，甚至

可以不计报酬，能够短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积累。 
2．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仁”，主张与人交好、与邻为善，处事顾及长远，顾及友情。在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两个人或一群人的合作显然单个人的生产更富有创造性。因此，

在日常的生产中很注意和家人或其他人的合作，为生产创造有利的环境。华商在海外同样重视优化

和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贸易环境。 
3．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义”。 
4．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信”。“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商业贸易中的诚信

原则相接。不管华商办的是什么企业，在哪里经营，“信”使华商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一个诚实、真

诚、有责任感的形象出现，拥有经营经济不可缺少的资源。 
5．每一个成功的华商同样遵守着“智”的准则，他们刻苦经营，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

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 
6．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礼”。“礼”要求尊重长辈，上下一致，它对保持企业内部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许多华人家族企业中，主要领导人基本上由家族成

员担任。这些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家族中的成员，在家族中有特定身份，又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而家族中最具权威的长辈往往也是这类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两种身份相互纠缠，很难使他们完全依

照公司的制度标准行事，在此制度之外还有长期形成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行事准则和标准。“礼”

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商的特殊的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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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业伦理的西方文化资源中心（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就西方文化中，有利于建立中国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梳理，洋为中

用 

一、古希腊的思想资源 

1．德谟克利特 
2．柏拉图 
3．色诺芬 
4．亚里士多德 

二、中世纪的思想资源 

1．圣·托马斯·阿奎那 
2．清教徒的互约论（covenantal theology） 

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资源 

1．托马斯·霍布斯 
2．亚当·斯密 

四、现代 

1．X 理论 
2．Y 理论 
3．Z 理论 

五、今后的发展趋势 

1．尊重-对话-沟通-交流-融合 
2．文化误解，甚至会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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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商业的义利之辨（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在揭示并继承中国传统义利论的合理内核、重申现代商业的伦理性的基础上，

说明“义利之辨”对现代商业的生命力。 

一、传统义利论的内容结构 

传统义利论主要是儒家的义利论，它有个双重结构：表层先义后利；深层以义为利。前者在价

值导向意义上，有正确的因素；后者在社会机制意义上，有正确的因素。 
1．传统义利论是典型的道义论。 
2．传统义利论的深层结构是，以义为利。 
3．传统义利论的具体分析。它对利的某种鄙薄和否定，是错误的；在社会运行机制上，忽视

法，也是个缺陷。同时，它认为，使每个主体都做到义、出于义，使全社会井然有序，利自然会源

源而来。今天，给这种思想加上法的规范、支撑和保障，是有生命力的。 

二、现代商业有很强很深的道德要求 

1．在市场环境中，有很复杂的、系统的并且逐渐严密的规则或者规范。其中主要的是法律，

但也包含着、渗透着道德； 
2．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很好的信誉，其中有很强的道德要求； 
3．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劳动态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市场竞争的有序和规范，起着重要

的作用。 
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儒家义利论代表的传统义利论遇到了激烈的批判，甚至是激烈的进

攻。其中认识方面的原因是，认为中国传统义利论和现代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对促进中国的社会

变革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清除。然而，从理论上深思，从实

践中细究，都可以发现，这种判断未免简单；传统义利论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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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商业的互利伦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揭示互利的时代主题在商业中的表现，从商业外部、内部分别分析商业的互利

的表现。 

一、互利作为时代主题在商业的表现 

互利作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结晶而来的智慧，以其必然性不断凸显。特别

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迅猛发展，一国和他国、和全世界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一

损俱损、一利俱利，“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两极对立必择其一”的思维方式已经成

为历史；你赢-我赢的现代“互利”精神正在成为崭新的时代精神，正在使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智

慧焕发勃勃生机，同时给商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1． 互利：从悠久的历史主题到崭新的时代精神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只要有人和人的活动，互利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成为人类历史深处悠久

的主题；而从近代以来，互利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 
微观上，如家庭 
中观上，如各种组织 
宏观上，如国家之间 
2． 互利：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智慧 
历史上的战争 
“冷战”及其危害包括经济上的危害 
全球化进程中的互利 
3．互利：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当代贡献 
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互利智慧 
改革以来国内的互利 
国际上，和东亚各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互利 
互利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商业的集中表现 
公平；自愿；等价 

二、商业外部的互利伦理 

1．和国家/政府的互利 
国家提供公安-国防-宏观经济稳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如环境保护市政规划和建设社会福利消

防救灾-保护产权-法治等方面的服务，为商业创造基本的环境；否则在恶信的环境中，商业为了生

存，势必恶信。商业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为国家纳税。如果编造虚假的商

业信息、偷税漏税、贿赂政府官员，直接破坏了他人的利益，破坏了商业安全和公共秩序，是不道

德行为、不法行为。 
保护环境。如果为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对环境造成破坏，就是损害了他人利益和社会利

益 
2． 和市场的互利 
市场为商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商业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 
3．和社会/消费者的互利 
公平交易，确保消费者权益。特殊行业要有特殊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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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其他商业企业的互利 
互信互利，公平竞争。恶性竞争，如不顾行业发展而削价倾销，通过不法手段窃取商业秘密，

有意拖欠往来企业的货款 

三、商业内部的互利伦理 

1．和股东 
股东为企业投资；企业使股东的投资保值增值 
2．和员工 
员工为企业敬业；企业考虑员工的利益和发展 
课堂讨论一 
讨论题：举例说明商业伦理在商业活动者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书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印度]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宋文等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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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诚信：三阶段和三内涵 
及其从品质向关系和制度的过渡（2 课时） 

目的和意义：揭示诚信的三方面的内涵、三个发展阶段，为分析商业诚信的内容、为分析失信

恶信的成因、危害和克服，为诚信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 

一、诚信的一般意义 

诚信，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微观的、个人的和宏观的、市场；社会的和国家/政府的。其一般

意义都是对未来结果的信赖的基础上的合理预期。“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

性又要求创造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

联书店，1989.22. 

二、诚信的伦理内涵和伦理阶段  

1．诚信的伦理内涵：“信守诺言”的道德品质 
    2．伦理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个人的诚信，是诚信的基础 

3．诚信从微观的、个人的诚信，发展到宏观的、市场或社会意义上的诚信，必须有强有力的、

廉洁高效的政府及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支持和保证 
4．如果政府不是强政府、廉洁的政府，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的上级和下级之间；政府自己

失信甚至恶信。政府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必然是恶信泛滥 

三、诚信的经济内涵和经济阶段：合作中的承诺-合理期待-履约 

诚信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稀缺的社会资源，具备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1．诚信的经济内涵：以回收为目的的借贷关系中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还债务能力，及其

社会评价。经济交易关系-诚信的观念和制度。诚信是还本付息条件下的价值运动，集中表现为货

币借贷、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其主要关注的是债务人的偿还能力，而不是其品质和行为习惯。

或者说，诚信是掌握信息并占据主动权的一方承诺对对方诚实不欺，因此而牺牲眼前利益，却追求

和保证了长远利益。参见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2001.4,10. 
    2．交易是契约的中心环节，交易的基础是在未来某个约定的时间、按约定的条件交付货物或

价款 
3．经济诚信超出伦理诚信的地方是，在诚实的品质之外，还有契约、抗风险能力、偿付能力、

组织。 
4．经济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企业的诚信，是诚信的中坚。 

 四、诚信的法律内涵和法律阶段 

失信和恶信不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而是由于法律法规和整个制度的缺位，使失信恶信者不仅

不承担起码的代价而且有利可图。 
    1．法律内涵：保证上述一切的制度  
    2．主要在民事和行政中， 

3．刑事中有没有？唐太宗死囚，是因为连坐制度的制约，也因为古代的经济发达、诚信发达

基础上的自信 
    4．法律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政府诚信，是诚信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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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律诚信中，深深地渗透着伦理诚信。从不欺诈发展为,弥补法律的不足：补充法律的缺漏；

当法律条文不清晰时,依法解释；当适用现行法律审理案件,出现不协调不合理等问题时,衡平判决、

订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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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诚信：商业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商业企业生命力的成因有很多，比如，从企业内部成长的雄才大略的企业领袖、胆大包天的目

标；顺应市场规律，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信息中把握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务实的理想主义，

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立乎其大、持守甚远，坚持超越利润之上之外的远大追求；择强汰弱，形成

核心竞争力，并在不断的创新中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濡化出魔力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从企

业领袖到普通员工都前赴后继甚至生死以求；永不满足，以每一次成功作为新的起点[1]；如此等

等。而将这诸多因素一体化的关键是：诚信，这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在那些百年品牌、短命

企业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野：有无诚信，凡百年品牌无不得力于矢守诚信，凡短命企业莫不自杀于

失信恶信。本章就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从诚信的基本形态和主要阶段入手，通过国内外

企业发展中正反面典型案例的比较，做一简要分析。 

一、诚信：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诚信从其基本形态、发展阶段中，涵育着企业生命力，奠定企业生命力渊深的道德基础： 
道德意义上，诚信，是人们交往中信守承诺的品质。其中渗透着严格的自尊自律、理性的尊重

他人，在自己信任他人、善待他人的同时，也期待他人信任自己、善待自己，由此至少从自己一方

以自己的品质给彼此之间的信任、善待打下内在的坚实基础，并在交易交往中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

人的扩充，使自己所表达的信任、善待尽可能地得到他人的感知、承认和尊重，从而使彼此之间的

交易日趋于长久。 
经济意义上，诚信，是交易中尤其借贷关系中，交易各方基于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守诺、履

诺的品质而逐渐生成的履行契约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还债务的能力，由此自下而上从民间逐渐生成

的习惯性行规、从行业性向社会性过渡的制度化评价系统，而将道德意义上的诚信的品质深含于其

中，保证交易不仅诚信地进行，而且尽可能地趋于长久。 
法律意义上，尤其近现代以来，诚信被提升为国家成文法，成为各主要法治国家民法典的“帝

王条款”。不仅在民法、商法中做出严格而详尽的规定，而且当确属必要时诉诸于从民商法、行政

法、刑法到诉讼法的保护和救济。凡此在自然人或法人的主体，是靠制度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品牌、

信誉及其所蕴含的利益，着眼于长远大发展；在市场，是用制度化的力量去抵御和化解日益频繁并

增大的风险，保护和保证交易各方的利益。于是，交易中互相的承诺对承诺者成为义务、自律，对

被承诺者不仅是进行评价、要求履行的权利，而且是此评价、要求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从而依

靠制度化力量，保证各方之间的交易尽可能地趋于长久。 
分而言之，诚信有道德诚信、经济诚信、法律诚信。经济诚信将道德诚信客观化、常规化甚至

趋向于制度化，法律诚信更基于道德诚信、经济诚信而凝结为国家制度，不仅有深刻的道德底蕴，

而且被认为是将道德原则贯彻于实在法的手段。经济诚信、法律诚信都既有基于权利、义务的公平

对等的普适性要求，也有基于个人自觉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道德诚信，至少是有

道德诚信的意义的要求，从而和道德诚信共同致力于化解和规避风险，防止急功近利、短期行为，

追求长远利益、战略利益。统而言之，诚信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一切交往中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普

遍道德”，是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中“持久的观念”、“持久的制度的前提”。诚信蕴含着渊深

的生命力，对商业企业来说，则是商业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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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诚信使晋商、徽商在百年前称雄百年驰骋万里 

1．明清以来，在山西中部、安徽南部这两个群山环抱、土跷地狭的地区，随着社会的结构型

转变，晋商、徽商不约而同遥相崛起，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创造了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上的

奇迹：晋商，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建立起强大的商业集团并发展为金融集团，将其商业网络遍布

全国，扩张到俄罗斯、伊朗等，还创办中国最早的票号，执国内金融之牛耳并发展到日本、朝鲜，

时称“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并且从商业、金融上支持中央政府巩固东北、华北、西北

边疆并奠定中国版图，驰骋上万里、称雄 500 年。徽商, 则以鲜明的宗族血缘特点、同一宗族世代

聚居的地缘特点，明中叶以后从早期的零散商人发展为庞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从江南扩展到长江

流域、西北、辽东，持续 600 余年，称雄近 300 年，和晋商分庭抗礼又遥相呼应。 
2．晋商、徽商的崛起和鼎盛得力于多种因素：比如，同处于商业要冲，晋商地处中原农业经

济带和北方游牧经济带之间的要冲，徽商则率先控制大运河南北漕运的要冲和两淮盐场集散地扬

州、淮安，以及“九省通衢”汉口；日益兴盛的家族力量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中，

发展起家族化、地域化的商业集团；和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抓住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中的重大机

遇，如晋商抓住明初实行“开中制”、加强北方军备之机，独揽粮草专营权而完成原始积累，后来

更抓住近代金融业先机，徽商则抓住明弘治 5 年（1492 年）改“开中”为“折色”之机，以盐业

为中心，控制两淮盐业专营权 200 多年；等等。而蕴藏在这诸多因素深处，并将这诸多因素整合起

来的因素是，晋商、徽商将中国传统诚信发展为发达的、具有现代色彩的诚信，为他们称雄百年驰

骋万里而奠定了渊深的道德基础。 
3．晋商积百年诚信，汇通天下。晋商崇拜“义薄云天”的武圣关公，所到之处建有晋商会

馆和关帝庙，甚至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以关公的诚信仁义为原则，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仁

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建立起内部信任的东-掌制度、同行间信任的“相与”制度、

取信于顾客的严格的号规；摈弃见利忘义。尤其是随着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国家财政收支的扩

大，白银流通从数量、频率等方面都空前巨大，旧的白银流通制度不仅成本高、风险大，且极为

不便而不敷需要；经济发展中，企业自有资本不足，扩大再生产又亟需大量资本，二者之间的矛

盾对票号的需要日益迫切。晋商敏锐地抓住先机，靠发达的网络、雄厚的资本开中国票号的先河，

从传统的商业诚信中生长出金融诚信：吸收存款，集中社会闲散资本、工商业闲置资本，汇成巨

额货币量；发放贷款，使工商企业可支配资本大幅度增加而扩大再生产；办理兑换、汇兑业务，

以诚信签发一纸汇票就促进巨额货币流通，使大宗商品交易和国家财政收支不再直接流通白银，

高效、安全。 
4．徽商循义利之道，雄飞天下。徽州是理学阙里，徽商尊崇儒家尤其是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

比如把朱熹的《家礼》收入族谱；在祠堂祭祀朱熹，在各地的徽商会馆崇祀朱熹；有些商人非儒家

和理学的书不读。徽商把儒家列为五伦之一的“信”和忠、诚、义并提，一批批徽商巨擘以诚信作

为为人之本、经商之本，坚持儒家“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并通俗化为“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惟

诚待人”、“信义服人”等格言，严辨义利、信守诚信：同行之间诚信，共同结成大商帮；企业内

部诚信，业主以诚信对待雇员，雇员对业主心悦诚服；对顾客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损

己也不害人。“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日积月累，“用是

能以致富饶……故其业益大”。 
5．晋商、徽商的诚信不乏科学合理的要素：比如，晋商的东家、掌柜相分离实乃所有权、经

营权的分离，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徽商的“大贾和‘伙计’断然是现代‘老板’和‘雇员’

的关系”。并且东家和掌柜、大贾和伙计之间成为彼此信任的、人性化的关系，超越了雇佣和被雇

佣之间纯粹利益交换的冷冰冰的关系，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进取心。百年前以晋商、徽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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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本土诚信传统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资源是何其博大精深；韦伯断言中国缺乏诚信，和清教

诸教派的诚信形成鲜明对照，用西方中心论将中国文化简单化，是何其苍白。 
6．晋商、徽商赤裸裸的欺诈或用诚信作外衣的欺诈确乎不少，但那一类做法从不被肯定更不

受推崇。同时，晋商、徽商的诚信的运行，主要靠资方和管方各自的品德、彼此间的感情或人情，

制度化的支撑虽然有，但刚开始发育，相对较弱。比如晋商票号中，掌柜的权力很大，其个人的能

力和品质如何决定票号的生死，这方面一出问题，票号就遭遇厄运。尤其 20 世纪初现代金融业兴

起，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票号被挤压，生存空间日小。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联合组建大

银行是唯一的求生之路，但不少票号墨守成规不察时势，看不见潜在的危机而极力阻挠，等到遭遇

惨重危机、败局酿成后，虽有醒悟，却为时已晚。徽商则由于清政府不守诚信，课税日益加重尤其

出于赈济、助饷、捐输、报效等名义的勒索越来越多，加上接踵而来的战乱的致命打击等原因，也

相继覆没。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诚信传统的强大商业集团、金融集团驰骋百年却不幸归于灰

飞烟灭，其中的经验教训既多又深。 

三、反面的补充：失信恶信的商家必然短命 

1．国内，从市场到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失信、恶信如瘟疫般蔓延，从各种假货到假账、

假广告、假统计、假文凭、假政绩，从偷税、漏税到走私、骗汇、骗税，从股市造假、基金黑幕到

“黑哨事件”、学术腐败，从公民和法人的失信恶信到政府的失信恶信，从成年人作假欺诈习以为

常到儿童少年撒谎毫不脸红……，形形色色的失信恶信行为推波助澜而酿成恶果：2001 年以来，

一批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公司合谋欺骗股民和国家的黑幕逐渐曝光，

引起股市下跌，不少上市公司或破产或重组；南京冠生园以陈年馅料作月饼，导致“冠生园”老字

号覆没；……类似事件接踵发作，引发诚信危机，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扰乱公共秩序，

损害政府形象，败坏人际关系和公民道德，助长浮躁和短期行为之风，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其

恶果不堪设想。 
2．世界范围里，一些大公司由于失信、恶信而酿出的败局同样怵目惊心。先是 2001 年，经几

十年艰苦创业才攀上顶峰的安然公司因假帐埋下祸根，在短短 4 年中衰败而破产；后有安达信、世

界通信、施乐、默克、雪印乳业等一个个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重蹈安然的覆辙，导致股市大幅下滑，

消费者信心跌破“9.11”之后最低点，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用更大的成本和努力重建诚信。韩国

SK 经 50 年风雨，成长为囊括轻工业到重工业几十个行业的航母型企业，曾居全球 500 强的第 120
位，也因造假而失信，引起股票大跌，最终沉没。凡此都从反面证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

础。 
3．百年前晋商徽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商家由于失信恶信而陷入困境、危

机甚至自取灭亡，都从正反面说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失信恶信者则即便得势于一时，

断不会兴盛于长远，而难逃折戟沉沙的悲剧。涩泽荣一（1840-1931），公认的“日本企业之父”、

“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从学习西方企

业制度，改革创立日本企业制度，参与创立或主持日本 500 多家大企业，参与日本走向现代化全过

程，晚年将一生的宝贵经验总结为“《论语》+算盘”即诚信道义+精打细算，深感“商业道德是无

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的，其中最重要莫过于‘信’。如果不能坚守‘信’这一字，我们实业界的基

础也无法巩固”。 

4．辩证地看，一方面，诚信对企业万不可少，失信恶信则必然短命直至灭亡，正如司马光所

说：“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下不信上，上不信下，上下离心，以至于

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另一方面，诚信并不是万能的，虽有诚

信但如果缺乏其它的相关条件，企业也未必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晋商、徽商虽有渊深的诚信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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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盛而衰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在企业生命力的诸多要素中，诚信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更非唯一根据。诚信必须和其它充分必要条件尤其是制度的支撑相配合，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命力旺

盛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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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商业诚信的多维分析（2 课时） 

一、商业诚信的前提和内容 

商业利益、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互动和统一 

二、商业诚信的现状 

1．违约现象频繁，完全履约率降至 50％左右，商业合同的严肃性受到空前挑战。商业贿赂，

官商勾结；商业回扣最终落到消费者身上；售后服务差，推销时热情洋溢、虚假承诺，售后服务冷

漠； 
2．逃废债务、拖欠债务严重。首先是商业之间的债务拖欠严重，且这种拖欠已超出“三角”

关系，成为一环套一环的债务链；其次商业对银行不履行还债义务，商业骗银行，银行防商业，导

致银行逾期贷款大幅度增加。近几年商业拖欠商业银行贷款本息严重，致使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到

总资产的 25％以上，达 9000 亿元。 
3．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外观漂亮的“黑心棉”，真假难辨的“水货”，老百姓怎能“买

的放心”；注水的牛肉、福尔马林浸泡的水产品，更是使人无法“吃的放心”，更有甚者，利用假

药，谋取暴利，坑害无助的病人，如震惊全国的梅花 K 黄柏胶囊致人损害系列案，实在是触目惊

心。严重的恶信已成为制约中国市场商业发展的“毒瘤”，中国每年因不讲诚信而造成的损失约

5855 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 2000 亿元；逃废债务造成的直

接损失约 1800 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 55 亿元；因"三角债"和现金交易的财务费用约

2000 亿元。商业欺诈，虚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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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华商诚信的特点（2 课时） 

一、几个经典性案例 

案例 1  晋商和徽商 
案例 2  战乱中与和平时 
案例 3  小贩和巨商，失败者和成功者 

二、显性表现上，华商诚信简便、高效、低成本 

1．显性的层面上，华商诚信环节少、程序简、从商谈到成交的周期短；不仅一笔笔具体的生

意如此，而且一连串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交易、世交莫不如此。因此，成本很低、效益很高。 
2．公司制企业的诚信环节很多、程序复杂、周期很长、成本极高。 

比较起来，华商诚信的显性层面之所以如此地简便、高效、低成本，乃由于这个层面犹如冰山

的小尖角，其下面是如同冰山之巨大山体的隐性内容。 

三、隐性内容上，华商诚信有长期累积的、异常丰厚的底蕴 

1．从社会结构看，华商诚信是家族诚信，至少是家族基础上的诚信，其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而且会尽可能地致力于长远。众多的老字号就以长久的魅力而闪烁着这样的光芒。 
2．从结构方式看，华商诚信是在一对多、多对多的交往中，扁平化的网络状诚信，比一对一、

金字塔式的线型诚信更有力。 
3．作用载体上，华商诚信是在长期的交易、交往中形成的默契。 

四、上述显性表现和隐性内容面临的挑战 

华商诚信的长处，一是基于个人的心理品质，微观基础非常坚实；二是由于内化为个人的道德

品质，在彼此熟悉、良心这一类机制起作用的环境中，可以随个人的流动而流动。其短处，一是范

围比较小，在比较小、比较稳定的熟人社会里更容易起作用，当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流动加快、

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其效果常常容易打折扣；二是缺乏制度的规制，只靠人际关系的熟悉、感情的

信任，平时可能很可靠，但一出问题则非常危险，甚至土崩瓦解。因此，这个层面的诚信必须和制

度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从传统诚信到现代诚信，就是个人之间建立在道德品质基础上的诚信的

制度化，同时把制度建立在人们的诚信之上，使人们对制度心悦诚服地信仰。但是，迄今为止，这

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因此在迅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中、在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较和激烈的利益

冲突中，很难抵挡各种的诱惑，难以起作用，而使华商诚信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极大的挑战。 
隐性内容上，华商诚信如同冰山的主体，不仅比例很大，而且大部分沉淀在当地的乡土社会中，

和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甚至整个民俗生活都水乳交融，流动性比较弱。因此，这部分内容在最近

30 年来迅速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一天天地式微，甚至在某些方面、

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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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商业失信恶信：成因、危害和消除（2 课时） 

一、成因 

1．社会变化 
传统的联系方式：血缘-亲族-熟人关系已变而未改。靠私人联系方式，需要信用，但不需要法

律和契约 
现代的联系方式：陌生人之间快速流动，交易交往频繁，代理制，必须主要依靠法律和契约；

但法律、契约的深层仍然是道德 
2．传统资源的破坏和丧失 
发达的传统诚信：思想家（如儒家）的设计，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民间的生长如晋

商徽商的行业自律 
3．制度保障不足 
4．认识和实践不力 

二、危害 

1．危害公民的幸福生活 
2．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3．影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外一些商店的“not made in China”，令我们汗颜！ 

三、消除 

1．道德批判 
2．法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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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当下中国大学生的诚信（2 课时） 

一、大学生诚信的现状 

1．国内诚信和国际诚信 
2．学校诚信和职业诚信 

二、对大学生诚信的需要 

1．大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 
2．社会的需要 

三、大学生诚信的两难 

1．必须诚信 
2．难以诚信 
3．合理的选择 

课堂讨论二 

讨论题：人才市场上的大学生诚信 

参考书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 北京：三联书店,2001. 
[美]R.F.哈利特.商业伦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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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商业创新的道德支持（2 课时） 

一、在时空维度上，商业创新和道德有差异，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永远是单向度的，永远立足现在，指向未来；它没有先例可循，没有也不可能有

传统的包袱，除了它自己永远革命的“传统”以外，它尊重但不膜拜任何传统。 
2．道德则有三向度，既在正常的意义上对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厚重的历史感，尊重过去、

怀恋传统，也可能在保守的意义上对传统顶礼膜拜；又调控现在；同时在追求和开创未来。那些落

后、陈旧过时的道德姑且不论，而凡是富有生机与活力的、进步的道德，其追求和开创未来的向度

无疑是对商业创新的独特而有力的支持；不仅其调控现在的向度从社会运行的各方面对商业创新是

有力的支持，而且其历史感-传统的向度可以培育生命深处原创的冲动，使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而

且开花结果，因而对商业创新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神的滋养和资源。只有有了进步道德的滋养和

资源，商业创新才能够是健康的、丰满的、生机勃勃的。 

二、在坐标或者取向上，商业创新和道德有差异，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突出的是进取，它永远在纵向的、一直向前的时间坐标上，追求现实生活中还没

有的、崭新的器物、制度、思想和价值，很少甚至几乎不在横向的空间坐标上左右顾盼，很少考虑

协调。 
2．道德则兼顾进取和协调，在纵横坐标及其统一形成的理论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形成和保持

必要、适度而旺盛的张力，既在纵向上追求和支持面向未来的商业创新，又在横向上强调和维持必

要的协调，追求和实现二者的和谐。在这方面，进步的道德在纵向和横向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张力，

不仅其纵向上的追求和支持无疑会支持并且进一步激发商业创新，而且其兼顾横向的取向对富于价

值合理性的商业创新也是富于文化底蕴、精神“后劲”和人性关怀的、深厚持久的支持。 

三、在社会作用及其属性上，商业创新和道德在差异中，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突出的是革命性，甚至对旧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有一定的“破坏性”。商

业创新，一方面就是破旧，在保守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对既有事物、秩序、模式、规范等等的改变；

在正常的意义上，不仅否定清规戒律，而且打破既定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在激进的意义上，

更是否定既定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会破坏道德包括进

步的道德。另一方面，商业创新更是立新，探索未知，提出并致力于建立当时还不易接受的新的事

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历史上和现实中，伟大的先行者、开拓者、创造者反对和破坏旧事物、旧

制度、旧思想，探索新事物、新制度、新思想，他们最初都是孤独的，仅仅代表少数甚至极少数的

声音，尽管在根本上他们代表着新时代的黎明和第一缕曙光，代表着新制度的声音；其中许多人甚

至曾经被看成有罪的。正因为这样，商业创新是非常艰难的，更是富有意义的。 
2．道德则一般来说，既有革命性，又有现实性，甚至有比较强的保守性。特别是在对待规范

的态度上，道德总要致力于制订和维护一定的规范，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如果没有这一点，道

德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起作用。因此，道德在正常意义上，维护规范；在激进意义上，打破规

范；在保守意义上，甚至可能维护清规戒律。具体来看，在历史上，无论社会大变革之际，还是社

会正常运行中，凡扮演旧制度之卫道士的角色、妨碍和破坏商业创新的，都是旧道德，其中有大量

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然而，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道德，都有很强的革命性和现实性，而绝少或者几

乎没有保守性，其中同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道德及其规范的社会作用及其属性表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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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道德和商业创新是冲突的，而进步的道德则对商业创新是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四、商业创新和道德诚然有明显的对立，更有深刻的统一 

如果持两极对立的、线性思维，就可能只看到二者的对立，坚持认为道德和商业创新是不相容

的。然而，如果超越这种片面的线性思维，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存异求同，承认对立，更坚持和

追求统一，坚持对立面互补整合的辩证思维，就可以发现，商业创新和道德在理论上，完全可以由

对立而实现统一；在现实中，凡进步的道德更是和商业创新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是对商业创新

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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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商业伦理的“问题意识”（2 课时） 

一、问题意识（problem consciousness）：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1．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2．历史上，问题先于学科，问题产生后，从自在状态——被各学科整合——洋溢出现有学科

的范围 
3．问题  元问题/一个问题和全部问题；总体性、根本性、一般性的，具体的；提出的、面对

的；中国无或至少不明显如后现代，中国有，必须解决，怎么走、走哪里，应当和价值，其根据是

什么，等等 

二、问题意识：学术理论重心的转移 

1．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生，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结果。近百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 334 项成果中，近半数的项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取得的。例

如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交叉融合的结果。1953 年有 4 篇论文发

表在 Nature 杂志上，涉及 4 位作者：Wilkins 和 Crick 是物理学家，Watson 是生物学家，Franklin
是化学家（1958 年逝世），前三位荣获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2．当代新兴学科如计量经济学、计量地理学、管理科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纳米科学

与技术、生态学、人口学、环境伦理学、空间与海洋科学等等无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例如

21 世纪的重要新兴交叉学科化学生物学，就是化学与生物学和医学交叉渗透的产物，化学的工具

和方法被用于研究生物和医学问题，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也被用于解决化学问题，包括化学遗传学、

生物体系的小分子调控、分子识别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化学基础研究、分子进化和生物合成基本规

律等。 
3．文理渗透、理工结合，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学理工科的一般长于逻辑推理

和抽象思维，学人文科学的惯于直觉感受和形象思维。直觉与逻辑是科学思维和创造的两翼，人文

艺术与自然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轮。 
4．世界知名大学普遍高度重视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学科研究中

心和实验室（如雷达实验室、电子实验室、怀特克学院等）已超过 64 个；斯坦福大学实施了"生物

学交叉学科"（Bio-X Program）研究计划，涉及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物科学三大领域，跨越文

理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三大学院；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普遍设立了"合作基金"或建立了"
学科交叉专家委员会"等机构，以推动学校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 

二战以后，国际上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突破，大多是从问题开始、问题中心的 
问题意识突出并取代学科意识。黑格尔体系式的理论仍然存在，但不是主流。重要的不是体系，

而是问题和智慧。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古代的整体化,到近代的专业化,再到当代的整体化。二战以后

的科学理论大都是“论”。 
传统的学科范式以学科为中心，严格界定研究范围、学术框架，生产本学科问题范围里的知识，

彼此划界。虽然也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但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是属于学术研究，不

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

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经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发现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开始

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知识的产生途径和理论的应用方式都得到了更新。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已经成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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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进步趋势。当代社会科学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学科范式，面对社会生活中

的各种问题，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促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交流和合

作，拓展和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因此，使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大大增强。它仍然遵循社会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努力，但更关注当代人类和各国

各地区的复杂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应用性而奋斗，把端正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陈振明.政治学前沿[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0.1,21-22. 

三、问题意识：基本的思维方法 

1．中国文化起源于对世界的忧患，是安身立命之学，内在性思维，真理就是人世的真理，是

道理、是讲道求理之学，西方哲学起源于对世界的惊异，康德，对象性思维，人是其中的一部分，

解决了，就解决了人自身的问题，是知识之学，有强大的知识论背景 
2．中国哲学没有强大的怀疑论传统，没有主客、本体现象的关系，认为，世界已在那里，无

始无终。问题只在于，如何理解世界的意义、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直觉，是明了道理的方法、知行

合一的传统，不是把握对象的方法；人是宗教、伦理性的动物，人性中有神性，但非认知能把握，

在天人、物我、天地、群己、人我、性情、心性、情才及其统一中把握世界，在五伦的双向互动中，

通过六艺人文之养，达到不朽，不是彼岸，而是此岸历史人文中的不朽。 
古希腊的辩证法，教人怎样分析问题，如何由大问题找小问题，再由小问题找更小的问题，如

剥笋，一层层地剥，直到最里面的笋尖。 

四、问题意识+本土意识=中国问题意识 

本土意识/综合化/生活化/当下性/世俗性，就是基于自己的新鲜经验，修正、改造现有的理论，

使之对已有的经验有更大的包容性，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而不是将原有理论改变成适合本土的

特殊理论；或者创立新的理论。 
20 世纪，中国哲学、文化被瓜分豆剖，完全被先是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后是被纳入马克思

教科书（如不用西方架子是否可能），如形而上学意识及其思维方式不断地悬置实存高扬本质（to 
be 巴门尼德-not to be 柏拉图黑格尔概念化碎片化体系化-to be 马克思）、专业化科层化分工、技术

主义取向，西方问题、本土方法，从西方预设中研究中国问题，象西方那样追问世界存在的基础和

本能，却拒斥西方怀疑主义传统；通过道德，沟通人-神的通道被割断；物化、工具化、功利化；

陷入专制、绝对主义、权威主义；中国哲学学科的成长始终缠绕在启蒙过程中。反对西化者，也用

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肢解中国的问题。事实、观念、案例都是西方的，用西方的话语解决中国的问

题。食古/洋/人不化，仿佛研究的问题越玄、离现实和中国国情越远，就越有价值。于是，舍近求

远、舍中求外、舍正常求怪异，成为治学的成功之道。 
必须回到中国情境，从民族文化的视野中，按照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来传统，从本真、本来、寻

根究底的意义上，从根基上，明澈、清晰、虔诚地把握中国问题。/西方可以无视非西方而发展，

中国必须拓展视野、正视非中国才能发展 
1．本土化  理论-问题-方法 紧扣中国的现实/悠久历史和/问题化/生活化 
2．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根多深树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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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商业的社会责任（2 课时） 

一、商业社会责任的依据 

经济高速增长为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不仅造成

的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

有；而且以相当于美国的 3 倍的污水排量和世界用水总量 15.4%的耗水量也只创造了美国产值的

1/8。中国产品等占据国际市场的依次是玩具、鞋类和廉价电器，是因为高污染而被发达国家转移

过来的。西方大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消耗着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着它们

的产品，排放着中国的污水和废气。外贸公司中 70%多的都是外企；90%的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知识

产权都是国外的；“中国制造”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仅举一例，据中国通信学会通信设备制

造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庆忠介绍，2006 年中国手机生产预计能达到 3.8 亿部，占全球手机产能的半壁

江山。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董事长麦戈文却指出，一件在美国售价 49 美元的电子产品（包

括手机）中国制造商只能赚到 30 美分，是零售商的 1/24．品牌人的 1/30 ！ 
1．内部，必须兼顾投资者/资本、经营者/管理、劳动者/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2．外部，商业有 2 重性：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和环境产品消极影响，社会和环

境为了承担或克服该消极影响，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企业对此有道德的义务和法律的责任，分

清利害、当和不当、合理和不合理的界限，提供有益而非有害的供给，采取正当而非不当的手段，

获得合理而非不合理的利润，处理好商业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 
3．商业在经济上有效率，技术上科学，文化上文明，道德上合理公正经济的，还是法律的或

道德的；和企业办社会。和利益最大化之矛盾 
4．商业是私器还是公器；商业-伦理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 
反证：如果商业只提供产品、服务、纳税，对起码的社会责任不承担而推给社会，就可能提供

危害社会的产品，迫使政府花更多的钱打假治乱，也可能破坏经济环境，迫使政府用更多的钱维护

经济环境。这些费用最终通过赋税的形式落到企业身上。环境是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企业为了“节

省”100 万的治理污水的费用，排放 10 吨污水，就可能使附近的养殖业损失 100 万，种植业损失

100 万，周围居民用了被污染的水生病医疗 100 万，国家为了开辟新水源用 1000 万。把这个外部

问题内部化，把环境因被破坏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使破坏环境的成本高于商业治理环境的成本，

商业就会自觉地进行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方面，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使企业有环境意识，就要

有基本的商业伦理，更要靠建立法律来约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 

二、商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1．对公众公司是法律要求，对私营公司更多的是道德要求； 
2．基本的如和生产经营相关的质量、环保等，额外的如公益 
3．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及其限度 
4．经济责任如用经济手段和政府合作，追求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法律责任如合法经营，提

供合法的产品和服务；道德责任如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和取向，在法律的空白地带上，讲规矩；社

会责任 
经济赔钱-赚钱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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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社会责任的典型 

海尔。1986 年，张瑞敏的大锤。 
1999 年 7 月 15 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 33 位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信誉宣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中，从自己做起，带头做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做到爱国敬业、

照章纳税、关心职工；做到重质量、树品牌、守合同、重服务。” 
韦伯，亚洲四小龙，李光耀 
曾长期担任博世公司总裁的汉斯。L。默克勒认为，“完美的经济家不久应当能够利用自己的

物质条件创建经济和发展经济，而且应当能够……利用自己的精神和道德资本去有所作为。通过这

种方式，他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我在此有意识地使用了‘服务’这个词。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行

为准则：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会受到惩罚。”见[德]Helmut Schmid 赫尔米

特.施米特.全球化和道德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2. 
美国 IRWIN 出版公司出版的《Financial Accounting》《Fundamental Accounting Principle》都

认为，伦理道德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Ethics：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ccounting）。管理

中，崇尚伦理，成为一种趋势。 
许多国际大公司把道德作为主要目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荷兰 ING 财团负责人亚历山大.

卡恩认为，“没有道德观念，我们就是在与灾难打交道；有了道德观念，我们就可以在国际市场立

足。”摩托罗拉公司的一贯和永恒的信念是，“坚持高尚操守”，从事一切活动时，“以诚实无欺、

清廉自洁的作风遵循道德的最高标准，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忠实于顾客的利益，为用

户提供‘同业之冠’的产品和服务；视供应商为伙伴，以双方满意的、无冲突的方式，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以优秀公民的身份出现，为公司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对员工

的承诺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待员工，创造开放式的沟通环境，让每位员工都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潜力；把公司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的成长结合起来，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员工分享公司的财政成

果，给予公平的薪酬、福利和奖励，实行人人均等的鼓励政策。”摩托罗拉行为准则手册.1993.8.27. 
1999 年 5 月，美国因瑞士罗奇公司参加了一个哄抬维生素价格的国际联盟，对它处以 5 亿万

美元的罚款；德国巴斯夫公司被罚款 2.25 亿美元；美国惠而普公司一家分公司被指控欺骗了用户，

被美国亚拉巴马州一法院罚款 5.8.亿美元. 
[美]托马斯。彼得斯《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P115“质量是实

际的，……也是道义的和美学的，并且是感性和主观的。它是一种出乎意外的微小感觉，能使用户

感觉到设计者和生产厂家对顾客的关心。”P692“全体人员参与和没有对立情绪的合作关系必须建

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相互信任又只能在完全诚实的基础上实现。假如一个诺言没有得到信守，

假如道德标准未能坚持，假如经理们出尔反尔，那么在今天为求生存所需要的战略简直就无法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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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证券投资学》主要介绍有关证券投资的基本概念及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包括金融资产的价

值分析和定价问题，证券投资的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和投资组合分析，本课程不仅偏重证券投资

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而且根据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证券投资学》全课共七章，第一章为 6 课时，第二、三章分别为 9 课时、第四、五章各 6

课时，第六章 9 课时，第七章 6 课时。讨论课或机动 3 课时。总课时共计 5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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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券投资分析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分析的概念，

熟悉证券投资的理念和策略，市场有效假说以及证券投资分析的几种方法。 
本章重点：证券投资的概念、证券投资的策略、证券投资的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证券投资分折的意义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以及这些有价证券的衍生品，以获

取红利、利息及资本利得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它是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证券投资分析——是利用各种专业分析方法对影响证券价值或价格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以判断证券价值或价格及其变动的行为，是证券投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2．有利于正确评估证券的投资价值 
3．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科学的证券投资分析是投资者获得投资成功的关键 

三、证券投资理念与策略 

（一）证券投资理念 
1．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 
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是一种风险相对分散型市场的投资理念。这种投资理念的前提是证券的市

场价值是潜在的、客观的。 
价值发现投资理念所依赖的工具不是大量的市场资金，而是市场分析和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其

投资理念确立的主要成本是研究费用。 
在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下，只要国民经济保持增长和行业处在发展阶段，证券投资就可以较大

程度地规避市场风险。 
2．价值培养型投资理念 
价值培养型投资理念是一种投资风险共担型的投资理念。在这种投资理念指导下的投资行为既

分享证券内在价值成长，也共担证券价值成长风险。 
（二）证券投资策略 
在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基础上，根据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类： 
1．保守稳健型 
2．稳健成长型 
3．积极成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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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信息要素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信息来源 

从信息发布主体和发布渠道看，证券市场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部门 
1. 国务院 
2. 中国证监会 
3．财政部 
4．中国人民银行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商务部 
7．国家统计局 
（二）证券交易所 
（三）上市公司 
（四）中介机构 
（五）媒体 
（六）其他来源 

二、有效市场假说与证券投资分析 

（一）有效市场假说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财务学家尤金·法默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认为：在一个充满信息交流和信息竞争的社会里，一个特定的信息能够在股

票市场上迅即被投资者知晓；随后，股票市场的竞争将会驱使股票价格充分且及时地反映该组信息，

从而使得投资者根据该组信息所进行的交易不存在非正常报酬，而只能赚取风险调整的平均市场报

酬率。只要证券的市场价格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全部有价值的信息，市场价格代表着证券的真实价值，

这样的市场就称为有效市场。 
有效市场假说表明：在有效率的市场中，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只能是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

那部分正常收益，而不会有高出风险补偿的超额收益。因而，在有效率的市场中，“公平原则”得

以充分体现，同时资源配置更为合理和有效。由此可见，不断提高市场效率无疑有利于证券市场持

续健康地发展。 
（二）有效市场分类及其对证券分析的意义 
与证券价格有关的“可知”的资料是一个 广泛的概念，可以分为三类： 
第Ⅰ类资料是与国内和国际经济、行业、公司有关的所有公开可用的资料，也包括个人、群体

所能得到的所有私人、内部资料； 
第Ⅱ类资料则是第Ⅰ类资料中已公开的部分； 
第Ⅲ类资料是第Ⅱ类资料中对证券市场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资料。 
依据有效市场假说，结合实证研究的需要，学术界一般根据证券市场价格对三类不同资料的反

映程度，将证券市场区分为三种类型： 
1．弱式有效市场 
2．半强式有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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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式有效市场 

第三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流派及其特点 

证券投资分析起源于美、英等金融发达国家。 
现代证券投资分析形成了四个基本的分析流派： 
一、基本分析流派 
二、技术分析流派 
三、心理分析流派 
四、学术分析流派 

第四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 

证券投资分析有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步骤和方法。 
目前，进行证券投资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一、基本分析法 

（一）定义 
基本分析——是指证券投资分析师根据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及投资学等基本原理，对

决定证券价值及价格的基本要素如宏观经济指标、经济政策走势、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状况、

公司销售和财务状况等进行分析，评估证券的投资价值，判断证券的合理价位，提出相应的投资建

议的一种分析方法。 
（二）理论基础 
（1）任何一种投资对象都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内在价值”的固定基准，且这种“内在价值”

可以通过对该种投资对象的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分析而获得； 
（2）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距 终会被市场所纠正，因此市场价格低于（或高于）

内在价值之日，便是买（卖）机会到来之时。 
（三）内容 
1. 宏观经济分析 
2. 行业分析与区域分析 
3. 公司分析 

二、技术分析法 

（一）定义 
技术分析是仅从证券的市场行为来分析证券价格未来变化趋势的方法。 
证券的市场行为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市场价格、成交量、价和量的变化以及完成这些

变化所经历的时间是市场行为 基本的表现形式。 
（二）理论基础 
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三大假设之上的。 
这三大假设是： 
——市场的行为包含一切信息， 
——价格沿趋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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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重复。 
（三）内容 
技术分析的内容就是市场行为的内容。 
技术分析理论分为以下几类： 
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技术指标理论、波浪理论和循环周期理论。 

三、证券组合分析法 

（一）定义 
证券组合分析法是根据投资者对收益率和风险的共同偏好以及投资者的个人偏好确定投资者

的 优证券组合，并进行组合管理的方法。 
（二）理论基础 
对于传统的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而言，以多元化证券组合来有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是证券组合分

析的理论基础。 
对于现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而言，马柯威茨的均值方差模型是证券组合分析首要的理论基础，

夏普的“单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和夏普、特雷诺、詹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

及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又进一步扩充了该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认为，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收益由它的期望收益率表示，而风险则

由其期望收益率的方差来衡量。期望收益率和方差要成为收益率分布的良好特征要求收益率服从正

态分布。证券的期望收益率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理性投资者

具有在期望收益率既定的条件下选择风险 小的证券和在风险既定的条件下选择期望收益率 高

的证券这两个共同特征，即风险厌恶假设和不满足假设，符合这两个假设的证券组合被称为有效组

合。 
（三）内容 
根据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进行投资： 
首先，是基于历史数据计算出所考虑的每一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 
然后，用线性规划或其他方法确定有效组合； 
后，根据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确定投资者 满意的证券组合。 

四、证券投资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投资？什么是证券投资分析？ 
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有哪些？证券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是什么？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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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价证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

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债券收益率的计算以及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股

票的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现金流贴现

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型）、市盈率估价方法；其他有价证券的价值分

析。 
本章重点：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

债券收益率的计算以及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股票的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

要因素、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现金流贴现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

型）、市盈率估价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因素 

（一）影响债券定价的内部因素 
（二）影响债券定价的外部因素 

二、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 

（一）假设条件 
在对债券定价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假定：债券不存在信用风险或违约风险；不考虑通货膨胀

对债券收益的影响。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终值和现值 
1．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在一定利率下，用货币进行投资的机会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被

称为货币的时间价值。 
2．终值的计算 

n
n rpp )1(0 +=                         （2.1） 

或 

)1(0 rnppn +=                         （2.2） 

3．现值的计算 

 3)  (2.                        
)(1

p   p n
n

 0 r+
=  

rn
pp n

+
=

10           （2.4） 

可见：现值是终值的逆运算，从终值的公式，可以推出现值公式。 
若按单利计息，复利贴现，得出现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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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值一般有两个特征：——当终值确定时：贴现率越高，现值就越低。 
——当利率和终值确定时：期限越长，现值就越低。 
（三）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定价公式 
债券定价时的条件：预期货币收入，必要收益率。 
在 简单的债券定价中（即对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来说）：其预期货币收入是期末一次性支付

的利息和本金；其必要收益率参照可比债券确定。所以：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单利计息，按单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nr
niMP

⋅+
⋅+

=
1

)1(
            （2.5）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单利计息，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2.6）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复利计息，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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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债券价格的计算： 
贴现债券可以把面值视为贴现债券到期的本息和，参照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估价公式可计算出

贴现债券的内在价值。 
（四）附息债券的定价公式 
1．一年付息一次债券的定价公式 
对一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贴现方法有复利贴现和单利贴现： 
——如果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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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单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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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债券的价格；C—每年支付的利息；M—票面价值； 
n ——所余年数；r —必要收益率； t —第 t 次。 
2．半年付息一次债券的定价公式 
对半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第一，贴现利率采用半年利率，通常是将给定的年利率除以 2（或

年利息支付次数）。第二，到期前剩余的时期数乘以半年为单位予以计算，通常是将以年为单位计

算的剩余时期数乘以 2（或每年支付利息的次数）。则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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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收益率的计算 

内 部 到 期 收 益 率 — — 在 投 资 学 中 被 定 义 为 ： 把 未 来 的 投 资 收 益 折 算 成 现              
值，使之成为购买价格或初始投资额的贴现收益率。 

对一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可用下列公式得出到期收益率： 

n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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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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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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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2） 

已知 P、C、F 和 n 的值，带入上式，在计算机上用试错法便可算出 Y 的数值。 
就半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将半年利率（或称周期性收益率）Y 乘 2 便得到年到期收益率，

此年收益低估了实际年收益而被称为债券等价收益率。 

四、债券转让价格的近似计算 

（一）贴现债券的转让价格 
贴现债券的买入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贴现债券的卖出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二）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转让价格 
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买入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卖出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三）附息债券的转让价格。 

五、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 

（一）利率期限结构的概念 
（二）利率期限结构的类型 
（三）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 
1．市场预期理论 
2．流动性偏好理论 
3．市场分割理论 

第二节  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 

一、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因素 

（一）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内部因素 
（二）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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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 

（一）现金流贴现模型 
现金流贴现模型是用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决定普通股票内在价值的方法。因此，股票的内在

价值是由预期支付的股利的贴现值决定的。 
而通过贴现现金流模型可以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其一般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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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在（2.14）式中，假定：贴现率始终一样。我们引入净现值的概念。 
净现值——等于内在价值与成本之差，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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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NPV＞0，则：预期现金流入的净现值之和大于投资成本， 
即这种股票的价格被低估，应该购买该股票； 
如果 NPV＜0，则：预期现金流入的净现值之和小于投资成本， 
即这种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不该购买该股票。 
（二）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是使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 
用 k* 表示内部收益率，根据内部收益率的定义可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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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内部收益率是使未来股息流贴现值恰好等于股票市场价格的贴现率。 
由方程（2．15）可以求出内部收益率 k* 
把内部收益率 k*与具有同等风险水平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k 相比较： 
如果 k*＞k，则应该购买这种股票； 
如果 k*＜k，则不该购买这种股票。 
运用现金流贴现模型决定普通股票内在价值的难点：即投资者必须预测所有未来不同时期分配

的股利数额。因为公司经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无限期发放股利应做一些假定，即应对股利

增长率做出假定，以便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 
对股利增长率来说：时点 t 的每股股利为： 

)1(1 ttt gDD += −              （2.16） 

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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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tt
t D

DDg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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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股利增长率的假定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贴现现金流模型： 
——零增长模型 
——不变增长模型 
——可变增长模型 
（二）零增长模型 
1．公式 
零增长模型假定：股利增长率等于零，即 g = 0，也即未来股利按一个固定数量支付。 
根据这个假定，我们用 D0 来替换方程（2．13）中的 Dt，得：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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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因为 k＞0，按照数学中无穷级数的性质，可知 

 
代入方程（2.18）中，得出零增长模型公式： 

k
DV 0=                                   （2.19） 

2．内部收益率 
零增长模型也可用于计算投资零增长证券的内部收益率。 
如果用证券的当前价格 P 代替 V，用 k*（内部收益率）代替 k，零增长模型可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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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P
Dk 0=∗                  （2.21） 

3．应用 
（三）不变增长模型 
1．公式 
不变增长模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股息按照不变增长率增长，另一种是股息以固定不变

的绝对值增长。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为常见。 
如果假设股利按不变的增长率增长，则可建立不变增长模型。 

假设时期 t 的股利为： 

将上式中的 

t
t gDD )1(0 +×= 带入现金流贴现模型（2.14）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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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学中无穷极数的性质，如果 k ＞ g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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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不变增长模型： 

gk
gDV

−
+

=
1

0                     （2.22） 

由于 Dt＝D0（1 + g），有时方程（2.17）又可写成如下形式： 

gk
DV
−

= 1 （2．23） 

2．内部收益率 
不变增长模型同样可用于计算股票的内部收益率，用股票的市场价格 P 代替 V；用 k*代替 k，

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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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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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与零增长模型的关系） 
（四）可变增长模型 （多元增长模型） 
首先，考察可变增长模型中的二元增长模型： 
1．公式 
二元增长模型假定：在时间 L 以前，股息以一个不变的增长速度 g1 增长， 
在时间 L 以后，股息以另一个不变增长速度 g2 增长。 
在此假定下，可以建立二元可变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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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 2101 ggDD t
L +×+=+  

2．内部收益率 
在可变增长模型中，用股票的市场价格 P 代替 V，k* 代替 k，同样可以计算出内部收益率

k*。 
3．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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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市场价格的计算方法——市盈率估价法 

市盈率（本益比或价格收益比）是每股市价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 
其公式为：市盈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收益 
如果已知股票的市盈率和每股收益，就能计算出股票价格。 
每股收益可以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或盈利预测中取得； 
市盈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取得： 
（一）简单估计法 
1．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估计 
（1）算术平均数法 
（2）趋势调整法 
（3）回归调整法 
2．市场决定法 
（1）市场预期回报率倒数法 
（2）市场归类决定法 
（二）回归分析法 

第三节  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分析 

单位资产净值 = （基金资产总值—各种费用）/ 基金单位数量 
一般来说，基金单位的资产净值与其价格成正比例关系。 
1．封闭式基金的价值分析 
（1）发行价格 
（2）交易价格。 
2．开放式基金的价格决定 
（1）申购价格 
（2）赎回价格 

二、可转换证券的价值分析 

1．可转换证券的价值 
（1）可转换证券的投资价值—是指它不具有转换选择权的一种证券的价值。 
（2）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是它所转换的股票的市场价值，它等于该股票的每股市场价格

与转换比率的乘积。其公式为： 
转换价值 ＝股票市场价格 × 转换比例 
（3）可转换证券的理论价值—也称内在价值，是指将可转换证券转股前的利息收入和转股时

的转换价值按适当的必要收益率折算的现值。 
（4）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值—是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值一般在其投

资价值和转换价值之上。 
2．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平价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平价——是指使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值（即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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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该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的转换股票的每股价格。 
即：转换平价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 转换比例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升水及公式： 
转换升水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 
转换升水比例及公式： 
转换升水比率 = 转换升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100 % 
=（转换平价—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100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贴水及公式： 
转换贴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转换贴水比例及公式： 
转换贴水比率 = 转换贴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100 %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转换平价）/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100 % 

三、认股权证的价值分析 

1．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 
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认股权证的认购股票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其公式如

下： 
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股票的市场价格-认股权证的认股价格 
认股权证的溢价及公式：认股权证的溢价＝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理论价值 

＝（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认购股票的市场价格）+ 认股价格 
2．认股权证的杠杆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如何计算债券的价值以及债券的收益率？ 
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是什么？ 
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如何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现金流贴现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型）、

如何利用市盈率对股票进行估价？ 
如何计算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 
如何计算可转换证券的价值？ 
如何计算认股权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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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宏观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和方法、熟

悉宏观经济各个主要变量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以及

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分析了解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熟悉和了解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本章重点：宏观经济各重要指标及其变化，宏观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

用，以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宏观经济分析概述 

一、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与方法 

（一）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1．宏观经济分析可以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2．宏观经济分析可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3. 宏观经济分析可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与方向 
（二）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1．总量分析法 
2．结构分析法 
3．宏观分析资料的搜集与处理 

二、评价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变量 

（一）国民经济总体指标 
1． 国内生产总值（GDP） 
2．工业增加值 
3．失业率 
4．通货膨胀 
5．国际收支 
（二）投资指标 
1．政府投资 
2．企业投资 
3．外商投资 
（三）消费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四）金融指标 
1．总量指标 
（1）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是单位和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存款和手持现金之和，其变化反映着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居民个人的投资行为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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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 
中央银行一般根据宏观监测和调控的需要，根据流动性的大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不同的层

次。我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 
①流通中的现金（用符号 M0 表示） 
②狭义货币供应量（用符号 M1 表示） 
③广义货币供应量（用符号 M2 表示） 
M2 与 M1 的差额，通常称为准货币。 
（2）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 
（3）金融资产总量。 
2．利率 
利率——是利息额与本金的比率。利率直接反映的是信用关系中：债务人使用资金的代价，债

权人出让资金使用权的报酬。 
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利率的波动反映出资金供求的变动状况。 
利率有多种分类，从而形成利率的结构。 
(1) 贴现率与再贴现率。 
(2) 同业拆借利率。 
(3) 回购利率 
(4) 各项存贷款利率。 
3．汇率 
汇率——是外汇市场上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相互交换的比率。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外汇汇率的决定是由一国货币所代表的实际社会购买力平价和自由市场对

外汇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汇率变动是国际市场商品和货币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当汇率降低时，本币贬值，国外的本币

持有人就会抛出本币，或者加快从国内市场购买商品的速度；对于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流回国内的

本币增多，另一方面是从国内流出的商品增多，出口量扩大，这就形成了国内需求的增大和供给的

减少。当汇率提高时，本币升值，国外对本币的需求增大以及流出增加，同时对国内的进口增加，

这就一方面使国内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使国内供给增加。 
影响一国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率、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等。同样，汇

率变动也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4．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债权的总和，主要用于偿还外债和支付进口，是国 际储备的一种。

一国当前的外汇储备是以前各期国际收支顺差的累计结果。 
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头寸。我

国的国际储备主要由黄金和外汇储备构成。 
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国际收支的差额引起的。 
在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会发生差额，但如果两者方向不同，就会相互抵销。

只有在国际收支账户上的所有项目综合起来发生综合差额，才会引起国际储备变动，特别是外汇储

备变动。 
（五）财政指标 
1．财政收人 
财政收入——是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现国家职 能的财力保证。 
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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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2）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3）其他收

入：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4）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这

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2．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 
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 
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用、科技三项费用（即新产品试制

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

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支出、行政管

理费和价格补贴支出。 
上述财政支出可归类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常性支出，包括政府的日常性支出、公共消费产品

的购买、经常性转移等；另一部分是资本性支出，就是政府的公共性投资支出，包括政府在基础设

施上的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投资以及政府储备物资的购买等。 
这两部分支出的变化对国内总供需的影响是不同的。 
3．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会造成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表现为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则表现为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过大，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膨胀， 终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 
财政结余过大，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终也会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 

第二节  宏观经济分析与证券市场 

一、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证券市场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它表明一方面，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另一面，

宏观经济的走向趋势决定了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 
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企业经济效益 
2．居民收入水平 
3．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 
4．资金成本 
（二）宏观经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 
1．GDP 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 
2．经济周期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 
3．通货变动 
（1）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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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和处理财政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准

则和措施的总称。 
1．财政政策的手段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财政政策的种类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及其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

理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 
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2）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3）调节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4）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2．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手段。 
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 
（1）一般性政策工具 
一般性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经常采用的三大政策工具，包括：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再贴现政策。 
3）公开市场业务。 
（2）选择性政策工具 
随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的加强，货币政策工具也趋向多元化，因而出现了一些供选择使用

的新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 
1）直接信用控制 
2）间接信用指导 
3．货币政策的运用 
货币政策的运用——是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形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调控货币供应量和信用

规模，以此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1)紧的货币政策 
(2)松的货币政策 
4．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公开市场业务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调节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4)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三）收入政策 
1．收入政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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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政策——是国家为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和总任务，针对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收入差距大小

在分配方面制定的原则和方针。 
收入政策目标包括收入总量目标和收入结构目标。 
2．我国收入政策的变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以劳动

收入为主体的前提下，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

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我国民间金融资产大幅增加，同时导致对证券投资的需求增加，从

而促进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证券价格水平的逐步提高。 
着眼于短期供求总量均衡的收入总量调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因而收入总量调控

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三、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证券市场仅仅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证券市场受其他市场的影响，对一国证券市场的

影响是通过该国国内其他金融市场的传导而发生的。 
加入 WTO 之后，我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同时，

证券市场也是有限开放。因此，我国的证券市场相对比较独立，受国际金融市场直接冲击的影响较

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

动荡 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我国的证券市场。具体表现如下： 
（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过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证券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第三节  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一、股票市场供给的决定因素与变动特点 

股票市场的供给主体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股票市场的供给方。决定上

市公司数量的主要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 
（二）制度因素 
（三）上市公司质量 

二、股票市场需求的决定因素与变动特点 

股票市场的需求即股票市场的资金量供给，是指能够进入股票市场购买股票的资金总量。股票

市场需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 
（二）政策因素 
（三）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 
（四）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和壮大 
（五）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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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如何？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有哪些？ 
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有哪些？其如何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关系如何？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怎

样？ 
收入、储蓄和消费、投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金融指标、利率、汇率及国际储备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如何？ 
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证券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 
股票市场的供给、股票市场的需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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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业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行业的概念、行业分析的意义，

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熟悉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及其行业的生命周期；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行业分析

的方法。 
本章重点：行业的概念、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的划分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行业分析的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行业分析概述 

一、行业的含义和行业分析的意义 

（一）行业的含义 
所谓行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从事相同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相同经济活动的经营单位和个体等构

成的组织结构体系。例如：林业、汽车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等等。 
行业和产业的区别： 
产业一般具有三个特点： 
（1）规模性。 
（2）职业化。 
（3）社会功能性。 
行业虽也具有职业化和社会功能性方面的特点，但在规模上一般没有要求。 
（二）行业分析的意义 
行业分析的主要任务： 
解释——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判断其对行业的影响力度， 
预测——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判断行业投资价值， 
揭示——行业投资风险，为政府部门、投资者和其他机构提供投资决策依据。 
行业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和公司分析的关系。 
行业经济是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活动是行业经济活动的总和。 
随着投资的全球化趋势，还需要对各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但是，宏观经济分析并不能提供

具体的投资领域和投资对象，因此，还需要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行业分析是公司分析的前提，也是宏观分析和公司分析的桥梁。 
行业是决定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价值会因公司的不同而不同； 
二是，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价值会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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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划分的方法 

（一）道一琼斯分类法 
（二）标准行业分类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统计局制定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三）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 
1985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明确划分三大产业。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各行业，主要是提供各种劳务的服务性行业。具体包括：交

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仓储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 
1994 年，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4754-94〉》第一次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2002 年，推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新标准共有行业门类 20

个、行业大类 95 个、行业中类 396 个、行业小类 913 个，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行业结构的状况。 
（四）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上海交易所的分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和综合等五类；

深圳交易所的分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金融业和综合等六类。 
2001 年，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1.分类对象与适用范围 
2.分类原则与方法 
3.编码方法 
4.管理机构 
《指引》将上市公司共分成 13 个门类，90 个大类，288 个中类。 
5.分类结构与代码 

第二节  行业的一般特征分析 

一、行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一）完全竞争 
（二）垄断竞争 
（三）寡头垄断 
（四）完全垄断 

二、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 

行业的增长或衰退与国民经济的周期变动关系密切，但程度不同。由此对行业进行分类，可以

分为： 
（一）增长型行业 
（二）周期型行业 
（三）防守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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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每个行业都要经历由成长到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行业的生命周期。 
行业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幼稚期 
（二）成长期 
（三）成熟期 
（四）衰退期 
行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价格-销售-利润-风险会有不同的特点，通过研究公司所处的行业生

命周期的阶段，跟踪考察该行业的发展趋势，就可以分析行业的投资价值和投资风险。 
举例说明，一些典型的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如图 4.2 所示。 

 
1．遗传工程、太阳能等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幼稚期。 
2．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软件、通讯）生物医药等行业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其中，

生物医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的初期，无线通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的中期，大规模计算机行业处于成

长阶段的后期。 
3．石油冶炼、超级市场和电力等行业已进入成熟期。 
4．煤炭开采、自行车、钟表等行业已进入衰退期。 
对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具体判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第一、行业规模 
第二、产出增长率 
第三、利润率水平。 
第四、技术进步和技术成熟程度。 
第五、开工率。 
第六、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和工资福利收入水平。 
第七、资本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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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一、技术进步 

（一）当前技术进步的行业特征 
（二）技术进步对行业的影响 

二、产业政策 

（一）产业结构政策 
（二）产业组织政策 
（三）产业技术政策 
（四）产业布局政策 
我国的产业政策。 
美国的产业政策。 
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法规政策。 

三、产业组织创新 

产业组织是指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的关系。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

效三方面的内容。 
产业组织创新——是指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和企业间关系的创新。 
产业组织创新过程——是对影响产业组织绩效的相关要素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是使产业组织

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社会习惯的改变 

五、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

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有日益加深的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二）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各行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行业分析的方法 

一、历史资料研究法 

历史资料研究法——是以史为鉴，根据历史资料去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的事件，发现规律，

并对当前事件进行解释，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 

二、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的形式一般有抽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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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访查、访谈等方法从被调查者获得资讯，并进行专题研究。 
1. 问卷调查或电话访问 
2. 实地调研 
3. 深度访谈 

三、归纳与演绎法 

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观察到模式总结的过程。 
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从预期模式到对预期模式的验证。 
演绎法是先推论后观察，归纳法是先观察后结论。 

四、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是取某一时点的状态或者某一固定时段（比如一年）的指标，在这个横截面上对

研究对象及其比较对象进行比较研究。 
纵向比较——是利用历史数据，如销售收入、利润、企业规模等，分析行业过去的增长情况，

并据此预测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1.行业增长横向比较 
2.行业未来增长率预测 

五、数理统计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行业分析中来。其

中 常用的有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和时间数列。 
相关分析——主要用于探索两个数量指标之间的依存关系。 
线性回归——是对两个具有相关关系的数量指标进行线性拟合获得 佳直线回归方程，从而在

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指标预测。 
时间数列——是根据数列的排列特征，来预测未来一期或若干期的指标。 
1.相关分析 
（1）相关关系 
（2）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2.一元线性回归 
（1）回归模型 
（2）判定系数 
（3）显著性检验 
（4）应用 
3.时间数列 
（1）数列形态分类 
（2）自相关系数与数列的识别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行业？行业分析有什么意义？ 
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 
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怎样？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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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及的特点有什么不同？ 
行业的生命周期是如何划分的？ 
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行业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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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公司的概念和公司分析的意义；

熟悉公司的行业地位分析、经济区位分析、产品分析、经营能力分析和成长性分析等；掌握公司的

财务分析；熟悉公司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分析。 
本章重点：公司的行业地位分析、经济区位分析、产品分析、经营能力分析和成长性分析等；

公司的财务分析；公司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分析。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公司分析概述 

一、公司的含义 

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经济活动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是指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以其出资额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根据股票是否上市流通，公司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是指其所发行的股票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分析的意义 

第二节  公司基本分析 

一、公司行业地位分析 

公司行业地位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比如： 
——是否为行业龙头企业， 
——是否在价格上具有影响力， 
——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等。 
行业的盈利能力反映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则反映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

位。那些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更高，竞争更具优势。衡量公司行业地位的主要指标

是行业综合排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覆盖率。 

二、公司经济区位分析 

区位，即经济区位是指地理范畴上的经济增长点及其辐射范围。 
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区位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 
——处在经济区位内的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处在经济区位外的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投资价值。 
对上市公司进行区位分析，就是将公司的价值分析与区位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便分析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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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确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区位分析涉及以下内容： 
（一）区位内的自然条件与基础条件 
（二）区位内的产业政策 
（三）区位内的经济特色 

三、公司产品分析 

（一）产品的竞争能力 
1．成本优势 
2．技术优势 
3．质量优势 
（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产品的区域分布（产品的市场覆盖率）。 
其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产品的品牌战略 
品牌是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总称，通过品牌可以区别不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品牌不仅是产品的标识，而且是产品质量、性能、售后服务等的综合体现。 
品牌竞争是产品竞争的深化和延伸，当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企业竞争全面展开时，产品竞

争及公司竞争就集中表现为品牌的竞争。 
品牌具有开拓市场的多种功能：一是品牌具有创造市场的功能， 
二是品牌具有联合市场的功能， 
三是品牌具有巩固市场的功能。 

四、公司经营能力分析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狭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董事会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广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企业控制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内部制度和管理等等。 
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的股权结构 
2．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 
3．监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责任 
4．高素质的经理层 
5．相关利益者参与的共同治理 
（二）公司经理层的素质 
所谓素质，是指一个人的品质、性格、学识、能力、体质等特性的总和。 
在现代企业里，经理人员的素质是企业能否成功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经

营成果。对经理层的素质分析是公司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经理人员应该具备如下素质：一是从事管理工作的愿望， 
二是管理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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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人际关系协调能力。 
（三）公司员工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公司员工的素质对公司发展作用极大。 
公司员工应具备如下素质： 
——专业技术能力、 
——对企业的忠诚度、责任感、 
——团队合作精神、 
——创新能力等。 
员工素质的分析可以判断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公司成长性分析 

（一）公司经营战略分析 
经营战略——是企业为其生存和持续发展，面对激烈变化与严峻挑战的市场环境，进行的总体

性谋划。它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是企业经营的长远规划，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 
经营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纲领性的特征，它从宏观上规定了公司的成长方向、成长速度

及经营战略的实现方式。由于经营战略决策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未来发展，其决策对象非常复杂，既

有常规问题，又有突发性问题，不确定因素很多难。因此，对公司经营战略的评价比较困难，难以

标准化。 
（二）公司规模变化的特征及规模扩张的潜力分析 
公司规模变化和扩张潜力一般与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市场结构、经营战略密切相关。公

司规模变化的特征及规模扩张的潜力分析是从微观方面具体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因此，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公司规模扩张的原因分析 
2．纵向比较分析 
3．横向比较分析 
4．分析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前景及未来的市场份额。 
分析公司投资项目和项目预期的销售和利润水平。 
5．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公司的投资和融资能力。 

六、公司基本分析的应用 

（一）分析公司所属产业 
（二）分析公司背景和历史沿革 
（三）分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四）分析公司的市场营销 
（五）分析公司的研究与开发 
（六）分析公司的融资与投资 

第三节  公司财务分析 

一、公司财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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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它表明权益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

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有义务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账户式结构。 
资产与负债和权益的关系：总资产 = 负债 + 权益 
（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表明企业的获利能力。利润表将一定期

间的营业收入与同期的营业费用进行配比，以计算企业一定时期的净利润（或净亏损）。 
利润表的主要内容： 
1．构成主营业务利润的各项要素 
2．构成营业利润的各项要素 
3．构成利润总额（或亏损总额）的各项要素 
4．构成净利润（或净亏损）的各项要素 
利润分配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对实现净利润的分配或亏损弥补的会计报表，是利润表的附

表。 
通过利润分配表，可以了解企业利润表上反映的净利润的分配情况或亏损的弥补情况，了解利

润分配的构成以及年末未分配利润的数额。 
（三）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的流入和流出，表明企业获得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的能

力。 
现金流量表分为三个部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通过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可以了解企业为获得未来收益和现金流量而导致的当期资

源的转出，以及前期资源转出带来的当期现金流入。 
通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预计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要求

权，以及获得前期现金流入需付出的代价。 

二、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与方法 

（一）目的 
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是为有关各方提供决策的信息。因使用主体不同，分析目的也不相同。 
对公司经理人员来说 
对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来说 
对债权人来说： 
对其他使用主体来说 
报表分析的目的表现在三个方面：——评价过去的经营业绩； 
——衡量现在的财务状况；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报表分析的方法与原则 
1．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 
财务报表的比较分析是指对两个或几个可比数据进行对比，揭示财务指标的差异和变动关系，

是报表分析中的基本方法； 
财务报表的因素分析是依据分析指标和影响因素的关系，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财务指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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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 
2．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 
坚持全面原则。 
坚持考虑个性原则。 

三、公司财务比率分析 

财务比率是指同一张财务报表的不同项目之间、或同一时期内不同财务报表之间、及其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 
比率分析可以用当年实际比率与标准比率进行对比分析，标准比率包括： 
——公司历史 好水平、 
——公司当年的计划预测水平、 
——同行业的先进水平或平均水平等。 
财务比率分析涉及的指标很多，大致可归为以下几大类： 
（一）变现能力分析 
变现能力是公司产生现金的能力，它取决于可转变为现金的流动资产的多少，是考察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的关键。 
反映变现能力的财务比率主要有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1．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流动比率可以反映短期偿债能力，流动资产越多，短期债务越少，则偿债能力越强。 
流动资产偿还全部流动负债后的剩余是营运资金（即：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营运资金）。因

此，营运资金的多少可以反映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 
一般认为，生产型公司合理的 低流动比率是 2。 
一般情况下，营业周期、流动资产中的应收账款数额和存货的周转速度是影响流动比率的主要

因素。 
2．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虽然可以用来评价流动资产总体的变现能力，但人们（特别是短期债权人）还希望获

得比流动比率更进一步的有关变现能力的比率指标。这个指标被称为速动比率，也被称为酸性测试

比率。 
速动比率——是从流动资产中扣除存货部分，再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的计算将存货从流动资产中剔除反映的短期偿债能力更可靠。 
一般认为，正常的速动比率为 1。 
影响速动比率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是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保守速动比率（或称超速动比率） 的计算除了扣除存货外，还可扣除其他与当期现金流量无

关的项目（如待摊费用等），以计算更进一步的变现能力。 
其计算公式如下： 
保守速动比率=（现金+短期证券+应收账款净额）/ 流动负债 
3．影响变现能力的其他因素 
还有一些财务报表之外的因素也会影响变现能力及短期偿债能力。 
增强公司变现能力的因素：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600 

（1）可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 
（2）准备很快变现的长期资产。 
（3）偿债能力的声誉。 
减弱公司变现能力的因素： 
（1）未作记录的或有负债。 
（2）担保责任引起的负债。 
（二）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指公司经营管理中利用资金运营的能力，一般通过公司资产管理比率来衡量，

主要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资产利用的效率。因此资产管理比率通常又被称为运营效率，主要包括： 
1．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率——是衡量和评价公司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等各环节管理状况的综合性

指标。它是主营业务成本被平均存货所除得到的比率，也叫存货周转次数。用时间表示的存货周转

率就是存货周转天数。其计算公式为：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 
存货周转天数=360 天/存货周转率 
=360 天/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 
=平均存货× 360 天/主营业务成本 
一般来讲，存货周转速度越快，存货的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转换为现金或应收账

款的速度越快。提高存货周转率可以提高公司的变现能力，存货周转速度越慢则变现能力越差。 
存货周转天数（存货周转率）指标的好坏反映存货管理水平，它不仅影响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也是整个公司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除了分析批量因素、季节性生产的变化等情况外，还应对存

货的结构以及影响存货周转速度的重要项目进行分析，比如分别计算原材料周转率、在产品周转率

或某种存货的周转率等。其计算公式如下： 
原材料周转率=耗用原材料成本/平均原材料成本 
在产品周转率=制造成本/平均在产品存货 
2．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指标是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就是年度内应收账款转为现金的平均次

数，它说明应收账款流动的速度。用时间表示的周转速度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叫应收账款回收

期或平均收现期，它表示公司从取得应收账款的权利到收回款项转换为现金所需要的时间。其计算

公式为：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 天/ 应收账款周转率 
=平均应收账款 × 360 天/主营业务收入 
一般来说，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收回越快；否则，公司的

营运资金会过多地滞留在应收账款上，影响正常的资金周转。 
影响该指标正确计算的因素： 
——（1）季节性经营； 
——（2）大量使用分期付款结算方式； 
——（3）大量使用现金结算的销售； 
——（4）年末销售的大幅度增加或下降。 
3．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是主营业务收入与全部流动资产的平均余额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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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周转速度快，会相对节约流动资产，等于相对扩大

资产投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而延缓周转速度，需要补充流动资产参加周转，形成资金浪费，降

低公司盈利能力。 
4．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是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该项指标反映资产总额的周转速度。周转越快，反映销售能力越强。公司可以通过薄利多销的

方法，加速资产的周转，带来利润绝对额的增加。 
总之，各项资产的周转指标用于衡量公司运用资产赚取收入的能力，经常和反映盈利能力的指

标结合在一起使用，可全面评价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长期偿债能力——是公司偿付到期长期债务的能力，通常用负债比率衡量。 
1．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它可以衡量公司在清算时债权  人利益的保护程

度。 
其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 100％ 
这项指标反映债权人所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它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含义： 
首先，从债权人的立场看 
其次，从股东的角度看 
后，从经营者的立场看 

此外，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 
2．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是负债总额与股东权益总额的比率，也称债务股权比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产权比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100％ 
该指标反映由债权人提供的资本与股东提供的资本的相对关系，反映公司基本财务结构是否稳

定。 
3．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是公司负债总额与有形资产净值的百分比。 
有形资产净值——是股东权益减去无形资产净值后的净值，即股东具有所有权的有形资产的净

值。 
其计算公式为：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无形资产净值）╳100％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也是产权比率指标的延伸，该指标更谨慎、更保守，它反映了公司在清算

时，债权人的投入资本与股东权益在数额上的比较，反映其投入资本的偿还是否存在风险。 
4．已获利息倍数 
已获利息倍数——是指公司经营业务收益与利息费用的比率，用以衡量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

也叫利息保障倍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已获利息倍数=税息前利润/利息费用 
已获利息倍数指标反映公司经营收益为所需支付的债务利息的多少倍。只要已获利息倍数足够

大，公司就有充足的能力偿付利息，否则就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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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一指标，公司还可以测算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的比率，它是用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相除

计算的。其计算公式如下： 
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长期负债/（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一般情况下，长期债务不应超过营运资金。长期债务会随时间延续不断转化为流动负债，并需

运用流动资产来偿还。保持长期债务不超过营运资金，就不会因这种转化而造成流动资产小于流动

负债，从而使长期债权人和短期债权人感到贷款有安全保障。 
5．影响长期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四）盈利能力分析 
1．主营业务净利率 
主营业务净利率——是指净利与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主营业务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2．主营业务毛利率 
主营业务毛利率——是毛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其中毛利润是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

务成本的差。 
其计算公式为： 
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100％ 
3．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利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影响资产净利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 
——产品的价格、 
——单位成本的高低、 
——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的数量、 
——资金占用量的大小等。 
4．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年末净资产的百分比，也叫净值报酬率或权益报酬率。 
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末净资产╳100％ 
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率的综合指标。 
杜邦财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的典型） 
（五）投资收益分析 
1．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是指本年净利润与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收益=净利润/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 
以上公式适用于本年度普通股数未发生变化的简单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 
当普通股发生增减变化时，该公式的分母应使用按月计算的“加权平均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

总数”： 
加权平均发行在外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发行在外月份数） 

== —————————————————————— 
的年末普通股总数                        12 

 



证券投资学 

 1603

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 
2．市盈率 
市盈率——是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的比率，亦称本益比。 
其计算公式为：  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3．股利支付率 
股利支付率——是普通股每股股利与每股收益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股利支付率=每股股利/每股收益╳100％ 
该指标反映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支付股利的能力。 
与股利支付率指标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个指标是“股票获利率”。 
股票获利率——是指每股股利与股票市价的比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股票获利率=普通股每股股利/普通股每股市价╳100％ 
股票获利率主要应用于非上市公司的少数股权。 
4．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是年末净资产（即年末股东权益）与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也称

为每股账面价值或每股权益。 
用公式表示为：每股净资产=年末净资产/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股数 
这里的“年末股东权益”指扣除优先股权益后的余额。 
5．市净率 
市净率——是每股市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六）现金流量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不仅要依靠现金流量表，还要结合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1．流动性分析 
所谓流动性——是指将资产迅速转变为现金的能力。 
根据资产负债表确定的流动比率虽然也能反映流动性，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般来讲，真正能用于偿还债务的是现金流量，所以，现金流量和债务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反映

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1）现金到期债务比： 
现金到期债务比=经营现金净流量/本期到期的债务 
（2）现金流动负债比： 
现金流动负债比=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 
（3）现金负债总额比： 
现金负债总额比=经营现金净流量/负债总额 
2．获取现金能力分析 
获取现金能力——是指经营现金净流入和投入资源的比值。 
（1）主营业务现金比率：    ． 
主营业务现金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主营业务收入 
（2）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经营现金净流量/普通股股数 
（3）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现金净流量/资产总额╳100％ 
3．财务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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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弹性——是指公司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和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 
这种能力来源于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的比较。现金流量超过现金支付，有剩余现金，适应性就

强，财务弹性就强。 
（1）现金满足投资比率： 
 
现金满足              计算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 
投资比率        计算期资本支出、存货增加、现金股利之和 
（2）现金股利保障倍数： 
现金股利保障倍数=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没股现金股利 
4．收益质量分析 
收益质量——是指报告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现金流量表的角度来看，收益质量分析主要是分析会计收益与现金净流量的比率关系，其主

要的财务比率是营运指数。 
营运指数=经营现金净流量/经营所得现金 
经营所得现金=经营净收益+非付现费用 
=净利润—非经营收益+非付现费用 
关于收益质量的信息，列示在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中。 

四、公司财务状况的综合分析 

（一）沃尔评分法 
（二）综合评价方法 

五、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与可靠性 
财务报表是按会计准则编制的，合乎规范，但不一定反映该公司的客观实际。 
具体表现有： 
1．报表数据未按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调整； 
2．非流动资产的余额，是按历史成本减折旧或摊销计算的，不代表现行成本或变现价值； 
3．有许多项目，如科研开发支出和广告支出，从理论上看是资本支出，但发生时已列作了当

期费用； 
4．有些数据基本上是估计的，如无形资产摊销和开办费摊销，但这种估计未必正确； 
5．发生了非常的或偶然的事项，如财产盘盈或坏账损失，可能歪曲本期的净收益，使之不能

反映盈利的正常水平。 
（二）财务分析结果的预测性调整 
公司的经济环境和经营条件的变化，使原有的财务数据与新情况下的财务数据不具有直接可比

性。 
（三）公司增资行为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增资行为一般会改变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公司资本总额中的相对比重，因此，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和权益负债比率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1．股票发行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1）配股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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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发新股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2．债券发行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3．其他增资行为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四）阅读会计报表附注 
会计报表附注是会计报表的补充，主要对会计报表不能包括的内容或者披露不详尽的内容作进

一步的解释说明。通过详尽地阅读会计报表附注，能更深地理解和使用会计信息。 
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基本会计假设，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说明，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或有事项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会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等。 

第四节  公司重大事项分析 

一、公司的资产重组 

（一）资产重组方式 
1．扩张型公司重组 
扩张型公司重组——是指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的重组行为。 
包括： 
(1)购买资产。 
(2)收购公司。 
(3)收购股份。 
(4)合资或联营组建子公司。 
(5)公司的合并。 
2．调整型公司重组 
(1)股权置换。 
(2)股权—资产置换。 
(3)资产置换。 
(4)资产出售或剥离。 
(5)公司的分立。 
(6)资产配负债剥离。 
3．控制权变更型公司重组 
(1)股权的无偿划拨。 
(2)股权的协议转让。 
(3)公司股权托管和公司托管。 
(4)表决权信托与委托书。 
(5)股份回购。 
(6)交叉控股。 
（二）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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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资产重组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从而使一批上市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在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后，其

经营和业绩并没有得到持续、显著的改善。究其原因， 关键的是重组后的整合不成功。 
重组后的整合主要包括：——企业资产的整合、 
——人力资源配置和企业文化的融合、 
——企业组织的重构三个方面。 
不同类型的重组对公司业绩和经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扩张型资产重组而言 
——对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而言 
——对于调整型资产重组而言 

二、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方式 
所谓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换资产、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交易行为。在企业

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就视为关联方： 
一是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二是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所谓“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

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类型。 
按照交易的性质划分，关联交易可划分为： 
1．经营活动中的关联交易 
(1)关联购销。 
(2)费用负担的转嫁。 
(3)资产租赁。 
(4)资金占用。 
(5)信用担保。 
2．资产重组中的关联交易 
(1)资产转让和置换。 
(2)托管经营、承包经营。 
3．合作投资 
4．相互持股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关联交易属于中性交易，它既不属于单纯的市场行为，也不属于内幕交易的范畴，

其主要作用：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生产经营渠道的畅通，提供扩张所需的优质资产，有利

于实现利润的 大化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关联交易有其非经济特性。 
与市场竞争、公开竞价的方式不同，关联交易价格可由关联双方协商决定，特别是在我国评估

和审计等中介机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关联交易就容易成为企业调节利润、避税以及为某些部门和

个人获利的途径，往往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 

三、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一）会计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基本上是在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当会计制度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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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变更会计政策时，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企业的会计政策发生变更将影响公司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如果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

计处理，则会计政策的变更将影响公司年初及以前年度的利润、净资产、未分配利润等数据。 
（二）税收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变化也将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公司和上市公司？公司分析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对公司的行业地位、经济区位、产品、经营能力和成长性进行分析？ 
公司的财务报表有哪些？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与方法是什么？ 
公司财务比例分析的内容有哪些？ 
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会计报表附注的作用是什么？ 
开机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公司有何影响？ 
公司的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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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技术分析的概念、技术分析的三

大假设以及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有关成交价格与成交量之间的规律，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和使用

技术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熟悉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包括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

形态理论、缺口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和其他技术分析理论；熟悉技术分析中的技术指标，

包括移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

对强弱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和其它技术指标。 
本章重点：技术分析的概念、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以及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有关成交价格与

成交量之间的规律；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等；移

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对强弱

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等技术指标。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概述 

一、技术分析的涵义 

证券投资分析主要分为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 
所谓技术分析——是指对证券市场的市场行为所作的分析。 
其特点——是通过对市场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应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典型

的行为规律，以此预测证券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 
市场行为包括价格的高低、价格的变化、价格变化中的成交量以及完成这些变化所经过的时间。 
由于技术分析运用了广泛的数据资料，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因此受到了投资者

的重视和喜爱。技术分析法不但应用于证券市场，还广泛应用于外汇、期货和其他金融市场。 
技术分析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合理的假设之上的。 

二、技术分析的基本假设 

技术分析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概括为三大假设，其内容包括： 
(1)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 
(2)价格沿趋势移动； 
(3)历史会重演。 
这三大假设就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 
1．假设一是技术分析的基础 
2．假设二是技术分析 根本、 核心的因素 
3．假设三是人的心理因素的反映 

三、技术分析的要素 

技术分析的要素包括价格、成交量、时间和空间。对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是技术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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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和成交量是市场行为最基本的表现 

市场行为 基本的表现就是成交价和成交量。过去和现在的成交价、成交量涵盖着过去和现在

的市场行为。 
技术分析就是利用过去和现在的成交量、成交价资料，利用图形分析和指标分析来解释和预测

未来的市场走势。这里，成交价、成交量就成为技术分析的要素。 
如果加上时间因素，技术分析就是对时间、价格、成交量三者关系的分析。在某一时点上的价

和量反映的是买卖双方在这一时点上共同的市场行为，是双方的暂时均衡点。随着时间的变化，均

衡点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价量关系的变化。 
一般说来，买卖双方对价格的认同程度通过成交量的大小得到确认： 
——认同程度大，成交量大；——认同程度小，成交量小。 
双方的这种市场行为反映在价、量上表现为这样一种趋势规律： 
——价增量增，价跌量减。 
根据这一趋势规律: 
——当价格上升时，成交量不再增加，意味着价格得不到买方确认，价格的上升趋势将会改变；

——反之，当价格下跌时，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程度就不再萎缩，意味着卖方不再认同价格的继续下

跌，价格下跌的趋势将会改变。 
成交价、成交量的这种关系是技术分析的合理性所在，因此，价、量是技术分析的基本要素，

一切技术分析方法都是以价、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就是分析、预测未来价格趋势，为投资决

策提供服务。 

五、成交量与价格的关系（十大关系） 

（1）股价随成交量的增加而上涨，呈量增价涨之势，属于市场行情的正常情况，表示股价将

继续上涨。 
（2）在一波涨势中，股价随着递增的成交量而上涨，突破前一波的高峰，创下新高后继续上

涨，而此波段股价上涨时的总成交量水平却低于前一波段上涨的成交量水平，价突破创新高，量却

没能突破创新高，则此波段股价的涨势令人怀疑，同时也是股价趋势潜在的反转信号。 
（3）股价随着成交量的递减而回升，股价上涨，成交量却逐渐萎缩，成交量是股价上涨的原

动力，原动力不足显示股价趋势潜在的反转信号。 
（4）有时股价随着缓慢递增的成交量而逐渐上涨，渐渐地走势突然呈垂直上升的井喷行情，

成交量急剧增加，股价暴涨。紧随此波走势，继之而来的是成交量大幅萎缩；同时股价急速下跌。

这种现象表示涨势已到末期，上升乏力，走势力竭，显示出趋势反转的现象。反转所具有的意义将

视前一波股价上涨幅度的大小及成交量扩增的程度而定。 
（5）在一波长期下跌，形成谷底后股价回升，成交量并没有因股价上涨而递增，股价上涨欲

振乏力，然后再度跌落至前期谷底附近，或高于谷底。当第二谷底的成交量低于第一谷底的时，是

股价上涨的信号。 
（6）股价下跌，向下跌破股价形态趋势线或移动平均线（重要支撑线），同时伴有大的成交

量，是股价下跌的信号，强调趋势反转形成空头市场。 
（7）股价跌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出现恐慌性卖出，随着日益扩大的成交量，股价大幅度下

跌，继恐慌性卖出之后，预期股价可能上涨，同时恐慌性卖出所创的低价，将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

跌破。随着恐慌性大量卖出之后，往往是空头市场的结束。 
（8）当市场行情持续上涨很久，出现急剧增加的成交量，而股价却上涨乏力，在高位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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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再向上大幅上涨，显示股价在高位大幅震荡，卖压沉重，从而形成股价下跌的因素。 
股价连续下跌之后，在低位出现大成交量，股价却没有进一步下跌，价格仅小幅变动，这是进

货的信号。 
（9）成交量可以对价格形态进行 终的确认。在形态学中，如果没有成交量的确认，价格形

态将是虚的，其可靠性也就差一些。 
（10）成交量是股价的先行指标，关于价和量的趋势，一般说来，量是价的先行者。当量增加

时，价迟早会跟上来；当价涨而量不增时，股价迟早会掉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价是虚

的，只有量才是真实的”。 
时间在行情判断时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一个已经形成的趋势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中途出现的反方向波动．对原来趋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形成了的趋势又不可能永

远不变，经过一定时间又会有新的趋势出现。 
循环周期理论重点关心的就是时间因素，它更强调时间的重要性。 
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价格的一方面，它是指价格波动能够达到的幅度限制。 

六、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和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 
技术分析的方法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的价、量资料进行的统计分析、数学计算、图表绘制等方

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分析方法可以有多种。 
在技术分析时，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1）指标类 
证券市场上的各种技术指标极多（据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 
例如：——相对强弱指标（RSI）、 
——随机指标（KD 指标）、 
——趋向指标（DMI）、 
——平滑异同平均线（MACD）、 
——能量潮（OBV）、 
——心理线、 
——乖离率等。 
（2）切线类 
切线类——是根据一定的方法和原则，在由股价数据所绘制的图表中，画出一些直线，然后根

据这些直线的情况，推测股票价格的末来趋势。这些直线就叫切线。 
切线的作用：主要是起支撑和压力的作用。 
切线的画法 为重要，画得好坏直接影响预测的结果。目前，画切线的方法有多种，其中著名

的有：——趋势线、 
——通道线、 
——黄金分割线、 
——甘氏线、 
——角度线等。 
（3）形态类 
形态类是利用股票价格图表中现有的轨迹形态 预测股价未来趋势的方法。 
假设一告诉我们，市场行为包括一切信息。价格形态是市场行为的重要内容，是股票市场对各

种信息的具体反映，因此，用价格轨迹的形态图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走势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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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格轨迹的形态中，我们可以推测股票市场所处的状态，由此可对证券投资给予一定的指导。 
形态类中著名的形态有：M 头、W 底、头肩顶底等十几种。 
（4）K 线类 
K 线类的研究侧重于对 K 线组合的分析，由此预测股票市场多空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而判断

股票市场多空双方谁占优势，是暂时的，还是决定性的。K 线图是进行各种技术分析的 重要的图

表。 
（5）波浪类 
波浪理论起源于 1978 年美国人查尔斯·J．柯林斯（charles J．co11ins）发表的专著《波浪理

论》。波浪理论的实际发明者和奠基人是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n），他在 30 年代就有了波浪

理论的 初想法。 
波浪理论认为，股价的上下波动和不同时期的持续上涨、下降就像波浪的上下起伏一样。波浪

的起伏具有一定之规，遵循的是自然界的规律，股票价格的上涨下跌也具有一定之规，遵循的是波

浪起伏的规律。 
波浪理论认为，股价的上升是 5 浪下跌是 3 浪。数清楚了各个浪就能准确地预见到跌势之末，

牛市将临；或牛市之末，熊市将临。 
但是，波浪理论又是 难掌握的技术分析方法，大浪套小浪，浪中有浪，在数浪的时候极容易

发生偏差。 
2．使用技术分析方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技术分析必须与基本分析结合使用，才能提高其准确程度，否则单纯的技术分析是不全

面的。 
（2）注意多种技术分析方法的综合研判，切忌片面使用某一种技术分析结果。 
（3）前人和别人的结论要通过自己的实践验证才能放心地使用 

第二节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简介 

 

一、道氏理论 

1．道氏理论的形成 
道氏理论（Dow Theory）是技术分析的鼻祖，其创始人是美国人道·琼斯（Dow Jones），为

了反映市场总体趋势他创立了著名的道—琼斯平均指数。 
2．道氏理论的主要原理 
市场价格指数可以解释和反映市场的大部分行为。 
市场波动的三种趋势。 
即，主要趋势（Primary  Trend）、 
次要趋势（Secondary Trend）、 
短暂趋势（Near Term Trend）。 
交易量在确定趋势中的作用。 
收盘价是 重要的价格。 
3．应用道氏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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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 线理论 

1．K 线的画法 
K 线又称日本线，起源于 200 年前的日本， 初 K 线是用于米市交易，经过证券市场上百年

的使用和完善，K 线理论日趋完善。 
K 线是一条柱状的线条，由影线和实体组成。影线在实体上方的部分叫上影线，下方的部分叫

下影线，实体分阴线和阳线两种，又称红线和黑线。 
一条 K 线记录的是一种股票一天的价格变动情况。 
将每天的 K 线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就组成这支股票自上市以来的每天的价格变动情况，

这就叫日 K 线图。 
股票价格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开盘价——是指每个交易日的第一笔成交的价格。 
高价和 低价——是每个交易日中 高价格和 低价格。 

收盘价——是指每个交易日的 后一笔成交的股票的成交价格，是多空双方经过一天的争斗

终达成的共识，也是供需双方当日 后的暂时平衡点，具有指明目前价格的重要功能。 
在四个价格中，收盘价是 重要的，很多技术分析方法只关心收盘价，而不关心其余三个。人

们在说到某支股票的价格时，往往是收盘价。 
如果将四个价格分别在坐标纸上标出，然后按图 7．1 的方式即可画出。 

 
如果将每个交易日的 K 线连续不断地连结下去，就构成了股票价格自上市以来每天的、连续

的 K 线图。看见了 K 线图就会对股票的过去、现在的股价走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利用 K 线图还

可以判断、预测股价的未来走势。 
2．K 线的主要形状 
由于股票的四种价格形式，使 K 线被分为六种形状（图 7．2）： 
1．光头阳线和光头阴线 
2．光脚阳线和光脚阴线 
3．光头光脚的阳线和阴线 
4．十字星 
5．T 字型和倒 T 字型 
6．一字型 
除日 K 线外，还有周 K 线和月 K 线等。 
3．单独一根 K 线的应用 
（1）光头光脚小阳线实体 
（2）光头光脚小阴线实体。 
（3）光头光脚大阳线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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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头光脚大阴线实体 
（5）光脚阳线 
（6）光头阴线 
（7）光头阳线 
（8）光脚阴线 
（9）有上下影线的阳线 
（10）有上下影线的阴线 
（11）十字星 
（12）T 字和倒 T 字型 
4．根据两根 K 线组合的行情分析 
5．根据三根 K 线组合的行情分析 
6．应用 K 线组合应注意的问题 
K 线组合分析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对投资者而言，K 线组合的结论只是一种建议，并非必然，它仅是指涨跌的概率比较大。 
运用不同种类的 K 线组合进行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运用同一 K 线组合进行分析的也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 
因此，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尽量使用多根的 K 线组合分析的结论，将新的 K 线与前期的 K 线组

合在一起，进行新的 K 线组合分析。因为，一般说来，多根 K 线组合得出的结论，因该更可靠些。 

三、切线理论 

1．趋势的定义和趋势的类型 
简单地说，趋势——就是股票价格市场运动的大方向。 
如果股价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则股价必然朝着这个方向运动。上升行情里，虽然也有

下降，但不影响上升的大方向，不断出现的新的高价会使偶尔出现的下降黯然失色。下降行情里，

情况相反，不断出现的新低价会使投资者心情悲观，人心涣散。 
三大假设认为：价格的变化是有趋势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价格将沿着这个趋势继续运动。

可见，趋势在技术分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技术分析的核心问题。 
一般说来，市场的变动，从图形上看就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折线，每个折点处就形成一个峰或谷。

由这些峰和谷的相对高度，我们可以看出趋势的方向。 
趋势的方向有三个：（1）上升方向；（2）下降方向；（3）水平方向。 
按道氏理论趋势可分为三个类型： 
——主要趋势 
——次要趋势 
——短暂趋势 
2．支撑线和压力线 
（1）支撑线和压力线的涵义 
支撑线又称抵抗线——当股价跌到某个价位附近时，股价停止下跌，甚至回升，这是因为多方

在此买入造成的。支撑线在此起着阻止股价继续下跌的作用。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

续下跌的价格就是支撑线所在的位置。 
压力线又称阻力线——当股价上涨到某价位附近时，股价会停止上涨，甚至回落，这是因为空

方在此抛出造成的。压力线起阻止股价继续上升的作用。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上

升的价位就是压力线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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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是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向一个方向继续运动。 
（3）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相互转化 
支撑线和压力线之所以能起支撑和压力作用，很大程度是由于投资者心理方面的原因，两者的

相互转化也是从心理方面考虑的。这就是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理论依据。 
当然，心理原因是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如历史会重复等。 
（4）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确认和修正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确认都是人为进行的，其主要依据是股价变动所画出的图表。一般来说，一

个支撑线或压力线对股价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一是股价在这个区域停留的时间的长短； 
二是股价在这个区域伴随的成交量大小； 
三是这个支撑区域或压力区域发生的时间距当前时期的远近。 
上述三个方面是确认一个支撑或压力的重要识别手段。 
3．趋势线和轨道线 
（1）趋势线 
1）趋势线的确认 
趋势线是衡量价格波动方向的，由趋势线的方向可以明确的看出股价的趋势。在上升趋势中，

将两个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上升趋势线。在下降趋势中，将两个高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

下降趋势线。 
上升趋势线起支撑作用，下降趋势线起压力作用，也就是说，上升趋势线是支撑线的—种，下

降趋势线是压力线的一种。 
2）趋势线的作用 
一般来说，趋势线有两种作用： 
——对股价今后的变动起约束作用。 
——趋势线一旦被突破，股价的走势将出现反转。 
3）趋势线的突破 
判断趋势线是否突破有几个要点可供参考： 
——收盘价突破趋势线 比 日内 高、 低价突破趋势线更重要。 
——穿越趋势线后，离趋势线越远，突破越有效。 
——穿越趋势线后，在趋势线的另一边停留的时间越长，突破越有效。 
（2）轨道线 
轨道线——又称通道线或管道线是由趋势线派生出的一种方法。 
在取得趋势线后，通过第一个峰和谷可以作出这条趋势线的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就是轨道线。

两条平行线组成一个轨道，这就是常说的上升和下降轨道。 
轨道线的一个作用：是限制股价的变动范围。 
一个轨道一旦得到确认，价格将在该通道中上下波动。对轨道上线或下线的突破意味着将有一

个大的变化。 
轨道线的另一个作用是指示趋势转向的警报。 
4．黄金分割线和百分比线 
（1）黄金分割线 
黄金分割是一个古老的数学方法，它包含着若干个特殊的数字，这些数字具有神奇的作用和魔

力，对此数学上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发现它屡屡在实际中发挥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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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画黄金分割线： 
第一步：是记住若干个特殊的数字： 
0.191    0.382    0.618    0.809 
1.191    1.382    1.618    1.809 
2       2.618    4.236 
第二步：是寻找上升行情结束，调头向下的 高点，或者是下降行情结束，调头向上的 低点。

根据这个点，可以画出黄金分割线。 
（2）百分比线 
百分比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和一些整数位的分界点。当股价持续向上，涨到

一定程度，肯定会遇到压力，遇到压力后，就要向下回撤，回撤的位置很重要。 
 

四、形态理论 

1．价格移动的规律 
价格的移动是由多空双方力量的大小决定的，多方处于优势，股价将向上移动；空方处于优势，

股价将向下移动。 
多空双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 
根据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得出，股价移动的规律： 
(1) 股价应在多空双方力量均衡的位置上下波动。 
(2) 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股价将寻找新的平衡位置。即： 
平衡——打破平衡——再平衡——再打破平衡——… 
价格的运行就是按这一规律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 
2．价格运行的两种形态 
价格运行主要有两个过程：——保持平衡的持续整理、 
——打破平衡的突破。 
因此，股价曲线的形态被分成两大类型： 
——持续整理形态（continuation pantterns）； 
——反转突破形态（reversal pantterns）。 
3．反转突破形态——头肩形、多重顶底形和圆弧形 
（1）双重顶和双重底 
（2）头肩顶和头肩底 
（3）三重项底形态 
（4）圆弧形态 
4．持续整理形态 
（1）三角形态 
三角形态是属于持续整理形态的一类。三角形态主要有三种： 
——对称三角形（symmetrical triangles pattern） 
——上升三角形  （ascending triangles pattern） 
——下降三角形（descending triangles pattern） 
（2）矩形形态 
（3）旗形和楔形 
——旗形（flags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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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wedge formation） 

五、缺口理论 

1．什么是缺口 
2．缺口的类型及应用 
——普通缺口 
——突破缺口 
——继续缺口（逃逸缺口） 
——竭尽缺口 

六、波浪理论 

1．波浪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 
艾略特的波浪理论以周期为基础，并根据时间长短将周期分成：大周期和小周期。波浪理论认

为：大周期中有小周期，小周期中又有更小的周期。每个周期无论时间长短，都有固定的运行模式。

整个运行周期有 8 个过程，即每个周期都是由上升（或下降）的 5 个过程和下降（或上升）的 3 个

过程组成。8 个过程完结了，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新的周期将开始。新的周期仍然遵循上述的模式。 
与波浪理论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经济周期、道氏理论和弗波纳奇（Fibonacci）数列。 
2．波浪理论的主要原理 
（1）波浪理论考虑的因素 
——形态：股价的走势形态； 
——位置：股价走势图中各个高点和低点所处的相对位置； 
——时间：完成某个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2）波浪理论价格走势的基本形态结构 
波浪理论认为，证券市场是周期性的、并周而复始地不断运行。股价的上下波动是有规律的进

行的。艾略特发现每个周期（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可以分成 8 个小的过程。 
（3）浪的合并和浪的细分——波浪的层次 
波浪理论对股价形态的跨度没有严格的限制，大可以覆盖从有股票以来的全部时间跨度，小可

以覆盖数小时、数分钟的股价走势。 
由于对时间跨度的要求不同，在数 8 浪时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其中将一个大浪分成许多小浪，

或将许多小浪合并成一个大浪就是每一个浪所处的层次问题。 
（4）弗波纳奇数列与波浪的数目 
弗波纳奇数列在确定浪的数目和数浪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波浪理论中，一般，第一大浪由 5 浪组成，同时又由更小的 21 浪组成， 
第二大浪由 3 浪组成，同时又由更小的 13 浪组成。 
第一大浪和第二大浪为 2 浪，由 8 个较大的浪组成，同时又由 34 个更小的浪组成。 
如果将 高层次的浪增加，例如增加第三、第四、第五等大浪，则我们还可以看到比 34 大的

弗波纳奇数列中的数字。 
这里的数字 2，3，5，8，13，21，34……都是弗波纳奇数列中的数字。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

的，这是波浪理论的数学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波浪理论往后的发展。 
3．波浪理论的应用及其不足 
（1）波浪理论的实际应用 
（2）应用波浪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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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量价关系理论 

1．古典量价关系理论 
2．葛兰碧的量价关系法则简介 
3．涨跌停板制度下量价关系分析的原则 

八、其他技术分析理论简介 

1．机漫随步理论 
随机漫步理论（Random walk）认为，证券价格的波动是随机的，像一个在广场上行走的人一

样，价格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是没有规律的。 
证券市场中，价格的走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能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长期的价格走势图上可以看出，价格的上下起伏的机会基本上是均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价格

的走向是随机的，随机漫步理论自有它的道理。 
2．循环周期理论 
循环周期理论（Cycle）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价格活动，都不会向一个方向永远走下去。价格

的波动过程必然产生局部的高点和低点，这些高低点的出现，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投资者可以

选择低点入市，高点出市。 
3．相反理论 
相反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证券市场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没有增值，甚至

可以说是减值的。如果同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同，则一定不会获利 大，因为，不可能多数

人获利。要获大利一定要与大多数人的行动不一致，在投资者暴满的时候出场，稀少的时候入场。 

第三节  投资技术分析技术指标简介 

一、移动平均线（MA） 

1．移动平均线的含义和特点 
移动平均线（MA）计算方法是求连续若干天的收盘价的算术平均。 
天数就是 MA 的参数。 
MA 的基本思想是要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具有平均股票价格的涵义。其特点如下： 
（1）追踪趋势 
（2）滞后性 
（3）稳定性 
（4）助涨助跌性 
（5）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特性 
2．葛兰维尔法则 
3．多条移动平均线组合分析方法简介 
4．使用移动平均线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 

1．MACD 的计算公式 
2．MACD 的应用法则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618 

3．MACD 的应用的优缺点 

三、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 

1．威廉指标 
（1）WMS％的计算公式和物理意义 
（2）WMS％的参数选择和应用法则 
2．KDJ 指标 
（1）KD 指标的计算公式和理论依据 
（2）KD 指标应用法则 

四、相对强弱指标（RSI） 

1．RSI 的计算公式 
2．RSI 的应用法则 

五、乖离率（BIAS） 

乖离率是描述股价与股价移动平均线相距的原进程度。 

六、心理线（PSY） 

心理线主要是从股票投资者的买卖趋向的心理方面，对多空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行探讨。 

七、能量潮指标（OBV） 

能量潮指标用来验证当前股价走势的可靠性，并得到趋势可能反转的信号。 

八、腾落指数（ADL） 

腾落指数利用简单的加减法计算每天股票上涨家数和下降家数的累积结果，与综合指数相互对

比，对大势的未来进行预测。 

九、涨跌比（ADR） 

该指数用来推断证券市场多空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而判断出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十、超买超卖指标（OBOS） 

该指标运用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的差距对大势进行分析。 

十一、人气指标（AR） 

人气指标选择的市场均衡价值是每一日的开盘价，从 高价到开盘价的距离，描述作多方向上

的力量，以开盘价到 低价的距离，描述做空方向上的力量。 

十二、买卖意愿指标（BR 指标） 

与 AR 指标不同的是，BR 指标选择的是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作为基点水平，能够比 AR 指标更

全面地反映股市中的暴涨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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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间意愿指标（CR 指标） 

在选择多空双方均衡点时，CR 指标采用了中间价。 

十四、其他技术指标简介 

1．布林线（BOLL） 
2．抛物线指标（SAR） 
3．股票选择指标（CSR） 
4．宝塔线（TOWER）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技术分析？什么是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 
什么是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 
在技术分析中成交价与成交量之间有什么样的规律？ 
技术分析的方法有哪些分类？使用技术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有哪些？ 
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缺口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等技术分析

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技术分析中的技术指标有哪些？ 
移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

对强弱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等技术指标在技术

分析中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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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证券组合管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证券组合的概念、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

以及证券组合的分类，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特点 
以及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了解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通过证券组合理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

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以及 优证券组合；使学生了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及其应用；了解证券组

合的业绩评价原则、业绩评估指数以及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重点：证券组合的概念以及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证券组合的分类，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

特点以及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

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以及 优证券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及其应用，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原

则、业绩评估指数以及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组合管理是一种区别于个别资产管理的投资管理理念。组合管理理论 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哈里·马柯威茨（Harry  Markowitz）于 1952 年系统地提出的，他开创了对投资进行整体管理的

先河。马柯威茨在创立组合理论的同时，也用数量化方法提出了确定 佳资产组合的基本模型。此

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利用数量化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组合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投资管理方法，并使

之成为投资学中的主流理论。 

第一节  证券投资组合管理概述 

一、证券组合 

1．证券组合的涵义 
2．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 
—是为降低证券投资风险； 
二是为实现证券投资收益 大化 
3．证券组合的分类 
避税型证券组合——通常投资于市政债券，这种债券免联邦税，也常常免州和地方税。 
收入型证券组合——追求基本收益（即利息、股息收益等）的 大化，能够带来基本收益的证

券有：附息债券、优先股及一些避税债券。 
增长型证券组合——以资本升值（即未来价格上升带来的价差收益）为目标，投资者往往愿意

通过延迟获得基本收益来求得未来收益的增长。 
货币市场型证券组合——是由各种货币市场工具构成的，如国库券、高信用等级的商业票据等，

安全性极高。 
国际型证券组合——投资于海外不同国家，是组合管理的时代潮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种

证券组合的业绩总体上强于只在本土投资的组合。 
指数化证券组合——模拟某种市场指数，信奉有效市场理论的机构投资者通常会倾向于这种组

合，以求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 
 



证券投资学 

 1621

二、证券组合管理 

1．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和特点 
（1）意义 
（2）特点 
2．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 
证券组合管理的目标：是实现投资收益的 大化，即使组合的风险和收益特征能够给投资者带

来 大的满足。具体而言，就是在实现投资者对一定收益水平的追求的同时，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降到 低，或在投资者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内，使其获得 大的收益。 
理性的证券组合管理控制过程包括以下的基本步骤 
（1）确定投资政策 
（2）实施证券分析 
（3）构思证券组合资产 
（4）修订证券组合资产结构 
（5）对证券组合资产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价 
3．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产生 
（2）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证券组合理论 

一、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 

1．收益及其度量 
2．风险及其度量 

二、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 

1．两种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 
2．多种证券的收益和风险 

三、证券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边界 

1．证券组合的可行域 
2．证券组合的有效边界 

四、最优证券组合 

1．投资者个人偏好与无差异曲线 
2． 优证券组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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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 

1．假设条件 
2．无风险证券 
——无风险证券对有效边界的影响 
—— 优风险证券组合的含义 
——市场组合的含义 
—— 优风险证券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关系 
1．资本市场线 
2．证券市场线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应用于资产估值、资金成本预算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 
1．资产估值 
2．资源配置 

第四节  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 

一、业绩评估原则 

基本原则：既要考虑组合收益的高低，也要考虑组合所承担风险的大小。 

二、业绩评估指数 

1．Jensen（詹森）指数 
2．Treynor（特雷诺）指数 
3．Sharp（夏普）指数 

三、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组合？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是什么？证券组合有哪几种类型？证券组合管理的意

义、特点是什么？ 
证券组合管理有几个基本步骤？ 
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如何？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如何？ 
什么是证券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什么是 优证券组合？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应用？ 
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原则是什么？业绩评估指数有哪些？ 
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资本论）第一卷》教学大纲 

齐  勇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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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简介：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作为面向经济学系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它的

研究对象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与其相联

系的经济运行机制。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资本论》的介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

和基本规律；懂得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了解资本主义在当代的

新特点、新变化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反映

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有关知识；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一些天才设

想。把马克思《资本论》作为革命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宝库两者结合起来，着力阐明了《资

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旨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又结合各章内容，

专门介绍与评析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旨在将马克思主义部分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作比较，使

学习者能加深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现象的能

力。 

教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任课教师教学、科研简历： 

自1998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先后在市委党校主体班、研究

生班讲授《公司治理理论》、《资本论与当代》等专题课；在本科生班、专科生班讲授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等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2003年3月因为工作调动到我

校商学院任教，担任讲师，从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两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教以

来，共发表专著、编著、论文等多部，累计50余万字。其中2001年至今，在《当代经济研究》、《经

济学动态》、《经济论坛》等核心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参与北京市政府课题3项。曾作为与

会代表参加2002年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次会议。 

主要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 

计划第1—17周讲解，第18周复习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七篇序言和跋，是重点，用一次课。讲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结构特点；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是重点，用1次课；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重点，用1次课；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重点，用一次课。讲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的划分；工作日；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重点，用二次课。资本主义生产的几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分

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 
第六篇 工资，不是重点，可以不讲。工资的本质和工资的国民差异问题；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重点，用两次至三次课；讲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原始积

累的本质等问题。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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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二篇 资本周转不讲。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重点，用二次课。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三

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重点，用两次课。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不讲。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续）是重点，用两次课。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是重点，用一次课。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是重点，用一次课。 
第18周复习 

必读章节： 

《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章 商品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八章 工作日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一章 协作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第二卷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18、导言 
19、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20、简单再生产 
21、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1、成本价格和利润 
2、利润率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8、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9、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0、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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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规律本身   15、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21、生息资本  22、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23、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25、信用

和虚拟资本 27、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29、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36、资本主义以前的状

态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37、导论38、级差地租：概论 45、绝对地租  46、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47、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48、三位一体的公式51、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52、阶级 

参考书目： 

1．《资本论》第1、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2．《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3．《欧洲近代经济史》，约瑟夫•库利舍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5．《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著，三联书店1959年1月版。 
6．《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版。 
7．《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吴易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9．《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1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11．《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8 
12．《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 
13．《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集》，季陶达主编，有关新历史学派部分。 
1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版 
15．《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斯蒙第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6．《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7．《经济学原理》上卷，马歇尔著，商务印书馆。 
18．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9．迈克尔•佩罗曼著，《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0．[苏] 卢森贝著:《〈资本论〉注释》（1-3册），三联书店出版1963 

21．北大经济系:《〈资本论〉释义》（1-3册），北京出版社1982 

22．《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刘永佶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23．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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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掌握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以及学习《资

本论》的意义，用什么样的方法学习。 

学时分配：2课时 

一、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过程 

（一）第一阶段，1843年—184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初步形成时期 
（二）第二阶段，1850年—1859年，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基本建立时期 
（三）第三阶段，1859年—1867年，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终确立时期 
（四）第四阶段，1867年9月—1895年8月5日，恩格斯的贡献 
（五）第五阶段，考茨基时期，《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 

二、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1．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 
2．对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义 
3．其他意义 

三、《资本论》的不足 

1．《资本论》已经出版100多年了，资本主义虽然本质没有变化，但是局部质变很大。《资本论》

是在分析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估计不足。 
2．《资本论》是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建设指导不够。 
3．《资本论》是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还只是提出了一些天才的设想，

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指导还不够。 
4．一些具体的原理有些过时，如《资本论》的分析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上的，认为市

场万能；货币（黄金非货币化）、绝对地租等。 

四、如何学习《资本论》？ 

1．多读《资本论》原著 
2．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3．站稳立场 
4．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以及中、西方经济思想史和中、西方经济发展史 
5．多接触实际，联系当前的现实。 

五、课堂讨论、思考题 

1．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2．《资本论》适合现在的资本主义吗？ 
3．马克思主义还适合今天的中国吗？ 

参考书目： 

1．《世界经济史》 
2．《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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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左派思潮》 
4．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5．畅征：《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 
6．《拉丁美洲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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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七篇序言和跋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以及七篇序言和跋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以及研究方法的论述。 

学时分配：4课时 

一、介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60年代初，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6册结构计划其中的第一册的“资本一般”部分扩展为独立

的著作，并称其为《资本论》，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其副标题。 

二、《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单独的体系 

1．《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资本生产的总

过程的理论基础 
2．《资本论》第一卷的中心是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本质和秘密。

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没有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因此，第一卷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

论》的核心和基础 
3．《资本论》第一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是认识整

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 
所以，《资本论》第一卷虽然只是四卷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地位重要，具有相对独立性。 

三、《资本论》第一卷的篇章结构 

第一卷共计7篇25章，可以有3分法、4分法、5分法等几种。 
3分法第一篇、第二篇到第六篇、第七篇 
4分法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到第六篇、第七篇 
5分法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到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 

四、介绍威廉·沃尔弗 

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1809
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威廉·沃尔弗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好和 可靠的战友。 
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 
《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序、跋：第一版序言；第二版跋；法文版序言；法文版跋；第三版序

言；英文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其中第一版序言；第二版跋 重要。 
由于《资本论》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为多部版本写序。根据不同时

期的革命形势把内容加进去。 
下面重点讲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第一版序言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资本论》写作情况向读者作一个简单交待 

二、《资本论》研究的方法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抽象方法 

三、《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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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

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1．为什么说英国是典型的地点？因为： 

2．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3．关键是关于生产方式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 

4．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人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

发展规律。它既不是专门研究生产力的学科，也不是专门研究上层建筑的学科。专门研究生产力的

问题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任务，专门研究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治学、法律学、

教育学和文学学科的任务。但是，政治经济学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

系，而是既联系生产力，又联系上层建筑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的。 

（二）关于资本主义能不能跨越的问题？ 

本书的 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

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1．跨越“卡夫丁峡谷”： 

2．中国社会性质分析。 

（1）有人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

是，有人认为，1840年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不对的。 

（2）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3）建国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3．名词典故——美杜莎的头和柏修斯的隐身帽 

三、论述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1．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论述 

2．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阶级性的论述 

介绍第二版跋 

包括以下内容： 

一、向读者作一个简单交待 

二、论述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各国分析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变化使经济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 

1．古典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历史条件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

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 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

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2．以英国为例 

3．德国的情况 

首先，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

历史条件妨碍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可见，政治

经济学在德国缺乏生存的基础。 

三、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 

（二）马克思自己认为自己的实际方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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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

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

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课堂讨论和思考题： 

如何认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参考书目： 

1．《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2．《欧洲近代经济史》，约瑟夫•库利舍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4．《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著，三联书店1959年1月版。 
5．《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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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教学目的和要求：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着重研究的是商品价值质的

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本章通过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理论的阐述，揭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

容。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解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把握

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深刻领会价值规律以及商品拜物教的内涵。 

学时分配：4课时 

一、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商品第二章 交换过程（主要从理论体系上给予简单说明）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马克思对货币职能理论进行说明。 

二、第一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经济，但又是随时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简单商品

经济。 
为什么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经济呢？ 
第一，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都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范畴。 
第二，没有出现资本、剩余价值、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范畴。 
（二）第一章商品和第二章交换过程研究的一致，都是研究商品社会中人们的经济关系。 
第一章 商品研究的是这种经济关系的物化。从商品——价值——价值形式——货币，好像是

一种无主体的运动过程。 
第二章 交换过程研究的是这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三）第一章 商品从理论上研究货币的本质和起源；第二章 交换过程从现实历史的角度研究

货币的起源；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研究货币的职能。 

三、第一章 商品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关系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本节研究价值实体，包括价值的质和量，是从内在研

究；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本节研究生产商品价值的二重劳动；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本节研究价值形式，揭示货币本质和起源，是从外在角度研究价值； 
4．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揭示商品体现了物物交换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

关系。 
（三）第一章 商品的重点与难点： 
第4节  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要重点讲解。 

第一节   讲解第一章商品重点内容 

一、第一章第 1 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本节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采取了从现象到本质，由质的分析进入到量的分析，由分析到综合。

先分析使用价值，再分析价值，然后再综合分析使用价值和价值。 
（一）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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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价值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

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研究使用价值。 
论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一是商品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一是商品

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和效用。 
商品的二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在货币身上表现的 为明显。 
（三）价值 
1．价值实体 
2．价值量 
在分析价值实体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价值量 

（1）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思考： 
第一，如何认识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作用？ 
第二，如何认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1956年南开大学谷书堂、魏埙(xun)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 
（2）商品的价值量即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 

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 
3．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 

二、讲解第一章第 2 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一）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首先，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剩余价

值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其他一系列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特征 
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具体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特殊有用劳动。 
2．具体劳动在性质上的差别形成社会分工 
3．具体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但是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

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三）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特征 

1．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一般人类劳动 
2．抽象劳动是简单劳动 
3．抽象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实体 

（四）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 

三、讲解第一章第 3 节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1．在第1节第2节分析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基础上，本节通过分析外在的价值形式，这是此后

阐明货币起源和本质的中介环节。 
价值实体和价值量是内（在），是内容；价值形式是外（在），是形式。 
2．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系统抽象法的具体表现。

2000年以来，对价值形式进行系统分析的也就是马克思，这是其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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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繁琐哲学，是纯粹思辨的逻辑，是玩把戏。不是的。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展开前面第一节对价值和价值量的分析； 
第二，为下一节揭露“商品拜物教”做论证前提； 
第三，为此后阐明货币起源和本质的中介环节。 
2．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3．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

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4．从分析简单价值形式开始 
第三、四节 
讲解第一章第4节  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本节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揭示价值本质，即商品价值体现了物物交换关系

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分为四个部分： 

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从商品的形式本身发生的 

（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不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的，而是从它作为价值物而产生的。 

（二）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 

（三）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从商品的形式本身发生的 

二、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接着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商品拜物教性质产生的必然性： 

（一）商品价值的物的外壳掩盖了价值实体、价值本质，造成了商品的神秘性。 

（二）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加深了商品的神秘性。 

（三）货币形式进一步掩盖了价值的实际内容，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商品的神秘性。 

三、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不存在于商品生产社会以外的社会形态中 

（一）以孤岛上的鲁滨逊为例，说明孤独的个人生产的产品不是商品，也不会有商品拜物教性

质。 
（二）在封建农奴制下，生产者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也不会有商品拜物教性质。 
（三）在农村家长制生产中，产品不表现为商品，也不会有商品拜物教性质。 
（四）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也是极其清楚的，也不会有商品拜

物教性质。 

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商品拜物教的幻觉之中。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商品拜物教的幻觉之中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表明，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立场和世界观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 

五、组织课堂讨论： 

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吗？ 
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点： 

庞巴维克：边际效用论； 

萨伊：生产费用论：认为价值创造是要素投入造成的，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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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均衡价值论：需求+供给； 

效用论需求决定价值（价格）； 

稀缺决定价值； 

五、思考题和作业： 

1．评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量的批评。 
2．如何认识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作用？ 
3．商品拜物教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社会关系还是一种主观意识？ 

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版 
3．《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著，三联书店1959年1月版。 
4．《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版。 
5．《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吴易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版。 
6．《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集》，季陶达主编，有关新历史学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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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篇或者是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习本章要掌握的重点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

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学时分配：4课时 

一、第二篇或者是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研究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研究资本的实质和它的产生条件，研究由货币到资本的飞跃。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中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就是第

四章，题目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实际上是研究简单商品经济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 
本章从逻辑、理论的角度研究资本原始积累；24、25章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研究资本原始积累。 

二、本章的中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第一，劳动力成为商品 
第二，资本的本质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 
提问：什么是原始资本积累？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什

么？ 

三、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 

（一）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内容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分为三节。 
第一节，资本的总公式，对比商品流通公式与资本流通公式的共同点与区别，着重从资本的特

殊运动形式中阐明资本的特殊本质； 
第二节，总公式的矛盾，全面分析资本运动公式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的矛盾，提出剩余价值

来源这一核心问题； 
第三节，劳动力的买和卖，分析矛盾转化的条件，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

件。 
（二）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1．资本总公式 
简单介绍1、2节，重点介绍第3节，再讲历史上及当今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对比商品流通公式与资本流通公式的共同点与区别，着重从资本的特殊运动形式中阐明资本的

特殊本质。 
二、2．总公式的矛盾 
全面分析资本运动公式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的矛盾，提出剩余价值来源这一核心问题。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是什么？ 
第一，资本运动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的矛盾，或者说是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盾 
第二，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但是又在流通中产生。 
解释罗陀斯岛 
第三，二者都是 
第三、四节 
3．劳动力的买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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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中国、外国的经济史讲解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劳动者成为自由人，但是还必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 
有大量的货币积累并且还要将货币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反例如西班牙王室。 

二、资本、雇佣劳动是历史的范畴 

雇佣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产生

的重要前提和重要标志。 

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商品？ 

四、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 

课堂讨论和作业：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商品？当前农民工劳动

力商品价值决定有什么新的特点？ 

参考书目： 

1．《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3．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 
4．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5．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6．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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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教学目的和要求：本章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

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通过本章的

学习，深刻掌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掌握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工作日的长度的调节。 

学时分配：4课时 

一、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 

抽象掉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因素 

二、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各章之间内在逻辑关系 

5、6、7章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概念，从第八章开始研究绝对剩余价值。 

三、讲解第五章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先从一般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然后深入到特殊层次，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商品生产，又是价值形成过程； 后进入到个别层次，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点，

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价值增殖过程研究。 

提问：为什么马克思在价值形成过程而不是价值增值过程中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尼尔的

“节欲论”、萨伊的“服务论”和“劳动论”？ 

四、讲解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它们在绝

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有助于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 

本节讲述重点：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一、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讲解：剩余价值率的两种表示方法： 
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前者更科学。 
提问：为什么生产资料在价值创造中不起作用？马克思为什么把生产资料的作用抽象掉？ 

二、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三、西尼耳的“ 后一小时” 

第三、四节 

讲解第八章工作日 

工作日长度问题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中心问题。5、6、7章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原理和

概念，从第八章开始研究绝对剩余价值。 
从形式上看，工作日问题似乎很简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工作日各个部分是没有区别的。

而马克思认为工作日的各个部分是可以分割的。工作日两个部分由不同的规律来调节。必要劳动时

间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劳动时间并不确定，它实际上决定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力

量的对比。 
由于第四章已经考察过劳动力价值的确定，所以第八章工作日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剩余时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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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确定的问题。 
通过第八章的分析，马克思的研究的目的揭示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狼一样的贪欲，论述了资产

阶级的国家和法院如何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服务，批判了立法的资本精神。指出工人斗争必须要

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应该从自发发展到自觉。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本章讲述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和规律。 

一、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和三个规律 

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 低限额 

三、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强制关系 

四、课堂讨论： 

1．马克思在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写作遵循了哪些方法？有哪些值得自己参考的地

方？ 

2．如何认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进行分

析？ 

思考题和作业： 

从马克思在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私营企业的用工行为？ 

参考书目： 

1．《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2．《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3．《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著，三联书店1959年1月版。 
4．《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版。 
5．《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吴易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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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第四篇的结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管理的二重性理

论；了解简单协作、有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及机器大生产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从生产

关系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逐步深化；了解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比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学

派的企业理论。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本节课重点讲述第四篇的基本内容和章节之间的框架结构 

一、介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 

二、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第十章先从理论角度考

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及其形成。是11、12、13章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接着进入到历史现实

中来按照历史的发展阶段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发展过程。第十一章 协作；第十二章 分工

和工场手工业；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三、讲解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1．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2．个别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引起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 

3．资本主义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对抗性质 

第二节  讲解第十一章 协作 

一、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二、从一般劳动过程看简单协作的一般优点 

三、资本主义协作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协作产生的历史前提，需要有一定 低数额的单个资本。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二重性及其实质 

第三，协作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四、资本主义协作的是协作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 

第三、四节 

讲解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本章讲述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即工场手工业 

一、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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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叶。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资本家的指挥下

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 后制成。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

许多从事同一个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

简单形式的协作。 

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的特点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本节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即局部工人及其工具，说明两个基本要素的专门化对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显著作用。 

一、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特点 

第一，经常完成同一种操作，工作的灵巧性和速度大大提高。 

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具的特点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 

本节从总体上或者是全貌上考察工场手工业。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一、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 

二、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和工人等级制度的发展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一、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的相似点 

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的区别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的区别仅仅是主观的，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

但是马克思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

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 
这些本质区别表现在六个方面： 

三、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本节集中分析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对抗性。内容分为二个部分： 

一、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表现 

第一，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 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

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朮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第二，工场手工业使劳动者更加隶属于资本 

第三，工场手工业使体、脑劳动对立越来越加深。 

第四，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成为生产相对剩余价

值的特殊方法。 

二、工场手工业的局限性和向机器生产发展的必然性 

思考题： 

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 

管理的二重性理论。 

1．《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 
2．《欧洲近代经济史》，约瑟夫•库利舍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3．《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吴易风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版。 
4．迈克尔•佩罗曼著，《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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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6．保尔·芒图：《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 
7．中国青年出版社：《西欧封建社会》 
8．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9．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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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第四篇的结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生产劳动和非生

产劳动理论；管理的二重性理论；了解简单协作、有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及机器大生产如何推动资本

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从生产关系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逐步深化；了解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比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本章把机器看成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研究。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说明工业革命完成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与其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所以，本章已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物

质技术基础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了。 

一、机械业和大工业 

本章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以及这一发展过程所引起的阶级对抗

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在彻底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使全部社会生产发生革命变革中的作用，并提出了

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工农业的新结合、消灭三大差别，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关系等。 

二、本篇内容的逻辑关系 

本章10节，分为三个部分： 

1——4节，讲述机器的发展，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分

开； 

5——7节，讲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8——10节，资本主义占领各个生产领域，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 

三、讲解 1．机器的发展 

机器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 

一、机器资本主义使用的本质和目的 

二、机器的发展过程 

四、讲解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一、机器使产品更加便宜 

二、机器使用的资本主义界线 

五、讲解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ａ）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ｂ）工作日的延长 

（ｃ）劳动的强化 

六、讲解4．工厂 

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 发达的形式。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工

厂中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工人是机器的附属物。 

（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特征 

（二）资本主义工厂的实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特征以后，开始进入到对资本主义工厂的实质的考察。 

分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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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条件支配工人在工厂内取得了其完成形态 

2．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制度的本质 

3．资本主义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恶化 

第二节 

一、讲解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本节重点说明由于机器驱逐劳动，破坏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而引起工人反对机器的斗争。 

分为三层意思： 

（一）工人和劳动资料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以后开始的。 

（二）工人为什么起来反抗机器 

二、讲解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游离补偿”理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庸俗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采用新机器或者是

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变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一些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游离补偿”理论认为，被一个劳

动部门排挤出去的工人会在另外一些部门找到工作。 

三、讲解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本节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所作的辩护，阐述了由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发

展的周期性而使工人受到的排斥和吸引。并用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材料，证明资本主义机器生

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和生活上的无保障和极端贫困是工人阶级不可避免的命运。 

第三、四节 

一、讲解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本节论述了机器生产的普遍化过程。考察了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

社会关系方面的革命影响，以及资本控制下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者的悲惨状况。 

二、９．工厂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主要研究作为大工业必然产物的工厂法的普遍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 

（一）工厂法中的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 

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反作用。它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谈

到工厂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先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1．工厂法的卫生条款 

撇幵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它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

墙壁和其它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卷里还会谈到，工

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 起码的卫生保健设施，也必须由国

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幺比这一点更能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 

2．工厂法的教育条款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

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正如罗伯特﹒欧文那里看到

的，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

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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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发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劳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可推到1934年中央苏区所

提出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当时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 

（二）大工业的本性及其资本主义利用之间的矛盾，使打破旧分工成为必要 

（三）大工业在家庭关系引起的革命 

（四）工厂法的普遍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 

三、讲解 10．大工业与农业 

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论述是以提示大工业在农业生产及农业生产关系上引起的某些革命的

结果来结束的。 

一、工业革命在农业社会关系上引起的变化 

二、资本主义时期机器的使用在农业中引起的后果 

三、资本主义农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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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教学目的和要求：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三章内容，其中第十四章是

重点，意在阐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这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第十五章和十六章

可以不讲。 

课时分配：4课时 

一、本篇主要内容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三章内容，其中第十四章是重点，意在阐明绝

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这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第十五章和十六章可以不讲。 

二、讲解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内容 

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认为，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 

其一，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外延是大大扩张了。 

其二，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外延是缩小了。 
（二）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1．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 
2．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 
3．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同一性和区别 
（三）关于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问题 
（四）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 
主要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把劳动产品持续的时间长于劳动本身持续的时间当

作利润产生的原因的批判。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有关企业理论的论述。 

思考题和作业： 

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中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1．保尔·芒图：《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 
2．中国青年出版社：《西欧封建社会》 
3．王珏：《世界经济史》 
4．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5．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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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教学目的和要求：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资本家付

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工人的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再

生产的必要条件。简单介绍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什么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的

扩大再生产；什么叫做资本积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分析，重点介绍资本主义社会里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介绍资本积累的动因。为什么资本积

累具有客观必然性？本章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论述了无

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指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 

课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一、如果说前几篇是从孤立的、单个的资本运动过程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话，本篇

就从资本的连续不断运动过程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二、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 
第二十一章首先撇开资本积累，把再生产当作简单再生产的简单重复，并由此揭示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某些新特点。 

第二十二章分析积累并揭示资本如何从剩余价值产生。本章分析积累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对

积累过程中资本构成上的变化抛开了。 

第二十三章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论述了无产阶级的

贫困化问题，指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 

第二十四章考察 初的资本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初的资本是从哪里来的。还分析了资本

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 

第二十五章通过对威克菲尔德“现代殖民理论”的批判，揭露了资本关系的拜物教性质，指出资

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中，第21、22、23章是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积累；第24、25章是一部分，讲的是资本

主义的原始积累。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内容 
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 
（1）首先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因为每一次生产过程都要消耗掉一定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同时每一次生产过程，又会生产出一定的物质资料，为下一次生产过程提供条

件。 
（2）其次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为每一次生产过程，都是人们在一定生

产关系下进行的。随着生产的不断更新和重复，这种生产关系也会不断的得到维持和发展，离开一

定的生产关系，任何生产和再生产都无法进行。 
曼德尔论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335

页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 
讨论： 
私营企业主与工人的关系是不是自愿的、等价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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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 
（3）工人的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讨论： 
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自己、养活资本家？ 
第二节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简单介绍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什么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什么叫做资本积累？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分析，重点介绍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是如何

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 
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发现：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资本全部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用于

扩大再生产的追加资本不仅是剥削工人的结果，而且是进一步扩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劳动力买卖

的真实内容是，资本家用不等价交换来占有工人的劳动的一部分，以获取更大量的工人的活劳动。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批判古典经济学一个含混的观点，即积累资金全部用于可变资本。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本节讨论资本积累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 
介绍资本积累的动因。为什么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 
（1) 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没有止境。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 
（2) 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作为一种强制力量，也迫使资本家必须不断进行资本积累。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

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５．所谓劳动基金。 
第三、四节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本章包括五节，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论述了无产阶

级的贫困化问题，指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 

一、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变化 

简单介绍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资本有机构成三个概念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可变资本就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对劳动

力的需求也会增加，工人工资会提高。 
但是积累引起的工资暂时提高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 
首先，这种情况只不过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向广度方向发展； 
其次，这种情况不会改变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再次，资本积累规定了工资变动的界线。 

二、个别资本的增长——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 
1．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概念 
资本积聚：单个资本依靠剩余价值资本化增大自己资本的总额。 
资本集中：把原来分散的众多中小资本合并成少数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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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的联系和区别。 

三、资本积累和相对人口过剩 

1．相对人口过剩产生的原因。 
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 

2．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3．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资铁律”理论和“游离补偿”理论。 

四、简单介绍相对过剩人口的几种形式： 

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 
对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的批判。 
马克思没有概括出什么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理论。这一理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理论家概

括出来并强加于马克思的。但是无论是马克思的时代还是在当代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现象都存

在。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只是指相对过剩人口，这在现在也成立。 

五、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效应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介绍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

化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理论容易理解。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理论理解有争论。 

课堂讨论、思考题： 

1．中国新时期的私营企业主的消费行为。 
2．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3．西方近现代失业理论简析。现代资本主义失业问题与产业调整的现状 

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吴易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著，三联书店1959年1月版。 
3．《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5．马克思·韦搏：《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7．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8．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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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考察 初的资本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初的

资本是从哪里来的；理解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关系的拜物教性质，指出

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课时分配：4课时 

第4章从逻辑、理论的角度研究资本原始积累；24、25章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研究资本原始积

累。 
第一节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包括七节，考察 初的资本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初的资本是

从哪里来的。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通过对威克菲尔德“现代殖民理论”的批判，揭露了资本关系的拜物

教性质，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 原始积累的秘密 
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

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

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

动的出卖者。因此，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

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

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

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本节论述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以及哪些因素促进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和发

展。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本节论述农业革命在农村中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所产生的

影响。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本节概述工业资本家是怎么产生的。由于工业资本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所以，

论述工业资本阶级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本节马克

思论述了暴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本节讲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作用与趋势。可以说是全篇甚至是全卷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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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小生产的基本特点、内在矛盾及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为剥夺剥夺者创造了条件 

三、从哲学高度对两个剥夺进行了概括和对比，论证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

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如何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在我国，这两年来，除了出现赤裸裸的鼓吹私有化的主张外，还有一种较隐蔽的私有化主张，

那就是，打出马克思的旗号，主张用“重建个人所有制”来取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这一段话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应该通过对资本主义所有制

的否定，使所有权的资本家极端个人所有形式转化为劳动者普遍个人所有形式，以达到所有权形式

与占有权形式相适应，这就是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正含义。”（参见《产权改革与社会主义

所有制的重建》《经济问题探索》1989年第4期） 
恩格斯认为，“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占有方式”应该是：“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

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

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三、四节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 

本节论述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和殖民理论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

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幺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

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

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

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 

二、威克菲尔德发现的自由殖民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三、威克菲尔德的殖民方案及其实质 

四、威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破产 
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

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

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

案成为多余。 

课堂讨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思考题：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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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 .《资本论》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8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2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5．[英]亚历克.诺夫著：可行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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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本论》第二卷选读纲要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资本论》第二卷的对象和中心；"三大理论、两个再生产、一个实现"。
了解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总产品。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课时分配：4课时 

一、《资本论》第二卷的对象和中心 

《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的流通过程 

(一)理解资本的流通过程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一卷研究的是资本流通而不是商品流通； 
这里的资本是产业资本而不是商业资本； 
这里的流通是广义的流通而不是狭义的流通。 

二、《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和内容 

该卷共三篇，二十一章。其主要理论可以概述为"三大理论、两个再生产、一个实现"。 

(一)三大理论 

1.资本循环理论。 即在第一篇中，主要以货币资本为中心，分析了个别资本运动的形态变化和

过程。 

2.资本周转理论。即在第二篇中，主要以生产资本为中心，分析了个别资本运动的速度和次数。 

3.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在第三篇中，主要以商品资本为中心，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和

实现问题。 

(二)两个再生产 

1.主要在第一、二篇中，论述了个别资本的再生产，这是属于微观经济的问题。 

2.主要是在第三篇中，论述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这是属于宏观经济的问题。 

所以，第二卷也可称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三)一个实现 

主要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三、《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和意义 

(一)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二卷的高度评价 
恩格斯用十个字对二卷第三篇的高度评价：“内容很好，形式却难得可怕。”实际上这也是恩格

斯对二卷评价。 

四、《资本论》第二卷的方法和学习 

(一)动态分析法 

(二)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三)数量分析法 

五、重点学习的主要章节 

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版的序言。 

第一篇：第一、二、三、四、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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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七、八、九、十二、十四、十六章。 

第三篇：第十八、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一、二、三节。 

第二、三、四节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总产品。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

实现，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一、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 
1、社会资本和单个资本的联系和区别 

2、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里指的实现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

补偿和实物补偿。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个理论前提从实物形态看，社会总产品按照 终用途分为生产资料

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价值形态看，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二、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的条件 
Ⅰ (v+m)= Ⅱ c （ 基本的条件）； 

Ⅰ (c+v+m)= Ⅰ c + Ⅱ c ； 

Ⅱ (c+v+m)= Ⅰ (v+m)+ Ⅱ (v+m) 。 
三、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Ⅰ (v+m) ＞Ⅱ c ； 

Ⅱ (c+v+m/x) ＞Ⅰ (v+m/x) 。 
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 
Ⅰ (v+ △ v+m/x)= Ⅱ (c+ △ c) （ 基本的实现条件）； 
Ⅰ (c+v+m)= Ⅰ (c+ △ c)+ Ⅱ (c+ △ c) ； 
Ⅱ (c+v+m)= Ⅰ (v+ △ v+m/x)+ Ⅱ (v+ △ v+m/x) 。 
四、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 
（1）增长 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2）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

生产；（3） 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为了便于从本质上考察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需要排除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

需要预先提出几点必要的假设：1、假设考察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整个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

两大阶级；2、假设一个为期一年的生产周期中；3、假设C价值全部转移到了新产品中去；4、假设

商品按照价值出售价格与价值一致；5、假设没有对外关系，全部社会总产品都在国内得到补偿和

实现；6、假设M为100％；7、假设生产技术水平不变，没有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当然，为了全面研究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可以把马克思便于从本质上考察社会资本简

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需要排除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1）运用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原理，正确处理当前再生产和基本建设

的关系。 

（2）运用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互为条件的原理，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3）运用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必须保持平衡的原理，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课堂讨论： 

如何认识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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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复习思考题 

第一篇：资本循环论 

1.简述产业资本在循环中采取的三种形式、经历的三个阶段以及所采取的三种循环形式。 

2.为什么说产业资本的循环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 

第二篇：资本周转论 

1.研究资本周转的目的是什么?简述资本周转速度的表示方法。 

2.简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以及固定资本的磨损、更新和维修。 

3.如何计算预付资本的总周转速度?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对资本再生产有什么影响? 

4.劳动期间的长短对资本的预付时期和预付量有什么影响?马克思关于缩短劳动期间的论述对

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有什么启示?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1.简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以及实现的关键 

2.简述简单再生产的基本交换关系和实现条件 

参考书目： 

1．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 
2．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3．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4．保尔·芒图：《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 
5．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6．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7．王珏：《世界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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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教学目的与要求：介绍成本价格概念，介绍利润概念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剩余价值为什幺

会转化为利润？介绍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以及影响利润率高低的五个主要因素。介绍部门内部

的竞争和商品的社会价值的形成以及部门间的竞争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介绍什幺因素在影响平均

利润率变动的趋势——影响平均利润率上升的因素以及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介绍生产价格

如何形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商品的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并没

有违背价值规律。介绍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两个伟大意义——解释了资本家阶级内部斗争的

根源以及资本家阶级及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根本对抗性。 
知识难点和重点： 
介绍等价值交换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的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等量劳动相

交换规律的区别，借此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形式的关系。 
课时分配：4课时 

一、介绍《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论》第三卷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的 后完成，从总的联系中对资本主义的生

产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资本论》第三卷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证。第一卷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剩余价值的实

现。第三卷剩余价值的分配。 
《资本论》第三卷对旧的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 

二、《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对象 

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

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

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

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

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P29—30）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对象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1．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 
3．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不是个别资本的运动过程，也不是某一种资本运动的全过程，而

是社会各种资本形式运动的总过程。 
4．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

式。”比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等。 
包括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地租。 

三、《资本论》第三卷中心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对象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资本论》第三卷中心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

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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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本论》第三卷结构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篇到第三篇，分析利润问题； 
第四篇到第六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剥削集团如何瓜分剩余价值问题； 
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不仅是第三卷而且是《资本论》的总结。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 
（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1．成本价格：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 
2．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当剩余价值被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剩余价值就取得了利润

形态。利润的本质是剩余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后，它的来源变得模糊了神秘了。 

3．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区别 
4．影响利润率的因素： 

（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1．部门间的竞争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部门内部各个企业的竞争，部门之间的竞争。 
2．平均利润及其实质 
平均利润率：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平均利润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各部门的利润水平；社会总资本在不同部门所占的比重大小。 
为什幺平均利润模糊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 
（三）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是生产成本与平均利润之和。价值是生产价格的基础，生产价格是价值额转化形式。 
1．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这一转化过程中两个逐步深入的阶段：一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二

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2．生产价格形成后的价值规律。 
3．平均利润与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 

4．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学说的意义： 
（1）理论意义：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价值

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的矛盾； 
（2）革命意义：一方面揭示了各个资本家集团在基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和特殊利益上的矛盾性，

另一方面揭示了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阐明了两个阶级之间整体上的利益对抗性。 
马克思的利润和平均利润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和第二篇的章节体系和重点问题；利润转化为

平均利润； 

课时分配：4课时 

《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和第二篇的章节体系和重点问题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研究P的本质。 

第一章成本价格和利润，研究商品的价值如何、因为什幺转化为成本价格和利润，以及这种转

化形式如何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实质。 

成本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还是商品价值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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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利润率，研究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怎样借助P’使剩余价值转化为P，以及P’的形成怎样

掩盖了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的秘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神秘化。 

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数量上研究P’。 

第五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本章研究C，研究对C起决定性的劳动工具。 

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本章研究C，研究对C有影响的原料价格。 

第七章补充说明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二篇研究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P’形成一般的P’与平均利润的方法。第二篇中心是利润率的平

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8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第八章的目的是揭示这种

差别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这实质上是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本章仅仅提出

矛盾，留待以后几章解决。 

第9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本章解决第八章提出的矛

盾——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 

本章提出转型问题的争论。 

第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研究平均利润与生产

价格通过什幺途径形成。 

第11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批判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工资的提高引起商品涨价，

降低引起商品跌价。亚当斯密赞成这种观点，李嘉图反对。第11章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与李嘉图

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问题争论的概述。 

第12章补充说明，是前几章的补充，三个片断好象是全篇的注释。 
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介绍等价值交换规律（等价交换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的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等量劳动相交换规律的区别，借此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形式的关

系。 
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的矛盾，这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只有用

资本主义制度对商品经济进行改造，才能使商品经济适应资本主义，解决这个矛盾。 

课堂讨论： 

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 
关于第九章转型问题的争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转型问题的争论；了解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

值形成 

课时分配：4课时 

第9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以洛里亚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三卷抛弃了第一卷的劳动价

值论。洛里亚说：“什幺时候见过这样十足的谬论，这样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什幺时候见过这样

大吹大擂地、这样庄严地犯下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新文选》1895年2月1日第477、478和479
页) 洛里亚开始了转型争论的序幕。 

1896年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下终结》，说“马克思的第三卷否定

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论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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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庞巴维克以后，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以“修订”、“补充”的名义，对马克思的转型

理论发起了挑战。柏林大学的鲍特基维茨1906、1908年发表两篇文章指责马克思的“转型”计算不完

善。即产出按照价格计算，但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C和V，却按照价值表示。 

1957年，英国牛津大学赛顿《价值转化理论》使持续多年的以数学方法为中心的争论告以终结。

赛顿在考察了各种数学解法后认为，马克思的转化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是正确的。 
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纠缠数学方法，只能给马克思的理论带来一些小麻烦，不能根本

摧毁其体系。于是提出价值转化理论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首先解决的：“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方，

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末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P179——180 
第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研究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通过什幺途径形成。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次序 
部门内部竞争形成市场价值 
部门之间竞争形成生产价格 
二、本章结构 
分为四个部分 
1．价值理论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先于生产价格 
2．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值形成 
3．部门之间竞争与生产价格形成 
4．超额利润 
三、重点讲解第二部分——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值形成 

马克思在这一章研究两种竞争。但是分析的重点是第一种竞争，即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值形

成。这是本章的中心。 
（一）个别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 
个别价值、社会价值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评述超额剩余价值时已经遇见过。马克思把

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看作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市场价值不是什么崭新的范畴，市场价值是社会价值

的进一步发展，是它的第二个名称。 
（二）供求和市场价值 
供求对市场价格有重要影响。供求对市场价值的影响是什么？ 
马克思在P716—717中提出了供求对市场价值的影响。中国1950年代南开大学魏埙概括为第二

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 
（三）供求和市场价格。批判均衡价格理论 
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吗？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均衡决定的吗？不是 
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但是供求对市场价格有重要影响。 
在市场价格形成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供不应求时买者之间的斗

争；以及供过于求时的卖者之间的竞争。 
思考题： 
供求对市场价值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吴易风(1998) 
2．[苏] 卢森贝著:《〈资本论〉注释》（1-3册），三联书店出版1963 
3．王珏 吴振坤 左彤:《〈资本论〉介绍》（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4．北大经济系:《〈资本论〉释义》（1-3册），北京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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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篇 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继承并用其创立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发展了利

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马克思在诠释这个规律时陷于生产目的双重矛盾中：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是利润率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趋于下降和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不仅如

此，这一理论还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柱。 

课时分配：4课时 

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的含义 

李家图提出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马克思继承并用其创立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发展了利润

率不断下降的规律。马克思在诠释这个规律时陷于生产目的双重矛盾中：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

利润率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趋于下降和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不仅如此，

这一理论还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柱。 
在平均利润率呈现下降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所得到的利润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

是资本积累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大﹐是同一过

程的两个方面﹐所以马克思有时又把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称为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时

增加的“二重性的规律”。 
第十四章 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 
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阻碍﹑延缓并抵消利润率

下降规律的作用。这些因素主要是﹕ 
资本家提高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包括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等。 
C的节省。 
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某些部门就采用手工劳动而不采用机器。 
对外贸易的发展。 
股份资本的增加。 
第十五章 规律的各种内部矛盾的展开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 这个规律的内在矛盾是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增加的矛盾。即

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同积累量反而会增加的矛盾。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抵补利润

率下降的损失﹐必然加速资本积累﹐这又使得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在这个规律内在矛盾展开的过程

中﹐暴露出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生产扩大

和价值增殖的矛盾。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进的上

述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

决”(同前﹐第25卷﹐第288﹑277页)。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局限性和历史暂时性。 

课堂讨论：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吗？利润率下降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什么？ 

思考题： 

利润率下降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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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2．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3．王珏：《世界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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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 

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商业资本的作用、商业利润及其来源、

商业资本的流通费用及其补偿，为理解中国现在的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课时分配：4课时 
第四篇结构： 
第16章  商品经营资本 
第17章  商业利润 

第18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第19章  货币经营资本 

第20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一、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 

1．商业资本的本质 
商业资本的本质是从产业资本的商品资本职能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化的职能资本形式。 
独立化的可能性：（1）在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商品资本的职能本来就不同于生产资本和货

币资本的职能；（2）在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经常有一部分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形态而存在，商

品资本具有相对独立性。 
独立化的两个条件： 
（1）商品资本 终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已经不再由产业资本家完成，而是由商人担任；

（2）商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资本。 

2．商业资本的职能：销售商品和实现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3、商业资本的作用： 

二、商业利润及其来源 

商业利润的真正来源：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的数量相当于平均利润。商业利

润是商业职工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的使用价值。 

三、商业资本的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生产性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1）生产性流通费用是用于商品的保管、包装和运输方面的

流通费用，可以增加商品价值，随着商品的销售和价值的实现得到补偿。（2）纯粹流通费用是指只

同商品买卖有关的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通过从每年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相应的部分得到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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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六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资本主义生息资本的特点；理解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论述，为理解中国现

在的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课时分配：4课时 

一、借贷资本 

（一）借贷资本的形成 
借贷资本的 3 个主要来源：（1）暂时闲置的固定资本折旧费；（2）暂时闲置的流动资本；（3）

暂时闲置的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 
（二）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 
1．借贷资本的本质 
借贷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作为从职能资本运动中

独立出来的特殊资本形式，也要参加剩余价值的瓜分，利息就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一方面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体现着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

家共同剥削工人的经济关系。 
2．借贷资本的特点： 
借贷资本是一种商品资本； 
借贷资本是作为财产的资本； 
借贷资本是 具有拜物教性质的一种资本形态。 

二、利息和利息率 

（一）利息的本质和来源 
利息：职能资本家让渡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它一方面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体现着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

本家共同剥削工人的经济关系。 
利息的本质，它如何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 
（1）利息是职能资本家使用借贷资本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既体现着借贷

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的经济关系，又体现着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共同瓜

分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 
（2）利息出现以后，平均利润被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进一步掩

盖。利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收入，似乎是资本自身的产物。企业利润表现为职能资本家使用借贷

资本从事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似乎是监督或指挥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因此在利息和企业利润形式

上，它们本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个共同的规定性被掩盖了。 
（二）利息率的决定 
利息率是如何确定的：利息率是一定时期内的利息量与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 
一定时期的利息率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平均利润率，二是借贷资本供求状况或平均利润

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比例。 
利息率变动的区间是零到平均利润率，零为 低界限，平均利润率为 高界限。由于利息率没

有一个经济上的内在客观依据，无从准确的界定它的数量。所以在平均利润率水平一定和借贷资本

供求平衡时利息率实际上只能由一个国家习惯和法律传统决定。在不同国家，利息率会由于习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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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此外，影响利息率的因素还有预期价格变动率，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

借贷资本风险大小，借贷时间长短等。 
利息率的决定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经常变动，在一个国家的既定时期它又是确定的，每次

借贷行为中，都预先确定利息率的高低。 

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股份制的论述 

近十年来，那些认为股份制即公有制的文章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都是从《资本论》第三卷

第27章中找根据。他们断章取义或是望文生义地引用马克思有关股份制的论述，力图使人们相信，

似乎马克思本人就提出过股份制即公有制的思想。为了正本清源，首先应该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的论述。 

第一，股份制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入发展的结果。 

第二，股份制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股份制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的新变化，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本质。马克思对于这一变化的实质作过深刻的分析：“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

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

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资本论》第3卷，第493
页） 

课堂讨论： 

股份制能不能搞好国有企业？ 

思考题： 

股份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参考书目：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2．《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8 
3．《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 
4．《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刘永佶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5．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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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道路和特点；理解资本主义地租本质；知道

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原因和源泉；掌握土地价格的计算；了解资本主义的土地的国有

化和私有化问题。 

课时分配：4课时 

一、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 

1．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特点：除英国式道路外，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建立的类型有

两种：普鲁士式，美国式。 
2．资本主义地租本质：是农业资本家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向地主缴纳的地租，它是农业工人所

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即超额利润。 
3．资本主义地租特征： 

（1）资本主义地租是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为前提，它建立在剥削具有人身自由的农业雇佣

工人基础之上，劳动者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契约关系。 

（2）资本主义地租只能是农业工人所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即由超

额利润所形成。 

（3）资本主义地租体现了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由农业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的经济关系。 

4．资本主义地租与封建地租的区别 

（1) 封建地租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前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的强制。

资本主义地租是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为前提，表现为一种纯粹契约关系。 
（2) 封建地租在数量上一般包括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资本主义地租则只是超过平均利润以

上的超额使用价值部分。 
（3) 封建地租体现了两大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关系。资本主义地租体现了三大阶

级关系，大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关系。 
地租的形式：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 

二、级差地租 

（一）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形成的条件：土地有肥沃程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劳动生产率

和产量收益也不相同。 
形成的原因：对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因为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使得经营优等地和

中等地的农业资本家都能过获得超额利润；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使农业中获得超额利润可以

长期稳定地存在。 
（二）级差地租的源泉 
级差地租的源泉：是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构成。（重点） 

三、绝对地租 

（一）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形成的条件：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绝对地租形成条件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

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它使得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而又不高于其价值，从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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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使用价值形成绝对地租。 
形成的原因：绝对地租形成的原因是土地私有权垄断。 
（二）绝对地租的源泉 
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差额，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三）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绝对地租 
（1）平均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绝对地租； 
（2）克扣农业工人的一部分工资作为绝对地租。 

四、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土地价格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 

课堂讨论： 

1．如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农业有机构成提高情况下的绝对地租？ 
2．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什么？ 

思考题： 

1．为什么说生产价格的形成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2．如何理解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3．试述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的作用以及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现实意义？ 
4．现代股份制到底是姓“私”还是姓“公”？ 

5．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条件和源泉是什么？ 

6．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条件和源泉是什么？ 

7．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价格又上升趋势？ 

参考书目： 

1．迈克尔•佩罗曼著，《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年9月版 
2．[苏] 卢森贝著:《〈资本论〉注释》（1-3册），三联书店出版1963 
3．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4．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 
5．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论》第一卷 

 1671

17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教学目的和要求：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和斯密教条；知道阶级和阶层的分部；了解资本主义的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 

课时分配：4课时 

本篇结束宏伟的经济研究，但是遗憾的是本篇没有完成。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以下三个片断，分散在第6篇的手稿的不同地方。--弗恩】 

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

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

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毫不奇怪，庸俗经济学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

形式感到很自在，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乍一看来都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

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

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对普通人来说，这些关系是很

熟悉的)。 
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它作为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

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综合在一起的部分。 
首先，没有价值的使用价值土地和交换价值地租，让两个不能通约的量互相保持一定比例。 
资本-利息。如果说一个价值是比它的所值更大的价值，显然是无稽之谈。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庸俗经济学家宁愿用资本-利息这个公式，而不用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因为前一个公式具有一种神

秘性质，即一个价值和它自身并不相等；而后一个公式却和现实的资本关系较为接近。即一方是使

用价值，是物，另一方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剩余价值。对庸俗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他达到了

这种不能通约的关系，一切就都清楚了，他就不感到还有进一步深思的必要了。因为，他正好达到

了资产阶级观念上的“合理”了。 
后，劳动-工资，劳动的价格，象我们在第一卷中所证明过的那样，这种说法显然是和价值

的概念相矛盾的。 
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本章考察了总和的生产过程，并且批判了斯密教条。 

马克思按照自己的再生产理论，揭示出总产品（C+V+M），总收入（V+M）和纯收入（M）的关

系。 

所有这些范畴都被庸俗经济学混淆在一起，斯密教条（商品价值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被庸俗经济学表述为总产品由总收入即商品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 

第50章  竞争的假相 

马克思批判了斯密教条。详细论证了斯密所发挥的论题的虚伪性：如果代表新被综合起来的劳

动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形成收入的三种形式，那么，这三种形式被认为价值的

组成部分就似乎是正确的了。 

第51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

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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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

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

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 

第五十二章  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 高度的、 典型的发展。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

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马克思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

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

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 
关于什么是阶级的问题，列宁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 

阶层通常是指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或组成部分，有时也特指阶级归属尚不明朗，或居于两个阶

级中间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点的社会集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和阶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

系的。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阶级

划分和阶层区分的决定性依据和标准。 

《资本论》第三卷增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I. 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资本论》第三卷自从交给公众评判以来，已经遇到许多错误的解释。 
一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有矛盾，第三卷放弃了第一卷的结论。 
二是价值范畴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现实的范畴，而是作为纯粹“逻辑的过程”、纯粹理论体系来阐

述的。这个问题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实际的相互联系有关。 
恩格斯驳斥了这些错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没有矛盾。 
II. 交易所 

恩格斯在晚年研究资本主义的时候，已经敏锐的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新现象。比如股

份公司、托拉斯的发展，交易所和银行在工业中，在资本输出中，在殖民地瓜分中日益增长的作用。 

交易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

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

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 突出的代表。 

课堂讨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思考题： 

1．斯密教条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特征是什么？ 

3．什么是阶级？阶层？ 

参考书目： 

1．《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 
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举》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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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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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讨论、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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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是经济学专业的选修课。本课程是一门

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的，是哲学

和经济学交叉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属于经济哲学的范畴，受到近代哲学、科学哲学的直接影响构

成其独特的哲学基础；同时经济学独树一帜的学科特点，决定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本课程将培养

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的： 

1、介绍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和具体分析方法问题。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经

济方法上的共性与差异。 
2、了解西方经济学研究基本方法和具体应用，加深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 

基本内容： 

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的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抽象法和演绎法，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介绍经济学三段式的分析框架，视角、基准点和具体的分析工具，成本收益比较

分析、机会成本分析，外部性内在化分析和均衡分析与有无分析等。另外要介绍经济学在分析问题

方法的几个重要观点，如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充满悖论；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效益递减分析。经济

学与管理学分析方法的差异等。 

教学要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掌握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了解其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主要经济理论；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西方经济学。 

考试说明： 

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本课程

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

绩的 80%。期末考试以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什么是经济学的方法及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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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学习研究经济学方法及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 
复习与思考题 

1、 你在过去几年经济学学习中，对于经济学的认识方法有哪些体会和认识？ 
第二章 经济学研究中的范式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三段式研究方法，假设与现实的关系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什么是经济学“范式”， 
1、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方法的关系 
2、经济学研究要遵循“共同的范式” 
第二节、经济学“三段式”的研究方法 
1、假设的意义与假设的类型 
2、假设是否应该与现实情况完全一致 
3、如假定与现实不相符合，经济理论存在是否有意义 
4、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总体假设 
5、经济学的具体假设 
复习与思考题 

1、经济学范式是指什么？ 
2、经济学假设如何进行理论抽象又符合实际？ 
第三章、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的基本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两者的优劣性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经济学中的归纳主义方法论 
1、思想渊源 
2、基本主张 
3、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4、对其批评 
第二节、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方法论 
1、思想渊源 
2、基本主张 
3、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4、对其批评 
第三节、如何正确认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1、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各自有哪些科学之处和缺陷？ 
2、怎样运用正确的认识论来把握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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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教学目的 
了解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系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什么是实证分析 
第二节、什么是规范分析 
第三节、了解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系 
1、科学哲学关于两者关系的分析 
2、经济学发展历史中两者的争论 
3、两者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各自有哪些科学之处和缺陷？ 
2、怎样运用正确的认识论来把握两种方法？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 

教学目的 
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历史的方法 
1、历史的逻辑 
2、什么是历史的方法 
3、历史方法的特点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历史方法的运用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 
复习与思考题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认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结构？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具体”与“抽象”的含义是什么？ 
3、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第六章 数学的方法 

教学目的 
了解数学方法的基本内涵。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数学运用的一些案例，如何正确使用数学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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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为什么数学的方法会流行 
1、数学方法的定义 
2、数学方法的特点 
3、数学方法的内 
4、为什么要运用数学的方法 
第二节、如何正确运用数学的方法 
1、运用数学方法应坚持的原则 
2、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3、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局限性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看待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第七章 经济学方法论的近代发展历程 

教学目的 
了解近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历史 
教学重点和难点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1、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及相应的科学方法论 
2、波普尔科学方法论的缺陷和错误 
3、波普尔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及对经济研究的启发 
第二节、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 
1、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方法论 
2、库恩的科学发展观对理解经济学说发展的启示 
3、库恩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学领域中运用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 
1、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2、对经济学的启示 
3、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评价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看待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 
2、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主要内容？ 
3、拉卡托斯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有何启示？ 
第八章 经济学方法论的现代发展历程 

教学目的 
了解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历史 
教学重点和难点 
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工具主义方法论、20 世纪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 
1、劳丹的科学方法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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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丹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经济学 
3、劳丹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示 
第二节、工具主义方法论 
1、工具主义方法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2、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评价 
第三节、20 世纪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1、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对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评价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看待劳丹的科学方法论思想？ 
2、如何评价工具主义方法论？ 
3、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突出特点是哪些？ 
第九章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的特点 

教学目的 
了解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工具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合具体研究事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 
1、视角问题在经济学上的突出意义 
2、视角产生的原因 
3、要学会从多视角全面的分析问题 
第二节、基准点和参照系 
1、什么是基准点 
2、基准点的参照系作用 
3、要尊重经济理论，又要不唯理论 
第三节、经济学有一套特殊的分析工具 
1、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 
2、机会成本分析； 
3、外部性内在化分析； 
4、边际分析或均衡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在经济学研究中，选择一个良好的视角的重要性 
2、如何选取研究的基准点和参照系 
3、简述经济学的特殊分析工具主要特点 
第十章 当代经济学的几个重要观点 

教学目的 
了解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工具 
教学重点和难点 
结合具体研究事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学时安排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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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没有最优，只有次优 
第二节、经济学中充满悖论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在经济学研究中充满悖论？ 
2、最优在现实中通常能达成吗？如果不能是否说明理论是错误的？ 

教材 

张俊山，《经济学方法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参考书目 

1、石磊，《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 
2、程恩富等，《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陈璋等，《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林毅夫，《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5、曹均伟、李凌，《经济学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6、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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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当代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技术、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战略，内向型与外向型发展战略，增长与分配战略；制度与经济发展，市场

与政府。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导论，主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产

生与发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增长篇，主要介绍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第五

章到第八章是资源与技术篇，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结构篇，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战略篇，第十五

章和第十六章是制度篇，这四部分分别从资源、结构、战略、制度这四个大的方面介绍了其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本课程在阐述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普遍问题的同时，还结

合中国的实际论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使理论更加具有实用性。 
本课程的修读对象为：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生。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邓小平理论概论 
本课程的总课时为：3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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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

题。它是相对于发达而言的。本章将首先探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分野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征作一概要的描述。还将解释经济发展这一术语的含义。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全球分裂：富国与穷国 

一、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 
关键在于了解“经济世界”的构成要素，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创造的一个术语，

一个经济世界有三个组成要素：一是它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二是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

极或一个中心。三是每个经济世界都分解为延续的区域。 
（二）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兴起的时间及原因 
现代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一般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从 18 世纪末开始，范围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 
富国与穷国的划分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世界被划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穷国与富国的

差距被进一步加大了。 

第二节  第三世界现状 

一、第三世界的含义及适用范围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二）第三世界的概念的含义 
（三）中国与第三世界 

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征 

（一）低下的生活水平 
（二）低下的生产率水平 
（三）人口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 
（四）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的就业 
（五）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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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 
（七）不发达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含义 

首先是对于“发展”的定义（大致有三种）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三、衡量发展的指标 

四、千年发展指标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经济世界   第三世界 
2．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共同特征？ 
3．经济发展含义是什么？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有什么没关系？ 
4．什么是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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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要求学生基本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经济发展思想，当代发展理论的

形成、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和现状，基本了解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早期经济发展思想 

一、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 
（三）卡尔·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二、“静态的插曲” 

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主要的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四、早期经济发展思想的缺陷 

第二节  当代发展理论 

一、当代发展理论的分类 

（一） 结构主义 
（二） 新古典主义 

二、发展理论的演变 

（一）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的基本论点有这样三个：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轮和唯计划化论 
（二）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和激进主义的兴起 
（三）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与重建 

三、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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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创新理论    结构主义    新古典主义 
2．简要评价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思想 
3．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 
4．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5．简述发展经济学各个阶段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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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篇 

第三章  经济增长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和掌握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发

展的核心内容。增长与结构变迁是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一、什么是经济增长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就是资源及其使用效率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 
在间接因素中 重要的有两类：一是技术，二是制度 

三、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类型 

第二节  经济增长模型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二、索洛模型 

三、新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1．“干中学”和“知识外溢” 
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 
3．研究与开发——技术变迁 
（二）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 模型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波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一、增长与波动 

波动与阶段性是经济增长的两个伴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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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一）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二）波特的“竞争发展阶段”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自然增长率   稳态    实际经济周期 
2．什么是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周期的因素有哪些？ 
3．怎么样理解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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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是从经验层面分析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学生通过对各国的经济

增长经验的研究成果的学习，理解这些成果与前一章各增长模型的关系，明确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些规律性的特征。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绩 

一、1820 年以来各国的加速增长与增长之间的差异 

二、20 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 

（一）亚洲的经济奇迹 
亚洲经济奇迹的表现、特征以及原因 
（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三）非洲的困境 
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比较落后的表现以及原因分析 

第二节  影响发展中国家增长实绩的因素 

一、生产要素严重短缺 

1．物质资本严重不足 
2．人力资本素质低下 

二、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下以及劳动生产率不高 

三、结构性的弱点 

四、各国经济的相互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五、制度因素 

六、其他外部因素 

主要是指：地理因素、战争等政治方面的因素、环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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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产率与增长核算 

一、全要素生产率 

肯德里克认为，产量和某一个特点投入量的之比，只能叫部分生产率。而衡量生产效率的全部

变化，必须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即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二、丹尼森的增长核算 

丹尼森的定义，增长核算指的是将所采用的国民产量或者人均产量增长率在改变和引起增长的

决定因素之间进行分配；将国际间产量水平的差别在决定水平因素之间进行分配；估计每一个决定

产出的因素的既定变化对产出影响的大小，等等。 
（一）美国经济增长核算 
丹尼森经过分析，得出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排序：1．把教育因素放进来，劳动则成为

重要的增长因素。2．知识增进。3．资本投入。4．规模经济。5．资源配置的改善 
（二）为什么增长率不同 
对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增长做全要素的对比。 
（三）日本经济为什么增长快 
金森久雄把丹尼森模型应用于日本增长核算中，总结出全要素增长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核算 

第四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估计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中国经增长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

增长方式。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目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和困难有： 
1．能源、原材料紧缺问题 
2．结构性瓶颈制约问题 
3．产品滞销问题 
4．通货膨胀问题 

思考复习题 

1．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他有什么作用? 
2．丹尼森对增长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3．中国为什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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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篇 

第五章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让学生掌握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积累较少。但实践也证明，

过度强调资本，特别是物质资本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制定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也有不利影响。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资本的含义 

包含了两种对资本的理解： 
（一）从生产关系角度的理解，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体现 
（二）从生产力角度的理解，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 

二、资本匮乏与贫困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中，

资本 为稀缺。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是实现经济起飞和摆脱贫困的先决条件。（纳

克斯在 1953 年《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三、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一）西方学者的资本形成理论 
1．“大推进”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只有发展工业。要实现工

业化，首先必须大规模的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小规模的个别的部门的投资是不能走出困境的。 
2．“临界 小努力”理论 
1957 年，来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与增长》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

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及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

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 小努力” 
3．罗斯托的“起飞”理论 
罗斯托以《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一书而闻名，他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建前提、起飞、成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

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 
（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通过麦迪森和纳迪利等人的分析，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大的，这个

不容置疑。但由此进一步论证储蓄率提高、资本形成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物质资本的形

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那就把经济发展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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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认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分析“资本决定论”的局限性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来源 

一、初始资本与资本形成 

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主要应该来源于生产剩余，而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生产剩余主要来源

于农业。所以，农业剩余成为发展中国家初始资本的主要来源。 

二、储蓄与资本形成 

如果除过外债和引进外资，国内储蓄主要由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构成 
（一）政府储蓄 
政府储蓄是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支出后的余额.政府储蓄可以转化为政府投资,从而产生资本形成.

因此,政府储蓄的增加主要通过提高政府收入和减少政府支出来实现. 
（二）企业储蓄 
（三）家庭储蓄 
家庭储蓄指家庭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家庭储蓄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储蓄中占据很大的份

额.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 

麦金农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造成金融抑制的原因是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利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增长. 
肖则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实现金融深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体制进行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官僚机构对金融业的不合理干预,逐步实行金融自由化.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贫困恶性循环  “大推进”理论  “起飞”理论  “临界 小努力”理论  资本形成  金融抑

制金融深化 
2．如何理解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关系? 
3．资本形成有哪些来源? 
4．金融深化是怎样阐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 



发展经济学 

 1701

第六章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让学生了解人口问题的基本理论，人口问题在法章钟国家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与发展得更

为关键的因素。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人口增长及其变动规律 

一、人口变动趋势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口数量的增长都是比较缓慢的。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高峰，超过 2％。到 20 世纪末，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 60 亿。其中只有约 9 亿

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率约为 0.4％～0.7﹪；有 24.6 亿人生活在不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

率接近 2﹪。 

二、人口转变理论 

汤普逊于 1929 年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他试图解释 19 实际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根据

这一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生活条件的变化,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大体经历了高出生率与高

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和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三个阶段.. 

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人口的质量和数量产生影响,反过来,人口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后,马尔萨斯理论被现代经济学家命名为“人口陷阱理论”.按这一理论在发展

中国家,当人均收入增加后,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人均收入水平又

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他们认为,只有当投资规模足够大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人均收入才能超过

人口增长率上升,在没有达到这一点前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得人口增长所抵消.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

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人口陷阱”,冲破陷阱的 好方法就是

大规模投资 

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状况及对策 

第二节  教育与人的资本 

一、人力资本的含义及形成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舒尔茨提出来的,他因此而获得了 1979 年度的诺贝尔奖,在《人力资本投资》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

的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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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体力上的投资，即对营养与健康的投资；另一个

是智力上的投资，即广义的教育。 

三、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 

（一）医疗保健状况 
（二）教育的基本状况及问题 
1．教育支出迅速增加，但是人均占有水平很低 
2．教育资金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3．教育与实际需要严重背离 
4．智力外流现象严重 

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投资战略选择 

（一）全方位改善营养和医疗等服务，提高劳动力的身体素质 
（二）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三）减少智力外流 

第三节  就业与劳动力充分利用 

一、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 

狭义的失业和广义的失业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理论探讨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受到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严重失业的双重困

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三、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战略 

第四节  中国的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 

一、中国的人口资源状况 

（一）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多。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三）城市人口比重偏低 

二、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一）医疗保健事业 
（二）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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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就业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人口转变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  人力资本  智力外流 
2．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有何作用？ 
3．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哪些途径？ 
4．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有何启发作用？ 
5．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人口及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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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20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

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些发展成果都是以各种资源特给事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耗费和

环境大面积污染、生态严重失衡为代价的。所以进入 20 世界 7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

为，重新认识发展的含义，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与环境 

一、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自然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联合国环境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

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条件。 
自然资源根据其存在状态、生成机制、物质性质等可区分为三类：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流动

资源。 
（二）自然资源租 
“租”在资源经济学中常表现为资源价格与边际或平均开采成本的差。资源租根据其产生的条

件可区分为（吉利斯）：稀缺租金、差异资源租金、垄断租金。 
（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社会来讲就是资源配置的 优化。新古典经济学用“ 优化”模型或“

大化原则”来描述人们的经济行为。 优化模型就是强调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消费者追求效用

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 大化、社会追求福利 大化，以实现一种理想的经济效益，即帕累托效率。 
优化的状态有以下标志： 

1．资源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或者说资源的“机会成本”处处相等。 
2．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 
3．任何一种资源在任何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的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在任何一个

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替代率。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一）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环境是指人类周围一切物质要素和信息要素的总和。 
（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即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环境属于“公共物品”，

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通过政府的公共治理使外部效应内在化，做法： 
1．课征惩罚性的纠偏税，通过惩罚性课税使产生外部负效应的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该行

为的社会边际成本。 
2．通过制定某些规定来限制服外部效应的产生。 
3．政府还应该考虑一些其他政策：消灭贫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改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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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等等。 

第二节  从增长的极限到可持续发展 

一、增长极限论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经历了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

随着能源危机的冲击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自然资源与发展的关系，一部分保悲观态度

的人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理论。其代表 1968 年，在意大利成立的有 30 位著名学者组成的专门讨

论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麻省理工学院麦多斯于 1972 年出

版了其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 
（一）经济增长因素及其变化特点 
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

要因素 
（二）反馈回路原理 
“增长极限论”还用反馈回路原理来解释上述五项增长因素的变动。该理论认为，一个体系中

的所有活动都在“反馈回路”中发生。“反馈回路”是连接一个活动和他对周围状态所发生的效果

之间的封闭线路。一个活动的结果成为影响下一个活动的依据，是不断循环调节的过程。 
（三）“世界模型” 
麦多斯等的“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认为，现在的世界体系在 2100 年以前必然崩溃，其原因

在于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正反馈回路产生了人口和工业资本的指数增长，要避免崩溃，就要实现人口

和资本存量的零增长。 

二、对增长极限理论的批评 

（一）关于人口增长 
现在一般认为人口并不是始终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联合国的统计分析表明，起始人口增长

率是趋于增加，一旦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和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后，增长率就开始下降。 
（二）关于食物供给 
（三）关于不可再生资源 
（四）关于环境污染 

三、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原则 

可持续发展 早是由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来的。1989 年 5 月联合国环境署第 15 届理事会

期间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 
（1）当代人的公平及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 
（2）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资源的纵向公平分配。 
（3）公平分配有限资源 
2．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 
3．共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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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持续发展指标及其构建 

（一）环境经济学方法 
1．运用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正单纯反映经济增长数量内容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 
2．创立可持续指标 
3．新国家财富方法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方法 

第三节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中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性 

（一）人口问题 
（二）资源问题 
（三）生态环境问题 

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二）牢固树立环境意识 
（三）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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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让学生掌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是生产技

术的落后。因此，要想迅速摆脱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促进技术进步。本章要求掌握

技术的概念、分类、基本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等问题。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 

需要区别狭义的技术和广义的技术，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 

二、技术进步的类型 

（一）希克斯对技术进步的分类 
在 1932 年希克斯出版的《工资理论》中，他根据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程度的差异，

将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三大类。 
（二）哈罗德的中性技术进步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途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比

例及具体形式从根本上讲是由技术决定的。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还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首先，技术进步决定着社会分的发展和

深化，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前提。其次，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的主要推动力，以及社会生产效益提高的主要源泉。 后，技术进步影响着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而生产力要素的变化，正是社会生产宏观结构变化的重要基础。 

四、技术进步的途径 

（一）本国的研究与开发 
（二）技术引进 
（三）“干中学” 
（四）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节  技术引进 

一、技术引进的必要性 

与本国进行研发相比，技术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以下三个方面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引进能够大量的节约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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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引进能够避免漫长的探索过程。 
（三）技术引进有利于培养本国的人才。 

二、技术选择与技术引进 

（一）技术选择的经济分析 
生产任一既定的产量，都必须投入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一般都存在

着技术替代关系。究竟应该采用那种生产方法，一方面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要考虑经济

的合理性。所谓经济的合理性，就是要根据一国的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比较优势，选择既保证生产

效率而成本又是 低的要素投入组合方式。 
（二）中间技术与适用技术 
舒马赫提出的“中间技术”理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 适用于发展的技术是中间技术，

即介于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 
（三）技术引进的方式与途径 
曼斯菲尔德把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分为垂直的技术转移和水平的技术转移。垂直技术转移是指将

A 过的有关的基础科研成果转用于 B 国的应用科学中，或将 A 国的应用科研成果转用于 B 国的生

产中。水平技术转移是指将 A 国已被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转用于 B 国的生产领域。与垂直技术转

移相比，水平技术转移能够使技术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同时也会节约研究的成本与时间。     米
拉·维尔金斯把技术转移划分为简单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 

技术引进的途径主要有： 
1．向国外购买新设备、新产品并加以复制。 
2．从国外购买专利权或生产许可证，在国内进行生产。 
3．接受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的技术援助。 
4．引进外国公司投资 

三、技术引进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引进技术的政策和方针 
1．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际技术转移的趋势，结合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目标，制定有关引进工

作的目标、方针、政策和措施。 
2．引进与创新并重，引进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创新。 
3．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研成果和生产技术，而且要注意引进“软”技术，如现代管理技术、

教育和培训技术等。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技术进步  希克斯中性  哈德罗中性  技术引进  中间技术 
2．说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3．技术进步分为几种类型？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 
4．简述技术引进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5．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要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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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篇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什么，刘易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迈因特模型的基本内容。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刘易斯模型 

一、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在刘易斯看来，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部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存在的。 
采用弹性概念，劳动力无限可以概括为：如果资本家欲以现行工资招收更多的劳动力，争求职

业者会大大超过需求，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有无限弹性。 
（二）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 
（三）工资水平 
（四）经济发展的过程 
（五）刘备易斯模型的其他两种形态 

二、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影响 

刘易斯指出，现代部门扩张可以通过四中方式或途径使传统部门受益，而每一种方式也可以产

生破坏性的影响，第一种方式是就业。第二种途径是分享物质设施，第二种途径是现代部门的发展

促进传统部门的观念和制度的现代化 后一种影响是于两种部门之间的贸易有关。 

三、对刘备易斯模型的批评 

第二节  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二、乔根森模型 
三、迈因特模型 

第三节  二元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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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 
（三）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农村以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为主，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经济板

块。 
（四）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传统分工格局，形成城乡两种工业体

系，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裂变为城市工业（国有工业）、农业和农村非农业三元经济结构。 
（五）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 

二、城乡分割的危害 

危害之一、城市化落落后，农村经济结构转换和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阻碍，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 
危害之二、加剧了国有资源配制的不合理程度，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资源下降。 
危害之三、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人口的流动。 
危害之四、造成农村贫困化，引发社会问题。 

三、走出二元经济 

按照刘易斯等人的设想，这种从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工业社会的过渡主要依赖于现代部门的扩

张。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资本主义部门  非资本主义部门  产品市场的二元性 
2．“二元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它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有什么关系？ 
3．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结合实际谈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现代

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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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村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内容，首先概述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简要

介绍当前农村发展研究中有关小农经济改造的一些基本思路，然后分别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这两

种角度讨论农村发展问题，以及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小农经济及其出路 

一、小农经济的特点 

（一）农民的定义 
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在简单的工具和家庭劳动力帮助下，为满足他们自身消费的需要和完成

政治经济力量拥有者所规定的任务而生产。全面理解这一概念要考虑以下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 
1．农民家庭农场是基本的、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单位。 
2．土地耕作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 
3．文化形态与农村小社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4．农民从属于“外部”的社会力量。 
（二）小农与社会变迁 
在当今世界，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经济社会变迁有这样五中类型： 
经济分化、  贫困化、  从农民到农业者、  集体化与国有化、  小农化、 

二、改造小农经济的大思路 

（一）农民问题 
一个穷国的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各种问题中，农民问题也许是 重要的、 具有挑战性和 顽固

的问题。经济落后的中心特征就是没有解决农民问题。 
（二）改造小农经济的基本思路 

第二节  农业与经济发展 

一、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四方面的贡献。 
（一）产品贡献 
1．食品贡献 
2．原料贡献 
（二）市场贡献 
（三）要素贡献 
1．资本贡献 
2．劳动贡献 
（四）外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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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 

三、传统农业的改造 

传统农业的改造主要有两条途径：制度创新（土地占有方式的变革）和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技

术的变革） 
（一）土地占有方式及其变革 
土地占有方式是指人们拥有土地的方式。 
（二）农业生产技术变革 

第三节  农村非农产业与经济发展 

一、小农经济的二元性 

小农经济很少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并存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小农经济

的二元性。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工业 

（一）亚洲国家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村非农活动。 
（二）农村非农活动在吸收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呈增长趋势。 
（三）农村非农活动经常是兼业性的。 
（四）农村非农活动表现出一种二元性。 
（五）农村非农部门的增长既有劳动供给方面的推动，也有产品需求方面的拉动。 

三、农村非农产业与经济发展 

第四节  改革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经济 

二、改革：农民的双重解放 

联产承包制度建立起了集体财产与农民自有财产之间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农村财产

关系变革的起点。 

三、三农问题 

我国前期三农问题的不足 
（一）经济规模问题 
（二）农村土地制度问题 
（三）农村比较利益问题 
（四）资金投入问题 
（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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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民的素质提高问题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农民  农村转型  原始工业化 
2．什么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有哪些特征？ 
3．改造传统农业有哪些基本途径？ 
4．概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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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业化与城市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需要学生掌握，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

作用？工业化是否有特定的模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城市化等相关问

题。 
课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一、工业化的含义及其模式 

（一）什么是工业化 
巴格奇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词条“工业化”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

下面是一种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一般说来，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

业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

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例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

入增加了。” 
（二）工业化模式 
1．历史上的工业化模式 
2．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 

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过程提供了现代生产方法，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创造了比传统社会多的多的财富，

从而使人均国民收入成倍增长。 
2．工业化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3．工业化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工业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水平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水平。一方面，我们考察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我们考察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和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贸易额占全球制造业的贸易额的比重。 
（二）地区性差异 
（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生产的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中，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从侧面表现了发展

中国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学 

 1715

第二节  城市化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含义 
所谓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农业人口向非

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推动了

工业化。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1． 低临界值原理（阈值效应原理） 

低临界值原理是指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需要有一个 低销售额的支持。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

一项研究指出，城市经济存在着一个人口规模为 25 到 30 万的 低临界值。 
2．初始利益棘轮效应原理 
该原理是指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未来所作出的决策，是以现在这个城市比必须提供什么为基础

的。 
3．循环积累因果机制 
1957 年，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机制理论。他认为，工业的增长或城市

的扩大是一个相关的过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以来于前一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力量在循环因果

关系中相互作用。 
4．磁场效应机制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不仅在增长速度上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绝对量上也超过了发

达国家。 
第二、城乡人口同时增长。 
第三、大城市特别是 大城市人口集中的情况日益突出。 

三、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一般情况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有多种，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

人口增长因素、文化因素、交通运输因素。二是经济因素。 
（二）托达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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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发动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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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篇 

第十二章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需要掌握以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为代表的主张平衡增长的

发展战略，以赫希曼和辛格为代表的反对平衡增长战略，主张采取不平衡增长战略。本章主要讨论

平衡增长战略与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差别及特点，探讨区域经济的平衡与不平衡增长问题。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论 

一、平衡增长战略 

平衡增长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外部经济效益和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补充的性质以推

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不平衡增长战略 

（一）赫希曼对平衡增长战略的批评 
他在 1958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平衡增长战略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他认为平衡增长的思想来源于凯恩斯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 
2．发展是经济从一种类型向其他更先进的类型转变的渐进过程，各国的增长过程都是不平衡

的。 
（二）不平衡增长战略 
关于不平衡的增长实施，赫希曼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重点投资于社会固定资本。另一条途径

是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投资于直接生产活动。 
（三）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相对性 

第二节  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 

一、区域发展理论 

（一）“发展极”理论 
（二）“回波效应”“扩散效应”理论 
（三）倒“U”形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问题 

三、中国的区域发展 

（一）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和自然地理因素 
（二）中国区域发展的近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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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会继续存在并扩大，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

大的速度。 
2．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 
3．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加快，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将逐步形成。 
4．中央政府更加关注问题区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望加速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将形成

新的经济发展极。 
5．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将日益加强。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发展极”理论  回波效应  扩散效应  倒 U 形理论 
2．如何理解平衡与不平衡两种发展战略的对立统一关系？ 
3．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我们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何借鉴意

义？ 
4．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加快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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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更多的开放国内市场，更多的利用比较优势，让

本国产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成长，还是更多地进行贸易保护，实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开放？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发展的国际环境 

一、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处理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准则、行为规范和机制。 

二、对外贸易 

（一）贸易条件与国际商品交换 
刘易斯提出了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他所谓的“生产要素”，是指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贸易条

件也就是劳动输出与输入的价格之比。他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

条件。 
普雷维什从出口的需求弹性角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因为发达国家出

口的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对他的需求弹性较高，而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

需求弹性低，所以，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贸易结构与经济结构是相互促进的。 
2．贸易与技术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3．贸易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的积累。 

三、利用外资 

外部资金来源可分为两类：国际机构或外国政府的援助；外国人私人投资。 
（一）两缺口模型 
两缺口模型是由钱纳里等人 1962 年提出的用以说明外援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理论。其中心

论点是，外部融资（贷款与赠与）在补充国内资源以解除储蓄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方面可以发挥决定

性的作用。 
（二）外国援助 
外国援助是指国际机构或外国政府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将资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促进经济发

展的行为。外国援助的主要特点是他的非商业性。相对来说，国际经济机构的援助政治和外交的色

彩较淡。 
（三）外债 
借入外债可以弥补国内资源的缺口。适度借入外债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加快经济发

展。但是，如果借款超出了偿还能力，导致债务危机，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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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指外国资本以获得长期利润为目的，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对另一国家

的生产部门所进行的投资。其主要形式有： 
1．购买外国企业的全部股份 
2．建立独资子公司 
3．投入资本或技术与当地投资人建立合资企业或合营企业 
4．对外国企业贷款以取得经营管理权。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第二节  内向型发展战略 

一、进口替代战略 

内向型发展战略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初级内向，指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以传统农业经为

主，不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另一类是次级内向，通常称为进口替代，指利用

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发展国内消费品生产来取代进口。 

二、对出口和增长的影响（负面） 

（一）进口替代工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 
（二）由于进口替代工业不能摆脱对国外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其他投入的依赖，所以，进口

替代工业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这些投入。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口替代产品生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工业发展。 
（四）提供就业机会有限 

第三节  外向型发展战略 

一、出口替代战略 

“出口替代”一词 早是由拉尼斯提出来的，意指发展中国家利用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作为主

要的出口商品，以次加强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故又称为出口导向战略。   所
谓外向型发展战略，指的是以出口来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

始，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利弊 

积极作用： 
（一）能够更多的利用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克服外汇短缺现象。 
（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掌握技术，了解新知识、新信息，增强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竞争意

识，这些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消极作用： 
（一）容易使一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出口比重越大依赖性越强。 
（二）外向发展战略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 
（三）由于出口替代工业也需要一定的保护措施，容易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加大政府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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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其他部门的发展。 
（四）出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三、内向型战略与外向型战略的比较 

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采取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发展战略，这取决于一国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和

具体政策的实施程度，不能简单的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 

第四节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 
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两缺口模型  外国直接投资  进口替代战略  出口替代战略 
2．怎样认识和评价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 
3．内向发展战略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 
4．如何看待内向与外向发展战略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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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增长与分配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掌握增长与分配的相互关系，了解 70 年代之后发展中国

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以及解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如何协调，如何兼顾公平与

效率的发展战略。 
课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增长与分配理论 

一、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 

（一）倒“U”型轨迹形成的原因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这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一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

阶层的集中。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即农村与城市收入

分配差距拉大，使经济中的不平等的范围扩大。 
同时他认为，还存在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逐步缓和的趋势，原因： 
1．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 
2．人口变动因素 
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 
（二）对倒“U”形理论的不同看法 

二、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库兹涅茨通过对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分配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发

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均等的结论。 
（一）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必须正并正确处理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节  增长与分配战略 

一、先增长后分配战略 

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存在一种“滴落效应”，意思是经济增长的果实可以滴落给穷

人。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先增长，后分配”。据说，这正是发达国家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提高资本的积累率，从而有利于经济的

增长。而经济增长 终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得到改善。 

二、先分配后增长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实现分配在增长的战略。根据经济体制和

资源配置机制的差别，实行先分配后增长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前苏联传

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另一类是采取东亚模式即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先分配后增长战略是把平等分配作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主要理论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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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平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储蓄水平的提高是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 

三、边增长边分配战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银行资助了一系列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

项目。边增长边分配或“在增长中再分配”战略在钱纳里等人提供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他

的主要思路是：政府通过政策调节，使经济增长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并为他们

利用这些机会提供资源条件。 
（一）增长与分配目标相结合的社会福利标准 
（二）边增长边分配模型的基本结构 
（三）边增长边分配战略与政策选择 

四、满足基本需求战略 

满足基本需求战略是基于人们希望快速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条件的愿望制定出来的。这一发

展战略的核心是：强调穷人有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权利，政府应该努力保障穷人的这些权利。 
满足基本需要战略主张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卫生保健、饮用水供给系统这样一些公共服务

事业和向穷人提供含有人体所必需营养的食品。 

第三节  中国的增长与分配战略 

一、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战略 
二、改革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战略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倒“U”形假说  先增长后分配  先分配后增长  边增长边分配 
2．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3．试比较不同的增长与分配战略的利弊。 
4．应该怎样看待库兹涅茨的倒“U”形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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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篇 

第十五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这些基本问题入手分析，进而讨论制

度、制度变迁对经发展的影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作用于分工和交易的水平有密切关

系。来分析制度这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课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专业化和分工 

一、专业化和分工的概念及分类 

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不同职能或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

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分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

的操作分开进行。 
通常所说的分工和专业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或状态。二是指分工和专

业化的趋向或过程。 
显然，分工和专业化不仅具有技术性，而且还具有制度属性。 

二、分工和专业化的收益 

（一）分工与比较优势 
是什么决定了比较优势呢？ 
1．自然禀赋 
2．取得的禀赋 
3．优越的知识 
4．专业化 
（二）分工与知识积累 
在终极意义上，知识是一切经济价值、增长和战略优势的源泉。可以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就是

一个累积性的知识增长过程。 

第二节  交易和交易成本 

一、交易与分工 

（一）交易的概念 
交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 
买卖的交易是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易 
管理与限额的交易则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管理的交易里面，上几十个人或少数人组成的特

权组织，上级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在限额交易里面，上级是一个集体或者他的正式代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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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理事会、立法机关、法院、政府等。 
（二）分工与交易 
分工与交易是经济活动中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分工的发展必定伴随着交

易的扩大。另一方面，交易也只有在分工发达时才有可能扩大。 

二、交易的收益与成本 

（一）交易的收益 
交易是分工的协调方式。如果说分工的收益在于它能够利用（外生的）和创造（内生的）比较

优势，交易的收益就是实现分工的收益。 交易无非两大类：通过市场的交易和组织内部的交易 
（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可以定义如下：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借助物品和劳务的让渡实现权力让渡过程中

所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谈判、签订、监督执行和维护交易契约的费用。 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分

析的的基础， 在人类行为动机方面，交易成本分析假定人类有投机取巧的倾向。 
（三）交易成本与制度 
要保证交易的发生乃至扩大，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有两条途径：一是减少交

易；另一种是建立适当的制度，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  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制度的含义 

按诺思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设计的，决定人际互动

结构的约束”。 
制度包括正是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一系列规则，如政治规则、经

济规则和契约等。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二、制度变迁 

（一）制度与组织 
组织是由缔造者创造出来的，实现财富、收入 大化或其他目标的有目的的实体。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 
稳定性是制度的特征之一。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 主要的源泉。偏好或口味的变化是制

度变迁的另一源泉。 
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粗线条的描述如下：一种相对价格变化使交换（不论是政治交换还是经济

交换）中的一方或者双方认为改变协议或者契约会改善其处境，这时，重新对契约进行谈判的企图

就会出现。然而，因为契约位于规则的等级结构之中，不重构较高层次的规则（或破坏某些行为规

范），重新谈判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改变其讨价还价地位的一方或双方可能会投

入资源，努力重构较高层次的规则。 
（三）制度变迁的途径依赖 
途径依赖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有效的“解”并不总是能够胜出，偶然因素可能对一个过程的

早期阶段造成干扰，改变其进程。（比如“愧尔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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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制度与资源配置 
与资源配置关系 为密切的制度是产权制度。产权可以定义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

源的权利。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  收益权  转让权。 
可分解性是产权的一个重要性质。产权可以分解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力

又可以进行具体的、更细致的分割。产权的可分解性增加了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效率。 
资源稀缺性的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出现的基本原因。可以说：当资源稀

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时，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

的不同。 
（二）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定

理。可以表述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产权充分界定并可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不会引起资源的

不当配置。当事人——外部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

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的两个主要论点：一是损害的相互性质。二是经由市场交易可使权利得到重新安排而

达到受益 大化。 
在产权初始界定的层次上，产权成本包括了两类：排他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 
（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交易  制度  途径依赖  产权  科斯定理 
2．什么是专业化？什么是分工？ 
3．什么是交易成本？为什么会出现交易成本？ 
4．为什么说“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 
5．概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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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市场与政府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让学生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

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有许多问题它不能很好的或者就更本不能解决，市场的局限性为政府的作

用提供了依据。然而，为市场运行提供条件、校正市场缺陷的政府也会损害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

还有其他方面的代价。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市场与经济发展 

一、市场及其效率 

（一）市场过程 
市场运行的制度前提：分立的产权。只有当产权分属于不同的个人或团体时，人们才有必要也

有可能走到商业谈判桌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二）市场效率 
可以从静态效率（指资源使用净收益的 大化）和动态效率（如果资源在未来各时点分配的全

部净收益的现值达到 大化，我们就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动态效率）。 
（三）市场的其他优点 
1．调节的灵活性和自动性 
2．激励创新，促进增长 
3．相对价格反映相对成本 
4．对非均衡的自我纠正 
5．分散权力 

二、经济发展与市场成长 

所谓市场成长，是指市场作为制度、组织的发育过程。他具体表现为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主

体的进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 

第二节  市场的局限性 

一、市场失效 

狭义的市场失效是指市场运行的结果未能满足帕累托 优条件，造成效率损失的状况；广义的

市场失效除狭义的内容以外，还包括市场在解决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一）效率损失 
有四种因素可以造成效率损失，他们分别是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 
（二）市场与社会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限度不仅仅在于市场失效，市场成长不足是更重要的问题。 
1．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呈现破碎状态，交易范围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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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个人和企业对价格信号反应迟钝，资源流动不畅。 
3．市场体系不健全。 
发展中国家市场成长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立产权的缺位。 

第三节  政府的作用 

一、政府的作用及形式 

（一）监管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 
1982 年，查尔默斯·约翰逊在其著名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了“监管型国家”

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监管型国家或市场理性国家关心的是经济竞争的形势和秩序

—或者说规则，而不关心内容……相反，发展型国家或计划理性国家的主要特征，正是要制定此类

实质性的和经济目标。” 
约翰逊认为美国是监管型国家的代表，而日本则是发展型国家的典型。监管型国家和发展型国

家可以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和作用形势的差异。在发达国家，政府关心的问题是“市

场是否有效”，在发展中国家，除去“市场是否有效”的问题之外，政府还要关心“市场是否存在，

是否成长到了足够的水平”。 
（二）政府与市场失效 
市场失效界定了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校正市场。 
（三）政府与市场成长不足 
（四）政府政策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政府的一切政策都与经济发展有关，其中与经济发展目标关系 为密切的

政策工具主要有，发展战略、发展计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

策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 

二、政府失效 

（一）政府失效的原因和形式 
政府失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不是万能的，在许多事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

方面的原因与政府的行为目标有关。 
政府失效的主要表现包括： 
1．没有能力实现其政策目标。 
2．反生产性—干预产生的与意愿相反的结果。 
3．不受人喜欢的“负效应”，一种干预带来了所盼望的结果，但同时不受人喜欢的结果也一

起出现了。 
4．各种干预之间存在着冲突。 
5．干预成本过高。 
（二）超越涅磐谬误—在晚上的现实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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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一、传统经济体制的特征 

从 1958 年起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的特征有以下几

点： 
（一）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自主权。 
（二）经济的自给自足倾向 
（三）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政府组织结构方面的特征 

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三、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质量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市场效率、市场失效、市场成长不足、产业政策 
2．概述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4．为什么会出现“政府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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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比较经济学是一门专业选修课，由商学院经济学所承担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 
编写该教学大纲目的是规范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及为该课程的考核提供概要性提纲，同时它

也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 
比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专业基础课的性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应

用比较的分析方法，研究不同类型经济体制的结构、功能，掌握各类经济体制选择相关的经济发展

道路的不同模式，以便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较经济学主要内容包括：比较经济学的产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经济机制理论；比

较制度分析；代表性国家（美国、日本、瑞典等）之间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比较；苏东国家及中

国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比较等。 
该课程的教学主要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该教学大纲由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黄立君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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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比较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历史与现实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比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把握比较经济学研究从“主义”的比

较，到“经济体制”的比较，再到“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发展脉络，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比

较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代表性成果。 
学时安排：2 

一、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主义”的比较 

比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比较经济学以比较研究作为贯穿整个学科体系的基本方法。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是比较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比较经济学，主要是指比较经济

体制研究。 
比较经济学大体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1938 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克斯与胡特合著的《比较经

济制度》是第一本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教科书。 
“主义”的比较是指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 

二、比较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比较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突破以“主义”来划分经济制度类型的传统研究方法，

代之以强调经济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职能比较的现代研究方法。 
1990 年，比较经济体制研究领域取得一个重要进展，平乔维奇把产权引入比较经济体制研究

领域，加深了对经济体制基本特征的理解。 

三、比较经济学的创新：比较制度分析与新比较经济学 

经济理论的前沿发展和经济实践的变化推动了比较经济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比较经济学领域 重要的进展是出现了“比较制度分析”、“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和

“新比较经济学”。 
（一）“比较制度分析”： 
代表人物有青木昌彦、米尔格罗姆、钱颖一、利德巴库等。 
“比较制度分析”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是各种制度的集合来研究多样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 
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利用大量历史资料论证制度自我增强的内生性质，说明这种相互作用来阐释

当代制度特有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 
代表人物是阿夫纳·格瑞夫。 
（三）“新比较经济学”： 
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来说明各种经济制度运行的

规律，但更加侧重对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代表人物有：詹科夫、拉·波塔、洛佩兹、施莱弗等。 
比较经济学目前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主要包括：（1）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多样性和

差异性的比较研究；（2）转轨国家不同转轨路径和转轨内容的比较研究；（3）历史上制度变迁的

不同轨迹和经验的比较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比较经济学领域发展的重要特点：一是比较系统地应用了经济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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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二是比较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拓宽了。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比较经济学研究从“主义”的比较，到“经济体制”的比较，再到“比较制度分析”

的理论发展脉络。 
2．简述 20 世纪 90 年代比较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代表性成果。 

拓展阅读书目 

1．青木昌言.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的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5. 
3．何自力等.比较制度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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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  经济机制理论研究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哈维茨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与比较经济学有很深的亲缘关系。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经济

机制理论产生的背景，把握经济机制理论的两类行为模式基础及经济机制理论的方法论，理解经济

机制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主要特点，并正确认识经济机制理论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应用。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经济机制理论的范式、行为基础及方法 

一、经济机制理论的产生背景 

经济机制理论的产生与经济学史中的两条主线有关，一条是和资本主义经济有关，另一条是和

社会主义经济有关。 
（一）两种研究范式： 
1．传统经济学：在给定经济机制前提下，研究变动的经济环境； 
2．经济机制理论：在给定经济环境前提下，寻找有效的经济机制。 
（二）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大论战： 
论战的主题：社会主义可否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 优配置。 
哈维茨利用论战结果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经济机制理论所达到的普遍性是：给定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

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

一致。 

二、经济机制理论与博弈论在规范的研究范式上具有一致性 

经济机制理论是一种规范分析，它要设计一种机制使外在的激励与个人理性相符合，从而达到

既定的目标。 
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发展来看，它由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大。目前，

信息经济学中的有关机制设计问题都是博弈论的具体应用。沿着博弈论这一理路演化出来的机制设

计与哈维茨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殊途同归。 

三、经济机制理论的两类行为模式基础：规划与对策 

（一）人类行动的基本结构： 
人的行动涉及到三个问题：目标、约束条件和可用的资源。 
人的行动结构的一般形式。 
（二）完全可控变量下的规划和含有不可控变量的对策（博弈）： 
规划问题是在给定条件下如何求得一个 优行动方案。 
对策问题是一个与对手博弈的问题，行动者行动时必须考虑对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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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机制理论的方法论——显示原理与机制设计 

机制设计方法的显著特点是，假定委托人为了使自己的期望效用达到极大化，选择了与因历史

或惯例原因所使用的特定机制不相同的一个机制。 
机制是指人们用来处理某些形式的交易的系统或体系。 
不同的机制将使参与人处于不同的策略环境。 
促使人们在均衡的结果中说谎或欺骗的机制叫“不讲真话的机制”（NTT）；促使人们在均衡

中讲真话的机制叫作“讲真话”的机制（TT）。 
显示原理是说处于任何 NTT 机制下的一项潜在的交易的任何均衡结果，都可以被一个处在 TT

机制下的均衡结果所复制。即“不讲真话机制”下达到的结果，都可以在适当的“讲真话机制”下

达到。 
经济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设计一种机制，可以使因不完全信息的存在而造成的福利水平

的损失减少到 低水平。 
机制设计方法论包括的步骤：第一、建立能保证所有的交易各方都愿意参与并说真话的约束条

件；第二，找到符合这个条件的 优均衡；第三，显示原理说明在这时候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们已

经找到的这个机制更好的机制。 

第二节  经济机制的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 

一、经济机制理论模型 

从机制理论角度讲，经济机制模型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一）经济环境 
（二）配置规则 
（三）自利行为描述（行为型式结构的描述） 
（四）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 

二、自发演进理路 

经济机制的自发演进体现在博弈均衡形成原则的贯彻中，体现在对博弈人完全理性假设的逐渐

放宽中。 
（一）经济机制的自发演进在博弈均衡规则贯彻中的体现： 
1．一致同意规则是一种 古老的博弈均衡规则； 
2．少于一致同意是说在博弈中有的行为主体的权利扩大到可以控制另一行为主体的情形； 
3．当 A 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到对 B、C 都有控制力时，独裁情况就出现了。 
（二）博弈人完全理性假设的放宽使博弈均衡的经济机制具有自发演进的强大基础： 
从有限理性主体的角度研究传统的博弈论大致存在着两种立场：一是追溯人类的决策过程，引

入决策的具体模型来重新考虑博弈论研究的立场；二是进化博弈论。在博弈论框架中经济机制的自

发演进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人为设计的理路 

（一）人为设计的目的及其分析模型： 
经济机制的进化过程不一定能带来 佳的经济机制。要摆脱经济机制处于帕累托劣位均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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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向着更优的方向演进，是经济机制人为设计必要性的体现。 
经济机制在进化博弈论的框架中向更优均衡进化的可能性和机理可从下列三个方面加以列举： 
1．社会中的创意和实验具有把实施 R 的社会转换为实施 L 社会的可能性； 
2．通过政府的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从 R 转换到 L； 
3．通过积极推进 J-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社会进行交流，J-社会的习惯也会有发生变化的可

能性。 
（二）经济机制设计的基本问题： 
1．经济机制设计的目标取向。 
2．纳什均衡与经济机制的具体形式。 
3．经济机制设计的执行路径。 

四、经济机制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主要特点 

经济机制是一个动态的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统一过程。 
偏重于自发演进的经济机制大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设计为主导的经济机制则是一个自上

而下的过程。 
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二者结合得好，既可节省机制形成的成本，又能使新机制的运行具有高效

率。 

第三节  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机制理论 

一、经济转轨的三条道路 

转轨国家的转轨方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三条道路： 
（一）中欧道路 
（二）后苏联道路 
（三）亚洲道路 
中欧道路和后苏联道路的两个共同特点：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出乎意料

的严重的经济萧条。 
三种转轨道路中，国家结构、职能和干预的转变是经济机制变革问题和进程的核心。 

二、经济转轨的两种模式 

（一）激进式转轨：依赖的基础是对市场机制的人为设计，如俄罗斯。 
（二）渐进式转轨：形式上先有决策层的理性设计，具体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基本上以自发演

进为主，如中国。 

三、经济机制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的相互促进 

转轨国家从正反两方面对经济机制理论的证实或证伪。 
俄罗斯转轨的阶段性相对不成功。 
中国经济机制转轨阶段性的相对成功。 
转轨经济的实践对经济机制理论提出的挑战和进一步发展的契机：（1）经济环境的扩展；（2）

目标的 优与过程的次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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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经济机制自发演进与人为设计的主要特点。 
2．请你谈谈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机制理论的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田国强.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3．Hurwicz, L., On informational decentralized systems, in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 Radner, R. 

and C.B.MC Guire, Eds. ), Volume in Honor of J.Marschak, North-Holland,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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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较制度分析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比较制度分析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比较制度分析产生的背景，

掌握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论特点，在此基础上，理解比较制度分析在经济体制研究中的

应用。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比较制度分析产生的背景 

一、比较制度分析是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 

20 世纪 30 年代：对“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对经济体制的研究。研究方法上缺乏创新，它本身没有提出可作为经济分析

的系统范畴和范式，比较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比较制度分析成为比较经济学的新形态。 

二、比较制度分析出现的历史背景 

（一）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生的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 
（二）比较制度分析也是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产物 

第二节  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 

一、什么是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三种解释和理解： 
（一）将制度看成博弈的参加人。它主要是指诸如行业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 
（二）将制度看成博弈规则。 
（三）将制度看成博弈均衡。 

二、比较制度分析观 

比较制度分析的制度观，概括起来说，主要内容包括： 
（一）制度的含义： 
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理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二）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域： 
域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参与人集合，二是每个参与人所面临的技术上和意识上可行的行动集合。 
（三）制度是内生的： 
均衡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因而它必然内生于域之中。 
制度的内生性和客观性是它的本质特征。 
（四）制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制度的形式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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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制制度 
2．社会规范 
3．规则和惯例 
（五）制度的作用： 
制度的作用是制约参与人的行为，通过协调人们的理念来控制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 

第三节  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点 

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它的方法论特点是： 

一、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有限理性 

任何经济分析都要对分析对象做出必要的限定。比较制度分析对其赖以进行分析的基本前提是

这样假定的，即经济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有有限理性。 

二、制度内的相互作用和互补性 

在现实和理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主要采用演绎的方法进行经济分析，而比较制度分析则

主要利用相互作用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就是说，构成经济体制的各种制度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

是相互作用，彼此适应的。 

三、比较制度分析注重历史研究 

制度的形成过程是多重博弈的过程，而这种博弈可以有多重解。制度虽然不是任意设计或随意

执行的产物，但却是人力所为。制度分叉一旦发生，即使两国随后面临同一技术和市场环境，它们

整体性制度安排仍可能会相差甚远，其结果取决于各自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四节  比较制度分析在经济体制研究中的运用 

经济体制是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研究领域。比较制度分析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体制的多样性 

比较制度分析主要通过将市场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

也就是说，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 

经济体制并不是有谁设计出来后突然实行的，它是由一定的历史所造成的，而且体制与体制之

间相互不断地作用从而实现了进化。与此同时，在一个经济体制内部各式各样的制度也相互作用着，

从未停止过变化。世界经济中能出现如此众多的经济体制正是这一复杂进化过程的结果。 

三、经济体制的自我约束 

各种经济制度都是为了协调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而建立的，而体制本身也是靠

个人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来维持的。因此，各经济体制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改造的同时，也保

持着不同程度的自律性，正是因为经济体制中的个人在构成体制的各个制度的框架内一直采取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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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些制度的行动。这样，经济体制就成为了自我约束的体制。 

四、经济体制内部诸制度的互补性和体制进化过程的路径依赖 

经济体制是由许多不同的制度要素构成的。不同制度之间表现出某种显著的协调性，原因是这

些制度之间拥有互相补充的功能。 
体制的互补性是在进化过程中体现的。由一整套具有互补性的制度所构成的经济体制在进化的

时候，因为各自的历史初期条件不同而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平衡状态，这是体制对历史的路径依赖。 

五、经济体制转轨的渐进式道路 

青木昌彦认为，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外部世界经济的快速变化而改变，但改革中存在的困难使得

经济体制的转轨只能是渐进式的。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比较制度分析制度观的主要内容。 
2．试述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点。 
3．比较制度分析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拓展阅读书目 

1．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张仁德.比较经济体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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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体制与制度比较 

第四章  美国近 20 年经济增长的体制分析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美国近 20 年能够保持比较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能够出现战后 长的经济高涨期，与其体

制的调整、变革分不开。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美国的经济增长现状，理解美国近 20 年得以

保持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原因，了解美国对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改革，并把握这一体制改革的局限

性及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美国的经济增长及要素贡献 

一、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 

经济增长状况主要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等指标来考察。 
20 世纪 80～90 年代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还要有其他的解释变

量，即体制等因素的作用。 

二、体制与经济增长 

（一）Brunetti 等的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制度（体制）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制度（体制）因素主要指产权明晰、法制健全、政策稳定、合同守约以及没有腐败等，这些因

素统称为可信度指标。大致说来，可信度指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 
（二）杨小凯、博兰的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 
（三）贝克尔的研究：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相结合 

三、放松管制的作用 

无论是金融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是开放度的加大都得益于政府放松经济的管制，使经济自

由化、市场化程度加深。 
（一）美国经济管制的成本： 
（二）美国放松管制的收益： 

四、适当的干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治理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干预抑制了通货膨胀率，使经济恢

复了活力。90 年代，政府对科技、教育、环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积极干预，对经济增长起

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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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近 20 年的体制变革 

一、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美国主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近 20 年来，私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发生了新的变革和发展： 
（一）机构法人持股比重迅速增加： 
机构法人投资可能更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产生良好的宏观经济效果。 
（二）风险投资制度的兴起： 
风险投资制度是适应新时代高科技发展的需要而创立的，这一制度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三）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激励与约束的加强 

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充分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其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

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企业对经理和工人的激励。 
（二）政府对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激励。 

三、高效的信息与决策机制 

决策与信息机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个人决策方式 
（二）企业决策方式 
（三）政府决策方式 

四、放松管制与市场协调 

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的关系始终是市场经济的主题，两者结合的状况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经济

绩效。 

五、国际交易中的赢家 

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位置，在制定国际交易规则中掌握着主

导权，是国际交易中的 大赢家。 

第三节  体制变革的局限性及增长的前景展望 

一、美国体制变革的局限性 

体制变革的局限性表现在它仅仅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下的局部调整。美国持续经济增长中存在

一些隐患。 
（一）从收入分配等社会公平指标看： 
（二）从劳动生产率看： 
（三）储蓄率过低以及严重的贸易赤字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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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从未来发展看，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美国信息产业推动的“新经

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并且处于科技成果的收获期和向全球扩展的有利时机，因而其经济

在 21 世纪前半叶仍会保持较强的增长态势。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美国近 20 年来的经济增长状况，并阐明其原因。 
2．美国近 20 年来对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效果怎样？ 

拓展阅读书目 

1．李世安.一只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萧琛.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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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法人资本制度 
面临的挑战及其改革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因多方面的原因，日本经济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陷入衰退和萧条状态。通过本章的学习，要

求理解“日本奇迹”转变为“日本问题”的体制原因，把握日本强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

优点及其局限，同时对日本为改变现状在经济体制方面所实施的改革进行了解。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日本经济滑坡及其体制问题的提出 

一、日本经济滑坡的具体表现 

迈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接踵不断。 
（一）经济严重衰退，通货紧缩加剧。 
（二）经济持续低迷，商品滞销，物价低徊。 
（三）企业大面积亏损，失业现象严重。 
（四）日元持续贬值，转嫁金融风险。 
（五）日本股市低迷，进一步扩大危机事态。 
（六）经济复苏乏力，尚未真正走出萧条。 

二、日本经济滑坡的原因 

（一）财产关系系统——不良债权与法人持股的“合理性”问题 
（二）经济决策系统——管理体制官僚化 
（三）经济协调系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 
（四）经济动力系统——等级制度森严 
（五）经济开发系统——民族心态封闭 

第二节  “日本奇迹”变为“日本问题”的体制原因 

日本经济体制是一种以法人资本为基础、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格局的

进一步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经济体制中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这一体制亟需

改革。 

一、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 

（一）法人相互持股制度的优点 
（二）法人相互持股制度的缺陷 

二、银企融合的主办银行制度 

（一）“主办银行制度”的作用： 
1．主银行具有监督企业的机能：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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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银行在资金的供给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二）“主办银行制度”面临的危机： 
1．主银行对企业进行相机治理的重要手段——贷款的作用大大下降。 
2．在市场化环境下主银行的监督职能发生了退化。 
（三）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三、以终身雇佣制为核心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一）日本的雇佣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有： 
1．终身雇用 
2．年工序列工资 
3．晋升 
4．组织 
5．技术熟练程度和企业特殊机能 
6．企业内工会 
（二）日本企业雇佣体制的作用： 
（三）日本企业雇佣体制的机制性缺陷： 

四、双向式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控制是双向的。这种控制来自于两个集团：作为企业剩余索取者的股东、

企业职工即职工集团。 
双向式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负作用： 
（一）公司治理集团服务于内部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而非全体股东。 
（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育不完全。 

五、政府干预的经济管理体制 

日本政府形态的特征可以描述为以当事人之间的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依存型政府。日本是实

行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型。 
（一）强政府干预型经济体制的优点： 
1．有利于国民经济从整体上有序发展。 
2．有利于形成“共同发展纲领”，协同发展国民经济。 
3．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政企关系。 
（二）强政府干预型经济体制的局限： 
1．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官僚化。 
2．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进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也

在变化，因此难以保证今后能保持其制造业惯有的优势，而要使技术能力在今后也能有效地运用于

制造业中，从而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机制不会丧失，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强化市场机制来促使

技术和经济资源相互结合，而不能再以政府引导为主。 
3．在激励新产品开发或新生产方法的推广上，这种关系依存型政府经常轻易地进行事后调整

和干预，常常会丧失民间开发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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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体制改革的现状与趋势 

一、公司产权与治理结构的改革 

（一）公司产权改革：以控股公司替代企业相互持股 
（二）公司治理方面： 
1．外部治理： 
（1）股东主权的重建； 
（2）启动外部兼并与公司收购市场； 
（3）信息披露的公开化和规范化。 
2．内部治理：引入“股票期权” 

二、主办银行制度的变化 

银行开始的“股东重建”改革。 

三、经济动力系统的改革 

对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制的变革力度加大。 
评分工资制、风险工资制、公开招聘和破格提拔等制度的引入。 

四、关系依存型政府变革的可能性 

依存型政府体制变革的一些措施： 
（一）抑制在事后调整中行政当局的谈判力 
（二）提高司法过程的有效性 
（三）减少无用的事后规则变更 
（四）大藏省的改革 
（五）公的金融（财政投融资）改革 

五、经济开放系统的改革 

日本高度民主发达的经济国际化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一味地对外商品和要素输出国际化，而其

对内的输入却是排他的封闭式市场结构。 
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朝着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开放性的方向发生变迁。 

复习与思考题 

1．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滑坡的原因是什么？ 
2．日本强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优点是什么？有哪些缺陷？ 
3．日本政府针对其强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了哪些改革？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什

么样的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1．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2．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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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瑞典模式的争论与变革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瑞典模式是福利市场经济的典型。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瑞典模式的由来与特征，把握公

平与效率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瑞典模式陷入困境的病根，同时对瑞典模式的改革及

未来走向加以了解。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瑞典模式的由来与特征 

一、瑞典模式的由来 

瑞典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有 70 多年的历史。在 70 多年的历史中它经过不断演化、

调整成为福利市场经济的典型。 
瑞典模式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 
（一）“福利社会主义”阶段：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末 
（二）“职能社会主义”阶段： 
（三）“基金社会主义”阶段： 

二、瑞典模式的特征 

瑞典经济学家梅尔逊认为，瑞典福利国家的特征是：在生产领域内，“效率”目标居于优先地

位，主要是通过加强市场经济的“分散化的资源分配机制”来确保效率；在分配领域内，则以“平

等”为主要目标，“依据各种原则民主地分配生产果实”。具体而言： 
（一）财产关系系统： 
瑞典所有制是一个综合型多元的系统，主要有四种所有制形式： 
1．私有制 
2．国有制 
3．公私合营 
4．合作社所有制 
（二）经济决策系统： 
瑞典模式中的决策系统由企业和政府两个层次组成。以妥协求一致的决策机制构成瑞典模式的

鲜明特色。 
（三）经济协调系统： 
市场机制是瑞典主要的经济调节机制。政府同时对经济发挥广泛的调节作用。 
瑞典的财政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 具有福利市场经济特征。 
财政政策目标：经济稳定增长，扩大就业；实行收入均等化，维持社会高福利。 
“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是瑞典模式的主要支柱之一。 
（四）经济开放系统： 
瑞典属于典型的外向型国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 



比较经济学 

 1753

第二节  公平、效率与困境 

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静态考察 

（一）“公平”的含义： 
现代公平观强调三层含义： 
1．权利平等 
2．机会平等 
3．结果平等 
（二）效率的内涵：中性的效率概念是帕累托效率。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二者具有统一性：（1）公平本身包括效率；（2）效率的前提是公平。 
2．二者之间的矛盾：（1）公平与效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2）帕累托效率是在没

有考虑初始状态的差异条件下所达到的 优，这样使不平等成为效率的一个条件；（3）市场倾向

于一种不平等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动态考察 

从动态角度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目的是要考虑公平如何影响效率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运动。

瑞典模式是一种公平优先效率兼顾的模式。 
瑞典公平程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体现在国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素质上；

二是居民的收入差距。 
（一）质上的公平：瑞典教育的普遍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 
（二）量上的公平：收入均等化程度。 
1．按国际上通用的两个标准考察： 
2．按收入差距大小考察： 
3．从公平的反面——贫困、失业等不平等考察： 
结论：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瑞典都是世界上 公平的国度之一。 
（三）瑞典的公平给经济效率带来的影响： 
1．机会公平及促成机会公平的所有手段有利于效率。 
2．结果公平及达成结果公平所用的手段不利于效率。 

三、公平与效率的冲突：瑞典模式的困境 

瑞典模式的困境表现在： 
（一）宏观上，公共支出膨胀引起财政出现庞大赤字，通货膨胀严重。 
（二）激励机制的削弱，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三）高福利使储蓄下降，投资不足。 
（四）高福利与人口老龄化及现收现付制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公。 
（五）瑞典失业率近几年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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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瑞典模式的改革与走向 

一、瑞典模式的争论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及困境引发人们对瑞典模式的争论。 
（一）20 世纪 70～80 年代的争论： 
1．瑞典模式带来的“寅吃卯粮”、“为高福利付帐”问题，即福利国家选择的代价。 
2．针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失灵而展开的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的关系。 
3．各大党派之间针对瑞典的一些具体经济政策展开的争论。 
（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上对瑞典模式的争论： 
1．从公平和效率关系角度探讨瑞典问题的病根。 
2．另一个角度是寻找瑞典模式危机的制度根源。 

二、瑞典模式改革的实践 

瑞典政府改革的思路与方法是“开源节流”。 
1．税制改革。 
2．社会保障私有化。 
3．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制定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政策。 

三、瑞典模式的未来与趋势 

瑞典模式的基本内核仍将保留。 
瑞典模式将朝着美国模式的方向做出某些调整。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瑞典模式的特点。 
2．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二者之间关系怎样？ 
3．瑞典模式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拓展阅读书目 

1．琼斯.欧洲福利国家的新前景.诺特利兹.伦敦，1993. 
2．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 



比较经济学 

 1755

第三部分  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 

第七章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比较研究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转轨经济的出现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上 大的制度变迁。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俄罗斯

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私有化的背景和历史进程，把握苏东国家实施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私有化目标、进程及效果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理解苏东国家私有化给人们的启示。 
学时安排：6 

第一节  俄罗斯私有化的背景和历程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背景 

（一）前苏联经济状况形成的历史原因： 
1．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2．所有制形式单一，公有制比例过高。 
3．严重的畸形经济结构。 
（二）20 世纪 80 年代末行将崩溃前的经济状况： 
1．生产急剧下降。 
2．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3．惊人的通货膨胀。 
4．失业问题严重。 

二、俄罗斯私有化历程 

俄罗斯的私有化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个阶段。 
小私有化是指职工人数在 200 人以下，固定帐面资本价值少于 100 万卢布（根据 1992 年 1 月

1 日价格计算）的小型企业的私有化。 
大私有化是指对职工人数在 1000 以上，1992 年 1 月 1 日固定资产帐面净值在 5000 万卢布以

上的大企业进行的私有化。 
大私有化的两个阶段： 
（一）证券私有化阶段（1992 年 7 月～1994 年 6 月） 
（二）现金私有化阶段（1994 年 7 月以后） 

第二节  东欧国家私有化背景和历程 

东欧国家私有化的背景与前苏联大致相同。 
东欧剧变中 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从占绝对优势的公有制迅速转变为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

制，即私有化。东欧国家的私有化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 有代表性的

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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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兰的私有化历程 

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其体制变革的核心是私有化，即改变所

有制结构实行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 
（一）小私有化： 
1989 年 11 月开始实施小私有化：出售、拍卖。 
（二）大私有化的两种主要方式：资本私有化、直接私有化 
（三）“大众私有化”： 
到 1997 年，波兰的私有化已经基本完成。 

二、捷克的私有化历程 

1990 年开始推行私有化改革。 
（一）小私有化： 
主要方式：财产归还和公开拍卖。 
1993 年 6 月小私有化基本结束。 
（二）大私有化： 
主要采取“大众私有化”方式。 
至 1996 年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三、匈牙利的私有化历程 

1989 年东欧剧变后，匈牙利进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私有化的目标是使国有经济成分由原

来的 90％降到 30％到 40％，建立起私有制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匈牙利的私有化分小私有

化和大私有化两个阶段。 
（一）小私有化： 
主要方式：出售。 
至 1994 年底，小私有化基本完成。 
（二）大私有化： 
1994 年开始推行。 
主要方式： 
1．现金出售 
2．优惠转让 
3．租赁 
4．企业职工和厂长经理参与私有化 
5．小投资者购买股份 
至 1997 年，匈牙利已基本完成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 
匈牙利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外资的大量涌入。 

第三节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私有化比较 

一、私有化理论和目标 

（一）相同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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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在私有化上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即认为私有化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

件。 
（二）私有化目标上的相似性： 
1．通过私有化的方式迅速扩大私有制的成分，改变公有制的经济主体地位，建立起以私有制

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 
2．通过产权制度的变革，使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3．通过私有化，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建立高效的经济体系。 
4．通过私有化，造就一个中产阶级。 

二、私有化背景和前提 

（一）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造是在西方支持的右翼势力推翻共产党政权，组建新政府

的前提下进行的。 
（二）它们都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三、私有化进程 

（一）私有化进程相似之处： 
1．在私有化初期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为私有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2．私有化大都采取了激进的方式。 
3．在私有化过程中都遵循了大致相同的原则： 
（1）私有化与实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原则。 
（2）实行私有化与吸纳国内外资金，改善财政状况相结合的原则。 
（3）实行私有化与国民经济重要部门保存国有资产的相对优势相结合的原则。 
4．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秩序上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二）私有化的差异： 
1．小私有化做法不同。 
2．无偿私有化做法不同。 
3．退还被没收的私有财产的做法不同。 
4．大私有化做法也有差别。 

四、私有化的效果 

东欧各国私有化的效果基本上是喜忧参半，而俄罗斯是忧大于喜。 
（一）私有化的整体效果： 
1．打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初步建立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2．市场经济运行框架初步建立。 
3．企业经营状况逐步改善，经济效益各不相同。 
（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私有化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2．私有化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3．外资渗透到国民经济命脉，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受到了威胁。 
4．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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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给人们的启示 

一、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演进过程 
二、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三、正确处理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苏东国家实施私有化的理论基础、私有化目标、进程及效果之间的异同。 
2．试述苏东国家私有化变革带给我们的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1．张颖.中东欧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陆南泉.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3．景维民.过渡经济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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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经济转轨的特色、问题与前景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一条独特的道路。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成就，理解我国经济转轨的特色，并把握我国经济转轨中存在

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与成效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 

我国 20 多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相互衔接的阶段： 
（一）改革起步阶段：1978 年 12 月～1984 年 9 月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 
（2）改革农村流通体制，主要是改变单一的商业流通渠道。 
（3）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4）试行政社分设。 
（5）大力兴办乡镇企业。 
2．城市经济体制的试点和探索： 
（1）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2）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 
（3）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 
（4）改革流通体制。 
（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4 年 10 月～1991 年 12 月 
1．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2．改革计划管理体制。 
3．改革流通体制。 
4．改革价格体系。 
5．改革财政、金融体制。 
6．改革工资、劳动制度。 
（三）改革的整体推进和向纵深发展阶段：1992 年春至今 
1．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3．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4．财税改革。 
5．金融体制改革。 
6．外汇外贸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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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就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各种经

济相互渗透、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轮廓已初

步形成。 
2．政府的宏观调控正在由指令性计划体制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体制转变。 
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初步形成。 
4．各类市场发育取得很大进展，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不断

增强，并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手段。 
5．外贸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果。 
（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国民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 
（四）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轨的特色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总体特色 

中国经济转轨的特色，从总体上看，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上： 
（一）从转轨过程中所坚持的基本制度层面看，中国经济转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

下，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向前推进的。 
（二）从转轨的战略选择层面上看，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转轨战略。 
（三）从转轨的方式层面看，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主要特点是：改革首先从比较容

易的领域和方面开始，然后，一步步地向纵深展开，分阶段、按步骤地完成经济转轨的任务。 

二、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具体特色 

（一）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 
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尤其注重发挥诱致性制

度变迁的作用。 
（二）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也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与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结合起来，尤其十分重视发挥非国有经济对体制转轨的巨大推动作用。 
（三）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协调一致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保持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 
（四）局部试验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局部试验与整体推进相结合，改革从局部试验开始，逐步向整体推广、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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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轨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轨存在的问题 

（一）改革的整体配套性不是太强，尤其是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显得滞后，制约了整个改革的

推进和深入。 
（二）在改革过程中，某些重大改革措施在缺乏严格缜密的论证和分析的条件下，盲目出台，

不但该项改革的效果不明显，还为下一步的改革设置了一定障碍。 
（三）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和腐败、寻租现象屡禁不止，且呈扩大蔓延趋

势。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前景展望 

（一）面临的挑战： 
1．渐进式改革方式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一定的制约。 
2．经济转轨面临的国内社会环境方面的挑战。 
3．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 
（二）应对措施： 
1．适当调整改革战略，把渐进式改革和某些环节的快速变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改革难点的

实质性突破。 
2．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 
3．进一步加强改革的配套性。 
4．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的经济转轨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取得了哪些成就？ 
2．跟苏东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转轨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3．我国的经济转轨还存在哪些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拓展阅读书目 

1．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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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转轨的理论分析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转轨进行探讨。通过学习，要求理解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转轨成本等概念的含义，把握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路及成功机制，理解制度变迁对

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的影响。 
学时安排：4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路和成功机制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理路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发生的变化。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沿着历史的

脉络，梳理出它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的理路。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1．1961～1980 年的制度变迁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上主要是对新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1980 年以来的制度变迁理论： 
突破新古典的传统禁锢，在制度变迁理论中纳入了更多的因素，以求更能全面地解释制度变迁

过程。这些因素主要由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构成。 
（二）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型： 
诺思制度理论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

因素，有效率的标准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制度变迁的原则是制度创新的预期潜在利益

大于预期成本；国家可以界定产权结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制度变迁动态上具有路径依赖

性。 
1．产权理论。 
2．国家理论。 
3．意识形态理论。 
4．路径依赖理论。 

二、制度变迁方式与经济转轨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渐进式的转轨： 
1．制度变迁的供给——需求理论框架。 
2．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3．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1）充分发挥基础组织和群体制度创新的主动性，这其中包括自发性。 
（2）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要大于预期成本，即赢利性。 
（3）自上而下，从局部到整体经过试点、试验和推广再 终确立，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实践过

程，即具有渐进性。 
（4）制度变迁必须符合宪法秩序并 终得到国家的法律确定和认同，即“合法性”。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经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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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含义：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直接设计和提出制度创新目标，并用法律和命令强制推行和实施，它

一般表现为人们在政府的强迫性压力下所进行的正式制度安排的选择过程。 
2．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1）基层组织和群（个）体的被动性。 
（2）政府利益和基层组织或群体利益的非一致性。 
（3）新制度的推广和实施不必经过试点和试验，直接自上而下全方位地整体推进，强调短时

间完成改革目标，具有激进性和冒进性。 
（4）不一定符合现行的“宪法秩序”或满足全体人民的意愿，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非法性”。 
3．激进式转轨意味着强制性制度变迁 

三、制度变迁成功的机制考察 

在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基本范畴界定后制度变迁成功的主要机制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考

察： 
（一）制度被界定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 
（二）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人们的共同认可，关键在于制度能够为遵循它的人们提供较大的福

利，尽管遵循制度的人们要为此放弃一部分个人利益或个人偏好。 
（三）制度属于公共物品，但在我们看来又是特殊的公共物品。 
（四）学习效应和网络是与正反馈紧密联在一起的。 
（五）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只从比较静态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不可能找出其成功变迁的机

制。 
（六）激励相容是一项制度安排有效性的关键。 

第二节  转轨成本——中俄转轨成本比较 

一、转轨的时期界定和费用成本项目 

（一）转轨的时期问题： 
（二）转轨的费用成本项目： 
1．改革成本的狭义和广义解释。 
2．改革的阶段成本解释。 
3．转轨成本的分类： 
在成本项目的基础上，可按不同的标准将转轨成本进行分类。 
（1）按转轨成本产生的领域分： 
（2）按改革的进程分： 
（3）按改革主体分： 
（4）从改革成本的显示状态分： 

二、中俄转轨成本的实证分析 

中俄转轨成本的实证分析，可以从可量化成本和难以量化成本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量化成本方面： 
1．经济增长波动和通货膨胀方面的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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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支出、收入分配方面的成本比较。 
3．企业效益和对外贸易方面的成本比较。 
4．寻租造成的转轨成本比较。 
5．影子经济形成的转轨成本比较。 
6．债务比较。 
（二）难以量化成本方面： 
1．腐败所产生的社会成本。 
2．与通货膨胀、失业相联系的社会动荡造成的转轨成本。 
3．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国内外的社会矛盾所引起的转轨成本。 
4．其他一些难以量化的转轨成本问题。 

三、理论模型的归纳和基本结论 

（一）理论模型的归纳： 
1．比较静态意义上的成本比较分析。 
2．动态意义上的成本比较分析。 
（二）基本结论： 
1．局限于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形式来判断孰优孰劣很难有一个合理的结论。 
2．转轨成本的计算必须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范围，我们将中国的转轨期定为 1979 年至 1998 年，

俄罗斯定为 1992 年至 1998 年。 
3．具体到某一项制度安排上，其转轨成本能够较好计量，也易于比较。 
4．全面地衡量中俄转轨成本，根据我们设定的时间范围，中国的转轨成本低于俄罗斯。 
5．中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但还不完善。 

第三节  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层 

一、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层 

制度变迁导致既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或组织对新制度安排的适应和

创新能力的不同使得他们在新制度安排中获取不同的收益，从而社会的分层也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动态地变化着。 

二、中国经济转轨中的收入分配 

（一）总体上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经济机制转轨以来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变化是：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 90 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 
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 年 
2．校正阶段：1990～1994 年 
3．相对稳定阶段：1995 年至今 
（二）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变化情况： 
1．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 
2．地区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3．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比较经济学 

 1765

4．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5．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中国转轨经济中的社会分层 

（一）主要的社会层次： 
1．既有阶层 
2．新兴阶层 
3．复新阶层 
4．复旧阶层 
（二）转轨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 
1．各阶层还处在不稳定状态，高速度、大规模的分化仍在继续。 
2．跨阶层的人士大量存在。 
3．各阶层在分化中独立意识逐步增强，潜在的利益要求明朗化，但组织化的程度依然很低。 
4．阶层分化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单位”制度安排的牵扯。 
5．各阶层的社会地位非一贯性。 
6．阶层之间的政治差距在缩小，经济差距在加大。 
7．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严格的等级形状逐渐消失。 
（三）转轨经济中的社会分层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1．基本概念：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转轨成本。 
2．诺思的制度理论包括哪些内容？ 
3．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4．中俄转轨成本比较分析给你什么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1．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2．王郦久.俄罗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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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编码：406010462 
英文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economic masterpiece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授课对象：商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开课部门：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编写人员：巫云仙 
周 学 时：2 
总 学 时：36 
学    分：2 

一、前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课程简介 

《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是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是对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传世之作进行选择性的导读，包括前古典经济学、古典

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不同时期的 16 部代表性著作。分别对作者的生平简历、主要

思想、学术贡献等进行导读性的说明，对著作的写作背景、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观点

进行简要评述，并挑选出应该精读的章节要求学生阅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经济学经典原著的思想内涵和变化发展脉络，为以后

深入学习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打下学术基础。 
本课程在大三的第一学期开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

学等课程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对学生进行有关经济学专业的理论教育，为学生打下比较扎实

的专业理论基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使学生能在专业学习上全面发展。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 

（具体内容见正文） 

三、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36） 

小计 
讲课 实验 上机 讨论/ 习题 

第一章 2    2 
第二章 2    2 
第三章 2    2 
第四章 2    2 
第五章 2    2 
第六章 2    2 
第七章 2    2 
第八章 2    2 
第九章 2    2 
第十章 2    2 
第十一章 2    2 
第十二章 2    2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774 

第十三章 2    2 
第十四章 2    2 
第十五章 2    2 
第十六章 2    2 
课程总结 1   1 2 
课程考核 2    2 
合计 36    36 

四、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五、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 

教学方法：本课程利用多媒体教学条件以面授为主，中间穿插案例分析。 
考试方式：平时作业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 
核心期刊： 
1．《经济学动态》 
2．《经济研究》 
3．《经济科学》 
4．《当代经济科学》 
5．《经济学家茶座》。 
相关连接： 
www.cepa.newschool.edu (美国纽约州 New School University) 
www.socsci.mcmaster.ca 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ww.melbecon.unimelb.edu.au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有关网站 
www.home.tvd.be/cr27468/hope.html#top 有关经济学说史的网上资料 
www.eh.net/HE 经济学说史网站 
www.ecn.bris.ac.uk/het/index.htm 英国经济学说史网上资料 
www.economics.ltsn.ac.uk 英国的“经济学教与学网上支持中心 
www.keele.ac.uk/depts/mn/eshet/links.html 欧洲经济学说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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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托马斯·孟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

学术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托马斯·孟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

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阅读和

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托马斯·孟生活的时代背景 

一、托马斯·孟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英国重商主义的实践和经济政策 
1．英国重商主义的实践 
2．英国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 
（二）重商主义的性质及其发展概要 
1．重商主义的性质 
2．早期重商主义 
14-16 世纪中叶为重商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重商主义者力图在国内把货币以贮藏

货币的形式积累起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这种思想称货币差额论，又称重金主义或货币主

义。 
3．晚期重商主义 
16 世纪下半叶-17 世纪中叶为晚期阶段。称贸易差额论或重工主义。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

家应该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国外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谨守的

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取得的货币总额。晚期重商主义者为了

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主张国家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 

二、托马斯·孟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托马斯·孟的主要生平和著述活动 
1．托马斯·孟的主要生平 
2．托马斯·孟的著述活动 
（二）托马斯·孟对英国对外贸易问题和政策的看法 
1．增加出口和减少外贸消费的措施 
2．用货币进行贸易，从贸易中增加货币 
3．对外贸易的各种利益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776 

第二节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贸易差额原则的论述 
（二）对其它各种论点的批评 
（三）对公共财政问题论述 
（四）实现致富原则的经济战略和结论 

二、《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 
（二）论述了贸易差额理论 
（三）关于国王的收入和进款 
（四）重视发展对外贸易 

第三节  精读《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二、评价《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托马斯·孟的经济思想。 
2．试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3．如何理解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  

拓展阅读书目 

1．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2．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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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廉·配第《赋税论》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威廉·配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及其著作《赋税论》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

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赋税论》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威廉·配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赋税论》的形成过程，以

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

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威廉·配第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威廉·配第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1．英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2．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二）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其发展过程 
1．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 
2．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二、威廉·配第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威廉·配第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 1623-1687）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

济学之父”，他生活在 17 世纪初期和中后期的英国，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发展和资产阶

级革命的时期。 
随着英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原来主宰经济生活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已经越来越不

适应形势的发展。当时的思想领域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把社会生

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求发展科学和技术，试图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

义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观点对古典经济学的产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培根从理论上论

证了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的至理名言。 
（二）威廉·配第的著作及其学术影响 
威廉·配第一生著述很多，在积存的 53 箱文稿中，内容涉及极其广泛，宗教、政府、财产、

教育、哲学军事、经济无所不包。看得出，威廉·配第的头脑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材料和

方案，一有机会他就仍不住要呈献给国王或者公众。他注意吸收当时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观点，试图

用基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探讨当时英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尤其是被征服的爱尔兰的治理问

题。1662 年的《赋税论》就是为了排解当时有关产业以及租税的种种议论，呈献给新任爱尔兰总

督的一份关于爱尔兰状况及其治理的意见书。在这些分析的背后，有作者关于经济分析的对象和方

法、价值与价格、利息与地价等问题的独到见解和看法。除了《赋税论》外，威廉·配第的其它著

作有：《献给英明人士》（1664）、《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和《政治算术》（1667-1673 年间在爱

尔兰期间写的），1682 年写成《货币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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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赋税论》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赋税论》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公共开支问题 
1．公共开支的内容 
2．公共开支增加和加重的原因 
（二）赋税减少原因和征收办法 
1．如何才能减少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 
2．赋税征收的方法 
3．国内消费税 
4．其他几种征款的方法 
（三）利息、土地价格和货币问题 
1．利息 
2．货币的升值与贬值 
（四）与赋税有关的政治问题 
1．关税和自由港 
2．人头税 
3．彩票 
4．捐献 
5．什一税 
6．刑罚 
7．垄断和官职  

二、《赋税论》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税收理论 
（二）劳动价值理论 
（三）增加税收的各种政策 

第三节  精读《赋税论》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赋税论》第一至第四章 
二、《赋税论》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威廉·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2．试评《赋税论》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威廉·配第著：《赋税论》，华夏出版社，2006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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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弗朗斯瓦·魁奈《经济表》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魁奈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表》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

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学生全

文阅读《经济表》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魁奈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表》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

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阅读和

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魁奈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魁奈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产生 
1．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封建主占有绝大多数的的土地。法国制度的特点是地主簿直接经

营土地，采用纳赋地和租地的形式，农民要交纳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租，并承担各种封建义务，向

国家交纳捐税，向教会交纳十一税，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农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靠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扶持

工商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村经济更加凋败。 
由于国家的扶持，工商业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封建性质的行会制度对于产品的数量、质量、劳

动者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束缚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封建割据，国内关卡林立，农业衰败，国内

市场狭窄，严重影响了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活动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处于危机

的边缘。 
封建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矛盾急剧恶化； 
法国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批判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并将矛头指向重商主义和封建王朝，宣传发

展农业的重要性，试图为法国摆脱困境寻求出路。 
2．布阿吉尔贝尔与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比埃尔·勒·庇逊·德·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是法国古典经

济学的先声。 
3．重农学派的出现与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形成 
法国重农学派产生于 18 世纪 50-70 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 
重农学派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有关，又特别同约翰·罗的制度破产有关。重农学派

是继布阿吉尔贝尔之后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农学派创立了标志科学新阶段的思想

体系——重农主义学说，这一学说出现在 18 世纪 50-70 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准备时期。 
重农学派最早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的视野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考察和

分析。马克思称重农学派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二）重农主义理论的主要特点 
1．“自然秩序”是其整个学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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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特性 
3．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二、魁奈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魁奈的主要生活经历和著述活动 
1．魁奈的主要生活经历 
2．魁奈的著述活动 
重农主义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

并据此提出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主要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和《谷物论》（1757），分别发表在狄德罗所编的《百

科全书》第六和第七卷上，主要说明法国农业的衰落，其根源在于政府对农业方面的苛捐杂税和对

谷物出口的限制。《人口论》和《赋税论》，则提出了与重商主义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财富的增

长先于人口的增长。提出了改革税制、实行单一税的主张。后又发表了《经济表》（1758）、《农

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1758）和《经济表分析》（1766）等著作。 
（二）魁奈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1．魁奈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2．《经济表》的学术贡献 

第二节  《经济表》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经济表》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经济表》的分析前提 
（二）《经济表》的出发点 
（三）《经济表》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模式 

二、《经济表》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阶级划分理论 
最早划分阶级并按阶级分析社会现象。在“纯产品”学说的基础上，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即

生产阶级——从事农业的阶级，包括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是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的阶级；土地所

有者阶级——地主及其从属人员、国王、官吏、教会，他们以地租和租税的形态从农业阶级中取得

“纯产品” ；不生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事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不创造“纯产品”。 
（二）“纯产品”理论 
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重农学派政策和主张的基石。 
（三）“自然秩序”的思想 
“自然秩序”理论是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

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指出自然和社会应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 
（四）资本的存在形式 
认为投在农业上地资本才是资本，投在工业和商业上的资本不是资本。他把农业资本划分为

——“年预付”（流动资本，每年花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数额）和“原预付”（固定资本，是几年

预付一次的资本，如房屋、仓库、耕畜和农具等，使购置农业设备的资金，是年预付的 5 倍）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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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农主义的政策主张 

第三节  精读《经济表》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经济表》的主要章节 
二、评价《经济表》 

复习与思考题 

1．分析魁奈“纯产品”学说的内容及其意义。 
2．魁奈《经济表》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3．如何评价重农主义的主要经济政策。 

拓展阅读书目 

1．魁奈著：《经济表》及著作选，华夏出版社，2006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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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国富论》）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

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国富论》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国富论》的形成过程，以

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

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18 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状况 
（二）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 
1．从家长伦理观到国家契约论 
2．从国家契约论到个人主义 
3．从个人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 
4．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 

二、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亚当·斯密的主要生活和著述活动 
1．亚当·斯密的主要生活经历 
2．亚当·斯密的主要著述活动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

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与

《道德情操论》。 
（二）亚当·斯密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1．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 
2．《国富论》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国富论》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国富论》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 
分析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的决定因素之一的分工问题，随后就分析了交换、货币和交换价值，论

述了产品的分配，即工资、利润和地租。 
（二）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主要考察促进财富增长的第二个因素——资本，他从储备中划分出资本，指出资本由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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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动资本构成，随后又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叙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

别，以及资本的各种形态，即借贷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区别。这两篇的内容包括了斯

密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三）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斯密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分工在历史上的消长情况。他从城乡分工的观点出

发，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在经济史上的两个过程，即农业的衰落和城市的繁荣。这一篇的内

容实际上是经济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 
（四）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这一篇的内容几乎是经济学说史，在这里，斯密所要探讨的是不正确的政策和学说是怎样妨碍

国民财富的增长的。他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同时也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评论重农主义体系。他

没有对重农主义完全否定，因为重农学派的基本思想，即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是与斯密的思想相符

合的。 
（五）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篇，斯密研究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发展的影响，它的内容相当于财政学。 

二、《国富论》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 
（二）分工和货币学说 
1．分工学说 
斯密的整个就理论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分工学说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 
2．货币学说 
认为货币是从交换发展中自发而客观地产生的，货币也是一种商品，这是他的货币学说里比较

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没有看到货币是一种起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的商品，它不仅仅是一种是交换

能够容易进行的技术工具；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只看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并

把它作为决定性的职能，没有把货币与铸币，纸币与铸币区别开来。 
（三）价值论和价格论 
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2．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 
3．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四）分配理论 
1．工资和利润 
2．影响利润的因素 
3．地租 
（五）资本积累学说 
1．资本的性质和分类 
2．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六）经济自由主义 
1．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 
2．国家的作用和赋税原则 
“自由放任”是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也是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按照

他的意见，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必须加强分工，增加资本的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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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能够做到这三点，无须国家进行干预。如果国家进行干预经济生活，反而不

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要增加国民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是给私人以完全的

自由。 
斯密认为，实现自由放任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由此，提出了绝对优势

和国际地域分工的国际贸易理论 
国家的职能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不受他国侵害，保障有产者的财产安全和其他社会成员

的人身安全，建设一些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 

第三节  精读《国富论》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国富论》第 1-7 章 
二、评价《国富论》 

复习与思考题 

1．亚当·斯密分工学说基本内容及意义。 
2．《国富论》的主要内容和学术影响。 
3．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 

拓展阅读书目 

1．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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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

其学术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大卫·李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

难点是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19 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1．产业革命 
2．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二）英国各界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 
1．谷物法的废存 
2．货币制度 

二、大卫·李嘉图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大卫·李嘉图的主要生平简介和著述活动 
1．大卫·李嘉图的主要生平简介 
2．大卫·李嘉图的主要著述活动 
1810—1820 年，是李嘉图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头 5 年，出版了《黄金的高价》、《答波桑先

生对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具体意见》（1811）、《论谷物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等许多重

要著作，对货币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一名权威的货币理论家。后 5 年，集中精力写《论农业的保

护》（1822）和《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原理》这本书成为他的代表作。1817 年出版后，逐渐为人们认可，成为畅销书，后曾多次再版。

他因此而成为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二）大卫·李嘉图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 
1．论价值 
2．论地租 
3．矿山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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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5．论工资 
6．论利润 
7．论对外贸易 
（二）关于赋税问题的研究 
1．论赋税 
2．各种形式的赋税 
3．论贸易渠道的突变 
（三）对前人经济理论的评述 
1．对亚当·斯密、萨伊和马尔萨斯等人观点的评论 
2．进一步阐述价值、价格、货币和供求理论 

二、《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劳动价值学说 
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2．价值和劳动 
3．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关系及其在分配领域的表现，批判了斯密

的二元价值论，最先提出必要劳动的概念，并用它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认为是劳动时间决定商

品的价值，更为科学地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批判了斯密在价值理论上错误方面。 
（二）收入分配理论 
1．工资论 
2．利润论 
3．地租论 
（三）货币理论 
1．货币流通量决定于其价值的原理 
2．货币数量说 
3．稳定货币制度的方案 
（三）国际自由贸易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 
2．自由贸易政策 
认为，在贸易完全自由化的制度下，追逐个人利益是与整体的普遍幸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自由贸易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为它可以保证资本用于最有利于资本家的用途。自由贸

易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 
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论，而提出了所谓的比较成本学说。

这个学说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竭力推崇，并被看承是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的“规律”。其

根据是生产上的相对优势、成本上的相对差别。 

第三节  精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 1-6 章 
二、评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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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试分析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2．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及其政策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大卫·李嘉图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4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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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萨伊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形成过程，以

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

求学生全文阅读《政治经济学概论》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萨伊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形成过程，

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

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萨伊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萨伊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18 世纪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1．法国大革命 
2．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二）欧洲经济思想的发展 
1．古典经济学让位于为资产阶级政权辩护的经济理论 
2．萨伊同时代经济学家的经济观点 

二、萨伊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萨伊的主要经历和著述活动 
1．萨伊的主要经历 
2．萨伊的主要著述活动 
（二）萨伊及其经济思想的影响 
他主要是把斯密的不科学部分加以系统化，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

将他的经济理论称之为庸俗的政治经济学。 
是法国继重农学派之后，大力提倡发展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 
他的学说以对亚当·斯密学说系统化和通俗化著称。 
他的学说与李嘉图的理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与西斯蒙第也大异其趣。 
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导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重要性 
（二）财富的生产 
（三）财富的分配 
（四）财富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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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

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它是一门超阶级的科学。继承了实验唯物主义传统。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三分法” ，以此将经济

生活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这是一种首创，是合理和可取的。 
（二）生产三要素理论 
生产具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它们共同创造价值，它们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利润和地

租，这三种收入相当于三个生产要素在创造效用时各自所耗费的代价，从而构成效用的生产费用，

商品的价值是由效用的生产费用决定的，于是效用价值论就变成了生产费用论 
（三）萨伊定律 
关于财富的外部因素：财产所有权、产品的需求、货币流通和政府政策 
商品销售不畅，问题不在于需求，而在于生产，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商品总是用商品购买的，货币只是起到了交换媒介的作用。 
（四）效用与价值 
（五）“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 
（六）干涉本身就是坏事 
分析了政府对生产进行干涉会产生不良后果，因此仁慈的政府应该减少干涉。 
抨击了政府特许的各种垄断贸易公司、限制谷物贸易、以及直接干预和经营生产的政策。 
政府的职能是经营部分军事生产、举办和维护公共工程、创办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家和公民

的安全等，反对对外侵略和掠夺。 

第三节  精读《政治经济学概论》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主要章节 
二、评价《政治经济学概论》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萨伊效用和价值理论的的主要内容。 
2．萨伊及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主要经济思想和学术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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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人口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及

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

学生全文阅读《人口原理》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大卫·李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人口原理》的形成过程，

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

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主要特点 

二、马尔萨斯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马尔萨斯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英国工业革命趋于完成的时期，与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产业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在 1830 年代以前，其经济势力就凌驾

于土地贵族之上了，1832 年英国议会改革后，排挤了土地贵族并完全夺得政权。 
马尔萨斯是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阶级的代表。他的经济理论是站在土地贵族立场反对工业资

产阶级，站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 
马尔萨斯的其它经济学著作 
《关于谷物法的短文集》（1814-18150 
《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研究》（1815） 
《济贫法》（1817） 
《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 
《价值的尺度》（1823） 
《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 
（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创作的缘起和背景 
产业革命的两方面后果：机器大工业的基础，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劳动群众的失业与贫困。 
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掀起了社会改革的浪潮，出现了一些批判私有制，主

张激进改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以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和康多塞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

察概论》影响较大。 
这两本书的主题：人类理性。即由于理性的发达，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地进步与发展，而阻碍人

类理性发展的则是人类社会各种人为的制度（如私有财产制度）和组织（如政府）。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缘起于他同其父就葛德文和康多塞等人关于社会未来可完善性观点的

论争，并把这些不同的观点上升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 
1798 年匿名发表《论影响社会将来进步的人口原理》，1803 年以真名发表，改名为《人口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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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原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人口原理》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关于文化落后地区人口的抑制 
1．人口增加与土地产出量增长的比率 
2．抑制人口的方式及其活动 
3．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人口抑制 
4．美洲部落与印第安人的人口抑制 
5．南洋群岛的人口抑制 
6．北欧地区的人口抑制 
7．近代亚洲游牧民族的人口抑制 
8．非洲地区的人口抑制 
9．西伯利亚南、北部的人口抑制 
10．土耳其帝国和波斯的人口抑制 
11．印度斯坦和中国西藏的人口抑制 
12．中国和日本的人口抑制 
13．希腊的人口抑制 
14．罗马的人口抑制 
（二）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抑制 
1．挪威对人口的抑制 
2．瑞典对人口的抑制 
3．18 世纪俄国人口的抑制 
4．欧洲中部对人口的抑制 
5．瑞士对人口的抑制 
6．法国对人口的抑制 
7．英国对人口的抑制 
8．苏格兰及爱尔兰对人口的抑制 
9．论婚姻的繁育力 
10．瘟疫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影响 
11．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一般结论 
（三）就人口原理产生的弊害对社会的提案以及各种可行的制度与手段 
（四）关于消除或缓和人口所产生的灾害前景 

二、《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人口理论的两个公理和假设 
（二）人口发展的平衡原则、方法和后果 
（三）关于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取消济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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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精读《人口原理》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人口原理》的主要章节 
二、评价《人口原理》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马尔萨斯著：《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2001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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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约翰·穆勒图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

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约翰·穆勒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形

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

是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约翰·穆勒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约翰·穆勒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19 世纪下半期英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二）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特点 

二、约翰·穆勒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约翰·穆勒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约翰·穆勒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生产理论 
（二）分配理论 
（三）交换和价值理论 
（四）社会进行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五）论政府的影响 

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二）生产理论 
1．财富与生产 
2．生产要素 
3．劳动的三个部分 
4．无形产品的特点和意义 
5．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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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指导生产的规定有害无益 
7．货币的作用 
（三）收入分配理论 
1．价值的根据以及供给和需求 
2．收入的来源和分配 
（四）财富的消费理论 
1．消费的特点 
2．消费的结果 
3．公共消费的管理及其影响 
4．租税和课税 
5．国家举债及其后果 
（五）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 

第三节  精读《政治经济学原理》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章节 
二、评价《政治经济学原理》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约翰·穆勒的生产理论。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约翰·穆勒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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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李斯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

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形

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

是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李斯特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李斯特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状况 
1．德国的经济发展环境 
2．德国经济学的传统 
德国的经济学传统主要是在 16 世纪末期开始产生的“官房学”。 
（二）历史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 
1．李斯特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产生 
2．历史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 
3．旧历史学派理论的特点及其发展 

二、李斯特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李斯特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

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二）李斯特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他是德国初期产业资本的代表。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历史——对欧美历史发展的回顾和发展经验的总结 
（二）构建国家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 
2．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 
3．国家商业动作的划分与国家生产力的联合 
4．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 
5．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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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民经济与国家财政经济，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 
7．工业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8．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9．关税制度与流行学派 
（三）论述政治经济学说发展史 
1．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 
2．工业主义 
3．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 
4．交换价值理论 
5．交换价值理论 
（四）对德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巩固优势地位与大陆国家——法国和美国 
2．英国优势地位与德车商业同盟 
3．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 

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国家经济学的主要内涵 
（二）生产力学说 
（三）经济发展阶段学说 
（四）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第三节  精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二篇 
二、评价《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特点。 
2．评价《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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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马歇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

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学生

全文阅读《经济学原理》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马歇尔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学原理》的形成过程，以

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

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马歇尔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马歇尔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特点 

（一）马歇尔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马歇尔经济理论产生的主要特点 

二、马歇尔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马歇尔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马歇尔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经济学原理》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经济学原理》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导言——经济学的实质、普遍原理和研究目的 
（二）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三）论需求及其满足 
（四）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五）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六）国民收入的分配 

二、《经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 
（二）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 
（三）关于垄断和其他问题的观点 

第三节  精读《经济学原理》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章节 
二、评价《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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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马歇尔理论体系的分析框架是怎样的。 
2．试析马歇尔以及《经济学原理》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5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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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庇古《福利经济学》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庇古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福利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以及该

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学

生全文阅读《福利经济学》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庇古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福利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以及

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阅

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庇古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庇古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20 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发展状况 
（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二、庇古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庇古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庇古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福利与国民所得 
1．福利和经济福利 
2．欲望与满足 
3．国民所得 
4．保持资本不变的意义 
5．国民所得大小的变化、测度 
（二）国民所得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 
1．社会和私人净边际产品的定义 
2．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与国民所得的大小 
3．私人净边际产品的收益率和价值 
（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问题 
1．国家对竞争价格的管制 
2．国家对供给的管制 
3．政府对垄断的控制 
4．垄断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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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范围、性质和方法 
（二）福利与国民净产品 
（三）资源配置与国民净产品 
（四）干预措施的选择与国民净产品 
（五）价格歧视理论 
（五）鼓励储蓄的各种税收政策 

第三节  精读《福利经济学》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福利经济学》的第 1 和第 2 篇 
二、评价《福利经济学》 

复习与思考题 

1．庇古对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2．试析《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庇古著：《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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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熊皮特《经济发展理论》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熊彼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

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的形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

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经济发展理论》有关章节的

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大卫·李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

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熊彼特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熊彼特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特点 

二、熊彼特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熊彼特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熊彼特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由一定环境所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二）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三）信贷与资本信贷的性质及其作用 
（四）企业家利润 
（五）资本的的利息 
（六）经济周期——初步评述 

二、《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 
（二）创新与资本主义 
（三）企业家利润和利息的产生 
（四）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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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精读《经济发展理论》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经济发展理论》第 1 和 2 章 
二、评价《经济发展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 
2．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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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康芒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制度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以及

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要求

学生全文阅读《制度经济学》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康芒斯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制度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以

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的

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康芒斯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康芒斯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康芒斯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康芒斯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主要著作：《财富的分配》（1893） 
《美国工业社会的历史记述》（共 10 卷，1911） 
《美国劳工史》（合著，1918）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 
《制度经济学》（上、下，1934） 
《制度经济学》是康芒斯的代表作，也是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论著。在这部书里，康芒斯力图从

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中，要论述和分析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关于财富问题的两种截然不

同的观点和看法。 
康芒斯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在反映资本主义实际状况，揭露和分析资本主义弊

端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他把法律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不科学。 

二、康芒斯经济理论的特点 

1．强调制度对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2．所谓制度就是指控制个体行动的集体行动 
3．制度经济学就是要以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 
4．康芒斯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并由此引出阶级利益调和论 
5．康芒斯主张用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方式协调社会冲突。 
6．康芒斯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在反映资本主义实际状况，揭露和分析资本主

义弊端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他把法律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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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 
（二）对从魁奈到马尔萨斯以来经济思想发展的考察 
1．约翰·洛克 
2．交易和业务机构 
3．观念 
4．利益的冲突 
5．历史的经济支柱 
6．从魁奈到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 
（三）关于效率和稀少性问题 
1．物资和所有权 
2．真实的和名义的价值 
3．平均 
4．人量—出量，支出—收入 
5．从流通到重复 
6．能力和机会 
7．从绝对论到相对论 
（四）未来性——对债务、利润、利息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1．债务问题 
2．财产和财产权 
3．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无形的财产 
4．利息和利润贴现（或折扣） 
5．交易的货币和价值制度 
6．利润的边际 
7．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8．社会 
（五）合理的价值 
1．凡勃仑 
2．从个人到制度 
3．从自然权利到合理价值 
4．统治权 
5．习惯的假设 
6．理想的典型 
7．集体行动 
（六）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 

二、《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制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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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调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法律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三）开创了法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四）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第三节  精读《制度经济学》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制度经济学》第 2 章 
二、评价《制度经济学》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康芒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2．康芒斯以及《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康芒斯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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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凯恩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

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凯恩斯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形

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

是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凯恩斯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凯恩斯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动机 

（一）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 
1．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 
2．西方经济濒临“全面毁灭”险境 
3．政府坚信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等待经济复苏 
（二）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中的困境 
1．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中的困境 
2．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论应运而生 

二、凯恩斯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凯恩斯的主要生平简介 
（二）凯恩斯著述活动 
（三）凯恩斯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引论——通论释义、假设前提和有效需求原理 
1．一般理论 
2．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3．有效需求原理 
（二）定义与观念 
1．单位的选择 
2．决定产量与就业量的期望值 
3．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4．进一步探讨储蓄和投资的意义 
（三）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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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倾向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2．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四）投资诱导 
1．资本边际效率 
2．长期预期状态 
3．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4．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5．货币工资与价格 
6．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 
7．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观察 
8．利息与货币的主要特性 
9．就业一般理论 
（五）货币工资与价格 
1．货币工资的变动 
2．就业函数 
3．价格论 
（六）通论引起的几点思考的概述 
1．略论经济周期 
2．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货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3．关于《通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哲学的总结 

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收入决定理论 
1．有效需求 
2．消费倾向 
3．乘数 
4．资本边际效率 
（二）利息理论 
1．流动性偏好 
2．利率的决定 
（三）工资理论 
（四）货币理论 
（五）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第三节  精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 3．8-10．11 章 
二、评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复习与思考题 

1．“凯恩斯革命”的动机和背景是什么。 
2．“凯恩斯革命”的理论特点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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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析凯恩斯及其《通论》的主要学术和现实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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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萨缪尔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形

成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

术地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经济分析基础》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萨缪尔森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的形成过程，

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对原著

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萨缪尔森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萨缪尔森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及其特点 
1．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2．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的特点 

二、萨缪尔森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萨缪尔森的主要工作经历和著述活动 
1．萨缪尔森的主要工作经历 
2．萨缪尔森的著述活动 
（二）萨缪尔森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均衡和静态分析 
（二）最大化行为原理 
（三）成本和生产的综合分析 
（四）消费者行为理论 
（五）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 
（六）均衡的稳定 
（七）动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 

二、《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均衡和优化分析 
（二）成本和生产理论 
（三）消费者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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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利经济理论 
（五）动态经济理论 

第三节  精读《经济分析基础》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经济分析基础》第 2．3 章 
二、评价《经济分析基础》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萨缪尔森成本和生产理论的主要观点。 
2．萨缪尔森及其《经济分析基础》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萨缪尔森著；《经济分析基础》英文原版，第 2-3 章。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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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选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哈耶克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形成过

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掌握该著作的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

位；要求学生全文阅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有关章节的中文或英文原著。 
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掌握哈耶克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形成

过程，以及该著作所要解决和回答的主要问题、主要框架内容、理论观点、及其学术地位；难点是

对原著的阅读和理解。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哈耶克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哈耶克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 
1．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2．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 

二、哈耶克的生平和著述简介 

（一）哈耶克的主要生活和工作经历 
（二）哈耶克及其著作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主要框架结构 

（一）个人主义：真与伪 
（二）经济学和知识 
（三）社会科学的事实 
（四）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五）竞争的含义 
（六）“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 
（七）社会主义的计算 
（八）商品储备货币 
（九）李嘉图效应 
（十）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 

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主要内容和政策主张 

（一）个人主义理论 
（二）经济学与知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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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机制和竞争和自由的关系 
（四）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五）商品储备货币、李嘉图效应和国家间联邦制的经济条件 

第三节  精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并进行评价 

一、精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 1、2、4 章 
二、评价《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复习与思考题 

1．试析哈耶克个人主义的主要内容。 
2．哈耶克及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2．姚开建、梁小民主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导读》，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3．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杨瑞龙、宋利芳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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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是经济学专业的选修课。数理经济学是一门工具

课和基础课，它融合了线性代数、数理统计和经济学的综合课程，它强调运用数学方法，主要是线

性代数、数理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问题。 

教学目的： 

1、介绍 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原理。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多元经济分析方法，分析解决经济学中的基础原理问

题，并具备基本的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基本内容： 

首先，从均衡系统出发，介绍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极大化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些方法对消费

者的行为、生产者的行为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而形

成了数理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其次，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理论；再次，介绍了积分计算方

法、常微分方程模型、差分方程模型等动态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的应用。 

教学要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掌握主要的数理经济学研究方法，了解其主要工具和概念；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数理工具分析一些理论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等 
本课程的后继课程为计量经济学、数学建模、金融数学等 

考试说明： 

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本课程

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

绩的 80%。期末考试以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内容 

第一章 数理经济学概述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方法与基本问题以及经济模型的

构成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掌握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模型的构成要素。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 
第三节 与宏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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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济模型的构成要素 
 
第二章 矩阵论基础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矩阵论的基本方面，如矩阵乘法、逆与分块、矩阵特征值和矩阵函

数等，这些是数理经济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矩阵特征值、Jordan 标准型和矩阵函数的概念，掌握矩阵初等变换、Hamilton-Cayley 定理

与 小多项式。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矩阵乘法、逆及其经济学应用 
第二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及其应用 
第三节 矩阵特征值与矩阵函数 
第四节 实二次型 
第三章 市场均衡模型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供给、需求、均衡”是经济学中 核心的概念，并通过一些简

单的经济均衡模型的学习掌握均衡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均衡分析方法在经济中的应用，掌握商品市场均衡模型、收入决定模型和 IS-LM 模型。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商品市场均衡 
第二节 收入决定模型 
第三节 IS-LM 模型 
第四章 边际与弹性分析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边际、弹性与增长率的概念有深刻认识，明白微分学中的全微分概念

与边际、弹性等经济学概念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边际、弹性、增长率以及成本函数的概念，掌握边际、弹性、增长率与导数的关系。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全微分与全导数 
第二节 边际、弹性与增长率 
第三节 成本函数及相关的概念 
第五章 比较静态分析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隐函数求导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比较好的理解，会利用隐函数求导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比较静态分析的原理和意义，掌握利用隐函数求导方法对经济学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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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Jacobi 矩阵和 Jacobi 行列式 
第二节 隐函数求导 
第三节 比较静态导数的应用 
 
第六章 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微分学的知识解决经济学中的极值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函数极值、凸凹性和凸集、替代率和规模报酬的概念，掌握生产函数定义和的基本性质，

技术进步及其偏倚。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元函数的极值 
第二节 多元函数的极值 
第三节 凸分析概要 
第四节 经济与管理中的应用 
第六节 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 
第七章 具有约束方程的最优化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具有约束方程的 优化问题，并应用到效用 大化、成本 小化、

利润 大化、产出 大化等经济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函数拟凸性的定义，理解效用函数、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的概念与性质，掌握效用 大化、

成本 小化、利润 大化等经济优化问题。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Lagrange 乘数法 
第二节 凸分析概要：拟凸性 
第三节 效用 大化与需求函数 
第四节 成本函数 
第五节 利润 大化的经济优化问题与市场均衡 
第六节 比较静态分析 
第八章 积分计算方法及其经济学应用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使学生掌握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计算方法，了解积分在经济学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基本积分公式、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和某些特殊函数的积分法，了解积分在经济学的

应用。 
学时安排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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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计算 
第二节 定积分的计算 
第三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 
第四节 积分的经济应用 
第五节 Domar 模型 
第九章 常微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能够求解一阶常微分方程和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掌握一些经济学微

分方程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一阶常微分方程的解法和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并会由点弹性确定需求函数，

对供需需求进行定性分析，了解蛛网模型、Solow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价格预期的市场模型、

封闭经济的 Phillips 模型。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常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二节 一阶常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三节 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十章 联立常积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学习微分方程及其解法，并能够掌握一些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动力学体系、自治系统和非自治系统、极限环等概念，掌握微分方程的解法及稳定性理论，

了解 Walras 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分析、物价的微分方程模型、广告的微分方程模型等。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微分方程组 
第二节 变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 
第三节 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 
第四节 稳定性与定性理论 
第五节 经济学应用 
第十一章 差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学习差分方程及其解法，并能够掌握一些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求解差分方程的待定系数法、特征根法以及解的收敛性定理，了解乘数动力学模型、蛛网

模型、具有存货的市场模型、Harrod 经济增长模型、Samuelson 乘数加速模型、Hicks 经济周期模

型、Goodwin 期望价格模型、Phillips 模型、Smith 模型等。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差分方程 
第二节 一阶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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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阶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高阶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五节 联立差分系统及其经济学应用 

教材 

蒋中一 《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2001 年。 

参考书目 

1、张金水. 《数理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谢胜智. 《数理经济学》.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张齐林. 《博弈论》.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李晓春  《数理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伍超标. 《数理经济学导论》.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6、谢胜智 《数理经济学》，西南财大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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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是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应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和考试（查）课程列

入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运筹学是既富有深奥的理论基础，又具有很强应用价值的一门学科。本课程

将介绍运筹学中的 基本内容——线性规划、目标规划、动态规划与决策分析等。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达到： 
1．了解现代经济管理学的特征，了解运筹学在经济管理类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了解运筹学在

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2．掌握运筹学基本的理论与方法，并对运筹学的新进展有初步了解； 
3．能够建立并应用简单的运筹学模型，对现实经济管理现象中的数量关系进行实际研究分析，

包括使用常用的软件； 
4．为进一步学习与应用高级运筹学模型、方法与理论奠定基础。 
本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是： 
1．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本课程中用到的、属于先

修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范围的知识，尤其是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不出现在课程内容中，由学生自己复

习与学习。 
2．本课程定位于初级与中级之间的水平上。考虑到在我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一般只设置一

个层次的运筹学课程，而且学生基本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基础数学知识，所以将课程定位于初

级与中级之间的水平上。 
3．理论与应用并重。运筹学理论本身就直接来源于应用，所以本课程不但注重理论介绍，而

且强调其实际背景中的应用。 
4．在理论方法部分，重在基本原理和方法思路，尽量精简复杂的数学推导与证明。 
5．加强练习。通过练习和综合练习，促进学生掌握基本理论与技能，并提高学生对理论、方

法的综合应用能力。学会使用一种常用的运筹学软件。练习上机实践占 3-6 学时。 
6．在教授优化方法时，针对文科学生特点，既坚持一定的理论深度，又避免枯燥的纯数学论

证；始终强调思路和方法，着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介绍的方法都论述其产

生的背景、必要性、基本原理、方法步骤和应用价值，特别强调实际经济意义。使学生在学习过这

门课程后，能掌握运筹学的本质，并能在应用运筹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较大提高。 
本课程建议学时数： 
课内学时：54(每周 3)，课内/外学时比：1/1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第一章  绪  论（3 学时） 
§1．1  运筹学的产生与发展 
§1．2  运筹学的性质与建模步骤 
§1．3  本讲义的定位 
第二章  线性规划基础（6 学时） 
§2．1  线性规划模型 
§2．2  两变量线性规划问题的图解法 
§2．3  一些特殊的线性规划问题 
第三章  线性规划单纯形解法（9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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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单纯形法 
§3．2  罚款法 
§3．3  单纯形法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用 
§3．4  Excel 在线性规划求解中的应用 
第四章  对偶理论和灵敏度分析（12 学时） 
§4．1  对偶关系式 
§4．2  影子价格 
§4．3  对偶单纯形法 
§4．4  灵敏度分析 
第五章  目标规划（6 学时） 
§5．1  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 
§5．2  目标规划模型 
§5．3  目标规划的图解法 
§5．4  目标规划的单纯形法 
第六章  动态规划（6 学时） 
§6．1  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与 短路线问题 
§6．2  资源分配问题 
§6．3  背包问题 
§6．4  多阶段生产安排问题 
第七章  决策分析（6 学时） 
§7．1  风险投资决策 
§7．2  层次分析法 
复习答疑考试（3 学时） 
本课程拟设计 3-6 学时实践，包括上机与分组综合练习的 ppt 讲演。 
 
参考书目 
教材： 
李景华. 运筹学讲义. 2007 年 3 月. 
参考书： 
胡运权. 运筹学教程（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月. 
韩伯棠. 管理运筹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7． 
王永县. 运筹学——规划论及网络.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8． 
钱颂迪. 运筹学(修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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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课程的纲。 
了解：运筹学的基本概念，运筹学的内容体系以及本课程涉及的内容，运筹学的主要应用，建

立与应用运筹学模型的主要步骤，学习运筹学的重要性。 
掌握：运筹学在经济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在建立与应用运筹学模型的每一步骤中应注意的关键。 
应用：将本绪论的知识用于指导全课程的学习。 

§1．1  运筹学的产生与发展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是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 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在西方也

经常被称为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其核心思想是应用现有科学技术知识与数学方法，解

决从实际生产、生活中提出的专门问题，为决策者选择 优决策提供定量依据，故也称为 优化技

术。 

一、运筹学在西方的发展简史 

在西方，严格意义上运筹学的早期工作可以追溯到 1914 年军事运筹学家兰切斯特(Lanchester)
的战斗方程。 

美国运筹学的早期著名工作之一是研究反潜深水炸弹的合理爆炸深度问题。 
1939 年苏联科学院的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在解决工业生产组织和计划问

题时，已经提出了类似线性规划的模型，并给出了求解方法“解乘数法”，1960 年他重新出版了

《 佳资源利用的经济计算》一书。并由此与耶鲁大学贾林• 库普曼(Tjalling C. Koopmans)分享获

了 197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线性规划的推广得益于 1947 年美国学者丹茨格(George Dantzig)发明了求解线性规划的单纯形

算法。 
线性规划理论提出后，很快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Tjalling C. 

Koopmans)，呼吁年轻经济学家要关注线性规划。早期擅长线性规划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至少还

包括 1970 年的获奖者保罗•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72 年的获奖者肯尼斯• 阿罗(Kenneth 
J. Arrow)和 1978 年的获奖者赫伯特• 西蒙(Herbert A. Simon)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美军队中先后成立了正式的运筹学研究组织，并以兰德公司

(RAND)为首开始研究战略性问题，如为美国空军评价各种轰炸机系统，讨论未来武器系统和未来

战争的战略等。除了在军事方面的应用研究外，运筹学在工业、农业、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与此同时，运筹学也有了飞速发展，形成了数学规划(包括线性规划、整数规划、非线性规

划、多目标规划和动态规划等)、图论与网络、排队论、对策论、决策论、搜索论和质量管理等。 

二、运筹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诸子著作中，已经存在许多朴素的运筹思想。《史记》高祖本纪中更是明

确记载有，“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句子。 
在上世纪 50 年代，钱学森、许国志等学者将运筹学由西方引入我国，1957 年开始应用于建筑

业和纺织业。在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指导下，从 1958 年开始运筹学在交通、工业、农业、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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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邮电等方面都展开了应用。为解决邮递员合理投递路线问题，管梅谷提出了“中国邮递员问题”

的解法。在工业生产中推广了合理下料，机床负荷合理分配。在纺织行业中曾用排队论方法解决细

纱车间劳动组织， 优折布长度等问题。在农业中研究了作业布局、劳力分配和麦场设置等问题。

在经济管理方面开展较早的是 60 年代初，以中科院系统所陈锡康教授为首的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

和应用，1965 年起统筹方法开始应用到建筑业、大型设备维修计划等方面。1970 年优选方法广泛

应用。近年来，运筹学的应用已趋向研究规模大而且关系更复杂的问题，如部门计划、区域经济规

划等，并与系统科学难于分解。在此期间，华罗庚教授等一大批知名数学家的研究，使我国运筹学

在很多分支上迅速与国际接轨。 

§1．2  运筹学的性质特点和建模步骤 

一、运筹学的性质特点 

一般来说，运筹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有组织的系统的经营管理问题，该系统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存在，被人所能控制和操纵，有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运筹学研究的问题是能够定量化或

模型化的系统有关运用、安排和规划问题，主要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根据问题要求，对问题中各

种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归纳为一定模型，然后运用有关原理和方法给出解决问题的 优解，实现

预期目标。 
运筹学是一门定量、模型化决策科学，利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方法，研究系统中

的规律，合理使用资源，为决策者提供有依据的 优方案，以实现 有效的管理，获得满意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运筹学的建模步骤 

运筹学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建立起来的。为更好地应用运筹学，应该对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有整

体了解： 
1．形成问题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提出并形成问题。对所研究的对象深入分析，以形成要研究的问题，其要

点是确定问题的目标，解决决策问题中“为什么”(目的)。 
2．观察系统 
明确所研究对象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各种联系，搜集相关资料和数

据，以便予将来建立和论证相关数学模型。其要点是解决决策问题中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3．建立模型 
运筹学的核心是正确建立使用模型。针对问题建立的数学模型一般是能达到一定目标（单个目

标或多个目标）的系统。一般要求用数学语言描述问题，明确决策变量，建立目标函数，分析问题

所处环境，确定约束条件，并选用合适方法建立模型。这一阶段解决的是决策问题中“怎么办”的

问题。 
4．论证与预测 
根据数学模型的求解情况，论证数学模型的合理性，主要考虑在适当标准下，是否解决了实际

问题，其要点是对现实的模拟检验和预测检验。 
5．选择替代 
给出若干可供选择的模型及方案。考虑到可能产生的问题，给出选择方案，以便替代原方案。 
6．实施与评价 



运筹学 

 1829

实施方案，严格按计划执行，监控系统。评价方案，确保方案满足 初提出目标，遇到不适合

的就需要返回步骤 1．2．3 或 4，以修正模型，调整方案。 

§1．3  本讲义的定位 

运筹学真正形成学科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研究的问题和所形成的学科连贯性不能与

数学等基础学科相比。后者从研究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出发，逐渐深入，形成系统连贯的完整学科

体系，而运筹学多为专题研究系统 优问题。因此，运筹学中各分支多以彼此独立的理论基础和思

维方法出现。 
鉴于运筹学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54 学时选修课程，本讲义主要介绍线性规划、

目标规划、动态规划和决策分析等运筹学的基本内容。讲义注重在应用中介绍运筹学的基本思想、

基本方法和经济学意义，尽量避免繁难的数学推理和证明。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应用数学思想方法，

特别是运筹学的思想方法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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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线性规划基础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本课程的基础。 
了解：线性规划的基本概念、内容体系以及本课程涉及的内容，线性规划的主要应用，建立与

应用运筹学模型的主要步骤，学习线性规划的重要性。 
掌握：运筹学中的有关基本概念，建立线性规划问题的必要条件。 
应用：能够建立基本的规划模型，能应用图解法解简单两变量线性规划问题。 

§2．1  线性规划模型 

当今的决策者面临的是一个竞争性的新时代，成功者往往能在竞争中合理分配使用资源，实现

效益 大化。 
线性规划(简称 LP)方法为解决静态确定性决策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本章介绍了线性规

划模型的基本概念，讨论了仅有两个决策变量的 LP 问题的几何解法，其目的是为了给出形象上的

直观，这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 LP 问题的基本原理有着重要意义。 

一、静态确定性决策的特点 

经济参数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有关的经济参数(不包括决策变量)都是预先给定的。 

二、线性规划模型 

1．目标函数 
一个寻求 大值或 小值的线性数学表达式，表明一个使某个变量 大或 小的目的。 
2．约束条件(简写 s．t.) 
使用有效资源的限制条件。 
3．决策变量 
决策者可以控制的因素，它们的值决定模型的解。 
4．构成 LP 模型的必要条件 
(1)目标明确。所有的问题都要求解某个 大或 小的量，称为目标函数。目标函数应是一组

决策变量的线性函数。 
(2)资源有限。LP 问题是有约束的，这些约束限制着追求目标的程度。所有约束应是由线性等

式或不等式构成。 
(3)方案的选择。必须有两种以上(包括两种)的可行方案供选择。 
(4)决策变量非负。LP 问题要求决策变量取值非负(如可行方案中的产品的产量不能取负数)。 

§2．2  两变量线性规划问题的图解法 

一、可行域的确定方法 

1．可行域 
满足问题的全部资源限制条件，且决策变量取值非负的区域。几何上，表示满足所有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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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决策变量取值非负的公共区域。 
2．可行域的确定方法 
确定两变量线性规划问题可行域的步骤： 
（1） 将所有约束条件看成等式，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这些直线； 
（2） 确定不等式包含的区域，考虑决策变量非负； 
（3） 取它们的公共区域。 
3．可行解 
可行域中的任一点的坐标值。数学上，表示满足 s．t. 条件的非负解。 

二、等利润(费用)线法 

1．顶点 
可行域多边形的任一拐角点，位于两个约束直线的交点上。 
2． 优解 

满足 s．t．条件并且使目标函数达到 优的非负解，记作：
*

1 2( , , , )T
nX x x x= L 。 

3． 优值 

使 LP 问题达到 优的值(即将 优解
*

1 2( , , , )T
nX x x x= L 代入目标函数中，计算出对应的函

数值)，记作： *z 。 
4．等利润(费用)线 
代表在确定的利润(费用)情况下的各种可行方案的一条直线。 
5．等利润(费用)线族 
所有等利润(费用)线构成的直线族。 
6．等利润(费用)线法的计算步骤 
（1）由全部约束条件及决策变量的非负性画出可行域。 
（2）选择一个特殊的利润(费用)值，由此确定了一条等利润 (费用)线。 
（3）对 大( 小)化问题向上方(下方)画出一族与已经确定的等利润(费用)线平行的直线族。

找出与可行域角点相交的 高( 低)的一条等利润(费用)线。 

（4）解出交点的坐标值
*

1 2( , )TX x x= ， *X 就是 优解。将 *X 代入目标函数中，求出对应

的函数值 *z ， *z 就是 优值。 

三、顶点法 

1．基本结论 
任何一个 LP 问题，若存在 优解，则必在可行域的顶点达到。 
2．顶点法的计算步骤 
（1）由全部约束条件及决策变量的非负性画出可行域。 
（2）求出可行域上每一个顶点的坐标值。 
（3）将这些坐标值分别代入目标函数中，计算出相应的函数值。 
（4）比较这些函数值， 大( 小)者即为 优利润(费用)。 
这里介绍了两种 LP 问题的几何解法。对于应用问题，无论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先将具体问题转

化为 LP 数学模型，而构成 LP 数学模型的第一步是明确具体问题中的“目标”(应用题中，题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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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求什么东西 大或 小，这个东西就是目标)，接着写出目标函数；第二步考虑在追求这个目标

的同时受到哪些资源条件的限制，将它们用线性等式或不等式逐个写出来，这些构成了约束条件 s. 
t.； 后不要忘记问题中的所有决策变量取值非负。 

四、两种几何解法应用举例 

§2．3  一些特殊的线性规划问题 

求解 LP 问题可能出现的四种结论 
1． 优解唯一，即仅有一个 优决策方案。 
2． 优解不唯一，即 优决策方案有无穷多个，但 优值是唯一的。 
举例 
3．无 优解，即求目标函数 大( 小)的情况下，目标函数值可以无限地增加(减少)而不破坏

约束条件及决策变量的非负性。 
举例 
可行域向右上方无限延伸，它是无界区域。而此 LP 问题又是求 大，可以作出向右上方无限

延伸的等利润线族，并且又不违背任何一个约束条件。这说明此 LP 问题无 优解。 
LP 问题无 优解，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荒谬的。因为可行域无界意味着有无限的资源或无限的

产品需求，对任何一种经营活动，这一点一般是不可能的。 
4．无可行解，即同时满足全部约束条件的非负解不存在。 
举例 
LP 问题无可行解，这在现实生活中不多见。无可行域是由约束方程之间相互矛盾所引起。在

实际问题中，若遇到此类问题就需要增加资源或进行调整。 

复习思考题 

1．静态确定性决策的特点是什么? 
2．建立 LP 模型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3．某公司计划生产两种产品 A、B，已知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设备工时以及甲、乙两种原材

料的消耗如表 2—2 所示， 
表 2—2 

 A B  
设备 1 2 8 台时 

材料甲 4 0 16kg 
材料乙 0 4 12kg 

 
该公司每生产一件 A 产品可获利 2 百元，每生产一件 B 产品可获利 3 百元，请问应该如何安

排生产才能使公司利润 大？ 
4．用两种方法计算下列各题： 

（1） 1 2min 2 10z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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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

. . 2 6
5 4 20

, 0

s t x x
x x

x x

+ ≤
+ ≥

≥
 

（2） 1 2max 2z x x= +  

1 2

1 2

1 2

. . 2
3 6 18

, 0

s t x x
x x

x x

− ≥ −
+ ≤

≥
 

（3） 1 2max 2 3z x x= +  

1 2

1 2

1 2

. . 2 4
5 4 30

, 0

s t x x
x x

x 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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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线性规划单纯形解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本课程的 重要的内容之一。图解法仅限于解决策变量的个数≤3 的 LP 问题，而本

章介绍的单纯形方法(Simplex method)是目前解 LP 问题 常用的方法。 
了解：单纯形法的基本思想、学习与应用单纯形方法的主要步骤，学习单纯形在线性规划的重

要性。 
掌握：判别定理与单纯形表，罚款法以及单纯形法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用。 
应用：能够应用单纯形方法求解各种线性规划问题。 

§3．1  单纯形法 

一、单纯形法的基本思想 

从一个顶点开始，通过代数运算转到另一个顶点，如果求利润 大，则这个点的目标函数值取

值上升；如果求费用 小，则这个点的目标函数值取值下降。从一个顶点到另一个顶点的运算称为

迭代，经过有限次迭代， 终找到 优解或判定无 优解。 
单纯形法不仅仅在技术上提供了求解 LP 问题的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单纯形表可以提供

许多重要的经济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决策者可以对可行性方案进行比较，以及进行优化后的分析。 

二、单纯形法基本步骤 

1．判别定理与单纯形表 
(1)松弛变量 
使约束方程组中“≤”或“≥”号的不等式变成等式的一种非负变量。其经济含义：代表没有

使用尽的资源量，或超出资源限量的 小用量。 
(2)基础可行解 
LP 问题的一个解，它对应可行域的顶点坐标值。 
(3)基础 优解 
使目标函数取 优值的基础可行解。 
(4)基 
设约束方程组的系数矩阵 

11 12 1

21 22 1

1 2

n

n

m m m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M

L

 

且系数矩阵的秩为 r（r=m，m＜n)，称由 A 中 r 个线性无关的列向量 1iP ， 2iP ，……， irP 构

成的矩阵为 B 的 LP 问题的一个基， ikP （ 1,2, ,k r= L ）为基向量。 

(5)可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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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基础可行解的基。 
(6) 优基 
对应基础 优解的基。 
(7)基变量 
对应可行基的变量。 
(8)非基变量 
不在可行基中的变量（单纯形法规定非基变量取零值）。 
(9)判别定理 

设矩阵 B 是 LP 问题 
max z CX=  
. .

0
s t AX b

X
=
≥

 

的一个基，若
1 0B b− ≥ ，且

1 0N BC C B N−− ≤ ，则 B 是 LP 问题的 优基， 优解 

1
* B

N

X B b
X

X O

−⎛ ⎞⎛ ⎞
= = ⎜ ⎟⎜ ⎟
⎝ ⎠ ⎝ ⎠

 

(10)单纯形表 
单纯形法中保持每一步迭代计算过程的表格。形如 

  
BX  NX  

z−  1
BC B b−−  0 1

N BC C B N−−  

BX  1B b−   1B A−  

(11) 1
BC B b−−  

对应可行基 B 的目标函数的负值，即 

1
Bz C B b−− = −  

(12) 1B b−  

对应于可行基 B 的基变量 BX 的取值，即 

1
BX B b−=  

由于单纯形法规定非基变量 

0NX =  

所以，对应于可行基 B 的基础可行解为 

1
* B

N

X B b
X

X O

−⎛ ⎞⎛ ⎞
= = ⎜ ⎟⎜ ⎟
⎝ ⎠ ⎝ ⎠

 

(13) 0， 1
N BC C 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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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基 B 的目标函数中变量 BX ， NX 的系数矩阵，称(0， 1
N BC C B N−− )为判别行，判别

行中的数据称为检验数。 

(14) 1B A−  
对应于可行基 B 的约束方程组中变量 X 的系数矩阵。 
(15)初始可行基、初始表、初始可行解 

用单纯形法求解 LP 问题的第一个可行基 0B 称为初始可行基；初始可行基 0B 对应的单纯形表

0[ ]T B 称为初始表；由初始表 0[ ]T B 确定的解称为 LP 问题的初始可行解。 

2．换基迭代 
运用单纯形表，由一个可行基经过初等变换迭代到另一个可行基的过程。 
3．解 LP 大化问题的步骤 
换基迭代的步骤： 

由初始可行基 0B 对应的单纯形表 0[ ]T B 开始 

(1)在判别行所有 0 0jb > 的检验数中，选 大的数，设为 0sb ，其对应的非基变量 sx 确定为进

入基的变量，它对应的列向量 sP ，称为轴心列。 

(2)用轴心列 sP 中所有正的分量分别去除常数列
1

0B b−
中的对应值，取其中 小商，记作 0r

rs

b
b

，

称 rsb 为轴心项， rsb 所对应的基变量 rx 是被确定调出的变量。 

(3)在单纯形表 0[ ]T B 上作初等变换，使轴心列 sP (同时包括变量 sx 对应的检验数 0sb )变为单位

向量(对应 rsb 位置上的数变为 1，其余变为 0)，得到新基 1B 。 

三、应用举例 

四、机会成本与机会损失 

单纯形法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求解 LP 问题的途径，它的另一个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

经济信息。 
首先，介绍机会成本与机会损失。机会成本是指从各个可行方案中选取某种方案而放弃另外方

案所丧失的潜在利润，即为选择此方案所付出的代价。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机会成本不是

企业的实际支出，但它是决策分析中必须认真考虑的现实因素。忽视了机会成本，就不能保证被选

可行方案的 优，而且会使决策发生失误。 
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决策者权衡利弊，从多种可行方案中选择一种满意方案(不一定是

优方案)，由于选择了某一种方案，就会舍弃其它的方案，被选定方案所获得的利润，是以舍弃其

它方案可能获得的利润为代价的。若用两种方案作比较，被舍弃方案的利润就是所选定方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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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两种方案利润之差称为机会损失。 
机会成本把可能获得的利润也视为成本，是成本概念的扩大和深化。机会损失对于促进企业决

策者认识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和差距，进而改善经营管理有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经

营管理决策，就是要努力减少机会损失。 

§3．2  罚  款  法 

有些 LP 问题的初始可行基可以直接得到。比如，在以 

( ). . 0
0

s t AX b b
X
≤ ≥

≥
 

的问题中，当引入松弛变量后，可以直接得到初始可行基。但是，在约束方程组中，如果存在

“=”号或“≥”号时，怎样才能得到初始可行基?罚款法提供了使用单纯形法求解 LP 问题时，怎

样建立初始可行基的一种方法。 

一、罚款法 

1．人工变量 
在约束方程组中，存在“≥”或“＝”号的方程式的情况下，引进的一种虚构的变量。人工变

量没有实际意义，引进它仅仅是为了构造出一个初始可行基。 
2．罚款法计算步骤 
(1)在 LP 问题的约束方程组中，引入松弛变量、人工变量，同时假定人工变量在目标函数中的

系数为-M(M 为很大的正数)，得到 LP 问题。取 LP 问题中的单位矩阵 0B
为初始可行基。 

(2)运用单纯形迭代方法 
1)若判别行的所有检验数非正，且基变量中还存在取值大于零的人工变量，则原 LP 问题无可

行解。 

2)若基变量中已无人工变量，则划去人工变量及所对应的列向量，得到 LP 问题的可行基 0B
。 

(3)由 LP 问题的可行基 0B
进一步迭代， 终求出 LP 问题的 优基或判断 LP 问题无 优基。 

二、应用举例 

§3．3  单纯形法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用 

一、特殊情况 

1． 小化问题 
(1)对于 LP 问题 

min z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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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s t AX b
X
=
≥

 

在目标函数 z CX= 两边同乘以-1，有 z CX− = − (因为原问题求 z 小，所以现在求-z 大)，

转化为求解等价的 LP 问题 
max z CX− = −  
. .

0
s t AX b

X
=
≥

 

(2)若需要用罚款法求解 小化问题，则人工变量在目标函数中的系数为 M(M 为很大的正数)，
即目标函数为 

1 2min ( )j j jtz CX M x x x= + + + +L  

其中 1 2, , ,j j jtx x xL 为人工变量。 

2．无 优解 
无 优解的判断： 

如果可行基 B 对应的单纯形表中，非基变量 sx
对应的检验数 0sb

＞0，且 0sb
对应的列向量 sP

≤

0，则 LP 问题无 优解。 
3． 优解不唯一 
(1) 优解不唯一的判断 

如果 优基 B 对应的单纯形表中，非基变量 sx
对应的检验数 0sb =0，且 0sb

对应的列向量 sP
中

至少有一个分量大于零，那么 LP 问题的 优解不唯一。 
(2)求全部 优解的方法 

1)设 sP
中大于零的分量为 rsb

，以 rsb
为轴心项作初等变换，得到另一个 优基。 

2)由两个 优基确定的 优解
*
1X
，

*
2X
，作

*
1X
与

*
2X
的凸组合，即 

* * *
1 2(1 ) (0 1)X X Xα α α= + − < <  

当α 取遍区间(0，1)上的所有实数，也就得到了 LP 问题的全部 优解
*X *。 

4． 优解唯一的判断 
若 优基 B 对应的单纯形表中，非基变量对应的检验数全部严格地小于零，或者存在非基变

量 sx
的检验数 0sb

＝0，但 0sb
对应的列向量 sP

≤0，则 LP 问题的 优解唯一。 

二、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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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cel 在线性规划求解中的应用 

利用 Excel，可很快求出该问题的 优解，其基本步骤如下： 
1．选择“工具”菜单中“规划求解”选项，输入线性规划模型； 
2．在目标函数所在行的单元格内输入公式； 
3．选择“工具”菜单中“规划求解”，“设置目标单元格”“等于”栏选择“ 大值”，“可

变单元”键入相应内容； 
“约束”栏选择“添加”，“单元格引用位置”键入，“约束值”键入等，“确定”产生第一

个约束条件，依次键入其他约束条件。 
点击“选项”按钮,根据需要选择“假定非负”等项目后，按“确定”按钮，返回“规划求解

参数”对话框。 
点击“求解”按钮，弹出“规划求解结果”对话框，可根据需要选择“运算结果报告、敏感性

报告、极限值报告”。如果选择“运算结果报告”和“敏感性报告”，并确定,即可生成标签为“运

算结果报告１”和“敏感性报告１”的两个工作表。 

复习思考题 

1．用单纯形法求解下列 LP 问题 

（1） 1 2 3max 6 14 13z x x x= + +  

1 2 3

1 2 3

1 2 3

. . 4 2 48
2 4 60

, , 0

s t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2） 1 2max 2z x x= − +  

1 2

1 2

1 2

. . 2 4
2 6
, 0

s t x x
x x

x x

− ≥ −
+ ≤

≥
 

 
2．用罚款法求解下列 LP 问题 

（1） 1 2 3max 7 8 9z x x x= + +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 . 3 2 210
4 3 2 115

5 300
, , 0

s t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2） 1 2 3max 2z x 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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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3

1 3

1 2 3

. . 2 3 9
2 4

6
, , 0

s t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3．下面的单纯形表表示在决策变量 0 ( 1,2, ,5)jx j≥ = L 时，求目标函数 z 大值问题，当

表中的三个待定参数 a 、b 和 c分别取何值时，有 
（1）问题无 优解； 
（2）当前解是 优解，且问题的 优解不唯一； 
（3）当前解是 优解，且问题的 优解唯一。 

 
[ ]T B  

  1x  2x  3x  4x  5x  
z  -10 c  -2 0 0 0 

3x  4 -1 2 1 0 0 

4x  1 a  -4 0 1 0 

5x  b  -2 3 0 0 1 

 
4．用单纯形法求解下列 LP 问题 

（1） 1 2min 2z x x= −  

1 2

1 2

1

1 2

. . 2
2 3 12

5 0
, 0

s t x x
x x

x
x x

− + ≤
+ ≤
− ≤

≥

 

（2） 1 2 3min 6 3 4z x x x= − +  

1 2 3

1 2 3

1 2 3

. . 3 6 2 30
5 6 25

, , 0

s t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3） 1 2max 3 6z x x= +  

1 2

1 2

1 2

. . 2 6
2

, 0

s t x x
x x
x 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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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偶理论和灵敏度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每一个线性规划问题都有另一个线性规划问题伴随产生，它就是原问题的对偶(duality)。其经

济涵义是在追求产品的 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就是在寻求可能达到的 小成本。 
对偶线性规划，简称对偶规划。对偶规划能够提供很有用的经济信息，因为对偶变量(dual 

variables)的边际值是与 优解有关的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 
了解：对偶单纯形法的基本思想、学习与应用对偶单纯形方法的主要步骤，学习对偶单纯形在

线性规划的重要性。 
掌握：对偶关系式，影子价格的经济含义及与单纯形的关系以及对偶单纯形法。灵敏度分析的

五种情况。 
应用：能够应用对偶单纯形方法求解各种线性规划问题。能够对规划问题进行各种灵敏度分析。 

§4．1  对偶关系式 

从顶点法我们可以想象，LP 问题的约束条件越多，可行域中的顶点可能就越多，若用单纯形

法求解，换基迭代的次数就可能会随着约束方程的增加而增加。采用对偶方法可以减少原问题约束

方程的个数，从而减少换基迭代的次数。 

一、对偶关系 

设 LP 问题 
max z CX=  
. .

0
s t AX b

X
≤
≥

 

其中， ( )1 2, , , nC c c c= L ， ( )1 2, , , T
nX x x x= L ， 

11 12 1

21 22 1

1 2

n

n

m m mn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L

L

M M M M

L

， ( )1 2, , , T
mb b b b= L ， 

则原 LP 问题的对偶(规划)为 
min w Yb=  
. .

0
s t YA C

Y
≥
≥

 

其中， 1 2( , , , )mY y y y= L 。 

从对偶关系式中可以看到，对偶规划中变量 Y 的分量的个数 m，与原 LP 问题中约束方程式的

个数 m 是一致的。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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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偶的一般求法 

1．怎样写出约束方程为等式的对偶规划？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三步进行： 
首先，把约束为等式的 LP 问题改写成不等式的形式。 

然后，根据分块矩阵的方法，将 LP 问题(4．2)中约束方程组的系数矩阵写成
A
A

⎛ ⎞
⎜ ⎟−⎝ ⎠

，常数项

矩阵写成
b
b

⎛ ⎞
⎜ ⎟−⎝ ⎠

，以 1 2( )Y Y 作为对偶规划问题的变量矩阵。 

后，令 

1 2Y Y Y= −  

则原 LP 问题(4．1)的对偶(规划)是 
min w Yb=  

. .s t YA C
Y
≥

无限制
 

2．结论 
由于任何一个 LP 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如下形式的 LP 问题(4．1) 
max z CX=  
. .

0
s t AX b

X
=
≥

 

则原 LP 问题(4．1)的对偶(规划)是 
min w Yb=  

. .s t YA C
Y
≥

无限制
 

3．应用举例 

三、对偶的基本结论 

基本结论  如果原问题（对偶问题）有一个确定的 优解 X*，那么对偶问题(原问题)也有一

个确定的 优解 Y*，而且这两个 优解所对应的目标函数值 z*＝CX*，w*=Y*b 相等，即 z*=w*。 

四、应用举例 

§4．2  影子价格 

一、影子价格的定义与经济含义 

影子价格——称对偶问题的 优解 Y*为原 LP 问题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简称影子价格。影

子价格解释为一个附加单位资源的价值。如原 LP 问题的某一个约束条件的影子价格表示为：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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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应的约束条件右端的常数增加一个单位资源时(假定增加资源以后，原 LP 问题的 优基不变)，
原 LP 问题目标函数 优值增加的数值。 

二、影子价格与单纯形表的关系 

影子价格只不过是 终目标函数中松弛变量的系数的相反数，也就是 优基 3B 对应的单纯形

表 3[ ]T B 中，松弛变量对应的检验数的负数。于是，当得到 LP 问题 优解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对偶

问题的 优解。 

三、应用举例 

§4．3  对偶单纯形法 

在 LP 问题 
max z CX=  
. .

0
s t AX b

X
≤
≥

 

中，如果常数项矩阵 

( )1 2, , , 0T
mb b b b= ≥L  

那么，在 LP 问题中引入松弛变量之后，可以得到初始可行基 0B ，设 0B 是单位矩阵，则对应

的初始基础可行解 

0

0

1
0 0 0

00
B

N

X bB b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存在某个常数项 0ib < ，且第 i 个约束方程式是“≤”号，就需要在第 i 个方程式两边同

乘-1，使 0ib− > 。此时，第 i 个方程式应变成“≥”号。为了构造初始可行基，在第 i 个方程式的

左边不仅需要引入一个松弛变量，还需要引入一个人工变量，这给求解 LP 问题增加了计算量。 
问题：能否从一个非可行基开始进行换基迭代，即允许初始基变量取负值。如果可以，需要什

么条件?此问题的答案是：当基 xB 对应的单纯形表 [ ]T B 中检验数全部非正时，可以运用对偶单纯

形法求解 LP 问题。 

一、对偶单纯形法 

(1)判断 

若基变量
1 0BX B b−= ≥ ，则 B 就是 LP 问题的 优基； 

若基变量值有负数，但其中某个负数对应的行没有负数，则 LP 问题无可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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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变量值有负数，且所有负数对应的行都有负数，则进行换基迭代。 
(2)换基迭代的步骤 

取
1B b−

中 上面的负数所在的行作为轴心行； 
用轴心行中所有的负数分别除对应的检验数，取其中 小的商对应的除数作为轴心项； 
在表 T[B]上进行初等变换，使轴心项所对应的列变为单位向量(即轴心项变为 1，其它变为 0)。 
经过有限次迭代， 终总可以求出 LP 问题的 优解或判定无 优解。 

二、应用举例 

三、比较 

单纯形法要求：初始基以及换基迭代过程中必须保证基变量
1 0BX B b−= ≥ ；在换基迭代过程

中，首先确定进基变量，即确定轴心列，然后确定出基变量，从而确定轴心项；当表了 T[B]中检

验数全部非正时，得到 优基 B。 
对偶单纯形法要求：初始基以及换基迭代过程中必须保证单纯形表中的检验数全部非正；在换

基迭代过程中，首先确定出基变量，即确定轴心行，然后确定进基变量，从而确定轴心项；当表

T[B]中基变量
1 0BX B b−= ≥ 时，得到 优基 B。 

§4．4  灵敏度分析 

当一个 LP 问题的 优解求出以后，如果所给问题的某些条件发生变化，所得的 优解会有什

么变化？或者条件变化在什么范围内，仍可使所有 优解不变？如果 优解发生了变化，应该如何

迅速寻求 优解？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就是所谓灵敏度分析或优化后分析。 

一、目标函数的系数发生变化 

当只有目标函数的系数发生变化时，显然原 优解的可行性不变，所以只需检查其 优性。因

为 

1
B j jC B p c− −  

所以不管有几个 jc 发生变化，都可按此公式检查各个检验数。若仍有全部
1

B j jC B p c− − <0，

则原 优解仍是 优解；否则需要换基，以求出新的 优解。 
但有时上述矩阵运算较为麻烦，这时可以直接利用原 优表进行计算还比较简单。分两种情况

讨论： 
1．基变量系数发生变化 
2．非基变量系数发生变化 
应用举例 

二、约束条件右端常数发生变化 

设约束条件的右端列由b 变为 'b ，则
1B b−

变为
1 'B b−

。这时需要重新检查
1 'B b−

的可行性。若



运筹学 

 1845

1 ' 0B b− ≥ ，则
1 'Bx B b−= ， 0Nx = 就是 优解。 

应用举例 

三、约束条件左端的系数发生变化 

1．非基变量系数的改变 
2．基变量系数的改变 
应用举例 

四、新变量的引入 

应用举例 

五、新约束条件的引入 

应用举例 

复习思考题 

1．若原 LP 问题有 10 个等式和 5 个变量，则对偶规划有（  ）个约束方程和（  ）变量。 
2．求下列 LP 问题的对偶规划 

（1） 1 2 3 4max 4 5 9 11z x x x x= + + +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 . 15
7 5 3 2 120

3 5 10 15 100
0 ( 1, 2,3, 4)j

s t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j

+ + + ≤

+ + + ≤

+ + + ≤

≥ =

 

（2） 1 2 3 4min 5 3 2 4z x x x x= + + +  

1 2 3 4

1 2 3 4

. . 5 8 10
2 4 3 2 10

0 ( 1,2,3,4)j

s t x x x x
x x x x

x j

+ + + =
+ + + =

≥ =

 

3．设 LP 问题 

1 2 3 4max 12 20 18 40z x x x x= + + +  

1 2 3 4

1 2 3 4

. . 4 9 7 10 6
3 40 4

0 ( 1,2,3,4)j

s t x x x x
x x x x

x j

+ + + ≤
+ + + ≤

≥ =

 

已知此 LP 问题的 优基为 B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846 

[ ]T B  

  1x  2x  3x  4x  5x  6x  
-z -56/3 0 -20/3 -10/3 0 -44/15 -4/15 

1x  4/3 1 7/3 5/3 0 4/15 -1/15 

4x  1/15 0 -1/30 1/30 1 -1/150 2/75 

 

求对偶问题的 优解和 优值。 
4．设 LP 问题 

1 2max 2 3z x x= +  

1 2

1 2

1 2

. . 6 3 36
10 10 71

3 6 36
0 ( 1, 2)j

s t x x
x x
x x

x j

+ ≤
+ ≤
+ ≤

≥ =

 

（1）求解 LP 问题； 
（2）在 大利润时，所有资源是否得到全部利用？ 
（3）各种资源的影子价格是多少？ 

5．下表是一个决策变量 0jx ≥ ( 1,2, ,5)j = L ，求目标函数 z 大值的单纯形表 

  1x  2x  3x  4x  5x  
-z -5 0 0 -1 -5 -6 

1x  -3 1 0 -1 2 -2 

2x  7 0 1 3 -4 8 

（1）此表对应的基是否是原 LP 问题的可行基？根据什么理由进行判断？ 
（2）试用对偶单纯形法求解。 
6．用对偶单纯形法求解下面 LP 问题 

（1） 1 2min 2z x x= +  

1 2

1

1 2

. . 2 4
5

3 6
0 ( 1, 2)j

s t x x
x
x x

x j

+ ≥
≤

+ ≥
≥ =

 

（2） 1 2min 2z x x= +  

1 2 3

1 2 3

. . 4 3 16
6 3 12

0 ( 1,2,3)j

s t x x x
x x x

x j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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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目标规划 

多目标决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于 60 年代。1961 年，科学家查尔斯( A · Charnes)和库帕

( W · W · Cooper)在“管理模型和线性规划的工业应用”中，第一次了目标规划问题。在我国，

目标决策的研究是从 1970 年后开始的。目标决策作为一种工具在解决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事

及系统工程等各个领域都有许多成功的应用。 
了解：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以及建模步骤。 
掌握：目标规划的基本思想，图解法和单纯形法。 
应用：能够应用目标规划的原理和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建模，并求解各类目标规划问题。 

§5．1  目标规划的基本概念 

一、目标决策的基本概念 

1．正、负偏差变量 
2．目标优先等级和权系数 
3．目标函数 
4．约束条件 
5．劣解、非劣解 
6．无可行解、无界的解 

二、目标决策的特点 

三、目标的排序 

1．成对比较法 
2．判定一致法 
（1）个人决策判定的一致性 
（2）群体决策判定的一致性 

§5．2  目标规划模型 

一、建模步骤 

1．确定决策变量； 
2．建立各约束条件方程式或不等式； 
3．建立各有关目标函数 
（1）确定每个目标的目标值； 
（2）对每个目标引入正、负偏差变量，建立目标约束方程，将其并入约束条件； 
（3）对所有的约束方程引入正、负偏差变量成为等式； 
（4）按一定优先等级与优先系数，以及对各目标的具体要求，建立目标函数 

二、目标规划的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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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目标规划的图解法 

研究含有两个决策变量的目标规划模型的图解方法，有助于了解目标规划求解方法的基本思

想。 

一、图解法基本步骤 

1．绘图 
（1）令偏差变量为 0，画各约束方程直线； 
（2）在各约束直线上标明偏差方向，并对需极小化的偏差变量加圆圈 
2．确定 优解 
（1）确定具有第一等级优先序数的各目标的目标解； 
（2）转移到具有第二等级优先序数的各目标，并对这些目标确定 优解； 
（3）重复步骤 2，直到所有级别的优先序数均被检查过为止； 
（4）确定问题的 优解以及达成目标的程度。 

二、应用举例 

§5．4  目标规划的单纯形法 

采用单纯形法求解目标规划的步骤与求解线性规划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单纯形表中的判别行

按优先级别顺序表示成了一个矩阵，而且判别 优解的准则应考虑到优先级别的因素而有所改变。 

一、基本步骤 

1．建立目标规划模型初始表 
假定初始解在原点，初始表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2．换基迭代 
（1）确定轴心列 
（2）确定轴心行 
（3）求新的单纯形表 
3．判断是否 优解 
首先从上往下检查检验数是否全部非正？如果全部非正，则表不全部目标都已达到,这已是

优表，算法终止。 
如果有某一裣验数为正，就说明这一等级目标尚未达到。这时，看这个检验数对着的上面的检

验数是否为负检验数？如果某毕王裣捡数的上面没有负检验数，说明尚未达到 优解，还可以继续

改进，我们就转入第二步。如果这一行的全部正检验数的上面都有负检验数，说明这个目标虽然尚

未达到，但再也不能改进了，所以也是 优解，算法终止。 

二、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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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动态规划 

教学目的和要求： 
我们称一次或同时处理所有的决策变量，以寻求这些决策变量的 优值的模型为静态模型。相

对于静态模型，生产、生活中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从时间或空间上可以将问题划分为若干个相互

联系的阶段，每一阶段都需要作出决策，我们称这样的问题为多阶段决策问题。如果我们把每个阶

段作出的决策所形成的序列称为策略，那么求解多阶段决策问题就是寻找问题的 优策略。 
了解：动态规划建模的基本概念。 
掌握： 优性原理，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 短路线问题，资源分配问题，背包问题，多阶段

生产安排问题。 
应用：能够应用 优性原理，动态规划基本思想求解各种动态规划问题。 

§6．1  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与最短路线问题 

动态规划是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的 优化问题的一种方法。所谓动态，指的是问题需要一个阶

段一个阶段的逐步处理。动态规划与线性规划不同，后者是一种算法，有标准的数学表达式并且可

以给出明确的规则，前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一种算法。 
动态规划大约产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1951 年美国数学家贝尔曼（R. Bellman）根据多阶段决

策的特点，提出了 优性原理，1957 年出版了《动态规划》，标志着动态规划的创立。动态规划

在企业管理、工程技术、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企业管理方面，动态规划可

以解决 优路径问题、资源分配问题、生产调度问题、库存管理问题、装载问题、排序问题、设备

更新问题等，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种重要的决策方法。 

一、动态规划建模有关概念 

一般来说，动态规划建模包括： 
1．确定阶段与阶段变量。阶段的划分一般按照时间或空间上的先后顺序进行，阶段变量是多

阶段决策过程中从开始到结束所需作出决策的数目。 
2．明确状态变量和状态可能集合。状态表示各阶段开始时所处的自然或客观条件，它既是该

阶段的起点，又是前一阶段的终点。第 k 阶段的状态就是第 k 阶段所有起点的集合。描述过程状态

的变量称为状态变量，第 k 阶段的状态变量常用 ks 表示，它是第 k 阶段所有可能取值（状态）的集

合。 

状态变量要求满足无后效性。所谓无后效性，即当过程在时刻 kt 所处的状态已知的条件下，过

程在时刻 t（ kt t> ）处的状态只与过程在 kt 的状态有关，而与过程在时刻 kt 以前的状态无关。即

当过程在时刻 kt 所处的状态已知的条件下，过程将来的发展与过去的情况无关，或者说，过程的将

来只是通过现在与过去联系，如果现在已知，那么将来就与过去无关了。 
3．确定决策变量和决策允许集合。与静态问题一样，决策变量应能够反映对问题所作的决策，

也有相应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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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状态转移方程。系统在第 k 阶段的状态 ks 在作出了决策之后，系统状态发生转移，这

一结果将直接影响系统以后的决策，因此必须明确状态转移方程。 

5．明确阶段效应和目标函数。阶段效应是第 k 阶段的状态 ks 在作出了决策之后产生的效果。 

二、最优性原理 

优性原理  作为整个过程的 优策略具有性质：无论过去的状态和决策如何，对前面决策所

形成的状态而言，后面的决策必须构成 优策略。 

三、最短路线 

应用举例 

§6．2  资源分配问题 

一、资源分配问题的数学原理 

现有资源 a，计划分配给 n 个工厂，用于扩大再生产。假设 

ix 为分配给第 i 个工厂的资源数， ( )i ig x 为 i 个工厂得到数量为 ix 的资源后，所提供的利润值，

问题：如何确定分配给各工厂的资源数，使得总的利润达到 大。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化为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1
max ( )

n

i i
i

g x
=
∑  

1

. .

0 1,2, ,

n

i
i

i

s t x a

x i n
=

≤

≥ =

∑
L

 

为了化为动态规划的形式求解，令 

( )k if x 为数量为 x 的资源分配给前 k 个工厂，所得的 大利润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求 ( )kf a 。 

由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可得到资源分配问题的递推关系式。当 k=1 时， 1( )f x 表示以数量为

x 的资源分配给第一个工厂时的 大利润。因为只给一个工厂，故 

1 1( ) ( )f x g x=  

一般情况，考虑 ( )kf x （1 k n< ≤ ）的递推关系式 

设分配给第 k 个工厂 y 的资源，0 y x≤ ≤ ，此时剩下 x-y 的资源分配给前 k-1 个工厂，如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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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优策略，得到的 大利润为 1( )kf x y− − ，因此，总利润为 

1( ) ( )k kg y f x y−+ −  

根据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有 

10
( ) max{ ( ) ( )}k k ky x

f x g y f x y−≤ ≤
= + −  

其中 2,3, ,k n= L 。 
如果资源 a 以整数为分配单位，在变量 y 只取非负整数0,1,2, , xL 。于是 

10,1, ,
( ) max { ( ) ( )}k k ky x

f x g y f x y−=
= + −

L
 

二、应用举例 

§6．3  背包问题 

一、背包问题的数学原理 

假设旅行者选取第 j 种物品的数量为 jx （非负整数）， 1,2, ,j n= L 。该问题可化为如下形式

的整数线性规划问题 

1
max

n

j j
j

c x
=
∑  

1

. .

0 1, 2, ,

n

j j
j

j

s t a x a

x j n
=

≤

≥ =

∑
L

 

jx 为整数。 

为了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令 

( )kf y 表示总重量不超过 y 公斤，背包中只装前 k 种物品时的 大使用价值。 

其中 0y ≥ ， 1,2, ,k n= L 。 

实际上，我们的问题就是求 ( )nf a 。 

如果把 k理解为阶段数，把 y理解为状态——背包中可装进物品的总重量为 y公斤的那种状态，

那么利用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可得出递推关系式。 

实际上，假设先装第 k 种物品，其数量为 kx 件（0 k ka x y≤ ≤ ， kx 为整数），于是旅行者装

前 k-1 种物品的重量就不能超过 k ky a x− 公斤，处于状态 k ky a x− 的情况下，只装前 k-1 种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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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用价值为 1( )k k kf y a x− − ，所以，总的使用价值为 

1( )k k k k kc x f y a x−− −  

由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有 

1
0

( ) max { ( )}
k

k

k k k k k kyx
a

f y c x f y a x−
≤ ≤

= + −  

其中， kx 为整数， 2 k n≤ ≤ 。 

当 k=1 时，显然 

1 1
1

( ) yf y c
a
⎡ ⎤

= ⎢ ⎥
⎣ ⎦

，（ 1
1

yx
a
⎡ ⎤

= ⎢ ⎥
⎣ ⎦

） 

其中，
1

y
a
⎡ ⎤
⎢ ⎥
⎣ ⎦

表示不超过
1

y
a

的 大整数。 

二、应用举例 

§6．4  多阶段生产安排问题 

一、多阶段生产安排问题的数学原理 

令 ( )kf x 表示资源数量为 x，进行 k 阶段的生产，采取 优决策安排生产时所得的 大总收益

（ 1,2, ,k n= L ）。 
把目前所具有的原料 x 作为状态，k 作为阶段数。设想在第一个阶段将数量为 y 的原料用于第

1 种生产方式生产，那么用于第 2 种生产方式生产的原料数量为 x-y，第一阶段生产后的总收益 

1 2( ) ( )g y g x y+ −  

回收的原料数 

1 2 ( )a y a x y+ −  

如果在以后的 k-1 个阶段采取 优决策安排生产， 大收益为 

1 1 2( ( ))kf a y a x y− + −  

于是，这 k 阶段的总收益为 

1 2 1 1 2[ ( ) ( )] ( ( ))kg y g x y f a y a x y−+ − + + −  

根据动态规划的 优性原理，得到 

1 2 1 1 2 20
( ) max{ ( ) ( ) (( ) )}k ky x

f x g y g x y f a a y a x−≤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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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3, ,k n= L 。 
当 k=1 时，显然 

1 1 20
( ) max{ ( ) ( )}

y x
f x g y g x y

≤ ≤
= + −  

二、应用举例 

复习思考题 

1．某公司有资金 4 百万元，可以向甲、乙、丙三个项目追加投资，各项目可以有不同的投资

额，相应的效益如下表所示。问怎样分配资金使总效益 大？ 

投资项目 投资额 
0 1 2 3 4 

甲 38 41 48 60 66 
乙 40 42 50 60 66 
丙 48 64 68 78 76 

2．一辆卡车，有效载重量为 24t，可运输物品的重量及运费收入如下表，问运载哪几种物品收

入 多？ 
物品 重量（t） 收入 

1 8 3 
2 13 5 
3 6 2 
4 9 4 
5 5 2 
6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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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决策分析 

决策分析是本讲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了解：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各种决策的基本思想。 
掌握：风险投资决策问题、层次分析思想方法。 
应用：能够应用风险投资决策、层次分析方法分析求解各种决策问题。 

§7．1  风险投资决策 

当决策者在各种投资方案中进行选择，并且已知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对各种方案的结果将会产生

影响，这就是有风险的投资决策问题。 

一、决策树法 

1．“逆向简化法” 
风险投资决策 常用的方法，是益损期望值决策方法，简称决策树法。这种方法采用以益损期

望值大小作为评价方案的标准，收益期望值 大（或损失期望值 小）的方案就是 优方案。 
在决策树上，用方格表示决策点，用圆圈表示事件的机会点。从机会点引出若干条直线，每条

直线代表一种自然状态，并标明每一状态的概率值，称作概率枝。把各种方案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

益损值记在概率枝末端。然后就可以从决策树的 末端开始，计算出每个方案的益损期望值。 
益损期望值的计算公式 

1
( ) ( , ) ( )i i j j

j
E A U A S P S

=

=∑  

其中， ( )jP S 表示自然状态下 jS 出现的概率， ( , )i jU A S 表示当自然状态为 jS 时，采用 iA 投

资方案而得到的益损值。 
把计算得到的每一方案的益损期望值填在机会点上。 后，比较各个投资方案的益损期望值，

选效益 大（或损失期望值 小）的一个期望值填在决策点上，表示相应的投资方案是 优方案，

而其余所有的投资方案删除，称剪枝。 
2．应用举例 

二、未来市场信息的价值 

如果决策者考虑在决策之前进行未来市场调查，从而获取概率信息源。 
1．决策步骤 
（1）给出产品过去的销售统计资料，得出市场销售状态的概率分布； 
（2）给出调查人员调查分析能力的水平以及调查所需要的费用； 
（3）根据调查人员对未来市场销售状态的判断水平，求出未来市场销售状态的概率分布； 
（4）当调查人员给出未来市场销售状态的信息，求出在此条件下市场销售状态的概率分布； 
（5）当调查人员给出某确定信息之后，依据效益期望 大为 优方案原则，确定执行方案，

并求出在此状态下的效益期望值，计算出信息的价值。 
2．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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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特别适合于那些难于完全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复杂问

题。实际上，在决策时，影响决策的因素众多，其中某些因素是可以度量的定量指标，另外，也有

一些因素是不可度量的，只能定性描述。层次分析法就是考虑如何将定性关系转化为定量关系分析

的有效方法，它一般将相关因素按照支配关系分成若干层次，通过两两比较，确定层次中各因素的

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决策者的判断，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终作出 优决策。 

一、AHP 法的基本步骤 

1．建立层次模型结构 
2．构造判断矩阵 
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构造判断矩阵之后，我们需要计算出其 大特征值 maxλ 及标准化的对应特征向量，这里的特

征向量即为某一层次中相应元素对于上一层次中某个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重值，这个过程被称

为层次单排序。 
4．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如果模型由多个层次构成，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 高层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过程，称

为层次总排序。 

二、应用举例 

复习思考题 

1．应用决策树法解决实际经济管理中的问题 
2．举例说明层次分析法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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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大纲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任务：练习线性规划在 Excel 中的实现。 
目的：了解 Excel 中的规划求解功能。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 Excel 中的规划求解功能。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Excel 在线性规划求解中的应用 
1．预习要求 
单纯形的有关知识。 
2．实验目的 
了解 Excel 中的规划求解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例题求解。 
4．实验学时 
2 
5．教师点评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01 Excel在线性规划

求解中的应用 
2  实验课 计算机，含规划

求解的 Excel 
C116 

五、考核方式 

练习作为平时成绩。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自编讲义。 

七、说明 



 

《政府管制经济学》教学大纲 

郭  琳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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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政府管制经济学 

英文名称: The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课程性质：《政府管制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作为一门理论

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也被作为部分文科类专业的选修课程。目前该课程在我校主要是面向商学院经

济学专业开设，属专业选修课程。 

教学环节：该课程总学时为 36 学时，全部为课堂学习与提问。 

考核形式：主要采用闭卷笔试。 

编写目的：《政府管制经济学》 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在经济学体系中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作为这样一门理论性、政策性很强的课程，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密

切联系的原则，既要突出政府管制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新动态，又要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因此，本教学大纲的编写不仅在于规范《政府管制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考核范围，

而且在于更好地体现本学科的教学目标，突出本学科的重点、难点，以便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更好

地实现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简介：《政府管制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引领学生进入管

制经济学领域的概论性课程。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认识政府管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掌握政府管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内容和基本政策手段，从理论的高度对我国的政府管制改革和

现象加以理解和分析，并且结合国内外实践了解政府管制工具的具体运用，尤其是如何规范和促进

自然垄断性行业的竞争与发展，如何促进环境保护、卫生健康以及产品质量、安全等社会目标的实

现。有鉴于此，本课程教授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政府管制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工

具。具体而言，主要内容包括政府管制的经济分析；政府管制及其俘获理论概述；经济性管制的基

本理论及其政策工具；社会性管制的基本理论及其政策工具；政府管制的案例分析与中国的政府管

制改革等。 

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 

1、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2、马昕等：《管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3、马云泽：《规制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年。 

4、王雅莉，毕乐强：《公共规制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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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管制的基本概念与特点，管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

质、管制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管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管制经

济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管制的概念和特点 

一、管制的概念 

1、管制的名称。管制、规制和监管的本质一致的。 

2、管制的概念。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管制者（主

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和监督行为。 

二、管制的普遍性与合理性 

1、管制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 

2、管制的合理性。 

第二节  管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经济性管制 

1、经济性管制的概念。经济性管制是指在自然垄断和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为了防止资源

配置低效率和确保利用者的公平利用，政府机关利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

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管制。 

2、经济性管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价格管制、进入和退出市场管制、投资管制、质量管制。 

二、社会性管制 

1、社会性管制的概念。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

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着提供他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

定行为的管制。 

2、社会性管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工作场所安全、卫生健康等方面的

管制。 

第三节  管制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一、管制经济学与经济学 

国家或政府是财政分配活动的主体。管制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研究管制科学性的一门新兴应

用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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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经济学与行政管理学 

具有直接联系，因为管制的基本手段是行政手段。 

三、管制经济学与政治学 

密切相关。管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四、管制经济学与法学 

存在必然联系。管制者必须有一定的法律授权，已取得法律地位、明确其权利和职责；同时，

管制的基本依据是有关法律规定。 

五、管制经济学与管理学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明两者之间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这要求管制者应有

管理学知识，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 

第四节  管制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管制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初步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前已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二、中国的管制经济学 

正处于成长阶段。 

第五节  管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并以实证研究为主。 

二、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 

静态研究是对特定产业和领域现状的研究，动态研究是对特定产业和领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发展趋势的研究。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对于复杂的数量关系，需要定量分析寻找较优的解决方案。 

四、系统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 

通过系统研究掌握基本内容，通过在那里研究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复习与思考题： 

１、 什么叫管制？它和一般的行政管理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２、 简述管制的三大研究领域。 

３、 为什么说管制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应用性学科？ 

４、 管制经济学有哪些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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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 植草益：《微观管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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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制的经济分析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管制的性质与目标，管制需求与供给、管制的成本与效益

以及管制的有效性等问题。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管制的需求与供给和管制的成本与效益。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管制的性质与目标 

一、管制的经济属性与逻辑 

1、管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1）管制是无形的，只表现为法律制度、规则等，在其实施

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2）管制的供应权具有垄断性，只能由政府独家提供。（3）管制在宏

观层面上受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微观层次上一项管制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产生不

同的影响。 

2、管制也具有稀缺性。由稀缺性引发的成本节约问题，便转化为对 优管制政策的慎重选择

和收益 大化设计问题。 

二、政府管制的目标 

1、经济性管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资源有效配置、确保企业内部效率、避免收入再分配以及

企业财务的稳定化。 

2、社会性管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规避人类活动中由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各种问

题，实现保护环境、防止公害、防止产业灾害，确保文化教育、福利和保障国民安全、健康卫生等

目标，从根本上增进社会福利。 

第二节  管制的需求与供给 

一、管制需求的经济理由 

（一）管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 

1、对卖方垄断权的回应。 

2、对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3、对不充分信息的补偿。（1）供给者通过使消费者上当受骗而获得利润；（2）消费者不能轻

易的对收集到的信息作出评价，而犯错误的代价很高。（3）根据某些理由，市场的供给方面不能提

供所需要的信息。 

（二）政府管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 

政府管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管制的供给与管制机构 

1、管制的供给内容主要有：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公用事业中

的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与热力、公共汽车与地铁、城市出租车；广播电视中的邮政、有线电

视、卫星电视广播、电信；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管道运输。 

2、管制的方式主要有：进入管制如国家垄断、许可、申报、审批、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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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制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核准等。 

3、管制的机构几乎涉及所有政府机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成为管制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节  管制的成本与收益 

一、成本收益分析的动因 

1、管制的供求失衡。 

2、管制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3、管制实施与管制改革的社会财力支持相对不足。 

4、现行管制结构设计不尽合理。 

二、政府管制的成本 

（一）政府管制成本的构成 

首先，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 

其次，政府管制作为一种政府供给的正式制度安排，其供给成本至少包括规划设计与组织实施

的费用，消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实施成本

等。 

后，政府管制中包括权力成本。 

（二）政府管制的行政程序与成本：交易费用分析 

1、信息收集 

2、规章制定 

3、行政裁决 

（三）管制成本的估计 

五种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支出测算研究，工程成本分析，生产率研究，一般均衡分析 

（四）被管制企业的运营成本 

被管制企业的运营成本并不是管制政策本身的成本，但管制政策本身却必须考虑被管制企业运

营成本的约束。 

三、政府管制的收益 

（一）政府管制的收益构成 

1、管制的收益是指通过合理界定和分配权力，有助于减少经济运行过程中总的人为垄断因素、

低效与无序竞争因素、外部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建立有效的市场，推动市场交易，实现资源的有效

配置。 

2、政府管制的收益可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 

（二）管制政策的影响 

1、管制政策的影响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2、管制对市场交易的影响 

（1）价格管制与市场均衡的变化： 低价格导致过度供给， 高价格引发过度需求。 

（2）进入管制与市场交易：进入管制政策会减少市场交易机会 

（3）增进市场交易机会的管制政策：合同条款管制和环境管制可能增进市场交易机会。 

（三）管制收益的估计和管制的效率损失 

1、管制收益的两种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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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询问了解人们愿意为管制制度付出的金额。 

（2）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判断人们实际上为这种管制政策所付出的数额。 

2、管制效率损失的表现： 

（1）企业内部无效率的产生。 

（2）管制者的自主裁决与寻租。 

（3）由管制滞后产生的企业损失。 

（四）管制改革对收益的影响 

通过放松管制而获得的福利是巨大的。 

第四节  管制的有效性 

一、管制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1、功利主义 

2、新制度经济理论 

3、福利经济理论 

4、公共选择理论 

二、影响管制有效性的因素 

1、政府行为目标的多样性 

2、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成本的产生 

3、不对称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低下 

4、管制中的多重委托代理 

案例：政府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有关环境管制条例收益的估算 

二、有关环境管制条例收益的估算 

复习与思考题： 

１、 从供求角度分析政府管制的产生。 

２、 对政府管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３、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政府管制的有效性。 

拓展阅读书目： 

1. 植草益：《微观管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 

2. 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3.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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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垄断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性，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自然垄断对经

济效率带来的影响。分析自然垄断的强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可维持性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垄断的边

界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自然垄断的基本特性和自然垄断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

发展变化趋势。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自然垄断的基本特性 

一、对自然垄断理论的传统理解 

1、规模经济性，包括成本导致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系统导致的规模经济。 

2、大量的沉没成本。 

概言之，单一产品的自然垄断有两个基本特点：持续下降的平均成本和成本的弱增性。 

二、自然垄断特征的现代观点 

1、自然垄断通常是指这样一种生产技术特征：面对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与两家或更多的市

场相比，某单个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供应市场。自然垄断起因于规模经济或多样产品生产经济。 

2、概括地说，在多产品产出的例子中，自然垄断的定义是成本函数必须有弱增性，规模经济

此时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3、在决定自然垄断基本特征的因素中，还可以从需求方面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来考察。（1）

在生产单一产品的几家寡头垄断企业中，消费者偏好和产品质量是自然垄断的决定性因素。自然垄

断产生于单个企业中并使市场的社会剩余 大化的行业，从而避免了成本比较所依据的规模的模糊

性。（2）没有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另一方成本或节省的成本应该被纳入对自然垄断的分析中。 

第二节  自然垄断的可维持性 

一、自然垄断的强度 

1、当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只能以平均成本定价，既保证能够了企业的利益，又能将潜在

竞争者拒之门外，这种情况称为强自然垄断。 

2、当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边际成本定价恰使盈亏相抵，这种情形被称为弱自然垄断第

一种情形。 

3、当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定价导致企业盈利并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在这

种情形下，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使企业盈利，实现了社会福利 大化，自然垄断中边际成本定价矛盾

不复存在，被称为若自然垄断第二种情形。 

二、自然垄断的可持续性与管制需求 

1、在强自然垄断情况下，自然垄断是可维持的，竞争者无法抢走在位垄断企业的市场，不需

要政府进入进行管制。但为了防止自然垄断企业制定垄断价格，可采取由潜在进入着的竞争威胁来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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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弱自然垄断情况下，当自然垄断企业盈利，此时的自然垄断可以认为是不可维持的，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低效率的浪费性进入，需要政府对进入进行管制。 

第三节  自然垄断与经济效率 

一、自然垄断对经济效率的正面影响 

1、规模经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首先，在一定规模范围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采用更大型的高效设备，从而节约投资、

降低消耗、减低成本费用。 

其次，大规模生产经营有利于实现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 

再次，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批量增加，有助于采用先进工艺。 

后，由于某些生产具有不可分性，只有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得以充分利用。 

2、范围经济减少市场交易费用。 

利用范围经济的 主要的形式就是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的形式包括同心多元化、水平多元

化、垂直多元化和集团多元化等。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速度。 

现实的压力和潜在的威胁使在位的垄断企业可能不得不在创新方面花费时间和金钱，以维护它

的地位。 

4、在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政府调控的宏观经济方面也起着积极作用。 

首先，垄断企业都是一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其成长和发展状况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就有着很大的

影响。 

其次，自然垄断部门产品价格的刚性特点维持了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性。 

再次，对于目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少数垄断大企业雇用着较多比例的人员。 

后，宏观调控的每一种方式都离不开垄断企业的作用。 

二、自然垄断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 

（一）规模不经济导致经济低效 

首先，对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管理的复杂程度增加 

后，市场容量的有限性。 

（二）自然垄断产生的福利损失 

主要通过价格歧视、搭配售卖和质次价高等方式造成福利损失。 

（三）X 低效率阻碍企业进步 

处于独占地位垄断企业明显存在着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不但产生市场配置低效率，还会产生

另一种非配置低效率，即 X 低效率，这一低效率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外部环境无法

产生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高效率，而且垄断管理者与所有者目标的不尽一致，使企业

难以形成利润 大化和成本 小化的共同行为，结果导致企业利润费用化，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垄断企业没有其他企业作参照，也没有适当的标准判断其经营的有效程度如

何，结果比竞争企业更难于监督其内部效率。 

（四）为维护垄断地位进行的政治寻租 

（五）交叉补贴和撇奶油 

交叉补贴的存在，产生了经济低效，并且容易形成撇奶油的现象，即竞争者进入利润较高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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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从在位企业那里撇走了“上层的油”，剩下的只有“下层的奶”，利润很薄的市场。 

第四节  自然垄断的动态性 

一、自然垄断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来自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化以及成本变化，与源于需求特征的变化，尤其是需求的扩张所表现出

来的市场扩张，都会改变传统自然的概念和特征，并导致传统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变化，从而形成

更大、更广阔的能够容纳多家企业竞争性的提供有关产品或服务的市场。 

二、引起自然垄断动态变化的因素 

1、市场需求的变化改变自然垄断边界 

2、供给技术变化改变自然垄断边界 

案例：电力产业自然垄断特征的动态变化 

一、生产的分散性 

二、电力输送的可控性 

三、多功能性 

四、增加负荷管理的可能性 

五、增加的可替代性 

复习与思考题： 

１、 简述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 

２、 简述强自然垄断和弱自然垄断的区别。 

３、 简述自然垄断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史普勒：《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2、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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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进入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进入管制的经济依据、政府承诺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对原

有企业阻碍新企业进入行为管制、对原有企业与新企业的不对称管制等有关进入管制的重要内容。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自然垄断的基本特性和自然垄断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发展变化趋势。要求重点

掌握进入管制的经济依据和对原有企业阻碍新企业进入行为的管制。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进入管制的经济依据 

一、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是自然垄断产业进入管制的两难选择 

既有一架企业或少数企业垄断经营，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率，还是放松进入管制，由多家企业竞

争性经营，以较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率。也称为“马歇尔困境” 

二、有效竞争的概念与实质 

1、有效竞争的概念。 

有效竞争就是只讲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两者有效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

局。 

2、有效竞争的实质。 

有效竞争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有效竞争的实质就是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率。 

三、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 

1、有效竞争的特征。 

第一，有效竞争是一种竞争收益明显大于竞争成本的竞争。 

第二，有效竞争是一种适度竞争。 

第三，有效竞争应符合规模经济要求 

2、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 

有效竞争是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一种理想状态，有效竞争的标准不仅因产业而异，而

且因时间而异。 

第二节  政府承诺与投资行为 

一、管制滞后效应 

1、管制滞后效应的概念。 

管制政策调整周期内对生产效率的刺激通常被认为是“管制滞后效应”。 

2、管制滞后效应的作用。 

管制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具有两面性，它既有相对稳定的管制价格和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技术状

况相背离的一面，也有刺激企业努力提高效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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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承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当企业考虑到投资管制的动态性和可信性时，出于对将来调整管制政策的担忧，企业会减少投

资的热情，从而导致投资不足，并影响公共利益。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管制这就需要对有关企业

提高能够一种比较可信的保障机制。 

第三节  阻碍进入行为管制 

原在位企业为了维护垄断地位，可能会采取阻碍潜在竞争者的行为，例如，采取掠夺性定价战

略；通过事先收买专利，致使潜在竞争者难以取得有竞争力的技术，抑制其进入市场；通过广告、

产品差异和产品品牌等方面的战略来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等。这说明管制者应该采取适当的管制政

策，消除市场上原有企业设置的各种进入壁垒，以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第四节  不对称管制 

一、不对称竞争与不对称管制 

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现象是：新企业与原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竞争能力不对称的竞

争，与不对称竞争相适应，政府应该对原有企业与新企业实行“不对称管制”，对新企业给与一定

的政策优惠，扶植其尽快成长，与原有企业实行势均力敌的对称竞争，以实现公平、有效的竞争。 

二、不对称管制的普遍性 

对自然垄断产业内原有企业与新企业实行不对称管制，是各国政府在进入管制实践中所遵循的

基本原则。 

三、不对称管制的主要内容 

在具有网络型的自然垄断产业中，政府要求对原有企业实行强制性联网，并允许新企业只按边

际成本付费，既不要求新企业承担固定投资费用；另外可允许新企业不承担提供普遍服务义务，是

新企业有财力拓展业务范围，以及允许新企业利用价格优势争取顾客。 

案例：政府承诺缺失下的城市水务特许经营 

一、中国引入分离和特许经营权的主要目的 

1、通过 BOT 和特许经营权的引入，让城市水务自负盈亏或者减少亏损，从而减少地方能够财

政压力。 

2、吸引投资，通过企业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从而提高水务市场

的效率。 

二、政府承诺的缺失 

1、滥用承诺和承诺不连续性。 

2、管制机构的缺失。 

3、法律的缺失。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有效竞争的实质与衡量标准。 

2、简述管制滞后效应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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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不对称管制的理论依据及其政策措施。 

拓展阅读书目： 

1、王俊豪：《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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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价格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价格管制的三大政策目标，价格管制目标与定价方式的关

系，价格水平管制模型和价格结构管制问题。要求重点掌握价格水平管制模型和价格结构管制。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价格管制的目标 

一、促进社会分配效率 

垄断企业由于拥有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不存在任何外部约束机制，他们就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

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就有可能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

扭曲分配效率。 

二、刺激企业生产效率 

价格管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管制手段，其管制功能不仅仅是通过制定 高管制价格，以保护消费

者利益，实现分配效率，而且要刺激企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不断进行技术革

新和管理创新，努力实现 大生产效率。 

三、维护企业发展潜力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对自然垄断产业的需求有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政府在制定自然垄断产业

管制价格时，考虑到是企业具有一定的自我积累、不断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 

 

第二节  价格管制的方式 

 

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水平管制目标与定价方式具有密切关系。 

在自然垄断企业中，以边际成本决定管制价格水平通常是不现实的，但边际成本可以作为制定

管制价格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用以衡量实际管制价格水平与边际成本的差异程度。 

第三节  价格水平管制 

一、美国的传统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 

被管制企业首先向管制者提出要求提高价格或投资回报率的申请，管制者经过一段考察起，根

据那些影响价格的因素变化情况，对企业提出的价格或投资回报率水平作必要调整， 后确定企业

的投资回报率，并以此作为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定价的意见。 

二、英国的最高限价管制模型 

英国的 高限价管制采取 RPI-X 模型，RPI 表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 是由管制者

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效率增长的百分比。 

在英国的 高限价管制模型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谈判的焦点是 X 的选择，由产业的技术经济

特点所决定，X 在产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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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价格管制模型的比较分析 

1、美国价格管制模型分析 

美国的价格管制模型是通过对投资回报率的直接控制而间接管制价格的。其中一个理论依据

是，自然垄断产业需要足够的投资，用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但这种模型

有明显的缺陷： 

一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固定的投资回报率定价，几乎不存在政府管制对提高效率的刺激机

制； 

二是由于投资回报率的技术是企业所用的资本，这就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而取得更多

的利润，所以这种价格管制模型会产生 A-J 效应； 

三是从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看，管制双方不仅要就投资回报率的水平问题讨价还价，而且

管制者还要为正确计量投资回报率的基数大伤脑筋。 

2、英国价格管制模型分析 

英国试图通过直接管制价格以避免美国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的上述不足。其优点是在一定

时期内，固定价格的上涨幅度能够刺激企业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较多的利润，同时，价格管

制限制了企业的利润努力，这促使企业对生产要素实行优化组合，但不至于出现在投资回报率价格

管制下存在过度资本密集化的现象。此外，它也相当简单： 

一是不需要详细评估企业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技术革新、销售额等变化情况。 

二是不需要每年，而是以 3-5 年作为价格调整周期。 

三是这种价格管制模型只控制多产品生产企业 高综合价格水平，并不是特定的价格结构。 

四是它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 

3、总体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模型与英国的 高限价管制模型的根本性区别表现

为：从利润水平管制到价格水平管制的转换，将会产生风险与利益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转移。 

四、中国价格水平管制模型的构建 

1、中国不能照搬英国模型，原因是： 

一是英国的管制模型实质上只是规定管制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率，它是以合理的基价位假设前提

的，而基价的确定必然要以成本为基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构建价格管制模型是不能回避成本问题。 

二是在近期内，中国的许多产品价格还属于价格调整阶段，零售价格的变动幅度较大且不稳定。 

2、中国价格水平能够管制模型的构建 

基本思路是：虽然政府不能观察企业成本的实际运行过程，但政府能发现成本的运行结果，通

过控制成本的变化结果，促使企业自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第四节  价格结构管制 

价格结构管制的中心任务就是监督企业如何把许多共同成本合理的分摊到各种产品和服务之

重，并由不同类型的顾客来承担。 

一、线性定价与非线性定价 

1、线性定价可分为定额价格和同一从量价格。 

定额价格使之无论消费量大小，都按固定标准收费的价格。 

同一从量价格是指无论消费量大小，都按同一的单位价格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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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价格和同一从量价格都表现为线性形式，所以都被称为线性定价。 

2、非线性定价 

根据用户的消费量、消费时间、使用的设备和提供服务所需机器设备的利用状况等的不同，制

定出多种多样能较好的反映需求与成本的价格结构，这些价格结构不是单纯的线性形式，而是具有

复杂结构的非线性形式时，所以被称为非线性定价。 

二、两部定价 

两部定价所形成的价格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与消费量无关的“基本费”。 

二是根据消费量收取的“从量费”。 

从社会分配效率角度看，两部定价虽然次于边际成本定价，但优于按平均成本定价。 

三、高峰负荷定价 

从原理上讲，为了缩小高峰需求和非高峰需求的差异，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对高峰需求制定高

价，以抑制消费，而对非高峰需求制定低价，以鼓励消费，通过这种价格差异，促使消费者在消费

过程中对消费量与价格的关系作出一定的反映，从而熨低消费高峰和低谷的落差，提高负荷率，进

而提高自然垄断产业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减少复定资产投资需求，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运用。 

四、差别定价 

差别定价是指垄断企业在同一时间以同一产品或服务对不同的购买者制定不同的价格。 

1、差别定价的条件 

一是企业拥有垄断性的支配价格的能力。 

二是购买者对同一场产品或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自愿支付不同的价格，而且企业能

够根据这种需求价格弹性对购买者进行区分。 

三是能够将不同的购买者市场相分离。 

2、差别定价的三种形式 

（1）一级价格差别。若垄断企业完全了解每个消费者对任何数量的产品愿意支付的 高需求

价格，就可以对每一单位数量的产品分别制定差别价格，从而使消费者剩余完全为垄断企业所侵占，

变成生产者剩余。 

（2）而基层价格差别。它是指垄断企业把产品或服务分成若干数量组，按组制定不同的价格。

在现实中，二级价格差别表现为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各种数量折扣，以鼓励消费者多使用产品或服

务。 

（3）三级价格差别。它是指垄断企业在不同的市场上对同种产品或服务制定不同的价格。也

就是说，垄断企业为了取得较多的收益，要求销售到所有市场上的产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3、对差别定价的管制 

首先，政府应该限制采取完全侵占消费者剩余的一级价格差别。 

其次，根据产业的发展状况，严格控制企业的综合价格水平不得超过政府规定的管制价格水平。 

附录：A-J 效应 

A-J 效应是指为生产特定产品和服务，企业会运用过多的资本投资以替代其他投入品，其结果

会造成生产低效率。 

 

案例：中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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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联动 

二、建立电煤价格信息系统及指标体系 

三、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 

四、核定电网经营企业输配电价格。 

五、确定电价联动周期 

六、按电网区域分价区实行煤电价格联动 

复习与思考题： 

1、价格管制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2、简述传统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的特点。 

3、简述 高限价管制的特点。 

4、简述构建中国价格管制模型的基本思路。 

5、简述价格结构的主要形式。 

拓展阅读书目： 

1、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史普勒：《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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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激励性管制与放松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传统的经济性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经济性管制的发展趋

势，激励性管制理论与各种激励性管制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世界范围内放松管制的理论与实践。要

求重点掌握传统的经济性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激励性管制理论与各种激励性管制政策的主要内

容。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经济性管制的趋势 

一、传统管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技术进步改变了某些产业或产业中某些环节的自然垄断性质，通过管制维持其垄断的意见

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 

2、市场容量和范围的扩大，使平均臣本 低的场上的产量水平相对于扩大了的市场规模而言

变得比较小，从而使该产业具备了多家企业竞争的条件，否定了由一家企业独占市场的合理性。 

3、政府管制造成了政府失灵。 

首先，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会使企业内部产生 X 低效率。 

其次，官职很难采取有效率的形式。 

后，政府本身也在追求利益 大化。 

4、管制影响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5、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在人、财、物信息等方面进行更广泛的联系，以降低生产成本，而政

府的管制却制约了这些资源的流动。 

6、成本弱增性和可竞争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管制实践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发达国家的管制改革 

1、民营化浪潮。 

2、管制理念的深化。 

3、放松进入管制，开放市场。 

4、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在非自然垄断业务领域引入竞争。 

5、管制方式有传统管制向激励性管制转变。 

第二节  激励性管制 

一、激励性管制理论的产生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激励管制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管制理论产生了。它把管制问题看作是一个委托

代理问题，着重研究如何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进行激励框架的设计，其实质

是给与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服务，又到企业逐步接近社会

福利 大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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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性管制理论的主要内容 

1、激励性管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和保持原有管制结构的条件下，给予被管制企业提高内部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的

刺激。 

2、激励管制合同的设计 

为了有效甄别被管制者的成本类型，激励框架的具体设计方法是：管制者可以提供的激励管制

合同有两种，分别为价格上限合同和服务成本合同，被管制者可在这两种合同中任选一种，或拒绝

接受任何合同。 

3、影响激励管制合同实施效率的主要因素 

（1）管制俘虏。 

（2）管制承诺的可信性。 

三、几种具体的激励性管制政策 

1、特许投标制度。特许投标竞争理论是一种借助竞争的间接管制理论，它强调在政府管制中

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拍卖的形式，让多家企业竞争在某产业或业务领域中的特许经营权，在一定的

质量要求下，又提供 低报价的那家企业取得特许经营权。 

2、区域间比较竞争。通过将经营条件、经济水平相近的同类企业进行比较，以其中效率较高

的企业作为参照系，使特点那个地区的企业在其他地区企业业绩的刺激下提高自己内部效率的一种

方式。 

3、社会契约制度。其基本操作方式是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在修订收费是就设备运转率、热

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够实现比合同规定得更好成绩则给与被

管制者报酬，否则给予处罚。 

第三节  放松管制 

一、放松管制的边界 

在实践中，鉴于变化的需求模式，技术、产品组合以及传统自然垄断产业中的新产品相互依赖，

很难确定一个一般的管制方法来管制这些企业，所以，对于放松管制的具体边界和实际操作也很难

确定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 

二、放松管制的背景 

1、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以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政府财政赤

字扩大，继续消减包括管制在内的政府支出。 

2、技术变迁改变了自然垄断的边界。 

3、作为传统自然垄断产业主要载体的国有企业普遍开始出现技术革新滞后、效率低下、亏损

严重的现象。 

4、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各国之间的国际联系越发密切，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源

的流动，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美国放松管制的实践 

1、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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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 

3、航空 

4、内陆运输业 

5、银行 

案例：特许投标理论的一个应用实例 

一、背景 

二、过程 

三、合约 

四、简要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传统管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简述激励性管制的基本特征。 

3、简述中国经济性管制体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拓展阅读书目： 

1、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植草益：《微观管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 

2、史普勒：《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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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卫生健康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卫生健康管制需求，并分别对食品、药

品质量管制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管制进行分析。要求重点掌握卫生健康管制需求以及对食品、药品和

医疗卫生服务管制的方法和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信息不对称与卫生健康管制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首先，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 

其次，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道德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与卫生健康管制需求 

（一）食品市场的基本特征与食品质量管制需求 

1、基本特征 

（1）食品市场的需求。不同食品虽然表现出不同的需求弹性，但是消费者一旦食用，则会直

接对其卫生健康造成影响。 

（2）食品市场的供给。同类食品行业一般都存在许多企业竞争性生产的局面，企业生产产品

的差异性由于食品种类的不同而存在区别。 

2、信息不对称与食品质量管制需求 

（1）食品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搜寻品。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了解到的食品质量信息，如食品的颜色、光泽、大小等，

在食品市场中，这类质量信息几乎是完备的，具有这类信息特征的产品称为搜寻品。 

第二类是经验品。消费者在食用之后才能了解到的食品质量信息，如食品的口感、味道等，具

有这类信息特征的产品称为经验品。 

第三类是信用品。消费者在食用之后也不能了解到食品质量的有关信息，如农药兽药的残留指

标、重金属含量等，具有这类信息特征的产品称为信用品。 

（2）经验品和信用品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的管制。食品质量管制正是通过一系

列强制性的管制政策和手段，强化对食品生产、销售者个人利益 大化的制度约束，使之形成正确

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做出符合社会总体利益的行为。 

（二）药品市场的基本特征与药品质量管制需求 

1、基本特征 

（1）药品市场的需求。药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低，且具有不稳定和及时性特点。 

（2）药品市场的供给。常规药品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而特殊药品属于寡头垄断市场。 

2、信息不对称与药品质量管制需求 

药品属于经验品，需要消费者在服用之后才能了解到药品的疗效和安全性等质量信息，但药品

可能直接危害消费者的生命，通过服用来检验其质量，对消费者而言存在极大的风险，鉴于此，必

须对药品质量进行严格管制。 

（三）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管制需求 

1、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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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的不确定性 

（2）需求的弹性较小 

（3）存在诱导需求 

（4）供给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5）供给分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特殊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应得到政府补贴。 

（6）对医生有更严格的道德约束 

（7）供给竞争不充分。包括患者对医生存在的依赖性；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区域型。 

（8）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非价格竞争。 

2、信息不对称与药品质量管制需求 

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垄断性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导致患者难以全面

了解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将带来过高的医疗费用。这是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实施管制的两

个基本原因。 

第二节  食品与药品质量管制 

一、食品质量管制 

1、建立食品质量管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是对食品质量管制的依据，通过法律法规进行食物质量管制的目的，就是迫使企业生

产高质量的食品，当然也是安全的食品。HACCP 被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公认为是控制食

源性危害的 有效的手段，中国政府也一直比较重视食品质量问题，但目前的食品安全状况仍不容

乐观。 

2、制定食品标准体系 

食品标准是确保食品质量得到控制的基础。食品法典已成为全球消费者、食品生产和加工者、

各国食品管理机构和国际贸易唯一的和 重要的基本参照标准。中国的食品标准和发达国家及国际

组织向比较接轨程度不够，从而导致标准的可信度不高。具体表现在：一是标准水平低；二是某些

标准违反科学原则；三是标准不规范。 

为确保食品标准的有效性，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标准制定的动态

性。 

3、对食品市场的进入管制 

食品市场进入管制是对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实行的一种事前审查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管制措

施。一方面进入管制应对企业是否拥有生产和加工食品的资质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应对企业生产和

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标准进行监督。对食品质量进入管制还包括对进口食品的管制。 

4、对食品质量信息的管制 

（1）食品包装标识的管制。 

（2）食品广告管制。 

（3）及时向消费者发布关于食品质量的信息。 

（4）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 

（5）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国际合作。 

（6）通过各种方式开展食品法制宣传和安全教育。 

5、 加强对食品质量的监测 



政府管制经济学 

 1885

二、药品质量管制 

1、建立药品质量管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2、制定药品标准体系 

药品标准是有关药品规格及检查方法的技术规范，由一系列反映药品特征的技术参数和技术指

标组成，是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监测和监督管理的法定依据，是药品进入市场的门槛。 

中国的药品标准分为国家药品标准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国家标准又分为强制性标

准和推荐性国标。 

3、对药品市场的进入管制 

（1）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的管制。通过许可证制度对进入药品市场的企业实施管制。 

（2）对新药的管制。政府对新药进行审批。 

（3）对进口药品的管制。 

4、对药品质量信息的管制 

（1）药品包装标识的管制。 

（2）药品广告管制。 

（3）及时发布关于药品质量的信息。 

5、 加强对药品质量的监测 

（1）GMP 制度。GMP 是药品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药品质量并把发生

差错事故和混要等各类污染的可能性降到 低程度所规定的必要条件和可靠办法。 

（2）药品召回制。药品召回是指药品生产企业通过某些渠道将已售出的药品已售出价收回。

主要分为自愿召回和强制召回。 

（3）对假冒伪劣药品处罚制度。 

第三节  医疗卫生服务管制 

一、建立管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医疗卫生服务进行管制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基本法律法规对医疗卫生服务进行管制的主要

内容包括对发放许可证的要求，对危险和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的约束。 

二、进入管制 

进入许可是确保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基本要求。各国通过对许可证的严格审批来控制医疗机构

的进入，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 

三、服务质量管制 

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包括患者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后对疾病治疗的结果、获得服务的方便程度以及

预约等待的时间等。 

四、广告管制 

管制措施不到位是医疗广告失控的主要原因。 

五、服务费用管制 

医疗服务费用与价格是两个概念，即费用是价格和数量的乘积。对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管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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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医生以及特定的行医过程强制性的统一实施监控并进行常规检查；对医疗机构的费用支出

进行直接的控制等。 

案例：“问题豆芽”为何屡禁不止？ 

一、“问题豆芽”事件回放 

二、政府职能部门的回答。 

复习与思考题： 

1、分析食品质量、药品质量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管制需求。 

2、简述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基本特征。 

3、简述食品质量管制的政策内容。 

4、简述药品质量管制的政策内容。 

5、简述医疗卫生管制的政策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2、植草益：《微观管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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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讨论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理论依据、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方法、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体系等基本内容。要求重点掌握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方法和管制体系。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生命价值与工作场所安全管制 

一、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理论依据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是管制机构针对工作场所中可能造成负外部性和负内部性的客体或行为实

施的、旨在预防或减少工作场所事故发生率以及事故发生后对工人或其他当事人造成的伤害程度的

管制政策与行为。其理论依据是： 

1、风险与非理性 

人们在判断风险时存在着非理性，而企业采取何种安全投资决策的 根本因素是工人自己在健

康风险和工资收入之间有效的权衡。 

2、信息不对称 

3、外部性。工作场所安全具有生产上的正外部性。 

二、生命价值的含义和测度 

（一）生命价值的含义 

1、人力资本主要从人的生产能力角度来定义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可用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价

值来评估生命价值。 

2、风险交易理论主要是从个人对风险的权衡与交易角度来定义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个人的生

命价值可定义为个体为预防一项死亡而愿意支付的价值。 

（二）生命价值的侧度 

1、劳动力市场模型 

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目前在生命价值评估方面使用较多的一种经验估计方法。它将工人的隐性收

入作为他们工作收益的一部分，以此来估价工资的风险交易，并使用这一交易所暗含的意义估计生

命价值。 

2、经验估计模型 

经验估计模型主要是根据可利用的工资与风险信息的特性来估计生命价值。 

3、市场调查法 

市场调查法主要是以个人为主要对象，通过设定假定情形下的调查问题来得出收益价值。 

三、工作场所安全管制对生命价值的影响 

管制机构进行安全管制，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生命和健康受到损害的概率和程

度，但是，关于管制机构对生命价值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并没有达成共识。 

第二节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方法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方法主要是从设定管制标准处罚，通过实施过程监控来实现管制目标。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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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制政策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把握管制标准执行的严格程度以及安全管制重点的转移。 

一、管制标准设定 

（一）标准的分类 

根据管制的内容，可将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标准分为设施标准和作业标准。 

1、设施标准 

根据管制设施的特点，可以将工作场所设施标准分为一般设施标准与特种设施标准。 

2、作业标准 

作业标准可归纳为健康标准、安全标准和福利标准。 

（二）标准水平的设定 

标准水平的设定有两种方式：技术标准原则和成本收益原则。 

二、过程监控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到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判定是否有人违反管制标准，并

处罚违反者。 

三、政策实施 

（一）选择合适的管制标准执行程度 

（二）适时转移管制重点 

第三节  工作场所安全管制体系 

一、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国外经验 

1、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机构的设置 

2、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法律的演进 

3、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改革 

二、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中国实践 

1、中国工作场所安全状况与特点 

（1）事故总量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上升。 

（2）反映事故死亡人数与经济活动关系的一些相对性指标持续下降。 

（3）特大事故发生频率呈增加态势。 

2、中国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机构 

3、中国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法律法规 

4、中国工作场所安全应急体系 

案例：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2005 年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特征 

1、一次死亡 100 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急剧上升。 

2、全年煤矿事故多发。 

3、国有重点煤矿和乡镇煤矿事故都多发。 

4、黄金周假期煤矿事故多发。 

二、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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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制对象的问题 

1、来自国有煤矿经营者的问题。 

2、来自乡镇煤矿的问题。 

3、矿工的问题。 

4、地方政府的问题。 

（二）管制机制的问题 

1、制度安排不合理。 

2、频繁的行政机构改革使煤矿安全的管制更加困难。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理论依据。 

2、归纳并简述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方法。 

3、论述工作场所安全管制标准水平的设置和执行对管制效果的影响。 

4、简述中国的工作场所安全管制体系。 

拓展阅读书目： 

1、W.吉帕.维斯库斯、约翰.弗农、小约瑟夫.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陈甬军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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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管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和讨论社会性管制中的环境管制问题，主要涉及管制原因、

管制方法和管制。要求重点掌握环境问题为什么主要是采取政府管制而不是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政府管制环境问题的重点是什么，政府将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来对环境问题进行管制等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外部性与环境管制 

一、外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 

（一）外部性的概念及其类型 

外部性是指在缺乏任何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一方所承受的、由另一方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根

据外部性的施与和承受关系，可细分为： 

1、生产者施与，生产者承受 

2、生产者施与，消费者承受 

3、消费者施与，生产者承受 

4、消费者施与，消费者承受 

（二）外部性的经济特征 

1、外部性的经济特征 

2、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1）产权无法确定 

（2）产权可以确定但没有明确界定 

（3）产权虽能确定却不可执行或执行的成本过高 

（三）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负外部性 

2、正外部性 

二、环境管制的需求分析 

（一）负外部性与环境问题 

所谓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之所以

将环境问题与外部性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各种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其效应往往是通过环境传

导的。 

（二）解决环境问题的市场手段 

1、科斯交易 

在产权明确条件下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形式以求达成帕累托均衡状态的解决之道。 

2、一体化 

通过兼并、联合等手段把环境污染的施放者与承受者结合起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 

3、社会惯例与良心效应 

（三）市场手段的局限性与环境管制的需求 

科斯交易的条件苛刻，而苛刻的条件反而成了政府管制的理由，如产权界定本身就必然是一种

政府行为；无交易成本的不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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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体化的办法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一般只能适用于生产者之间，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环境问题基本无法采用一体化方式加以解决。 

至于社会管理对环境问题的约束作用，应该已经内化在关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之中了。 

第二节  环境管制的方法 

一、制订标准 

目前各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 主要管制方法之一是制订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或产出标准。为

了保证标准得以贯彻实施，罚款制度与管制标准必须同时制定和实施。 

符合帕累驼效率标准的政府管制措施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政府了解与制定 优管制

标准所需的被管制者的信息，二是被管制者的违规处罚率达到百分之百。 

二、收费 

政府强制地向环境污染施放者按照一定的标准收取费用，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从而达

到控制其产量的目的。这一管制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来确定合理的收费水平，使得环境污染施放者

的产量正好与 优环境污染的产量相吻合。 

三、权利交易 

由政府确定污染的总排放水平，并将其按照一定的标准量转化成污染排放权利。权利交易的管

制办法更多地借助了市场力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1、降低了污染治理成本 

2、权利交易的管制办法能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不需要管制机构费时费力地去制定

交易价格。 

3、在权利交易的办法下，管制机构可以灵活的根据需要对污染权利市场进行调控，以寻找到

优污染总量，或者在缺乏有关信息的条件下尽量做到接近 优污染总量。 

4、权利交易的环境管制方式还可以给消费者、各种环保组织和不产生环境污染的厂商表达意

见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权利的方式来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排放程度。 

第三节  环境管制的内容 

一、大气污染管制 

大气污染是指大气中污染物或由它转化的二次污染物的浓度达到了有害程度的现象。可分为局

部污染、地区性污染和全球性污染。 

1、大气污染的危害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对工农业生产的危害 

（3）对大气和气候的影响 

2、对大气污染的管制 

主要集中于制订污染标准方面 

（1）大气污染排放标准管制制度 

（2）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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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 

（4）大气污染事故报告处理制度 

（5）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制度 

二、水污染管制 

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导致其化学、物理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

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1、水污染的危害 

（1）水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2）水污染对水生生物的危害。 

（3）水污染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 

2、对水污染的管制 

（1）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管制制度 

（2）水污染物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 

（3）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核定制度 

（4）水污染物事故报告处理制度 

（5）水污染物排污收费制度 

三、固体物污染管制 

固体物污染是指固体废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化学的、物理的或生物的转化，使固体废物的有

害物通过水、气、土壤、食物链等途径危害环境与人体健康的现象。 

1、固体物污染的危害 

（1）污染土壤 

（2）污染水体 

（3）污染大气 

（4）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2、对固体污染物的管制 

主要集中于制订污染标准方面 

（1）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2）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3）固体废物转移管制制度 

（4）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 

（5）危险废物污染事故报告处理制度 

四、噪声污染管制 

噪声污染是指发生源发出的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妨碍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

其他正常活动的现象。 

1、噪声污染的危害 

（1）干扰睡眠 

（2）损伤听力 

（3）对人体的生理影响 

（4）对建筑物的损害 

2、对噪声污染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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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于制订污染标准方面 

（1）环境噪声标准管制制度 

（2）环境噪声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3）环境噪声污染限期治理制度 

（4）环境噪声排放申报登记制度 

（5）环境噪声超标排污收费制度 

案例：一条河流能经得起几次折腾 

一、回顾 2005 年松花江污染事件 

二、政府行为的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试分析负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举例说明。 

2、分析说明市场自身为何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3、比较制定标准管制方法、收费管制方法和权利交易方法之间的优劣。 

4、除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物污染和噪声污染之外，还有什么类型的环境污染？ 

拓展阅读书目： 

1、W.吉帕.维斯库斯、约翰.弗农、小约瑟夫.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陈甬军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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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垄断与资源配置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垄断的内在属性，它与相关市场的关系来讨论垄断的

判定；分析比较多种测量垄断程度的指标， 后探讨垄断的效率问题。要求重点掌握垄断的判定、

垄断程度的测度指标。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垄断的判定 

一、垄断的内在属性分析 

1、关于垄断的主体 

垄断的主体应该包括企业、行业协会、政府 

2、垄断的形成基础 

除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种垄断形成基础外，诸如进入壁垒、政策法律限制、产品差别性、

专利、地方政府保护等因素也是垄断形成基础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3、垄断的市场范围 

垄断的市场范围应该界定为同一目标市场。 

4、垄断的内容 

垄断可以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来理解。 

5、垄断的目的 

垄断的目的不单纯是获取垄断利润，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6、垄断的定义 

垄断是特定经济主体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构筑市场壁垒，从而对目标市场所作的一种排他性控

制状态。 

二、垄断判定与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是指市场主体开展竞争的范围，相关市场认定问题是认定不同企业之间是否具有竞争

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垄断判定的前提。 

（一）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是指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的范围，又有具有替代关系的产品构成了同一个市场。产品

市场的界定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需求的交叉弹性 

2、产品的物理性能 

3、价格 

4、预定用途 

5、供应方面的可转换性 

（二）地理市场 

地理市场是指成为一类的产品的地理区域。地理市场的界定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地区间差异 

2、产品价格 

3、消费者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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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输费用 

（三）时间市场 

时间对于确定某些产品的相关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如某些季节性商品，但对于大多数产品而言，

没有实质意义。 

第二节  垄断的测量 

纵观国内外各种研究和测量垄断程度的各种指标，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是从市场结构角度进

行测量；二是从市场绩效角度进行测量。 

一、产业集中度 

产业集中度定义为同一产业内，前若干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占整个产业的比重。 

二、产业集中系数 

产业集中系数是产业集中度与产业平均份额的比值。 

三、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该指数定义为产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四、汉纳和凯伊指数 

汉纳和凯伊指数与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类似，但对大企业所选择的加权方式不同。 

五、勒纳指数 

该指数定义为垄断企业所定的价格比其边际成本高多少。 

六、贝恩指数 

该指数以垄断企业所定的价格比其平均价格高多少来测量垄断度的标准。 

七、罗斯柴尔德指数 

该指数以个别企业与整个产业的需求曲线的差别，也就是说主观需求曲线与比例需求曲线的差

别作为测量垄断度的标准。 

第三节  垄断的效率 

一、X 低效率 

X 低效率理论旨在说明免受竞争压力的保护不但会产生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且会产生另一种低

效率，X 代表了来源不明的非配置低效率。 

二、福利损失 

垄断结构下的厂商必然产量较低，价格较高，由此造成了垄断的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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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垄断价格和“消费者剩余”的减少 

无论是什么具体形式的垄断价格，都表现为垄断企业较高的垄断利润率和消费者剩余的减少。 

四、组织管理低效率 

过大的管理组织机构，导致信息传递流程容易出现偏差和迟滞。 

五、动态技术低效率 

垄断势力一旦形成，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守旧倾向，缺乏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

力。 

案例：电力市场垄断与资源配置低效率 

一、省级电力电量交换很少 

二、执行国家 1998 年 146 号文件后，省际电力电量交换趋缓 

三、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减少，各省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不平衡 

四、电源结构调整缓慢 

复习与思考题： 

1、企业是垄断的唯一主体吗？ 

2、简述垄断的形成基础。 

3、界定相关市场必须考虑哪些要素。 

4、阐述垄断与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劳杰.克拉克：《工业经济学》，原毅军译，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0 年版。 

2、克拉克森等：《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译，上

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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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反垄断立法的指向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探讨中国反垄断立法的指向，分析垄断行为的类型表现，企业

合并与反垄断的关系，并讨论反垄断的适用除外问题。要求重点掌握垄断行为的类型表现和反垄断

的适用除外问题。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中国反垄断立法的指向 

垄断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和分类，如从成因来看，可以分为经济集中性垄断、行政割据性

垄断和自然垄断。对经济集中性垄断而言，又可以分为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两个方面。中国反垄断

立法的指向应该是垄断行为。 

第二节  垄断行为的类型表现 

不管是何种市场结构下，只要出现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危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一般都为反垄断法禁止。 

一、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三、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集中行为 

四、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

争的行为 

第三节  企业合并与反垄断 

一、企业合并的概念 

狭义的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通过取得财产或股份而组建成一个企业的法

律行为。光义的企业合并是指一个企业通过取得股份或财产、签订合同、企业干部兼任等各纵措施

来达到对其他企业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法律行为。具体方式有： 

1、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2、取得财产 

3、取得股份 

4、建立合营企业 

5、订立合并合同 

6、人事合并 

二、企业合并在经济学上的分类 

1、横向合并：生产或销售相同或相似产品或者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务且彼此处于相互直接竞争

关系中的企业之间的合并。 

2、纵向合并：又称垂直合并，是同一产业中处于不同经济阶段且比其之间虽不存在直接竞争

关系，但存在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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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合合并：是指处于不同的生产或经营领域，彼此之间既无直接的竞争关系又无买卖关系

的企业之间的合并。 

三、企业合并管制的程序 

1、合并企业依法在合并前向反垄断主管机构申报 

2、由反垄断主管机构在法定期限内对企业合并进行实质审查 

四、中国企业合并申报标准的设计 

1、中国企业合并申报标准的选择 

2、中国企业合并申报标准的具体设计 

第四节  反垄断的适用除外 

一、特定行业的适用除外 

主要存在于农业、工业实业、保险业、银行业等。 

二、特定组织和人员的适用除外 

如工会等 

三、特定行为的适用除外 

1、横向限制行为与适用除外 

2、纵向限制行为与适用除外 

四、知识产权行使的适用除外 

案例：微软垄断案 

一、微软公司与微软垄断案简介 

二、微软垄断的证据和美国的反垄断法 

三、是否拆分：微软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复习与思考题： 

1、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有什么区分？ 

2、垄断行为有哪些类型？ 

3、解释企业合并的概念与经济学上的分类。 

4、比较《反垄断法》中本身非法原则与合理推断原则的利弊。 

5、反垄断法常见的适用除外有哪些方面？ 

拓展阅读书目： 

1、周叔莲等：《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8 年版。 

2、马歇尔.C.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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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及信息工具，在现有各种基本

金融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合成和分解手段设计出符合客户特定需要的新型金融产品的服务过程。此过

程不仅包括金融产品的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的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 
金融工程是一个边缘性的新兴学科，它融现代金融理论、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这里主

要指 C++语言）、系统工程、运筹学等专业知识和技术于一体，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金

融工程所涉及的知识结构与金融领域中其他专业（如金融学、保险学）有明显不同。金融工程更注

重金融市场交易与金融工具的可操作性，将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这里主要指 C++语言）、科学金

融的思想和方法应用到金融领域，针对客户的特定需求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从而为金

融市场的参与者规避风险和赢取利润。 

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的主要前修专业课程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

金融市场学、投资学、C++语言等。本课程教学大纲适用于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商务

专业，以及其他与本课程关联密切的各专业。 

一、使用说明 

（一）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以下三个方面的知识与相关技能： 

1、金融工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主要包括金融工程的概念、特点与功能、金融工程方法

论、风险及其管理、金融工程理论基础等有关内容； 

2、主要基础金融资产的特性及 C++金融数值算法，包括固定收益证券及其定价、非固定收益

证券及其定价、资产证券化等有关内容； 

3、主要衍生金融工具的特性及 C++金融数值算法，包括互换、远期、期货、期权等有关内容。 

（二）教学时数 

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为每周 3 课时，共计 54 课时。 

（三）教学方法 

本课程是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金融教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内的情况而开设的。因此，既有美

国大学金融教学的风格（理论加算法，主要使用 C++进行金融数值计算），又具有中国教学的特点。

全部课程均在实验室进行，并结合案例教学法、实务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面向专业 

本课程教学大纲适用于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商务专业，以及其他与本课程关联密

切的各专业。 

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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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工程概论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金融工程的概念、特点与基本功能，了解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

金融工程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知道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微观因素及内在动因、宏观因素及外在动

因，明确金融工程的知识结构、研究范围和内容体系，对金融工程在企业管理、风险控制、公司理

财、投资决策、以及金融各行业中的具体应用留下初步印象。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金融工程的概念、特点与功能，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的关系，

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其知识结构、研究范围和内容体系，以及金融工程在各行业中的具体

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金融工程的功能，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的关系。 

第一节  金融工程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一、金融工程的概念 

1、金融工程的基本概念：金融的工程化 

2、金融工程的核心概念：金融创新与实践 

二、金融工程的特点 

1、实用化的特点：实践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2、综合化的特点：跨学科、交叉性和互补性 

3、最优化的特点：目的性、赢利性和抗风险性 

4、数量化的特点：严密性、准确性和可计算性 

5、创造性的特点：发散性、创新性和主观能动性 

三、金融工程的基本功能 

1、完善金融市场 

2、降低交易成本 

3、减少代理成本 

4、增加流动性 

四、金融工程与金融创新 

1、创造全新的基元 

2、用基元组合创造新型产品 

3、用基元组合复制现有产品 

4、现有金融产品的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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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融工程的发展及动因 

一、金融工程与金融发展 

金融工程被正式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以 1991 年“国际金融工程师学会”（IAFE）的

成立作为标志，表明了金融工程正式被国际社会所确认。 

二、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微观因素及内在动因 

1、增加流动性的需要 

2、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需要 

3、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需要 

三、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因素及外在动因 

1、价格的波动性 

2、世界经济一体化 

3、税收的不对称性 

4、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5、金融理论的发展 

第三节  金融工程的研究内容 

一、金融工程的知识结构 

1、现代金融理论 

2、现代数学、物理学及其方法论 

3、现代信息技术（这里主要指 C++语言） 

二、金融工程学研究的范围 

1、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2、资产定价的原理及方法 

3、风险分析和管理方法 

4、金融组合与运营决策 

三、金融工程的内容体系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金融工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阐述基础金融资产的特性及 C++数值算法及其应用；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衍生金融工具的特性、C++数值算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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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金融工程的应用领域 

一、金融工程在公司理财和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金融工程给企业理财提供了新的思路 

2、金融工程为企业理财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工具 

3、金融工程在企业理财中的应用导致财务工程的产生 

4、资本结构的优化与动态优化 

5、投资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 

6、激励制度的完善化 

二、金融工程在风险控制与管理中的应用 

1、对价格风险的控制 

2、对数量风险的控制 

3、对兼并风险的抵御与控制 

4、对代理风险的监督与控制 

5、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三、金融工程在投资银行和证券业中的应用 

1、专用金融工具的制定与开发 

2、多样化的投资与货币管理 

3、证券及衍生产的交易品优化 

4、为并购提供总合性方案 

四、金融工程在银行业构建风险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1、信贷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2、利率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3、汇率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4、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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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工程方法论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金融工程从本质上来说是运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金融领域的实际问题。

要掌握金融产品的创造过程，就要学习金融工程的方法论，它既具有理论特性，又具有工具特性，

是学习金融工程的基本内容之一。支持金融工程的方法主要有无套利分析法、风险中性定价法、状

态复制定价法、积木分析法等。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这几种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定价思路，

初步掌握它们的分析技术、运用技巧与相关技能。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无套利分析法、风险中性定价法、状态复制定价法、和积木分析法等。 

教学重点和难点：无套利分析法及其与风险中性定价法、状态复制定价法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无套利分析法 

一、套利的基本概念 

套利是指利用资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价格差以获得无风险收益为目的地操作。严格的套利是指

在某项金融资产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可以在不需要期初投资支出的条件下，在期末获取无风险收

益。 

二、无套利定价原理 

通过几个实例说明无套利定价的原理： 

1、远期外汇定价 

2、确定远期利率 

3、证券价格分析 

三、无套利定价原理的特征 

1、无套利定价原则要求套利活动应当在无风险的状态下进行。 

2、无套利定价的关键环节是恰当地运用复制技。 

3、无风险的套利活动在起初一般是零投资组合。 

四、无套利定价法的应用 

1、金融工具的复制 

2、金融工具的合成 

第二节  风险中性定价法 

一、风险中性定价原理 

在风险中性条件下，所有未来的现金流量都可以通过无风险利率进行折现求得现值。通过这种

假定所获得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投资者风险中性情况，也适用于投资者厌恶风险的所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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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套利定价法与风险中性定价法的关系 

1、无套利定价法的思路 

2、风险中性定价的思路 

第三节  状态复制定价法 

一、状态复制定价法的原理 

它是无套利分析方法以及证券复制技术的具体运用。 

二、状态复制定价法的应用 

需要注意两点： 

1、只要有具备上述性质的一组基本证券存在，就能够根据需复制的证券未来价格的状态多少，

通过复制技术为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有价证券定价。 

2、关于有风险的证券价格上升的概率 P，它依赖于人们做出的主观判断。 

第四节  积木分析法 

一、积木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1、积木分析法的主要思路 

2、积木分析法的图解技术 

3、积木分析法的基本模块 

4、积木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二、资产复制基本算法 

1、积木图综合法 

2、斜率叠加算法 

3、综合运用举例 

三、分解技术 

分解技术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1、进行风险因子分离，使之成为一种新型工具或产品参与市场交易； 

2、分解技术还包括从若干个原形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中进行风险因子分离； 

3、对分解后的新成份进行优化组合，构成新型金融工具与产品。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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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风险及其管理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在现代经济社会里，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微观经济主体面对种种风险如何做出合理的选

择与决策，是避免损失、保持平稳发展的关键。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风险特别是金融风

险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影响、及其组成要素，知道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手段，初

步掌握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风险衡量的基本工具与基本技能。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影响、及其组成要素，

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手段，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风险衡量的基本工具与基本技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金融风险组成要素，风险识别、衡量的方法与工具。 

第一节  风险及风险管理概述 

一、风险的概念及其发展 

1、风险的基本概念 

2、“风险”概念的变迁 

二、风险的组成要素 

1、风险因素 

2、风险事故 

3、损失 

4、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风险的特征 

1、客观性。客观性是指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2、损失性。损失性是指资产将要蒙受损失，或者收益比原来预想的要减少。 

3、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损失与否和损失多少都是不确定的。 

4、可测性。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认识风险的规律性，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风险。 

5、变异性。变异性指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风险所具有的可变性。 

四、风险的分类 

1、按照风险的认知不同划分：客观风险、主观风险 

2、按照风险的结果不同划分：纯粹风险、投机风险、收益风险 

3、按照风险的对象不同划分：财产风险、人身风险、责任风险、信用风险 

4、按照风险的原因划分：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法律风险等 

5、按照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划分：可接受的风险、不可接受的风险 

五、风险的影响 

1、经济损失 

2、机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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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经济增长 

4、心灵不安 

六、风险管理 

1、风险管理的概念 

2、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 

3、风险管理的程序 

第二节  风险的识别 

一、风险识别的概念及内容 

识别风险是整个风险管理的基础，是风险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二、风险识别的特点 

1、个别性 

2、主观性 

3、复杂性 

4、不确定性 

三、风险识别的原则 

1、全面周详的原则 

2、综合考察的原则 

3、量力而行的原则 

4、科学计算的原则 

5、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原则 

四、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1、风险分类列举法 

2、情景分析法 

3、分解分析法 

4、失误树分析法 

5、财务状况分析法 

第三节  风险的衡量 

一、风险衡量的概念及内容 

1、风险衡量的概念 

2、风险的衡量的内容 

二、风险衡量的基本工具 

1、概率与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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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望值 

3、方差和标准差 

4、标准离差率 

三、用在险价值（VaR）衡量风险 

1、在险价值 VAR 的计算 

2、在险价值法的特点 

3、在险价值法的应用 

4、在险价值法的局限 

四、组合投资风险的衡量 

1、组合投资的风险特征 

2、组合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第四节  金融风险及其管理 

一、金融风险与金融风险管理 

1、金融风险的概念及其内涵 

2、金融风险的种类 

3、金融风险管理及其目标 

二、金融风险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1、金融风险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2、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三、金融风险管理的流程 

1、金融风险识别 

2、金融风险计量 

3、金融风险的监测 

4、金融风险的控制 

四、金融风险管理的手段 

1、外部管理控制手段 

2、内部管理控制手段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2 课时。 



《金融工程》双语 

 1915

第四章  金融工程理论基础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金融工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

（APT）、和有效市场假说（为了难点分散，有关期权的定价理论及模型在第十一章中介绍）。通过

本章学习，使学生对这些现代金融理论能够从工程应用的视角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对它们产生的背

景、基本假设、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有一个清晰的知识脉络，以利于在后续章节中加以具体运用。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

和有效市场假说 

教学重点和难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有效市场假说。 

第一节  投资组合理论 

一、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1、资产组合理论产生的背景 

2、传统的资产组合管理 

3、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二、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 

1、马克维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本假设 

2、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特征 

3、分散投资和非系统风险消除 

4、有效投资组合的定义与求解 

三、单指数模型 

1、单指数模型的基本假设 

2、随机误差项的的假设 

3、单个资产、资产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特征 

4、最优投资组合的确定 

第二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 

2、市场组合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概述 

1、分离定理 

2、资本市场线（C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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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券市场线（SML） 

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 

1、非同质预期 CAPM 模型 

2、零贝塔值的 CAPM 模型 

3、存在个人所得税的 CAPM 模型 

4、时际 CAPM 模型 

5、消费导向的 CAPM 模型 

第三节  套利定价理论（APT） 

一、因素模型 

1、因素模型概述 

2、单因素模型 

3、多因素模型 

二、套利机会 

结论 1：证券的定价满足线性性质 

结论 2：有零的终端支付的证券组合其价格一定为零 

三、套利定价理论（APT） 

1、套利定价理论的假设基础 

2、套利证券组合的定义 

四、套利定价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比较 

1、套利定价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本质的区别 

2、套利定价模型的局限性 

第四节  有效市场假说 

一、有效市场假说概述 

1、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与演变 

2、有效市场假说的含义 

3、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条件 

4、有效市场理论的三种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5、市场有效的特点 

二、有效市场假设下的投资分析与组合管理 

1、有效市场假设下的技术分析与基本面分析 

2、有效市场假设下的投资组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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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市场假设的检验 

1、事件检验 

2、游程检验 

四、分形市场理论的提出 

1、有效市场理论的局限性 

2、分形市场假说梗概 

3、分形市场理论与有效市场理论的比较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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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定收益证券及其定价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固定收益证券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和主要种类，明白固

定收益证券在金融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初步掌握应用各种定价原理与定价方法对固定收益证券进行

内在价值分析、条款特性分析、以及不确定性分析的能力；初步具备利用久期和凸性分析技术制定

对冲策略、免疫策略，进行债券投资选择、“凸性”估值与交易决策的技能。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固定收益证券在金融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应用各种定价原理与定价方法

对固定收益证券进行内在价值分析、条款特性分析、以及不确定性分析。利用久期和凸性分析技术

制定对冲策略、免疫策略，进行债券投资选择、“凸性”估值与交易决策。 

教学重点和难点：对固定收益证券进行内在价值分析、条款特性分析、以及不确定性分析。久

期和凸性的概念与应用。 

第一节  固定收益证券概述 

一、固定收益证券的概念及基本类型 

符合以下 3个准则之一的证券都属于固定收益证券： 

1、定期支付固定金额的证券 

2、定期根据某一公式支付一定金额的证券 

3、到期支付某一固定金额、或由某一公式决定的金额的证券 

二、固定收益证券的基本特点 

1、需要偿还本金 

2、流动性较强 

3、风险性较低 

4、收益较稳定 

5、持续期限比较长 

三、固定收益证券在金融工程中的作用 

1、具有稳定现金流、便于组合，成为公司理财和管理风险的首选工具。 

2、其价格与利率相关且呈反向联系，成为金融产品套利的有力工具。 

3、品种设计灵活、便捷和多样化，使其成为金融创新中最得力的工具。 

四、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种类 

1、政府债券 

2、公司债券 

3、金融债券 

4、国际债券 

5、其他固定收益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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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固定收益证券的内在价值与价格 

一、固定收益证券的内在价值 

1、一次性还本付息债券的价值 

2、定期付息债券的价值 

3、永续债券的价值 

4、贴现债券的价值 

二、债券定价原理 

1、债券定价方法 

2、债券价格变动规律 

3、马基尔利率定理（第 1 定理、第 2定理） 

三、固定收益证券的价值分析 

1、内部收益率（IRR）分析法 

2、净现值(NPV)分析法 

3、总收益分析法 

4、动态趋势分析法 

第三节  债券条款及其价格特性分析 

一、债券面值与 V－M 特性分析 

1、推导 V－M 表达式 

2、当 i＝r时，V－M 特性分析 

3、当 i＜r时，V－M 特性分析 

4、当 i＞r时，V－M 特性分析 

5、V－M 特性综合分析与 V－M 特性图 

二、票面利率与 V－i 特性分析 

1、推导 V－i 表达式与 V－i 曲线 

2、折价区 V－i 特性分析 

3、溢价区 V－i 特性分析 

4、V－i 动态分析（马基尔第 3 定理） 

三、到期期限与 V－n 特性分析 

1、化简 V－n 计算公式并绘制 V－n 曲线 

2、债券价格与到期期限的 V－n 特性分析 

3、V－n 动态分析之一（马基尔第 4定理） 

4、V－n 动态分析之二（马基尔第 5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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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赎回条款及其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1、价格压制与反向凸性 

2、买权价格或（看涨）期权费 

3、持有者利益和赎回溢价 

4、投资补偿及赎回限制条件 

五、税收待遇及其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1、发行主体不同带来的影响 

2、发行价位不同带来的影响 

3、转让价格变异带来的影响 

4、负债和股本差异带来的影响 

六、违约风险、信用评级和债券估价 

1、违约风险对债券估价的影响 

2、信用评级对债券估价的影响 

3、债券评级主要考虑的因素 

4、债券评级机构与等级划分 

第四节  固定收益证券的不确定性分析 

一、久期和债券价格的利率弹性 

1、平均到期期限与久期 

2、修正久期及有效久期 

3、债券价格的利率弹性和修正利率弹性 

二、久期的变化规律及应用 

1、久期的变化规律 

2、久期的应用 

（1）对冲策略（hedging） 

（2）免疫策略（immunization strategies） 

三、凸性及其应用 

1、债券凸性的概念 

2、凸性的变化规律 

3、凸性的应用 

（1）债券投资选择 

（2）“凸性”估值与交易决策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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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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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非固定收益证券及其定价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非固定收益证券的性质、特点、种类、及其各种价格形式，

知道各种估价方法的长处、短处、和适用范围；初步掌握应用贴现现金流估价法、相关比率估价法、

或有索取估价法对非固定收益证券进行内在价值分析、净现值分析、内部收益率分析、以及不确定

性分析的能力；初步具备对影响其定价的要素进行因子分解、并建立层次结构的技能。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非固定收益证券的性质、特点、及其各种价格形式，应用贴现现金流估

价法、相关比率估价法、或有索取估价法进行内在价值分析、净现值分析、内部收益率分析、以及

不确定性分析。 

教学重点和难点：贴现现金流估价法、相关比率估价法、或有索取估价法。 

第一节  非固定收益证券概述 

一、股票的性质 

1、股票是所有权凭证 

2、股票是资本证券 

3、股票是有价证券 

4、票是证权证券 

5、股票是要式证券 

二、股票的特点 

1、无返还性：股票是一种无期限的法律凭证，与股份有限公司并存。 

2、收益性：股票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益。 

3、风险性：股票的赢利并不是确定的数值，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 

4、流动性：股票可以作为买卖对象或抵押品在市场上随时转让变现。 

5、参与性：持有公司的普通股时，有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 

6、价格的波动性：股票价格变化频繁，敏感性强，具有大起大落的特征。 

三、股票的种类 

1、按股东的权力和义务分类 

2、按股票风险特征和收益水平分类 

3、按持有人性质及股票交易范围分类 

4、其他有关分类方法 

四、股票的价格形式 

1、股票的面值 

2、股票的净值 

3、股票的内在价值（理论价格） 

4、股票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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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票的清算价格 

6、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 

五、影响股票定价的因素 

1、影响股票价值的内在因素 

2、影响股票价值的外在因素 

3、股票定价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第二节  贴现现金流估价方法 

一、股票价值的测度指标 

1、股票的内在价值（V）： 

2、股票的净现值（NPV）： 

3、股票的内部收益率（IRR）： 

二、股利贴现模型（DDM） 

1、股利零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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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简可为戈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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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利多态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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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期持有股票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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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E） 

1、公司股权价值（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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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CFE 恒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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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FCFF） 

1、公司整体价值（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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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CFF 恒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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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相关比率估价方法 

一、价格/收益比率法（P/E） 

价格收益比又称为市盈率： 
E
P

==
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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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  

“合理”的价格收益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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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态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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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盈率的恒定增长模型可简化为：    
gr

b
E
P

−
=  

1、股利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 ) ( )bEMAUPMbEMROAbROEg −⋅⋅⋅=−⋅⋅=−= 111  

2、贴现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r =（1－βi）rf +βi rm ， βi=f（EM,δ），  df/d(EM)＞0 

3、市盈率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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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账面价值比率法（P/BV） 

)(
)(

gr
gROE

BV
P

−
−

=  

与市盈率估价法相比，采用 P/BV 进行估价的长处为： 

1、是对股东投入资本价值的可靠度量，可作为与市场价格相比较的基准； 

2、在类似企业之间、不同时期之间、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可比性较强； 

3、在企业出现亏损、盈利为负值时，仍可用 P/BV 比率进行估价。 

四、价格/重置成本比率法（P/RC） 

该比率是托宾提出的 Q值，该方法也称为托宾 Q 值估价法。优点是： 

当存在通货膨胀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或因为技术进步导致资产价格下降时，P/RC 值能够提供

对资产价格估值的更为准确的判断依据。 

价格/重置比率法不足之处： 

1、重置成本属于经济学概念而非会计概念，确定时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2、P/RC 值即 Q 值是一个推动经济周期的变量，具有不稳定性。 

第四节  或有索取估价法 

一、基本概念及其含义 

或有索取权(contingent claims)也称做或有要求权、相机索取权，是指未来可能发生的权力，

即只有在某些特定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报酬的一种要求权。期权是典型的或有索取

权。 

二、或有索取权的价值 

1、到期日的期权价值 

看涨期权价值 C 为：   C=max[0，S－X] 

看跌期权价值 P 为：   P=max[0，X－S] 

2、买权—卖权平价关系：  C + Xe
＿rT 

= P+ S 

三、或有索取估价法原理 

股权资本价值 VE＝看涨期权价值 C 

＝看跌期权价值 P+标的资产价值 S－执行价格现值 D 

债权资本价值 VD＝标的资产价值 S－看涨期权价值 C 

＝执行价格现值 D－看跌期权价值 P 

四、或有索取估价法的特点 

1、无套利均衡关系体现的更为直接。 

2、不将中性风险即不确定性仅看作是消极因素，认为它能增加企业价值。 

3、所用变量可客观地确定，使结果能更客观地反映企业股权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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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种主要估价方法的对比及适用范围 

1、贴现现金流估价法 

2、相关比率估价法 

3、或有索取估价法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4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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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产证券化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及分类、发展进程、动因与作用、主体

和客体；知道各种资产证券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并会加以对比、分析；初步掌握资产证券化的操

作流程，明白资产组合与方案设计、成立特设机构、信用增强、资信评级、发行策划及承销安排、

现金流管理与清算等各主要环节的内容与功效；初步具备进行现金流分析与资产证券定价的技能。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及分类、发展进程、动因与作用、主体和客体；各种

资产证券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各主要环节的内容与功效。 

教学重点和难点：基本资产证券的类型及特点，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成立特殊目的机构

（SPV）的目的与作用。 

第一节  资产证券化概述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与分类 

1、按照资产证券化的涵盖范围划分 

（1）狭义的资产证券化 

（2）广义的资产证券化 

2、按照资产证券化的层次划分 

（1）一级资产证券化 

（2）二级资产证券化 

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进程 

1、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2、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3、公司应收账款证券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三、资产证券化的动因与作用 

1、资产证券化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2、资产证券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二节  资产证券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一、过手证券（pass-through） 

1、代表的是所有权证书，拥有过手证券就拥有了基础资产的所有权； 

2、过手证券的信用级别通常较高； 

3、其本息现金流取决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很不稳定且有提前支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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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支持证券（ABS）和按揭支持证券（MBS） 

1、资产支持证券为债权凭证而非所有权凭证； 

2、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重新组合，期限结构和普通债券相似； 

3、证券发行人也可用其他资金偿还债务，克服了现金流不稳定的缺点； 

4、资产支持证券一般采取超额担保，常常会获得 AAA 信用评级。 

三、转付证券（pay through） 

以上三种证券化模式构成了资产证券的三种基本类型，其他种类的资产证券大多是由之衍生而

来。它们之间最基本最原始的区别为以下三点： 

第一，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处理方式及其所有权的归属； 

第二，投资者是否承担因本息提前偿付而产生的再投资风险； 

第三，发行的资产证券是否作为发起人的债务而出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 

四、抵押担保证券（CMO） 

1、期限分割和风险分割 

2、降低了筹资成本 

3、适应投资偏好，扩大投资者范围 

4、高收益、本息支付有保障 

5、有担保，信用级别高 

五、剥离式抵押证券（strips） 

1、本息剥离式证券的基本特点 

2、IO 证券的利率敏感性分析 

3、PO 证券的利率敏感性分析 

4、IO 证券与 PO 证券的综合分析 

第三节  资产证券化的主体、客体和操作流程 

一、资产证券化的主体：组织与机构 

1、原始债务人（借款人） 

2、发起人（原始权益人） 

3、发行人或特殊目的机构（SPV） 

4、投资者（证券持有人） 

5、服务机构（服务人） 

6、托管机构（托管人） 

7、信用增强机构、评级机构、承销机构等其他参与者 

二、资产证券化的客体：种类与特征 

1、证券化基础资产的主要类型 

2、适合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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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 

1、资产组合与方案设计 

2、成立特设机构（SPV），进行破产隔离 

3、信用增强 

4、资信评级 

5、发行策划及承销安排 

6、现金流管理与清算 

第四节  现金流分析与资产证券定价 

一、无提前支付时的证券现金流分析 

1、每月偿还的本金额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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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获得净利息收入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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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月服务费 Sn（服务费率为 s）：    sPS nn ⋅= −1  

二、有提前支付时的证券现金流分析 

应还利息 nI ′和应还本金 nM ′分别为： 

iPI nn ⋅′=′ −1  ，     =′−′=′ nnn 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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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n 个月提前支付的本金 PPn为： 

( )nnnn MPSMMPP ′−′⋅= −1  

扣除服务费 nS ′后，证券投资者得到的净现金流 nFNC ′为： 

nnnnnnn SPPAPPMINFNC ′−+′=+′+′=′  

按揭证券的合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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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前支付率的估算方法及其有关市场惯例 

1、固定提前支付率（CPR） 

( ) 12
1

11 CPRSMM −−=  

或写为                ( )1211 SMMCPR −−=  

2、用计量模型估算提前支付率 

月提前支付率＝再融资动机乘数×季节性因素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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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乘数×火灾等灾害乘数 

3、美国市场惯例：公众证券协会（PSA）方法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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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互  换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互换市场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了解互换交易的特点

与功能；知道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的概念、基本结构、主要种类；初步具备对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

进行定价的技能；初步掌握对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加以应用的能力，如利用互换转换资产和负债的

利率属性或货币属性、利用互换分散风险、降低资金成本、锁定利率损益等。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互换市场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互换交易的特点与功能；利率互换

和货币互换的概念、基本结构、主要种类、定价和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互换交易的特点与功能，利率互换、货币互换及其定价。 

第一节  互换概述 

一、互换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1、互换市场的产生 

2、互换市场的发展 

二、互换市场的特征 

互换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互换并不在交易所交易，主要通过银行进行场外交易。互换市场几

乎没有政府监管。其内在局限性为： 

1、一方为实现交易须找到有意愿的另一方，若要求不匹配则难以成交； 

2、互换为双方间的约定，若无双方一致同意，合约不能更改或终止； 

3、互换市场因无交易所提供履约保证，信用风险较高。 

三、互换交易的特点 

1、货币：大部分互换交易以美元、欧元、日元等硬通货进行； 

2、期限：多数为 2 至 15 年，也有更长的期限，短于 2 年的很少； 

3、金额：单项额度常为 500 万至 3 亿美元，也有辛迪加式的巨额交易； 

4、二级市场：已经达成的互换协议在此被拍卖、转让。 

四、互换交易的功能 

1、通过金融互换可在全球各市场之间进行套利，提高收益、促进一体化。 

2、可以调整资产负债的货币结构，管理组合中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3、属于表外业务，可以利用其规避外汇管制、利率管制和税收限制。 

第二节  利率互换 

一、利率互换的概念及基本结构 

利率互换是指双方在未来的一定期限内根据同种货币的等额名义本金交换现金流，一方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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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用浮动利率计算，另一方的现金流用固定利率计算。双方进行互换的主要原因是在固定利率和浮

动利率市场上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 

二、对利率互换的说明 

1、债务利率互换 

2、筹资利率互换 

3、资产收益互换 

三、利率互换的主要种类 

1、息票利率互换（coupon swap） 

2、基础利率互换（basis swap） 

3、交叉货币利率互换(cross-currency interest rate swap) 

四、利率互换的应用 

1、运用利率互换转换负债的利率属性 

2、运用利率互换转换资产的利率属性 

五、利率互换的定价 

1、贴现率：现金流通常用 LIBOR 零息票利率贴现，因其反映了资金成本 

2、运用债券组合给利率互换定价 

3、运用远期利率协议给利率互换定价 

第三节  货币互换 

一、货币互换的概念及基本结构 

1、货币互换的基本概念 

2、交易步骤 

3、具体例证 

4、货币互换的流量表与经济核算 

二、对货币互换的说明 

1、货币互换的主要原因 

2、货币互换的要点 

3、货币互换的定价范围及其它说明 

三、货币互换的功能 

1、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汇率风险，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 

2、有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 

3、货币互换还可用于企业投机获利，增加参与机构的表外业务收入。 

4、有助于交易者自由地进入某种设限的资本市场。 

5、货币互换虽也称为货币掉期，但它与外汇市场上的外汇掉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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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互换的定价 

1、运用债券组合给货币互换定价 

2、运用远期组合给货币互换定价 

第四节  互换的应用 

一、用利率互换转换负债的利率属性 

1、在利率互换中支付固定利率，收入浮动利率 
2、购买 FRAs（远期利率协议） 
3、出售欧洲美元期货 

二、用利率互换降低资金成本 

1、如果互换利率与借款人融资成本相等，则净融资成本为 LIBOR； 

2、如果互换利率高于原有债务成本，则净融资成本低于 LIBOR； 

3、如果互换利率低于债券发行成本，则净融资成本高于 LIBOR。 

三、用利率互换转换资产的利率属性 

可以用利率互换将一笔固定利率资产转换成浮动利率资产或者相反。其效果在于向拥有固定利

率债券的投资者提供的收益与浮动利率指数变动相关联，使固定利率债券变成浮动利率票据。也可

利用利率互换为全部或部分资产组合保值。 

四、利率互换在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 

银行在确保资产与负债配对的前提下，可利用互换满足客户的固定利率融资需求。消除了银行

利率风险，盈亏与否取决于对信用风险的定价及贷款总风险，而不是取决于预测能力。给银行提供

了将利率风险转变为信用风险的机会。 

五、用利率互换锁定利率损益 

将浮动利率贷款变为固定利率贷款方法之一是借固定利率资金，用新债收入偿还浮动利率旧

债。但交易成本较高不常用。另一策略是在利率互换中创造数额相等方向相反头寸抵补浮动利率风

险，并支付固定利率以创造所需的固定头寸。 

六、应用货币互换转换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属性 

1、用货币互换转换负债的货币属性 

2、用货币互换转换资产的货币属性 

七、应用互换分散风险 

股票互换可在不违反对外资本投资限制前提下实现国际范围风险分散，实现与国际市场一致的

风险-收益率最优组合。最初双方间不进行任何支付，并不发生资本流入流出。之后的流动只涉及

两股票市场的收益差额，并不存在本金流动。互换中，国内投资者仍拥有股票所有权，可进行交易

活动。外国投资者则可节省在当地市场买卖股票的交易成本，并可避开公司控制权问题。其所面临

的违约风险与没收风险只限于收益差额，而不是传统情况下的本金与收益总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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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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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远  期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懂得远期合约的种类、特点、功能、构成要素、及其定价理论，明确远

期价格与期货价格、远期价格与即期价格的关系；重点了解远期利率协议的特点、术语、报价和结

算，掌握远期利率协议的定价及损益分析；大体掌握远期外汇交易的构成及分类，作用、特点和标

价方法，报价与清算，以及远期汇率的决定。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远期合约的种类、功能、构成要素、及其定价理论，远期利率协议的特

点、术语、报价和结算，定价及损益分析；远期外汇交易的构成及分类，作用、标价方法，报价与

清算，以及远期汇率的决定。 

教学重点和难点：远期利率协议、远期外汇交易。远期价格与期货价格、远期价格与即期价格

的关系； 

第一节  远期合约概述 

一、远期合约的特点 

1、标准化程度低 

2、交易场所不固定 

3、违约风险高 

4、价格确定方式不固定 

5、履约方式困难 

6、合约双方关系 

7、结算方式单一 

二、远期合约的构成要素 

1、标的资产（underlying asset），又称为基础资产 

2、多头（long position）和空头（short position） 

3、到期日（maturity date） 

4、交割价格（delivery price） 

三、远期合约的损益分析 

设 ST为标的资产在到期日的市场价格，T 为到期日，K 为交割价格， 

单位资产远期合约的多头损益即买方损益为：     ST－K 

单位资产远期合约的空头损益即卖方损益为：     K－ST 

四、远期合约的功能 

1、保值（hedging） 

2、投机（speculation） 

3、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36 

五、远期合约的种类 

1、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 rate agreement，FRA） 

2、远期外汇合约（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1）直接远期外汇合约（outright forward 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s） 

（2）远期外汇综合协议（synthetic agreement for forward exchange，SAFE） 

3、远期股票合约（equity forwards） 

第二节  远期合约定价 

一、远期合约定价理论的准备知识 

1、连续复利 

2、卖空 

3、回购利率 

二、远期合约定价理论 

1、无收益证券的远期合约：         )( tTrSeF −=  

2、收益已知的证券的远期合约：     )()( tTreISF −−=  

3、红利率已知的证券的远期合约：   )()( tTrtTr KeSef −−−− −=  

远期价格 F就是使 f=0 时的 K 值：   ))(( tTqrSeF −−=  

三、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定价理论 

1、直接的交易成本：           ])1(,)1([ 00
rTrT eCSeCS +−  

2、借贷利差的存在：           TC
t

TC BL eSFeS 00 ≤≤  

3、卖空行为的限制：           rT
t

rT eSFegS 00 ≤≤  

当上述三种因素同时存在时：    TC
T

TC BL ecSFeCgS )1()1( 00 +≤≤−  

四、远期价格、期货价格与即期价格 

1、远期价格与期货价格 

2、远期价格与即期价格 

第三节  远期利率协议 

一、远期利率协议的产生 

远期利率协议(FRA)是在名义本金(norminal principal)基础上进行协议利率与参照利率差额

支付的远期合约。 

远期利率协议是管理远期利率风险和调整利率不匹配会计项目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一方避免

利率上升风险，另一方则防范利率下跌的风险。 

二、远期利率协议的含义和特点 

1、远期利率协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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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期利率协议的特点 

3、远期利率协议的优缺点 

三、远期利率协议的重要术语、报价及结算 

1、重要术语及相互关系 

2、报价 

3、结算   结算金=(参考利率-合约利率)×合约金额×合约期/360 

)
360

(1

360
)(

Di

DAii
S

r

cr

×+

××−
=  

四、远期利率协议的定价 

1、远期利率协议定价公式为：         

)]
360

(1[ s
sf

sstt
f D

iD

DiDi
i

×+

×−×
=  

2、实务中采用的买入计算公式为：

   
)]

360
(1[ s

slf

ssltlb
b DiD

DiDiFRA
×+

×−×
=

 

3、实务中采用的卖出计算公式为：   

)]
360

(1[ s
sbf

ssbtll
s D

iD

DiDi
FRA

×+

×−×
=  

第四节  远期外汇交易 

一、远期外汇交易的概念、构成及分类 

1、远期外汇交易的概念 

2、远期外汇交易构成 

3、远期外汇交易的种类 

二、远期外汇交易的作用、特点和标价方法 

1、远期外汇交易的作用 

2、远期外汇交易的特点 

3、远期汇率的标价方法 

三、远期外汇交易的报价与清算 

1、远期交易的报价方式 

2、远期交易的清算 

四、远期汇率的决定 

1、利率平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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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远期汇率理论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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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期  货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懂得期货交易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交易商品的特征，期货市场的主要参

与者，套期保值及其基本原则；初步具备进行基差分析、确定套期保值比率的技能；重点了解股指

期货和利率期货的特点、主要品种、影响因素，初步掌握其各种套期保值策略、套利策略与投机策

略；大体了解有关外汇期货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期货交易的功能、作用，交易商品的特征，套期保值及其基本原则、基

差分析、确定套期保值比率；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外汇期货的特点、主要品种、影响因素，套期

保值策略、套利策略与投机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股指、利率、外汇期货。基差分析、最优套期保值比。 

第一节  期货交易概述 

一、期货与期货交易 

期货交易目的并不是仅将其作为商品交换工具、转让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财产权，其真正目的

是为了减少交易者所承担的风险。 

大多数期货合约在到期交割前就已被抵消掉。买入期货一方可以通过出售合约来抵消多头头

寸，出售期货一方可以通过买入合约来抵消空头头寸。 

二、期货交易的发展过程和特性对比 

1、期货交易的发展过程 

2、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现货交易的对比 

三、期货交易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1、规避风险的功能 

2、价格发现的功能 

3、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 

4、增强了微观上的计划性，达到宏观上的调控目的 

5、降低了经营成本，稳定了经济收益 

四、期货交易的商品 

某一商品作为期货品种进行期货交易，应基本具备以下条件： 

１、该商品具有必要的保值和转移风险的经济作用； 

２、商品应当具有广泛的市场供求关系，即存在众多的买家和卖家； 

３、商品要宜于贮藏、保存、交割方便； 

４、商品的品质规格或等级应易于划分和标准化； 

５、商品价格具有敏感性、易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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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1、保值者：指因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而面临着不可接受的价格风险的人。 

2、投机者：其动机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通过主动承担风险来谋取风险利润。 

第二节  期货交易的基本原理 

一、套期保值及其基本原则 

1、交易方向相反原则 

2、交易品种相同原则 

3、交易数量相等原则 

4、时间相同或相近原则 

二、基差和基差分析 

1、一般将基差定义为：    基差＝现期(即期)价格－期货价格 

当套期保值时： 基差＝拟套期保值资产的现货价格－期货合约的期货价格 

2、基差分析 

三、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 

保值资产价格与标的资产的期货价格相关系数为 l 时，为使套期保值后的风险最小，其比率应

等于 1。而当相关系数不为 l 时，套期比率就不应等于 1。 

最佳套期比率：              
F

Sh
σ
σ

ρ=  

第三节  股票指数期货 

一、股指期货的产生和发展 

1、股指期货的交易手段日趋电子化 

2、股指期货的交易范围日趋国际化 

3、股指期货的交易市场日趋整合化 

4、股指期货的交易者日趋机构化 

二、几种主要股票价格指数期货 

1、标准·普尔指数(Standard & Poor ’ s Index) 

2、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NYSE) 

3、伦敦《金融时报》指数(London Financial Times Index) 

4、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 

三、股指期货交易的特点 

1、交易对象是股市指数，它只是一个数字而不代表任何实物商品。 

2、合约价格只与该指数的值有关，与该股市指数的点数成正比。 



《金融工程》双语 

 1941

3、交易需缴纳的保证金比其它金融期货低很多，且其数额是固定的。 

四、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1、股指期货的空头套期保值 

2、股指期货的多头套期保值 

五、股指期货套利策略 

1、跨期套利（跨月份套利） 

2、跨市场套利 

3、跨品种套利 

第四节  利率期货 

一、利率期货的产生和发展 

1975 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首先推出了利率期货交易。 

1977 年又推出了长期公债期货合约。 

目前利率期货已经成为世界上成交最活跃的期货品种。 

二、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 

1、平均利润率是决定利率的内在因素 

2、资金供求关系是决定利率的外在因素 

3、物价指数变动是决定利率的时效因素 

4、银行存贷利差是决定利率的合理因素 

5、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是调节国内市场利率的诱导因素 

三、利率期货的种类 

1、短期利率期货 

2、长期利率期货 

四、利率期货套期保值与投机策略 

1、利率期货套期保值策略 

2、利率期货投机策略 

第五节  外汇期货 

一、外汇期货的产生和发展 

外汇期货的产生要早于利率期货(1975 年)和股票指数期货(1982 年)。1972 年 5 月 16 日，新

设立的国际货币市场（IMM）推出外汇期货合约，在世界上首创了能够转移汇率风险的集中交易场

所，将期货交易的范围扩展到了金融领域。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42 

二、有关外汇期货交易的基本概念 

1、与外汇有关的基本概念 

2、汇率 

在浮动汇率制下，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由供求关系决定，影响因素主要有：物价水平、通货膨

胀、利率、经济增长、市场预期、政府干预等。 

3、外汇标价法 

三、外汇期货的特点 

1、特定的外汇币种 

2、所有外汇期货均以美元标价 

3、规定统一的合约数量单位 

4、点数、最小价格波动值和每日涨跌幅限制 

5、合约交易时间 

6、交割月份、交割日期、交割终结日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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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期  权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期权市场的发展及现状、构成与运作；深入理解期权的基本概念和

内容、B-S 期权定价模型的指导思想、假设条件；基本掌握对期权进行各种价值分析与损益分析的

方法；初步学会应用单期和两期二叉树模型、B-S 公式对期权进行具体定价；初步具备利用各种看

涨与看跌、多头与空头期权策略及其组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期权的基本概念和内容、B-S 期权定价模型的指导思想、假设条件；用

二叉树模型、B-S 公式对期权进行各种价值分析、损益分析和定价的方法；各种看涨与看跌、多头

与空头期权策略及其组合。 

教学重点和难点：二叉树模型，B-S 期权定价模型。看涨与看跌、多头与空头期权策略及其组

合。 

第一节  期权交易概述 

一、期权市场的发展及现状 

1973 年 4 月 26 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正式宣告成立，期权市场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它做

了两方面开拓性的工作：第一，对上市交易的期权合同进行标准化，有力地促进了二级市场的发展。

第二，成立了期权清算公司这样的中介组织，为期权的交易和执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二、期权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1、期权(option)的基本概念 

2、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 

3、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 

4、期权合约的主要内容 

三、期权市场的构成与运作 

1、期权的市场结构 

2、标准化的期权合约 

3、保证金制度 

4、期权的交易过程 

5、期权的结算过程 

6、期权的对冲和履约 

四、期权价值与损益分析 

1、内在价值和实值、平值、虚值期权 

2、期权的时间价值 

3、期权的价值图与损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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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一、单期二叉树模型 

1、二叉树模型的例子 

2、期权的二叉树计算公式：   ])1([ du
rT fppfef −+= −

 

其中                            
du
dep

rT

−
−

=  

3、期权的风险中性定价 

期权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       du fppf )1( −+  

化简可得：                      
rT

T SeSE =)(  

二、两期二叉树模型 

重复期权的单期二叉树计算公式可得 

])1([ uduu
tr

u fppfef −+= Δ−
 

])1([ ddud
tr

d fppfef −+= Δ−
 

])1()1(2[ 222
dduduu

tr fpfppfpef −+−+= Δ−
 

这与前面的风险中性估值的原理一致。变量 p
2
、2p(1-p)和(1-p)

2
是到达最后上、中、下三点

的概率。可以用同样方法，将其推广到多期的二叉树模型。 

第三节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 

一、建立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的指导思想 

Black-Scholes 模型避免了对未来股价概率分布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依赖。 

期权的收益可以用标的股票和无风险资产构造的投资组合来复制，在不存在套利机会时，期权

价格应等于购买该投资组合的成本。这说明期权价格的变动仅依赖于股价的波动量、无风险利率、

期权到期时间、敲定价格、股票时价。 

在这些变量中，除股价波动量以外都可以直接观察到，而对股价波动量的估计比起对股价未来

期望值的估计也要简单得多。 

二、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 

1、股票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并且参数为常数； 

2、允许使用全部所得卖空期权； 

3、没有交易费用或税收，所有证券都是高度可分的； 

4、在期权有效期内没有红利支付； 

5、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金融工程》双语 

 1945

6、证券交易是连续的； 

7、无风险利率 r 为常数，并且对所有到期日都相同。 

三、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的推导 

假设股票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 

SdzSdtdS σμ +=  

得到股票看涨期权 f 遵循的过程为： 

Sdz
S
fdtS

S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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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df σσ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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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得 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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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lack-Scholes 风险中性定价计算公式 

欧式看涨期权的价格为： 

)()( 2
)(

1 dNXedSNc tTr −−−=  

欧式看跌期权的价格为： 

)()( 12
)( dSNdNXep tTr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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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的性质 

对远期合约而言：    ( )r T tf S Ke− −= − ，    式中 K 为远期合约交割价格； 

对期权而言，当股价 S 上升很多时，看涨期权肯定会执行，此时期权就与（交割）价格为 X

的远期合约很相似，N(d1)和 N(d2)都近似为 1，B-S 模型变为： 
( )r T tc S Xe− −= −  

而这就是远期合约价值公式。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期权定价理论。从

Black-Scholes 的期权定价思想出发，学者们提出了解决利率期权、期货期权、货币期权以及更为

复杂的期权定价的理论与模型。 

六、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与二叉树模型的比较 

二叉树模型中的时间段是离散型的，当时间被无限细分时，二叉树期权定价公式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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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两者主要差别有如下三点： 

1、Black-Scholes 模型没有考虑期权提前执行的情况，而二叉树模型并未排除美式期权的情

况，因而使用更广泛。 

2、二叉树模型在计算机发展初期比 Black-Scholes 模型计算起来复杂且费时，但随着快速大

型计算机和标准计算程序的出现，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3、二叉树模型假定标的物价格变化呈二项式分布特征，而 Black-Scholes 模型假设价格呈标

准对数正态分布。后者的假设更接近于现实。 

第四节  期权交易策略 

一、保护性看跌期权多头策略 

1、实际举例 

2、投资组合方案 

3、保护性看跌期权多头策略的价值测算 

4、案例分析 

二、抛补性看涨期权空头策略 

1、实际举例 

2、投资组合方案 

3、抛补性看涨期权空头策略的价值测算 

4、案例分析 

三、对敲性双头期权策略 

1、实际举例 

2、投资组合方案 

3、对敲性双头期权策略的价值测算 

4、案例分析 

四、避险性双限期权策略 

1、实际举例 

2、投资组合方案 

3、避险性双限期权策略的价值测算 

4、案例分析 

（三）教学方法与形式 

本章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并结合案例教学法、C++程序设计及演示法等进行辅助教学，

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时数 

本章的教学时数为 8 课时。 

三、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采取统一命题、闭卷考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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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选用 

1. Jesse Liberty，21 天学通 C++（第四版）（中译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2. William H. P，Saul A. T，William T. V，Brian P. F，C++的数值算法（第二版）（中译本），电

子工业出版社，2005. 
3. Robert B Davies，NewMat C++ Matrix Class， 

http://www.robertnz.net/ftp/newmat10.tar.gz，2006. 

4. Robert J.S，Sandra L. H，应用数值方法（使用 Matlab 和 C 语言），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5、基思·卡思伯森等著，张陶伟等译，《金融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J．Hull 著，张陶伟译，《金融工程》，华夏出版社，1997. 

7. 田文昭，金融数值算法，自编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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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是经济学专业的选修课。数理经济学是一门工具

课和基础课，它融合了线性代数、数理统计和经济学的综合课程，它强调运用数学方法，主要是线

性代数、数理统计方法来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问题。 

教学目的： 

1、介绍 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原理。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多元经济分析方法，分析解决经济学中的基础原理问

题，并具备基本的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基本内容： 

首先，从均衡系统出发，介绍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极大化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些方法对消费

者的行为、生产者的行为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而形

成了数理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其次，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理论；再次，介绍了积分计算方

法、常微分方程模型、差分方程模型等动态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的应用。 

教学要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掌握主要的数理经济学研究方法，了解其主要工具和概念；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数理工具分析一些理论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等 
本课程的后继课程为计量经济学、数学建模、金融数学等 

考试说明： 

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本课程

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

绩的 80%。期末考试以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内容 

第一章 数理经济学概述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方法与基本问题以及经济模型的

构成要素。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掌握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模型的构成要素。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 
第三节 与宏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比较 
第四节 经济模型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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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矩阵论基础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矩阵论的基本方面，如矩阵乘法、逆与分块、矩阵特征值和矩阵函

数等，这些是数理经济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矩阵特征值、Jordan 标准型和矩阵函数的概念，掌握矩阵初等变换、Hamilton-Cayley 定理

与 小多项式。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矩阵乘法、逆及其经济学应用 
第二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及其应用 
第三节 矩阵特征值与矩阵函数 
第四节 实二次型 
第三章 市场均衡模型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供给、需求、均衡”是经济学中 核心的概念，并通过一些简

单的经济均衡模型的学习掌握均衡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均衡分析方法在经济中的应用，掌握商品市场均衡模型、收入决定模型和 IS-LM 模型。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商品市场均衡 
第二节 收入决定模型 
第三节 IS-LM 模型 
第四章 边际与弹性分析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边际、弹性与增长率的概念有深刻认识，明白微分学中的全微分概念

与边际、弹性等经济学概念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边际、弹性、增长率以及成本函数的概念，掌握边际、弹性、增长率与导数的关系。 
学时安排 
2 学时 
第一节 全微分与全导数 
第二节 边际、弹性与增长率 
第三节 成本函数及相关的概念 
第五章 比较静态分析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隐函数求导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比较好的理解，会利用隐函数求导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比较静态分析的原理和意义，掌握利用隐函数求导方法对经济学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学时安排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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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Jacobi 矩阵和 Jacobi 行列式 
第二节 隐函数求导 
第三节 比较静态导数的应用 
第六章 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微分学的知识解决经济学中的极值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函数极值、凸凹性和凸集、替代率和规模报酬的概念，掌握生产函数定义和的基本性质，

技术进步及其偏倚。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元函数的极值 
第二节 多元函数的极值 
第三节 凸分析概要 
第四节 经济与管理中的应用 
第六节 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 
第七章 具有约束方程的最优化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具有约束方程的 优化问题，并应用到效用 大化、成本 小化、

利润 大化、产出 大化等经济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函数拟凸性的定义，理解效用函数、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的概念与性质，掌握效用 大化、

成本 小化、利润 大化等经济优化问题。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Lagrange 乘数法 
第二节 凸分析概要：拟凸性 
第三节 效用 大化与需求函数 
第四节 成本函数 
第五节 利润 大化的经济优化问题与市场均衡 
第六节 比较静态分析 
第八章 积分计算方法及其经济学应用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使学生掌握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计算方法，了解积分在经济学的应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基本积分公式、换元积分法、分部积分法和某些特殊函数的积分法，了解积分在经济学的

应用。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计算 
第二节 定积分的计算 
第三节 二重积分的计算 
第四节 积分的经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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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Domar 模型 
第九章 常微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本章内容，能够求解一阶常微分方程和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掌握一些经济学微

分方程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一阶常微分方程的解法和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并会由点弹性确定需求函数，

对供需需求进行定性分析，了解蛛网模型、Solow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具有价格预期的市场模型、

封闭经济的 Phillips 模型。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常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二节 一阶常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三节 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高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十章 联立常积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学习微分方程及其解法，并能够掌握一些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理解动力学体系、自治系统和非自治系统、极限环等概念，掌握微分方程的解法及稳定性理论，

了解 Walras 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分析、物价的微分方程模型、广告的微分方程模型等。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微分方程组 
第二节 变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 
第三节 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 
第四节 稳定性与定性理论 
第五节 经济学应用 
第十一章 差分方程模型 

教学目的 
学习差分方程及其解法，并能够掌握一些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模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求解差分方程的待定系数法、特征根法以及解的收敛性定理，了解乘数动力学模型、蛛网

模型、具有存货的市场模型、Harrod 经济增长模型、Samuelson 乘数加速模型、Hicks 经济周期模

型、Goodwin 期望价格模型、Phillips 模型、Smith 模型等。 
学时安排 
4 学时 
第一节 一阶差分方程 
第二节 一阶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三节 高阶差分方程的解法 
第四节 高阶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第五节 联立差分系统及其经济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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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蒋中一 《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2001 年。 

参考书目 

1、张金水. 《数理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谢胜智. 《数理经济学》.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张齐林. 《博弈论》.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李晓春  《数理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伍超标. 《数理经济学导论》.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6、谢胜智 《数理经济学》，西南财大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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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简介： 

中国农业经济专题研究是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是研究农业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发展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农问题的产生和由来，农业生产问题，

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购买力问题，农村社会保障

与农业保险，农村金融问题，乡镇企业，农村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问题，城郊农村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城乡经济与区域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与对外开放和WTO问题，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等等。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希望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的要求，熟悉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具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使学

生掌握当代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运用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管理理论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我国有关经济和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

经济学、农业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任课教师教学科研简历： 

自1998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先后在市委党校主体班、研究

生班讲授《公司治理理论》、《资本论与当代》等专题课；在本科生班、专科生班讲授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等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2003年3月因为工作调动到我

校商学院任教，担任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

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教以来，共发表专著、编著、论文等多部，累计50余万

字。其中2001年至今，在《当代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论坛》等核心期刊上共发表

学术论文数篇，参与北京市政府课题3项。曾作为与会代表参加2002年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与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次会议。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现状及其趋势， 系统掌握我国 农业经济体制

改革和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 

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分析和研究我国的农业经济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趋势；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改革

的主要问题 

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教育，多媒体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开

展阅读、作业、讨论和课程论文。 

教材： 

《农业经济学》  朱道华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9年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研究所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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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2．《现代政治经济学》，程恩富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5．《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78 

6．《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 

7．《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8．[美]劳埃德.雷诺兹著：宏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1994 

9．[美]劳埃德.雷诺兹著：微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1994 

10．《经济学研究》近年各期。 

11．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12．《拉丁美洲史稿》马克思·韦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13．中国青年出版社：《西欧封建社会》 

1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15．《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1996 

16．《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7．《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9．《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20．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 2003 年出版 

21．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2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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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学习目的：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农业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讲授内容：农业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农业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学的概念 

农业中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 

农业经济活动的 基本的规律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农业经济学：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农业生产力及

其运动规律、农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和两者相互运动规律的科学。 

二、西方农业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起源：古希腊和罗马 

萌芽：近代初期（17 世纪至 19 世纪 30 年代） 

发展：18 世纪 德国 

从一般经济学体系中分离出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二战后西方现代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1、学科的分化不断加快，各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以及进而产生的综合化不断得到

增强； 

2、农业经济学科越来越注重多层面、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加强定性和定量、实证和规范、

宏观和微观分析的结合，不断深入地展开各种比较研究工作； 

3、农业经济学科还不断突破原来意义上的农业经济范畴，更加系统全面的研究农业经济问题。 

三、中国农业经济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1、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问题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在历代经济思想中，农

业经济思想占有较丰富的成分。 

2、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开始对我国农业经济学理论进行广泛研究，但由于“左”的影响，

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受阻。 

3、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步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

经济学。 

4、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展开了对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的全面、深入、

系统的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内容和学科体系正处在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之中。(热点问题) 

第二节  现代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1．课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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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经济学：专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规律的研究 

应用经济学：经济理论在农业部门的具体应用 

2．课程地位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 

土地资源管理、工商管理、经济学专业选修课 

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前继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后继课程：农业技术经济、农（林）业企业经营管理、农（林）业政策学、农村经济统计、农

（林）产品营销、土地经济学 

三、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农业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 

即农业生产力的运动规律、农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以及两者相互运动的规律。 

第三节  现代农业经济学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比较与借鉴 

调查研究 

归纳法、演绎法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作业： 

论述农业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资料： 

1．雷海章主编《现代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 7 月 

2．朱道华主编《农业经济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3．郑景骥主编《农业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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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经济的内涵和重要地位 

学习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下降，农业“小部门化”日益明显，但是地位和重要性却并没有发生变化。通过本章的学习，

认识农业的内涵及其构成，农业的经济特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讲授内容：农业的内涵及其构成，农业的经济特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重点和难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什么是农业 

一、传统的认识 

内涵：农业是人类培育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 

外延：种植业（狭义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包含五个内容的广义农业） 

二、现代的认识的发展 

传统的认识把农业仅限于农业直接生产部门（狭义生产），而现代农业则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产前、产中、产后部门也归为农业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特点 

一、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 

二、具体体现及其经济学意义 

农业生产受自然的影响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 基本生产要素，必须珍惜和保护土地（尤其是耕地） 

农业生产具有分散性，必须因地制宜 

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必须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时间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及时生产和销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提出和形成： 

吸取前苏联重工轻农的教训，1962 年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明确提出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

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2、“基础论” 的理论提出与论证 

（1）从根本上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由农业所生产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决定的，即

农产品是人类生存 基本、 必需的生活资料，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衣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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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分工（其他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上述两点）不以国家和地区为转移，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1、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 

产品贡献 

市场贡献 

要素贡献 

外汇贡献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新贡献 

生态贡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基础。农业是人类 大、 经济的生态产品生产部门 

安全贡献：粮食安全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武器 

政治贡献：农民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 

文化贡献：与农业相伴的农耕文化、田园风光 

3、以现代农业观认识“基础论” 

现代农业是一个包括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部门的完整产业体系。 

传统认识存在局限性：仅仅从主要农产品的角度来看待农业的基础地位，会把“农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演变为“种植业、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4、农业份额下降不等于农业重要性下降 

(1) 农业份额下降的原因：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需求弹性低；工业生产原料对农产品原料的替

代 

(2) 份额下降了的农业依然能够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数量更大、质量更优农产品的需求，说

明“小”的农业承载“大”的国民经济，农业的地位不是变小，而是更重要了 

(3) 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不能用份额来衡量，例如农业生态贡献的份额无法计算 

三、研究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 

理论意义：更好地理解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实践意义：处理好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思考与讨论： 

辩证认识农业基础地位的意义 

作业： 

农业的经济特征。如何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参考文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毛泽东选集》1-5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3．《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4．《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5．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6．《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7．《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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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9．《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10.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第一章，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1.陈文科：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经济研究》1996 年第７期 

12.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地位,《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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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农业的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 

学习目的：土地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农业 基本的生产要素，研究土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

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认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掌握现行家庭承包制为什么是一

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家庭承包制为什么需要发展完善，怎样发展完善？讲授内容：简要回

顾中国封建社会农地制度发展的历史线索，说明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必须实行土

地公有制度；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和弊端，说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坚持这一制

度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庭承包责任制制度安排、创新和缺陷，说明这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和进展。 

重点和难点：深化现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现实选择。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旧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 

一、封建农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的转变 

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的基本特征 

1、封建的土地关系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主要表现在： 

第一，土地所有权日趋集中。 

第二，土地使用权高度分散，小佃农经营是农业中的主要经营方式。 

第三，地租的剥削率很高。 

2、农业日益半殖民地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帝国主义把中国当作了提供廉价原料的农产品基地。 

第二，帝国主义把中国当作了商品的倾销市场。 

第三，帝国主义把中国当作重要的投资场所。 

3、官僚资本主义日益加深了对中国农业的统治和剥削。 

4、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第二节  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已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也得以已建立。不过，与其他

部门比较起来，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更为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可分为四个历史时

期，即：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 

一、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2 年) 

二、农业合作化时期(1953－1957 年)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是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小农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种

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产生一系列矛盾。主要表现在： 

1、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商品率很低。 

2、重新出现了两极分化。土改后由于各种原因，小农经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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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有制农业的存在不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如何对私有制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小农不仅是私有者，而且首先是劳动者，

所以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只能采取合作化的方法，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为此，我

国采取了以下基本政策和措施。 

1、制定和实行了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方针。 

2、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流通领域和信用领域的合作。 

3、实行了自愿互利、国家支援、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 

4、把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保证农民增产增收作为工作中心。 

5、制定和实施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由限制富农剥削逐步过渡到消灭富农经济"的阶级政

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合作化得到了中农的支持，也大大减少了富农的反抗。 

6、在"一化三改造"过程中，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制度。 

农业合作化至 1957 年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

应吸取的教训。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78 年) 

从 1958－1978 年的 20 年，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发展的。期间虽然也取

得了一些发展，但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农业生产力长期处在停滞的状态(包括下降和恢复

发展)，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差距。其中大体上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1、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 

2、调整农村人民公社时期。 

3、"文化大革命"时期。 

4、粉碎"四人帮"初期。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9 年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原有农业经济体制进行

了根本性变革，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新体制。

主要的变革有： 

1、以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实行了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制度。 

2、支持农业中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3、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4、优化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 

5、大力推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改变。 

6、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多次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7、强调要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实行了允许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同时加强了扶贫工作，以 终实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系列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第三节  家庭承包制及其创新 

一、家庭承包制的变迁过程 

1、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农民生产小组按承包的工作或产量计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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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产到户（农户个人按承包的产量计酬） 

3、包干到户（大包干：农户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二、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创新 

为什么农业中家庭经营是 优的？ 

1、较好解决了生产率和报酬的计量问题，对劳动的监督成本 小。 

2、农户拥有独立产权 

3、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新体制 

三、家庭承包制的缺陷 

1、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未根本解决 

2、农民土地产权残缺 

3、土地频繁调整和承包期过短及其弊病 

4、“双层经营”名存实亡 

四、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理论探讨 

1、农地国有化 

2、土地私有化 

3、稳定所有权，搞活使用权 

思考和讨论 

1、 为什么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

基本制度？ 

2、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作业：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现行家庭承包制为什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 

参考书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4．《毛泽东选集》1-5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5．《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6．《经济学研究》近年各期。 

7．《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8．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9．《拉丁美洲史稿》 

10．中国青年出版社：《西欧封建社会》 

1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12．《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13．《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4．《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5．《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72 

16．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7．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18．钱忠好，2003，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83-91； 

19．姚  洋，2000，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 2： 

20．张红宇，2002，中国农地调整与使用权流转：几点评论，管理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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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产品生产与农业结构调整 

学习目的：认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和进入新阶段的基本任务，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新

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改革后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线索，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说明历史形成的温饱

模式和当前面临的问题；说明当前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重点和进展。 

讲授重点和难点：回顾新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改革后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线索，说明目前我国农

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说明历史形成的温饱模式和当前面临的问题；说明当

前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重点和进展。 

难点是：为什么当前农业发展必须“跳出”农业？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农业产业结构的一般原理 

一、农业产业结构的概念 

农业产业结构通常称之为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结构是指在一定区域（国家、地区或农业企

业）内农业各部门和各部门内部各生产项目的组成情况。它是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

是农业生产力诸要素如何结合的基本问题。 

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概念，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农业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性。 

第二，农业产业结构具有多种类型。 

二、农业产业结构的衡量 

农业产业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农业产业结构的量变，可

以借助于一系列指标来反映。主要有： 

1、农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结构。这是 常用的指标。 

2、土地利用结构。 

4、农业资金利用结构。 

三、农业产业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1、影响农业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 

2、影响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能否充分合理利用。 

3、影响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和生产项目之间的物质能量相互转化关系能否充分发挥。 

4、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各种农产品的需要能否按比例得到满足。 

四、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因素 

1、自然资源条件。 

2、生产力水平。 

3、经济发展水平。 

4、人口。 

5、经济制度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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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1、农业产业结构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与市场的供需状况相适应。 

2、农业产业结构应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3、农业产业结构应能符合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的要求。 

4、农业产业结构要因地制宜地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 

5、农业产业结构要能保证国家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利益同各地区的局部性的、眼前的利益的

正确结合。 

第二节  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世纪之交，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0 年 1 月，党中央提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

心任务是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一、为什么是“战略性结构调整”？ 

1、农产品供求关系不同。 

1、 结构调整的目标不同。 

2、 宏观经济背景不同 

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 

1、温家宝在 200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是： 

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通过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加快实现我国农产品的优质化和专

用化； 

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增收渠道。 

2、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三、战略性结构调整不可忽视粮食生产 

思考与讨论 

如何理解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特点和任务。 

为什么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忽视粮食生产？ 

作业： 

进入新世纪，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意义和内容。 

参考文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3．《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4．《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5．《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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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翠萍、唐华仓：《农业政策理论与实施研讨会综述》，《农业经济问题》2005 年第 1 期 

7．《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8．钱克明：《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5 年第 2 期 

9．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0．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11．吕新业：《我国农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农业经济问题》2005 年第 1 期 

12、《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3、《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76 

第四章  农业产业化问题 

学习目的：认识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组织创新，是一场“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通过学习，

使学生掌握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和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的要素

培育等知识。 

讲授重点与难点：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和组织形式；农业产

业化的要素培育 

难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为何多种多样？公司+农户为什么不能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唯一甚至主要形式，在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性。 

讨论：以提问的形式，组织小规模的课堂讨论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形 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一、农业产业化的雏形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产加销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农业产业化既是 80 年代发展的继续，更是为解决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中积累性的矛盾而提

出的一项根本举措。 

二、20 世纪 80 年代积累性的矛盾 

主要是： 

1、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与农业增产增收的矛盾 

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手段的措施难以为继： 

工农产品轮番涨价，比价复归，农产品价格依然处在“锅底”，工农比较利益愈益悬殊； 

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提价已无潜力。 

2、农户分散经营与走向市场的矛盾 

分散农户走向市场面临诸多困难： 

经济实力弱，经不起市场风险； 

缺乏市场信息，生产靠模仿，雷同化； 

组织程度低，交易手段落后，受盘剥； 

3、农业经营规模狭小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 

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无力开展农业现代化。 

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怎样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和本质 

一、农业产业化定义： 

经验派 

窄派 

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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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的一般定义：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以各

类企业、中介组织为龙头，以龙头带动农户的形式，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

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 

一个比较简练的定义：“农业产业系列化”，就是把一个农产品升格为一个系列，使农业成为包

括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系列。 

二、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农业产业化要改变传统农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相互分割和对立的产业角色，把农业的产前、产

中和产后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体化经营。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首先，提出一个认识模式：市场+中介组织+农户；然后，

根据中介组织的不同，划分和分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组织形式。 

一、公司+农户 

二、合作社+农户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 

四、专业批发商+农户 

第四节  农业产业化的要素培育 

一、培育主导产业 

1．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主导产业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或资源潜力，产品市场需求要旺盛或前

景看好，在现有产业结构中处于带动作用的产业。 

2．如何培育主导产业？ 

（1）立足对现有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创新； 

（2）积极发展新的主导产业； 

（3）注重“名、优、特、新、新、稀”产品的开发。 

二、培育商品基地 

商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的依托 

如何培育： 

（1）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经营的农场。这种农场大多是从事典型工厂化的农产品的生产，如养

禽工厂、养猪工厂。 

（2）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紧密型基地，即企业根据自己的加工需要与农户签订合同，建立

生产基地。 

（3）建立企业带农户的松散型基地，即由企业向农户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农民自行决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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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价格随行就市。 

三、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火车头 

龙头企业的特征： 

（1）以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为主； 

（2）带动农户进行专业化生产； 

（3）让利于农民，与农户结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四、培育利益机制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 

利益机制的形式： 

（1）买断型。 

（2）保护型。 

（3）服务型。 

（4）返利型。 

（5）合作型。 

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义。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组织形式。 

参考书目： 

1．《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2．《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6．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7．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8．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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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市化 

学习目的：中国农业人口过多，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这必须发

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意义。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下知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式；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和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思路和措施。 

学习重点和难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式；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

和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思路和措施。 

难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农业中的劳动力 

一、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一）农业劳动力的概念 

（二）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农业劳动力使用上的特点 

1、农业劳动时间具有强烈的季节性。 

2、农业劳动的周期长，劳动效益具有差异性。 

3、农业劳动场所的分散性。 

4、农业劳动内容的多样性。 

二、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的特点 

1、农业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 

2、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 

3、农业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分布很不平衡。 

4、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二）提高农业劳动力利用率的途径 

1、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为劳动力在农业领域内开辟广阔的生产门路。 

2、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 

3、鼓励和帮助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做工、经商。 

4、开展劳务输入。 

5、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合理利用。 

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意义 

（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1、不断改进农业劳动者的物质技术装备。 

2、合理利用和逐步改善自然条件。 

3、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 

4、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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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节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 

一、计划经济时期 

吸取农业剩余积累工业化资金，阻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极其微弱。 

1952-1978 年，26 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份额由 45.4%下降到 20.4%，年平均下降 3%，而

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由 83.5%下降到 70.5%，年平均下降仅 0.5%。 

1978 年我国第二产业占 GDP48.2%达到“半工业化国家”，但农业劳动力份额高达 70.5%却是农

业大国。 

二、改革以来：1980—90 年代 

1．转移数量 

农民有了择业自由，农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

加速趋势。 

改革 20多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量 1.5亿左右，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由 1978

年的 70.5%，下降到 1999 年的 50.1%（至今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2003 年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 1.7亿，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 32%，占全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55.4% 

2、转移模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3、“离土不离乡” 模式的历史意义 

4．“离土不离乡”模式的弊端 

三、近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转移特点 

1、转移量平稳增长 

1992—1995 年年均转移 540 万人左右;1995—1997 年年均转移 360 万人左右;1998—2004 年年

均转移 380 万人左右;预计今后几年年均转移 400—500 万人左右 

2、中西部地区是主要输出地 

2004 年外出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江西 46.0%,福建 41.5%,安徽 34.4%,重庆 31.3%,河

南 30.0%,湖北 29.9%,四川 29.0%。 

以上 9 省占全部外出劳动力 71.3% 

3、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较高 

以年轻人为主:2002 年平均 33.4 岁,2004 年平均 30.1 岁; 

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主: 2004 年分别占 63.3%,12.1% 

4、女性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 

2002 年占 29.9%；2004 年占 34.6% 

5、县域经济为主 

2004 年,转移到县占 65%,地级以上城市占 35%。 

在县域经济中,转移到县级市占 12.4%,建制镇占 6.6%,乡镇地域占 81%。 

在城级以上城市中,转移到直辖市占 17%,省会城市占 34%,地级市 49%。 

6、跨省转移地主要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2003 年,广东占 10.1%,北京占 4.2%,江苏占 4.0%,上海占 3.2%,浙江\福建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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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就业主要在第三产业 

2004 年,转移到第二产业占 40%,第三产业占 60% 

8、转移的组织性有所增强 

2004年,亲友熟人介绍占56.8%,自己碰运气占17.5%(比上年下降);市场中介组织组织占14.0%,

用人单位招聘占 11.7%(比上年提高) 

（二）主要问题 

1．城乡二元体制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 

转移劳动力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口”：一方面，转移劳动力不能成为城市人；另一

方面，农民割不断与土地的“脐带”。 

主要体制障碍：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居住；

医疗；失业；养老） 

2．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 

太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工作条件；过长的工作时间；拖欠工资；甚至缺乏基本的人身安全保

障；社会管理缺失。 

3．农民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主要从事简单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建筑、搬运、矿山、餐饮）。 

第三节  新世纪的新思路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估计 

韩纪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 年第 5 期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 

改变“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走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 ，加快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二、三产业就业

46.5%，第二产业占 57.6%,建筑业占 80%）。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对农民工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不

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流动。城市政府要把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

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要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工权益。要制定更加积极

的政策，鼓励农民流动。 

三、具体政策措施 

1，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各种准入限制，一视同仁，平等竞争。 

2，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证明，简化手续。 

3，清理整顿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乱收费。 

4，保障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5，在公共卫生领域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6，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7，做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8，将农民工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 

9，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10，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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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各种准入限制，一视同仁，平等竞争。 

2．如何清理整顿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乱收费。 

3．怎样保障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参考书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3．《毛泽东选集》1-5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4．《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5．[美]劳埃德.雷诺兹著：微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 1994 

6．谈世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7．《拉丁美洲史稿》马克思• 韦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8．《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9．《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0．《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11．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2．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讨论课 

用一次课时间讨论 

讨论问题包括： 

1．青年农民工问题 

2．女性农民工问题 

3．农业劳动力剩余与民工荒 

讨论方法：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每小组选 2 名发言人，分别发言 15 分钟。每小组选 1 个评

论员，评论 10 分钟。 

时间：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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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民收入、负担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学习目的：不断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证农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性

条件，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农

民负担支出增多，中央屡禁不止，农民怨声载道。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成为中

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了解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要性和进展。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下知识：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和发展趋势；我国农民负担的内容及沉重的表现和体制性原因；

如何评介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和进展。 

讲授内容：（1）改革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和发展趋势；（2）我国农民负担的内容及沉

重的表现和体制性原因；（3）评介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和进展。 

难点：减轻农民负担的意义和进展。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主要农民收入指标解释 

一、农民收入构成 

劳动者报酬收入：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出卖劳动而得到的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从事农业和二、三产业的生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在外人口寄回和带回、农村以外亲友赠送的收入、调查补贴、保险赔款、救济金、

救灾款、退休金、怃恤金、五保户的供给、奖励收入、土地选用补偿收入和其他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租金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集体财产收入、其他财产收

入。 

二、农民收入水平 

纯收入：农民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

额、集体提留和摊派、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

生活消费和储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上述收入的人均值。 

第二节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和特征 

一、农民收入水平增长趋势 

1、绝对数和指数（不变价格） 

2、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 

二、农民收入结构特征 

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农业收入比重下降，但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非农业收入工资性

收入尤其是外出打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 

农业收入比重：1978 年 85%，2000 年 51.2%，2003 年 45.6%。 

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4 年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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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实物收入的比重下降，货币收入比重上升，市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农民收入差距扩大 

1、平均数掩盖的收入差距 

2、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扩大。 

3、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1978 年城乡收入差距 2.57 倍，1985 年缩

小到 1.24 倍。 

80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 

从 1995 年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改革初期。2000 年达到 2.78 倍，2001 年达到 2.9

倍，2002 年达到 3.11 倍，2003 年达到 3.23 倍。 2005 年达到 3.22 倍。 

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福利性收入，估计城乡收入差距 5—6倍。 

第三节  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是农民收入的净减少，是 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削弱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成

为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农民负担的内容 

1，农业税（公粮） 

2，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五统） 

3，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4，收费（收费，集资，摊派） 

5，剪刀差（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给国家而蒙受的损失） 

二、农民负担沉重的表现 

“头税”轻（农业税） 

“二税”重（村提留和乡统筹） 

“收费”是个无底洞 

1.农业税较轻 

《农业税条例》颁布于 1958 年，至今未做实质性调整，当时国家确定的农业税税率为 15.5%，

计税耕地为 13.5 亿亩，计税产量为 2800 亿斤。由于实际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而且实际耕地面积

接近 20 亿亩，因此农业税率实际上是逐年下降，实际为 3％左右。 

农林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问题：生产和流通环节重复征收；猪头税成了人头税） 

2.村提留和乡统筹 

5%来之不易！ 

1991 年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负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不超过以乡

为单位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5%，1998 年又改为以村为单位。 

主要问题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由基层按需要“确定”。 

农民负担村提留和乡统筹不均：低收入农民的负担相对较重，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负担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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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负担相对较重。 

3.乱收费 

政府、各行政部门和乡村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即“三乱”）游离于 5％以外，是农民负

担沉重的主要内容。 

以 1993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

见的通知》为例说明“三乱” 。 

4.农民负担现金支出压力大 

农民现金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 70%，而以现金支付的三项负担占全部负担的比重接

近 90%。农民负担的现金支出份额大，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心理压力。 

5.农民“暗税”负担依然沉重 

统计资料显示，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

亿元收入。 

三、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原因 

不能把农民负担沉重简单地归结为官员和干部个人腐败。要寻找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1. 财政体制的弊端。 

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

有事权而无财权，所谓“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中央财政预算不足，便允许地方税外收费弥补。然而，一旦收费成了基层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它的性质就会产生异化，会把创收变成目的，千方百计使它 大化。 

2. 行政体制的弊端 

干部政绩考核：政绩工程 

人事制度：基层政府庸肿，机构林立，人浮于事，费用猛增。 

腐败：陪吃饭的，陪唱歌的，陪跳舞的…… 

3. 国家宏观分配重城市轻农村。 

为什么城市没有出现普遍的市民反映负担重？这说明存在城乡歧视的制度安排： 

例如，城市公益事业锦上添花国家办，农村基本公益事业主要靠农民自己办。义务教育是国家

承担的公共产品，而教育费用是乡镇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到 1/3 到 1/2。 

农民的税收负担严重脱离他们的收入水平。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缴纳增值税的起征点是月销售

额 600-2000 元，折合年销售额 7200-24000 元。而一般农户的人均年纯收入达不到这个起征点。 

第四节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一、初期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分散试点 

1993 年以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相继在安徽、河北、湖北、湖南、贵州、陕西等农业大省近

50 个县市进行试点。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费改税：取消乡统筹，取消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改征农业附加税。 

二、2000 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扩大到省 

2000 年，中央确定安徽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则

选择少数县市进行改革试点。 

2000 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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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

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改革村提留征集和使用办法。 

三、2002 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扩大到 20 个省 

2002 年，国务院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四川、河南、湖北、湖南、

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1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上海、

广东、浙江自费进行改革试点。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选择少数县市进行改革试点。 

工作重点：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继续执行 2000 年中发[2000]7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不反

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行；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2]25 号（中国改革农

村版 2002 年第 7 期） 

四，2003 年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2003 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全面推进，分类指导；巩固改革

成果，防止负担反弹。 

具体内容：《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 号（《人民日

报 2003 年 5 月 18 日 

五、减免农业税 

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取消农林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减免农业税：2004 年吉林、黑龙江省为国务院试点省，农业税全免；河北、内蒙古等 11 个粮

食主产省及广东降低农业税 3 个百分点，其余省降低 1 个百分点；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

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 

截止 2005 年 1 月，全国 31 个省中有 22 个省减免农业税。2004 年，全国减免农业税，取消除

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轻农民负担 294 亿元，农民人均增收 57 元。 

2006 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六、当前农民负担的状况和隐患 

乡镇机构臃肿和债务沉重（据统计全国乡镇债务愈 4000 亿元） 

“三乱”并未完全杜绝（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依然存在） 

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机构不健全，人员不落实，部门之间不协调） 

思考与讨论 

1，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和趋势 

2，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进展 

作业： 

1．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难点。 

2． 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3．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 

4． 2004 年我国减免农业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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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现代政治经济学》，程恩富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 

3．《毛泽东选集》1-5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4．《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5．《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6．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7．《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8．《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9．《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0．《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1．《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12．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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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保护 

学习目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保护关系密切。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农

业贸易规定和中国加入 WTO 对农业的影响。掌握如下知识：农业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世界贸易

组织的农业贸易规定；中国加入 WTO 对农业的影响。 

讲授重点和难点：农业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贸易规定；中国加入 WTO

对农业的影响 

难点：如何用好用足 WTO 关于农业保护的政策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农业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一、农业保护的涵义和实质 

1．广义: 

农业保护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是旨在促使农业经济健康发展或增进农业部门福利而制定的一

整套政策体系。 

2．狭义 

经济学意义的农业保护根本特征在于通过政府的国内价格干预和边境控制手段，替代和扭曲市

场机制，以达到刺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向农业人口转移收入。 

二、农业保护的依据 

1，食品安全 

2，农业是风险产业 

3，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只有当国民收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业的保护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农业保护是经

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开始，是对农业过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贡献的回报。 

4，农业利益团体压力 

三、农业保护的基本目标 

1．供给目标。 

2．收入目标。 

3．环境目标。 

四，农业保护政策的基本工具 

（一）国内保护 

价格和收入政策。 

发展政策。 

（二）边境保护——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1，削减关税 

2，非关税措施关税化 

3，配额和 低进口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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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削减国内支持总量 

5，削减出口补贴 

6，合理的卫生检疫 

7、关税 

8、进口配额 

9、卫生检疫、包装和商标条例等； 

10、出口补贴 

五、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以美国为例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农业贸易规则 

一、世界贸易组织简介 

1、沿革： 

2、WTO 的宗旨： 

3、WTO 的基本原则 

（1）非歧视原则 

（2）开放市场原则 

（3）公平竞争原则。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产品贸易规则 

由“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1994 年 GATT 马喀什议定书》（关于关税减让表的规定），《关

于改革计划对 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决定》，《实施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等文件构成。 

基本内容可归纳为： 

市场准入承诺 

国内支持减让承诺 

出口竞争承诺。 

第三节  加入 WTO 与中国农业 

一、中国加入 WTO 的进程 

二、中国加入 WTO 的农业承诺 

1、市场准入 

（1）降低关税：中国整体平均税率从 2000 年的 21%，到 2004 年降至 17.5%，其中美国、欧盟

特别关注的肉类、园艺和加工农产品等 86 种农产品的关税，从目前的 30.8%降至 14.5%。 

（2）配额管理 

2，减少国内支持和不给予出口补贴 

3.逐步放开农产品贸易的国家垄断 

4.履行 WTO 动植物检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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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倾销标准和产品保障条款 

三、加入 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总体说，加入 WTO 对中国农业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 

1、对中国农业的积极影响 

2、对中国农业的可能冲击 

四、入世四年对我国农业的实际影响 

外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没有如预期那样大举涌入，我国农业没有受到严重冲击。 

讨论： 

2005 年香港会议期间韩国农民抗议，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喜欢 WTO？ 

新一轮 WTO 农产品贸易谈判的进展 

近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遭遇高磨擦，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 

作业：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农业贸易的基本规定。中国加入 WTO 对农业的影响。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版。 

2．柯炳生：入世三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分析与前景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05（5） 

3．程国强：中国农业面对的国际环境及其趋势，中国农村经济，2005（1） 

4．刘昌黎：WTO 农业谈判之路——艰难、较量与展望，国际贸易，2005（11）：38-43（人大

2006.4.P143-148 

5．何秀荣：对华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地位，农业经济问题，2005（3） 

6．《经济学研究》近年各期。 

7．程国强、崔卫杰：多哈回合农产品关税谈判对中国的影响评估，管理世界， 2005（12）：

35-45 

8．《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9．余佶：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新进展，农业经济问题，2005（3） 

10．《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1．《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2．蒲文彬:WTO 框架下中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与选择，财贸经济，2005（12）76-81 （人

大 2006.4.P149-154 

13．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4．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1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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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学习目的：了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现状，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现

代化中的意义 

讲授重点和难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难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时间安排：3学时 

第一节  农业现代化问题研究 

一、什么叫现代化？ 

1．现代化：基本涵义和标准 

现代化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基本涵义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西方学者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对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农业现代化不应当仅仅是农业生产部门甚至农村内部的事，它必然要反映到农村乃至国家经

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以这些方面的变化为条件。 

2．现代农业：农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从总体上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力水平，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力的组合方

式等为标志的。 

原始农业 

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是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主要特征：人类从单纯获取“天然食物”（如狩猎、采集），到有目的地种植、养殖以获得食物。

原始农业的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称为“刀耕火种”，完全“靠天吃饭”。原始农业的产量很低，只能

提供维持生存需要的食物。 

传统农业 

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迄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仍然处于这一阶段。 

基本特征：农民以世代相传的直接经验为技术基础，主要使用基本由自己生产的简陋的铁木农

具和人、畜力以及水力、风力，进行生产。 

传统农业 基本的特征：农民以世代相传的直接经验为技术基础，因此，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

基本的特征。 

较之于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配置已经

达到了 优状态，但传统农业生产率低，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之中。因此，要改造传统农业，就

必须引入现代的技术。 

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是在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大体上是从 18 世纪末 19 世

纪初开始，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基本完成。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7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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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 

机械化（现代农业机械体系 

专业化（高度分工：生产环节分工；区域分工；作业工序分工） 

市场化（农产品、农业生产要素成为商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一体化（农业产业组织创新）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城乡差别缩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二．农业现代化的标准 

1、农业现代化就是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 

2、在我国，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 

初，农业现代化就被理解为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四化”。 

80 年代，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增加了现代经营管理的内容。 

90 年代，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深化，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90 年代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成果 

第一，从广义理解农业现代化。狭义的农业现代化指农业生产部门的现代化，广义的农业现代

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部门现代化，还包括支撑、制约农业部门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 

第二，农业现代化既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为加快这一转变过程

所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发展战略。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化”到什么程度才算农业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应当怎样具体标识？ 

由于没有一套国际和国内公认的农业现代化标准，各地都在探索。 

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应当符合一般国际规范，不能五花八门，否则农业现代化的实践就会混乱不

堪。 

农业现代化标准要切实可行，各地农业现代化应当有自己的特色，而不仅仅是“复制”发达国

家或地区的情形。 

三、制定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原则 

第一，主要特征原则。突出重点，指标要少而精，不能不分轻重罗列。 

第二，易操作性原则。指标要易获取，易测算，易确定。 

第三，独立性原则。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不能太强，不能相互涵盖，而是相互补充。 

四，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一部

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湾地区的开放和开发，力争经过 20 年

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部分发达地区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次确认了上述目标。 

五、“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含义 

1．在行政区域上，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相应的标准，而不是所有地区； 



农业经济学 

 1993

2．在达标的数量上，主要指标达到了，而不是全部指标都达到； 

3．在达标的程度上，不是达到了某个确定的值，而是在一定的区间或范围内 

小节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的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部门内部的事，而且涉及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这些方面的变化为条件。 

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成果，只有努力达到其物质内容，

才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到达现代化的“临界点”，具备了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但距离“百分

之百的”农业现代化还有一定差距。 

第二节  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背景 

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掠夺式地

对待自然。虽然极大地获得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尖锐矛盾。

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可持续发展思潮是这一矛盾的产物。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两个基本要点： 

经济发展要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 

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时，应当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不能采取耗竭资

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 

兼顾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 

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当前的发展和消费时，应当使自己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剥夺后代

人应有的发展和消费权利 

三、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

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

为既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又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作业： 

农业现代化内涵认识的发展过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当前中国农村热点问题透析》，改革出版社 1996 

2．《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现代农业经济学》 雷海章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 

6．李秉龙、薛兴利主编：《农业经济学》 (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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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问题》（期刊） 

8．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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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业、农村与农民 

研究的目的：近期，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学习，掌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过去党的“三农”工作方针政策在认识论上有何区别或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 

研究重点和难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内涵是什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 

时间安排：4课时 

第一节  乡镇企业与农村产业结构 

一、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1、乡镇企业促进了农业发展。 

2、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 

3、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 

4、乡镇企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 

三、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 

（一）影响农村产业结构的因素 

1、生产力发展水平。 

2、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条件。 

3、人口及消费构成。 

4、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特点 

与城市的产业结构相比，农村产业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 

1、农村产业结构与第一产业不可分，并以第一产业的发展为前提。 

2、农村产业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 

3、农村第一产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又以阳光为主要能源，从而使农业生产必然具有分

散性的特点。 

（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原则 

（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途径 

1、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2、调整好农村三类产业的相互关系。 

3、逐步改善农村产业发展的地区结构。 

4、深化乡镇企业的体制改革。 

5、发展小城镇，改善农村各类产业的基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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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一、农村工业化及其作用 

二、我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历程 

三、进一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途径 

1、转变农村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 

2、优化农村工业的产业结构。 

3、优化农村工业的规模结构。 

4、优化农村工业的地区结构。 

5、农村工业的布局要相对走向集中。 

6、农村工业的发展一定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7、继续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 

四、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的概念 

农村城市化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农村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

相接近，城乡差别日益缩小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指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向农村小

城镇集中，农村地区日益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这里我们分析后一种含义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城

市化也是一国实现城市化的现实途径。 

五、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六、发展农村小城镇的意义与对策 

1、发展小城镇的重大意义： 

2、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三节  农民的收入与消费 

一、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指出了大体上要经过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和达到

比较富裕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制定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解决温饱，就是摆脱贫园。 

2、实现小康。 

3、达到比较富裕。 

二、农民的收入 

（一）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 

（二）我国农民收入的变化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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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三、农民的消费 

（一）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的消费水平 

（三）农民的消费结构 

作业： 

1．如何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06 年 3 月 17

日 

第 11 次上课 

课堂讨论加辅导复习 

一、讨论议题：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方法：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每小组选 2 名发言人，分别发言 15 分钟。每小组选 1 个评论员，

评论 10 分钟。 

二、学生复习，辅导学生，回答提出的问题。 

时间安排：3课时 

第 12 次上课 

随堂考试。 

时间安排：2课时 

考试题型与分数比例 

名词解释： 20% 

简答题： 40% 

论述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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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现行经济理论和政策》（Economic Policies Being Implemented In China and Theory of  
Policies）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务性密切结合的课程，学科的交

叉性、综合性特点十分明显。通过讲授我国目前推行的重要经济政策和它的理论基础，培养学生运

用理论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评价政策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1．重点介绍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推行的主要的经济政策，掌握经济政策的内容，政策制定的

原因、背景，政策推行的效果以及政策的发展趋势。 
2．通过学习我国的经济政策，掌握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而掌握实行该政策的原因，从而

让学生掌握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原因、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和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政

策和理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理论等构成。教学过程中要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牢固掌握我国目前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及政策的理论基础；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员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本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考察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含实践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中国现行经济政策和理论》的教学课时为 36 课时，具体安

排如下： 

 

章次 教学内容 课时 实践教学 
1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发展原因 4 课程讨论 
2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和理论 8 课程讨论 
3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 10 课程讨论 
4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和理论 6 课程讨论 
5 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理论 8 课程讨论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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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发展的原因 

教学目的： 
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掌握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重点：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难点：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原因。 
学时安排：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一、建国前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1949-1978 年的经济发展 

三、1979 年后的经济发展 

1．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变动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增长率
(%) 5(GNP) 7（GNP） 12.8 13.4 11.8 10.2 8.8 8.8 7.8 

居民消费价格

增长率(%) 3.1 3.4 6.4 14.7 24.1 17.1 8.3 0.8 -0.8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DP(GNP)增
长率(%) 7.1 8.0 8.3 9.1 10 10.1 9.9   

居民消费价格

增长率(%) -1.4 0.4 0.7 -0.8 1.2 3.9 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统计公报 
2．我国近年来进出口增长率（%）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进出口增长率

（%） 
18.6 3.2 12.1 -0.4 11.3 31.5 7.5 21.8 37.1 35.7 

出 口 增 长 率

（%） 
22.9 1.5 20.9 0.5 6.1 27.8 6.8 22.3 34.6 35.4 

进 口 增 长 率

（%） 
14.2 5.1 2.5 -1.5 18.2 35.8 8.2 21.2 39.9 3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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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一、中国有丰富和优良的资源和要素 

二、社会制度 

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发展技术对于发展经济是优越的。 

三、中国采用了正确的经济政策 

第三节  课程安排和教学目的 

一、本门课的安排 

介绍我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基础 
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革）的政策和理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和理论 
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理论 

二、本门课的教学目的 

1．了解、掌握政策的内容，以及政策实行的背景和效果等。 
2．掌握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理解政策制定和实行的原因。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徐茂魁：《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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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和理论 

教学目的： 
了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准确

把握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掌握我国的改革过程和我国改革的经验和实质，理

解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区别。 
教学重点： 
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我国改革的经验和实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

的区别。 
教学难点： 
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关系，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区别。 
学时安排：8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形成 

一、马克思的方法论 

1．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理论上的难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科学的理论，那有科学的实践 
2．解决：引入社会实践的范畴（主观和客观、目的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3．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总的要求，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 动规律的深刻分析 ，

从中发现发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

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通过科学的抽象把握社会主义的最一般、

最基本的特征。 
4．社会主义体系： 
价值目标：人的只有而全面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服务） 
科学体系：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制度安排：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 

二、苏联计划经济的形成 

1．十月革命后按马恩设想实施社会主义计划。 
2．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军事化和国家强制性。 
优点：保证战争胜利。 
缺点：过早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打击积极性，生产停滞、下降。 
3．新经济政策：多种经济成份，市场机制，企业自主权，经济手段为主（与我 80 年代初相似） 
成效：工农业恢复。 
缺点：巨大困难，经济社会危机（收购危机、农民暴动、工人不满）       原因：无法与我

们今天的改革相提并论，改变的仅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看法，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念。 
政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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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市场是和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实践上，市场作用有限，把单一所有制作为目标，允许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新经济政策被接受的原因：列宁的威望，应急措施。 
新经济政策意义未被广泛认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列宁、布

哈林）；二是认为是权宜之计、倒退。 
3．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导致争论和斗争。 
（1）中央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和斗争：能否通

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24－25）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维埃的命运取决于工业化，这需要大的投资计划，所以需要集中一切

资源，而靠内部盈余、市场关系太慢，只能通过剥削小农、个体。 
布哈林认为通过市场关系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和经济平衡。 
结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失败，但理论后被斯大林接受。 
布哈林一时辉煌，但随后失败，理论被抛弃。 
（2）斯大林、莫洛托夫与布哈林的争论和斗争：突击还是均衡发展及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出现粮食收购危机。 
布哈林认为收购危机根源于计划失误、工农品比价不合理；解决办法：重视市场，发展个体，

输入粮食 
斯大林认为危机是因为工业发展太慢，富农投资倒把；解决办法：高速发展工业尤重工业，发

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4．苏联模式的形成 
上述争论结果，斯大林获胜，苏联模式逐渐出现，并成“标准”。 

三、中国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形成 

1．毛泽东原先认为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一个短暂或几年的时期（生产力落后，半殖民半封建国

家）。虽有代表建议，《共同纲领》未提社会主义。 
2．在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有人在继续稿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新中国成立至改造完成），无“新民主主义”地位。 
3．过渡时期原定 15 年，实为 3 年。 
4．1956 年前后理论探索的活跃期为“反右”斗争中断，经过自然灾害，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 

第二节  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一、西方社会的讨论 

1．市场经济的词源： 
“市场经济”的概念，列宁最早使用（1906，全集二版 13 卷 124 页） 
西方：1920，米塞斯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1936，兰格 
“市场社会主义”，德国社民党理论家 1950 提出，1956 年进党纲 
2．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第一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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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者 
米塞斯（奥地利），1920 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私有制和竞争形成的市

场价格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 
哈耶克：市场的功能是提供一种“试错法”来分配资源，以分散信息、分散决策，有经济动力

为前提；计划经济不行。 
罗宾斯：关于经济计算，理论上可以用一系列方程式求解，实际上行不通，难以在几百万个预

计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要根据更多的百万个方程来计算，解出时，信息

过时。 
（2）支持者 
兰格（波兰），1936 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存在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

配置，模拟市场，利用“试错法”根据经济关系的变化来提高或降低价格，达到资源配置。 
1965 年，《计算机和市场》：计算机的出现证明其模式可行；市场和计算机乃经济计算及资

源配置之基本工具。 
3．英美马克思主义者 
（1）市场社会主义者 
施威·卡特（美，罗尔拉大学哲学教授）：第一、市场社会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区别为公有

和私有，而非计划和市场；第二、中央计划有缺陷：信息问题、激励、集权化、企业创新；第三、

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必不可少；第四、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比资本主义更优越（集体所有和

民主管理，投资的社会筹集，无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更民主、更公平）。 
詹姆士·劳勒（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恩都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第一、过渡时期，

市场经济还存在（社、资都存在）；第二、合作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第三、在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需继续利用市场。 
（2）市场社会主义者： 
蒂克庭（英，格拉斯哥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所）：第一、生产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把赚钱作为

目的会歪曲人性；第二、市场不是技术和手段，与社会主义不融合；第三、过渡时期市场会存在，

但逐渐消亡，公私之间斗争导致公有腐败；第四、效率和市场社会主义，社的优越性为充分就业，

市场为富人服务。 
奥尔曼（美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第一、市场社会主义不能导致社会主义，买卖存在，工人

是企业的主人，内部可以是合作和民主的，但与外部的关系是集体资本家和外人的关系，集体资本

家分享利润，只雇佣为其创造利润的人，产生与资本家相似的体验，贪婪和冷漠被当作人性，被雇

佣者感到排斥和恐惧，试图对其进行社会主义价值教育是不可能的；第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三个

误区：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市场，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联系（大多数市场

社会主义者都不相信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把计划和苏联的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第三、马克

思坚决反对社会市场经济。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讨论 

1．苏联 20 年代的争论。 
2．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 
3．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和计划都有调节功能，市场要在宏观收

入分配计划下发挥基础性或主导性的调节功能。 
4．我国：三个阶段： 
第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围绕：怎样看待市场的作用，怎样对待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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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存在的原因，是否应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起什么作用等讨论。修

正主义 
第二、改革开放至 1990 年代以前，围绕：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的作用并把它与计划

结合起来以及如何结合。 
1970 年代末，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大力发展商

品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人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并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

济。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调节手段。少数学者在 80 年代中期，对市场经济有较深刻的认识，初

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如何结合？大计划小市场，板块结合论，立体结合论，功

能结合论。 
第三、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经济体制类型。市场基础论 

第三节  市场取向改革的演进过程和过渡问题的产生 

一、中国的改革进程和结果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央经济工作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

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特区的建立成为开放的突破口，十二界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 年十三大，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大 
结果：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 

二、苏东的激进式改革（休克疗法） 

剧变，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 
（1）改革政策： 
稳定化：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取消优惠贷款；消除预算赤字，减少对企业和价

格的补贴。 
自由化：除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其它全面放开；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取消和减

少对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 
制度化：引入新的财税制度；引入新的货币银行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的法律

制度尤其是民法体系。 
私有化。 
（2）结果 
转型中的衰退，严重程度远超过人们预料，甚至大萧条。 

三、过渡问题的产生 

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工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市场体系的发育，失业，通胀，接轨，社会不稳定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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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经验 

一、过渡的含义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过渡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

构剧烈的、整体的、根本的变化，即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过渡经济学中的过渡，指从传统的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化）。 

二、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要把握的要点 

1．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 
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和市场文明融为一体 
社会主义国家：分开。 
苏东：工业化已基本完成，过渡中市场化成为唯一主要任务。 
中国：工业化水平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建国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靠政府强制推动，与建立在市场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过程在许多方面是背道而驰的，工农产品的强

制不等价交换关系和集体化生产方式，剥夺了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同时塑造了一个以户籍制度为

核心的城乡制度，使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二元结构和身份差别进一步凝固化了。 
2．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相联系，相互影响、渗透、制约：市场化以社

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决定了其模式和道路，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反过来又会推动宪法制

度的变化。 
3．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全面变革：价格――价值――产权――政治法律关系和意识

形态。 
4．不能把改革目标的市场经济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 

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化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 

（一）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不同认识 
1．激进式改革的理论依据 
人不能两部跨越一道鸿沟，资源配置取决于价格机制，所以过渡的核心是：管住货币，放开价

格：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快越好。 
2．具体原因 
（1）体制相互联系，部分改革不能成功； 
（2）发挥市场作用要求取消行政干预，新制度需尽快建立； 
（3）快速改革才能使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力量对比上超过旧制度的受益者，（4）利用大选后的

蜜月期，加快改革，尽快控制通胀以取信于民。 
3．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渐进式改革的解释 
诺斯悖论：产权规则和等级规则的冲突（不能兼容） 
改革的结果是：第一、大爆炸：产权规则未建立，等级构架破坏：经济停滞、政治混乱、改革

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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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倒退。 
但实际未如所料 
4．对中国经验的不同解释 
（1）斯蒂格利茨：利用信息经济学范式 
不完全信息、不完全资本市场、不完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现实，新古典经济学用处小，尤其

转型。信息不完全使得公私企业都会出现激励问题，政府和市场都会出现失败，混合体制最好 
（2）马克·奈尔：后凯恩斯主义 
批评了激进式改革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快速的市场化与私有化方案产生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改

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一步放开价格和私有化。逐步放开价格，引入非国有经济，出现竞争，国企改

变方式，经济增长。 
（3）诺顿和蒙勒：进化理性主义 
知识、信息的主观，分散的个人状态存在，人无力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文明进化的自发性、

渐进性和无意识性，适应而不能设计。人可以破坏旧体制，难以建立新体制。 
（4）彼得·诺兰 
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私人行为更短期化，市场失败更甚，国家干预解决（整体置于个人之上）。

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5）有学者把制度的分析纳入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改革的过程，经济人根据成本和收益的

博弈，改革有成本，从降低成本的角度论证渐进式的合理性。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经验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改革自上而下，但对改革要求的承认，各部门、地区、单位

改革丰富多样，大胆创新，合理的推广；“下”为自己的利益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完美的设计未形成便已抛到后面，摸着石头过河――更高的指导意义。避免自上而下由于

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过大的危险，自上而下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自发性和自觉性结合 
2．局部推进和整体协调。政府整体协调，对改革过程从总体进行规划、协调、控制，为改革

基本方式，但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分领域、部门等实现的，进度也有差别。从局部到整体符合经济

体制变化的内在逻辑，经济和体制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易者先行先得效，阻力

小；连锁反应，示范效应 
3．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体制外推进可以绕过一些难题，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促进竞

争，促进国企改革。不能忽视国企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控制经济命脉，稳定、控制矛盾、克服

市场的缺陷，国企改革也有根本进展。 
4．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5．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结合。经济改革以相对稳定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经济改革不

能脱离于政治改革。 
6．初始条件和改革的路径。中国的改革拥有制度前提、物质前提、组织前提和文化前提。 
7．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三）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四）渐进式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 
1．改革远未完成：市场发育，经济体制的变化，市场机制（双重体制）， 
2．基本矛盾：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摩擦。 

复习与思考题 

1．改革以来，我国的计划和市场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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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有什么根本区别？ 
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4．我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戴达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徐茂魁：《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杜厚文：《现代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俞宪忠：《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 1．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1．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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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 

教学目的： 
了解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我国的改革进程，了解西方经济学对于国有企业及其

改革能否成功的疑问，掌握我国国企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掌握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我国国有

企业分类改革的战略、以及在大型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措施。 
教学重点：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我国国企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

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战略，大型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措施。 
教学难点： 
西方经济学对于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能否成功的疑问，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我国国有企业分类

改革的战略，大型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措施。 
学时安排：10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一、国有制的特征及传统行政代理的缺点 

（一）国有制的特征 
1．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代理关系； 
2．国家作为代理人同时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3．政府代理是国有制的逻辑选择； 
4．政府行使公共产权的目标是多元的； 
5．维护这种代理关系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 
（二）传统行政代理的缺点 
1．激励成本较高； 
2．信息成本较高； 
3．行政代理有可能降低约束效率； 
4．难以避免影响力成本。 

二、国企的改革进程 

国有制原来的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 
放权让利：有了一些权利和利益，有积极性 
不规范，放收随意；侵蚀国家利益，短期利益 
1．利改税：想要规范 
一对一，加重了负担，且由于宏观经济的变化 
2．承包制：以合同规范责权利 
无法人财产，负盈不负亏；行为短期化；鞭打快牛；一对一；无法保证政企分开；宏观上妨碍

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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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企业的契约理论 

1．企业的契约性 
企业是什么？为什么要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把企业看作是生产函数。 
新古典假设：经济人假设，完全信息，确定性，无外部性。 
交易费用的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企业存在必要，资源在企业内配置（企业为科层（等级组

织），契约的必要性，企业的契约性（生产要素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交易方式的选择：根据交易的特征来确定：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2．契约的非完备性 
承认企业的契约性只解释了企业与市场的共性（市场是产品交易的契约，企业是要素交易的契

约），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契约的完备程度。 
完备的契约，准确地描述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况下契约各方

的权利和责任。举例。不完备契约相反。 
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契约的非完备性，参与人得到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干什么未规定，

剩余控制权的出现 
契约的非完备性；不确定性， 剩余索取权的出现（不能所有人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 
3．企业所有权是重要的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合称为所有权，如配置不好会导致偷懒问题。 
解决偷懒：监督、权威 
关键是解决监工的不偷懒问题，把剩余索取权赋予监工（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合一）。 

四、国有企业进入市场面临的障碍 

1．政府的多元目标与要求政府以利润目标经营国有资产的矛盾； 
2．国有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确立排他性的法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 

一、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 

（一）氏族（部落） 
（二）家庭（包括奴隶主庄园、封建主庄园） 
自耕农、手工业作坊 
制度及缺点： 
（1）劳动者所有制，工具是经验和技巧，学徒、帮工只能帮忙，尽管温情脉脉，实际上限制

了生产规模。 
（2）劳动者控制生产过程，脑体未分工，管理、决策水平低下。 
（三）传统企业 
1．出现过程 
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手工业作坊的分化，不多，行会的限制。 
手工业利润高，贵族、大商人等购买原料让贫穷但未破产的手工 业者加工，给加工费。缺点：

周转慢、工期长、效率低、质量未能保证。于是购买生产资料、雇佣破产的手工业者在一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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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工场出现；合伙制企业所及出现。 
2．制度及创新 
（1）资本家（业主）所有制，扩大规模。 
协作出现：节省生产资料，新的集体力，劳动的 连续性和多面性，不同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扩大劳动范围。 
（2）分工：从事局部劳动，适合；积累经验，改进技术，提高劳动强度，减少非劳动消耗，

机器出现。 
3．资本家控制生产过程：专门指挥的出现 
4．传统企业的缺点 
规模有限（受个人财力的限制，合伙也如此），风险大； 
易失误，虽迅速。 

二、近代公司 

（一）近代公司的出现 
1．先驱：古罗马时代，包税人组织的股份委托公司和委员会制度（明显带有政府和宗教社团

的特征，形式上与当代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在得到官方批准后可以由 3 个或更多的人组

成，通过其成员的代理人掌管财产，并办理起诉和被起诉事宜。 
2．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市场经济已比较发达。为了从事风险大、所需资本多的航海

贸易，航海家们组建了类似于今天两合公司的被称为“康孟达”的组织，一些资本家出资，由航海

家贩运货物于海外，盈利时按个人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这种做法开始时流行

于海上贸易，后又推广到陆上贸易。 
3．15．16 世纪，英国、荷兰等国家经国王或议会特许成立了一批具有垄断特权、从事海外贸

易和掠夺殖民地的海外公司和殖民公司。也许正是这些特许公司的运作积累了经验，导致了近代公

司的出现。 
4．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了。它通过国王的特许状获得了法人地位和股东负有限责任

的权利，公司资本股份化并可转让。这是最早由官方认可的拥有法人地位和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

表明了其在企业制度发展和产权制度演变史上的地位和取得的进步。由于和个人本位的法律体系的

矛盾，这种公司只存在于对外贸易、银行、交通和一些公用事业领域。 
（二）近代公司的完善 
1．17 世纪时，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股份公司，它没有皇家的特许，股东可以自由转让股票，

股票持有者不能直接支配资产营运，只有公司的经理才有权代表公司营业。由于未得到特许，它们

不被当时的法律视为实体，不具有起诉和应诉能力，而且还要承担无限责任。 
2．1834 年，英国议会授权国王向这类股份公司颁发“特许证书”，允许公司享有通过政府官

员进行应诉的特权，实际上确立了股份公司的合法地位。 
3．1837 年，美国的康涅狄格州颁布了第一部一般公司法，这项法律规定了标准的公司注册程

序，此后，美国的其他州也相继采纳了康州的一般公司法。 
4．1844 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允许私人自由组织公司并采用完全公开的原则作为保护公

众投资的最好办法。 
5．1855 年，英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了一项有限责任的议案，次年产生了第一个现代

的公司法，即有限责任形式的公司法，定名为合股公司法。 
（三）制度及创新 
1．企业财产所有权：摆脱企业对个人财力的限制，扩大规模，进一步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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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企业形式的自由选用，降低交易费用。 
2．组织结构：由企业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投资者大规模的资本联合于一具有独立地位的企

业使得下述组合成为必然：重大事项决定于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经营决策（要求尽可能正确、

迅速、灵活地作出）由股东信任、懂得经营的少数人（组成董事会）掌握，执行权在迅速有力上的

要求使其应属于一个人（总经理），执行与经营决策的密切相关使得总经理的任命权最好归属于董

事会；在决策、执行权与股东相分离的条件下，股东的监督或再安排股东信任的另一部分人（监事

会）的专门监督成为必要。通过分别设立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形成各自独

立、权责明确又相互制约机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既能处理好所有者的权益，又赋予经营

者充分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同时注意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处理好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

者的关系，保证企业有效经营的要求。（分权制衡―→决策民主、科学，执行有力） 
（四）近代公司的缺点 
分权制衡中带有鲜明的大股东主义色彩，绝对控制权 

三、现代公司（企业）制度 

（一）出现过程：经理革命 
19 世纪的美国，技术进步，市场扩大，企业制度创新，公司大规模扩张（横向，纵向），融

资；反金融势力（商业银行业务一个州，短期），社会资金进入公司，股权分散； 19 世纪后期发

达的证券市场（政府债券和公用事业股票）。 
公司规模扩大，建立层级，雇佣中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职业化，帮助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建

立制度、抵制干预）；为高层管理的职业化贮备人才。 
管理更复杂；企业家年老色衰；子孙无能；股权分散，高层管理职业化（1963，美 200 家最大

的非金融公司中 169――84。9％由经理控制）（铁路、电报行业最早，19 世纪后期）。 
（二）制度及创新：经理人员的职业化 
发生的环节：经营管理环节 
提高经营素质（经理的高素质非股东可比）：培训、竞争、优胜劣汰 
经理经营的自由度——干得好，听你的；干不好，去职。 

四、企业制度演进总结 

以上在企业制度演进的进程中 ，通过与其它企业制度的对比知道了现代企业的特点（可操作、

可判断），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所有权安排的结论太过简单，国企不见得改不好。更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现代企业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市场的重要性，制度的重要性，股东的行为

在现代企业中显得并不重要，这与传统企业刚好相反。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 

一、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 

1．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 
2．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 
3．竞争性大型企业宜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 
4．中小国有企业宜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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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性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一）国有资产的第一层次授权经营：所有权主体行为资本化 
政府职能分解：所有权、行政权、调控权——目标、作用方式、法律依据、遵循的原则 
（二）国有资产的第二层次授权经营：国有股股权分散化 
（三）国有资产的第三层次授权经营：公司产权独立化 
（四）国有资产的第四层次授权经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高效化 

复习与思考题 

1．试阐述国有制的特征。 
2．国有企业传统行政代理的缺点。 
3．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什么？ 
4．试阐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战略。 
5．如何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戴达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徐茂魁：《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杜厚文：《现代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俞宪忠：《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 1、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1．科斯等：《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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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和理论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及两者的区别，了解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的战略，了解通货

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危害，掌握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掌握科学技术、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发

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掌握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措施。 
教学重点：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概念的区别，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危害，科学技术、制度在经济增长

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掌握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措施。 
教学难点： 
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的危害，科学技术、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学时安排：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 

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一）概念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 

二、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 

（一）平衡增长的战略 
1．供给方面的平衡增长。 
2．需求方面的平衡增长。 

三、以通货膨胀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代价 

第二节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我国的政策 

一、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理。 
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劳动者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涵盖了知识、

技术和管理，并在论著中反复阐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1．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增长视为资本积累的函数,强调人们在生产大于消费（储蓄）时所积累

的生产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2．1940 和 1950 年代，哈罗德－多马理论（古典模型和凯恩斯增长理论的混合物）：同样强

调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投资，投资起到双重的作用，既创造了需求，也创造了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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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0 年代，经济学家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的增长过程。战后经济的增

长的背景。提出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反映如资本、劳动、技术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一种

关系。19 世纪的一些理论曾断言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复活了。更优良的技术会

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1960 年代起，技术创新就成了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们集中关注的问

题之一。 
4．这种探索在 1960 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

要影响：即各种能增加“人力资本”那类生产要素的方法（贝克尔），“发展软件 ”（技能、技

术知识和组织知识）能确保硬件知识（资本、劳力）更有效率。 
（三）简单对比：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应制度的出

现是如此？而马克思的东西看起来比较空。方法论上、对历史进程的把握上，马克思无疑是正确的，

有待于细化，可以大大的借鉴西方经济学(但其历史观是错误的)，将其纳入马克思的框架，所谓制

度：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古代社会组织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消耗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劳动；人的经验逐渐

积累，并系统化为科学技术，作用已很明显。 
2．近代社会：革新生产工具，科学知识物化，科技已成独立力量，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第一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两次产业革命。 
3．20 世纪，尤其战后，科技突飞猛进，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量上：发达国家，上世纪初，

5－20％；中叶，50％；80 年代，60－80％。质上：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管理等。第三次科技革

命――第三次产业革命。 
（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及其机遇和挑战 
出现及提出过程：工业社会以来，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反映在人们的

头脑中。 
1912 年：熊彼特（德国），资的发展关键非资本和劳动力，为创新（关键为知识和信息的生

产、使用和传播）。 
1957 年，索罗（美），1909－1949，美非农劳动生产力翻一番，技术贡献 87.5％。 
1962 年，马克卢普：知识产业（教育、研究开发、传播业、信息设备服务等）。 
1973：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围绕知识组织起来），影响大。 
1980：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农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信息化浪潮，信息革命――

巨变；1990：《权力的转移》：进入信息时代，主宰力量由金钱转向知识，提出了和今天一样的有

关知识的含义、原理、观念、能力等。其它学者进一步研究。 
90 年代初，美阿斯奔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办信息探索研究所，出版《1993－1994 年鉴》中，

以《知识经济：21 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发表了 6 篇论文，从 6 个不同的方面审视了明天

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 
90 年代初，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也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 
199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 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全面系统的阐述

了知识经济，明确的定义：建立在知识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特征：科学技术的

研究开发——基础；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地位；服务业——主要角色；人的素质和技能——先

决条件。 
1997 年，克林顿在公开演讲中采用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我们迈向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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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战略，实现教育领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对发达国家：技术日新月异、目不暇接；全新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奇迹。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好，尤其是技术

高度发达，这样它可以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挑战：A 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

一日千里，稍不留意，即被落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B、财力限制，得不到新技术；C 使用发达

国家淘汰的技术；D 先进技术是否符合需要。 
（三）科教兴国战略 
1．提出过程： 
（1）1992 年：十四大：必须把经济建设转道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1993 年，中共、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 
（3）1995 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科技大

会，江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4）1996，人大八届四次会议，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十五大重申。 
2．科教兴国战略： 
（1）加快科技进步 
（2）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三、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忽略制度的原因。 
1．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不存在信息成本、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 成本相一致，从而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能引导生产要素流向能导致行为人受益最大化的领域，刺激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科

斯定理”：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的初始安排是不重要的。 
2．假设的问题。 
信息不完全且需支付费用：生产的调节过程取决于信息费用，一般说，市场越不发达，信息传

播技术越原始，调整过程越长，调整费用越高；因此，其影响市场机制的运行结果，影响经济增长。 
产权未被从分界定及产权的界定是需支付成本的，个体收益未必等于社会收益，如存在外部性、

搭便车等问题。后果如导致技术进步缓慢。 
结论：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增长不同。 
（二）制度为什么能推动或阻碍经济的增长。 
1．制度的功能。 
能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可能性。 
2．制度影响人类的选择行为。 
（1）为每一个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设置了一整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为每一个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 
（2）规定不同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或阻碍交易、技术创新。 
（3）伦理道德可能制约或鼓励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行为。 
（4）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 
（三）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1．制度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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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或行为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

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三个类型：宪法秩序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制定规则的规则。 
制度安排：具体的操作规则：成文法、习惯法、自愿性契约 
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来源于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意识形态。 
当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变量时，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的结果。 
2．制度通过以下环节影响经济增长： 
（1）产权 
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从最基本的意义上

说，产权就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产权一般包含

以下规定性：第一，产权是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它与资源的稀缺性相联系；第二，产权的排它性

意味着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同一事物的权利，因此，产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权的

这种排它性是通过社会强制来实现的；第三，产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即产权可分解为使用权、

收益权、让渡权等；第四，产权的行使并非是无限制的，每一种权利的行使只能在法律或契约规定

的范围内形式；第五，由于产权是行为人在交换中形成了明确的预期，从而有助于使外部效应内部

化。 
产权制度，是指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结合而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的组合、调节和

保护的制度安排。一套强有利的产权制度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产权安排。为了使市场交易顺利进行，必须确立排他性的产权，即通过产权界定，确定

谁有权做什么并确定相应的产权规则。具体包括：交易主题对交易对象应拥有明晰的、唯一的产权，

而且产权具有可分离的特性；只要产权的拥有着不违反法律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产权的行使应该

不受任何限制；产权具有可交换性；产权拥有者对产权行使的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安排。包括：明确界定出资人、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出资人通过设置一个最优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监控经营者的行为，使经营者对个人效用的追求转化为

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确立法人财产权。 
第三，有效的产权保护。这包括和约各方可通过行使退出权保护自己的权益，以及法律制度能

通过强制惩罚一切破坏现有产权关系 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威慑力量来实现对产权的保护。 
产权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产权制度具有界定交易界区、规范交易

行为的功能；具有形成稳定预期的功能；具有激励的功能；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一个有

效率的产权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产权不清晰增加交易费用。17 世纪的荷兰、英国与法国、西班牙。 
（2）国家 
界定产权的方式：可以谈判，国家。花费成本，国家的强制性；界定产权，获得破坏产权的信

息，制裁。结论：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或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国家的目的：租金最大化（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 
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税收。 
统治者面临：竞争约束（使自己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受益，打击竞争对手）； 
交易费用约束（界定产权要支出费用。增加开支）。 
因此，无效率的产权可能长期存在。 
（3）意识形态 
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与判断一致，自觉遵守；不一致。尝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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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 
1．粗放型：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经济增长； 
2．集约型：通过提高要素的效率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 
1．增长目的：从总量增长、产值增长到提高质量和效益。 
2．增长手段：从要素扩张、增加人财物投入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3．增长途径：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规模到利用基础，更新、改造、挖潜。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体制 
1．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找不到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论著。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方

式的改变是在市场制度诱导和驱动下自然、历史的演进过程。 
2．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机制。 
（1）阶段必经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要素供应充足、价格低 ；生产手段不行，技术、管理

等。 
（2）体制内生论。 
3．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体制条件。 
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4．对策 
（1）完善市场机制：公平竞争、资源优化配置 
（2）宏观调控机制：投资方向、结构、规模等 
（3）企业经营机制：优胜劣汰、效益 
（4）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创造、产业化。 

复习与思考题 

1．试阐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2．为什么不能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 
3．为什么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 
4．试阐述制度推定经济增长的机理。 
5．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戴达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徐茂魁：《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杜厚文：《现代市场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俞宪忠：《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 1．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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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卫兴华：《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73．《转型发展

理论》，厉以宁著，同心出版社，1996 年。 
12．何伟胜、张跃进：《现代市场经济导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3．纪宝成、晏维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精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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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理论 

教学目的： 
了解经济结构的含义，掌握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的三次突破，掌握公有

制对于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意义，了解产业结构的含义及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掌握产业结构

和所有制结构耦合的内在机制，掌握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耦合的途径。 
教学重点： 
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所有制结构理论的三次突破，公有制对于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意义，产

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耦合的内在机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耦合的途径。 
教学难点： 
所有制结构理论的三次突破，公有制对于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意义，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耦

合的内在机制。 
学时安排：8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导  论 

一、概念 

1．西方经济学：舍弃掉社会历史因素和特殊的经济关系。 
佩卢：表示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 
2．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在狭义的生产关系上兜圈子 
原因：“……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会经济基础、

经济制度和所有制”（马克思）. 
3．经济结构的三种基本含义（三个层次）： 
（1）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生产方式； 
（2）经济体制 
（3）生产要素、生产总量等在行业、地区、企业之间的分布。 

二、决定经济结构形成原因和性质的有关要素 

1．生产力发展水平； 
2．需求的增长和变化； 
3．包括资源和人口在内的具体经济条件； 
4．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第二节  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理论的突破 

第一次：“点”型―→“线”型 
第二次：“线”型―→“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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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面”型―→“体”型 

二、市场经济引入公有制的逻辑 

1．私有产权的特点及局限： 
确定的排他性的产权安排；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较小的外部效应和交易费用 

局限：微观层面：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 

宏观层面：经济周期化、不利结构超常调整、社会目标 
2．国有产权的特点和功能： 
非排他性的产权安排；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非对称结构；较大的外部效应和交易费用 
功能：解决市场失灵；解决市场不足；实现资源配置微观效率的最大化；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

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逻辑 

1．定义：产业结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生产能力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总和，表明各产业

之间的社会联系程度、未来发展潜力与方向和产业组织的产业规模效益。 
2．产业结构通过以下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目标）：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组织与技术状况；产业结构的空间配置（区域化） 
3．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比例关系；关联程度 
4．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5．产业结构的功能：效益功能、速度功能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非常规演进 

产业演进的自然顺序： 
农业主导型―→轻工业主导型―→重加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打乱了产业演进的自然顺序，引入重工业主导型的发展轨迹。

问题： 

第四节  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 

一、耦合研究的原因 

相关性 

二、耦合的内在机制 

1．产业结构对所有制结构及其变迁的效应 
产业性质对制度的约束： 
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方式组合的差异；产业资本的技术特点；产业的关联性；产业的市场结

构 
产业性质变化后对制度变迁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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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及其演进的效应 
产权主体目标的差异性；产权主体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差异性；产权主体的竞争优势差异性； 

三、国有经济的产业排序 

四、实现耦合的途径 

1．主导产业的选择：由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决定 
机械、电子、汽车、建筑业等 
2．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的调整方案 
国有经济应进入的主要领域：解决市场失灵和自然垄断问题；解决市场不足；增强国民经济的

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获得高额利润；实现调控目标。 
国有经济应退出的主要领域：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餐饮业、服务业、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试阐述经济结构的含义及其决定因素。 
2．试阐述所有制结构理论的三次突破。 
3．试比较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特点和功能。 
4．试阐述所有制结构和产业机构耦合的内在机制。 
5．阐述实现我国所有结构和产业机构耦合的途径。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5．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6．郁义鸿：《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7．[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8．[美] H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 
9．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版。 
10．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1．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 
12．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年。 
13．石磊：《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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