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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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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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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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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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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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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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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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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二、设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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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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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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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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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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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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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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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能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三、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课程分两类教学进程，一类是工商管理类专业必修课，总进程安排为 54 课时，共 3 学分；

一类为经济学专业必修课，总进程安排为 72 课时，共 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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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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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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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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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变革 

一、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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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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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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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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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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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主要的代表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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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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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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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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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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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统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制度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上。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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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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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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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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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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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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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类型的主要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 

三、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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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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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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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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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也考察和分析个人及其家庭、企业、国家和国际等各层面经济关系。 

四、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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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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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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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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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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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范畴。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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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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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科学社会主义信念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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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一、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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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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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关系。经济规律及其特点和分类。 

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意义。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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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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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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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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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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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的基本原理。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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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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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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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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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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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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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会经济制度的实质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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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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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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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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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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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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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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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制度变革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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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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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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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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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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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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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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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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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一理论已经被人类历史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所证实。 

三、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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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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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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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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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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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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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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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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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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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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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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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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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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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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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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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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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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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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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利益关系， 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 

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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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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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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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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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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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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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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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 

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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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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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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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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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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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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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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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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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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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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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 

三、市场机制及其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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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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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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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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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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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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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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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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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也有不能克服的缺陷，需要运用宏观调控来弥补。 

考核要求 

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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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关系。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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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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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关系。市场机制及其特点和功能。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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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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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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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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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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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价值规律作用及形式。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  品 

一、商品的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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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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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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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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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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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交换劳动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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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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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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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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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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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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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品的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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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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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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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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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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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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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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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劳动量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率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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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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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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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商品经济的其他矛盾。 

五、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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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的认识。 

第二节  货  币 

一、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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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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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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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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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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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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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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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它体现着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 

二、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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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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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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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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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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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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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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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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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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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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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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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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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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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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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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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商品拜物教。 

第三节  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一、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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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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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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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形式， 

二、价值规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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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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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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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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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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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避免地引起商品生产者的贫富两极分化。 

考核要求 

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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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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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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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货币的职能。价格和价格标准。货币流通规律。纸币和通货膨胀。 

三、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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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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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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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本与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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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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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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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价值和劳动力商品既具有特殊属性，也具有一般属性。 
课程内容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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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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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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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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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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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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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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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历史和道德因素。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作用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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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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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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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它反映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二、资本的涵义和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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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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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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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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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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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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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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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地反映了剥削程度。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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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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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界限。工作日长度的确定及其趋势。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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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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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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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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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剩余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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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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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和必然灭亡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资 

一、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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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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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本主义工资的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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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同历史时期会引起工资的提高或降低。 

四、资本主义工资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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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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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第三，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同异。 

考核要求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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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理论。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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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价值率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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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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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四、资本主义工资 

工资的本质。工作日。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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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如何？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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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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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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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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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积累的实质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一、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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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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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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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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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所有条件。 

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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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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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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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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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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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三、资本积累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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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的大小。第四，预付资本量的大小。 

第二节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一、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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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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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 

二、个别资本的增长—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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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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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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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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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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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本积累和相对过剩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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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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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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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四、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当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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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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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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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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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 

第三节  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一、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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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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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义及其实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用。 

二、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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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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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其灭亡准备了物质条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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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积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考核要求 

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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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资本积累的涵义。资本积累的动因。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 

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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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和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及其存在形式。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三、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及其趋势 

资本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历史作用。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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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来进行解析。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4 章，第 7 节。 
2．列宁：《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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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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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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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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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性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规律。 
课程内容 

第一节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一、产业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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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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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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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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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继起性。 

二、产业资本的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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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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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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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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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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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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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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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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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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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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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损失。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折旧费。折旧费与固定资本原值的比率叫做折旧率。 

3．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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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的构成对预付资本总周转速度的影响：第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自身的周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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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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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方面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次可以节约预付资本，尤其是流动资本。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一、个别资本运动和社会资本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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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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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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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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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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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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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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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上分为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三部分。 

二、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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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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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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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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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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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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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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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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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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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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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关系是经济规律。 

四、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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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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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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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质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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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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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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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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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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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三、二战后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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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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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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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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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出现了“滞涨”局面。 

四、西方经济危机理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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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过度论。有效需求不足论。货币危机论。创新论。 

五、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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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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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适度增长。第三，保持货币增长和价格水平增长的相对稳定。 

考核要求 

一、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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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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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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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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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率。年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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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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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实现条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 

三、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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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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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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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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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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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瓜分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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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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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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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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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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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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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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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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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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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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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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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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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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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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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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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价值在质和量上存在差别。 
生产价格形式后，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一是商品交换以生产价格为基础

进行；二是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这种变化并不否定价值规律。 
2．超额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是个别资本家首先采用先进技术或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商品

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从而比其它资本家多得的那部分利润，它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

化形式，是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的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超额利润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伟大意义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意义：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矛盾的

难题，使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论证。革命意义：在资本主义，揭示了整个资产

阶级剥削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 

第二节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一、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职能 

商业资本是商品资本独立化的形式。商业资本的职能就是商品资本的职能。 
商业资本的重要作用：第一，有利于节省流通过程的资本，增加生产领域的资本量。第二，缩

短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第三，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平均利润率。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

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二、商业利润及其来源 

商业利润的概念。商业利润的来源：现象上表现为购销价格的差额。本质上是商业资本家从产

业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商业利润的实质。 
商业资本参与平均化过程而获得平均利润。商业的利润率也是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形成后，

生产价格的构成 = 成本价格( k ) + 产业利润( p ) + 商业利润( h )。 

三、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1．商业流通费用。 
商业流通费用的概念。商业流通费用分为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两种。 
2．商业流通费用补偿的途径。 
商业流通费用即要收回，还要获得相应的平均利润。补偿的途径：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生产过程

有关，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纯粹流通费用仅同商品的买卖有关，属于非生产性开支，不能增加商

品的价值。纯粹流通费用的价值补偿，就是从剩余价值总额中扣除的。 
商业职工的劳动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其劳动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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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借贷资本和利息 

一、借贷资本 

1．借贷资本的形成。 
借贷资本是从产业资本运动中分离出来的特殊资本形式，是货币资本的独立化运动。借贷资本

的形成。主要来源：第一，正在积累中的折旧基金。第二，暂时闲置的流动资本。第三，用于积累

的剩余价值。第四，各种货币存款等也都构成借贷资本的来源。 
2．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 
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第一，是一种商品资本。第二，是作为财产的资本。第三，是 具

有拜物教性质的一种资本形态。 

二、利息和利息率 

1．利息的本质和来源。 
利息就是职能资本家使用借贷资本而让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利息的来源是剩余价

值。平均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利息，另一部分是企业利润。利息和企业利润进一步掩盖了剩

余价值是真正来源。 
2．利息率的决定。 
利息率是一定时期内的利息量与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息率在平均利润率和零之间浮动，影

响利息率的主要因素有：第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第二，借贷资本供求状况。第三，一个国家的

习惯和法律传统、预期价格变动率、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借贷资本风险的大小、借贷时间长短等

等。 

三、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1．银行与银行资本。 
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的企业。基本职能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另有两种职能：充当结算中心

和发行信用流通工具。银行资本分两部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借入资本来源：第一，暂时闲置

的货币资本；第二，食利阶层存入的货币资本；第三，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小额存款。 
2．银行利润及其来源。 
银行利润的来源归根到底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银行资本参与利润平均化过程而获得平

均利润。银行雇员的劳动同样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四、股份公司 

1．股份资本及其性质。 
股份制就是通过发行股票，建立股份公司筹集资金，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形式，即是指不同所有

者通过认购股票共同出资创建企业的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和股份公司是在资

本主义信用和竞争的基础上产生，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 
2．股份公司的功能。 
第一，有利于快速聚集资本和优化投资结构。第二，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提高企业

的运营效率。第三，有利于企业财产的完整和稳定。 
股份公司的主要形式：股份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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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票、股息和股票价格。 
股票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入股的凭证。主要特点是：不返还性、流动性、风险性。股票持有者凭

股票获得的收入叫做股息。股票价格是股息收入的资本化。公式：股票价格 = 股息/利息率。股票

价格的基础取决于两个因素：预期股息和银行利息率。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经济和政治状况、

企业经营状况、股票供求关系、物价水平、政府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心

理等。 
创业利润和虚拟资本。创业利润就是创办股份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价格总额同实际投入这个企业

的资本总额之间的差额。创业利润的源泉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股票收入资本化而虚

拟出来的资本称为虚拟资本。它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其持有者带来收入。虚拟资本和实

际资本是不同的。 

第四节  资本主义地租 

一、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 

1．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特点。 
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途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本质特点是：第一，土地所有

权与土地经营权相分离。第二，土地所有权不再有人身依附关系。 
2．地租的本质和特征。 
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是农业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主要特征：第一，

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第二，剩余价值分为地租和平均利润。第三，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农

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关系。 
3．地租和租金区别。 
资本主义地租的基本形态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它们是由不同的原因和条件所引起的。 

二、级差地租 

1．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同土地的等级差别相联系的地租是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土地存在着等级差别。级差地租产

生的直接原因是土地有限性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营权的垄断，与土地私有制没有关系。 
2．级差地租的源泉。 
级差地租的源泉：只能是农业工人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是由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

格和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的。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由条件差的土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

决定。级差地租可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两种形态。 

三、绝对地租 

1．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垄断获取的地租，它是由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低于价

值的超额利润构成的。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或社

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是条件。资本向农业部门转移受限制，使农产品按价值出售。 
2．绝对地租的源泉。 
农产品价值与生产价格的余额构成绝对地租。绝对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3．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绝对地租。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6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的，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接近工业资本有机构成，

上面所说的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就消失了，但绝对地租就不会消失，只不过产生绝对地租的条件发

生了变化而已。这时的绝对地租仍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四、土地价格 

1．土地价格的决定。 
土地价格实质上就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公式是：土地价格 = 地租/利息率。影响土地价格的

因素：地租的高低、银行利息率的高低、土地的供求状况、地理位置、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土地投

资者的理性预期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2．土地价格的变动趋势。 
土地价格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其原因，一方面是地租有上涨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

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得利息率下降，土地价格提高。这不利于经济的

发展。 

考核要求 

一、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的定义。成本价格作用和意义。利润的概念和本质。利润率的涵义。决定和影响利润

率的主要因素。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区别。平均利润的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涵义。影响平均利润

率高低的主要因素。生产价格的形式、涵义和构成。超额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生产价格形式后价

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意义。 

二、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和作用。商业利润实质及其来源。商业流通费用的概念及其补偿。商业

利润。商业利润率。 

三、借贷资本和利息 

借贷资本的本质、职能、形成和来源。利息的涵义。利息率的涵义。利息率的界限。影响利息

率的因素。银行的性质。银行资本的本质和职能。银行利润及其来源。股份公司、股票、股息和股

票价格。创业利润和虚拟资本。 

四、资本主义地租 

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和特点。地租和租金区别。级差地租的涵义、

形成的条件和原因。级差地租的源泉。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的涵义、形成的条件和

原因。绝对地租的源泉。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对地租的形成。土地价格的实质。影响土地价格的

因素。 

复习与思考题 

1．决定和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2．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区别是什么？ 
3．平均利润是怎样形成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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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说生产价格的形成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5．阐述商业利润、利息和资本主义地租的来源和本质。 
6．股票价格是如何决定的？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1、9、10、17、23、27、38、45 章。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理论》，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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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自由竞争导致垄断的客观必然性和垄断时期自由竞争的特点，了解竞争与

垄断之间的关系，把握国家垄断形成的原因。明确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以及调控体系的

多元目标、具体形式、主要手段和政策体系。了解国家干预的作用和局限性，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

历史作用和地位，进一步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一、垄断的形成 

1．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 
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垄断。 
2．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历史过程。 
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危机加速了资本和

生产的集中。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和调整的必然结果。 
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的过程。 

二、垄断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 

垄断组织形式在历史演变中的类型：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和混合联合公司。各种

垄断组织形式反映了垄断资本从企业外部到内部，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单一部门到众多部门，

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程度的联合和垄断。 
混合联合公司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是根

本原因。第二，生产集中的加强和垄断实力的膨胀是直接原因。第三，混合兼并加速了混合联合公

司的普遍推行。第四，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也促成了混合联合公司的兴起。 

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及统治 

1．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 
产业资本的垄断是一切垄断的基础。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是以产业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为基础同

时形成的。银行由普通中介人变成了万能主宰者。表现在：第一，银行控制和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

第二，银行促进和加速垄断组织的形成。第三，银行成为股票和债券买卖的场所，并代理工商企业

发行有价证券。 
二战后，银行作用的新特点：第一，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达到新的规模。第二，巨型银行的产

生。第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银行持股公司或银行集团。第四，巨型银行在国内外形成了银行密网。

第五，银行经营业务的多样化。第六，出现了许多非银行系统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金融公司、

投资公司等。 
2．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统治。 
在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基础上，银行业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日益溶合或混合生长，形成一种

新型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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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寡头的形成及统治。 
金融寡头是金融资本的人格化，指极少数掌握大量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家。金融寡头在经济领

域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金融寡头在政治领域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同政府进行所谓“个

人联合”而实现的。金融寡头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万能的统治者。 

四、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1．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凭其垄断地位操纵和控制的价格体系。它由垄断高价

和垄断低价构成。垄断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垄断利润。 
垄断价格并不否定价值规律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垄断价格以价值或生产价格为基础，受

市场竞争、商品供求及购买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等客观经济情况的制约。第一，垄断形成于商品经

济时期的自由竞争，垄断形成以后不仅没有对商品市场形成否定，而且还要以商品市场作为垄断得

以实施的空间。第二，垄断导致市场替代法则发生作用，使其它与之竞争的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

加紧了对相关同类商品的开发和研制。第三，商品价值仍然是垄断价格的基础，商品价值的变动迟

早要引起垄断价格发生相应的变动。第四，垄断价格是垄断基础上价值规律存在和作用的特定社会

历史形式。 
2．垄断利润及其来源。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剩余价值规律主要表现为垄断利润规律。垄断利润指垄断资本凭其在生

产和流通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获取垄断利润的途径主要有：第一，对本企

业劳动者所创造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第二，通过垄断价格在流通领域转移并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

和价值。第三，通过政府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第四，通过对外输出资本和

国际经贸中的不平等交换实行剥削和掠夺。 

五、自由竞争与垄断竞争 

1．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与竞争并存，这是垄断资本主义一切经济、政治现象的总根源，是

支配垄断资本主义整个经济运动的规律。垄断与竞争并存的表现：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垄断组织

之间的竞争以及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 
2．垄断资本主义下竞争的特点。 
垄断资本主义下竞争的特点：第一，竞争的激烈程度空前加剧。第二，竞争出现了更加错综复

杂的局面。第三，综合地运用多种竞争手段。第四，竞争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第二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是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第一，已经成长为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生活中稳定的、经常的因素。第二，形式的多样化。第三，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垄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原有的经济特征发生了局部的、部分的质变。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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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第一，克服现代经济发展所需巨额资本与私人资本积累有限性

的矛盾。第二，克服私人垄断资本追求的自身利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矛盾。第三，克服生产无限扩

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四，缓和生产力社会化同私人资本盲目竞争的矛盾。

第五，克服私人资本通过市场进行利益分配的有限性。此外还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压力、资本国际

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党派长期执政的问题。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途径和主要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途径：一是将私营企业国有化。二是由国家预算拨款直接建立国家垄断

企业。三是通过股份制对私人垄断企业进行兼并、控制和改造，增加国家股比重。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有三种形式：第一，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外部的结合。第二，国家垄断资本和私

人垄断资本在企业内部的结合。第三，国家直接掌握的垄断资本。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 

1．30 年代大萧条与“凯恩斯革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面对这次经济危机，西方经济理论出现

了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传统的自由放任论由兴盛到衰

落，从占统治地位变为少数派，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2．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 
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方式：直接和间接调控两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宏观经济调

控的目标：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保持国内国际收支平衡。

经济政策体系中 主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四大政策。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局限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经济发展有

某种阻碍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1）
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2）加快了国际间的技术交流。（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投资，有利

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4）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外投资，为发展中国家的劳

动就业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此外，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对各国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发展也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阻碍作用，具体表现在：（1）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的发展，财政支出的增大，财政赤字日益严重，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更加突出。（2）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滥发货币，

造成长期通货膨胀，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3）国家借助于发行公债来增加财政收入，加剧

财政金融危机。（4）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造成严重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沉

重包袱。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没有改变垄断资产主义的实质。它存在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

的固有矛盾和历史局限性，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在生产方面，国家调节不可能克服社会生产的无

政府状态，不能消除部门间的比例破坏和经济结构失调。第二，在分配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

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贫富悬殊的状况。第三，在世界经济方面，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l）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

输出，力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

垄断地位，操纵世界市场价格，剥削发展中国家。（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通

货膨胀，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4）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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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大、需要改造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污染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

坏了生态平衡，妨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损害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第三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 

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经

济形态代替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步。而它为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经济形

态所代替也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整。区域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

知识经济等经济概念已经逐渐成为经济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继续进行自我调整。

然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结果，表现出离社会主义的门槛越来越近，终将摆脱不了向新的社会形

态过渡、从而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命运。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 

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 终取代资本主义是资本积累发展的客观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不

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社会化形式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

势。 
应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文明做出较为准确、全面、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考核要求 

一、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垄断的涵义。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垄断组织形式。银行业的垄断形成、职能和作用。金融资

本和金融寡头。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垄断资本

主义下竞争的特点。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涵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原因、途径和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

宏观调控的方式和目标。经济政策体系中四大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局限。 

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垄断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原因。 
2．垄断利润的来源是什么？ 
3．为什么说垄断价格的形成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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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如何？当代资本主义竞争有那些新特点？ 
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6．如何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 
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经济是通过哪些途径建立起来的？国家垄断经济的主要形式

有哪些？ 
8．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第 1、3、4、5、6 节。 
2．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3 编，第 2 节。 
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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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 

学习目的和要求：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本章从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入手，对经济区

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跨国

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中

国如何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生产的国际专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然产物。国际分工是在国内分工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区别。区别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分工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而国际分工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高级阶

段才出现的，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而出现的。第二，国内分工是各国国民经济范围内的

分工，而国际分工则是以各个国民经济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在各国之间形成的社会分工。第三，

国内分工只受本国国家权力和制度的制约，而国际分工则受到各国的政策、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因

素的制约。第四，国内分工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各国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其他经济条件。而

国际分工的发展则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国际和国内

分工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一国的国内分工越发达，国内分工越容易超越国界向外延伸，国际分工也

就越发展；反之，国际分工的扩大，通过国际贸易也会促使各个国内分工的扩大，从而促进各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 
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第一，各国的自然条件是重要条件。第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

决定性因素。第三，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国际分工的性质，制约国际分工的内容和形式。 
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垂直型分工。二是水平型分工。三是混合型分工。国际分工的

发展引起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二战以来世界市场发展新特征：首先，市场结构日趋复杂化。其次，商品市场的构成类型更加

复杂多样。 后，世界市场的垄断日益加强，竞争更加激烈。 

二、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是指生产过程和资

本活动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国际范围内不断运动的过程。资本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资本国际

化分为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产业资本国际化。商业资本的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

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殖，它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际贸易。借贷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

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运动与增殖，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产业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国

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生产的国际化它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

实现的。当代国际垄断组织普遍和主要的形式是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特点。第一，跨国公司海外公司的货币资本中绝大多数资本来源于海外公

司的保留利润、海外固定资本的折旧费，以及来源于国际银行贷款及国际还券市场的债券融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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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使生产国际化由国际贸易的间接表现转为直接表现。第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面向

全球市场，实施全球战略。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雇佣的多国籍工人及廉价劳动力成为跨国公

司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三、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 

经济全球化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生产要素

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原因：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根本原因。第二，国际贸易深入发展是推动力。第

三，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是原因之一。第四，经济行为主体追逐利润的动机是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和高级阶段。国际分工和跨

国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是经济国际化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1．促进了世界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2．增加了世界各国

经济运行的风险。3．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拉大。4．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问题。5．使世界市

场真正一体化。6．使各国经济安全随时受到挑战和考验。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完全不平等地位。从生产力角度看，经济全

球化对发达国家更有利。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和起支配作用，决定经济全球

化的进程和性质。 

三、经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利益和好处的同时，也给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威胁。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第一，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第二，有利于中国引进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第四，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和对外投资

的发展。第五，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二、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跨越 

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跨越。 
第一，将使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第二，加速我国参与世界生产一体化

和国际分工一体化的步伐。第三，意味着中国将接受 WTO 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

则和规则。第四，有利于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在体制上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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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21 世纪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要根据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作相应的调整： 
第一，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实现从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向全球化生产战略的转变。 
第二，利用入世后带来的市场稳定性与扩展性，实现国内政策与出口发展战略的有效结合。 
第三，走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的外贸发展新路。 
第四，顺应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及时进行有进有退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五，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构成威胁，表现为：第一，经济的跨国界行为和各国相

互依赖导致经济主权弱化。第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各专门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

第三，跨过公司等非政府力量的壮大造成东道主国家经济主权的被动转移。 
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我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以

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 

考核要求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分工及其形式。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世界市场发展新的特征。资本国际化的种类及其特

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特点。经济全球化还以及其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经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加入 WTO 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对外经

济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复习与思考题 

1．影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二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客观必然性是什么？ 
3．跨国公司及其生产经营有哪些特征？ 
4．如何评价经济全球化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5．如何评价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它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6．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该如何趋利避害？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20 章；第 3 卷第 14 章第 5 节。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阶段》第 8—10 章。 
3．列宁：《国家与革命》。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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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制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主要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中作用，了解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掌握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和作用。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特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终达到共同富裕。”其科学性表现在：第一，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置

于首要的基础地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貌。第二，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

义本质，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第三，把“ 终达到共同富裕”列为本质规定，指出了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第四，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 

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原因：1．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公有制能更快更

好的发展生产力。3．公有制是消灭剥削， 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4．公有制能保证

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结

构是指各种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一定要适

应生产力发展。所有制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要从生产资料的形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

构考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

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

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

两者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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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中，必须始终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是因为近代和现代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结构中居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

公有制能够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根本客观依据。 
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因：第一，是与社会化生产的本性相适应的。第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和根本特征。第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第四，是实现劳动人民主人翁地位、

实行按劳分配和 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第五，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的原因：第一，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总水平不高 根本的依据。第二，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就业和人民生活多种需要的客观要求。第四，

是适应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的涵义。对公有制经济内容的深化认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第一，公有资产在

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公有资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质量上。第三，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

导作用。 
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客观必然性。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概念。所有制的核心和实质性问题是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的实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社会主义公有制

具体实现形式： 
（1）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它

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其主导作用从

两方面理解：第一，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第二，主导作用是就全国而言的。为了充分发挥国有经

济的主导作用，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2）集体经济是指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一定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集

体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体经济是一种灵活性很大的经济形式。

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 
（3）股份制企业是指以投资入股形式聚集生产要素，实行联合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股

份制是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

中。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利于明晰企业的产权关系；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 
（4）股份合作制是兼股份制与合作制特点为一体的一种公有制形式。主要特征有：第一，是

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二，全员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第三，劳动

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第四，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第五，实行民主决策和管理。 
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 
个体经济是指在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

济。其特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产品归自己。 
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有制经

济。私营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作

用又有消极作用。 
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合作经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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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主要区别：第一，从法律性质看，合资经营属股权式经营；合作经营属契约经营。第二，从投

资看，合资经营双方的投资计入股份；合作经营则不必折算股份。第三，合资经营在合营期内不得

收回投资；合作经营在经营期内可陆续收回投资。第四，合资经营企业按各方投资比例承担风险、

亏损；合作经营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风险。外商独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经我国批准在我国境内租

赁土地，独自投资的企业。外资经济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三、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现有主要的形式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 
1．个体经济。是指在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

私有制经济。其特点在于：它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一般不剥削他人劳动，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资

料直接结合，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的小私有经济。 
2．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

目的的私有制经济。私营企业主占有和支配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者，依靠雇佣劳动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 
3．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是指我

国合营者同外商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

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由中国合作者与外国合作者依照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举

办的、按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入或者产品、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 

1．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按劳分配是指以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尺度分配个人收入。原则是等量劳动领

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第一，资料公有制是

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第二，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劳动还是谋生手段是直接原因。第三，生产力

发展水平是物质条件。 
按劳分配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分配制度。它从根本上否定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他人劳动成

果的权利，是对一切剥削分配制度的否定。按劳分配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第一，存在多种分配方式。第二，个人消费品的分

配不能由社会（或国家）直接进行。第三，企业是分配的主体，不同企业劳动者的同量劳动获得的

报酬不同。第四，采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实现。 
3．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按劳分配的基本形式是工资。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补充形式。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1．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因：第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决定。第二，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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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式决定。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非按劳分配方式：第一，按劳分配以外的劳动收入。第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第三，按资本

分配。第四，资产收益。第五，经营收入。 
2．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1．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性：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第三、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第四、扩大对外开放

的要求。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 
2．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共同富裕和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3．坚持效率与公平并举的方针。效率是指劳动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

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包含自由、平等、公正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机会平等和收入平

等。 

考核要求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特征。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原因。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

体的原因。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国有经

济及其主导作用。集体经济及其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及其特

点。中外合资企业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区别。“三资”企业的概念及其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经

济。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的涵义、性质和作用。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

配实现模式的特点。按劳分配的形式。社会主义工资和资本主义工资的区别。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原因。非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必然性。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原

则和方向。 

复习与思考题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4．国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哪些经济成分？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 
5．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 
6．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为什么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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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什么是按要素分配？为什么要坚持按要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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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学习目的和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原因，掌握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功能和框架等。认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特征和基本框架。理解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目的和手段。掌握社会

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与作用。 
课程内容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必然性 

经济体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运动方式。 
1．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的科学涵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过重

要作用。随着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2．在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中对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强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

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

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断。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

统一的体制。” 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 

二、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功能 

1．市场经济的内涵 
市场经济是指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机制指各种市场要素如价

格、竞争、供求、工资、利率、风险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调节功能。市场经济运

行方式本身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资源配置市场化。第二，企业行为自主化。第三，交易关系平等

化。第四，宏观调控间接化。第五，市场管理法制化。 
2．市场机制的功能及局限性 
市场机制的功能本质上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体现。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第一、导向和调节功能。

即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中，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起落中，调节着物力、人力

和财力等资源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第二，激励和约束功能。即

在部门之间的竞争中，反映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和转化。 
市场机制绝非万能。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有效运作，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第

一，完全竞争假设。第二，价格灵敏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条件均难以完全具备，因此，

市场的作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市场机制的缺陷：第一，从宏观层次上，市场机制具有盲目性。第二，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

第三，市场机制具有局限性。第四，市场机制评判优劣的尺度带有短期性。第五、市场机制的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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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会导致垄断。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特征：第一，所有制结构上，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第三，在宏观调控上，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的长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抓好五个环节：第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

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

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建立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体系。 
以上五个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 

四、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应做好：

第一，凡市场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事，就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第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在

微观层次上或者在基础层次上起主要调节作用，但凡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资源配置问题，

就应该和必须让计划和政策去调节。第三，计划手段虽然仍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计划工作

和相应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建立在自觉利用市场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第四，各地区、

各部门要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灵活调整计划和市场

这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切不可脱离实际。第五，应坚持“三个有利于”的 终标

准。 

五、我国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已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一、市场和市场功能 

市场的涵义：第一，商品流通的场所或领域。第二，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第三，一种经济调

节方式和运行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功能：第一，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各类资源相对稀缺程度，调节和实现社会资

源的合理分配。第二，市场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推动技术进步，并优化资源配置。第三，市

场信息是引导和调整企业生产发展方向的依据。第四，市场是联结各个企业保障社会再生产顺利进

行的桥梁和纽带。第五，市场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对象和中介。 

二、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需要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和完备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又称市场构成体系，是指各类市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按商品

属性分为一般商品市场即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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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第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般商品市场。第二，建立和发展金

融市场。第三，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第四，建立和开拓房地产市场。第五，发展

技术、信息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实现技术产品和信息商品

化、产业化。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格的形成。价格是市场的核心要素。价值是价格形成的基础。影响

价格的因素还有：市场供求状况、纸币的发行量、国家的经济政策、 
2．社会主义价格体系。是指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各种商品价格的有机整体，主要是比价体系和

差价体系。比价体系指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对比关系。差价体系指同一商品由于流通环节、购

销地区、购销季节或质量不同形成的价格差额关系。 
3．建立新的价格调控体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有效的物价总水平监控体系，实现价

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二是对重要物资有储备保证，以调节市场供求。三是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四是建立新的价格秩序。五是加强以《价格法》为核心的法规体系建设。六是建立完善价格信息系

统，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 

四、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1．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及其规则基础上的。所谓市场秩序是指市场主体活动的制

度框架，它具体地表现为有关的市场法律和各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市场秩序及其规则是保证市场运

行有序的 基本条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工程”。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是我

国当前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道德基石。我国信用体系的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以

市场交易人为主体的基础信用。二是以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和商业习惯为主导的制度信用。三是以

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督信用。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要做到：第一，强化市场主体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第二，加

强信用管理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第三，促进信用中介的市场化发展。第四，建立和完善政府的

信用监管体系。第五，强化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综合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对市场

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等方面进行调节与控制，以期达到一定的目的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 
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要性：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的需要。第二、弥补市场机制局限

的需要。第三、调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矛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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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的目标 

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

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由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

基本目标也可称为一般目标，是高度概括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具体目标是基本目标的具体化，

是某一方面的操作性较强的目标。 
1．基本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经济总量平衡指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社会总需求指一年中社会购买力总额，一般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社会总供给指

一年中社会提供的可供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总量，一般由国民生产总量和进口总量构成。 
2．具体目标：包括物价基本稳定、经济适度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1．计划手段。 
计划手段是指国家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运用指导性计划和必

要的指令性计划，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协调、控制和监督的手段。 
2．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国家或经济组织通过运用经济杠杆，调整不同经济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引导和调

节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利息、工资、汇率等经济杠杆和价值工具。 
3．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依靠立法和执法机构，通过各种法规、条例来管理经济的手段。运用法律手段管

理经济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立法。第二、经济司法。 
4．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机关的权威，通过发布命令、指示、决定、政策、指令性计划等来

直接管理和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手段。 

四、宏观调控的政策 

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它是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国家债务

等方面的政策所构成的财政政策体系。 
按照财政政策在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方面的功能，财政政策可具体分为平衡财政政策、紧缩财

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三种类型。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而由国家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理的政策，

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构成的。 
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稳定货币与发展经济。货币政策的手段实际上是中央银行所运用的

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各种手段，它包括计划手段、再贷款手段、存款准备金手段、利率手段以及公开

市场业务等。 
3．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是指政府根据既定的目标而制定的个人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方向，以及政府调节收

入分配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收入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第一、制定和实施工资增长的指导方针，使全部职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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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不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避免

工资的过快增长或增长不足。第二、调节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

第三、防止收入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保持合理的分配差距，使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投入相适应。第

四、收入分配应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

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保持分配的一定程度的公平性。 
4．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政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

对于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调节供需结构，合理配置和利用经济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

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是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除以上主要政策以外，还有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它们共

同构成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健全宏观调控体制要不断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的改

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四节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一、社会保障的内涵和作用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有特殊困难的人

们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是一个体系，主要由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

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方面组成。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第一、维护和提高

劳动者的素质。第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第三、维护社会安定。第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低保障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

障体系。 
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第二、拓

宽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第四、建立社会保障法规体系。 

考核要求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市场机制的

涵义。市场机制的功能及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市场的涵义及其功能。市场体系的涵义和内容。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影响价格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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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社会主义价格体系。建立价格调控体系。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的涵义。宏观调控的客观必要性。宏观调控的目标构成及内容。宏观调的控手段。宏

观调控的政策。 

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的内涵和作用。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功能及其局限性？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特征？ 
4．试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5．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6．社会信用体系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健全我国的信用体系？ 
7．试阐述宏观调控的客观必然性。 
8．试阐述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和政策。 
9．试阐述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和功能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2 章。 
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1995 年版。 
3．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选集》第 4 卷，1995 年版。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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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学习目的和要求：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企业的真正含义、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进行改革。本章在分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特点之后，详细地

阐述了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本章 后分析了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病，对如何完

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看法。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一、企业和企业组织形式 

1．企业及企业的特点 
企业是以协作劳动为基础，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济活动，实行独立核算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

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企业具备的特点：第一、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第二、具有独立的资本运动形式。第三、是一定

生产关系的体现者。 
2．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各种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企业成

为市场基本主体的条件：第一、要有明确的产权。第二、是法律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实体。第三、

企业与其它交易者之间地位平等。第四、要有开放性。 

二、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微观基础。 
2．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为体制模式的转换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 
3．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实现宏观控制方式的转轨。 

第二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传统国有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非兼容性 

1．传统国有企业的特点。 
2．传统国有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二、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阶段：1978 年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81 年开始试行经济责

任制阶段。1983 年开始的利改税阶段。1986 年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1991 年以转换经营

机制为重点的深化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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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以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公司制企业。 

四、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 

1．产权和产权制度 
对产权涵义的不同认识。产权的基本意义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获得

一定收益的权利。其规定性：第一，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第二，具有排它性；第三，是一束可分

解的权利；第四，是在法律或契约规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利；第五，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产权和所有

权有不同含义。产权制度的内容。产权制度的功能。 
2．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制度也在不断的演化：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法人产权制

度和公司制企业。法人产权制度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 
3．法人产权制度的内涵 
法人产权制度的内涵：第一、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第二、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第三、

股票的可转让性是维护法人产权制度的重要条件。第四、界定经营者与公司的关系。第五、合理有

效的所有权约束。第六、必要的外部约束条件。 

五、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 

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是由企业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内涵：股东会、董

事会、经理和监事会。 

六、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很多方面作出艰巨的努力：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总体

布局。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和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积极推进各方面配套改革。 

第三节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 

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权责问题，通过构建国有资

产管理体系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2．解决部门多头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通过成立统一的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实现资产和人、事相结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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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一、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企业及企业的特点。市场主体的涵义。企业是市场的基本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阶段性。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产权的规定性。产权制度的特征。法

人产权制度的内涵。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和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解决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企业，它的一般特点是什么？ 
2．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它有哪些基本特征？ 
3．试阐述产权的内涵和功能。 
4．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5．现代企业应建立怎样的法人治理结构？ 
6．我国传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是什么？应如何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目录 

1．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 
2．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第 4 部分，《列宁选集》第 3 卷，1995 年版。 
3．《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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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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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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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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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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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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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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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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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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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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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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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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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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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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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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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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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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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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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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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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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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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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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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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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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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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集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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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A a B A B∀ ∈ ∈ ⊂有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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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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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差  { | }A B x x A x B− = ∈ ∉且  

4．补集  { },A x x U x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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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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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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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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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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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实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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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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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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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叫做这个邻域的半径。记作 Uδ(a)={x||x-a|<δ}. 
U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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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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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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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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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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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建立函数关系的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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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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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含义. 后对所得的解进行合理性解释. 

第六节  函数的几种简单性质 

一、函数的奇偶性 

(一)函数的奇偶性定义 
1．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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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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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函数图形关于 y 轴对称. 
2．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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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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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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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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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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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表为一个奇函数与一个偶函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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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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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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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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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的函数。 

三、函数的单调增减性 

(一)函数增减性的定义 
1．单调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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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1)<f(x2),则称函数 y=f(x)在区间 I 内单调增加. 

2．单调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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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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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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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四、有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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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同一函数在自变量的不同范围上的有界性不一定相同 

第七节  反函数 复合函数 

一、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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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函数。反函数的定义域为直接函数的值域。 

二、复合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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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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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初等函数 

一、初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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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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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直线 
（2）幂函数 

函数 y xμ= (μ为常数)称为幂函数。 

(3)指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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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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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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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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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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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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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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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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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切函数：y=tanx.定义域为 X≠Kπ＋ 2
π

，即（Kπ- 2
π

，Kπ＋ 2
π

）（K=0,±1,±2…）,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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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周期的单调减少的奇函数（在一个周期内） 

此外，还有正割函数 y=secx= 1
cos x

 和余割函数 y=cscx= 1
sin x

，其图形和性质从略。 

（6）反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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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π

〕，有界，单调增加，奇

函数，它是正弦函数 y=sinx(当-
2
π

≤x≤
2
π

时)的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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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函数 y=cosx(当 0≤x≤π时)的反函数. 

反正切函数：y=arctanx 定义域为（-∞，+∞），值域为（-
2
π

≤x≤
2
π

时）。有界，单调增加，

奇函数，它是正切函数 y=tanx(当-
2
π <x<

2
π

时)的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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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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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主要是初等函数. 

二、经济中的常用初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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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数需求函数  Q=Ae-bP, A≥0,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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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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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Q 为均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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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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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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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益函数与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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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函数图形的简单组合与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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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一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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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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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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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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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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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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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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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和夹逼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0

11 1
x

x x

sin xlim , lim e
x x→ →∞

⎛ ⎞= + =⎜ ⎟
⎝ ⎠

   函数连续的概念   函数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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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学时分配 6×2=12 

第一节  数列的极限 

一、数列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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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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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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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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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作： lim nn
x a

→∞
= 或者 ( )nx a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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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个项。 

二、数列极限的性质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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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函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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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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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点 0x 时，函数值的变化趋势。 

一、当 x →∞时，函数 f(x)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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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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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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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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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y=f(x)整个地落在以 y=A 为中心，2ε为宽度的带型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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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定理： lim ( ) lim ( ) lim ( )
x x x

f x A f x f x A
→∞ →+∞ →−∞

= ⇔ = =  

4．水平渐近线 

定义：若 lim ( )
x

f x A
→+∞

= 或者 lim ( )
x

f x A
→−∞

= ，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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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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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 x→ 时，函数 f(x)以常数 A 为极限。 

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或者 0( ) ( )f x A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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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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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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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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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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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左右极限（单侧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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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函数 f(x)在 x0 点的右极限。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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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函数 f(x)在 x0 点的左极限。记作：
0

lim ( )
x x

f x A
−→

=  

2．定理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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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A f x f x A
+ −→ → →

= ⇔ = =  

四、函数极限的局部性质 

（1）定理 1  （唯一性）  若
0

lim ( )
x x

f x
→

存在，则它只有一个极限。 

（2）定理 2  （有界性） 

若
0

lim ( )
x x

f x
→

存在，则存在 x0 的某个空心邻域，使得 f(x)在该空心邻域内有界。 

（3）定理 3  （保号性） 

若
0

lim ( ) 0 ( 0)
x x

f x A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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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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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理 4  （不等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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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0

lim ( )
x x

f x
→

与
0

lim ( )
x x

g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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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 x g x≤ ，则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 →

≤ 。 

（5）定理 5  （迫敛性） 

若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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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f x h x g x≤ ≤ ，则
0

lim ( )
x x

h x A
→

= 。 

第三节  变量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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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数列极限和函数极限可概括为变量的极限 

一、变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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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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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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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x →∞或 0x x→ 时的极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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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y 已给出具体函数,则不能使用通用记号. 

二、有界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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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有 y M≤ ,则称 y 在那个时刻之后为有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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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无穷小量与无穷大量 

一、无穷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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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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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作 lim y = ∞  
说明：（1）无穷大量不是很大的数，而是具有非正常极限的函数。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8 

（2）若 f(x)为 0x x→ 时的无穷大量，则 f(x)为 U(x0)上的无界函数。反之，无界函数不一定

是无穷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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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渐近线。 

二、无穷小量 

(一)无穷小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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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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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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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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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果 y 是无穷大量,则
1
y
是无穷小量; 

(2)如果 y(≠0)是无穷小量,则
1
y
是无穷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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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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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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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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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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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极限的四则运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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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极限,即有 

( )lim x y lim x lim y A B± = ± = ±
 

推论 1：两个无穷小量的代数和仍为无穷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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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即有 

( )lim xy lim x lim y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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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nnlim x li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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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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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x
y
以

A
B

为极限,即有
x lim x Alim
y lim y B
= =  

二、极限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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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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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1
0 1

1
0 1

,

...lim 0,

...
,

n n
n

m mx
m

a n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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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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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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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含有根式的未定式
0
0

∞
∞

（ 型或 型），则分子或分母有理化，再用法则 

三、复合函数的极限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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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 ) ( )
0x x u a

lim x a,lim f u Aϕ
→ →

= = ,则 ( ) ( )
0x x u a

lim f x lim f u Aϕ
→ →

= =⎡ ⎤⎣ ⎦  

四、利用等价无穷量计算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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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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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常用的等价无穷小量 
当 0x → 时,有 

21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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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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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第六节  两个重要的极限 

一、极限存在的准则 

(一)夹逼准则(squeeze rule)即极限的迫敛性 

若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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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f x h x g x≤ ≤ ， 

则 lim ( )
n

h x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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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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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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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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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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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x

sin xlim
x→

=  

注意：（1）0/0 型；   （2）一般形式
( ) 0

sin ( )lim 1
( )f x

f x
f x→

=    （3）
sinlim 0

x

x
x→∞

=  

2．(1)
1lim(1 )n

n
e

n→∞
+ =     (2) 

1

0
lim(1 ) x
x

x e
→

+ =       (3)
1lim(1 )x

x
e

x→∞
+ =  

注意：（1）1∞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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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式可推广即  ( )

( )

1lim (1 )
( )

f x

f x
e

f x→∞
+ =    ( )

( ) 0
lim [1 ( )] f x

f x
f x e

→
+ =  

第七节  函数的连续性 

一、函数 f(x)在 x0 处连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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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lim ( ) ( )

x x
f x f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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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lim ( )
x x

f x
→

存在； 

（3）
0

0lim ( ) ( )
x x

f x f x
→

= ； 

（4）f(x)在 x0 处连续和当 0x x→ 时有极限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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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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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 0
x

y
Δ →

Δ = ， 

则称 f(x)在 x0 处连续。 

4．重要结论：在连续的意义下，极限运算
0

lim
x x→

与对应法则 f 可交换，即 

0 0
0lim ( ) (lim ) ( )

x x x x
f x f x f x

→ →
= =  

5．左连续与右连续定义 

若
0

00
lim ( ) ( )

x x
f x f x

→ −
= 则称

0( )f x x在点 左连续。 

若
0

00
lim ( ) ( )

x x
f x f x

→ +
= 则称

0( )f x x在点 右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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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是 f(x)的间断点。 
2．间断点的分类 

（1）可去间断点：若
0

lim ( )
x x

f x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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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为 f(x)的可去间断点。 

（2）跳跃间断点：若 f(x)在点 x0 存在左右极限，但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f x
+ −→ →

≠ ，则称点 x0 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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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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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函数 f(x)在区间上连续 

(一)定义 
1．函数 f(x)在(a,b)上连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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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函数 f(x)在[a,b]上连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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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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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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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
( )f x

在[a,b]上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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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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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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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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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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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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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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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 习题二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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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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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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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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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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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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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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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导数概念 

一、引出导数概念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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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在某一 t0 时刻的瞬时速度 v（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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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Δ
Δ

即为该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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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sv t
t

Δ
≈
Δ 。 

显然，时间间隔 tΔ 越短，平均速度
s
t

Δ
Δ

与瞬时速度 v（t0）的近似程度就越好。也就是说，当Δ t

无限缩短时，平均速度
s
t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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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 ) ( )( ) lim lim
t t

s t t s tsv t
t tΔ → Δ →

+ Δ −Δ
= =

Δ Δ
 

这样，该极限值就是 t0时刻的瞬时速度 v（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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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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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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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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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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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ϕ + Δ −Δ
= =
Δ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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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斜率,又由极限的定义，有 0 0

0 0

( ) (tan lim lim
x x

f x x f xy k
x x

α
Δ → Δ →

+ Δ −Δ
= = =

Δ Δ
）

即为切线的斜率。 

二、导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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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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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Δ

的极限存在，即 

( ) ( )0 0

0 0x x

f x x f xylim lim
x xΔ → Δ →

+ Δ −Δ
=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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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 )0f x′ 或
0x x

y
=

′ 或

0x x

dy
dx =

 

2．导数的定义也可取如下两种形式： 

0 0
0 0

0
0

( ) ( )( ) lim

( ) ( )( ) lim

h

x x

f x h f xf x
h

f x f xf x

→

→

+ −′ =

−′ =
。

0x-x
 

3．由导数的定义求导数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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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比值：
( ) ( )y f x x f x

x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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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 0xΔ → 时,
y
x

Δ
Δ

的极限,即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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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f x x f xy f x
x 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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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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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为钝角； '( ) 0f x = 表明切线与 x 轴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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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左右导数 

1．定义：设函数 y=f(x)在点 x0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若 0 0

0

( ) ( )lim
x

f x x f x
x−→

+ −
存在，则称

之为 f(x)在点 x0 处的左导数，记作： 0' ( )f x− ； 

若 0 0

0

( ) ( )lim
x

f x x f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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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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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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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做
( ), ( ), ,dy df xy f x

dx dx
′ ′ 。导函数往往简称为导数。用极限表示为： 

0 0

( ) ( )( ) lim lim
x x

y f x x f xf x
x xΔ → Δ →

Δ + Δ −′ = =
Δ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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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可导。 

第二节  导数的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一)导数的基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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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数函数的导数： ( ) 1
a alog x log e,

x
′ =    特别地 ( ) 1ln 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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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正弦函数的导数： ( )sin x cos x′ =  

6．余弦函数的导数： ( )cos x sin x′ = −  

（二）四则运算法则 
设 u,v 都是 x 的可导函数,则有 

(1) ( ) ' ' 'u v u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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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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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复合函数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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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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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ϕ=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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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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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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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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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形式进行求导。 
（五）反函数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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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在点 x0（x0=g(y0)）可导且 

0
0

1'( )
'( )

f x
g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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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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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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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处的导数一定要用(左、右)导数的定义求，即 

0

0
0

0

( ) ( )' ( ) lim
x x

f x f xf x
x x++

→

−
=

−
  或  0 0

0
0 0

( ) ( )' ( ) lim lim
x x

f x x f xyf x
x x+ ++

→ →

+ −
= =  

其中 x0 是分界点。 

第三节  高阶导数 

一、高阶导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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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的二阶导数，记作
2

2

d yy
dx

′′或 ，也可理解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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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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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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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为 ( ) ( ) ( )n ny f x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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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所学的一阶导数的计算相同。 

二、莱布尼兹公式 

第四节  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一、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由参数方程
( )
( )

x x t
y y t
=⎧⎪

⎨ =⎪⎩
确定了 y 是 x 的函数, 称为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二、求导法则 

有时由
( )
( )

x x t
y y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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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我

们可以直接由参数方程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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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x=x(t) , y=y(t)关于 t 可导，且 ( ) 0x t′ ≠ , x=x(t)存在反函数 1( )t x x−= , 那么 y 是 x 的复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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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
dx

= dy
dt

⋅ dt
dx

= dy
dt

⋅
1
dx
dt

=

dy
dt
dx
dt

= ( )
( )

y t
x t
′
′

 

第五节  微  分 

一、微分的定义 

(一)定义：设函数 ( )y f x= 在某区间内有定义，
0x 及

0x x+ 在这区间内，如果函数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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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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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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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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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 处可导，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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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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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作： ( )dy f x dx′= ，于是 ( )dy f x
dx

′= 即函数的微分 dy 与自变量的微分 dx 之商等于该函数的导

数。因此，导数又称为“微商” 
(三)微分的几何意义 

函数 y=f(x)的图形为一条曲线，对于
0x ，曲线上有一个确定的点

0 0( , )M x y ，当 x 有微小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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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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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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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在点 M 的邻近，我们可以用切线段来近的代替曲线段 

二、微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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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初等函数的微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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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数的微分：    d(c)=0 

2．幂函数的微分    
1( )d x x dxα αα −=  

3．指数函数的微分： 
( ) lnx xd a a adx=

 

4．对数函数的微分： 
( ) 1

a ad log x log ed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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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反正弦函数的微分：d(arcsinx)=
2

1
1

dx
x−

 

8.反正切函数的微分：d(arctanx)=
2

1
1 x+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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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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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vdu udv
v
−  

三、微分形式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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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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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 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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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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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四、微分的近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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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力，而利用微分则可把一些复杂性的计算公式 用简单的近似公式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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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y f x x 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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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0x x x+ =     则有：

0 0( ) ( ) ( )f x f x f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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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n xx
n

+ ≈ +                （2） 1xe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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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an x x≈     ( x为弧度)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三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列每章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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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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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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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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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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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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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中值定理 

一、 罗尔(Rolle)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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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在(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 ) 0f 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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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水平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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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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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ξ ，使得 '( ) 0f ξ = 。 

二、拉格朗日(Lagrange)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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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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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ξ =
=

−
（拉格朗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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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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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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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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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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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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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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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 x g x C= + （C 为常数） 

三、柯西(Cauchy)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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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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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x 与 '( )g x 在(a,b)内不同时为零； 

( )g a ≠ ( )g b  

则在(a,b)内至少存在一点ξ，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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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 b f a
g g b g a

ξ
ξ

−
=

−
 

第二节  未定式的定值法-罗彼塔(L’Hospitai)法则 

一、
0
0
型不定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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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lim ( ) lim ( ) 0
x x x x

f x g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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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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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A A
g x→

= ∈ℜ ±∞ ∞  

则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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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f x A
g x g x→ →

= =  

二、
∞
∞

型不定式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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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lim ( ) lim ( )
x x x x

f x g 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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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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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A A
g x→

= ∈ℜ ±∞ ∞  

则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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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f x A
g x g x→ →

= =  

注：（1）若
0

'( )lim
'( )x x

f x
g x→

仍为
0
0
或

∞
∞

型可继续对此极限式应用罗彼塔法则，由此类推可多次连

续使用此法则。
0

'( )lim
'( )x x

f x
g x→

=
0

"( )lim
"( )x x

f x
g x→

=……=
0

( )

( )

( )lim
( )

n

nx x

f x
g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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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当 lim
)(
)(

'

'

xg
xf

不存在时（不是∞），lim
)(
)(

'

'

xg
xf

仍可能存在 

三、其他类型不定式极限：0∞， ∞−∞∞∞∞ ,,0,1 0
 

方法：通过适当变换，化为
∞
∞

或
0
0

型。 

第三节  函数的增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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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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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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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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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函数的极值 

一、函数极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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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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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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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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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是函数的驻点或导数不存在的点，反之不成立。 

三、判定极值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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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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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在点 x0 处取极大值 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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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f(x)在点 x0 处取极小值 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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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定理（极值的第二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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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若 0''( ) 0f x > ，则 x0 是函数的极小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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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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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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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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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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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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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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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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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定该驻点处是函数的 值。 

第六节  曲线的凹向与拐点 

一、曲线凹向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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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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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曲线凹向的判定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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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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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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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拐点及其求法 

(一)拐点：凹弧与凸弧的分界点（x0,f(x0)）称为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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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曲线凹向与拐点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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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定义域 

（2）求 )('' xf （写成乘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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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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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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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函数图形的作法 

一、渐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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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则称直线 L 为曲线 C 的渐近线。 
(一) 斜渐近线 

若 f(x)满足：（1 ）
lim
x→∞

( )f x
x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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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垂直渐近线 

若
( )

0x x
lim f x
→

= +∞
或

( )
0x x

lim f x
+→

= ∞
,

( )
0x x

lim f x
−→

= ∞
 则称直线 x=xo 为垂直渐近线 

(三)   水平渐近线 

若
lim
x→∞ f(x)=b，或

lim
x→−∞ f(x)=b，

lim ( )
x

f x b
→+∞

=
.则称直线 y=b 为曲线 y=f(x)的水平渐近线。 

二、函数图形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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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察渐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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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变化率及相对变化率在经济中的应用 

--边际分析与弹性分析介绍 

一、函数变化率——边际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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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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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Δ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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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 ) ( )lim lim
x x

f x x f xy
x xΔ → Δ →

+ Δ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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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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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0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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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dy f x dx f x= = =
Δ = = =

Δ ≈ = =  

(二)经济中常见的边际函数 

1．边际成本函数：总成本的变化率 '( )C Q ，称为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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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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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增加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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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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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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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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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函数的相对变化率——函数的弹性（弹性分析） 

(一)弹性函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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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 ( )
( )

f x x f xy
y f x

+ Δ −Δ
= ，与自变量

的相对改变量
0

x
x
Δ

之比 0

0

/
/

y y
x x

Δ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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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称两点间的弹性。当 0xΔ → 时， 0

0

/
/

y y
x x

Δ
Δ

的极限称为 ( )f x 在 0x x= 处的相对变化率，也就是

相对导数，或称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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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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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 y y y x xf x
Ex x x x y f xΔ → Δ →

Δ Δ
= = ⋅ = ⋅

Δ Δ
 

0( )E f x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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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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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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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 '( )f P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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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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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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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均衡数量。 
(三)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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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PQ
P Q

Δ
− ⋅
Δ

成为该商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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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PQP P P
P Q

η Δ
+ Δ = − ⋅

Δ
 

0 0
00

0 0

/lim ( ) '( )
/ ( )P

Q Q Pf P
P P f PΔ →

Δ
− = −
Δ

 

称为该商品在 0P P= 处的需求弹性。记作：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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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P
η 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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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 , ) PQP P P
P Q

ε Δ
+ Δ = ⋅

Δ
为该商品在 P0 和 0P P+ Δ 两点间的供给弹性；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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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ε ϕ
ϕ= = =  

称为在 0P 处的供给弹性。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四  A 组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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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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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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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不定积分的概念 

一、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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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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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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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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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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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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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间断点的函数都没有原函数。 

4．定理：设 ( )F x 是 ( )f x 在某区间上的一个原函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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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f x 的任意两个原函数之间只可能相差一个常数。 

二、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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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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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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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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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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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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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积分曲线的纵坐标之间相差一个常数。 

第二节 不定积分的性质 

1．导数（微分）与求积分是互为逆运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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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不定积分的导数等于被积函数；不定积分的微分等于被积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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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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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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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和差的不定积分等于不定积分的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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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不为零的常数可以移到积分号前面来。 

3．一般地，若
1

( ) ( )
n

i i
i

f x k f x
=

=∑ ，则
1 1

( ) ( ( )) ( )
n n

i 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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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第三节  基本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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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x x c= +∫  

2．
!1 ( 1)

1
x dx x cα α α

α
+= + ≠ −

+∫  

3．
1 ln | |dx x c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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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0, 1)

ln
x xa dx a c a a

a
= + > ≠∫  

5．
x xe dx e c= +∫  

6． sin cosxdx x c= − +∫  

7． cos sinxdx x c= +∫  

8．
21 sec tan

cos
dx dx x c

x
= = +∫ ∫  

9．
2

2

1 csc cot
sin

dx xdx x c
x

= = − +∫ ∫
 

10． sec tan secx xdx x c= +∫  

11． csc cot cscx xdx x c= − +∫  

12． 2

1 arctan
1

dx x c
x

= +
+∫  

13． 2

1 arcsin
1

dx x c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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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换元法 

一、第一换元法 

定理 1．若 ( ) ( )f u du F u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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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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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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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dx= ''( ) X

du du
x u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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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 )[( ( )] '( ) ( ) '( ) ( )

'X

duf x x dx u x f u x f u duϕ ϕ ϕ ϕ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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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换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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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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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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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干方法总结 

（1）利用三角函数代换，变根式积分为三角有理式积分 

被积函数 ( )f x 含根式 所作代换 

2 2a x−  sinx a t=  

2 2a x+  tanx a t=  

2 2x a−  
secx a t=  

（2）倒代换（即令

1x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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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望成功。 

（3）指数代换（即令
1,

ln
x dta t dx

a t
= = ⋅ ） 

适用范围：被积函数 ( )f x 是由
xa 所构成的代数式。 

第五节  分部积分法 

由乘积求导公式可引伸出另一种基本积分法。 

一、分部积分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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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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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udv uv vd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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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导简单者选为u 。 

（3）不定积分 vdu∫ 要比原不定积分 udv∫ 容易求。 

二、可用分部积分法求积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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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k a 为常数， ( )nP x 为 n 次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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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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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nP x 为 n 次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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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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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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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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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量解出即可。 

第六节  有理函数的积分 

一、有理函数 

定义  两个多项式的商表示的函数称之为有理函数，即 
1

0 1 1
1

0 1 1

( )
( )

n n
n n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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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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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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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次实系数多项式 1
1 1( )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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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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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真分式
( )
( )

P x
Q x

可以为的分解如下形式： 

1 2 1
2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k t
k t

l l
l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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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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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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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L L

L

L

 

待定系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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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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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即可求出待定系数。 

二、有理真分式的积分 

1． ln | |A dx A x a C
x a

= − +
−∫  

2．
1( ) (1 )( )m m

A Adx C
x a m x a −= +
− − −∫  

3． 2( )n

Mx N dx
x px q

+
+ +∫  

2 2
2 ,

2 4
p px px q x q⎛ ⎞+ + = + + −⎜ ⎟

⎝ ⎠
Q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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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 N Mt b+ = +       
2

2 ,
4
pa q= −    ,

2
Mpb N= −  

2( )n

Mx N dx
x px q

+
∴

+ +∫ 2 2( )n

Mt dt
t a

=
+∫ 2 2( )n

b dt
t a

+
+∫  

(1) 1,n =   2

Mx N dx
x px q

+
+ +∫ 2ln( )

2
M x px q= + + 2arctan ;

pxb C
a a

+
+ +  

(2) 1,n >   2( )n

Mx N dx
x px q

+
+ +∫  2 2 12( 1)( )n

M
n t a −= −
− + 2 2

1 .
( )nb dt
t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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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教材习题五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数学复习指南（经济类、考研数学系列）        陈文灯主编 
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                     张顺燕主编 
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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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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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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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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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定积分的概念 

一、两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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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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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曲边梯形的面积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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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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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为△Ai (i=1,2,…,n) 
(2) 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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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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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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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 )∑
=

≈
n

i
ii xfA

1
Δξ  

(3)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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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i
xmax Δλλ =→ 0 时，和式 ( )∑

=

n

i
ii xf

1
Δξ 的极限就是Ａ，故： ( ) i

n

i
i xflimA Δξ

λ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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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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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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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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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得到△Si 的近似值： 

△Si≈V( iξ )△ti 

把 n 段时间上的路程相加，得和式
1

( )
n

i i
i

v tξ
=

Δ∑ ，它就是时间区间[a,b]上的路程 S 的近似值： 

S≈
1

( )
n

i i
i

v tξ
=

Δ∑  

(3)  求极限 

当 大的小区间长度趋近于零， 
1
max{ } 0ii n

tλ λ
≤ ≤

= Δ → 时,和式
1

( )
n

i i
i

v tξ
=

Δ∑ 的极限就是路程

S 的精确值，即：S=
1

lim ( )
n

i ix i
v tξ

→∞
=

Δ∑  

可见变速直线运动的路程也是一个和式的极限.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0 

二、定积分的定义 

(一)定义 
1．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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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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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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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i
ii xfS

1
Δξ 称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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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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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称为函数 ( )xf 在区间[a，b]上的定积分， 

记为 ( )∫
b

a
dxxf  

即为： ( ) ( ) i

n

i
ix

b

a
xflimdxxf Δξ

Δ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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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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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 ) ( )dttfdxxf
b

a

b

a ∫∫ =  

3．两条规定： 

（1）在定积分中，如果 b<a,规定： ( ) ( )dxxfdxxf
b

a

a

b ∫∫ −=  

（2）在定积分中,如果 a=b,规定 ( ) 0=∫
a

a
dxxf  

(二)定积分的存在性 
1．定积分存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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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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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 ( ) 0≥xf 时, ( ) Adxxf
a

a
=∫  

2．当 ( ) 0<xf 时, ( ) Adxxf
a

a
−=∫  

这是因为 ( ) ( ) i

n

i
ix

a

a
xflimdxxf Δξ∑∫

=∞→
=

1
的右端和式中每一项都是负值 , 故其绝对值

( ) ii xf Δξ 表示小矩形的面积,因此 ( ) Adxxf
a

a
−=∫  

总之：定积分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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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边梯形面积的代数和来表示，这就是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第二节  定积分的性质 

一、性质 

设函数 ( ) ( )xg,xf 均为[a,b]上的可积函数 

性质 1：常数因子可以提到积分号前,即 

( ) ( )∫∫ =
b

a

a

a
dxxfkdxxkf   (k 是常数) 

性质 2：代数和的积分等于积分的代数和,即 

∫ ±
b

a
dxxgxf )]()([ ∫=

b

a
dxxf )( ∫±

b

a
dxx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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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b

c

c

a

a

a
dxxfdxxfd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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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dxxgdxxf
b

a

b

a ∫∫ ≤  

性质 5：如果被积函数 ( ) 1=xf ,则有 

abdx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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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性质 7：积分中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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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baabfdxxf
b

a
≤≤−=∫ ξξ  

定积分中值定理，由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去理解更直观，以连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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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的面积。 
 
 
 
 
 
 
 
 

第三节  定积分与不定积分的关系 

一、变上限函数 

（一）变上限函数的定义 

设函数 f(x)在[a,b]上连续，x∈[a,b]则 ( )
x

a

f x dx∫ 存在。在 ( )
x

a

f x dx∫ 式子中的 x 即是积分变量，

又是积分上限，为避免混淆，把积分变量改为 t,则积分写为 ( )
x

a

f t dt∫ 。 

由于积分下限为定数 a，上限 x 在区间[a,b]上变化，故 ( )
x

a

f t dt∫ 的值随 x 的变化而变化，也就

是说 ( )
x

a

f t dt∫ 是变量 x 的函数。 称 ( )
x

a

f t dt∫ 为变上限积分 

记作 F(x)= ( )
x

a

f t dt∫     x∈[a,b]. 

（二）原函数存在定理 
1．变上限积分对上限的求导定理 

a b

)(xfy =

o  

y  

x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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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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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 ) ( ) ( )
x

a

d dF x f t dt f x
dx d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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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函数 f(x)，其变上限积分 ( )
x

a

f t dt∫ 是 f(x)的一个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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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微积分基本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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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b

a
f x dx F b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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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a
f x dx∫ 的值。 

第四节  定积分的换元法 

一、换元法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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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 )a bϕ α ϕ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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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有 '( ) [ ( )] ( )
b

a
f x dx f t t dt

β

α
ϕ ϕ=∫ ∫  

二、两类特殊的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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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 f(x)为奇函数时， ( ) 0;
a

a
f x d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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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f(x)为偶函数时，
0

( ) 2 ( )
a a

a
f x dx f x d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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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

a T T

a
f x dx f x dx

+
=∫ ∫  

第五节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一、定积分分部积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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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 u v udv vd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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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 b b

a a a
udv d uv vdu= −∫ ∫ ∫  

因 ( ) [ ]ba
b

a
uvuvd =∫      故  [ ] ,

b bb
aa a

udv uv vdu= −∫ ∫  

或   [ ] ∫∫ ′−=′
b

a

b
a

b

a
dxuvuvdxvu  

上述公式称为定积分的分部积分公式。 

第六节  定积分的应用 

一、平面图形的面积 

(一)x-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1．x-型平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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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微面积元素 ( )dA f x dx= . 

2．x-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面积计算公式： ( )dxxfA
b

a∫= 。 

3．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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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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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f x f x dx= −⎡ ⎤⎣ ⎦∫  

(二)y-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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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型平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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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面积元素为， ( )dyydA ϕ=  

2．y-型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 

面积计算公式： ( )dyyA
d

c∫= ϕ 。 

3．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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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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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A y y dyϕ ϕ= −⎡ ⎤⎣ ⎦∫  

二、旋转体的体积 

(一)绕 x 轴旋转的旋转体的体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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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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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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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的小圆柱体的体积
2 ( )f xπ ，即得体积微元 

2 ( )dv f x dxπ=  

于是旋转体体积       V=
2 ( )

b

a
f x dxπ∫  

(二)绕 y 轴旋转的旋转体的体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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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 

( )∫=
d

c
dyyV 2πψ  

三、已知平行截面面积的立体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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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A(x)dx 

于是 ( )∫=
b

a
dxxAV  

四、经济应用问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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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广义积分与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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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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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界的情形，本节介绍的就是这两类积分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一、无限区间上的积分 

(一)定义 
1． [a,+∞）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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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ttf )(

都存在，它是 t 的函数，

如果极限 ( )dxxfli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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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dxxf )(

  即： ( ) ( )dxxflimdxxf
t

ata ∫∫ ∞→

+∞
=  

说明： 

(1)    若 ∫
+∞>−

t

at
dxxf )(lim 存在，也称 ∫

+∞

a
dxxf )( 收敛 

若 ∫
+∞>−

t

at
dxxf )(lim 不存在，也称 ∫

+∞

a
dxxf )( 发散 

(2)∵ ∫ ∫
+∞>−+∞>−

=
t

a

x

att
dttfdxxf )()( limlim 而 ∫

x

a
dttf )( 是 f(x)的原函数。 

∴ ∫
+∞

a
dxxf )( 就是原函数 ∫

x

a
dttf )( 当 x→＋∞时的极限。 

2． (-∞,b]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如果 f(x)在（-∞ ,b］上连续。则 ( ) ( )
b b

tt
f x dx lim f x dx

−∞ →−∞
=∫ ∫  

( )
b

tt
lim f x dx
→−∞ ∫ 存在 ( )∫ ∞−

b
dxxf 收敛 

( )
b

tt
lim f x dx
→−∞ ∫ 不存在 ( )∫ ∞−

b
dxxf 发散 

3． (-∞+∞）上的反常积分的定义 
如果 f(x)在（－

∞
，＋

∞
）上连续，则 

∫ ∫ ∫
+∞

∞− ∞−

+∞
+=

0

0
)()()( dxxfdxxfdxxf

 

当

0

0
( ) ( )f x dx f x dx

+∞

−∞∫ ∫与
均收敛时， ∫

+∞

∞−
dxxf )(

收敛， 

当

0

0
( ) ( )f x dx f x dx

+∞

−∞∫ ∫与
有一个发散， ∫

+∞

∞−
dx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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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a
f t dt F x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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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是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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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 bxFFbFdxxf )]([)()()(

 

∫
+∞

∞−

∞+
∞−=−∞−+∞= )]([)()()( xFFFd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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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xa p∫

∞+ 1
的敛散性（a>0） 

当 p=１时， 

dx
xa∫

∞+ 1
＝[ln ]ax +∞

=+∞  

当 p 1≠ 时 

dx
xa p∫

∞+ 1
＝

∞+
+−

+− a

p

p
x ]

1
[

1

＝

pp

x
a

p
x

p
−−

+∞>− −
−

−
11

1
1

1
1lim

 

1 1
1

1

p pa
p

p

− >⎧
⎪= −⎨
⎪ <+ ∞⎩

当 时

当 时  

因此，广义积分
dx

xa p∫
∞+ 1

，当 p>1 时收敛  当 p≤1 时发散 

二、无界函数的积分 

(一)定义 
1．函数 f(x)在 x=b 处无界 

设函数 f(x)在区间[a,b]上连续,当 ( ) ∞=
−→

xflim
bx

，如果极限 ( )∫−→

t

abt
dxxflim 存在，则称极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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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作 ∫
b

a
dxxf )(

    即   ∫ ∫−→
=

b

a

t

abt
dxxfdxxf )(lim)(

 

说明： 若 ∫−→

t

abt
dxxf )(lim

存在，   也称 ∫
b

a
dxxf )(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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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t

abt
dxxf )(lim

不存在，  也称 ∫
b

a
dxxf )(

发散 
2．函数 f(x)在 x=a 处无界 

若 f(x)在[a,b]上连续，而 ( ) ∞=
+→

xflim
ax

 

则 ( ) ( )∫∫ +→
=

b

tat

b

a
dxxflimdxxf  

若  ( )∫+→

b

tat
dxxflim 存在,  则 ( )∫

b

a
dxxf 收敛 

( )∫+→

b

tat
dxxflim 不存在, 则 ( )∫

b

a
dxxf 发散 

3．函数 f(x)在区间内一点 c 处无界 

若 f(x)在[a,c]及[c,b]上连续，而 ( ) ∞=
→

xflim
cx

且广义积分 ∫
c

a
dxxf )( 与 ( )

b

c
f x dx∫ 都收敛，则

广义积分 ( ) ( ) ( )
b c b

a a c
f x dx f x dx f x dx= +∫ ∫ ∫  

如果广义积分 ∫ ∫
c

a

b

c
dxxfdxxf )()( 及 有一个发散，则广义积分 ∫

b

a
dxxf )( 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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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积分
1

( )
b

pa
dx

b x−∫ 的收敛性 

当 p≤0 时,所给积分是定积分,当 p>0 时, ( ) ∞=
→

xflim
bx

,所给积分是瑕积分 

其中 x=b 是瑕点 

若 p=1 时, ( )[ ] +∞=−−=
− −→∫ b

a
bt

b

a
xblnlimdx

xb
1

 

若 p≠1 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11 1

1

p

pab
pxb

p
limdx

)xb(

pb

a

p

bt

b

a p  

综上所述，广义积分
1 , 1 1

( )
b

pa
dx p p

b x
< ≥

−∫ 当 时收敛，当 时发散。 

三、Γ函数 

(一)定义 

积分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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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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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rrr ΓΓ =+ 1  

2． ( ) !nn =+ 1Γ  

(三)普哇松(Pisson)积分 

20

2 π
=∫

∞ − dxe x  

四、B-函数 

(一)定义： 

含参变量 p 和 q 的积分 ( ) ( ) ( )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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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该积分收敛. 
(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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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
p q

Γ Γ
Β =

Γ +
 

第八节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一、梯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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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区间,每个小区间的长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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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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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积分别是 x
yy

x
yy

,x
yy nn ΔΔΔ

222
12110 +++ −L  

( ) ⎟
⎠

⎞
⎜
⎝

⎛
++++

+−
≈ −∫ 121

0

2 n
nb

a
yyy

yy
n

abdxxf L  

二、抛物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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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个等长的小区间,每个小区间的长度
n
abx

2
−

=Δ ,过各分点作纵线垂直于 x轴且与曲线 y=f(x)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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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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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nn

b

a
yyy()yyy(yy

n
abdxxf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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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说明 

（一）编写本大纲的指导思想 
《管理学》是教育部制定的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又是管理学

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主要是从一般理论、一般原理、一般特征的角度对管理活动加以研究，

从中找出一般规律性。因此，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原理学，是我校管理类各专业的共同专业基础

课。 
本大纲既强调基本理论和原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加强应用能力，力求传统理论与现代观

点相结合，管理原理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管理理念与管理过程相结合，历史与前沿相结合。通过本

大纲的编写使学生全面了解管理学的课程性质特点、体系结构以及学习的目的和要求，以期为本课

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指导，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目的和基本要求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没有亲身的工作经历。通过管理学的学习，应使他们对实际管理活动

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为他们认识、理解实际管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基本的

管理原理和方法反过来又指导他们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本课程是围绕一切组织的管理活动而展开

的、以实践为指导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够： 
1．了解并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了解管理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同时期管理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解决管理工作和管理实践问题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2．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方法，熟悉现代计划技术和方法、组织结构设计、人力资源管理、领导

理论与沟通技能、控制技术，把握现代管理的决策支持、组织文化、激励方式、创新模式和信息系

统； 
3．能运用所了解所掌握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如：运用所学

的知识分析实际管理案例，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如在学习完“计划”后，能运用所学内容编写

日常生活、学习计划，甚至编写班级工作计划等；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模拟演练，初步具备

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以职能为主线的管理理论的全面系统阐述，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

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理论兼收并蓄，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融合提炼，

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学生们的系统性管理知识，进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是本课程的难点。 
（四）知识范围及相关课程的关系 
管理学作为一门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应该拥有较为

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必要的数学知识；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科学，本课程要求学生有一定

的实践活动基础以及对社会、企业概况的基本了解。此外，本课程要求学生要具备较强的价值判断

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其后续课程有市场

营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运作管理等。 
（五）学时总数 
48 课时 
（六）教材与参考书 
教材： 



管理学原理 

 129

单宝玲、辛枫冬主编，《管理学原理》，天津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 
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教与学导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 
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 
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 
迈克尔·波特（美）著，《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 年版。 

二、教学方法 

1．应用各种不同方式和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活动式、联想式等）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 
2．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丰富课堂内容，扩大课堂信息量。 
3．加强案例教学, 即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方法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以不同方式进行互动交流讨论。在整个

过程中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及时做好总结，鼓励创新思维。 
4．充分应用网络资源，拓展同学们的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培养同学们的专业意识，有计划

地推动网络教学活动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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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标： 
1．理解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2．掌握管理的两重性和各种职能； 
3．理解管理人员的分类和技能要求； 
4．理解管理学的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5．了解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6．理解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含义。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的定义； 
2．管理的职能及相互关系； 
3．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管理概述 

一、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1．管理的概念。管理是根据组织的内外环境条件，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一系列的

活动，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 
2．管理的基本特征。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达到目标的

手段是正确地运用组织拥有的各种资源；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开

展的。 

二、管理的性质 

1．管理的两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2．管理两重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三、管理的职能 

1．计划职能。计划是对未来活动如何进行的预先筹划。 
2．组织职能。组织就是根据已制定好的计划，把组织活动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上，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上，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结上，合理地组织起来，已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组织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得到 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3．领导职能。领导是指利用组织赋予的权利和自身的能力去指挥和影响下属为实现组织目标

而努力工作的管理活动过程。 
4．控制职能。控制是促使组织的活动按照计划规定的要求展开的过程，是为了保证组织按预

定要求运作而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5．四种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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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人员的分类 

1．什么是管理人员。是指任何组织内要管理下属或有责任调动各种资源的人员。 
2．管理人员的层次分类。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3．管理人员的领域分类。综合管理人员；专业管理人员。 

五、管理人员的技能要求 

1．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指使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关的工作程序、技术和知识完成组织任务

的能力。 
2．人际技能。人际技能是指与处理人事关系有关的技能，即理解、激励他人并与他人共事的

能力。 
3．思维技能。思维技能是指综观全局、把握组织未来发展的能力，也就是洞察组织与环境相

互影响之复杂性的能力。 

第二节  管理学概述 

一、管理学的特点 

1．历史性。管理学是对前人的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总结、扬弃和发展。 
2．综合性。管理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3．实践性。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研究对象。组织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 
2．研究内容。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方面；上层建筑方面。 

三、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是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理论指导。 
2．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管理中应用。 
3．理论联系实际。 
4．综合方法的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和激励、优化等方法。 

第三节  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管理是利用系统化的管理科学知识，并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创造性的艺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

者要注重技术和技巧的运用和发挥，管理是一种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 

思考题 

1．什么是管理的两重性原理？举例说明其现实意义何在？ 
2．管理的职能有哪些？分别简述之。各管理职能之间有何关系？ 
3．为什么说管理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你对此有何认识和体会？ 
4．联系实际说明为什么要学习、研究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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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只有两名雇员的自行车修理铺老板的工作与自行车车行总经理的工作具有

相似性？在什么样的工作情况下他们又有所区别？请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外管理  http：//www.zwgl.com.cn 
中国管理传播网  http：//manage.org.cn 

拓展阅读书目 

1．朱鎔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载《光明日报》1996 年 9 月 8 日。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 章，p.1—27。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

章，p.1—22。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1 章，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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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 
2．掌握各管理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内容及特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2．法约尔的 14 项管理原则； 
3．梅奥的霍桑试验； 
4．西蒙的决策理论。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 

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儒家；道家；法家；兵家。 
2．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民族资本主义经营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 

1．亚当斯密，《国富论》，劳动分工。 
2．泰罗，科学管理。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 

一、科学管理理论 

1．泰罗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之父；制定工作定额；选择“第一流的工人”；实施

标准化管理；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强调工人与雇主合作的“精神革命”；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

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2．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卡尔·巴斯；亨利·甘特；吉尔布雷斯夫妇；亨利·福特。 

二、古典组织理论 

1．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经营与管理的区别；管理的 5 项职能；14  项
管理原则。 

2．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理想科层制的六大组织特征。 

第三节  行为科学理论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梅奥及其人际关系理论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34 

霍桑实验；关于“社会人”的观点；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关于士气的观点。 

第四节  现代管理理论 

一、社会系统学派 

1．代表人物：巴纳德 
2．主要内容：⑴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⑵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

沟通及其 7 条准则；⑶关于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⑷管理者的职能与权利。 

二、决策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西蒙 
2．主要内容：⑴管理就是决策；⑵关于决策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划分；⑶主张用“令人

满意的准则”作为决策准则；⑷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划分；⑸决策对组织机构设置的制约；

⑹决策的技术和方法。 

三、经验主义学派 

1．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埃尔弗雷德·斯隆；欧内斯特·戴尔 
2．主要内容：⑴管理的性质和任务；⑵目标管理思想；⑶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⑷比较的方

法研究和概括企业管理经验。 

四、权变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弗雷德·卢桑斯；亨利·明茨伯格 
2．卢桑斯的“如果—就要”函数关系。 

五、管理科学学派 

1．管理科学学派对管理及管理学的理解 
2．主要特征：⑴以 小的投入获得 大的产出；⑵组织管理中数学的应用；⑶管理中电子计

算机技术的应用；⑷将系统观念引进管理方法之中。 

六、系统管理学派 

1．代表人物：弗里蒙特·卡斯特；杰伊·福莱斯特 
2．卡斯特等人的系统理论：系统管理的内容；企业系统模型。 
3．福莱斯特的工业动态系统理论：建立和分析工业动态系统模式的 6 个步骤。 

思考题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为什么说泰罗是“科学管理之父”？ 
2．法约尔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3．韦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4．孔茨提出的“管理理论丛林”是什么意思？它涉及哪些主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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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1． 近，管理学界出现“寻根问祖”的回归浪潮，如《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热销，

你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讨论其对现代企业经营有何启示。 
2．“泰勒和法约尔给予我们一些明确的管理原则，而权变方法却说一切取决于当时的情境，

我们倒退了 70 年，从一套明确的原则退回到一套不明确的和模糊的指导方针上去了”。你是否同

意这种说法，为什么？ 

互联网资料 

管理世界  http：//www.mwm.com.cn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inamc.org.cn/index.htm 

拓展阅读书目 

1．泰罗著，《科学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 章，p.27—64。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

章，p.22—44。 
4．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版。 
5．D·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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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略管理与决策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与管理环境的关系，掌握宏观、微观环境分析的内容； 
2．掌握战略管理的过程和企业战略的类型； 
3．掌握决策的定义、原则、类型、程序，掌握决策的基本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环境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2．战略的基本类型，利用波士顿矩阵进行战略组合分析； 
3．决策的基本方法，如盈亏平衡分析方法、 大 小收益值法、 大 大收益值法、 小

大后悔值法、决策树法等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 
4．决策的满意原则与 优原则的区别。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管理环境 

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1．宏观环境。宏观环境是指只对某一特定社会中所有企业或其他组织都有广泛影响的环境因

素，如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等。 
2．微观环境。微观环境是指与实现组织目标相关的环境，包括供应商、顾客、竞争者、社会

公众等。 
3．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二、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与法律环境。政治与法律环境泛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

制定的有关法令、法规等。 
2．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反映了企业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是影响组织行为诸

多因素中 关键、 基本的因素，对组织产生的影响更直接，更为重要。其中 主要的是宏观经济

周期性波动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可支配个人收入。 
（2）可随意支配个人收入。 
（3）货币收入。 
（4）实际收入。 
3．技术环境。技术是指管理者在设计、制造、分销产品和服务时所使用技能和设备的总称，

技术环境是指一个社会总体的科技水平。 
4．社会环境。社会是人群生活所组成的各种组织体及行为规范与态度的集合。社会环境包含

的内容十分广泛，如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消费方式、审美标准、

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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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观环境分析 

1．供应商。供应商是向组织供应原材料、部件、能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的组织。与供应

商有关的主要威胁，是供应商强有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和限制企业获得重要资源的控制能力。 
2．顾客。德鲁克曾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 
（1）定义。顾客是指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主要包括所有出于直接使用目的以及为

再加工或再销售目的而购买本企业的个人或组织。 
（2）五种购买市场。 
（3）组织与顾客的关系。 
3．竞争者。 
（1）定义。竞争者是指与本组织存在资源和市场争夺关系的其他同类型组织。 
（2）类型。愿望竞争者、一般竞争者、产品形式竞争者、品牌竞争者。 
4．社会公众。 
（1）定义。公众通常是指对组织实现其目标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利害关系或影响力的任何团

体或个人。 
（2）类型。媒体公众、政府公众、地方公众等。 

第二节  战略管理 

一、企业战略的概念及其特点 

1．战略管理思想的渊源。 
2．概念。企业战略是指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为求得企业长

期的生存与发展，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手段的总体设想和谋划。 
3．现代企业管理重心向战略管理的转移。 
4．企业战略的特点。 
（1）全局性；（2）长远性；（3）竞争性；（4）纲领性；（5）风险性。 

二、战略管理的过程 

1．确定战略经营内容和使命。实行战略管理，首先必须明确战略方向。为此，必须对组织的

战略经营内容与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认识，也即要明确在相当长的战略时期中，企业准备做什

么。 
2．制定战略目标。必须确定以下内容：所要实现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地位，年度盈利目标，通

过选择的行动要实现的主要财务和经营成果以及其他实绩目标。 
3．进行战略规划。 
（1）战略规划的内容：①对变化着的条件做出反应；②配置资源；③在所参与的行业中进行

竞争；④在企业的每一个经营单位内，在主要职能领域和经营部门采取什么行动和方法，可以使整

个经营单位形成一致而有力的战斗力量。 
（2）战略规划的层次：①总体战略；②经营事业战略；③职能战略。 
4．实施战略方案。 
（1）实施战略方案：①建立能够实施战略计划的组织机构；②编制战略支持预算与规划；③

使资源的投入能够保证实现组织目标及其选定的战略；④把奖惩结构直接与实现目标的结果挂起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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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⑤创造一种有利于全面实现战略目标的组织文化；⑥制定有利于战略实施的政策与方法；⑦建

立追踪和控制战略实施进程的信息与报告系统；⑧加强内部领导，推动战略实施，随时改进战略实

施方法。 
（2）战略实施的原则：“战略决定结构”。 
5．评估战略实施，进行积极的调整。 

三、战略的类型 

1．根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态势和经营范围划分。 
（1）专业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企业将其资源集中起来，运用某种专项技术生产某种专用产品并推向某个细分市

场。 
②优点与缺点。 
（2）一体化战略。 
定义：是指在同一行业内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把企业的业务范围后向扩大到供给资源和

前向扩大到 终产品的直接使用者，还包括收买或兼并同类产品企业及与同类企业合营，以扩大生

产规模。 
（3）多角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从事扩展与原有经营业务有明显区别的业务，企业同时生产或经营几个行业的产

品或劳务。 
②使用范围：规模庞大、资金雄厚、市场开拓能力强而适应能力差的大型企业。 
③作用：分散经营风险和有效利用经营资源。 
④形式：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的四种常见方法。不相关多样化的三种常用

方法及其常见的三大障碍。 
2．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划分 
（1）防守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环境中的企业和组织，或者市场领先者。 
（2）进攻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动荡不安的变化环境中的企业。 
（3）追随型战略。多数企业为了避免与主导者正面竞争而使双方两败俱伤所采取的战略。（4）

补缺型战略。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避开大企业市场的情况。 
（5）撤退型战略。适用于经营环境不利的情况。 
3．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态势划分 
（1）成本领先战略。 
（2）特色经营战略。 
（3）市场集中战略。 
4．战略组合 
波士顿矩阵图（明星、问号、金牛、瘦狗）。 

第三节  决  策 

一、决策的概念及分类 

1．决策的概念。管理者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从若干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方案的分析、判

断的过程。要点：决策目标，若干可行方案，满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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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策的分类。 
（1）按决策的影响程度分类。 
① 战略决策：是指与确定组织发展方向和远景有关的重大决策。特点。 
② 管理决策：是指组织的中层管理人员所作的决策，是为了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解决

组织局部重要问题的决策。 
③ 业务决策：是指组织基层人员为解决日常工作和作业任务中的问题所作的决策。 
（2）按决策问题的性质分类。 
① 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常规的、反复发生的问题进行决策。 
②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偶然发生的或首次出现而较为重要的非重复性问题进行决策。 
（3）按决策的条件和结果分类。 
①确定型决策：是指各方面的情况清楚，明确每一方案只有一个确定结果的决策。 
②不确定型决策：是指面临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在各种可

能的执行结果面前，连事件的概率也无从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随机应变

的能力。 
③风险型决策：是指有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决策者要根据影响决策

的客观因素所出现的概率来选择方案，但概率只是可能性的大小，不等于现实，因而需承担一定的

风险。 

二、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步骤 

1．发现问题。（1）当组织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2）当环境发生变化时；（3）当组织运行

与计划目标发生偏差时；（4）当组织管理工作受到各种批评时。 
2．确定目标。（1）目标的可能性；（2）目标的可行性；（3）目标的可衡量性；（4）目标

的重要性；（5）目标的伸缩性；（6）目标的一致性。 
3．明确价值准则。（1）确定价值指标；（2）价值指标排序；（3）指明约束条件。 
4．拟定各种可行方案。（1）拟定出两个以上可行方案；（2）明确列出各个方案中的限制性

因素；（3）拟定方案要有创新性。 
5．评价和选择方案。 
6．实施决策人方案。 
7．监督反馈。（1）规定规章制度；（2）分析评价方案的执行情况；（3）实施控制，纠正偏

差，进行有效的监督反馈。 

三、决策方法 

1．定性决策法 
（1）定义：定性决策方法又称主观决策法，是指在决策中主要依靠决策者或有关专家的智慧

来进行决策的方法，这是一种软技术。 
（2）常用的方法：经理人员决策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其中德尔菲法：

①实施过程：拟定决策提纲，选定决策专家，征询专家意见，修改决策意见，确定决策结果。②特

点：匿名性、反馈性、收敛性。 
2．定量决策法 
（1）定义。定量决策法又称计量决策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工具基础上的决策方法，是一种硬

技术。 
（2）分类。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0 

①确定型决策方法：盈亏平衡分析方法是对已确定投产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制造成本、

售价与产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研究。会用盈亏平衡分析方法进行决策。 
②非确定型决策方法： 大 小收益值法， 大 大收益值法， 小 大后悔值法 
③风险性决策方法：决策树法是以图解方式分别计算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再通过综合损益值比

较作出决策。决策树的要素：决策点、自然状态点、方案枝、概率分枝。单极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多级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思考题 

1．管理环境主要包括哪些因素？他们对管理实践可能有什么影响？ 
2．概述战略管理过程。 
3．利用波士顿矩阵如何作战略组合分析？ 
4．什么是满意决策？它与 优决策有何不同？ 
5．简述决策的基本程序。 

讨论题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使用计算机，这将使得决策更加合理。”你同意这句话吗？为什么？ 

互联网资料 

《中国经营报》http：//www.cb.com.cn 
《经济观察报》http：//www.eobserver.com.cn 
中国企业战略网 http：//www.chinact.org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
6 章，p.55—72．p.117—138。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4 章，

p.113—259．p.261—352。 
3．M·E·波特著，《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 章，p.2—33。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11、12、13、14 章，p.2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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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计划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计划的概念与作用； 
2．了解计划的分类；掌握计划编制过程； 
3．掌握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4．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特点与过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SWOT 分析法。 
2．滚动计划法、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等现代计划技术方法的应用。 
3．目标管理的特点与过程。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计划工作概述 

一、计划工作的概念、性质及作用 

1．计划工作的概念与性质 
（1）概念。计划是对现在及过去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以确定使组织

能达到其目标的行为方案的全过程。 
（2）性质。目的性，主导性，普遍性，效率性，创造性。 
2．计划工作的作用 
（1）计划工作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2）计划工作促使组织目标的更快实现； 
（3）计划工作使管理者对未来的机会或困难有足够的准备并提出对策； 
（4）计划工作是完成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前提。 

二、计划的类型 

1．根据计划的广度分类 
（1）战略计划。是指应用于整体组织，为组织设立总体目标和寻求组织在所对应的环境中的

地位的计划。 
（2）作业计划。是指规定总体目标如何实现的细节的计划。 
2．根据计划的时间期限分类 
（1）长期计划。又称远景规划，其时间跨度一般多在五年以上，是为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服

务的具有战略性、纲领性指导意义的综合性发展计划。 
（2）中期计划。时间跨度一般为二到五年，是根据长期计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要求，并结合

计划期内实际情况制定的计划。 
（3）短期计划。时间一般在一年以内，是为实现组织的短期目标服务的， 接近实施的行动

计划。 
3．根据计划的明确性分类 
（1）指导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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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性计划。 

三、计划工作的步骤 

1．评估状况：SWOT 分析。 
2．确定目标 
3．确定前提条件 
4．拟定可行方案 
5．评价备选方案 
6．选择行动方案 
7．拟定派生计划 
8．编制预算 

第二节  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一、滚动计划法 

1．定义 
滚动计划法是一种动态编制计划的方法。等一项计划全部执行完了以后再重新编制下一个时期

的计划，而是在每次编制或调整计划时，均将计划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一个计划期，即向前滚动一次。 
2．适用范围。 

二、投入产出法 

1．定义 
投入产出法是在一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编制投入产出表，建立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研究各种经

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或各种产品的生产

与消耗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经济数学方法。 
2．投入产出表。 

三、线性规划 

1．定义 
线性规划主要用于研究对现有资源如何进行统一分配、全面安排、合理调度或 优设计等问题。 
2．用线性规划解决计划问题的条件。 

第三节  目标与目标管理 

一、目标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目标的概念 
目标就是指组织根据其内外环境和条件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努力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 
2．目标的特征 
（1）层次化：三个层次的划分。 
（2）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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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化。 
3．目标的分类 
（1）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2）控制性目标和突破性目标。 
（3）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4）明确目标和模糊目标。 
（5）定性目标和定量目标。 

二、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由彼得·德鲁克在 1954 年发表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 早提出，也称为成果管理。 
2．目标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1）概念：目标管理（MBO）就是把 高管理层所制定的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进行层层分

解和落实，要求下级管理人员以及每个员工都要根据上级目标，分别制定各自目标和保证措施，从

而形成一个目标体系，并以此做为各部门或个人考核的依据。 
（2）目标管理的理论体系。 
（3）特点：明确目标；参与决策；规定时限；评价绩效。 
3．目标管理的过程 
（1）确定整体目标。 
（2）建立目标体系。 
（3）明确责任。 
（4）组织实施。 
（5）目标评价与反馈。 

思考题 

1．简述计划工作的步骤。 
2．滚动计划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3．什么是目标管理？对企业管理而言，目标管理的意义何在？ 
4．什么是 SWOT 分析法？ 

讨论题 

1．“预测是浪费管理者的时间，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未来”，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

说明你的观点。 
2．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 MBO 有用？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管网：http：//www.china-qg.com 
中华企管网：http：//www.wiseman.com.cn 
聪科资本营运企划网：http：//www.smartplan.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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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p.149—163。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 章。 
3．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4．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 章，p.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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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组织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的含义、功能； 
2．掌握组织设计的任务、原则、程序、内容； 
3．掌握各种组织结构的形式、特点、优缺点、适用范围； 
4．了解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5．掌握组织运行的有关情况，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集权与分权； 
6．掌握职权的类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组织设计的任务； 
2．组织设计的原则； 
3．管理幅度； 
4．各种组织结构的区别运用； 
5．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6．集权与分权； 
7．直线职权与参谋职权。 
学时分配：6 课时 

第一节  组织概述 

一、组织的含义及功能 

1．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 
（1）概念。首先，作为实体本身的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经过分工和合作，

建立起不同层次的责任和职权制度后而形成的人的集合。其次，作为涉及活动过程的组织是指为了

实现组织目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过程。从本质上来说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

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2）组织的要素。①组织必须具有共同目标；②必须有分工与协作；③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

与责任制度；④激发员工自愿效力。 
2．组织的功能 
（1）组织的凝聚功能。 
（2）组织的协调功能。 
（3）组织的制约功能。 
（4）组织的激励功能。 

二、组织工作 

1．组织工作的定义 
组织工作是指通过设计和维持组织内部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

有效的协调工作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指组织的内部结构，主要是指部门结构；二

是指组织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中的权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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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任务 
（1）组织设计；（2）组织联系；（3）组织运行；（4）组织变革。 

第二节  组织设计 

一、组织设计的任务 

组织设计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绘制组织结构系统图和编制职位说明书。 
1．组织结构系统图 
（1）定义。组织结构系统图简称组织结构图，是描述组织的所有部门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的框

图。它描述了组织的职权分配、信息传递方式、部门划分以及组织的集权分权程度。 
（2）组织结构的五大效果。 
2．职位说明书 
（1）定义。职位说明书是描述组织中某一具体职位的书面说明，它不仅是组织规范化的管理

文件，而且是人员培训的主要标准。 
（2）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书包括职位名称、直属上级、责任与义务、工作项目、素质、权

责范围、工作关系、工资等级等内容。 

二、组织设计的原则 

1．目标可行原则 
2．有效性原则 
3．管理幅度原则 
管理幅度是指一名领导者能够直接而有效地指挥下级的人数。 
4．统一指挥原则 
统一指挥原则是指组织的各级机构以及个人必须服从一个上级的命令和指挥，从而保证命令和

指挥的统一，避免多头领导和多头指挥，使组织 高管理部门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5．权责对等

原则 
5．尽力保证责、权、利三者的一致性。 
6．协调原则 
7．双向沟通原则 
双向沟通原则是指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结构，要改变传统的垂直单向沟通模式，而形成自上而

下的有反馈、有交流的双向沟通网络。 

三、组织设计的程序 

1．确定组织目标 
2．确定业务内容 
3．部门化和层次化 
4．配备职务人员 
5．确定职责和职权 
6．联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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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组织设计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工的结果是部门的设置，纵向分工的结果是管理权

限的相对集中或分散。 
1．部门划分 
常见的部门设计方法：人数部门化,时间部门化,工艺部门化,职能部门化,产品部门化,区域部门

化,顾客部门化。 
2．管理层次划分 
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管理者的能力,下属的成熟程度,工作的标准化程度,授权程度,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第三节  组织结构 

一、影响组织结构形式的因素 

1．行业特点；2．生产规模；3．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水平；4．市场需求的变化；5．企

业的地理分析；6．企业的管理水平。 

二、组织结构体系 

1．决策子系统；2．指挥子系统；3．参谋子系统；4．执行子系统；5．监督子系统；6．反馈

子系统。 

三、组织结构的主要形式 

1．直线制 
（1）特点：组织从决策到执行构成一个单线系统，指挥和管理的职能基本上都是由行政负责

人自己执行，一个下属部门只接受一个上级领导者的命令。 
（2）优点：结构简单，权力集中，责任分明，上下关系清楚，命令统一。 
（3）缺点：组织结构缺乏弹性，要求主管人员须通晓多种知识技能，亲自处理各种业务，一

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4）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 
2．职能制 
（1）特点：在组织内各级管理部门除直线主管外，还建立了相应的职能机构。这些职能机构

有权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向下级单位下达指示和命令。因此，下级直线主管除了接受上级直线主

管的领导和命令，还要接受上级各职能机构的领导和指令。 
（2）优点：能够适应现代组织技术比较复杂和管理分工精细的特点，能发挥职能机构的专业

管理的作用，减轻上层主管人员的负担。 
（3）缺点：妨碍了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造成多头领导；不利于明确划分直线人员和职能科

室的职责权限，容易造成管理混乱。 
（4）适用范围：现代企业一般都不采用职能制。 
3．直线—职能制 
（1）特点：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把企业管理结构和人员分成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

组织的指挥系统，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决定权和对所属下级的指挥权，并对自己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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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另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是直线人员的参谋，有权提出建议，提供信息，并对

下级进行业务指导，而不能进行直线指挥和命令。 
（2）优点：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职责分明，工作效率高，工作秩序井井有条，整个企业有较高的稳定性。 
（3）缺点：各职能参谋部门和直线指挥部门之间易产生矛盾，职能部门的许多工作要向上级

领导报告请示才能处理，使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易发挥；各职能部门之间互通情报少，因  此协作

和配合性较差；难以从企业内部培养全面型管理人员。 
4．事业部制 
（1）特点：集中政策、分散经营，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企业组织按产品类别、

地区或经营部门分别成立若干事业部。 
（2）优点：①有利于总公司 高领导层集中精力搞好经营决策和长远规划，并使各个事业部

发挥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增强各事业部领导人的责任心；②使各事业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管

理系统，增强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和市场适应性，提高了总公司的经营效率；③有利于公司开展多

元化经营；④是培养全面管理人才的 好组织方式之一。 
（3）缺点：①对事业部一级的管理人员的水平要求较高，每个事业部都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企

业，事业部经理要熟悉全面业务和管理知识才能胜任；②从整个公司的角度看，每个事业部都设置

相关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重复多，增加了管理人员和管理费用；③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各事业

部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影响了事业部之间的协作。 
（4）适用范围：适用于规模庞大、品种繁多、技术复杂的大型企业，是国外较大的联合公司

所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 
5．模拟分权制 
（1）特点：模拟事业部制的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而不是真正的事业部，实际上是一个个“生

产单位”，但这些生产单位没有自己独立的外部市场，他们之间的经济核算，依据的是企业内部的

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 
（2）优点：调动了生产单位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规模过大不易管理的问题，因为高层管理

人员将部分权力分给生产单位，从而把精力集中到战略问题上来，使管理更加有效。 
（3）缺点：不易为模拟的生产单位明确任务，造成考核上的困难，各生产单位领导人不易了

解企业的全貌，在信息沟通和决策方面也存在缺陷。 
（4）适用范围：对于大型材料企业，如造纸、钢铁、化工等企业解决组织结构问题，是 有

效的形式。 
6．矩阵制 
矩阵制又称为目标规划制，是由纵横两套管理系统组成的。一套是纵向的职能系统，是在职能

部门经理的领导下的各职能或技术科室；另一套是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组成的横向项目系统，一

般是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项目组成的专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并设立项目小组经理，全面负责项

目方案的综合工作。 
（1）特点：为了完成某一特别的任务，由有关职能部门派人参加，力图做到条块结合，协调

各部门活动，以保证任务完成。而对于参加项目的有关人员，一般要接受两方面的领导。 
（2）优点：打破了传统的一个管理人员只接受一个部门领导的原则，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纵

向和横向联系很好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够及时互通情况，共同决策，使

各项专业管理能够比较协调灵活地执行任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把不同专业部门的人员组

织在一起，有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业务水

平；将完成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集中起来，有利于加速开发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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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综合管理和职能管理的结合提供了组织结构模式；组织结构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每个

小组所负担的产品和项目，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动。 
（3）缺点：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是实行横向、纵向双层领导，处理不当，会由于意见分歧而造

成工作中的扯皮现象和矛盾；组织关系较复杂，对项目负责人的要求较高；由于项目完成后，项目

小组即告解散，人员仍回到原单位，易产生临时观念，会导致人心不稳。 
（4）适用范围：适用于横向协作和攻关项目，企业可用来完成涉及面较广的、临时性的、复

杂的重大工程项目或管理改革任务。 
7．委员会制 
委员会由一群人所组成。委员会中各个委员的职权是平等的，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

问题。 
（1）特点：集体决策、集体行动。 
（2）分类：按时间长短分，有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按职权分，有直线式和参谋式的；

还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3）目的：为了集思广益，产生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利用集体决策，防止个人或部门的权

限过大，滥用职权；加强沟通，了解和听取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协调计划和执行的矛盾；通过鼓

励参与，激发决策执行者的积极性。 
（4）优点：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避免个别领导人的判断失误；少数服从多数，可防止

个人滥用职权；地位平等，有利于从多个层次、多种角度考虑问题，并反映各个方面人员的利益，

有助于沟通和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下属的参与感，有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缺点：作出决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采用集体负责，个人责任不清；有委曲求全、折中

调和的危险；有可能为某一特殊成员所把持，形同虚设。 
（6）适用范围：对于处理权限争议问题和确定组织目标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 

四、当代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1．重心两极化。企业结构特征由“橄榄型”向“哑铃型”转变。 
2．外形扁平化。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式”转变。 
3．运作柔性化。柔性指企业组织结构的可调整性，对环境变化、战略调整的适应能力。 
4．整体形态创新。虚拟企业的产生，它的突出特点是将传统企业固定的、封闭的、集权式结

构改变为开放式的网络结构。 
5．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弹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彼得·圣

吉在 1992 年出版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 

第四节  组织运行 

一、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1．定义 
①正式组织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而规定组织成员之间职责范围和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构。

是经过组织程序设立的，并具有明确的目标，组织行动以实现目标为出发点，组织的管理者通过方

针、政策、规则、制度来约束和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 
②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活动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和爱好，以共同的利益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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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基础而自发形成的群体。以成员的思想感情为纽带，组织中不存在成文的规则或制度，组织成

员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2．非正式组织形成的原因 
价值较为一致，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志愿理想比较一致；追求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兴趣爱好

相近，经常在一起活动；有类似的经历或现实境遇，有共同的生活体验；存在社会交往因素。其形

成的基础是共同的爱好和为实现个人单独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进行的联合。 
3．非正式组织的特征 
自发性、内聚性、不稳定性、信息沟通灵活。 
4．正确处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1）非正式组织的影响作用 
①积极作用：它可以为员工提供正式组织中很难得到的心理满足，创造一种更加和谐、融洽的

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相互合作精神， 终改变正式组织的工作情况。 
②消极作用：如果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发生冲突，则可能对正式组织的工作产

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非正式组织要求成员行为一致性的压力，可能会束缚其成员的个人发展。此外，

非正式组织的压力还会影响到正式组织的变革进程，造成组织创新的惰性。 
（2）对待非正式组织的策略 
①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要求有效利用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为此，管理

者必须正视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允许并鼓励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并为非正式组

织的形成提供条件，并努力使之与正式组织相吻合。 
②要考虑到非正式组织可能具有不利影响，管理者需要通过建立、宣传正确的组织文化，以影

响与改变非正式组织的行为规范，从而更好地引导非正式组织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集权与分权 

所谓分权，就是在组织中将决策的权限分配给中下层组织单位的一种倾向。集权就是决策权主

要集中在高层领导手中或某一上级部门的掌握与控制，下级部门只能依据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执行。 
1．衡量分权程度的标志 
（1）决策的数量：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做出决策的数目或频度越大，则分权程度越高。 
（2）决策的范围：组织中较低层次决策的范围越广，设计的职能越多，分权程度越高。 
（3）决策的重要性：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决策涉及的费用越多，则分权程度越高。 
（4）决策的审核：上级对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审核程度越低，这个组织的分权程度越大。

如果作出决策后还必须报上级批准，则分权的程度就越小。 
2．影响集权和分权的主要因素 
（1）组织的规模；（2）职责和决策的重要性；（3）组织文化；（4）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

（5）控制的需要。 
3．合理授权 
（1）定义：授权是领导者将部分事情的决定权和处理权交给下级，即领导者对下属不仅指派

其工作，还授予他完成该工作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职权。 
（2）作用：使管理人员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重大问题；可以提高下属的工作积

极性，增强其责任心，并增进工作效率；可以增长下属的才干，有利于管理人员的培养；可以充分

发挥下属的专长，以弥补授权者自身才能的不足。 
（3）内容：分派任务，授予权力，明确责任，确立监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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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 

1．职权的类型 
（1）直线职权：直线职权是直线人员所拥有的作出决策、发布命令以及执行决策的权力。 
（2）参谋职权：是指职能机构或参谋人员所拥有的提出咨询建议，提供服务，协助直线机构

和直线人员进行工作的权利，它是一种辅助性职权。 
（3）职能职权：它是管理人员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某些权利授给有关的参谋部门和参谋人员行

使，从而使参谋人员不仅具有参谋职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直接指挥和控制权力。 
2．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关系 
（1）双方要明确两种职权之间的关系，对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参谋建议，直线指挥”

关系作出明文规定，以便相应人员能各司其职，形成有序的管理； 
（2）直线人员要注意倾听、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并为参谋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和信

息； 
（3）参谋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才能为直线人员提供有效的建议； 
（4）创造相互合作的良好氛围。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概念？ 
2．组织设计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3．简述组织设计的程序。 
4．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有什么关系？其大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5．如何理解组织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6．为什么说组织不可能绝对地集权，也不可能绝对地分权？ 
7．简述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的关系。 
8．当今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讨论题 

1．参考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试讨论如何创建学

习型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 
2．职权应当下放吗？如果你是经理，你会分权吗？怎样保证不过分分散权力？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训网 http：//www.chqx.com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nmc.com 
柯达公司网站 http：//www.kodak.com 
贝塔斯曼公司网站 http：//www.bertelsmann.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0、
11 章，p.227—274。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 章。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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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章，p.186—235。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3、5、6 章，p.29—78．p.1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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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组织变革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变革理论，包括变革的动力、阻力及克服； 
2．掌握组织文化的含义、特点、内容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3．了解跨文化管理； 
4．了解团队的功能，掌握团队建设的流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组织文化的内涵 ，组织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2．组织文化的建设与组织形象的塑造； 
3．团队的建设。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组织变革的理论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组织变革，就是综合运用组织和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群体动力、领导、职权和组织再设计等问

题，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使之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组织变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国家有关法规、法律的颁布与修订，国家宏观经济

调控手段的改变，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

形势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国际外交形势及本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及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加剧。 
2．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传统的组织结构存在明显不足，管理技术条件改变、管理人员的调

整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组织运行政策与目标的改革，组织规模的扩张与业务的迅速发展，组织成员

对工作的期望与个人价值观念的变化等。 

二、组织变革的内容 

1．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或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包括：

改变组织的部门或单位，改变职位及责权范围，改变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调整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

以及授权范围等。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是选择或设计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形式，如从高耸型的组织转

变为扁平化组织。 
2．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各个部门或各个层次的工作任务进行重新组

合，改革原有的工作流程。一般包括工作范围的扩大化、工作内容的丰富化以及工作流程再造等。 
3．以人为重点的组织变革。主要包括组织成员的观念与态度的变革、技术知识的变革、改变

个人和群体行为。 

三、组织变革的实施 

1．确定问题。 
2．组织诊断，制定变革方案。组织诊断的常用方法有组织问卷，职位说明书，组织图，组织

手册等。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4 

3．选择较优方案，进行组织变革。 
4．变革的效果评估。 

四、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克服 

1．反对组织变革的现象。 
2．抵制组织变革的原因。 
①历史的惯性和惰性；②不确定感；③威胁到既得利益和地位；④缺乏信任和理解。 
3．消除抵制的方法。 
①保持公开性和透明度；②参与；③加强培训，提高适应性；④必要的妥协；⑤奖惩结合。 

第二节  组织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一、组织文化的含义 

1．定义：组织文化是处于一定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生成和

发展起来的日趋稳定的独特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风

俗习惯等。 
2．识别组织文化：斯蒂芬·P·罗宾斯在《管理学》一书中提到的组织的 10 个特征。 

二、组织文化的内容 

1．物质文化 
（1）定义：物质文化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

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文化。 
（2）物质层主要包括的方面。 
2．制度文化 
（1）定义：制度文化是具有本组织文化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

和，包括各种管理制度、工作标准、职工的行为规范等。 
（2）制度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一般制度，特殊制度，企业风俗。 
3．精神文化 
（1）定义：企业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

响而形成的，并且由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共同遵守的信念、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等精神成果和文化观

念。 
（2）精神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企业精神，企业 高目标，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风气，企业道

德，企业宗旨。 

三、组织文化的特点 

1．社会性；2．差异性；3．民族性；4．稳定性；5．时代特征。 

四、组织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五、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一般来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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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理包括三种情况，即强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弱势文化与弱势

文化之间的整合和融合。 
1．文化移植：就是直接将母公司的文化体系全套搬到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而无视子公司

所在地的本土文化或合作方的原有组织文化。 
2．文化嫁接：母公司认识到子公司所在地域文化的特征，并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采取的

方式。 
3．文化合金：文化合金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选择各自精华的部分紧密融合，成为兼容性

强、多元化的合金。 

第三节  团队建设 

一、认识团队 

1．定义。团队是指由为数不多的员工所组成的正式群体，这些人具有互补的技能，对一个共

同目的、绩效目标及方法作出承诺并彼此负责。 
2．必要条件。具有共同的愿望与目标；相关的技能和谐、相互依赖的关系；具有共同的规范

与方法。 
3．团队形式。（1）专案团队，成员主要来自组织各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为解决某一特定问

题而组织在一起，问题解决后，小组即告解散；（2）工作团队，其中又包括高效团队和自主管理

团队，这些团队通常是长期存在的，主要是希望通过群体协作来更高效地从事日常事务性与业务性

的工作。 
4．建立团队的目的。（1）为了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能够更迅速、更准确的对

千变万化的市场作出反应；（2）为了组织内部建立合作、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3）为了适应市

场需求多样化的要求而变大规模生产为灵活生产，变分工和等级制为合作和协调；（4）为了通过

团队这种组织形式更好地培养成员的团结协作精神，发挥整体优势。 

二、团队的功能 

1．提出更多解决方案。2．决策品质较佳。3．创造团结精神。4．共同成长。 

三、团队的构成要素 

1．团队的规模。团队成员数量以保持在三～七人的规模为 佳。但规模到底应该多大，并无

定规。 
2．团队的内部角色。 
（1）通常一个团队需要两种不同技能类型的人：①需要具有技术专长的成员；②需要能够发

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和建议，然后作出有效选择的成员。 
（2）一个有效团队中至少有八种角色：产生创新思想的发明者、倡导和拥护所产生新思想的

筹划者、分析决策方案的开发者、提供结构的组织者、提供指导的生产者、检查具体细节的监督者、

处理外部冲突和矛盾的维护者、寻求全面信息的建议者。 
3．团队的规章准则。 
团队规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团队任务的战略或业务内容、团队的具体目标、预期的结果及期

限、团队成员的资格及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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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建设的流程 

1．构思形成阶段。 
2．探索磨合阶段。 
3．稳定执行阶段。 
4．成功阶段。 

五、塑造团队精神 

1．团队精神的概念。团队成员共同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它能带来高昂的士气，是全队凝聚力

的高度体现。 
2．塑造团队精神的要求。（1）培养团队成员的合作观念，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2）个人

目标和团队目标的结合；（3）让员工分享公司的利益。 

思考题 

1．试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及其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2．什么是组织文化？ 
3．什么是团队？结合实际说明团队为何高效？ 
4．简述团队的功能。 

互联网资料 

麦肯锡大中华分公司：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 
波士顿咨询公司：http：//www.bcg.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p.358—370。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7、8、9 章，p.241—316。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13 章，p.188—196．p.28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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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力资源管理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2．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与内容，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内容及程序； 
3．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本章重点和难点： 
1．工作分析的作用与内容； 
2．人员招聘的方法与程序； 
3．员工的绩效考核； 
4．薪酬管理； 
5．职工培训。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1．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能进行智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的人们的总称。 
2．人力资源的特征。能动性；两重性；社会性；自控性；成长性；时效性。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及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由一定管理主体为实现人力扩大再生产和合理

分配使用人力而进行的人力开发、配置、使用、评价诸环节的总和。 
2．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功能。获取；整合；激励；调整；开发。 
3．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与设计；人员选聘；绩效考核；薪酬

管理；培训与职业发展；劳动关系；安全与健康。 

三、人力资源规划 

1．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人力资源规划是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科学预测组织在未来环境变

化中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状况，制定必要的人力资源获取、利用、保持和开发策略，确保组织对人

力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需求，是组织和个人获得长远利益。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及内容 
（1）人力资源规划的根本目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依据组织的整体发展规划，保

证组织人力资源的素质与数量同组织的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①根据组织的总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中长期经营计划研究市场变化

趋势，掌握科学技术革新的方向，确定各种人力需求；②研究未来企业组织变革的可能性，确定由

于企业活动范围的变动而导致的资源、组织原则与形态的变更，进而推定未来人力需求的变动情形；

③分析现有人力资源的素质、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变动率及缺勤率、工作情绪的消长趋势等状况，

决定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所需的各种人力；④研究分析人才市场的供需情况，确定可以从人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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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直接招聘或者须与教育培训机构合作预先为之培养的各种人力；⑤使人力资源规划体系中的各

项具体行动计划保持平衡，并使之与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能够相互衔接。 
（3）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包括两个层次，即总体规划和各项业务计划。 
①总体规划是有关计划期内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目标、总政策、实施步骤和总预算的安排；②业

务计划包括人员补充计划、使用计划、接替与提升计划、教育培训计划、评价及激励计划、劳动关

系计划、退休解聘计划、人力资源预算等。 
3．人力资源规划的程序 
（1）调查分析。○1 企业的战略决策分析；○2 企业的经营环境分析；○3 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的状

况分析。 
（2）人力资源供求预测。 
（3）制定规划。 
（4）规划的实施、评估与反馈。 
4．人力资源规划的综合平衡 
（1）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 
（2）总体规划与各项业务计划之间的平衡。 

第二节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一、工作分析 

1．定义 
工作分析是对组织中各岗位的设岗目的、组织关系、主要职能、衡量标准、工作权限、工作方

式、主要流程以及对从事此工作员工的素质、知识、技能要求进行设计与描述的过程，它的结果将

产生现代企业制度中所要求的工作描述和任职说明。 
2．作用 
（1）有助于选拔和任用合格人员；（2）有助于设计合理的员工开发计划；（3）可以为绩效

评估提供标准和依据；（4）有助于实现公平报酬；（5）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之整合功能的

实现；（6）是实现人力资源调控的保障。 
3．内容 
（1）工作描述的内容：○1 工作名称；○2 工作活动和工作程序；○3 社会环境；○4 物理环境；○5 聘

用条件 
（2）任职说明的内容：○1 一般要求；○2 生理要求；○3 心理要求。 

二、人员招聘 

1．人员招聘的意义 
（1）确保组织发展所必需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关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成败。（2）当组织内部

的人力资源不能满足组织发展和变化的要求时，组织就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数量与

质量要求，从外部吸收人力资源，为组织输入新生力量，弥补组织内人力资源的不足。（3）对高

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招聘，可以为组织注入新的管理思想，可能给组织带来技术上的重大革新，

为组织增添新的活力。（4）成功的员工招聘，可以使组织更多地了解员工到本组织工作的动机与

目标，组织可以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趋于一致的，并愿与组织共同发展的员

工，这样组织可更多地保留人力资源，减少员工离职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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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聘方法 
（1）内部招聘 
①定义：内部招聘就是从组织内部招聘选拔能够胜任的人员来充实企业空缺的岗位。主要包括

员工晋升、工作调换、工作轮换与内部人员重新聘用等方面。 
②优点：由于机构中的人员有较充实可靠的资料，可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新的工作；企业内部

员工对企业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能较快地胜任工作；由于工作有变化机会，可提高组织成员的

兴趣和士气，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 
③招聘方法：发布公告、推荐法、档案法。 
（2）外部招聘 
①优点：人员来源广泛，有可能招聘到高水平的理想人才，可避免“近亲繁殖”，会给组织带

来新的思想，调整企业的知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 
②招聘方法：通过广告、就业服务机构、学校、组织内成员推荐以及网络招聘等途径。 
3．招聘过程 
招募与初步面试；填写申请表格；进行心理测验或笔试；面试；获取证明材料；体格检查。 

三、绩效考评 

1．绩效考评目的 
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提高员工对工作和企

业的满意程度和成就感。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伊凡斯维奇的理论。 
2．绩效考评内容 
（1）工作实绩；（2）行为表现。 
3．绩效考评方式 
（1）按考评时间不同，分为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2）按考评主体不同，可分为主管考评、

自我考评、同事考评和下属考评；（3）按考评结果的表现形式不同，分为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 
4．绩效考评方法 
（1）书面报告；（2）排序法；（3）关键事件法；（4）目标管理法；（5）关键绩效指标法；

（6）图表法；（7）360 度的反馈体系。 

四、薪酬管理 

所谓薪酬管理就是企业为实现目标、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其他职能部门参与的，将员工薪酬

与组织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系列管理活动，也是制定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舞士气的薪酬

体系的过程。 
1．薪酬的含义和作用 
（1）含义：薪酬是指员工在从事劳动、履行职责并完成任务之后所获得经济上的酬劳或回报。

根据支付的形式，可以把薪酬分为直接货币报酬形式和间接货币报酬形式。 
（2）作用：保障作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 
2．工资制度 
（1）技术等级工资制：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精确程度和工作责任大小划分技术

等级，按等级规定工资标准。其特点是以劳动质量来区分劳动差别，进而依此规定工资差别。它一

般由工资等级表、技术等级标准和工资标准三方面内容组成。适用于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适用于

工人。 
（2）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等级工资制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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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按职务等级规定工资的制度。这种制度是根据职务的重要性、责任大小、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

按照职务高低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在同一职务内，又分为若干等级。职务等级工资制由职务名称

表、职务工资标准表、业务标准、职责条件等构成。 
（3）结构工资制：一般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浮动工资四部分。 
（4）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是指公司内部员工个人出资认购本公司部分股份，

并委托公司员工基金委员会进行集中管理的一种新型的工资构成形式。一般来说，内部员工股份为

优先股和普通股两种利益和风险不同的股份，在分配时对一线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应有所区别，高

层管理者所持有内部员工股中普通股应占多数，一线员工所持内部员工股中优先股应占多数。员工

持股制度的优点。 
（5）收益分享：要求员工或部门首先建立业绩目标，若实际工作结果超过这一目标，这些员

工或部门都将得到奖金。 
3．福利制度 
（1）经济型福利：额外金钱收入；交通性福利；住房性福利；医疗保健福利；教育培训福利；

文体旅游福利；金融性福利等。 
（2）非经济型福利：咨询性服务；保护性服务；工作环境保护等。 

五、培训与开发 

1．培训的作用 
（1）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使其以较少的失误和浪费得到更多的产出，而且员工

技能水平的提高会使岗位充实， 终使个人和组织均能受益； 
（2）培训是极为有效地促进观念转变的方法，改变对工作、技术、同事、顾客的态度； 
（3）培训对雇员周转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实施裁员和招聘计划时，对被替换的员工进行

再培训将降低这类计划的实施成本； 
（4）培训还具有激励作用，当员工被送去参加培训时，他们会有一种受到认可的感觉，从而

主动掌握新技能，提高培训效果； 
（5）通过培训，传达与企业文化相关的价值观，使员工对企业宗旨和目标有更好的理解，培

养员工对组织的认同。 
2．培训的层次：知识更新；能力培养；思维变革；观念转化；心理调整。 
3．职工培训的特点 
（1）职工培训是定向教育； 
（2）职工培训是开展终身教育； 
（3）职工培训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 
4．职工培训的内容 
（1）职前培训：职前培训的任务和目标。 
（2）培训和再教育：常用培训方法包括信息传播、模拟练习和上岗操作。 
（3）职业教育 
（4）职工培训的形式 
（5）员工职业发展 
①职业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企业要为其成员构建职业发展通道，使之与组织的需求相匹配、相

协调、相融合，以达到满足组织及其成员各自需要，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目的。 
②员工职业计划：指员工确立职业目标并采取行动实现职业目标的过程。员工职业计划设计一

般包括自我评估、目标设定、目标实现、和反馈修正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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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职业管理：职业管理是指企业提供帮助员工成长、发展的计划与企业需求、发展相结合的行

为过程。主要内容包括对员工的个人能力和潜力的正确评价；向员工提供职业发展的信息，给予公

平竞争的机会；为员工制定培训与发展计划，确定职业生涯路径；为员工制定知识更新方案；为员

工提供职业指导，帮助员工实现职业计划等。 
5．管理人员的培训方法 
（1）工作轮换； 
（2）设置助理职务； 
（3）临时职务与彼得原理：①彼得原理：在实行等级制度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崇尚爬到能力

所不逮的层次。②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临时代理职务的设置。 

六、人力资源保护 

思考题 

1．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各有什么优缺点？ 
3．绩效考评的目的是什么？ 
3．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有哪些？ 
4．为什么会出现彼得现象？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 

讨论题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比如“员工多样化问题”，你认为多样化问题给人力资

源管理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互联网资料： 
中国人力资源网：http：//www.hr.com.cn 
前程无忧网：http：//www.51job.com 
中国招聘网：http：//www.zhaopin.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2
章，p.279—308。 

2．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 章，p.80—11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2、13、14．15 章，p.336—439。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7、8、9、10 章， p.17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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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领导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明确领导的本质、内容与影响； 
2．弄清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3．掌握领导工作应遵循的原理； 
4．掌握领导理论及 新观点； 
5．了解领导艺术的特点与内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领导与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2．领导理论，尤其是管理方格图理论、费德勒模型理论； 
3．领导艺术。 
学时分配：5 课时 

第一节  领导概述 

一、领导的本质 

1．领导的含义 
（1）含义：领导是指带领和指导群众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活动的过程。 
（2）为了准确把握领导的含义，必须明确与领导有关的三个概念：职权、权能、影响。○1 职

权：组织中某一职位所赋予的权力；○2 权能：领导者对于组织所赋予的职权的控制能力。这是个人

所拥有的并施加给别人的控制力；○3 影响：领导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权力对别人施加作用的过程

或结果。 
2．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1）领导与管理的区别：从职能上看，管理的职能范畴比领导的职能范畴要宽得多。从本质

上说，管理是建立在合法的职务权力基础上对下属的行为进行指挥的过程，下属必须服从管理者的

命令，但下属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尽自己的 大努力，也可能出工不出力；而领导则更多的是通过领

导者的个人魅力与专长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或者说是对下属施

加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或通过这个影响过程可以使下属自觉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 
（2）领导与管理的联系：各项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指导和引导，同时领导的思想和战略

则需要有管理方面的有效实施和配合才能完成。 
（3）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①管理者是被组织任命的，并且拥有合法的权力，对其下属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位赋予他们的

正式权力；而领导者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在群体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并且领导者既用正式权

利，也可用非正式权利来影响他人的活动。 
②管理者的作用在于通过管理在组织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使无序管理变为有序管理；而领导者

的作用在于引导组织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是组织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 
③管理者的工作偏重于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方面的工作；而领导者的工作偏重于人的工作，关

注人的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④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管理者都应是领导者，若管理者只用正式权利影响下属，那么他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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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只能算个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当然所有的领导者不一定都是管理者，如非正式组织中的领导

者，组织并没有赋予他们职位和职权，但他们却能引导和激励甚至命令他们所领导的非正式组织的

成员。 

二、领导者的作用 

（1）指挥作用；（2）协调作用；（3）激励作用。 

三、领导的权力与影响 

1．领导的权力 
（1）定义：领导权力是指领导者有目的的影响和改变下属心理行为的能力。 
（2）分类：组织中的权利可分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两大类。 
①正式权力：法定的权利；强制权；奖励权。 
②非正式权力：专长的权利；品质的权利。 
2．领导的影响 
（1）外在影响 
①定义：外在影响是指以正式权利为基础的，主要采用推动、强制等方式发生作用，对被领导

者的影响带有强迫性和不可抗拒性，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为消极、被动的服从。 
②影响方式：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满足的影响；惧怕心理的影响。 
（2）内在影响 
①定义：内在影响建立在非正式权力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以领导者的良好素质和行为吸引感

化被领导者，通过激发内在的动力，对职工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 
②影响方式：理性崇拜的影响；感情的影响。 

四、领导工作遵循的原理 

1．明确目标原理：在领导工作中，使全体成员明确理解组织的目标，知道应该怎样完成任务

和实现目标，则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所作出的贡献就会越大。同时也可相应地更好地满足组织成员

的个人需求。 
2．协调目标原理：这一原理可以表述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若能取得协调一致，人们的行为

就会趋向统一，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努力。 
3．命令一致性原理：这一原理可表述为主管人员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下达的各种命令越

是一致，个人在执行命令中发生的矛盾就会越小，领导与被领导双方对 终成果的责任感也就越大。 
4．直接管理原理：这一原理是指管理人员同下级的直接接触越多，所掌握的各种情况就越多

越准确，从而使指导与领导工作更加有效。 
5．沟通联络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主管人员与下属之间越是有效地、准确地、及时地沟通联络，

整个组织就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6．激励原理：激励原理是指主管人员越是能够了解下属的需求和愿望并给于合理满足，就越

能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使之能为实现组织目标自觉地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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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领导理论 

一、领导品质理论 

1．传统领导品质理论和现代领导品质理论 
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包莫尔的关于有效领导者 10 大条件的理论 
合作精神，决策能力，组织能力，精于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责，敢于求新，敢担风险，尊

重他人，品德高尚。 

二、领导行为理论 

1．勒温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勒温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通过各种试验，把领导者在领导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专制作风、民主作风、放任自流作风。认为：放任

自流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 低,只能达到组织成员的社交目标，但完不成工作目标；专制的领导作

风虽然通过严格管理能达到工作目标，但群体成员没有责任感，情绪消极，士气低落，争吵就多；

民主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 高，完成工作目标，而且组织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工作积极主动，富于

创造性。 
（2）工作作风的基本类型：○1 专制领导作风含义和特点。○2 民主领导作风的含义和特点。○3 放

任自流的领导作风的含义及其特点。 
2．四分图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业研究所将领导行为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以人为重和

以工作为重。以人为重是指注重建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友谊、尊重和信任关系。包括尊重下

属的意见，给下属以较多的工作主动权，体贴他们的思想感情，注重满足下属的需要，平易近人，

平等待人，关心群众，作风民主。以工作为重是指领导者注重规定他与工作群体的关系，建立明确

的组织模式、意见交流渠道和工作程序，包括设计组织机构，明确责权关系，确立工作目标，制定

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领导者的行为可以是这两个方面的任意组合，若把每方面分为高

低两种情况，则两个方面的具体组合就是四种领导行为，即高关系低工作、高关系高工作、低关系

低工作、低关系高工作。这四种领导行为可以用二维平面的“四分图”来表示。通过四分图，就可

以鉴别领导，评定领导的类型。 
3．管理方格图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布莱克和莫顿提出了管理方格图理论。将四分图中以人为重改

为对人的关心度，将以工作为重改为对生产的关心度，并将这两种关心度各划分为九个等分，这样

在二维平面上就形成了 81 个方格，每个小方格就表示关心人和关心生产这两个基本因素以不同程

度相结合的一个领导方式。在根据管理方格图评价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时，应按他们这两方面的行为

程度在方格图中寻找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其领导行为类型。横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重视生产；

纵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关注人的因素。 
（2）布莱克和莫顿在管理方格图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行为：贫乏型、俱乐部型、任务型、

团队型、中间型。 
（3）布莱克和莫顿提出的培训管理人员的规划：六大要点。 
4．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学者坦南鲍姆和施密特提出了领导连续统一体模型。他们指出领导风格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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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独裁和民主两种极端的方式，而是在这两种极端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领导方式，这些领导

方式是随着领导者或主管人员授予下属的自主权程度而连续变化的。这种理论描述了以领导者权力

运用的程度为依据划分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系列，专制式和民主式只代表着两种

极端的领导方式，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七种有代表性的中间状态的领导方式。 

三、领导权变理论 

领导权变理论认为，若使领导行为有效，除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才能，而且还取决于领导方

法所应用的情景，如被领导者的素质、工作性质等，它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有

效的领导行为应当随着被领导者的特点和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个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Z=f（L,F,S） 
式中：Z——领导者的有效性；L——领导者；F——被领导者；S——环境。 
1．费德勒权变模型 
费德勒的定义对一个领导者工作 起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以下三项内容：职位权力；任务

结构；上下级关系。LPC 问卷。八种群体工作环境。 
2．应变领导模式理论 
由何塞和布兰查提出的。该理论把注意力放在下属的研究上，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

成熟程度选择合适的领导方式。应变领导模式是由关系行为、任务行为和成熟度组成的三维领导理

论。任务行为是指领导者和下属为完成任务而形成的交往方式；关系行为是指领导者给下属的帮助

和支持的程度。由这两方面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命令式、说明式、参与式、授权式。同时，把成

熟度分为四个等级，由不成熟到成熟分别用 M1．M2．M3．M4 来表示。 
3．路径——目标理论 
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豪斯提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不同的环

境因素来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和作风。领导方式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下属的特点；二是工作环境的特点。豪斯认为，领导方式一般有四种：指导性方式、支持性方式、

参与性方式、成就性方式。 

第三节  领导艺术 

一、领导艺术的特点 

1．随机性：也就是灵活性，是指管理者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正确的判断和认识

客观事物，随机应变的处理实际问题。 
2．主观能动性：是指依据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思维进行创造性活动，从而对被管理者发生影响

作用。 
3．经验性：是指领导艺术与管理者的知识阅历和经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4．情感性：是指在领导过程中必须注入管理者的感情色彩。 

二、领导艺术的内容 

1．决策艺术 
2．用人艺术 
3．授权艺术 
4．指挥和激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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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中精力抓主要环节的艺术 
6．领导变革的艺术 

思考题 

1．在领导工作中，应遵循哪些工作原理？ 
2．领导的含义及本质是什么？ 
3．管理方格图理论有几种领导行为？你认为哪一种 有效？ 
4．费德勒模型理论认为影响领导方式的情境因素有几种？你是否认为有一种 佳的领导模式

可适用于各种情况？请说明理由。 
5．应变领导模式理论对管理者更好进行管理有何价值？ 
6．您认为在领导工作中，应该讲求什么样的领导艺术？ 

讨论题 

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收集资料，讨论一下海尔首席执政官张瑞敏的领导风格以及他对于人才的

管理办法。 

互联网资料 

世界经理人网站 http：//www.cec.globalsources.com 
中国经理人网 http：//www.sino-manager.com 
当代经理人 http：www.cm100.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 年版。 
2．J·P·科特著，《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3．J·P·科特著，《总经理》，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4．J·P·科特著，《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 
5．E·戴尔著，《伟大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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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激  励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激励的心理机制； 
2．掌握激励的过程，明确激励的内容与意义； 
3．掌握各种激励理论； 
4．把握激励的原则，掌握激励方法与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及其启示； 
2．激励方法与技巧。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激励概述 

一、激励的心理机制 

1．需要 
（1）概念 
需要是一种人类心理反应过程，指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 
（2）产生条件 
①人们感到缺乏什么，有不足之感，这种不足之感可以由他人的引发而产生；○2 人们对所缺乏

的东西有一种得到的渴望，主观上有需求之感。 
（3）特性 
多样性，结构性，社会制约性，发展性 
2．动机 
（1）概念 
所谓动机是引起和维护个体行为并将此导向某一目标的愿望和意念，它是鼓励和引导一个人为

实现某一目标而行动的内在力量，是一个人产生某种行为的直接原因。 
（2）产生条件 
①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②能够满足需要的客观事物，又称为外部诱因。 
（3）具体功能 
始发功能；指向功能；维持与强化功能。 
3．行为与目标 
行为指向目标，目标是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 
4．需要、动机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人产生需要而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遇到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

时，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转化为动机，推动人们去从事某种活动，去实现目标。目标得以实现

就获得生理或心理的满足，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消除。这时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引起新的动机，指

向新的目标。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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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的含义 

1．概念 
激励是指管理者促进、诱导下级形成动机，并引导行为指向目标的活动过程。即是根据人的需

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充分发挥出内

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 
2．激励过程 
人的需要产生动机，在动机的驱使下人们采取行为，行动的结果达到预定的目标，使需要得到

满足，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需要或促进生成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导致新的激励过程的开始。 
3．激励的实质 
以未满足的需要为基础，利用各种目标、诱因激发动机，驱动和诱导行为，促进实现目标，提

高需要满足程度的连续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 
4．选择和设置目标的要求 
（1）设置目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组织成员个人需要， 终还是为了有利于完成组织目标。

因此在设置目标时，必须将组织目标纳入其中或将组织所希望出现的行为列为目标导向行动，使成

员只能在完成目标后才能达到个人的目标。 
（2）目标的设置必须是受激励者所迫切需要的。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可能激发动机或激发出

来的动机强度不高。 
（3）目标设置要适当，既不能俯拾即是，又不能高不可攀，应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而不努

力则达不到。 
（4）设置目标 好让大家参与讨论，这样不仅可以使目标变得合理，还有助于对目标导向行

动的深刻理解，同时满足了职工参与感，使职工工作更努力，激励效果更强。 

三、激励理论对人的认识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 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获得经济

报酬。所以运用奖励和惩罚等激励手段来激励员工产生管理者和组织所要求的行为。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认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 。 所以组织应更加注意

从事工作的人们的要求，重视员工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形成员工的归属感，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们除了物质和社会需求之外，还有充分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发挥自身

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因此，组织应创造条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让人们的这种成

就感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让组织目标得以实现。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认为现实组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简单化、一般化地归类为

前述某一种假设之中。要求管理者根据不同的人，因人因事而异，灵活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即用

“权变理论”作指导，来达到激励人的目的。 

四、激励工作的依据 

1．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如何全面综合地识别人的需求，成了激励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2．人的需求是变化，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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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激励理论 

一、需要型激励理论 

需要型激励理论也称内容型激励，它从激励过程的起点，即人的需要出发，试图解释是什么因

素引起、维持并且引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这类问题。 
1．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所著的《人的行为动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

的。 
要点：（1）人的多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自

我实现的需要；（2）人的需要分等分层，呈阶梯式逐级上升；（3）未被满足的需要才有激励作用。 
2．成就需要论 
成就需要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工作中有三种主要的动机或需要，即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社交需要。

（1）成就需要即达到标准、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需要；（2）权力需要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

受他人控制的欲望；（3）社交需要是指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愿望。 
3．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的。 
要点：赫茨伯格把企业中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两大类。 
（1）激励因素，往往与工作内容或工作成果有关。这类因素有成就、赏识、工作本身具有挑

战性、负有较大责任、在职业上得到发展等。这些因素能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使职工对工作有一

种满足感，这是影响人们工作的内在因素，能够促使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将这

类因素称为激励因素。 
（2）保健因素，在工作中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往往与工作环境或外在因素有关。这类因

素改善了，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怠工与对抗，但不能使职工变得满意，不能直接起激励作用，就

像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一样，因而称之为保健因素。改善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

起到安抚作用，即“没有不满意”，而不一定能起到激励作用。因此，要想真正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就必须改善那些激励因素，这样才会增加员工对工作的满意感。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于 1964 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来的。 
（1）要点：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人们认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实现这种目标又

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时，该目标对人的激励程度才会 大。也就是说，决定行为的因素有两个：即期

望值与效价。激励的程度由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决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M=EV 
M 表示激励程度，反映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高低和持久程度，它表明人们为达到设置目标而

努力的程度。 
E 表示期望值，是指人们对想要实现某一目标的主观概率，即主观估计达到目标的可能性的大

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经过努力后能达到组织目标的概率；二是组织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 
V 表示效价，又叫做目标价值，是指人们对某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与评价高低，即人们在主观认

为实现目标后获得报酬的价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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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理论认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的动机强度是由其对完成该项工作的可能性、获取相应的

外在报酬的可能性的估计和对这种报酬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即只有当期望值高，效价也高的情况

下才会对被激励对象产生 大的激励力量。而且激励是一个动态过程，当一个人对期望值、效价的

估计发生变化时，其积极性也将随之变化。上述公式实际上提出了在进行激励时要处理好三方面的

关系：努力与绩效的关系，绩效与奖励的关系，奖励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关系。 
（2）增强动机水平和激励强度的方法：①具体描绘出每个职工的行动成果的效价；②具体规

定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的行动表现的标准和要求；③说明所需要的行动的表现标准和要求是可以达

到的；④要使职工的行动表现与期望目标的实现紧密地结合起来；⑤认真分析妨碍职工实现目标的

各种相关影响因素，并为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⑥确定优厚的报酬。 
2．波特和劳勒的激励模型 
要点：①努力来自奖励、报酬的价值和个人认为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受到奖励的概率；②工作的

实际绩效取决于能力的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对所需完成任务理解的深度；③奖励要以绩效为前提；

④激励措施是否会产生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取决于受激励者认为获得的报偿是否公平；⑤满意将

导致进一步的努力。 

三、状态型激励理论 

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又称为社会比较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达西·亚当斯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作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它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

酬的绝对量（实际收入），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即所得与付出之比）。这里的付出和

所得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付出指的是一个人自己觉得劳动量的多少、效率高低和质量好坏，

还包括年龄、性别、所受教育与训练、经验、技能、职务、社会地位、对组织的忠诚及努力程度等。

所得是指一个人所得到的劳动回报，包括工资、奖金、地位、权力、待遇、赞赏、表扬、对工作成

绩的认可、提升等。员工评价自己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在一般情况下是以同事、同行、亲友或

自己以前的情况作为参考依据，这就分成了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1）横向比较：横向比较即将自己的所得和付出的比值与他人所得和付出的比值进行比较，

只有相等时，才认为是公平的。用公式表示为： Op/Ip=Oc/Ic 

式中：Op：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 
Oc：自己对他人收获报酬的感觉； 
Ip：自己对个人所做投入的感觉； 
Ic：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不相等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增加报酬或减少自己的投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减少报酬或自动多做工作，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2）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的投入与目前获得的报酬比值，同自己过去的投入与

过去所获得的报酬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才认为公平。用公式表示：Opp/Ipp=Opl/Ipl 

式中：Opp：自己对现在所获报酬的感觉； 
Opl：自己对过去所获报酬的感觉； 
Ipp：自己对现在投入的感觉； 
Ipl：自己对过去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不相等时，也会出现两种情况： 
Opp/Ipp<Opl/Ipl，人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工作积极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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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Ipp>Opl/Ipl，人们不会因此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但也不会觉得自己多拿了报偿，从而主动多

做些工作。 

2．强化理论 
强化理论又称为行为矫正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B.F.斯金纳提出的。 
（1）要点：着重研究如何引导人的行为，使它朝着组织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强调人的行为结

果对其行为的反作用。有意识地对某种行为进行肯定强化时，可以促进这种行为重复出现。反之则

会消退和终止。这种状况心理学中称为“强化”。凡能增强反应强度的刺激物，即称为强化物。强

化理论强调，管理者在激励下属行为时，应该根据组织的需要和个人特定行为表现，不定期、不定

量地实施强化，使得每一次强化都能起到较大的行为刺激作用。 
（2）强化方式 
①正强化：正强化又称为积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刺激行为主体，来保持和增加某种积极行为

重复出现的频率。正强化包括表扬、奖励、提薪、提升、给予培训机会、安排担任挑战性的工作、

改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等等。 
②负强化：又称为消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抑制不良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负强化包括批评、

惩罚、降职、降薪等。 
③自然消退：自然消退即对行为不施以任何刺激，任其反应频率逐渐降低，以致慢慢消失。 
（3）哈姆纳提出的有助于行为强化思想的的六项行为规则 
④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奖酬所有的人，绩效大小不同，奖酬也应不同；○2 无反应本身具有强化的

效果，管理者经常通过他们不做某些事和实际做某些事来塑造下属的行为；○3 一定要告诉下属，他

们怎样做才能得到奖酬，通过让下属清楚强化的灵活性，管理者能增加下属的工作自由度；○4 告诉

下属他们正在做的哪些事实错误的，这个信息能帮助下属懂得如何改变工作习惯，否则下属就不可

能明白为什么奖励被取消或者为什么惩罚他；○5 不要在下属的同事面前惩罚下属；○6 使结果和行为

相一致，这就要求管理者公正地对待下属。 
3．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首先提出的，后来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斯等人加以发展。归

因理论是说明和推论人们活动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可以归

为四种因素：努力程度、能力大小、任务难度、运气和机遇。当下属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遭受失

败时，管理者要及时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引导其继续保持努力行为，促使行为合理化。 
4．挫折理论 
挫折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 
（1）要点：挫折理论是专门研究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为什么会遭受挫折，遭受挫折后

人们又会产生什么反应，管理者如何帮助人们有效地战胜挫折，克服挫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2）产生挫折的原因 
①主观原因：个人目标定的过高，超出了自身能力的限制，结果事与愿违；个人同时追求的目

标过多，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结果一事无成；凭“想当然”的态度办

事，往往因脱离实际导致失败。 
②客观原因：自然环境因素；物资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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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激励实践 

一、激励的意义 

1．有助于激发和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2．有助于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 
3．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协调统一。 

二、进行有效激励的原则 

1．坚持物质利益原则； 
2．按劳分配原则； 
3．差异化和多样化原则； 
4．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 

三、激励方式 

激励方法按照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两类：内在激励是指通过工作本身的

趣味性、价值、挑战性以及完成工作的成就感等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外在激励是借助环境以外的物

质诱因，如奖励、表扬、晋升等引发职工的积极行为。其中内在激励方法有工作丰富化、参与管理、

目标管理等；外在激励方法有奖酬制度、提供发展机会、改善工作环境、构造企业文化和团体精神、

加强信息反馈等。 
1．奖励：奖励是通过评价鉴定职工的工作表现及成果，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奖励，来达到激

励职工积极性的目的。奖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奖励包括奖金、晋升工资、奖励实物、提供

生活条件等。精神奖励包括对于成效的认可、表彰、授予称号、提级、升职等。在奖酬中应坚持公

平合理原则。 
2．职工参与管理：职工与管理是指在不同程度上让职工和下级参加组织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

的研究和讨论。民主原则。 
3．工作内容丰富化：工作内容丰富化是指职工通过改进工作设计，丰富工作内容，赋予更多

的尝试机会，来增加工作本身的刺激性和挑战性，使职工获得发挥聪明才智和取得个人成就的机会，

从而增进职工的满足感，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4．提供培训：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和业务知识与能力培训。通过教育培训，树

立崇高的理想和职业道德；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 
5．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职工守则、用工制度、用人制度、责任制度。 
6．股权激励：股票期权是指企业资产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

具体是指经营者享有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

业股票的权利。国际上通行的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股票期权、模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长期业绩

奖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层股票购买计划和限制性股票等。 

思考题 

1．阐述激励的含义。 
2．简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实际意义。 
3．简述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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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公平理论？ 
5．在进行激励时，遵循哪些原则会使激励收到好的效果？ 
6．激励方法有几种，各自有何特点？ 

讨论题 

1．讨论两个有高水平业绩的人，他们的能力相当，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期望？ 
2．讨论为什么管理者应该经常使用正强化，而不是负强化？ 
3．你认为员工队伍的多样化会给管理者应用公平理论造成什么困难？ 
4．列出 5 种你选择职务时 重要的标准（如报酬、承认、挑战性等），按重要性排列，然后

将其分组比较你的反应，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模式？ 

互联网资料 

猎头网：http：//www.lietou.com 
思强人才网：http：//www.strongnet.com 
中国易聘网：http：//www.emply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
章，p.386—405。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3 章， p.631—647。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7 章，p.46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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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信息沟通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沟通的概念、功能和作用； 
2．掌握沟通的过程与要素； 
3．掌握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4．能够进行沟通障碍分析，掌握消除办法； 
5．能够运用管理沟通的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有效沟通的方式； 
2．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3．有效沟通的障碍及克服； 
4．管理沟通的技巧。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信息沟通的概念和过程 

一、信息沟通的含义及作用 

1．含义：信息沟通是指信息的发送者通过多种渠道把信息传递给接收者，使接收者接受和理

解所传递的信息过程。 
2．作用：（1）收集信息，沟通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双向交流过程，组织内部的沟通，可以了

解员工意见倾向、价值观和劳动结果，他们的积极性源泉和需要，各部门之间的人际关系、管理效

率等，以作为决策的依据；（2）改善人际关系，沟通是人际交往，它可以解除人们内心的紧张和

怨恨，使人们感到精神舒畅，而且在相互沟通中易使双方产生共鸣和同情，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

任，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冲突；（3）改变行为，在沟通过程中，信息

接收者接收到了并理解了发送者的意图之后，一般来讲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表现出合作的行为，否

则沟通就是无效的。 

二、信息沟通的过程和要素 

1．过程：信息的发送者需要把某种意图通过一定形式转换成信息接收者所能理解的信息，然

后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传递给信息的接收者，信息接收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分析

接受和理解信息，然后把所理解的信息反馈给信息发送者，以便确认其所接收的信息是否正确。在

信息沟通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 
2．要素：信息发送者、编码、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接收者、译码、反馈、噪音。 

第二节  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一、信息沟通的方式 

沟通方式指的是信息传递的形式，即用什么信息媒介把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传递出去并使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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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理解。 
1．言语沟通 
（1）口头沟通 
①定义：口头沟通是用口头表达方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它是 常用的一种沟通手段，

包括面谈、会议、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演说、非正式的讨论及传闻或小道消息的传播等。 
②优点：比较灵活、速度快、双方可以自由讨论，有亲切感；交流深刻，掌握的信息丰富准确。 
③缺点：对信息发送者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具有时效性，存在着很大的信息失真的可能。 
（2）书面沟通 
①定义：书面沟通指的是用文字作为信息媒介来传递信息的沟通方式。包括备忘录、报告书、

通知、内部刊物和公司手册、信函等。 
②优点：书面沟通以文字的形式固化信息，可以使信息长期保存，可以核实、查询；书面沟通

通常有一种关注的意味，往往重要的信息沟通都以书面沟通为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它更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书面沟通以“白纸黑字”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减少了辗转

传递、一再译解可能造成的错误；书面沟通可以以自己的阅读速度仔细阅读，以求了解更详尽。 
③缺点：比较呆板、不易随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及时修正；沟通效果受接收者文化水平的限制，

阅读能力差的人往往理解不了；沟通费时较多。 
2．非言语沟通：可以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或不愿表达的信息，有时可以强化语言效果。 

二、信息沟通的渠道 

1．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组织内部或对外依据一定的组织原则，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通过正式程

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主要包括按正式组织系统发布的命令、指示、文件，组织召开的正式

会议，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或同事之间因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正式接触。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

称“官方消息”。 
（2）模式 
①链型 
特点：只能向上或向下进行逐级传递信息。 
②Y 型 
特点：在逐级沟通中，两位领导通过一个下属或一个部门进行沟通。这种网络集中化程度高，

解决问题速度快，组织中领导人员预测程度高，但易导致信息曲解或失真，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

度较低。 
适用范围：此网络适用于主管人员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有人选择信息，提供决策依据，

既节省时间又要对组织实行有效的控制。 
③轮盘型 
特点：表示一个管理者与其他下级沟通，而下级之间没有互相沟通的现象。此网络集中化程度

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中心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高，但沟通的渠道很少，组织成员的满意程度不

高，士气低落。 
适用范围：这种网络是加强组织控制、争时间抢速度的有效方法，如果组织接受紧急的攻关任

务并要求进行严密控制，则可采用这种网络。 
④环型 
特点：表示允许成员与相邻的成员交流，但不允许与其他交流。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和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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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程度都较低，畅通渠道不多，但组织中成员具有比较一致的满意度，组织士气高昂。适用范围：

如果一个组织需要创造出一种高昂的士气来实现组织目标，这种沟通网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⑤全通道型 
特点：允许每一个成员自由地与其他成员交流，交流是平等的，并无明显的中心人物。这是一

个开放式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个网络中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及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均较低，但由于沟

通渠道很多，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度高且差异小，士气高昂合作气氛颇浓厚，这对于解决复杂问

题，增强组织合作精神，提高士气均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网络沟通渠道太多，因此容易造成混

乱，并且也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效率。 
2．非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非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组织内部明文规章制度无关系的沟通

渠道。非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称“小道消息”。 
（2）模式 
①单串型：在个人之间相互转告，信息在非正式渠道中依次传递，把信息传播到 终的接收者。 
②饶舌型：某人告诉大家，信息由Ａ传递给各人，A 是非正式渠道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动把信

息传播给其他很多人。 
③集合型：一些人有选择性转告他人，信息由 A 传递到几个特定的人 B、C，然后再由他们传

递给一些特定的人。这种传播效率 高。 
④随机型：个人之间随机地相互转告，信息由 A 随机地传递给某些人，某些人再随机地传递

给另一些人。 
（3）避免非正式沟通渠道消极影响的对策 
①采取开放式的沟通方式，以客观事实防止谣言的产生；②要善于发现非正式沟通中的关键人

物，在必要时要利用这关键人物来协助传递或澄清某些事实；③培养员工对组织管理当局的信任和

好感，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④人要高度重视传播面广、传播迅速的小道消息，一定要究其原因，

因为它可能反映出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者不能置之不理；⑤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应考虑一下

该决策会不会引起小道消息，应采取什么防止措施，是否可以利用非正式渠道来推进此政策；○6 不

能滥用非正式渠道，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者还应该是以正式渠道为主。 

第三节  信息沟通的障碍及消除方法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1．主观障碍 
（1）个人心理障碍；（2）知识经验的差距；（3）语言表达能力差；（4）发送者的信誉不佳；

（5）沟通时机不当；（6）对信息的漠视。 
2．客观障碍 
（1）渠道不畅通；（2）空间距离远 

二、消除沟通障碍的方法 

1．增强信息的明确性 
2．提高信息接收的效率 
3．建立合理的信息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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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利用非正式沟通的自觉性 
5．培养和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1）运用反馈手段；（2）提高表达能力；（3）积极倾听；

（4）注重非语言提示。 

思考题 

1．试述信息沟通的一般过程及要素组成。 
2．在组织管理中 普遍使用的沟通方式有哪些？ 
3．叙述正式沟通渠道的五种模式及各种模式的特点。 
4．企业应该怎样对待非正式沟通？ 
5．有效沟通的障碍有哪些？如何克服？ 
6．“多数人不是好听众”，你同意吗？为什么？ 
7．管理者怎样提高个人沟通技巧，才能收到良好的沟通效果？ 

讨论题 

1．讨论“话不投机半句多”现象。 
2．当下属从上司处获得跟自己有关的下列信息时：被提升；被降职；工作中出现错误；增加

额外的工作任务；来年公司的假期安排，你认为何种媒介更合适？ 

互联网资料 

中国营销传播网 http：//www.emkt.com.cn 
中国资讯网 http：//www.china-min.com 
中国协同知识管理 http：//www.ckm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8
章，p.435—448。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2 章， p.611—628。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9 章，p.52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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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控制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控制的含义、类型以及控制系统的要素； 
2．掌握控制工作的过程； 
3．阐明控制基本原理与控制原则； 
4．明确控制的技术与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控制过程； 
2．管理控制原则； 
3．零基预算的应用； 
4．网络图的画法及计算。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控制工作概述 

一、控制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1．含义 
控制是指接收企业内外的有关信息，按规定的目标和标准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和发现偏差，采取纠正措施，使工作能按既定的计划进行或适当地调整计划，以达到管理工作

的预期目的。 
2．特点 
（1）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目的是保证各项活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 
（2）控制职能的实现，是通过“监督”和“纠正偏差”这两种手段来实现的； 
（3）控制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活动按计划进行的目的。 
3．控制与计划的关系 
4．重要性 
（1）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控制工作起了执行和完成计划的保障作用； 
（2）组织活动的复杂性； 
（3）管理失误的不可避免性； 
（4）控制贯穿于其他管理职能之中。 

二、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组成。 
1．控制的目标体系 
2．控制的主体 
3．控制的客体 
4．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管理学原理 

 179

三、控制的类型 

1．按控制点的位置划分 
（1）前馈控制 
①定义：前馈控制是在工作正式开始前对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偏差进行预测和估计并采取防范措

施，是将可能的偏差消除于产生之前的一种控制方法，也称事先控制或预先控制。 
②条件：必须对计划和控制系统作出透彻地、仔细地分析，确定需要的输入变量；建立前馈控

制系统的模式；要注意该模式的动态性，也就是要经常检查模式，以了解所确定的输入变量及其相

互关系是否仍然反映实际情况；必须定期收集输入变量的数据，并把它们输入控制系统；必须定期

估计实际输入的数据与计划输入的数量之间的偏差，并评价其对预期 终成果的影响；必须有保证

措施，前馈控制的作用同其他的计划和控制方法一样，不只是向人们指出问题，而且还要采取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2）现场控制 
①定义：现场控制是通过对计划执行过程的直线检查和监督，将作业结果与计划相比较，找出

偏差和纠正偏差的过程，又称作业控制、同步控制或实时控制。 
②内容：向下级指示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监督下级的工作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发

现不符合标准的偏差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3）反馈控制 
①定义：反馈控制就是通过分析工作的执行结果，将它与控制标准相比较，发现已经发生或即

将发生的偏差，分析其原因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及时拟定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以防止偏差继续

发展或今后再度发生，也称事后控制。 
②常用方法：财务报表分析、标准成本分析、质量控制方法、工作人员成绩评定等。 
2．按控制方式划分 
（1）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就是在组织中建立一个控制中心，由它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统一的加工处理，并由这一

控制中心发出命令，操纵所有的管理活动。 
（2）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是与集中控制相对的一种控制形式，采用分散的方式，由组织各部分分别实施控制。 
（3）分层控制 
分层控制是一种把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结合起来的控制方式。 
3．按控制的原因或结果划分 
（1）间接控制 
①定义：间接控制是控制计划执行的结果，即根据计划和标准对比和考核实际结果，追查出现

偏差的原因和责任，然后才去进行纠正。 
②间接控制的五个假设：一是工作成效可以计量；二是人们对工作成效有个人责任感；三是追

查偏差所需时间有保证；四是出现的偏差可以预料并能及时发现；五是有关部门或人员将会采取纠

正措施。 
（2）直接控制 
①定义：直接控制是相对间接控制而言的，它是通过提高主管人员的素质来进行控制工作的。

②直接控制的四个假设：一是合格的主管人员所犯的错误 少；二是管理工作的成效是可以计量的；

三是在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效时，判断标准往往是概念化的；四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应用情况是

可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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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制工作的过程 

一、控制的前提条件 

1．要有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2．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3．控制要由反馈渠道 

二、控制的基本过程 

1．确定控制标准 
实物标准、费用标准、资本标准、收入标准、定性标准。 
2．衡量实际成效 
3．进行偏差分析 
（1）偏差的原因。①组织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到组织计划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②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偏差；③原有计划不合理及不完善所导致的偏

差。 
（2）偏差的类型。①正偏差：正偏差是指实际业绩超过了计划要求；②负偏差：负偏差是指

实际业绩未达到计划要求。 
4．采取纠正措施 
（1）改进工作方法。 
（2）改进组织和领导工作。 
（3）调整或修正原有计划或标准。 

三、控制工作的原则 

1．控制关键点原则 
2．及时性原则 
3．灵活应变原则 
4．客观准确原则 
5．经济性原则 
6．例外原则 
7．控制趋势原则 

第三节  控制技术与方法 

一、预算法 

1．含义 
预算是一种计划技术，是未来某一个时期具体的、数字化的计划，它把计划分解成以货币或其

他数量单位的预算指标，用数字来表示预测的结果，要求各个部门的运作和开支在预算范围内。 
2．类型 
（1）收支预算：收支预算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收入和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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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物预算：实物预算是一种以实物为计量单位的预算。 
（3）投资预算：投资预算是一个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固定资金运用的情况。 
（4）现金预算：现金预算就是对现金收支进行预测，并据此衡量实际现金的使用情况。 
（5）总预算：总预算是对组织中各种计划的准备而又相当全面地描述，是考虑各种因素后的

多项内容的预算，由组织中各种预算综合而成。 
（6）零基预算 
①基本原理。 
②具体做法。 
3．优点：准确全面地计算出各种数据，为计划的决策和控制标准的确定提供精确的资料，减

少了盲目性；使计划和控制富有弹性，增强了组织的应变能力；当管理决策出现失误时，便于及时

纠正。 

二、网络技术 

1．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 
2．网络图的组成：网络图是由箭线，结点、虚箭线和路线组成。 
3．网络时间的确定：作业时间的确定；作业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计算；总时差的计算。 
4．关键路线的确定。 
5．网络技术的优点。 
（1）编制网络的过程就是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有利于克服单凭经验，主观编制计划的弊端，

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2）网络图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各项工作之间的制约、依赖关系，在生产之前就能掌握关键

所在，便于合理调配资源，确保重点，便于预测计划进度，易于控制和调度； 
（3）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生产管理问题，分解为若干分系统，分别进行控制，由局部 优达到

整体 优； 
（4）可利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大大推进管理现代化。 

三、排队论 

排队论又称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或公用事业理论中的数学方法。主要研究随机服务系统应如何合

理地设计与控制，以达到既能满足顾客需要，又能使费用 少的目的。 

四、经营审计 

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财务往来和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审核，一般分为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外部

审计是由专门的审计部门定期对某一组织的有关经济往来账目和财务程序做综合审核；内部审计是

由企业内部组织人员进行审核。 

五、管理信息系统 

现代管理信息系统是依据系统观点建立，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和计算机网络，提供各种作业、管

理和决策信息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它能准确、迅速地提供各级管理部门所需的信息。 

思考题 

1．什么是控制工作？控制和计划的关系是什么？ 
2．不同控制位置的三种类型控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前馈控制为什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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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为重要？ 
3．控制工作中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4．使用预算控制时需要防止哪些危害？ 
5．什么是零基预算？ 

讨论题 

“组织有权监督员工——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请针对这一观点进行辩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商业论坛 http：//www.chinatrack.com 
资金预算 http：//www.itwinc.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
章，p.475—492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5 年版，第 24 章， p.681—70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0 章，p.55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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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当今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并把握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2．了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新挑战。 
本章重点和难点： 
1．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2．管理信息化的意义； 
3．21 世纪的管理。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当今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管理、现代管理之后，目前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任何管理理论的产生都是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映。新的管理理论的时代背景就是网络经济和全球化浪

潮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基于 Internet 的全球化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建立，使全球经济进

一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网络经济催生的跨国经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企业组织结

构和生产方式。同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相适应，当代管理理论也处于一个新的生长期，新观点层出不

穷。 
综合当前管理理论新的研究方向，有四个管理学分支应重点关注： 
1．尊重知识价值，加强对知识管理的研究。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包括对知

识拥有者的管理和对知识本身的管理。 
2．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竞争局面，战略管理势在必行。战略管理就是对全局的谋划，它具有

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未来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 
3．企业不仅仅要经营产品，也要学会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

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

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 
4．一种反映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虚拟企业和虚拟管理。 

一、企业资源计划 

1．定义 
企业资源计划，即 ERP 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

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 
2．主要发展阶段 
1960 年代开环的物料需求计划（开环 MRP）；1970 年代闭环物料需求计划（闭环 MRP）；

1980 年代的制造资源计划（MRPⅡ）；1990 年代的企业资源计划（ERP）。 
3．核心管理思想 
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体现对整个供应链资源进行管理的思想，体现精益生产、同步

工程和敏捷制造的思想，体现事先计划与事中控制的思想。 
4．企业资源计划实施过程 
（1）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层培训及 ERP 原理培训；企业诊断；需求分析，确定目标；软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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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实施准备阶段：项目组织；数据准备；系统安装调试；软件原型测试。 
（3）模拟运行及用户化：模拟运行及用户化；制定工作准则与工作规程；验收。 
（4）切换运行。 
（5）新系统运行。 

二、供应链管理 

1．供应链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

产品以及 终产品， 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 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2．供应链管理 
（1）概念：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它执行供应链中从供应商到 终用户

的物流的计划和控制等职能，它是通过前馈的信息流和反馈的物流及信息流，将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零售商乃至 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管理模式。 
（2）内容：供应链管理主要涉及供应、生产计划、物流和需求四个主要领域。主要内容

可分为职能领域的管理和辅助领域的管理。其中职能领域包括产品工程、产品技术研发和支持、

采购、生产控制、库存管理和分销管理等；辅助领域主要包括客户服务、制造、设计工程、会

计核算、人力资源以及市场营销等。 

三、客户关系管理 

1．概念：客户关系管理（CRM）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它实

施于企业的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等与客户相关的领域。 
2．作用：改善服务、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提高效率、拓展市场、保留客户。 
3．组成部分：销售管理；营销管理；客户服务；技术支持。 

第二节  网络化、信息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正不断地改变着企业经营的过程和模式。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控制能

力，促进了组织成员之间更有效的接触和沟通，便于企业适应急剧变化的经营环境，有利于充分利

用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管理信息化的水平，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发挥预测作用 
二、提高经营效率 
三、推动战略变革 
四、加强知识管理 
五、促进分权管理 
六、强调组织学习 
七、加强有效控制 

第三节  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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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

到 1800 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 
 “全球化 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 1800 年一直到 2000 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

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其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

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 
而在“全球化 3.0”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

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

社会分工。 
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一、全球化的市场 

地球村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兴起；无边界组织的产生。 
1．全球化对组织的影响 
一个组织走向全球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仅向外国出口本企业的商品；第二阶段，

管理层在国外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把产品交给国外的工厂直接生产；第三阶段，管理层有

强烈的愿望去主动追求国际市场，出现“战略联盟”的缔结。 
2．全球化对管理者的影响 
（1）需要克服和解决所谓“外国人”观念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习俗、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相关法律。 
（2）文化评估的分析框架 
①霍夫斯蒂特的 5 种价值维度框架：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

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②全球领导与组织行为效果（GLOBE）研究方法：自信、未来导向、性别差异、不确定性避

免、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圈内集体主义、绩效导向、慈爱导向 9 个描述国家及地区文

化差异的维度。 

二、21 世纪的管理 

1．从管理科学到管理艺术 
2．从硬管理到软管理 
3．从“手段人”到“目的人” 
4．从强调个人间的竞争到重视组织成员间的协作 
5．从集权到分权 
6．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 
7．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 
8．从注重个别和局部到强调系统和整体 

思考题 

1．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和工作设计方式？ 
2．管理信息化使组织中的哪些成员获益 多？ 
3．简述 ERP 的核心管理思想和实施过程。 
4．什么是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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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题 

1．请讨论你对“世界是平的”的理解。 
2．未来的管理会是什么样子？谈谈你的想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p.622—637。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2 章，p.45—75。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8 章，p.387—413。 
4．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 



 

《高等数学（二）》教学大纲 

刘崇丽  编写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88 

目  录 

前  言 ....................................................................................................................................................... 191 
第八章  多元函数 ................................................................................................................................... 192 

第一节  空间解系几何简介 ........................................................................................................... 192 
一、空间直角坐标系 ............................................................................................................... 192 
二、空间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 193 
三、曲面与方程 ....................................................................................................................... 193 

第二节  多元函数的概念 ............................................................................................................... 194 
一、多元函数的定义 ............................................................................................................... 194 
二、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 194 

第三节  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 194 
一、二元函数的极限 ............................................................................................................... 194 
二、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 194 

第四节  偏导数 ............................................................................................................................... 195 
一、偏导数的定义 ................................................................................................................... 195 
二、二阶偏导数 ....................................................................................................................... 196 

第五节  全微分 ............................................................................................................................... 196 
一、全微分的概念 ................................................................................................................... 196 
二、函数可微的条件 ............................................................................................................... 196 

第六节  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 197 
一、二元复合函数的概念 ....................................................................................................... 197 
二、二元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 197 

第七节  隐函数的微分法 ............................................................................................................... 197 
一、二元隐函数的概念 ........................................................................................................... 197 
二、二元隐函数的微分法 ....................................................................................................... 197 
三、方程组的隐含数问题 ....................................................................................................... 198 

第八节  二元函数的极值 ............................................................................................................... 198 
一、多元函数的极值概念 ....................................................................................................... 198 
二、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 198 
三、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 ....................................................................................................... 198 
四、条件极值 ........................................................................................................................... 199 

第九节  二重积分 ........................................................................................................................... 199 
一、二重积分的基本概念 ....................................................................................................... 199 
二、二重积分的性质 ............................................................................................................... 200 
三、二重积分的计算 ............................................................................................................... 201 
四、二重积分的换元法 ........................................................................................................... 202 
五、无界区域上的反常二重积分 ........................................................................................... 202 
复习与思考题 ........................................................................................................................... 202 
拓展阅读书目 ........................................................................................................................... 202 



高等数学（二） 

 189

第九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 203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 203 

一、微分方程的定义 ............................................................................................................... 203 
二、微分方程的解 ................................................................................................................... 203 

第二节  一阶微分方程 ................................................................................................................... 203 
一、可分离变量方程 ............................................................................................................... 204 
二、齐次微分方程 ................................................................................................................... 204 
三、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 204 

第三节  几种二阶微分方程 ........................................................................................................... 205 
一、 简单的二阶微分方程 ................................................................................................... 205 
二、不显含未知函数 y 的二阶微分方程 ............................................................................... 205 
三、不显含自变量 x 的二阶微分方程 ................................................................................... 205 

第四节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 205 
一、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方程 ............................................................................................... 205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方程 ........................................................................................... 207 

第五节  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 208 
一、差分 ................................................................................................................................... 208 
二、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 208 

第六节  一阶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 209 
一、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 209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 209 
复习与思考题 ........................................................................................................................... 210 
拓展阅读书目 ........................................................................................................................... 210 

第十章  无穷级数 ................................................................................................................................... 212 
第一节  无穷级数的概念 ............................................................................................................... 212 

一、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 ....................................................................................................... 212 
二、几何级数的敛散性 ........................................................................................................... 213 

第二节  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 ....................................................................................................... 213 
一、无穷级数基本性质 ........................................................................................................... 213 
二、无穷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 214 

第三节  正项级数 ........................................................................................................................... 214 
一、正项级数的概念 ............................................................................................................... 214 
二、正项级数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 ....................................................................................... 214 
三、比较判别法 ....................................................................................................................... 214 
四、比值判别法 ....................................................................................................................... 214 
五、p-级数的敛散性 ................................................................................................................ 215 

第四节  任意项级数  绝对收敛 ................................................................................................... 215 
一、交错级数 ........................................................................................................................... 215 
二、任意项级数 ....................................................................................................................... 215 

第五节  幂级数 ............................................................................................................................... 216 
一、幂级数和幂级数的收敛区间 ........................................................................................... 216 
二、幂级数的性质 ................................................................................................................... 218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0 

第六节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 ....................................................................................................... 219 
一、泰勒中值定理 ................................................................................................................... 219 
二、泰勒级数与麦克劳林级数 ............................................................................................... 219 
三、函数 f(x)展开成泰勒级数的条件 .................................................................................... 219 

第七节  某些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 220 
一、直接展开法 ....................................................................................................................... 220 
二、间接展开法 ....................................................................................................................... 220 
复习与思考题 ........................................................................................................................... 220 
拓展阅读书目 ........................................................................................................................... 220 

 



高等数学（二） 

 191

前  言 

课程号：309010044 
课程名称：Higher Mathematics(二) 
授课对象：经济学专业和工商管理类专业 
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高等数学(二)是我校本科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

程，它是高等数学（一）的后续课程.其任务是既要为经管类专业后继课程提供基本的数学工具，

又要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本课程以一元微积分学为基础，首先介绍多元微积分学的有关理论, 其次是介绍微分方程和差

分方程、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进一步地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

学基础。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课程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

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授课方法： 
高等数学(二)在讲解过程中，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多用图形和实例引入来说明和描述微积分中

的一些主要定义和概念。用问题驱动法逐步展开教学,把学生吸引到教学内容中去, 并引导学生讨论

问题，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讲授传统内容时，应

注意运用现代数学的观点、概念、方法以及术语等符号，加强与其它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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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会”等词表述。 
在教学安排上,通常为每周 4 课时,后半学期学习《概率论》，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来研究随机变

量问题.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教材：微积分  赵树螈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核方法：采用闭卷考试，以百分制评定成绩。平时成绩 20%，期末成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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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多元函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会求空间两点间的距离； 
2．了解多元函数概念；掌握二元函数的定义与表示法；了解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3．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的直观意义；了解有界闭区域上二元连续函数的性质。 
4．了解多元函数的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多元复合函数一阶、二阶偏导数的方法；掌

握求全微分的方法；掌握隐函数的求偏导的法则。 
5．了解二元函数极值、条件极值的概念；掌握二元函数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会

求二元函数的极值，会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条件极值。会求简单多元函数的 大值和 小值。 
6．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几何意义与基本性质。掌握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下二重积分的计

算方法；会求无界区域上的较简单的二重积分 
7．会用多元函数微积分知识解决简单的经济问题。 
本章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多元函数的概念  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二元函数的极值与连续的概念  有界闭区域上二元

函数的性质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的概念与计算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与隐函数求导法  二阶偏导

数  全微分  多元函数的极值和条件极值、 大值和 小值  二重积分的概念  基本性质和计算  
无界区域上简单二重积分的计算 

重点：复合函数及隐函数的微分法，全微分，二元函数极值，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难点：多元复合函数与隐函数的微分法、二阶偏导数、二重积分化成两个累次定积分时积分限

的确定。 
学时分配：6×3=18 学时 

第一节  空间解系几何简介 

一、空间直角坐标系 

(一)空间坐标系的建立 
过空间一点 O，作三条互相垂直的数轴，它们有共同的原点 O 和相同的单位长度，这三条轴

分别叫做 x 轴（横轴），y 轴（纵轴），z 轴（数轴）；统称为坐标轴.点 O 叫做坐标原点.三个坐

标轴构成了空间直角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方向满足右手系.一般 xoy 平面在水平面上，z 轴垂直向

上. 
由 x 轴和 y 所确定的平面称为轴 xoy 平面，类似确定 yoz 平面、zox 平面 . 它们统称为坐标平

面. 三个坐标平面将空间分成八个部分，每一部分称为一个挂限.在 xoy 坐标面上方有四个挂限，下

方有四个挂限. 在 xoy 坐标面上方含 x 轴、y 轴、z 轴正向的挂限称为第Ⅰ挂限、按逆时针方向依

次为第Ⅱ挂限、第Ⅲ挂限、第Ⅳ挂限；在 xoy 坐标面下方，第一挂限下方部分为第五挂限，按逆时

针方向依次为第Ⅵ、Ⅶ、Ⅷ挂限. 
(二)点的坐标 
1．空间点 P 与有序数组 x、y、z 一一对应，（x，y，z）就是点 P 的坐标. 
2．特殊点的坐标： 
原点 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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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y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x，y，0）. 
yoz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0，y，z）. 
zox 平面上点的坐标为（x，0，z）. 
x 轴上点的坐标为（x，0，0）. 
y 轴上点的坐标为（0，y，0）. 
z 轴上点的坐标为（0，0，z）. 

二、空间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已知点 M1（x1，y1，z1）、M2（x2，y2，z2）， 
则 M1 与 M2之间的距离 

( ) ( ) ( )2
21

2
21

2
2121 zzyyxxMM −+−+−=  

三、曲面与方程 

(一)曲面与方程的概念 
如果曲面 S 上的任意一点的坐标都满足方程 F(x,y,z)=0,而不在曲面 S 上的点的坐标都不满足方

程 F(x,y,z)=0,那么方程 F(x,y,z)=0 称为曲面 S 的方程,而曲面 S 称为方程 F(x,y,z)=0 的图形.空间曲面

与方程一一对应. 
(二)常见曲面的方程 
1．坐标方程:xy 平面:z=0  xz 平面:y=0  yz 平面:x=0 
2．一般平面方程:Ax+By+Cz+D=0 
3．柱面方程：平行于定直线并沿定曲线 C 移动的直线 L 形成的轨迹叫做柱面,定曲线 C 叫做

柱面的准线,动直线 L 叫做柱面的母线. 

(1)
2 2 2x y R+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圆柱面方程. 

(2) 2y px=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抛物柱面方程. 

(3)
2 2

2 2 1x y
a b

+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椭圆柱面方程. 

(4)
2 2

2 2 1x y
a b

− = ：表示母线平行于 z 轴的双曲柱面方程. 

4．旋转曲面方程:以一条平面曲线绕其平面上的一条直线旋转一周所成的曲面叫做旋转曲面,
旋转曲线和定直线依次叫做旋转曲面的母线和轴. 

(1) 
2 2 2

2 2 2 1x y z
a a c

+ − =   表示旋转单叶双曲面 

(2) 
2 2 2

2 2 2 1x y z
a c c

− − =   表示旋转双叶双曲面 

5．球面方程:以(a,b,c)为球心,以 R 为半径的球面方程为 

( ) ( ) ( ) 2222 Rczby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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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元函数的概念 

一、多元函数的定义 

(一)多元函数的定义 
D 为一个非空的 n 元有序数组的集合 ,设 f 为一对应规则 ,使对于每个有序数组

( ) Dx,x,x n ∈L21 ,都有唯一确定的实数 y 与之对应,则称对应规则 f 为定在 D 上的 n 元函数,记为

( ) ( ) Dx,x,xx,x,xfy nn ∈= LL 2121  

变量 nx,x,x L21 称为自变量；y 称为因变量；集合 D 称为函数的定义域,记为 D(f)；对应于

( ) Dxxx,x n ∈00
3

0
2

0
1 L ,所对应的 y 值,记为 ( )00

3
0
2

0
1 nxxx,xf L 称为函数值,全体函数值的集合称为

函数的值域,记为 Z(f) 
当 n=2 时,y=f(x1,x2)称为二元函数. 

二、二元函数的几何意义 

二元函数的图形为空间的一个曲面，该曲面在 xoy 平面上的投影就是 z=f(x,y)的定义域 

第三节  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一、二元函数的极限 

(一)极限定义 
定义：对于二元函数 z=f(x,y) ，设点 P(x,y)为定义域内任意一点，当 P(x,y)以任意方式趋于点

0 0 0, )P x y（ 时，函数无限接近于一个常数 A，那末称 A 为 z=f(x,y)当(x,y)趋于点时的极限，记为

0 0
0

lim ( , ) lim ( , )
x x P P
y y

f x y A f x y A
→ →
→

= =或

 
(二)极限法则 
二元函数的极限是一元函数极限的推广，因此关于一元函数极限的运算法则和定理，均可推广

到二元函数的极限 

二、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一)二元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连续的定义 

设二元函数 ( )y,xf 满足条件 

1．在点 ( )00 y,x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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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限
( ) ( )

( )y,xflim
y,xy,x 00→

存在； 

3． 
( ) ( )

( ) ( )00
00

y,xfy,xflim
y,xy,x

=
→

； 

则称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连续,否则称点 ( )00 y,x 是函数 ( )y,xf 的间断点 

(二) 二元函数 ( )y,xf 在区域上连续的定义 

如果函数 ( )y,xf 在平面区域 D 内的每一点都连续,则称函数 ( )y,xf 在区域 D 上连续 

(三)二元函数连续函数 ( )y,xf 的性质 

和一元连续函数类似,有一下结论 
二元函数经过四则运算后仍为二元连续函数； 

如果二元函数 ( )y,xf 在有界闭区域 D 上连续,则 ( )y,xf 必存在 大值和 小值 

第四节  偏导数 

一、偏导数的定义 

(一)偏导数的定义 

设函数 ( )y,xfz = 在点 ( )00 y,x 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如果当 0→xΔ 时,极限 

( ) ( )
x

y,xfy,xxf
lim

x
zlim

xx Δ
Δ

Δ
Δ

ΔΔ

0000

00

−+
=

→→
 

存在,则称此极限值为函数 ( )y,xf 在点 ( )00 y,x 处对 x 的偏导数. 

记作：
( )0

00 0
0 0

1 0 0x xx
y yx x x x

y y y y

z f, ,z , f x , y
x x

=
== =

= =

∂ ∂ ′ ′
∂ ∂  

同理：
( ) ( ) ( )

y
y,xfyy,xf

limy,xf 0000

0y00y Δ
−Δ+

=′
→Δ  

( )00yx y,xf,f 在′′
存在，称

( ) ( )00 y,xyx,fz 在=
可导。 

(二)偏导函数 

如果函数 ( )y,xfz = 在平面区域 D 内每一点 ( )y,x 处对 x(或 y)的偏导函数都存在,则称

( )y,xfz = 在 D 内有对 x(或 y)的偏导函数,简称偏导数.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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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xx z,

x
f,

x
y,xf,y,xf ′

∂
∂

∂
∂′ ；     ( ) ( )

yy z,
y
f,

y
y,xf,y,xf ′

∂
∂

∂
∂′  

二、二阶偏导数 

( ) 2xxxxx2

2

fzyx,f
x
z

xx
z ′′=′′=′′=⎟

⎠
⎞

⎜
⎝
⎛
∂
∂

∂
∂

=
∂
∂

 

xyxy

2

zf
x
z

yyx
z ′′=′′=⎟

⎠
⎞

⎜
⎝
⎛
∂
∂

∂
∂

=
∂∂

∂

   
yxyx

2

zf
y
z

xx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z

yy
z
2

2

 

如果
,f,f yxxy ′′′′
连续，则 yxxy ff ′′=′′

 

第五节  全微分 

一、全微分的概念 

定义：对于自变量在点 ( )y,x 处的改变量 y,x ΔΔ ,函数 ( )y,xfz = 相应的改变量 

( ) ( ) ( )ρoyBxAyx,fyyx,xfz +Δ+Δ=−Δ+Δ+=Δ  

其中： ( ) ( )22 yxρ Δ+Δ=  

则称 ( ) ( )yx,yx,fz 在= 可微,记为 dz 或 df(x,y) 

并称 dy
y
fdx

x
fdz

∂
∂

+
∂
∂

=   为 ( )y,xfz = 的全微分 

二、函数可微的条件 

设函数 ( )y,xfz = 在点(x,y)的某个邻域内有连续的偏导数 ( ) ( )y,xf,y,xf yx ′′ ,则 

函数 ( )y,xf 在点(x,y)处可微,并且 

dy
y
fdx

x
fdz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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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一、二元复合函数的概念 

设函数 z=f(u,v)是变量 u,v 的函数,而 u,v 又是变量 x,y 的函数, 

( ) ( )y,xv,y,xu ψϕ == ,则 ( ) ( )( )y,x,y,xfz ψϕ= 称为 x,y 的复合函数. 

二、二元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如果函数 ( ) ( )y,xv,y,xu ψϕ == 在点(x,y)的偏导数
u v u v, , ,
x x y y
∂ ∂ ∂ ∂
∂ ∂ ∂ ∂

都存在,且在对应于(x,y)

的点(u,v)处,函数 z=f(u,v)可微,则复合函数 ( ) ( )( )y,x,y,xfz ψϕ= 对 x 及 y 的偏导数存在,且 

x
v

v
f

x
u

u
f

x
z

∂
∂
⋅

∂
∂

+
∂
∂
⋅

∂
∂

=
∂
∂

 , x
v

v
f

y
u

u
f

y
z

∂
∂
⋅

∂
∂

+
∂
∂
⋅

∂
∂

=
∂
∂

 

注意:复合函数的中间变量与自变量的不同复合关系,如复合函数的中间变量均是一元函数；复

合函数的中间变量既有一元函数又有多元函数；复合函数是抽象函数 

第七节  隐函数的微分法 

一、二元隐函数的概念 

由方程 F(x,y,z)=0 所确定函数 z=f(x,y)称为二元隐函数 

二、二元隐函数的微分法 

( ) 0z.y.xF =  确定了 ( )y.xzz =  求
y
z,

x
z

∂
∂

∂
∂ ,可利用以下 3 种方法: 

(1)方程两边同时对 x求导，注意 ( )y.xzz = ，可求得  
x
z
∂
∂  

方程两边同时对 y求导，注意 ( )y.xzz = ，可求得  
y
z
∂
∂  

(2)利用公式 
y

x

F
F

x
z

′
′

−=
∂
∂

 
z

y

F
F

y
z

′

′
−=

∂
∂  

(3)两边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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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程组的隐含数问题 

由
( )
( )

0
0

F x, y,u,v
G x, y,u,v

=⎧⎪
⎨ =⎪⎩

 其中 ( ) ( )u u x, y v v x, y= = ,对方程的两端分别对 x 求导,应用复合函

数求导法则得:
0

0

x u v

x u v

u vF F F
x x
u vG G G
x x

∂ ∂⎧ + + =⎪⎪ ∂ ∂
⎨ ∂ ∂⎪ + + =
⎪ ∂ ∂⎩

,若 0u v v uF G F G− ≠   由方程组解出
u v,
x x
∂ ∂
∂ ∂

 

同理可得
u v,
y y
∂ ∂
∂ ∂

 

第八节  二元函数的极值 

一、多元函数的极值概念 

如果二元函数 z=f(x,y)对于点(x0,y0)的某一邻域内的所有点,总有 
f(x,y)<f(x0,y0), (x,y)≠(x0,y0) 
则称 f(x0,y0)是函数 f(x,y)的极大值； 
如果二元函数 z=f(x,y)对于点(x0,y0)的某一邻域内的所有点,总有 
f(x,y)>f(x0,y0), (x,y)≠(x0,y0) 
则称 f(x0,y0)是函数 f(x,y)的极小值；, 
函数的极大值与极小值统称为极值,使函数取得极值的点称为极值点. 

二、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函数 f(x,y)在点(x0,y0)处有极值,且两个一阶偏导数存在,则有 

( ) ( ) 00 0000 =′=′ y,xf,y,xf yx  

满足 ( ) ( ) 00 0000 =′=′ y,xf,y,xf yx 的点称为函数的驻点. 

三、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 

如果函数 f(x,y)在点 (x0,y0)的某个邻域内有连续的二阶偏导数 ,且 (x0,y0)是它的驻点 ,设设

( ) Ayxf 00xx =′′ 、
、

( ) Byxf 00xy =′′ 、
、

( ) Cyxf 00yy =′′ 、  

则 
(1)若 B2-AC<0 
当 A<0 时,f(x0,y0)是函数的极大值； 
当 A>0 时,f(x0,y0)是函数的极小值； 
(2)若 B2-AC>0  f(x0,y0)不是函数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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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 B2-AC=0, f(x0,y0)是否为函数的极值需另判别. 

四、条件极值 

(一)条件极值的概念 
在实际问题中要求 大， 小值往往带有附加条件，即对函数的自变量除了限制在函数的定义

域内外，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由函数的各自变量之间的一些方程来表示。这时所求的极

值叫做条件极值 
(二)拉格朗日乘数法 
求函数 z=f(x,y)在约束条件φ(x,y)=0 下的极值的方法: 
以常数λ(称为拉格朗日乘数)乘以φ(x,y),然后与 f(x,y)相加,得函数 F(x,y) 
(称为拉格朗日函数), 

( ) ( )y,xy,xfF λϕ+=  

求 F(x,y)对 x 与 y 得一阶偏导数,并令它们为零,即 

⎪
⎩

⎪
⎨

⎧

=′
=′
=′

λ 0F
0F
0F

y

x

  解得的
( )y,x

为可能的极值点 

根据题意来确定极值 

第九节  二重积分 

一、二重积分的基本概念 

(一)曲顶柱体的体积 
设函数 z=f(x,y)在有界闭区域 D 上连续,且 f(x,y)≥0,(x,y)∈D.在几何上它表示一个连续的曲面,

以区域 D 为底,以 z=f(x,y)为顶,以平行 0z 轴的直线为母线的几何体称为曲顶柱体. 
求曲顶柱体体积的方法 
1．分割区域 

将区域 D 任意分成 n 个小区域 n,, σΔσΔσΔ L21 ,且以 iσΔ 表示面积,由此将几何体分成 n 个

小曲顶柱体, iVΔ 表示它们的体积,则有 ∑
=

=
n

i
iVV

1
Δ  

2．近似替代 

在每个小区域上任取一点 ( )ii y,x ,用以 f ( )ii y,x 为高,以 iσΔ 为底的平顶柱体的体积作为

iVΔ 的近似值,即 ( ) iiii y,xfV σΔΔ ≈ ,i=1,2…n,那么 ( )∑
=

=≈
n

i
iiin y,xfVV

1
σΔ  

3．取极限求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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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割愈来愈细,di 表示 iσΔ 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的 大值,当 0→= ii
dmaxd ,Vn 的极限即

为此曲顶柱体的体积,即 ( )∑
=→

=
n

i
iiid

y,xflimV
10

σΔ  

(二)二重积分的定义 
设 f(x,y)是定义在有界闭区域 D 上的二元函数,将 D 任意分成 n 个小区域 

n,, σΔσΔσΔ L21  

在每个小区域上任取一点 ( )ii y,x ,作积分和 

( )∑
=

n

i
iii y,xf

1
σΔ  

当 n 无限增大,各小区域中的 大直径 0→= ii
dmaxd ,如果 

( )∑
=→

n

i
iiid

y,xflim
10

σΔ  

极限存在,且与小区域的分割及点 ( )ii y,x 的选取无关,则称此极限为函数 f(x,y)在区域D上的二

重积分.记作 

( )
0 1

, lim ( , )
n

i i i
iD

f x y d f x y
λ

σ σ
→

=

= Δ∑∫∫
 

(三)二重分的几何意义 

当 ( ) 0y,xf ≥ ， ( ) Dy,x ∈ ，则 ( )∫∫ σ
D

dy,xf 表示以 ( )y,xfz = 为顶，以 D 为底的曲顶柱

体体积。 

二、二重积分的性质 

1． ( , ) ( , )
D D

kf x y d k f x y dσ σ=∫∫ ∫∫  

2． [ ]( , ) ( , ) ( , ) ( , )
D D D

f x y g x y d f x y d g x y dσ σ σ± = ±∫∫ ∫∫ ∫∫  

3．若
1 2D D D= + ，则

1 2

( , ) ( , ) ( , )
D D D

f x y d f x y d f x y dσ σ σ= +∫∫ ∫∫ ∫∫  

4．若在 D 上， ( , ) 1,f x y = 则 ( , )
D D

f x y d dσ σ σ= =∫∫ ∫∫ ， 

其中 ∫∫ σ
D

d 表示平面区域 D 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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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 , )f x y g x y≤   则 ( , ) ( , )
D D

f x y d g x y dσ σ≤∫∫ ∫∫  

6．设 M,m 分别是函数 z=f(x,y)在 D 上的 大值与 小值,A 是 D 的面积,则 

( ) MAdy,xfmA
D

≤≤ ∫∫ σ
 

7．二重积分的中值定理:如果 f(x,y)在闭区域 D 上连续,σ 是 D 的面积,则在 D 内至少存在一点

( ),ξ η 使得: ( ) ( )∫∫ σηζ=σ
D

,fdy,xf , ( ) D, ∈ηζ ，σ表 D 的面积。 

三、二重积分的计算 

（一）直角坐标系下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积分区域的类型 

1 2( ) ( )
a x b

x y xϕ ϕ
≤ ≤⎧

⎨ ≤ ≤⎩
,称为 X 型区域。 

1 2( ) ( )
c y d

y x yψ ψ
≤ ≤⎧

⎨ ≤ ≤⎩
，称为 Y 型区域。 

2．化二重积分为二次积分 

（1）  若 D 为 X 型区域

1 2( ) ( )
a x b

x y xϕ ϕ
≤ ≤⎧

⎨ ≤ ≤⎩
， 

则 ( ) ( ) 2

1

( )

( )
, , ( , )

b x

a x
D D

f x y d f x y dxdy dx f x y dy
ϕ

ϕ
σ = =∫∫ ∫∫ ∫ ∫  

（2）   若 D 为 Y 型区域

1 2( ) ( )
c y d

y x yψ ψ
≤ ≤⎧

⎨ ≤ ≤⎩
， 

则 ( ) ( ) 2

1

( )

( )
, , ( , )

d y

c y
D D

f x y d f x y dxdy dy f x y dx
ψ

ψ
σ = =∫∫ ∫∫ ∫ ∫  

(二) 极坐标系下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极坐标形式的二重积分 

( ), ( cos , sin )
D D

f x y d f r r rdrdσ θ θ θ=∫∫ ∫∫
 

2．极坐标形式的二重积分的计算 

（1） 极点在区域 D 的外面，有

1 2( ) ( )r r r
α θ β
θ θ
≤ ≤⎧

⎨ ≤ ≤⎩
， 

则
2

1

( )

( )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r
d f r r rdr

β θ

α θ
θ θ θ θ θ θ=∫∫ ∫ ∫  

(2) 极点在区域 D 的边界上，有
0 ( )r r
α θ β

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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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0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d f r r rdr
β θ

α
θ θ θ θ θ θ=∫∫ ∫ ∫  

（3）极点在区域 D 的内部，有
0 2
0 ( )r r

θ π
θ

≤ ≤⎧
⎨ ≤ ≤⎩

， 

则
2 ( )

0 0
D

f(rcos ,rsin )rdrd ( cos , sin )
r

d f r r rdr
π θ

θ θ θ θ θ θ=∫∫ ∫ ∫  

四、二重积分的换元法 

定理:设 f(x,y)在 xoy 平面上的闭区域 D 上连续,变换 

( ) ( )T : x x u,v , y y u,v= =
 

将 uov 平面上的闭区域 D′变为 xoy 平面上的 D,且满足 

(1) ( ) ( )x u,v , y u,v 在 D′上具有一阶连续的偏导数； 

(2)在 D′上雅可比式 ( ) ( )
( )

0
x, y

J u,v
u,v

∂
= ≠
∂

； 

(3)变换T : D D′ → 是一对一的 

则有 ( ) ( ) ( )( ) ( )
D D

f x, y dxdy f x u, y , y u,v J u,v dudv
′

=∫∫ ∫∫  

五、无界区域上的反常二重积分 

如果二元函数的积分区域 D 是无界的,则类似于一元函数定义二元函数的反常积分. 

复习与思考题 

习题八  A 组  B 组 

拓展阅读书目 

1．高等数学  第五版 上下册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 
2．经济数学基础（一）微积分解题思路和方法      袁荫棠主编 
3．《大学文科高等数学》      姚孟臣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微积分学习辅导与解题方法              刘书田主编 



高等数学（二） 

 203

第九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了解微分方程的阶、通解、初始条件和特解等概念。 
2．掌握可分离变量型、齐次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3．会解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4．会解自由相为多项式、指数函数、正弦函数、余弦函数,以及它们的和与积的二阶常系数非

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5．了解差分与差分方程及其通解与特解等概念. 
6．掌握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7．会应用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求解简单的经济应用问题. 
本章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常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变量可分离的微分方程  齐次微分方程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二阶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差分与差分方程的概念  差分方程的通

解与特解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的简单应用 
重点：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类解法. 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难点：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及简单的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学时分配：4×3=12 学时 

第一节  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微分方程的定义 

把含有未知函数导数（或微分）的方程称为微分方程。未知函数为一元函数的微分方程,称为常

微分方程,未知函数为多元函数,且方程中含有多元函数的偏导数的方程称为偏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中出现的未知函数导数的 高阶数，叫做微分方程的阶数。 

二、微分方程的解 

(一)微分方程的解 
把某个函数代入微分方程中，使其称为恒等式，则称此函数为微分方程的解。 
1．通解:如果微分方程的解中所含任意常数的个数等于微分方程的阶数,则此解称为微分方程的

通解, 
2．特解:如果通解中的任意常数给予确定的值所得到的解称为微分方程的特解。 
(二)初始条件 
用来确定特解的条件，该条件是由系统某一瞬间的状态给出的,称此条件为初始条件。 

第二节  一阶微分方程 

一阶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是 ( ) 0=′y,y,xF ,其通解中含有一个任意常数,其初始条件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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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y)x(y = 或 0
0

yy
xx
=

=
 

一、可分离变量方程 

(一) 可分离变量方程 

形如
( ) ( )ygxf

dx
dy

=
的微分方程，称为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二)解法： 

1 分离变量，即 ( ) ( )dxxf
yg

dy
=

 

2 .两边积分，即可求得通解， ( )
dy

g y∫
= ( )f x dx∫ +c 

3．化简，整理，即可。 

二、齐次微分方程 

(一)概念:形如 ⎟
⎠
⎞

⎜
⎝
⎛=

x
yf

dx
dy

的微分方程,称为齐次微分方程. 

(二)解法:作变量变换,令 u=

y
x   即 y=ux  于是

dx
duxu

dx
dy

+=  

代入方程可得分离变量方程  ( ) vvf
dx
dvx −=  

即    ( ) x
dx

vvf
dv

=
−

  利用分离变量方程得方法求解. 

三、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一)概念 

形如
dy
dx

＋P(x)y=Q(x)的微分方程，称为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特别地，当Ｑ(x)＝０时，
dy
dx

＋P(x)y=０，称为一阶线性齐次微分方程。 

(二)解法 

1．由一阶线性齐次方程
dy
dx

＋P(x)y=０ 

分离变量，得
dy
y

＝－P(x)dx 



高等数学（二） 

 205

两边积分，得 lny=－ ( )P x dx∫ ＋ln c 

整理，得  y=C ⋅ ( )P x dx
e
−∫ （C∈R ） 

2．利用常数变异法  令 ( )xuC =   则 ( ) ( )∫=
− dxxp

exuy 代入原方程求得 u(x) 

dy
dx

＋P(x)y=Q(x)的通解公式： 

y= [ ( )( ) P x dx
Q x e dx∫∫ +C] ( )P x dx

e
−∫  

第三节  几种二阶微分方程 

一、最简单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x′′ = 的方程. 解法：积 2 次分即可求得通解。 

二、不显含未知函数 y 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x, y′′ ′= 的方程. 

解法：令 ( )y p x′ = 则 '' dpy
dx

= ，将关于 y 的二阶微分方程转化为关于 P 的一阶微分方程。

dp
dx

= ( , )f x p ，先求出 'y =p(x),然后再积分，即可求出 y． (降阶法) 

三、不显含自变量 x 的二阶微分方程 

形如: ( )y f y, y′′ ′= 的方程. 

解法如下：令 '' ( )y p y= （y 是 x 的函数） 则 '' 'dp dy dp dpy pdy dx dy dyy⋅ = == ⋅⋅  

于是方程化为： ( , )f y pdpp dy =⋅ ，这是关于 p 的一阶微分方程 

解此微分方程，求出 ( , )p y cϕ= ，即
1( , )y cdy

dx ϕ=    再分离变量，积分即可求得原方程的通解 

第四节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一、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方程 

(一)方程一般形式： 0y py qy′′ ′+ + = …(1)其中 p,q 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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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定理:如果 y1 与 y2 是方程(1)的两个特解,而且
1

2

y
y

≠常数,则 1 1 2 2
*y c y c y= + 为(1)的通解.

其中 c1与 c2为任意常数. 
(三)特征方程求解 

要想求出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只需求出它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即可 

1．特征方程：解方程
2 0r pr q+ + = 为方程

,, , 0y py qy+ + = 的特征方程 

2．设 1, 2r r
为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两个根。 

（1）   若 1 2r r≠ 则
1 2

1 2,r x r xy e y e= = 就是
,, , 0y py qy+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解， 

此时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为

1 2
1 2

r x r xy c e c e= +  

（2）若 1 2r r r= = 即 R 为重根，这时得到方程的一个解 1
rxy e=

 

还需求出一个与
1y 线性无关的解

2y ，即
2y 满足 2 ( )rx

y u x
e

= 常数，于是可设
2 ( )

rx
xy u e=  

则   
, ,

2 ( ) ( )

,, ,, , 2
2 ( ) ( ) ( )

[ ]

]

rx
x x

rx
x x x

y u ru e

y u ru r u e

= +

= + +
   代入方程 ,, , 0y py qy+ + =  

得： 2
( ) ( ) ( )[ (2 ) ( ) ] 0rx
x x xu r p u r pr q u e′′ ′+ + + + + =  

由 r 为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重根及根与余数的关系,得 

u′′ (x)=0  ⇒ u′ (x)=C1  ⇒ u(x)=C1x+C2 

这样, 2
1 2

1

y C x C
y

= + ≠常数， 1, 2y y 是方程 ,, , 0y py qy+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因此方

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为 y=(C1x+C2)erx 

(iii) 当 p2-4q<0 时，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无实根，而 有一对共 轭的复数 根，

1 2r i, r iα β α β= + = −   这时 1 2
x xy e cos x, y e sin xα αβ β= = , 

是方程 0y py qy′′ ′+ + = 的两个线性无关的特解。因此， 

方程的通解为： ( )1 2
* xy e c cos x c sin xα β β= +  其中 c1,c2 是任意常数 

综上述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方程的求解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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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出特征方程  r2+pr+q=0 

（2） 求出特征根 1, 2r r  

（3） 按下表写出通解 
r2+pr+q=0 的两个根 r1,r2 微分方程 ,, , 0y py qy+ + = 的通解 
两个不等实根 r1,r2 y= 1 2

1 2
r x r xC e C e+  

两个相等实根 r1=r2=r y=(
1 2C C x+ )erx 

一对共轭交根 r1,2=α β± i y=
1 2( cos sin )xe C x C xα β β+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方程 

(一)方程的一般形式： ( )y py qy f x′′ ′+ + = ,其中 p,q 是常数,f(x)是已知函数 

(二)解定理：设函数 y% 是方程 ( )y py qy f x′′ ′+ + = 的一个特解，而 y* 是相应的齐次微分方程

y′′ +p y′+qy=0 的通解，则方程 ( )y py qy f x′′ ′+ + = 的通解为： y y* y= + %  

(三)特解 y% 的求法 
1．常数变异法: 

设齐次方程 0y py qy′′ ′+ + = 的通解为 1 1 2 2y c u c u= +  

则非齐次线性方程 ( )y py qy f x′′ ′+ + = 有特解 ( ) ( )1 1 2 2y v x u v x u= +% ,且满足 

( )
1 1 2 2

1 1 2 2

0u v u v
u v u v f x

′ ′+ =⎧
⎨ ′ ′ ′ ′+ =⎩

 

解出 1 2v ,v′ ′ ,求积分得 ( ) ( )1 2v x , v x ,故特解为 ( ) ( )1 1 2 2y v x u v x u= +%  

2．待定系数法: 

设自由项 f (x ) = e xλ ( )mP x⋅   （其中 ( )mP x⋅ = a 0 1a x+ + …..+
m

ma x ） 

设 y′′ +p y′+qy= P ( )m x e xλ
的特解为：y*=Q (x)e xλ

，将其代入原方程，可得 

2(2 ) ( ) ( ) ( ) ( )mQ p Q x p p Q x P xλ λ λ′′ ′+ + + + + =  

(1)若λ不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特征根， ( 即 2 0pλ + ≠ 2 0)p qλ λ+ + ≠

 

则 ( )Q x 应为 x 的 m 次多项式，即 

( ) x
my Q x e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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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0 1 ,m
m x mQ b b x b x= + + ⋅⋅⋅+   0 1, , , mb b b⋅ ⋅⋅ 是待定系数。 

代入方程 ( )m xy py qy p eλχ′′ ′+ + =
中，比较等式两端 x 的同次幂系数，即可定出待定系数

0 1, , , mb b b⋅ ⋅ ⋅ ,从而求出 y%  

(2)若λ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单根，

2( 0p qλ λ+ + =   2 0pλ + ≠ ） 

可设特解为    ( ) x
my xQ x eλ=%

 

其中 ( ) 0 1 ,m
m x mQ b b x b x= + + ⋅⋅⋅+   0 1, , , mb b b⋅ ⋅⋅ 是待定系数。 

代入方程 ( )m xy py qy p eλχ′′ ′+ + =
中，比较等式两端 x 的同次幂系数，即可定出待定系数

0 1, , , mb b b⋅ ⋅ ⋅ ,从而求出 y%  

(3）若λ是特征方程
2 0r pr q+ + = 的二重根 

可设
( )2 x

my x Q x eλ=%
（用上述方法确定 ( )mQ x 的系数） 

第五节  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差分 

(一)一阶差分的定义: 

设函数 y=f(x),记为 xy .当 x 取遍非负整数时函数值可以排成一个数列: 

0 1 xy , y yL L  

则差 1x xy y+ −
称为函数 xy

的差分,也称为一阶差分,记为 xyΔ . 

(二)高阶差分 

由 1x x xy y y+Δ = −  可得 1 2 12x x x x x x( y ) y y y y y+ + +Δ Δ = Δ −Δ = − + 称为函数 xy 的二阶差分 

记为
2

xyΔ ,同理可定义三阶差分
3

xyΔ ,四阶差分
4

xyΔ …n 阶差分
( )n

xyΔ  

二阶及三阶以上的差分统称为高阶差分. 

二、差分方程的一般概念 

(一)差分方程 
含有未知函数差分或表示未知函数几个时期的值符号的方程称为差分方程.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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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x x x nF x, y , y , y+ + =L
,或 ( )1 0x x x nG x, y , y , y− − =L

或
( ) 0n

x x xH x, y , y , yΔ Δ =L
 

(二)差分方程的解 
如果一个函数代入差分方程后,方程两边恒等,则称此函数为该差分方程的解.满足初始条件的

解为特解,如果解中含有相互独立的任意常数的个数等于方程的阶数,则称它为差分方程的通解. 

第六节  一阶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般形式： ( )1x xy ay f x+ − =  (a 是常数, ( )0 0a , f x≠ ≠ ),其相应的一阶常系数线性齐次

差分方程为 1 0x xy ay+ − = ,对应于齐次方程的特征方程为 0aλ − =  

(二)解定理:若 xY 是齐次方程 1 0x xy ay+ − = 的一个解,则 xy* AY= 是该齐次的通解,若 xy% 是非

齐次的一个特解,则 x xy y y*= +% 是该非齐次的通解,其中 A 是任意常数. 

(三)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1． 一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差分方程 1 0x xy ay+ − = 的通解的解法 

写出特征方程 0aλ − = ,解出 aλ = ,其通解为: xy Aa= ,A 为任意常数. 

2． 一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差分方程 ( )1x xy ay f x+ − = 的特解的解法 

若 ( ) n xf x kx b= ,可利用待定系数法求特解 

设特解为 ( )0 1
s n x

x ny x B B x B x b= + + +% L  

当 a b≠ 时,取 s=0,即 ( )0 1
n x

x ny B B x B x b=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当 a b= 时,取 s=1,即 (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b=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一)一般形式: ( )2 1x x xy ay by f x+ ++ + = ,其中 a,b≠0,均为常数,f(x)是已知函数,其相应的齐次

方程为 2 1 0x x xy ay by+ ++ + = ,对应的特征方程为： 2 0a bλ λ+ + =  

(二)解定理: 

若 1xY , 2xY 是齐次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的两个无关解,则 1 1 2 2x xy* AY A Y= + 是该齐次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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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若 xy% 是非齐次的一个特解,则 x xy y y*= +% 是该非齐次的通解,其中 A1,A2 是任意常数. 

(三) 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1． 二阶常系数线性齐次差分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的通解求法 

（1） 写出特征方程  2 0a bλ λ+ + =  

（2） 求出特征根     1 2λ λ  

（3） 按下表写出通解 
特征方程 2 0a bλ λ+ + =  差分方程 2 1 0x x xy ay by+ ++ + = 通解 

两个不等实根 1 2λ λ≠  1 1 2 2
x xy* A Aλ λ= +  A1,A2 是任意常数 

两个相等实根 1 2 2
aλ λ= = −  ( )1 2 2

xay* A A x ⎛ ⎞= + −⎜ ⎟
⎝ ⎠

 A1,A2 是任意常数 

一对共轭交根 1 2, iλ λ α β= ±  ( )1 2
xy r A cos x A sin xθ θ= + , 

2 2r ,tan βα β θ
α

= + =  

 

2． 二阶常系数线性非齐次差分方程 ( )2 1x x xy ay by f x+ ++ + = 的特解的解法 

若 ( ) n xf x kx q= ,可利用待定系数法求特解 

设特解为 ( )0 1
s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1)当q 不是特征根时,取 s=0,即 ( )0 1
n x

x ny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2)当q 是特征单根时,取 s=1,即 (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3)当q 是特征重根时,取 s=2, 即 ( )2
0 1

n x
x ny x B B x B x q= + + +% L  

代入原方程可求 0 1 nB ,B ,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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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无穷级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了解无穷级数的收敛与发散、收敛级数和的概念。 
2．掌握级数的基本性质和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掌握几何级数及 p 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条件。 
3．掌握正项级数的收敛性的比较判别法和比值判别法，交错级数的判别法，了解绝对收敛和

条件收敛的判别法。 
4．会求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及收敛域。 
5．了解幂级数在其内的基本性质（和函数的连续性、逐项微分和逐项积分），会求简单幂级

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和函数。 

6．掌握常见幂级数 ( ) ( )αx,xln,xsin,e x ++ 11 的麦克劳林展开式，会用它们将一些简单函

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本章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知识点: 
常数项级数的收敛与发散的概念  收敛级数的和的概念  级数的基本性质与收敛的必要条件  

几何级数与 p 级数的收敛性  正项级数收敛性的判别法  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交
错级数与莱布尼兹定理  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收敛区间和收敛域  幂级数的和函数  幂级数在其

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  简单幂级数的和函数  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重点：正项级数收敛的判定，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区

间，幂级数的间接展开法。 
难点:幂级数的间接展开 
学时分配：4×3=12 学时 

第一节  无穷级数的概念 

一、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 

1．无穷级数 

设数列 1 2, , , ,nu u uL L  

则 
LL ++++=∑

∞

=
n

n
n uuuu 21

1 称为常数项无穷级数， nu 称为一般项或通项 。 

2．无穷级数的收敛与发散 

∑
=

=
n

1K
Kn uS 称为级数前 n 项的和。 

若 lim nn
S S

→∞
= ，称{ }nS 收敛，且称 S 为级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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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lim nn

S
→∞ 不存在，称级数发散。 

3．无穷级数的余项 

当级数收敛时,其和与部分和的差 L++=−= ++ 21 nnnn uuSSR 称为级数的余项. 

二、几何级数的敛散性 

无穷级数 LL +++++= −
∞

=

−∑ 12

1

1 n

n

n aqaqaqaaq 称为几何级数(或等比级数) 

其中 a≠0.  q 称为级数的公比. 它的一般项
1−= n

n aqu  

1． 设 1≠q ,由于
q

aq
q

aaqaqaqaS
n

n
n −

−
−

=++++= −

11
12 L  

如果
1q <

,则
q

aSlim nn −
=

∞→ 1
,几何几何级数收敛,其和为

q
aS
−

=
1

 

如果 1>q 则 ∞=
∞→ nn

Slim ,几何级数发散 

2．当 1=q 时,级数成为： LL +++++ aaaa  

Sn=na,则 ∞=
∞→ nn

Slim ,所以级数发散. 

3．当 1−=q 时,级数成为 L−+− aaa  
若 n 为偶数时,Sn=0,当 n 为奇数时,Sn=a,故:当 n→∞,Sn 没有极限 
所以级数发散 

由此可知:等比级数（几何）  ∑
∞

=0n

naq ，当 1q < 收敛， 1q ≥   发散； 

第二节  无穷级数的基本性质 

一、无穷级数基本性质 

(一)收敛级数的和 

若
1 1

n n
n n

u v
∞ ∞

= =
∑ ∑与 分别收敛于 S 与 T，则

1
n n

n
u v

∞

=

±∑ 也收敛于 S±T。 

(二)级数的数乘 

1 1
n n

n n

u ku
∞ ∞

= =
∑ ∑与 有相同的敛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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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或去掉)级数的有限项,级数的敛散性不变 

级数 ∑
∞

=
+++++

1
21

m
mkk uuuu L 与级数∑

∞

=
+

1m
mku 敛散性相同 

(四)收敛级数加括号后所成级数也收敛,且和不变 

二、无穷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 

(一)收敛级数的必要条件定理 

若
1

n
n

u
∞

=
∑ 收敛，则 lim 0nn

u
→∞

=  

(二)推论 

若 lim 0nn
u

→∞
≠ ，则

1
n

n

u
∞

=
∑ 发散。 

第三节  正项级数 

一、正项级数的概念 

级数 0uu n
1n

n ≥∑
∞

=
称为正项级数。 

二、正项级数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 

定理：正项级数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部分和数列有界 

三、比较判别法 

定理（ 比较判别法）:设正项级数 ∑
∞

=1n
nu 与

n
n 1

v
∞

=
∑ ,如果满足

n nuv ≥ ， 

则:如
n

n 1

v
∞

=
∑ 收敛，则 ∑

∞

=1n
nu 收敛；如 ∑

∞

=1n
nu 发散，则

n
n 1

v
∞

=
∑ 发散。 

四、比值判别法 

定理（比值判别法）:设正项级数 ∑
∞

=1n
nu 的一般项满足 ρ=+

∞→ n

1n
n u

ulim ， 

则当 1<ρ 时，级数收敛； 1>ρ 时发散； 1=ρ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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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级数的敛散性 

无穷级数 LL +++++=∑
∞

=
ppp

n
p nn

1
3
1

2
111

1

称为 p-级数 

当 p>1 时,∑
∞

=1

1
n

pn
 收敛，当 p≤1 时 ∑

∞

=1

1
n

pn
 发散； 

第四节  任意项级数  绝对收敛 

一、交错级数 

(一)交错级数的概念 

如 0u n > ，则称 ( ) …+−+−=−∑
∞

=

−
4321

1n
n

1n uuuuu1 为交错级数。 

(二)交错级数的审敛法则 

莱布尼兹定理：如交错级数 ( )∑
∞

=

−−
1n

n
1n u1 满足： 

1．  1nn uu +≥  

2．  
0ulim nn

=
∞→  

则 ( )∑
∞

=

−−
1

11
n

n
n u  收敛，且和 S≤u1。 

(三)交错级数的余项 

若以 Sn 作为级数和 S 的近似值,则误差 1+≤ nn uR  

二、任意项级数 

(一)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 

1．定理:如果任意项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的各项绝对值组成的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收敛,则原级数也收敛. 

2．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定义 

对于任意项级数 ∑
∞

=1n
nu (

nu 为任意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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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

=1n
nu 收敛， 称 ∑

∞

=1n
nu 绝对收敛。 

如 ∑
∞

=1n
nu 发散 ， ∑

∞

=1n
nu 收敛 ，称 ∑

∞

=1n
nu 条件收敛。 

 
(二)绝对收敛审敛法 

如果任意项级数 LL ++++=∑
∞

=
n

n
n uuuu 21

1

 

满足条件 l
u

u
lim

n

n

n
=+

∞→

1  

则当 1<l 时级数绝对收敛,当 1>l 时级数发散. 

第五节  幂级数 

一、幂级数和幂级数的收敛区间 

(一)幂级数的概念 
1．函数项级数 
(1)函数项级数的定义 

函数列 1 2( ), ( ), , ( ), ( )nu x u x u x x I∈L L ， 

则
1 2( ) ( ) ( ) ( )nu x u x u x x I+ + + ∈L L 称为函数项级数。 

 
(2)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 

取
0x x I= ∈ ，则

0
1

( )n
n

u x
∞

=
∑ 成为常数项级数， 

若
0

1

( )n
n

u x
∞

=
∑ 收敛，则称

0x 为
0

1

( )n
n

u x
∞

=
∑ 的收敛点； 

若
0

1

( )n
n

u x
∞

=
∑ 发散，则称

0x 为
0

1

( )n
n

u x
∞

=
∑ 的发散点。 

函数项级数
1

( )n
n

u x
∞

=
∑ 的收敛点的集合称为其收敛域，记为 D。 

(3)和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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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意一点 x D∈ ，有
1

( )n
n

u x
∞

=
∑ 收敛，因而有一个确定的和，该和是关于 x D∈ 的函数，称

为
1

( )n
n

u x
∞

=
∑ 和函数，记为 S（x）。 

若用 ( )nS x 表示
1

( )n
n

u x
∞

=
∑ 的前 n 项的和， 

则在收敛域上，有 lim ( ) ( )nn
S x S x

→∞
= 。 

记 ( ) ( ) ( )n nr x S x S x= − ，称 ( )nr x 为
1

( )n
n

u x
∞

=
∑ 的余项，且在收敛域上有 lim ( ) 0nn

r x
→∞

= 。 

2．幂级数 
(1)幂级数的概念 
具有下列形式的函数项级数 

2
0 0 1 0 2 0 0

0
( ) ( ) ( ) ( )n n

n n
n

a x x a a x x a x x a x x
∞

=

− = + − + − + + − +∑ L L
 

称为 0x x− 幂级数。 

(2)x 的幂级数 

在
n

0n
0n )xx(a∑ −

∞

=

中，令 txx 0 =− ， 即上述形式化为 

∑ +++++=
∞

=0n

n
n

2
210

n
n xaxaxaaxa LL ， 

称为 x的幂级数。 
(二)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区间 
1．幂级数的收敛域的特别结构 

定理：（1）如 ∑
∞

=0n

n
n xa 在 0xx = )0x( 0 ≠ 收敛， 

则对于满足 0xx < 的一切 x， n

0n
nxa∑

∞

=
都绝对收敛； 

（2）如 ∑
∞

=0n

n
n xa 在

1xx = 发散， 

则对于满足 0xx > 的一切 x， ∑
∞

=0n

n
nxa 发散。 

2．收敛半径 

幂级数的收敛域为数轴上的对称区间，因此存在非负数 R，使 Rx < 收敛； Rx > 发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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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为收敛半径，（-R，R）为收敛区间。 
3． 幂级数的收敛域及其求法 

定理:如幂级数 ∑
∞

=0n

n
n xa 系数满足 ρ=

+
∞→ n

n
n a

1alim   ，则 

（1） +∞<ρ<0 ,
ρ

=
1R ，收敛区间为（-R，R）； 

（2） 0=ρ , +∞=R ，收敛区间为（－∞，＋∞）； 

（3） +∞=ρ , 0R = ，幂级数 ∑
∞

=0n

n
n xa 仅在一点 x=0 处收敛。 

注意：当 Rx ±= 时， ∑
∞

=0n

n
n xa 的敛散性不能确定，要讨论 ∑ ±

∞

=0n

n
n )R(a 的敛散性，从而求得

收敛域。 

二、幂级数的性质 

(一)如果幂级数 ( ) ∑
∞

=

=
0n

n
n xaxf 和 ( ) ∑

∞

=

=
0n

n
n xbxg 的收敛半径分别为 R1>0,R2>0,则 

在 R=min(R1,R2)中有 ( ) ( )xgxfx)ba(xbxa
n

n
nn

n

n
n

n

n
n ±=±=± ∑∑∑

∞

=

∞

=

∞

= 000

 

(二)如果幂级数 ( ) ∑
∞

=

=
0n

n
n xaxf 的收敛半径 R>0,则在收敛区间(-R,R)内,它的和函数 S(x)是连

续函数 

(三)在幂级数 ( ) ∑
∞

=

=
0n

n
n xaxf 的收敛区间(-R,R)内任意一点 x,有 

( ) ∑∑∫∫ ∑∫
∞

=

+
∞

=

∞

= +
===

1

1

1
00

1
0 1n

nn

n

x n
n

x

n

n
n

x
x

n
a

dxxadxxadxxf   (-R<x<R) 

(四)在幂级数 ( ) ∑
∞

=

=
0n

n
n xaxf 的收敛区间(-R,R)内任意一点 x,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n

n
n

n

n
n

n

n
n xnaxaxaxf   (-R<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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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泰勒公式与泰勒级数 

一、泰勒中值定理 

如果函数 f(x)在含有点 x0 的区间(a,b)内,有一阶直到 n+1 阶的连续导数,则当 x 取区间(a,b)内任何值

时,f(x)可以按(x-x0)的方幂展开为 

( ) ( ) ( )( ) ( ) ( )
( ) ( ) ( ) ( )xRxx

!n
xf

xx
!
xf

xxxfxfxf n
n

n

+−++−
′′

+−′+= 0
02

0
0

000 2
L  

其中 ( )
( ) ( )
( ) ( ) 1

0

1

1
+

+

−
+

= n
n

n xx
!n

fxR ξ
,ξ在 x0与 x 之间 

二、泰勒级数与麦克劳林级数 

设函数 ( )xf 在 0x 的某邻城内具有任意阶导数，则级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LL +−++−

′′
+−

′
+=−∑

∞

=

n
n

n

n

n

xx
!n
xf

xx
!
xf

xx
!
xf

xfxx
!n
xf

0
02

0
0

0
0

00
0

0

21

称为 ( )xf 在 0xx = 点的泰勒级数； 

特别当 0x 0 = ，则级数 

( ) ( ) ( ) ( ) ( ) ( ) ( )
LL +++

′′
+

′
+=∑

∞

=

n
n

n

n

n

x
!n

fx
!

fx
!

ffx
!n

f 0
2

0
1

000 2

0

 

称为 ( )xf 的麦克劳林级数。 

三、函数 f(x)展开成泰勒级数的条件 

函数 ( )xf 能展开成泰勒级数： ( ) ( ) ( ) ( )∑ −⇔∑ −=
∞

=

∞

= 0n

n
0

0
n

0n

n
0n xx

!n
xf

xxaxf  

充分必要条件是 ( ) 0xRlim nn
=

∞→
， 

其中: ( )
( ) ( )
( )

1n
1n

n x
!1n

fxR +
+

⋅
+

ζ
=   ζ在 0x ， x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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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某些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 

一、直接展开法 

将函数 f(x)展开成麦克劳林级数的步骤: 

1．计算

( ) ( )
!n
xf

a 0
n

n =
 

2．写出麦克劳林级数, 

( ) ( ) ( ) ( ) ( ) ( ) ( )
LL +++

′′
+

′
+=∑

∞

=

n
n

n

n

n

x
!n

fx
!

fx
!

ffx
!n

f 0
2

0
1

000 2

0
 

并写出收敛区间. 

3．证明： ( ) 0xRlim nn
=

∞→
 

即 ( ) ( ) ( )( ) ( ) ( ) L+−
′′

+−′+= 2
0

0
000 xx

!2
xf

xxxfxfxf  

二、间接展开法 

利用已知的幂级数展开式，通过变量代换四则运算，逐项求导逐项积分待定系数等方法得到函

数的展开式。 
常用的幂级数 

( )+∞∞−∈+++++== ∑
∞

=

,xx
!n

x
!

x
!n

xe n

n

n
x LL

1
2
11 2

0
 

( ) ( ) ( ) ( ) ( )+∞∞−∈+
+

−+−+−=
+

−= +
∞

=

+

∑ ,xx
!n

x
!

x
!

x
!n

xxsin nn

n

n
n

LL 1253

1

12

12
11

5
1

3
1

12
1  

( ) ( ) ( ]1111
3
1

2
11 132 ,xx

n
xxxxln nn −∈+−+−+−=+ −

LL  

( ) ( ) ( ) ( )
L

L
L +

+−−
++

−
++=+ nx

!n
nx

!
xx 11

2
111 2 αααααα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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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方微观经济学主要分析消费者和厂商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追求利润 大化的行

为及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市场价格理论。它依次分析：供求理论或供求曲线，效用论或消费者

行为理论，生产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论，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 大化的行为和绩效，

分配论或厂商、消费者对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

政府管制等。 
 

本科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计划 
 

总课时 讲授 习作 讨论 其他 周课时 总周数 

54 48   6 3 18 

 

讲课教师：胡文政 
指导教师：胡文政 

周次 
时数 

讲授内容 
讲授 习作 讨论 其他

1 3    

引言 西方经济学对象和方法 
第一章供求理论 
第一节 微观经济学引言 
第二节：供求理论 
一、需求曲线 
二、供给曲线 

2 3    三、均衡价格、均衡点移动、事例。 
四、弹性与需求弹性 

3 3    

五、供给弹性 
六、蛛网模型 
七、价格政策 
习题 

4 3    第二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第一节 基数效用论 

5 3    第二节 序数效用论 

6 2    
第三节 替代与收入效应 
第四节 不确定性与选择 
习题 

7 2    
第三章：生产者行为理论 
第一节 生产函数 
第二节 短期生产函数。 

8 3    
第三节长期生产函数。 
第四节 生产者均衡。 
习题 

教材：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三版(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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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求与供给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需求与供给原理、市场机制和供求弹性及其对经济决策的意义。 

第一节  引  言 

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1．研究对象：资源的有效配置 
2．范围 
市场配置机制：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 
消费者怎样用有限的收入按既定的价格选择商品来实现效用或满足的 大化。厂商怎样用既定

的成本生产 大的产量或在产量既定是怎样使成本 小。消费者与厂商在要素交易中怎样实现要素

的 大报酬和厂商的成本 小。 
3．基本概念 
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均衡(Equilibrium)。经济人(Economic man)，经济活动中的人以利

己为动机，以 小的代价获得 大的利益，～又称合乎理性的人。完全和不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完美和不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经济模型。 

第二节  需求原理 

一、需求与需要 

1．需要(Wants、Need、Lack、Absense)：缺乏必需品和需要生理、安全、社交等方面的需要。 
2．需求（demand）：买者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价格水平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

M/P=Q=购买力。 

二、需求函数 

1．一定时间内商品需求量和决定商品需求因素之间的关系。记为：Qd=f(x) 
2．主要的需求函数 
需求价格函数：一种商品需求量与自身价格的关系 Qd=f(P) ；商品的需求量与自身的价格成反

向变动的减函数关系，又称为需求规律或需求定理(law of demand)。 
需求偏好(hobby,preference)函数：商品需求量与消费者对商品偏好的关系。正相关。决定偏好

的因素：消费者所处的地域、文化水平，家庭情况、年龄和性别等等。 
需求交叉函数( demand cross f 需求增速随 y↑而↓，低档品需求↓更快甚至消失。高档品或奢

侈品(luxuries)需求则随 y↑而↑且快于 unction),一种商品需求量与其相关商品价格的关系：

Qdx=f(Py)。 ～相关商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的商品。 
需求收入函数：Qd=f(y)，商品需求量与买者收入的关系。消费者 y 较低时，必需品需求在必

需品未满足消费之前都会随 y↑而↑，在必需品的消费满足之后必需品和低档品 y 的↑。 
需求预期(expect)价格函数：商品当期需求量与自身预期价格的关系。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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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函数：Qd=－b0P+b1h+b2Ps－b3Pc±b4y+b5Pe。 

三、需求表、需求方程和需求曲线 

1．需求表：同种商品 Qd 与 P 的数量组合关系。在同一张表中，一个 P 对应一种 Qd 量，反映

其他条件不变时 P 变动引起 Qd 量变动；在不同的需求表中，一个 P 对应不同的 Qd 量，反映在 P
不变时其他因素变动引起 Qd 量的变动。 

2．需求方程：Qd 量与 P 的数学方程。Qd=a－bP，可以从已知的需求方程得到需求表。 
3．需求曲线，需求方程的轨迹。 

数学的表达方式：
Q

0 p

12

6

Qd=12 —2P

经济学的表达方
式：

p

0 Q12

6

P = 6—1/2Qd

Qd=12 —2P
两条曲线的斜率互为倒数。

 

四、需求量变化与需求变化 

1．需求量变化：其他条件不变，P 变动引起 Qd 量的变动，表现为同一张需求表中一个 P 对应

一个 Qd 量，同一条需求曲线上点的移动。 
2．需求变化：P 不变其他因素变动引起 Qd 量的变动。表现为不同需求表的变动，一种 P 对应

不同的 Qd 量，和需求曲线的移动。 

五、个别需求与市场需求 

1．个别需求：一定时期内单个家庭对某种商品的 Qd 量。单个需求表、需求方程和需求曲线 
2．市场需求：一定时期内所有家庭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总量。需求表、需求方程和需求曲线的

简单求和。截距相加表示在价格为零时的所有消费者的需求量，斜率相加，则表示当价格每变动一

个单位时所有消费者需求的变动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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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供给原理 

一、供给（Supply）：卖者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价格愿意和能够出售的商品和劳务。 

二、供给函数：Qs=f（x）。 

Qs 与商品自身 P 的增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又称为供给规律或供给定理。 
供给技术函数， Qs 与技术水平的增函数关系。供给成本函数， Qs 与成本的减函数关系。供

给资源函数， Qs 与自然资源的增函数关系。实际中上述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但有起主要作用的因

素。政府的税收、利率、产业政策也会影响厂商的供给量。 

三、供给表、供给方程和供给曲线。 

1．供给表：同种商品 Qs 与 P 的数量组合关系。在同一张表中，一个 P 对应一种 Qs 量，反映

其他条件不变时 P 变动引起 Qs 量变动；在不同的需求表中，一个 P 对应不同的 Qs 量，反映在 P
不变时其他因素变动引起 Qs 量的变动。 

2．供给方程 
供给方程为：Qs=－a+bP。已知供给方程，可以得到相应的供给表。 
3．供给曲线，供给方程的轨迹。 

数学表达方式

Q

0

－Q

P

Qs=－2+P

－2

2

经济学表达方式
P

－Q
Q

－2

2

0

Qs=－2+P

 

四、供给量变化与供给变化。 

1．供给量变化：其他条件不变时 P 变化引起的 Qs 量的变化；表现为同一张表中一个 P 对应

一个 Qs 量，同一条供给曲线上点的移动。 
2．供给变化：P 不变时其他因素引起 Qs 量的变化；表现为不同供给表中一个 P 对应不同的

Qs 量，和供给曲线的移动：左移 Qs↓，右移 Qs ↑。 

五、个别供给和市场供给 

1．个别供给，单个厂商对一种商品的供给。一张供给表一个供给方程，一条供给曲线。 
2．市场供给：一定时期内所有厂商对某种商品的供给总量。供给表、供给方程或供给曲线的

简单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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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供求均衡 

一、价格和价格体系 

价格：由货币表现的不同商品相交换的比例。 
价格体系：由许多个别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构成的体系。市场价格体系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机制。 

二、均衡(equilibrium) 

相反的经济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达到相对静止、双方满意而不愿再改变的状态。 

三、供求均衡 

供求相等和市场出清的状态，供求曲线的交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市场出清。 

p

0 Q

D

S

Pe

Qe

p

< QsQd < Qe

p

<  QdQs   <
 

2．均衡机制 
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均衡是一个过程，均衡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过程中买卖双方的

竞争导致存在一系列失衡点。 
3．均衡变动。 
供求定理一：供给不变需求变动，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成同向变动。 
供求定理二：需求不变供给变动，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呈反向变动。 

四、稳定均衡和不稳定均衡 

1．稳定均衡(stable equilibrium)：均衡体系受到外力干扰离开均衡点经过振荡又回到原来的均

衡位置。 
2．不稳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均衡体系受到外力干扰离开均衡点经过振荡不再返回原

来的均衡位置。供求曲线的斜率同号。 

五、价格政策 

价格政策的必要，供求均衡不一定有理想的供给；不一定有符合稀缺资源合理利用的需求。 
1．价格支持(price supports)。支持 p 是收购价，pe 是销价。购销价差由政府补贴。供大于求时

收购的产品库存或出口，供小于求时出售收购的产品，平抑物价。 
支持供给所规定的 低价格，是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 
2．价格限制(price to confine) 
限制某种产品生产而制定的 高价格，是低于均衡价格的价格。限制价格用配给制抑制潜在需

求，导致黑市交易但限制价格可能有利于资源的战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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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几个重要的概念 

一、存量(stock)和流量(flow) 

存量：一个时点上的变量。流量：两个时点间的变量即一个时期内的增量或减量： 

二、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和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 

内生变量：模型决定的变量，如供求方程中的价格和供求数量。 
外生变量：模型以外的因素决定的变量，如模型的常数(constant)、参数(parameter)，截距(intercept)

和斜率(slope)。当外生变量改变时，内生变量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依据既定外生变量求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或称分析在既定条件下经

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均衡分析，又称静态均衡分析。譬如根据两个给定的供求方程求均衡价格和均衡

数量。 
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在外生变量变动条件下求内生变量值的分析，研究

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又称比较静态均衡分析。 
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在引入时间序列基础上，研究不同时点上外生变量变动对均衡的

影响，研究均衡的变动过程又称动态均衡分析。如蛛网模型。 
局部均衡：单个市场或局部市场的供求均衡。 
一般均衡：所有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 

第六节  弹性理论 

一、弹性(elasticity)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的相对变动对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相对变动的反映度，弹性

系数((elasticity coefficient))=因变量的相对变动/自变量的相对变动。弹性是无量纲 Dimensionless。 

二、数学定义的弧弹性和点弹性。 

1．弧弹性(arc elasticity )：曲线上两点间弧或线段的弹性,或某区间的平均弹性，是函数 f（X）

从 x=x0 到 x=x0+Δx 两点间的相对变化率。设两个经济变量的函数关系为 y=f（x），Δx、Δy 分

别为 x、y 的变动量，E 为弹性系数，则弧弹性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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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弹性(point elasticity)，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是函数 f（x）在点 x0 处的相对变化率的极

值；又称函数 Y 的相对增量与自变量 x 相对增量比值之极限或相对导数，它表示在点 x=x0处，当

x 产生 1%的改变时，f（x）近似地改变 f（x）%，或者说表示因变量的无穷小的相对变化对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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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穷小的相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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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弧弹性与点弹性比较。 
两者都是一个流量比与一个存量比的乘积；存量比相同；弧弹性流量比是曲线割线的斜率，是

平均变化率，两个流量的绝对值很小，但不→0 ；点弹性流量比是某一点（M0）切线的斜率，是

割线斜率的极限，是瞬时变化率，→0。但在同一切线上有 dy/dx=△y/△x，故△y/△x 本身不易区

分是割线的斜率还是切线的斜率。 

三、经济学的弧弹性和点弹性。 

1．数学分别用曲线割线的斜率和某一点切线的斜率来计算弧弹性和点弹性。经济学习惯于在

同一条直线上(切线)同时计算弧弹性和点弹性。 
2．点弹性，因为在同一条切线上各点的斜率均等，故经济学用 e=(△y/△x)(x0/y0)近似地计算

点弹性. 
3．弧弹性用中点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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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弹性大小的比较 

需求弹性大小比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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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动相同单位时，用曲线斜率差别表示弹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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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弹性富有弹性弹性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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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线性需求弹性的斜线法、纵轴法和横轴法。 

1．平行线截得线段原理，和中位线定理。 
2．纵轴公式。基本思想：用 P0/ △P 求 e。 
3．横轴和斜线公式，基本思想：用△Q/Q0 求 e。 
中点 e=1。中点以上，e>1，中点以下 e<1。 
4．两个顶点弹性。纵轴顶点弹性：∞；横轴顶点弹性=0 

5．水平线、垂直线、双曲线和非固定弹性的弯曲曲线点弹性 
水平需求曲线的 e－∞p0/Q0=－∞ 。垂直需求曲线 e =－0p0/Q0=0。双曲线需求曲线的弹性

Qd=Mp－a ，e=—a=dQ/Q)(dP/P)。非固定的弯曲需求曲线的 e，作切线，求各自中点。 
6．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商品的替代数量与程度。收入。商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商品的

重要性程度。寻找替代品的时间等。 

六、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的关系 

1．总收益 TR=PQ。平均收益 AR=PQ/Q=P，边际收益 MR= (PQ)’Q＝dR/dQ 。MR= (PQ)’P 
＝dR/dp 

2．需求价格弹性与收益的关系。 MR=dTR/dp=(PQ)’P=
dp

pdQ
dp

dpQ
+  

)1(/ edPQdTR
dp

edpQdpQdPdTR −=→=
－  

e=1，不论±dp，dTR=0；e>1，－dp，dTR>0，+dp，dTR<0；e<1，+dp，dTR>0，－dP，dTR<0。 
 

实例：商品富有弹性对收益的影响。已知一台电视机的 Edp=－2，2001 年单价 5000 元，销量

100 台；2002 年单价降为 3000 元，求 2002 年的增加的总收益。 
实例：缺乏弹性的商品对总收益的影响。稻谷的 Edp=－0.5，2001 年每吨稻谷 800 元，收购量

为 10000 吨，2002 年每吨价格为 900 元，求 2002 年稻谷的总收益增量。 
实例：弹性为 1 的商品与收益的关系。 

七、供给价格弹性 

1．设供给函数为：Qs=f（p），则供给点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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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弧弹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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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性供给曲线弹性计算。 
Q=bp 的弹性：e =1，曲线过原点，450 线且曲线上各点弹性均等。 
Q=－a+bP 的弹性： e>1，且供给曲线过 P 轴与 Q 轴负相交。e﹥1 只对第 1 象限有效。Q=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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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e<1。供给曲线过 P 轴与 Q 轴正相交，在第 1 象限有 e <1 。 
3．段法计算线性供给曲线的弹性。 
横轴法。用△Q/Q 求 e。纵轴法用△P/P 求 es 
4．其他供给曲线的弹性 
水平的供给曲线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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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供给曲线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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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供给曲线的弹性。 
5．影响供给弹性的因素。产品的生产周期长短。成本因素。自然资源的禀赋。 
管理水平低和技术落后，价格上涨也不会有很大的增产。 
第六，供给弹性大小对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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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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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蛛网模型(cobweb theory model) 

一、性质 

蛛网模型在方法上的性质是引进时间变化，分析不同时点上外生变量变动对内生变量的影响，

说明 Q 和 p 在偏离均衡态后的波动过程和结果。 

二、公式 

Qst=－a+dPt –1 ，Qdt =a－bPt, 
Pt =(－d/b)t(P0－P)+P 
随 t→∞，t 为偶数时，(－d/b)t 为正，t 为奇数时(－d/b)t 为负，表示经济体系产生或高于或低

于均衡价格的波动。 
若|－d/b|<1，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随 t 的推移，(－d/b)t→0，模型收敛于均衡价格。 
若|－d/b|>1，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随 t 的推移，(－d/b)t→∞，模型发散于均衡价格。 
若|－d/b|=1，供给弹性等与需求弹性。随 t 的推移，(－d/b)t=1，模型的产量与价格等幅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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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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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模型：若|－ b1/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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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幅振荡模型：|－ b1/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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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与d斜率相等，弹性相等。模型负反馈调节，既不发散也

不收敛而是等幅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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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弹性与政策 

一、弹性与价格决策 

需求弹性小的商品，政府提价不能抑制需求，只能增加政府收入。以春节铁路火车票提价为例。

需求弹性大的商品，政府提价不能增加销售，以住房政策为例。 

二、需求弹性大小与政府税收政策 

需求弹性小的商品，流通税主要由消费者承担。需求弹性大的商品，流通税由厂商承担。 

本章复习 

1．简述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2．复述下列概念 
需要、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供求定理、需求

量变动与需求变动、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个别需求与市场需求、个别供给与市场供给、需求价

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价格弹性、供给成本弹性、需求价格点弹性与弧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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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掌握消费者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选择商品实现个人福利

大化的基本途径。 

第一节  基数效用论(Cardinal utility theory) 

一、效用的性质和基数效用论的两个基本假定 

1．效用：消费者消费商品或劳务所感受到的满足感。 
正效用与负效用。 
2．两个基本假定。 
效用量用基数计量。 
边际效用递减：戈森第一原则。边际效用 MU(marginal utility)：增加单位商品消费量所得总效

用之增量。MU=dTU/dQ，△TU/△Q。边际效用递减：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消费一种商品量的增

加总效用的增量会递减。MU 达到 0 之前，+MU，TU 增加；MU 为 0 时，TU 大；MU 为 0 之后，

TU 减少；MU 绝对量之和＝TU。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生理原因和同种商品多种用途排序下降。 

二、基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 

1．消费者用既定 M、P 购买商品所得 大满足感。 
2．购买 n 种商品时的消费者均衡(戈森第二定理)。 
戈森定理。消费者在面临几种享乐进行选择时，时间或收入资源有限会限制他的享乐量、购买

量。消费者应依次享乐其中享乐量 大者直到各种享乐量都相等。 
消费者在约束条件(PxX+PyY=M)下实现效用 大化的方法： 后一个货币单位购买的各种商

品的边际效用均等且等于不变的货币边际效用：MU1/P1=MU2/P2……MUn/Pn =λ。 
用拉格朗日函数法求多元函数极值给予证明。 

三、购买一种商品时的消费者均衡 

1．使净效用 大：商品的总效用—货币支出效用=净效用。 
2．使消费者剩余 大，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按边际效用决定的主观意愿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

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 

四、消费者行为决定需求曲线 

1．消费者按 MU 的大小支付 P：P=MU，同向关系。MU/P=λ，λ 与 MU 有同向关系。 
.MU=λ P，为保持 P=MU 的同向关系，必须假定λ为常数。 
2．λ为常数时，MU=λ P 决定需求曲线。 
3．基数效用论需求曲线的意义。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是由边际效用递减决定的；曲线表示

在不同价格下的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数量；曲线上每一点是均衡点，P 越小 cs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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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序数效用论 

一、基本观点 

效用不能用基数衡量，可以排序。消费者具有判断商品组合和选择的能力。判断的传递性。非

饱和性 

二、基本工具 

预算约束方程 Y=PxX+PyY； 
无差异曲线  保持统一效用水平时。两种商品的不同组合。特征：有无数条，离远点进的效用

水平小；任何两条不能相交；斜率为负；斜率绝对值下降。 

三、无差异曲线的特殊形式 

1．凹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表示消费者拥有某种商品越多，越愿意花更大的代价拥 
有这种商品切点不是均衡点，均衡点就是角落均衡解、拐角解、边角解(corner solution),表示消

费者只消费一种商品。 
2．凸的无差异曲线的角解。角解不是因为无差异曲线的形状，而是因为收入不足以同时消费

两种商品，或因为放弃消费的这种商品的效用小于其价格。故凸的无差异曲线也会带来角解，不消

费的商品的边际效用小于其价格。 

四、序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 

1．消费者用有限的 M 按既定的 P 选择商品实现 U 大。 
2．均衡的条件：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斜率相等：dy/dx= —Px/Py 。主观的商品边际替代

率等于客观的价格比。序数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的均衡条件是殊途同归。 

五、收入消费曲线(income consumption curve) 

1．消费者偏好和价格不变，收入变动时连接所有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联线。反映消费

量随收入变动的关系。 
2．恩格尔(E·Engel)曲线(CE)，根据收入消费曲线得到的反映商品需求收入弹性 Em 的曲线。 

六、价格消费曲线和序数论的需求曲线 

1．价格消费曲线（price consumption curve）：收入和偏好不变，由一种价格变动引起预算线

移动时，连接所有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连线，反映商品消费量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2．序数论的需求曲线。 dy/dx 递减决定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不同 p 有不同购买量；曲线上每

一点都表示效用 大。 
3．pcc 曲线斜率的含义及其与需求曲线的关系：偏好与收入不变，相对价格变动反映商品的

不相关性和相关性(替代性、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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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一、物品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1．替代效应。货币收入、实际收入和效用水平不变时，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两种商品相对

价格变动和购买比例变动的效应。所有档次商品的替代效应，价格变动与需求量的变动是反向关系。 
2．收入效应。在 M 不变时，购买两种商品时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M/P)变动对商品需求量

和 U 的影响。必需品和高档品 Qd 与收入(M/p↑↓)有正效应，与 p 反向变动；低档品 Qd 与(M/p
↓↑)有负效应，与 p 同向变动。 

二、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替代效应：货币收入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商品价格比变动和商品替代率变动。 
替代效应中一种商品 Qdx 与自身价格 Px 的变动是反向的。 
2．收入效应。M 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实际收入变动对效用水平的影响。 
3．总效应。价格升降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引起的需求量的增减。 
4．从 p 变动的总效应中区分 Qs 和 Qm 效应的方法。 
分析在m不变时p对Qs效应量的影响，和m变动对Qd的影响。补偿预算线(Compensated budget 

line)：p 变动引起 m 变动时为维持原 m0 的 u 水平所作的预算线。 
FG 与原无差异曲线相切表示替代效应；与新预算线平行表示 Px/Py 不变时的收入效应。 
正常品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均与 p 成反向变动，从而总效应与 p 成反向变动，需求曲线斜率

为负。 

三、低档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低档品的替代效应。低档品的收入效应中 P 与 Qd 是同向关系，但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对价格变动比对收入变动更敏感。故低档品需求曲线仍为负斜率。 
2．低档品中吉芬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Giffen goods 需求曲线正斜率。替代效应中一种商品 Qd 与自身 p 反向变动；Qd 与 

实际收入反向变动，但收入效应>替代效应。 

第四节  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 

一、基本概念 

1．不确定性 uncertain：决策者事先不能确定决策的结果和概率。 risk or venture 决策者知道决

策事件发生的概率不知道结果。 
2．不确定性理论的起源。量子理论的测不准问题。 
3．原因：客体变化的偶然性和主体认知能力有限性。 
4．不确定性的特征 
不能确定事件发生的原因、概率、结果。反排中律，不能确定事物的外延。不能确定从未发生

过的事件。经济人为对信息作伪和隐瞒。 
5．风险是损益(gain and loss, failure and success)发生具有概率(probability)而大小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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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的事件。风险具有概率大小与后果大小不对称的特征。风险预期。风险预期取决于风险

的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 

二、不确定性的决策 

1．确定型决策 
2．概率确定具体结果不确定的风险决策。决策依据是对期望值(expected value)差别和方差

(variance)或标准差(根方差 standard deviation or square root of variance)的比较。一个实例： 
风险资产(价值涨跌具有随机性的资产)：资产实际报酬率高与风险标准同向，消费者投资的期

望报酬越高，实际报酬的风险越大，反之相反。 
3．信息问题。 
在风险决策 中，信息的作用在于能够据此修正概率，作出更好的决策。决策者获得信息的均

衡条件是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信息的预期边际收益。信息成本在各人之间不对称。为防止风险可

能造成财产的损失，预防措施实施的均衡条件是：实施预防措施的边际成本=其边际收益。所有者

经常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监督管理者，需要制定反映真实信息的激励机制。 
4．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方法 
买保险与买彩票。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买国库券＋买债券＋股票。用合同约束。完善知识系

统，利用非程序化决策。惩罚。 

三、效用风险偏好模型 

1．基本概念。 
期望值效用。 
自变量期望值的效用＝u(E(x))。期望效用。因变量的期望值即效用期望值＝E[u(xi)+u(xn)]。 
2．效用风险回避行为 
向下开口的效用曲线 u(x)。风险回避者更多地预期会出现不利的结果，故其预期的边际效用

(du/dx)曲线斜率是递减的。 
风险规避(risk-averter)下期望值效用与期望效用的关系。 
弦在弧的下方。弦的中点是闭区间两点间连线的中点，与弧的中点在同一条垂直线上，且低于

弧的中点： 
∵u(x)’’<0，故 U(X0)向 u(X0+θ2△x)的递增率< U(X0)向 u(X0-θ1△x)的递减率 。 
∴U(X0+θ2△x)+U(X0-θ1△x )/2< U(X0) =U(x1+x2/2)， 
或 ui(xi)+un(xn)/2<u(xi+xn)/2 
即：自变量函数的加权平均值或期望效用<自变量加权平均值的函数值或期望值效用。 
弦在曲线下，上凸函数或严格上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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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规避下期望值效用与期望效用的关系。

u

0 x

x0X0-θ1△x
=X1

U(X0-θ1△x)
=U(X1)

X0+θ2△x
=X2

U(X0+θ2△x)
=U(X2)

U(x1+x2/2)
= U(X0)

U(X0) U(X2)

U(X0) →U(X0+θ2△x)u(X0-θ1△x) ← U(X0)

U(X0+θ2△x)
+U(X0-θ1△x )/2

 
风险规避者：愿意得到与期望报酬相等的确定报酬的投资者。规避者为避免风险而愿意付出的

代价称为风险溢价。 
3．偏好风险的行为 
风险爱好者预期乐观，对效用函数 u(y)的评价是递增的， u(x)’’>0，曲线向上开口。 
对于向量 X0Xn=+θ2△x 和 X0X1= -θ1△x， U(X0) →u(X0+θ2△x)的递增率> U(X0) → u(-

θ1△x)的递减率 ,故 U(X0+θ2△x)+U(X0-θ1△x )/2>U(x1+x2/2)，自变量加权平均的函数或期望值

的效用＜期望效用的加权平均曲线；曲线严格下凸，弦在曲线之上。 
当＋θ2△x 和-θ1△x 分别→0，U(X0+θ2△x)+U(X0-θ1△x )/2→U(x0)=U(x1+x2/2)。 
风险偏好者：愿意得到期望报酬大于期望值报酬的投资者。 

u

0 x
X0X0-θ1△x X0+θ2△x

U(X0－θ2△x)=U(X1)

U(x0)=U(x1+x2/2)

U(X0+θ2△x)=U(X2)

U(X0+θ2△x)+
U(X0-θ1△x )/2

 
4．风险中性。 
自变量期望值的效用=效用的期望值即期望效用。因此，风险曲线是线性的，期望值效用曲线

与期望效用曲线是重合的。或者说自变量期望值的函数等于自变量函数的期望值。 
5．关于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Ven.Neuman and  Morgensten。设收入从低到高排序：

Wi……Wn，收入高的效用高于收入低的效用：u(Wn)>u(Wi)。E[u]=Pnu (Wn)+(1－Pn)u(Wi)  = Pnu 
(Wn)+ u(Wi) －Pu(Wi)  =Pn[u (Wn)－ u(Wi)] ＋u(Wi)，由此认为，厌恶风险的人偏好权数 Pn，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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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越好。偏好风险的人则不在乎 Pn 的大小。 

本章复习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 
4．为什么要把购买 后一个单位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作为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 
5．比较基数论和序数论的需求曲线。 
6．无差异曲线是否总是双曲线？ 
7．简述预算线的性质、移动的原因和特征。 
8．简述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交点向均衡点的移动。 
9．简述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的区别。 
10．补偿预算线的意义是什么？它与原无差异曲线相切、与新的预算线平行的意义是什么？ 
11．比较价格上升和下降时，正常品、低档品和吉芬商品的总效应。 
12．简述不确定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类型、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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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产者行为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不同的生产函数，掌握生产者短期和长期中实现成本 小、 大产量的要素组合方法。 

第一节  企  业 

一、厂商(firm) 

1．单个经济决策单位，厂商的目的是生产产品或劳务以获取 大利润。 
2．组织形式。个人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产权关系特征、规模和风险。 

二、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规模界限问题只限于交易成本理论。两种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交易成本。企业与市

场的替代变动界限：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 

三、生产函数和企业的目标 

1．生产函数。一定时间内和技术不变条件下， 大产出和投入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生产要

素：土地、资本、劳动、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技术和信息。生产要素的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同

产业中的替代性的差别；要素稀缺与替代性；价格与替代。 
2．短期中不变投入与可变投入。 
3．目标。两权合一的企业与两权分离的企业的目标差异。利润 大化仍是基本的原则。 

第二节  短期生产函数 

一、总产品、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 

1．短期内资本不变、产量随可变投入变动：Q=f(L，K*) 
2．总产品 TP、平均产品 AP 和边际产品 MP。 
总产品一元三次函数：TP= aL+bL2—cL3，TP = aL2—bL3。三次式向下开口的抛物线。要素

之间的配合效率的 优组合使 TPL 大。 
平均产品 APL＝ a+bL—cL2，是从原点到 TP 曲线上任意一点射线的斜率。 
边际产品 MPL＝ a+2bL—3cL2 ，是 TPL 曲线的的斜率或 TP’。 MP 递减律：技术水平和其他

要素不变，MPL 随一种投入要素增加先增加而 终下降的规律。 
3．TP、AP、MP 三者的关系 
(AP)’L=(TP/L)’L=(L·TP’—L’TP) /L2 =(MP—AP)/L 。 
MP>AP 时，AP’>0， MP 增速>AP 增速， MP 曲线在 AP 曲线之上； 
MP=AP，AP’=0，AP 大， MP 曲线通过 AP 曲线的 高点， TP 曲线 大斜率射线即 TP

曲线的切线 ； 
AP>MP，MP 减速>AP 减速，MP 曲线在 AP 曲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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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的三个阶段 

1．三个阶段。原点到 AP 产量的 大点，K 相对 L 较少，L/K 未达 佳，只要 L↑，TP↑。

AP 大点到 TP’=0， L/K 达到 佳组合。MP=0→－MP→AP=0。L/K> 佳组合，L↑TP↓。 
2．一种可变要素投入的三个阶段意义： 
要素的组合或要素之间的分工协作是企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当劳动投入饱和时，可以把多

余的劳力投放到生产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或增加资本、开辟新的分工领域。 
产量的 佳标准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 佳要素组合决定的 大产量相对市场需求可能是过剩

的或不足的， 佳要素组合要与市场对产量的决定相结合。 

第三节  长期生产函数 

一、函数的基本性质 

1．投入均可变属长期问题。假定 L、K 可变:Q=f(L、K) 
2．等产量线(isoquant)。保持同一产量条件下，两种要素不同组合的轨迹。 
若两种要素有反比例的替代关系，等产量线是双曲线，斜率为负：dQ=0=MPLdL+MPKdK，移

项得到：MPL/MPK= —dK/dL。 
若两种要素在保持同一产量条件下比例固定，等产量线是直角型，斜率分为∞和 0。保持同一

产量，两个要素同时增长，曲线正斜率。 
斜率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 MRTSLK 。 

二、生产同一产量两种投入比例固定的生产函数 

1．保持同一产量水平两种生产要素完全互补的生产函数。生产一定产量水平所需投入要素组

合固定的生产函数.(W.W.Leontief function) 
2．特征 
函数记为 Q=minimum(L/u，K/v)。 
u=L/Q，v=K/Q 分别是单位产量所需固定的 L 和 K 的投入，称劳动产量比、资本劳动比。1/u= 

Q/L，1/v =Q/K 分别是平均单位 L、K 提供的产量。 Q=L/u，Q=K/v。L=Qu，K=Qv。 
min：Q 水平由括号内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个决定，即一种要素不变另一种要素增加时不改变

总 Q 水平，Q 由数值不变的要素投入决定。 若要增减 Q，必须按固定比例同时增减两种生产要素。 
顶点凸向原点的直角形等产量线。Q=min(L/u，K/v)的边际替代率：MPL/MPK=v/u 。曲线的

斜率是所有等产量曲线顶点连线的斜率 K/L=v/u ：生产所有产量水平的要素比是固定的。 
固定比例的方法→∞，固定比例变为变比例函数。 

三、两种投入比例变动的生产函数 

1． 等产量线。生产同一产量两种要素不同组合的轨迹。无数条等产量线，离原点远的产量水

平高，反之小；要素替代率或斜率： MPL/MPK= —dK/dL。 保持同一产量增加一种要素所必需减

少另一种要素的比率。MRTS 绝对值递减的原因：Q 不变，L↑使 MPL递减、K↓且使 MPL下降更

快和 MPk↑，从而 MPL/MPK递减。任何两条等产量线不能相交。 
2．两种要素若按不变的替代率同时增减，产量表现为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 ，即各要素按

相同倍数变化所带来的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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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等产量线射线上点的移动。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Q%>△x%，投

入产出弹性>1，规模扩大后采用了先进的设备和合理管理等。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 △Q%＝△x%，投入产出弹性＝1。规模扩大后设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变。规模报酬

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to scale) 。 △Q%<△x%，投入产出弹性<1。规模扩大后设备技术水平落

后和管理质量下降。 

四、齐次生产函数(homogeneous function with degreen)。 

1．所有生产要素按同一倍数变动时，Q 按一定倍数变动的生产函数。对于生产函数 Q=f(L，
K)，使 L、K 同时扩大λ倍，则  有：Q=f(λL，λK)=λnf(L，K)，称生产函数为 n 次齐次生产函

数，n 是齐次度，是各要素产出弹性之和。 
n=1，一次齐次生产函数；△Q%=△x%，产出要素弹性为 1，又称规模报酬不变。   

Cobb—Douglus（C—D）函数是线性的一次齐次性生产函数：Q=f(L，K)=ALαKβ . 
n 大于 1,产出投入弹性 1，称规模递增。1．2 次齐次生产函数：Q=f(L，K)=5L0.5K0.7。 
n 小于 1,产出投入弹性小于 1，称规模报酬递减。0.8 次齐次生产函数 Q=f(L,K)=5L0.5K0.3。0 次

齐次生产函数:Q=f(L，K)=(L—K)/(L+K)，表示生产要素扩大但产出不变。 
2．函数 Q= ALαKβ各参数的意义。 
A：技术水平参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产量是 A 的增函数。α、β分别是 L、K 的偏生产弹性

和对总产量的贡献。 齐次生产函数的等产量线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MPL/MPK= —dK/dL=－αk/
βL。 

3．要素边际报酬递减。 
4． 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对于 n 次齐次生产函数，Q=f(λL,λK)=λnf(L,K)，若它的一

阶偏导数(λnQ)’L 和(λnQ)’K 存在，就有：MPLL+MPKK=nQ  ——该公式是说：若厂商根据

要素边际生产力 MPL 和 MPK 向要素的提供者支付报酬，则报酬等于生产要素的偏生产弹性之和

与产量的乘积 nQ=nλnQ 。或 MPLL+MPKK= nλn Q。 
规则 1：n=1，即对于 1 次齐次生产函数或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是总支出=总产出，总产

出正好分配光。这又称为产量分配净尽定理。 
规则 2：n>1 ，产出弹性大于 1 即规模报酬递增时的分配关系或总支出与总产出的关系。 
规则 3,n<1，产出弹性小于 1 即规模报酬递减时的分配关系或总支出与总产出的关系。 
分配调整：厂商用对规模报酬递减的要素所有者支付的节余报酬贴补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所有

者报酬的不足部分，类似超额利润的转移分配，是对规模报酬递增的奖励和对规模递减的约束。 

第四节  生产者均衡 

一、利润 大化 

生产者用既定的成本和已知的要素价格生产 大化的产量，或在既定的产量和既定的要素价格

下使成本 小，或使利润 大化。 
1．拉格朗日函数法。 
既定成本和价格生产 大产量、既定产量使成本 小均衡条件 MPL /MPK= w/r 
2．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相切。等产量线斜率＝等成本斜率 
等成本线，用既定成本按既定要素价格购买两种要素投入的不同组合的轨迹。C=wL+rK    线

性方程：K=C/r—wL/r。成本空间。空间内 a 点,空间外 b 点，成本线上任意点。C 线移动因素：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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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或 w、r 不变，名义 C 变动引起实际 C 线移动。名义 C 不变，由 w、r 变动但 w/r 比例不变引

起实际 C 移动。r 不变，w 变动引起 C 移动。 
3．dk/dL=－w/r，失衡时调整 dk/dL。图形：成本既定使产量 大，产量既定使成本 小 

二、利润 大化和 优生产要素组合 

在价格 P、w、r 既定条件下厂商通过对 L、K 的调整来实现。令π’L/π’K，MPL/ MPk =w/r，
解出 K=f(L)，或 L=f(K)代回π’L 或π’K 解出 L、K，代入生产函数解得产量 Q、收益从而解出利

润。 

三、长期均衡轨道 

在要素价格不变和产量函数已知条件下，连接所有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切点的连线。这条连线

称为等斜线和扩展线。连线是生产者均衡点或 佳要素组合集合。扩展线表示企业长期内实现 佳

产量和 小成本的途径。扩展线方程：MPL/MPK=w/r，K=Lw/r。 

本章复习 

1．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特性有哪些？ 
2．.简述总产品、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的关系。 
3．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中划分生产三个阶段的意义是什么？ 
4．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5．规模报酬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6．生产者均衡表达了什么思想？等斜线、扩展线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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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本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的构成与变动规律 

第一节  成本和成本函数 

一、成本(cost) 与利润 

1．企业经营支付的费用(expense)；要素所有者必需得到的报酬，由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2．分类 
机会成本或择一成本(opportunity cost or alternative cost)：一项资源用在此处而在其他地方失去

的收益。运用机会成本的条件：资源稀缺且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 
会计成本(accounting cost)和显成本(explicit cost)私人成本。会计成本即按产品本身市场价格直

接支付的成本，是财务成本，显成本即会计成本。私人成本(private cost)，私人经营实际支付的成

本，是会计成本和显成本。 
经济成本、隐成本(implicit cost)和社会成本(social cost) 。经济成本(机会成本、隐成本＋显成

本、社会成本、)，应有支出成本。隐成本：应当支付而没有支付的企业自有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

财务上无支出(非会计成本)，但要素可用于报酬 高的其他部门。社会成本：私人活动引起社会为

其支付的成本。 
增量成本(incremental cost)与沉淀成本(sunk cost)。增量成本，因产量变动而变动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短期成本或可变成本。沉淀成本：已发生而无法收回的成本，专用而不能用

于它途的成本。增量和沉淀成本均属财务或会计成本。 
2．利润 
财务利润。总收益—财务总成本（即会计成本、显成本、私人成本）。 
经济利润＝总收益－经济成本(机会成本、隐成本。社会成本)＝超额利润(excess profits)。 
正常利润(normal profits)：厂商支付给自己作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隐成本的一部分，当总收

益减总成本等于零时，没有超额利润但有正常利润。 

二、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 

成本是产量的复合函数。C(Q)=f[φ(Q)]= wL(Q)+rK(Q) 
已知生产函数 Q=KL，求成本函数 C= wL(Q)+rK(Q)， 
MPL/MPK=k/L, K/L=w/r, K=Lw/r，L=Kr/w，整理后得到： 

2/12/1 )(2 rwQC =  

第二节  短期成本 

一、短期总成本构成 

1．短期内不能调整全部生产要素而只能调整部分生产要素形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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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总成本 STC(Q)= 固定成本 SFC(Q)+短期可变成本 SVC(Q)。 
SFC(Q) =rk ，SFC(Q)不随产量变动，是一条与产量轴平行的水平线。 
SVC(Q) = wL(Q) ：投在原料、工资和燃料等等随产量变动而支付的成本， SVC(Q)＝aQ3－

bQ2+cQ，产量先递增然后递减，则成本先递减然后递增，故 SVC 是从原点开始先递减然后递增的

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 
3．STC(Q)曲线。STC=aQ3－bQ2+cQ+FC，产量先递增然后递减，则成本先递减然后递增；开

始于成本轴上 SFC 那一点；形状与 SVC 相同，与 SVC 之间的垂直距离是 SFC。 

二、短期平均成本构成 

1．SAC(Q)=SAFC(Q)+SAVC(Q), 
2．短期平均固定成本 SAFC(Q)=SFC/Q=bQ—1，双曲线；SAFC(Q)=FC/Q=rK/Q= r= r/APk 。SAFC

与 APk 有反向关系。 
3．短期平均可变成本 SAVC(Q)=wL/Q=w/APL 。SAVC(Q)与 APL有反向变动关系。APL是倒

U 型，SAVC 是 U 型。 
4．SAC(Q)= r/APk+ w/APL。由于 APL 和 APK 均是先递增然后递减，因此，SAC(Q)也是 U 型

的。SAC 与 SAVC 曲线趋近但不会相交。SAC (Q)和 SAVC(Q)分别是从原点到 STC 曲线上 SVC(Q)
曲线上任意点的射线的斜率。 

5．短期边际成本 SMC(Q)及其与 SAC 的关系。 
边际成本与 MPL的关系：SMC=dTC/ dQ，STC 曲线的斜率。SMC=dSFC/dQ+dSVC/dQ，∵短

期内固定成本不变，故 SMCF=0，SMC= dSVC/dQ =(wL)’Q= w/MPL，从而 SMC 曲线与 MPL 曲线

有反向变动关系，呈 U 型。 
SMC(Q)与 SAC(Q)的关系。因为 STC、SVC 曲线的 小斜率的射线同时就是 STC、SVC 曲线

的切线；MPL 曲线通过 APL 曲线的 高点，因此，SMC 曲线依次通过 SAVC、SAC 曲线的 低

点。 
AC’Q=(TC/Q)’Q 
=(Q·TC’—Q’TC)/Q2 
=(MC—AC) /Q 
MC=AC，AC’=0，AC 小 

第三节  长期成本 

一、从各短期成本中选 小的成本 

1．长期总成本 LTC(long-run total cost)，是指厂商在长期中根据各种市场产量水平上通过选择

生产规模所能达到的 小总成本。 
2．特征：长期中所有的要素是可变的。可变体现在 LTC 是由无数不同规模的短期总成本 STCi

构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假设条件：长期中生产规模的发展是由小到大，和产量由小到大；由

规模经济过渡到规模不经济。因此，长期成本是先降后升。产量由市场需求决定，而不是由组合要

素得到的 大化产量。在同一产量可以由两种规模的成本生产出来时，厂商将根据预期产量的变化

选择规模。 
3．长期总成本曲线。 
LTC 是无数条 STC 的包络曲线(envelope curve)；与每一个产量水平上若干 STCi 中 低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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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相切。切点之连线。LTC 从原点出发依次随产量增长先递增、递减上升、递增。 
4．u 型 LAC 曲线和 LMC 曲线。 
LAC 是∑SACi 的包络曲线(long-run average cost) ：是每一个产量点垂直对应的∑SACi 中位置

低点切点的连线；LAC 低点切位置 低的 SAC 曲线的 低点(斜率＝0)；LAC 低点的左方，

LAC 曲线切每一条 SAC 低点左上方线段；在该点的右方切每一条 SAC 低点的右上方线段。 
MP 递减决定 SAC 成 u 型。 规模分布由小到大、由报酬递增到递减决定 LAC 成 u 型。若改

变这种规模分布，则 LAC 可以负斜率、正斜率、零斜率。规模报酬的倒数是规模经济、规模不经

济或规模经济不变。此外，要素价格变动也是影响 LAC 曲线斜率的因素。 
5．位置移动因素包括：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学习效应、外在经济或不经济。 
6．长期边际成本 LMC(long –run marginal cost  )。LMC 曲线是各产量对应的∑STCi 曲线

低点、∑SACi 低点上 SMC 的连线，而不是 SMC 的包络曲线。LMC 与 LAC 的关系，与 SMC
和 MAC 的关系相同。 

二、由扩展线构成的长期成本 

1．具有计划成本的性质。要求厂商根据对长期的各个时期中的市场需求预期，根据 佳要素

组合的条件计算 小成本。该方法以厂商是理性人为前提，假设厂商能准确预期市场需求量、知道

每一个产量的均衡条件。 
2．各种规模经济中的 佳要素组合的 低成本。在任何一个产量点上， 佳要素组合的成本

比包络曲线决定的成本低。 
3． 成本弹性(cost of total elasticity)和产出成本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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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产出弹性：

长期成本弹性：

 

本章复习 

1．成本函数 
2．机会成本 
3．显成本和隐成本 
4．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5．沉淀成本 
6．短期成本结构 
7．长期成本 
8．U 型 SAC 与 U 型 LAC 的原因。 
9．LAC 位置移动的原因。 
10．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11．SMC 与 SAC 的关系。 
12．扩展线构成的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组成的长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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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掌握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

润 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第一节  市场结构划分 

一、基本条件 

1．厂商的数目。厂商数目多少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同向关系；与单个厂商控制价格的能力有反

向关系。 
2．产品差别。产品差别与竞争程度有反向关系。 
3．厂商进出市场的难易程度。进出市场的越容易竞争程度越高，反之越小。 
4．信息完全程度。交易双方的信息完全度和对称度与竞争度成反向关系，与垄断成反向关系。 

二、市场的形式与功能 

1．市场的交易形式。交易时间、地点的固定与否，场所规模的大小，支付方式差别。不同特

征的市场和交易技术的发展等决定有不同的交易形式。 
2．市场功能。价格机制配置经济资源。 

第二节  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 ) 
结构、厂商的行为与绩效 

一、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 

1．有无数的买主和卖主，每个人的交易数量不大，单个交易双方对市场价格没有控制能力，

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2．产品完全无差别。 
3．厂商进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 
4．交易双方是有理性的，有充分的、完全信息，信息是对称的。行业(trade, profession,industry) ，

完全竞争市场上，为同一个商品市场提供产品的所有厂商的总和或部门。同一个商品市场和行业的

类型是一致的。 

二、短期均衡 

1．完全竞争厂商的收益曲线。市场需求曲线：行业需求曲线，全体买主或总购买力决定，负

斜率。个别厂商的需求曲线。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的价格线，水平线，表示厂商是被动的价格接受

者。完全竞争厂商的收益曲线，总收益 TR(total revenue)= R=PQ ，是经过原点的直线，总收益曲

线的斜率：PQ/Q=P。P 曲线是水平线。平均收益 AR(average revenue)=PQ/Q=P，是 TR 曲线的斜率，

是水平线。边际收益 MR(marginal revenue)MR（Q）=dTR/dQ=(PQ)’Q=P。MR 与 P、AR 曲线重合

为一条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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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短期内在 K、p 不变条件下通过调整 L 和产量来使利润 大。

利润 大化的原则或必要条件：MRQ=MCQ。二阶条件π’’<0。MR=MC 是利润 大或亏损 小的

均衡条件。利润＝Q(p－AC)。 
 

P

0 Q

p1

SAC

SAVC

SMC

AC

P1=AR=MR=MC>AC

p2 P2=AR=MR=MC=AC。
收支相抵点

p3 P3=AR=MR=MC=AVC

MR=MC是利润 大或亏损 小的均衡条件。
利润＝Q(p－AC)。

P3 停止营业点。继续生产只弥补VC，不生产不支付VC，但FC存

在。
 

3．短期供给曲线。厂商在不同 p 时愿意提供的产量：QS=f(P ＝SMC≥SAVC )。 MC≥SAVC
低点的部分是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供给曲线。厂商短期 S 曲线反映了在 p 既定条件下，厂商提供

的 Q 必须能给他带来 大利润或 小亏损。SMC 移动。当要素价格变动，产品价格不变时，厂商

会改变产量应付要素价格的变动。短期市场供给曲线。同一价格下行业的 SMC 曲线高于或等于

SAVC 低点的部分。 
4．短期的厂商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p 总额与所有产量的 MC 总和之间的差额；p 以

下和 MC 本以上的部分；收入与 小成本的差额。PS=市场价格与市场总产量的 SMVC 总和之间的

差额，P 与短期市场供给曲线之间的差额。 

三、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Long equilibrium 

1．长期均衡及其均衡条件。调整生产规模(K,L)和进出市场实现利润 大化。进出行业。进出

行业即调整厂商的数目。长期均衡条件：MR=SMC=LMC=P=SAC=LAC，厂商停止退出。 
2．完全竞争的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成本不变(水平)的市场长期供给曲线。成本递增的长期供给曲线。成本递减的长期供给曲线。 
4．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的均衡利润＝0。消费者按 低的价格购买商品，生产者以 低的成

本提供产品。消费者剩余 大。 

第三节  垄断市场 

一、特征 

垄断市场是只有唯一一个厂商生产和销售商品的市场；没有替代品；其他厂商难进入；垄断厂

商可以操纵价格。 
垄断形成的原因：独家厂商独占生产某种商品的全部资源或基本资源；拥有生产某种商品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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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府授权，如铁路、邮电，供电、供水；市场容量只能容纳一家厂商；自然垄断－拥有巨大资

本能生产很大规模的产量和有高效益。 

二、垄断厂商收益曲线和供给曲线 

1．AR、TR 与 MR 曲线。 
AR=PQ/Q=p=a—bQ,TR=aQ—bQ2，MR=a—2bQ,TR 是下向开口的抛物线，AR 和 MR 是负斜

率的曲线。 
AR>MR 曲线。厂商为了增加销售必须 p↓，使新增销量的 R↓和全部销量的 R↓；从而 MR

小于 p。若 AR 下降速度保持不变，MR 的下降速度是 AR 下降的两倍。 
TR、AR、MR 关系的图形 
MR 与 P、需求弹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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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垄断厂商的供给曲线 
有水平和垂直的供给曲线，没有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对于 MR=p[1－(1/e)] 
一个 P 对应不同的 Q，p 相同，MR 与 e 正相关。 
一个 Q 对应不同的 P，MR 相同，p 与 e 负相关。 

三、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1．短期均衡：k 不变，厂商调整 Q 和 p 实现利润 大化 
MC=MR= p≤或 P≥AC 
2．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 
垄断厂商长期内通过调整规模扩大利润。长期均衡条件： 
MR=SMC=LMC，P=AR>SAC=LAC。 

四、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1．价格歧视的性质 
对同一产品或微小差异产品的不同需求的顾客收取不同的 p。 
两个效应：p↑cs→ps。p↓造成新顾客 ps→cs↑。 
2．实行价格歧视的条件 
市场被分割；2．同种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使垄断者对弹性小的实行高价弹性大的实行低价；

能把不同市场分开，或把同一市场的各个部分分开。 
3．三种价格歧视 
一级价格歧视。厂商向每个顾客索要其愿付的 高价格(maximum  price)，该 p 称为顾客的保

留价格(customer/s reservation price)，。 
二级价格歧视(second-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厂商根据相同货物或服务的消费量大小或区

段(blocks)索取不同的价格，或称分段定价(block pricing)。若厂商有规模经济，则分段定价通过扩

大产量可以实现较大规模经济，降低 MC 和 AC，使消费者得益。 
三级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需求弹性不同的顾客实行不同的价格。总需求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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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中的各分组的 MR 应相等，各组的产品 MR＝MC。 

五、垄断与完全竞争的效率比较 

一、产量和价格高低比较

p

0 Q

LAC

LMC

p1

Q1

AR

MR

Q2

p2

完全竞争Q1>垄断Q2；完
全竞争p1<垄断p2

二、社会福利得失比较

p

0 Q

LMC=LAC
p1

AR

Q1

MR

Q2

p2
利润

损失

垄断市场的cs<完全竞争市场
的cs。  

• 占有CS，制造效率损失和寻租

p

0 Q

AR

MR

MC

p1

完全
竞争Q1

完全竞争CS1

p2

垄断
Q2

垄断CS2CS转为

利润，
Seeking 
Rents

PS

UCS

UPS

Deadweight Loss 无 谓损失

Allocate inefficiency  分配

性的低效率

 
 

本章复习 

1．垄断市场的特征和条件 
2．垄断市场的 AR 曲线、TR 曲线和 MR 曲线及其相互关系。 
3．垄断市场的短期均衡条件 
4．垄断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 
5．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6．区分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 
7．比较垄断市场的效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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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垄断竞争市场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arket 

一、条件 

1．定义:既有垄断又有竞争因素的市场，是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样产品。生产非常

接近的有差别的同样产品的所有垄断竞争厂商 称 为生产集团(production group)。 
2．特征。 
产品差别决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和竞争性。 
厂商数量较多，每个厂商之间的利益差别较小。 
生产规模比垄断小易进出。 
每个厂商的利益接近，使得每个厂商有相同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 

二、垄断竞争市场的收益曲线 

1．需求曲线。每个厂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价格，因此垄断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是

向右下方倾斜的，但介于垄断与完全竞争厂商之间。 
2．垄断竞争厂商的两条需求曲线 
①一家厂商 单 独变动价格 的 需 求 曲 线 d1。其他厂商不跟跌也不跟涨。 弹性较大。 
②生 产 集 团的 平 均 或 比 例 需 求 曲 线(proportional demand curve, average demand cu 

rve)D。一家厂商变动 p 引起生产集团变动 p 时该厂商的需求曲线。 
③生产集团定价后，个别厂商按预期销售量单独变动 p 形成 d 曲线沿 D 曲线的移动。d 与 D

交点代表个别厂商主观需求与集团的实际需求相等。 

P

0 Q

d1

P0

Q0

P1

Q1

P2

Q2

D

P3

P4

d2

d3

Q(D=d)≠Q(MR=M
C)。

 

三、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和长期均衡 

1．厂商在现有规模和Qd(D=d) ≠QM(MR=MC)的条件下，通过对Q和P的调整来实现Qd=Qm。 

p

0 Q

MC

d1

D

MR1
d2

MR2
d3MR3

Qd=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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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P

0 Q

SAC
SMC

d

DMR

P

AC

Qd=Qm

SAC

SAC

短期均衡条件：
MR=MC，
SAC≤p≤SAC

 
3．垄断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短期内 P>SAC 引起厂商数目增加进入和产量扩大→S>D→p↓→P=SAC=LAC，厂商停止进入；

产品差别决定的不完全竞争使 P 切 LAC 低点的左上方线段。 
长期均衡条件：MR=SMC=LMC，AR（d）=SAC=LAC 

p

0 Q

SAC

LACSMC
LMC

dD

MR

p

0 Q

LAC

LMC

d

MR

Qd=m

消费者愿意对差别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  
 

• 三、垄断竞争厂商长期均衡与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
比较。

P

0 Q

LAC

SAC

P
完全
竞争

Q理想

SAC

垄断竞争

Q 多余生
产力

1、两者都没有超额利

润，完全竞争厂商
P=LAC=SAC<垄断竞厂
商P=LAC=SAC 。
2、垄断竞争厂商有

多余生产能力没有利
用。

四、垄断竞争厂商的供
给曲线。垄断竞争厂商
没有有规律的供给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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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垄断竞争厂商的非价格竞争 

1．长期均衡中垄断竞争厂 P=LAC，利润消失。在 P 为常数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通过改进产

品品质或广告促销来扩大销量获得超额利润。 
2．∏ =Q(P—AC)中，P=AC，∏ =0。厂商增加投资改进产品，或通过广告促销增加销量且使 

AC↓，→ ∏>0。 

本章复习 

1．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 
2．独立的需求曲线 
3．平均需求曲线 
3．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的产量特征。 
4．垄断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特征。 
5．垄断竞争市场绩效。 

第五节  寡头市场 Oligopoly’s market 

一、特征与条件 

1．少数几个大厂商控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又称寡头垄断(oligarch)市场。 
少数大厂商，力量相当，资本集中；进出较困难；竞争会造成几败俱伤，故寡头决策要相互考

虑对方的反应，需要共谋或达成协议瓜分市场。 
2．产品需求函数。 
纯粹寡头(pure oligopoly)有相同的需求曲线：P=f(Q1+Q2+……Qn)。 
∏A= f(QA+QB)QA—CA(QA)=f(Q2

A+QAQB)—CA(QA) 
差别寡头(different ional oligopoly) 依存度较低，价格、收益和利润是其他厂商产量和自己产量

的函数，只有成本是自己产量的函数：PA=f(QA，QB)，RA=f(QA，QB)，∏A =f(QA，QB)QA—TCA= f(QA，

QB)QA—CA(QA)。 
3．信息不完全。 
古典寡头：推测别人的 P 和 Q 来决策。天真寡头不论对手对不对自己的决策作出反应都继续

保持自己的 P 和 Q。老练寡头认识到相互的依存性而采取共谋的行为方式。 

二、古诺模型(双寡头模型 duopoly model，Antonio Augstin Cournot) 

1．模型的特征。 
模型假定两个厂商生产无差别的矿泉水，P=f(QA+QB)，MC=0。 
天真寡头。双方决策时都把对方不改变产量作为自己决策的因素。 
博弈的结果，有 n 个厂商，每个厂商的份额是 1/(n+1)，n 个厂商的总份额是 n/n+1。完 
全竞争厂商的全部产量等于市场所需要的产量，份额是 1。完全垄断是 1/2。寡头垄断是 2/3，

产量接近与垄断竞争的厂商。 
2．古诺模型的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 
P=f(Q)=f(QA+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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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弯需求曲线(Kinked demand curves)—斯威齐模型（P·W·Sweezy,Sweezy model） 

1．模型的性质和意义。 
他运用跟跌不跟涨的折弯需求曲线，分析有独立行为的差别寡头推测其他厂商对自己的价格反

应是跟跌不跟涨，从而得到价格刚性(price rigidity)的解释。 
2．模型 
dd 和 DD’需求曲线。 
3．折弯需求曲线 dkD’。寡头厂商推测其他厂商跟跌不跟涨的需求曲线。 
4．厂商跟跌不跟涨形成 MR 弹性的落差或缺口。 
5．推测其他厂商跟跌不跟涨，造成厂商不敢轻易变动 P。 
6．只要要素涨价使 AC 和 MC↑<P0，厂商就不敢涨价。 

四、寡头市场的价格决定 

1．价格领先制。 
有实力的大企业制定价格，其他企业采用这一价格来享受大企业定高价的好处，同时也省去了

自己定价的麻烦。 
2．限制进入定价法(Entry-Limiting Pricing)，在市场的企业把 p 定在后进的企业进来就会亏损

的水平上 
3．晴雨表型。 
价格领袖。这种厂商掌握市场变化的信息领先其他厂商，其价格成为其他厂商定价的参照。 
成本加成法。平均成本+平均成本×行业利润率＝价格。100 元成本＋100×10%利润率＝110

元。避免寡头间的价格竞争，价格相对稳定。 
特尔。寡头之间公开勾结，定价限产。OPEC。但容易破坏协定。 

第六节  不同市场经济效率的比较 

根据产量和价格高低划分。完全竞争 高，垄断 低，垄断竞争和寡头居中。 
完全竞争市场产品无差别；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庞大的广告支出和过高 P；垄断和寡头厂商有

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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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博弈论和竞争策略(game theory and competitive strategy) 

一、概述 

1．研究决策主体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均衡问题。 
2．博弈：决策主体(player)在一定环境和规则下，按一定的次序和次数选择和实施策略以取得

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强调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 
3．博弈次数。一次性博弈、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又分为：有限次数博弈(finitely repeated 

games)，无限次重复博弈(infinite repeated game)。重复博弈重视合作。 
4．信息(information)。参与人关于双方环境、条件或特征、策略及不同策略的得益信息的知识，

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称信息 (symmetric information)与不对称信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包括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
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不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信息等。 

5．均衡 equilibrium：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包括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常和

博弈(constant-sum game)，变和博弈(variance-sum game)。 
6．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强调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

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 ， Selten，
Harsanyi)，强调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和个人 优决策；策略设计要求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

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但个人理性可能与集体理性冲突，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的。 

二、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 

1．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优选择与 优结果不符。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古诺模型各厂商的产量 1/3<各自追求的 1/2 产量。 
2．合作博弈。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可能实现，其 好策略是“以牙还牙” ( Tit for tat strategy) 或“触发策

略”(trigger strategy):试图合作并用报复、惩罚等威胁来维护合作的策略。 
计算无限重复博弈各阶段总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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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重复博弈指出了参与人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中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产生集体理性的可能

性。只要每个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都有积极性为自

己建立了与合作的声誉，都有积极性惩罚机会主义行为。 

本章复习 

1．简述下列概念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  边际收益  收支相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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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营业点  生产者剩余  租金  准租金 经济租金 
2．简述短期供给曲线 
3．简述短期内完全竞争厂商利润 大化条件。 
4．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5．简述完全竞争市场成本不变行业、成本递减行业和成本递增行业长期成本的特征和形成条

件。 
6．寡头市场的条件 
7．古诺模型的寡头反应函数 
8．纳什的囚徒困境模型的思想 
9．触发策略的基本含义 
10．比较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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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产要素需求与供给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要素所有者供给要素的原则和各类要素均衡价格决定。 

第一节  要素需求 

一、使用要素的原则 

1．使用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要素使用的边际成本 
MRX = MRP=(PQ)’x =dR/dx，dQ/dx 递减决定要素使用量与 MRx 负相关和负斜率的要素使用

曲线。 
2．MCX=(PxX)’x=dC’/dx。MCX 与 X 的使用量、要素价格正相关；正斜率的成本曲线。 
3．使用要素的利润 大化。 
Π’X =R’X—C’X =0，MRX =MCX 

满足二阶条件，Π’’X <0→MR’X<MC’X,MR 负斜率，MC 水平或正斜率。 

二、买方和卖方完全竞争要素使用的原则 

1．厂商作为卖方(产品市场)完全竞争, 产品价格 p为常数；P=MRQ=AR,故MRX=(PQ)’X=PMPX 

MRP=MRQ·MP，MPx 递减带动 MRP 递减。P 为常数时，MRP=VMP=P·MPX，故 MRP 与 VMP
重合向右下方倾斜。 

P·MPX曲线移动：p 变动、技术变动、要素的配合效率推动 PMP 移动。 
2．厂商作为买方完全竞争， PX为常数。 Px 不变时的 MCx。MFCX =(PXX)’X =PX； PX =FC=AFC

重合为一条水平线。 
3．卖方和买方完全竞争下要素使用的利润 大化原则： MPR=P·MPx =PX 
完全竞争条件下，p=AC 低点，等于要素价格，故无超额利润。 
4．关于 P·MP=PX 是利润 大或成本 小的证明 
利润 大化证明 
π=PQ—wL—rK， 
Π’ L=R’L—(wL)’L = 0， 
P·MPL=w， 
Π’K=R’K—(rK)’K =0， P·MPK=r 
成本 小证明: 
C=wL+rK+λ[Q—f(L，K)]， 
C’L= w—λMPL=0，λ =w/ MPL= (dC/dL)(dL/dQ )=MCQ， 
C’K= r—λMPK=0，  λ＝ r /MPk 
∵λ= dC/dQ=MCQ，从而有 MCQ·MP=w。 
∵ MCQ=MRQ ，∴  使用要素的原则 MRQMP=w 也为 MCQ · MPL=PMPL =w ，或

MCQ·MPk=PMP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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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使用的原则 

1．卖方垄断和买方竞争的厂商使用要素原则的形式 
P 是变数时的 MRP 的形式。 

Q
dx
dppMP

dx
dQQ

dQ
dppMPPQMPMRMRP QxQ −=−=== )()( '  

MRP=MRQ·MPX =(a—2bQ)MPx,  P·MP=(a—bQ)MP，MRP<P·MP。MRP 在 P·MP 下方，其垂

直距离是 Qdp/dx,MRP 的斜率是 PMP 斜率的两倍 
超额利润来自厂商的卖方垄断：Q(P—PX)=π，(P>PX) 

Q
dx
dpPPMP

pQ
dx
dppMPPMRP

XX

xX

=−

=−→=
 

2．卖方竞争和买方垄断下的要素使用原则 
卖方竞争，P 常数，MRP=VMP ；买方垄断，Px 变数， 

x
x

xx PX
dx
dp

XPMFC +== ')(  

AFC=PXX/X，设 PX/X= a，AFC= aX，TCX =PxX=aX2，MFC=2aX， 
线性要素成本函数：PX = a+bX，TCX = aX+bX2，MFC= a+2bX，MFC 是 AFC 斜率的两倍。

卖方竞争和买方垄断下的要素使用原则和超额利润来源 

X
dx
dp

PPMPMPX
dx
dp

PMPFC x
xx

x =−=+== π,,MMRP  

P·MP=a+2bX，π=a+2bX—a－bX =bX=PX 。超额利润来源于买方垄断，按平均成本购买要素，

而不是按边际成本购买要素。或π=X(P—PX)=X(2PX—PX) 
3．卖方买方垄断要素使用原则，超额利润来源。 

x
x Px

dx
dp

Q
dx
dppMP +=−  

VMP—AFC=(VMP—MRP)+(MFC—AFC) 
MRP=MFC，MRQMP=MFC 
(a—2bQ)MP=2PX 

四、要素的需求曲线 

1．要素需求和要素需求曲线 
要素需求是引致需求(derived demand)、联合需求(united demand)。要素需求曲线是指要素 Xd

与 Px 的减函数关系。 
2．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要素需求曲线 
PX=VMP=MRP，PX = f(MRPX) 成了 Xd 曲线的表现形式。PX与 Xd 的反向关系，是通过 PX与

MRPX正相关、MRPX与 Xd 负相关来表现的，MRP 成了自变量，PX 成了因变量。 
使用几种要素时，一种 Px 变动的替代效应引起 PMP 的移动从而引起 Xd 曲线的移动。要素价

格变动或技术变动引起产品价格变动时的要素需求曲线。 
3．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的要素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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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垄断厂商的要素需求曲线 MRP=MRQ·MPX<PxMP，要素需求曲线与 MRP=MRQ·MP 重合，

MRP=MRQ·MP 是要素需求曲线的表现形式。每一个垄断厂商是独立的，因此，每个厂商的要素需

求曲线与 MRP 曲线重合，且每个厂商的要素需求曲线互不影响。 
买方垄断的要素需求曲线。厂商按 AFC=PX 购买要素。对不同的卖量支付相同 px 或对相同的

买量付不同 px，故买方垄断可以有不同的需求曲线。水平和正斜率的需求曲线。 

第二节  要素供给原则和供给曲线 

一、要素供给的原则 

1．所有者的供给目标与条件。总效用 大化由要素市场供给的收入所购商品效用和自用资源

的效用构成。约束条件为 Px 和要素资源在供给市场部分和自用部分之间的配置。 
2．要素供给原则：根据要素价格组合资源的市场供给和自用部分以获得 大效用。 

二、要素供给曲线 

1．Xs 与 Px 的增函数关系。受 Px 和自用部分的制约，要素供给曲线由要素效用无差异曲线和

预算线所有切点的连线间接地得到。 
2．要素配置的效用无差异曲线：要素供给者为保持同一效用，收入与自有资源不同组合的轨

迹。斜率－dy/dι ，自有资源对要素提供的收入的替代率，表示在保持总 u 大化不变时，每增

加单位自有资源就必须减少要素供给产生的收入的比率。 
3．要素配置的预算线。既定资源下要素供给收入与自有资源不同组合的轨迹。K*=PxX+Pxι

=y+ Pxι，线性方程为：y= K*－Pxι。斜率：y/ι=K*/(K*/Px)=Px 
4．要素所有者效用 大化原则或要素供给的原则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得到－dy/dι=Px 
或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 
5．要素的供给曲线。Xs=f(Px)由价格扩展线即所有要素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切点的连线决定。 

y

0 ι

k0
1

k0
2

k0
3

Px

0
x

 

第三节  均衡工资、地租和利息决定 

一、劳动供给曲线与均衡工资决定 

1．工人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 
工人效用 大化的均衡条件： —dy/dh=w，预算线斜率－ y/h=16w/16= w。 
2．工人个人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 
较低 w 使工人多劳动替代闲暇决定正斜率的劳动供给曲线。当 w↑>劳动↑即等量 L 有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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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时，形成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但劳动的市场供给曲线随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 后弯的个人劳动供给曲线

y=wL

0
hh1

y1

h2

y2

FG

h3

w

0 L

h1与h3替代效应产生正斜率供给曲线
h3与h2的收入效应产生负斜率供给曲线

 
3．均衡工资决定 
厂商垄断和工会垄断下的均衡工资决定。工会力量使工资趋向 MFC=VMP；厂商力量使工资趋

向，MFC=MRP 决定的 AFC。工会力量取决于工会会员人数、工人流动性、工会基金和斗争艺术。

工会垄断的作用厂商 Ld 不变，工人通过限制移民、 多工作小时立法、高会费限制工会会员、减

少童工和女工、强迫退休等限制劳动供给，提高均衡工资。Ls 不变，通过改善管理、支持限制进

口、广告促销提高产品需求，维护厂商垄断高价增加工资。通过行业工会或立法提高货币工资。 

二、土地供给曲线和均衡地租的决定 

1．土地供给曲线的形状。不可利用的土地变成可利用的在时间、技术和成本限制下，使短期

内可利用土地供给曲线垂直，长期有陡峭的正斜率。土地市场供给有结构条件下，不同结构的转换

产生正斜率的供给曲线；供给土地无结构时供给曲线垂直。 
2．土地收入和效用是土地价格的递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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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结构的垂直供给曲线 
无结构的市场用地的预算线：y= PxX，斜率=PX ，X 为常数时， y 是 PX的增函数。 
无结构土地的水平无差异曲线：斜率 dy/d ι，当全部土地为 x 时，斜率 y/x＝dy/dx， PX 既

定，y=pxX 为常数， dy/dx＝0，从而 du/dx=(du/dy)(dy/dx)=0，效用不变。 
Px 不同，效用水平不同，从而水平的效用线随 PX 的升降而升降。 
垂直的土地供给曲线。均衡点上： y/X=PX >0= (du/dy)(dy/dx)表示在ι＝0 时，只要价格为正，

土地所有者就会把全部土地提供给市场。ι＝0，连接各均衡点得到垂直的价格扩展线，从而得到

垂直的土地市场供给曲线；表示市场土地供给固定时随价格变动土地市场供给的效用水平的升降。 
4．均衡地租的决定。 
土地稀缺是地租产生的根本原因。否则土地供给无限，不付租也可以使用土地(横轴为土地 D

曲线)。土地需求曲线移动决定均衡地租变动。 
5．级差地租。总成本、土地数量等他条件相同由土地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差别产生。 
级差地租＝总产值－等量总成本，或级差地租＝Q(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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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均衡利息的决定 

1．资本供给的无差异曲线：在满足同等效用水平条件下当前消费量与未来消费量的不同组合。

资本供给的实质是资源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是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决策。曲线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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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消费决策的预算线：既定收入用于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不同组合。 
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更偏好当前消费，以致 du/dc0>du/dc1，利息是对为了未来消费而牺牲

现在消费的报酬。则未来收入等于节约的当前收入及其利息： y =W+W’=W+W（1+r）预算线斜率：

W’/W= —W（1+r）/W= —（1+r）/1， W/=W（1+r）。预算线斜率三个特点： 
斜率为负，表示 c0↓一个单位，将↑（1+r）个单位 c1。预算线斜率与 r 正相关。收入用于未

来的消费必须要有初始的当前消费 C0
0 为基础，未来的消费为：C0

1= （W—C0
0）（1+r） 

3．长期消费决策的均衡条件： dC1/dC0= —（1+r） 
4．资本供给曲线 
资本与利率的正斜率关系。所有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连线构成价格扩展线，表现 r 与 c0

反向变动关系，从而反映 r 与 c1 即 ks 的同向变动关系。若利率很高以致等量储蓄或贷款可以获得

更多的利息，从而资本供给曲线后弯。 
5．均衡利率的决定。厂商使用资本的原则：MRPK= r。均衡利率则决定于资本供求曲线的交

点。 

第四节  社会收入分配和分配政策 

二个问题：分配平等度的标准及其与效率的关系， 
分配政策。 
1．社会收入分配平等度的标准和效率的关系。分配标准或尺度。 
按要素价格分配，是效率标准；能力和机遇的差别会形成收入的差别。机遇和能力的不平等。

牺牲效率 大的方法：按需分配和按人头分配。 
2．分配平等度的标准。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工资差异率。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3．社会收入分配政策 
用税收政策(所得税、累进税、累退税、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消费税等)平衡收入差别。

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扶贫政策，医疗保险和医疗援助，教育帮助，劳保，住房改

善。 

本章复习 

1．为什么说要素价格决定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2．决定引致需求有哪些因素？ 
3．简述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及其在不同特征市场下的表现形式。 
4．在什么条件下要素需求曲线是沿要素边际收益曲线移动的？ 
5．要素需求曲线怎样能从要素边际收益曲线中分离出来？ 
6．用利润 大化和成本 小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使用的原则。 
7．为什么在要素需求曲线与要素边际收益曲线重合时，要素边际收益曲线不是需求曲线，但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66 

又能成为要素需求曲线的表现形式？ 
8．厂商作为卖方垄断时要素需求曲线是无条件地与要素边际收益曲线重合的吗？ 
9．为什么说买方垄断时要素需求曲线是由要素的 AFC 或要素的 MFC 与 MRP 的交点决定的？ 
10．为什么要素供给曲线不能由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的关系直接得到？ 
11．写成出消费者垄断时要素供给的边际效用形式。 
12．简述要素供给效用 大化的原则及其蕴涵的机会成本思想。 
13．简述要素的供给曲线。 
14．简述工人劳动供给的均衡条件。 
15．工人工资的替代效应的高低和收入效应的高低分别对工人个人的供给曲线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16．工会垄断对均衡工资的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7．当只有一个工会和一个垄断厂商时，决定均衡工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18．为什么在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时，或个人所有的土地有自用部分时，市场供给部分的曲线可

能是正斜率的？而土地只有一种用途时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19．为什么土地只有一种用途时，土地供给的边际效用曲线是水平的？ 
20．什么因素会使土地的需求曲线移动？ 
21．当全部土地都已被使用，土地需求曲线移动的特征是什么？ 
22．比较租金、准租金、生产者剩余和经济租金的之间的异同点。 
23．简述资本供给预算线斜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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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福利经济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帕累托 优态、 大社会福利及其条件。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性质 

一、福利：Welfare：comfort and happiness 

1．个人福利：个人心理、生理上感到舒适、快乐和幸福。 
2．社会福利：个人福利总和，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经济福利可以用货币计量。确定

一个经济是否增进了或减少了福利，必须先确定福利的大小及变化的标准。 

二、福利经济学的规范性质(normative economics) 

1．依据社会的价值判断评价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2．研究资源在厂商之间，产品在家庭之间的 优分配怎样使家庭的效用 大化和厂商的利润

的 大化。 
3．新旧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增加是指社会上较多人得到的较大满足，社

会福利 大化是 大多数人的 大满足。国民收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新

福利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是否有效率，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和实现经济效率的条件有

哪些？ 

三、福利经济的三大目标。 

1． 大的选择自由。 
2． 高的经济效率。 
3．效率公平兼顾的原则。 

第二节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和达到经济效率的条件 

一、经济效率的几种状态和 优状态即帕累托标准（或帕累托 优标准） 

1．帕雷托标准：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或处在什么状态的标准。 
2．收入分配使有些人的情况变好而另一些人变坏，则不能判定社会福利增加与否。 
3．资源配置使得有些人的情况变好而另一些人没有变坏，社会福利↑。或资源配置不使任何

人变坏，但至少使一个人变好，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或效率提高。改进前的状态不

是 优的。 
4．配置使一些人境况不变而使另一些人变坏，则福利↓。资源配置不使任何人变好，至少使

一人的处境变坏，则变动前的状态 优，现状无经济效率。 
5．经济效率。帕累托 优状态或经济效率（Pareto efficiency，Pareto optimality）：资源配置

不使任何人变坏，又至少不使一个人变好，即不再有改善的可能。 
一旦达到帕累托 优状态，改变配置一定会使一个人的福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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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 

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包括帕累托 优状态的交换条件、生产条件、生产和交换结合的条件；

所使用的工具：消费和生产的无差异曲线和埃奇喔斯盒子。 
1．帕累托 优状态的交换条件 
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商品替代率 RCS 对任何两个消费者相等。实现条件：RCSAXY =PX/PY 

=RCSBXY。连接两个消费者的所有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连线称为效率曲线、交换的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表示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 优分配的集合。 

2．帕累托 优状态的生产条件。 
任何两种要素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 RTSLK 对任何两个生产者相等：实现条件：RTSCLK =w/r 

=RTSDLK。连接两个生产者的所有等产量曲线切点的连线为生产效率或生产契约曲线：两种要素

在两个生产者之间 优分配的集合。 
3．帕累托 优状态的生产和交换结合的条件。 
基本方法：在由生产的契约曲线转化来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或产品转换曲线空间内置入交换契约

曲线。负斜率—dy/dx，为边际转换率 RPTXY（或 MRT：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一种产

品 优产出的增加伴随另一种产品 优产出的减少。投入品更多地从 y 转向 x。曲线凸向右上方(斜
率绝对值递增)：每↑单位 x 所放弃的 y 越来越多。 

资源和技术水平变动使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 
生产和交换相结合的 优条件，是消费者的商品替代率等于产品的转换率：RCSXY =RPTXY。 

三、完全竞争是实现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 

1．整个经济达到帕累托 优状态要求同时实现： 
RCSAXY =RCSBXY，RTSCLK =RTSDLK，RCSXY =RPTXY 、 

2．完全竞争均衡的价格体系是同时实现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 
在完全竞争均衡下，RCSXV =PX/PY，故有：RCSAXY =PX/PY =RCSBXY；RTSLK= w/r，故有：RTSCLK 

= w/r=RTSDXY 
3．RPT=dy/dx＝MCX/MCY= PX/PY= RCSXY 

第三节  最大社会福利 

一、性质与条件 

1． 大社会福利是实现 优效用水平的社会福利。 
2．条件：代表社会福利的无差异曲线与代表 优效用水平的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 

二、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 

1．社会福利函数：社会所有人员购买的商品、提供的要素及其他相关变量的函数，是所有个

人效用水平的函数：W=W（u1……un）。不是 优效用水平的函数。 
2．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由两个消费者组成的社会中，在保持同一社会福利水平条件下，两

个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不同组合的轨迹。 
社会无差异曲线只代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而不代表 优的社会福利和效用水平。 优的效用

水平是通过效用可能性曲线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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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无差异曲线

～在同一条曲线上，两个消费者不同效
用水平组合的社会福利是相同的。

u10

u2

w1

w2

 
3．效用可能性曲线 UPC：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 
交换契约曲线置入生产可能性曲线，把所有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斜率相等的交换曲线转换成两个

消费者的 优效用水平成反向变动的曲线。 
效用曲线同时满足帕累托 优状态的三个条件。资源和技术水平 优产量变动使效用曲线的移

动。 
曲线的斜率为负(递增或递减不确定)。－dU1/dU0 表示，在既定的生产资源、技术条件下，在

给定生产的 优产量组合条件和一个消费者的 优效用水平↓，另一个消费者的 优效用水平↑。 
但效用可能性曲线没有给出 优效用水平所需的社会福利水平。 
4． 大社会福利.：实现 优效用水平的社会福利。条件：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与 优效用可

能性曲线相切： 
dU1/dU0=du1/du0。主观与客观。 

U1

0 U0
w1

w2

w3

～切点是“限制条件下的 大满足点，是决定 大社会福利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点。在切点

上，社会福利水平达到 大，帕累托 优状态的三个条件同时被满足。

 

三、福利经济学的两个观点 

1．阿罗不可能定理 Arrow，Kenneth Joseph (美)1972. 
定义。在有众多的个人偏好中，缺乏基本的传递规则，故不可能得到由个人偏好次序形成的社

会偏好次序。能够存在的从个人偏好得到的社会偏好次序有：独裁规则代替大多数的规则；所有人

的偏好一致；。政府的偏好与投票规则(即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相结合。 
2．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Oskar Lange(1904-1965，波兰) 
背景。本世纪 30 年代，米塞斯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能合理配置资源。兰格反

驳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也可以利用市场配置资源。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由市场调节，消费品市场可以实现完全竞争均衡。生产资料公

有制可以模拟市场做到合理配置。中央计划当局通过发布产品和要素的会计价格用“错试法”调整

产品、要素供求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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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 

1．福利概念与效用概念是否相似？ 
2． 佳的效率与公平的组合是什么？ 
3．简述福利经济学的性质的意义。 
4．区别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 优状态。 
5．简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 优状态和达到帕累托 优状态后改变配置之间的关系。 
6．为什么说帕累托 优态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才能实现？ 
7．简述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 
8．为什么说交换契约曲线和生产效率曲线分别代表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 优分配的组

合，和两种要素在两个生产者之间 优分配的组合？ 
9．为什么说效用可能性曲线代表同时满足帕累托 优的三个条件？ 
10．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 
11．为什么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被划为福利经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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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学习

和研究减缓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第一节  垄断与市场失灵 

一、垄断与低效率 

垄断产生利润的条件是 P>AC，MR=MC，造成价格高和产量低。帕累托 优状态的条件是

P=MR=MC=AC 的 低点。 

二、政府干预不能消除垄断 

1．政府定价使 P=AC<MC，虽然消除了利润但造成了 S<D。 
2．政府定价使得 P=MC>AC，虽然留出了部分利润，产量也有增长，但价格仍然大于完全竞

争的价格。 
3．对自然垄断企业的政府管制。 
自然垄断企业 MC 长期处在 AC 的下方。政府按 P=AC 定价，消除利润，但产量不是 大，价

格不是 低。政府按 P=AC 定价，消除利润，但产量不是 大，价格不是 低。 
4．反垄断法。禁不住垄断，尤其是纵向垄断。企业规模具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5．只要存在市场竞争,竞争一定产生垄断，有了垄断无法达到帕累托 优状态。政府是由个人

组成的，他们对社会的关心会被自己的利益冲淡。政府的信息不充分，不能正确估计各种反映。政

府官员存在腐败；压力集团对政府的压力。 

第二节  外部影响(external effects)与市场失灵 

一、外部影响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所产生的私人利益、私人成本与其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成本不相等 
1．外部不经济，MRp >MCp<MCs >MRs。外部无积极性。外部帕累托改进： MRp－MCp= MCs

－ MPs。 
外部不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社会利益小于私人利益：MRs/MRP<1；社会利益小于社会成

本 MRs/MCs<1；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MCp/MCS<1；私人成本小私人利益；MCp/MRp<1。 
外部不经济：MRs<MCs>MRp>MCp，外部帕累托改进： MRp－MCp＝ MCs－MRs 
2．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cs )。社会利益>私人利益：MRs/MRP>1；社会利益>社会成本 

MRs/MCs>1；私人成本>社会成本 MCp/MCS>1；私人成本>私人利益；MCp/MRp>1。 
外部经济 MCp>MRP< MRs>MCs，私人活动积极性↓。帕累托改进途径：对外部获益单位征

税补贴私人经济。MRs－MCs ＝MCp－MRp。 

二、对付外部影响的政策 

1．税收和津贴： 2．企业合并。3．政府强制管制。合并困难和环境污染需要政府强制，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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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较强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4．明确产权。 

第三节  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 

一、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 

1．私人物品：在消费和使用中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物品。竞争性：某人消费了这种物

品，则他人不能消费，前提是稀缺和私有。排他性：只有付费人才能使用。 
2．公共物品 
纯公共物品：同时具有非竞争(non-rivalry)和不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公共资源：不付费使用的

稀缺公有资源。准公共物品：付费使用的非竞争性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向更多的人提供服务，而社会并没有因此付出额外的成本，故其社会 MC=0。私人物

品的 MC 成本>0。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本质区别不是该物品是否由政府或私人提供。 

二、公共物品 优数量决定的市场失灵 

1．私人物品的 优数量由每个消费者的边际利益(PQ)’P=产品的边际成本(PXX)’Q 决定；每个

消费者购买同一商品按同一价格付费，市场需求曲线是个别需求曲线的水平相加，需求总量是

P(QA+QB+……Qn)。 
2．公共物品 优数量市场决定失灵。 
公共物品的供给固定，MC＝0，供给曲线垂直。每一个消费者消费同一个物品总量，但支付的

P 不同，市场 D 曲线是个人 d 曲线的垂直相加，公共物品需求总量为 Q(PA+PB+……Pn)，对总物品

支付的价格＝所有消费者支付的∑Pi。公共物品市场均衡数量：所有消费者的∑MR＝公共物品的

成本。 
3．特征：按付费计算的需求小于真实的需求，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大于其供给。 

三、公共部门缺乏效率及其对策 

1．公共部门或公共资源效率低的原因 
政府垄断公共部门的经营，缺乏竞争。 
政府经营公共部门缺乏利润动机。 
政府供给过度。 
公共资源利用的利益机制不健全。 
2．对策。 
使当公共物品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投资。 
让私人承包和经营公共物品，让私人与政府在经营公共物品方面竞争。 
分散政府的权力。 
公共资源的使用权私人化，技术上对公共资源分割使用。 

第四节  信息不完全与市场失灵 

一、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 

1．帕累托 优状态以完全和对称信息为前提，市场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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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的原因。 
客观变化的偶然性；知识的有限性；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双方方故意隐瞒交易信息，

卖者诱使买者出高价，买者诱使卖者出低价。 
3．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下买者对质量的间接判断和市场非出清。 
根据商品的保修期、售后服务、广告、政府对产品质量信息的公布及厂商其他方面的承诺；根

据经营规模的大小；根据商品 p↑↓判断产品平均质量↑↓等。间接判断的信息不准确，导致市场

不能出清。以质量信息不完全为例。曲线后弯。 

二、其他不完全信息与市场失灵 

1．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Moral wizard)。 
2．经理市场。 
3．国企市场。政府允许一些国企可以有政策性亏损，企业利用政府的不完全信息，把非政策

性亏损也报成政策性亏损。 

三、信息不完全下的激励机制 

A 方案：以固定报酬制 R=r+b(P－P*)为例。 
B 方案，以分成制 R= cP* +b(P－P*)为例，激励说真话。 

本章复习 

1．市场失灵 
2．垄断与市场失灵 
3．政府干预垄断与市场失灵 
4．外部影响 
5．外部经济与市场失灵 
6．外部不经济与市场失灵 
7．减缓外部影响的政策 
8．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9．公共物品的供求特征 
10．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 
11．减缓公共物品造成市场失灵的政策 
12．信息不完全与市场失灵 
13．减缓信息造成市场失灵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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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体系结构框架 

《现代企业学》是一门以专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的结构关系为特点的工商管理及经

济学学生的专业基础课。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以使广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的基本理论和现代

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能够对现代企业的本质、存在方式、制度规范、组织形式和结构体系等有比

较全面的把握。主要教学内容由七个单元组成：第一章：企业的本质及基本内涵；第二章：企业组

织的存在与发展；第三章：企业产权制度；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第五章：企业组织结构；第六

章：企业集团；第七章：企业文化与跨国企业。 

二、学习意义 

对于工商管理类及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这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理论课，学习这门课程对广大学

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其一、基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益的需要。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宏观和

微观两个层面来展开，宏观层面改革的着眼点是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

微观层面改革的着眼点是如何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经济运

行效益，当前 重要的还是要从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即如何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着手，因为企业是

经济活动的 重要的主体，是经济运行的 根本的基础。要真正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来推动我

国的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益，其前提是要对现代企业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本门课程为此提

供了关于现代企业的全面而系统的知识。 
其二、关系到如何在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需要。“十六大”已经提出了要在我国全面

实现小康的目标，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那么，我们要全面实现小康就必须全面发展我

国的现代企业。由于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使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要

依靠他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小康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现代企业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

需要，才具有满足人们丰富多彩小康生活的各种需求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大力发展现代企

业。这样，必然会对什么是现代企业、如何认识并指导人们在实践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等问题提出

理论上的要求，本门课程对这些问题予以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 
其三、满足人们系统掌握现代企业的理论要求。虽然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基本框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在这一框架中的现代企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但是，在理论上

不同程度存在着对现代企业认识的模糊性或片面性。这一方面是因为难于找到关于现代企业的深入

浅出的系统介绍和全面分析的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以“现代企业”作为独特研究对象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门课程在满足人们这方面的理论需求上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本门课

也对这一领域或对象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学习要求 

学习《现代企业学》这门课，既要注重理论的学习，又要善于思考，特别是要注意理论联系实

际，学习掌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论体系主要是围绕本课程进一步学习现代

市场经济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思想。实际问题主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

我国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有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思考，问题与办

法联系起来学习，才能够真正掌握理论的要义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82 

第一章  企业的本质及基本内涵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对企业的本质和基本内涵有较全面和深入

的把握，能够从理论上对什么是企业予以分析和阐释。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传统经济学对企业的

认识，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企业的组织性质及内在关系，企业组织的扩展方式，企业组

织的边界，企业的制度及制度构成特点，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特征。本章的重点是掌握交易费用经济

学对企业本质的分析；传统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不同认识；如何认识企业的边界；制

度与企业的制度的基本内涵及构成。本章的主要难点主要有怎样理解企业的本质？为什么会产生企

业？企业的制度及其构成如何？ 
学时分配：8 学时 

第一节  企业的本质 

一、传统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 

（一）传统经济学所认识的企业 
1．企业与生产函数。在传统经济学看来，企业仅仅是谋求产出 大化或利润 大化的生产单

位或经济单元，其功能是把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因此，可以把企

业简单地视为一个生产方程，用生产函数来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经济

学是把企业视为一种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所表达的是一种技术关系，其投入与产出之间以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转化，同技术进步

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当给定一种既定的技术，都存在一个生产函数，并由此决定了投入与产出之

间的变换关系。这样，传统经济学把企业看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无异于从根本上把企业归结为技术

关系结合体。 
2．企业与协作生产。传统经济学认为，与企业存在有关的 重要的一个技术因素，是所谓“协

作生产”和“规模经济”。协作是 简单和 基本的内部分工形式，而这种内部分工将导致有组织

的协作过程，而协作的产生也就可能促进了原始企业的产生。 
传统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企业出现的分析，主要归结为由于技术的内在联系导致了协作

生产所致。因技术存在许多操作环节，每一项完整的产品是由许多技术环节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所包含的技术环节不断增加，在完成一个完整产品的前提下，不同的技术环

节存在着内在的有机性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当把这些为完成某种产品生产的不同技术环节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生产组织，就出现了企业。 
（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及问题 
1．传统经济学的主要观点。（1）企业是一种生产函数。也就是说，企业是在投入—产出的对

应关系下存在和运行的。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就好比数学中的函数那样，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

在着对应关系。（2）企业是协作生产的产物。因为协作生产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协作生产可以产

生规模效益。因此，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和产生规模效益，许多生产环节和生产过程就通过协作连接

到一块，这样就形成了企业。（3）企业是技术关系的组织形式。不论是生产函数，还是协作关系，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其根本内在联系是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技术关系，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由不

同的技术关系所决定的。 
2．对传统经济学的质疑。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分工与协作不仅存在于企业内，同时也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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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也就是说，在企业内可以按分工与协作来完成产品的生产，而在市场中也可以借助不同的

生产单位来承担相应的生产环节的任务，又通过市场把这些不同的生产环节协作起来。也就是说，

协作生产的效率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企业为什么还能产生并存在或发展下去呢?显然，仅以技

术关系的分工协作解释企业的形成或存在的认识是很有局限性的。 

二、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 

（一）科斯对企业本质问题的思考 
1．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目的在于探求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企业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企业和市场作为一种管理机制的局限性和互补性等被传统经济学所忽

视的重大命题。它提出并论证了市场交易费用是企业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产生与变化的决定因素，

是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关键。 
2．科斯的思考与分析。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一文中，提出了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指挥生产，它是由一系列市场上的交换交易来协调的。而在企业

之内，这种市场交易被取消，复杂的市场结构连同交换交易被企业主这种协调者所取代，企业主指

挥生产。显然，十分清楚的是以上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方法。然而，考虑到这样的事

实，如果生产由价格变动协调，它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也完全能够进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

还要有组织存在呢?” 科斯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涉及企业产生和存在的根本性质的问题。 
科斯通过分析指出，市场的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力（企业主）指

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企业主必须以较低成本行使自己的职能，因为他可以以比他所取

代的市场交易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总是可以回到公开市场上去。在

科斯看来，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存在，企业和市场分界的唯一变数。科斯指出，企业通过内化市场

交易而减少交易费用，假如企业内部安排所需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就有关的一笔交易而言，

企业就是比市场更有效率的交易管理机制，内化市场交易就是有利可图之举。因此，企业之所以产

生就是因为企业在内化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节省了交易费用。换言之，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

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 
（二）威廉姆森对企业产生及本质问题的认识 
1．威廉姆森对企业替代市场的认识。威廉姆森的分析是从人这个经济中 重要的角色入手的，

通过对人的经济活动及其交易动机的分析，来比较等级结构（即企业）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威廉姆森指出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管理机制在“理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未来不正确性”，

“小数目条件”这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使市场交易的效率降低，费用增加，甚至不能完成交易，

也就是使市场作为交易管理机制而失灵。企业管理机制正是弥补或取代市场机制应运而生的。 
2．威廉姆森对形成企业的前提的分析。威廉姆森从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交易所涉及的

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三个维度，分析交易的性质及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其中，认为资产专

用性对企业的内化过程起着 重要的作用。资产的专用性主要有四种类型：（1）场地专用性；（2）
物质资产专用性；（3）人力资产专用性；（4）专项资产。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一旦形成便很难移作

他用。如果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已经投入，而交易过早地终止，则所投入的资产将全部或部分地因无

法改作他用而损失。因此，通过企业来组织生产其成本比市场交易要低。 
（三）交易费用的概念及特点 
1．交易费用的定义。科斯把这种在原材料等商品价格之外的附加费用叫做交易成本或交易费

用。一般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者说是利用市场的交

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一个较为流行的定义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

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即为执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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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而发生的成本。” 
2．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主要是：（1）市场和企业为相互替代而不相同的交易机制，

因而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现资源的调配；（2）企业取代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是因为能够减少交易的

费用；（3）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4）企业是通过行政管理机制取代市场价格

机制“内化”了资源的交易过程，但这种“内化”过程也是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因此，企业的内

化过程是有限度的；（5）交易费用的存在及企业节省交易费用的努力是企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区别。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企业的一些本质问题的认

识与传统经济学存在明显的不同：主要是：（1）在“企业是什么”的认识上存在本质的区别。（2）
两种认识具有不同的“分析重点”。（3）确立了不同的“解剖对象”。（4）对企业活动“基本关

系”有不同的认识。 

第二节  企业的组织 

一、企业的组织性质 

企业的组织过程是内化市场交易的过程，而交易是通过某种确定的或不完全确定的契约而进行

的，因此，企业的组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内化了契约关系。威廉姆森曾指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将

经济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契约问题而提出。”交易成本也就是从契约的角度定义的“运用经济体制的

成本。”我们说企业通过组织代替市场来协调生产，实质上就是通过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代替市场

机制来安排生产，因此，企业的组织关系本质上就是契约联系。 

二、企业组织的扩展方式 

企业组织的扩展是在契约联系的基础之上，不断内化通过市场所进行的交易或与之存在交换关

系的经济单位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实现，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组织扩展方式

归纳为三类：横向的组织扩展、纵向的组织扩展和多向的组织扩展。（1）横向扩展。“横向”是

指某一个环节的规模扩展，它是该企业垂直于物流方向的组织扩展过程。（2）纵向扩展。纵向的

组织扩展又称为纵向一体化。这里的“纵向”，指的是一个企业平行于物流方向的向前或向后的组

织扩展过程。也就是指把处于经济活动产、供、销等不同环节的生产要素或经济单位组织于一个企

业之内，或者说使企业的组织延伸到生产程序的其它环节中去。（3）多向扩展。多向的组织扩展

是指企业不局限于在现有行业中的横向或纵向环节的扩大，而是扩展到相关与不相关的行业中去。

于是，形成了在一个企业组织内，存在着多种行业的经营内容。 

三、企业组织的边界 

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企业组织并不是无限增长的，企业和市场总是并存而且相互依赖。当企

业组织扩大到这样的一点：以扩大企业来内化一笔额外交易所节省的费用刚好被管理费用的增长所

抵销。此时，企业就不能靠继续扩大自已的组织规模而盈利了，企业就会停止组织增长，组织规模

就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以这一点为界限，可形成企业与市场相互替代的分界线。于是，企业组织的

边界位置就处在通过市场实现交易与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交易成本相等的地方。其边界既可以用函数

的方式，也可以用图示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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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的制度 

一、制度的概念及特征 

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

济行为。在一系列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中，有一些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有一些则是人们应该自觉

遵守的社会规范。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也就是具体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做出的安排。 
制度的存在是通过特殊的人类活动表现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活动有制度的约束，因此是可观

察和可分辨的；制度是由许多规则构成，由于规则的固有联系，使相应的活动具有稳定的秩序；制

度也内存着意识和习惯，它使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一定的约束规则。 

二、企业的制度及其构成 

企业的制度是关于企业组织所有行为规则的总称。“企业的制度”与“企业制度”应该是内涵

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比后者的外延更大。企业的制度概念包含了企业活动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

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制度结构。 
企业的制度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可以视为由法律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或组织认可的非正式约

束所构成。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行为法则和活动规范。对企业而言，正式约束主

要包括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进行规范化的运作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有关规则，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

成的一种等级结构，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活动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潜在和长久的约束力，

并构成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非正式约束不是通过成形的规则产生强制性的约束作用，而

是通过意识或价值上的沟通和认可，形成一致性的行为取向。企业的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联系。 

三、企业制度 

1．企业制度的概念。我们通常使用的“企业制度”概念，是属于企业的制度结构中的正式约

束的范畴。这是从形式化、规范化、法规化的视角观照企业的制度内容，也可以说是对企业的制度

进行狭义分析。“企业的制度”是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企业所有规则的含义较广的概念，而“企

业制度”仅仅是具有法律特征的正式规则，它是企业的所有制度规则中的 根本的制度。正如我们

通常所说的“社会的制度”与“社会制度”存在的区别一样，“社会的制度”是一个外延极大的概

念，而“社会制度”是专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 
所谓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界定为基础和以制衡结构为核心的企业组织的治理规则。从法律角

度看，企业制度一般被划分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三种基本法律形式，而每一种制度形式的企

业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存在形式。 
2．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在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和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现代

企业制度，就是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现代公司制度。这个定义包含两个层次的涵义：其一，现代企业制度是近一百多年来发达的市

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其二，现

代企业制度主要指的就是现代公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制度中的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 典型

的组织形式。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

业制度；（2）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3）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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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产权成为了商品；（5）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 

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传统经济学认为可以把企业简单地视为一种（   ）。 
A、生产车间   B、加工组织   C、生产函数 P1 
2．生产函数表示的是一种产品的产出和生产这一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之间的（   ）。 
A、生产关系   B、技术关系   C、规模关系 P1 
3．科斯通过分析指出，（   ）是决定企业存在，企业和市场分界的唯一变数。 
A、生产产量   B、投资规模   C、交易费用 P14 
4．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   ）的机制。 
A、资源配置   B、组织过程   C、技术转换 P14 
5．企业的组织关系本质上就是（   ）。 
A、经济关系   B、社会关系   C、契约关系 P22 
6．导致企业横向扩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   ）的作用。 
A、扩大投资   B、规模经济   C、协作生产 P25 
7．（   ）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行为法则和活动规范。 
A、正式    B、一般    C、非正式 P37 
8．企业组织的边界是由（   ）决定的。 
A、经营决策    B、交易费用    C、市场竞争 P31 
9．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当一项耐久性的投资被用于支持某种特定的交易时，这部分资产就

可以叫做（   ）。 
A、专用性资产   B、固定资产   C、存量资产 P17 
10．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   ）。 
A、集团制度    B、公司制度    C、交易制度 P41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我们把企业组织的扩展方式归纳为（     ）等类型。 
A、横向扩展   B、纵向扩展  C、系统扩展   D、多向扩展 P25 
2．威廉姆森从（    ）三个维度分析交易的性质及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A、资产专用性  B、技术关系  C、不确定性  D、交易频率 P17 
3．企业制度一般被划分为（    ）三种基本法律形式。 
A、合作制  B、合伙制  C、业主制   D、公司制 P41 
4．资产的专用性主要有以下类型（    ）。 
A、人力资产专用性  B、场地专用性  C、资金专用性  D、物质资产专用性  E、专项资产

P17 
5．企业的制度包含了企业活动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可以划分为（    ）。 
A、激励规则  B、管理规则   C、正式规则   D、非正式规则 P37 
6．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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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协作生产的产物  B、一种生产函数  C、一些生产车间  D、技术关系的组织形式 P6 
7．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管理机制会在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失灵，这些因素主要

是（    ）。 
A、理性有限性  B、机会主义行为  C、未来不确定性  D、企业自主性  E、缺乏竞争性 P16 
8．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安排的目标原则主要是（    ）。 
A、激励原则   B、经济原则   C、安全原则   D、系统原则 P35 
9．推动企业多向扩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    ）。 
A、广度经济与合成效益  B、资本积累与投资需  C、内部市场与资源合理配置  求  D、减

少经营风险  E、单一行业发展的局限性 P29 
10．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常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主要有（    ）。 
A、生产费用   B、能耗费用   C、交易费用   D、信息费用 P19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实力无限扩展。P30 
2．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P15 
3．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企业是通过技术合作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产生的。P15 
4．组织的纵向扩展是通过规模经济来实现的。P26 
5．的制度是关于企业组织所有行为规则的总和。P37 
6．律角度看，企业制度一般被划分为业主制、合作制和公司制三种基本法律形式。P41 
7．企业制度主要是指现代公司制度。P41 
8．组织的边界处于通过市场实现交易与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交易成本相等的地方。P31 
9．企业是由各种合同所联结和维系着的，所以企业又被称着“合同之网”。P22 
10．在“内化”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节省了交易成本而形成的。P15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企业本质认识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企业组织的主要开展方式有哪些？ 

五、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 

试述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基本特征。 

六、讨论题 

我们在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经常会面临是自己生产零部件，还是通过市场购买零部件的问

题。因此，相对市场的购买就有了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占零部件总量的“自制率”，特别是相对于全

球市场购买的“国产化率”的问题。根据交易费用理论，你如何认识市场化下的“自制率”以及全

球化下的“国产化率”？ 

七、思考题 

1．试分析传统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认识的区别。 
2．哪些交易 好内化到企业内部进行成本更低？ 
3．企业的边界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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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探讨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分析企业产生和发展的经济

社会历史条件，明确公司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使我们对历史过程中的企业及其存在现

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企业发展的历史分期，不同时期企业的形态和特

点，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企业组织形式类型，公司的特性及其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

任公司。本章的主要难点是现代企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实质，以及不同公司的性质特征和现代公司

的存在方式。 

第一节  近代以前的企业演变 

一、企业的演变及早期的企业 

（一）企业的演变 
关于企业演变的历史更替主要是从企业形态来认识，企业形态是企业组织存在和运作的一定形

式。企业的具体组织形态可以有多种形式，但若按企业制度来划分，可以把所有的企业分为业主企

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企业。如果考察每一种形态的企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但如果从企业形

态或企业的组织形式更替发展的过程来看，也就是考察这些形态的相互联系的变化，的确有一个从

业主企业到合伙企业再到公司企业的演变过程。 
我们一方面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形态自身演变

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公司企业的制度和组织的显著变化，可以把企业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

期，并分别称之为：早期企业、近代企业和现代企业。 
（二）早期企业的产生及特点 
1．早期企业产生。早期企业大致是从罗马帝国时期到 15 世纪中世纪的末期。早期企业的起源

和发展首先是和贸易的兴旺、分担风险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早期企业的起源大致有三种观点：

（1）大陆起源说，即认为公司组织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地中海沿岸，由家族营业团体发展而

来。（2）海上起源说，即认为公司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海上贸易，由船舶共有、康门达等组织发

展而来。（3）综合起源说，即认为公司组织既起源于中世纪的海上贸易，又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大陆，由船舶共有、康门达和家族营业团体发展而来。 
2．早期企业的特点。早期企业组织的发展还是处于幼稚、初始的状态，其主要的特点有以下

几个方面：（1）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2）组织上的合伙性；（3）投资的短期性；（4）结构上

的简单性；（5）规模的局限性；（6）责任的无限性；（7）形式的多样化；（8）数量上的有限性。

以上早期企业的诸种特点，足以看出其组织形态的初始性或原始性。 

二、近代公司企业的演变 

（一）近代公司的发展 
1．近代公司企业的发展。从 15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后半叶，是一个由早期企业向现代企业或

现代公司过渡的时期，期间的企业组织和公司可以称为近代企业。当时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航海贸易

相当发达。当这种贸易所要求的资本规模超过了个人或血缘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就产生了一些

以合资或合伙为联系纽带的经济组织，如康门达、索塞特等。随着荷兰、英国的航海贸易和经济的

迅速发展，于是，在荷兰、英国产生了适应这种发展要求的特许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使早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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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贸易组织逐步向特许公司产生过渡，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比较规范的合股公司，从而实现了向现

代公司制度的转变。近代时期公司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的演变过程，可通过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历史考

察。 
2．从 15 世纪后期的合资贸易组织到 17 世纪的特许公司。所谓“特许贸易公司”是指以承担

某些义务换取皇家“特许状”（Charter）才得以成立的公司。特许贸易公司虽然具有某些近代公司

的特征，但它是靠政府（皇家）的政治权力建立的，用向政府提供贷款或其他服务换取贸易垄断权，

因此，这种公司还不能被认为是近代意义上的公司。 
3．由 18 世纪的合股公司到 19 世纪中期公司制的确立。以共同资本进行贸易，各股员对于贸

易上的一般利润或损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摊。这种公司称为合股公司。合股公司有三方面的优点：

其一，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资本用于支付海外贸易所必须的船舶及货物的开支；其二，可以使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开，使投资人可以仅仅是以其财产投资于商业经营，而不必直接参加经营管理；其三，

合股公司因各自承担损失，可以降低投资人的风险。 
合股公司与特许贸易公司、合组公司和合伙企业所具有的这些不同的特点，以及其具有的社会

融资、投资者负有限责任、股票可以转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性质，使其更加具有现代公司的

特征。 
（二）近代公司的特点 
近代公司企业的特点主要有：（1）开始有了公司法律规范；（2）产生了政府特许的公司组织；

（3）出现了现代股份公司的早期形式——合股公司；（4）股份公司在金融业和运输业中迅速发展

起来；（5）公司规模日益扩大；（6）有限责任的公司形式的兴起和发展。总之，近代公司企业发

展到 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制订和颁布了公司法律，使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了

法律规范的约束，从而使近代公司企业在法律的规范作用下逐步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企业。 

第二节  现代企业的成长 

一、现代企业组织及其成长实质 

（一）现代企业组织的特点及定义 
现代企业组织具有以下特征：（1）这种企业组织通常规模较大，具备多种经济功能，经营多

个系列的产品，在不同地区进行经营，也可称之为“多单位企业”。（2）企业的高、中级决策者

不必一定是资本所有者，也就是说，不再兼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而成为专门的“支薪管理人员”，

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发生了分离。（3）现代企业组织都包含有两个以上的决策层级，也就是说，

存在有中间决策层级。高、中层级的决策者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决策分工体系，表现为企业内部的管

理组织，并被称为“管理层级制”。 
根据现代企业组织的以上三个特征，美国著名经济学及企业史专家钱德勒给现代企业下了一个

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

为现代企业。” 
（二）现代企业成长的实质 
从企业的本质意义上看，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实质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内化市场交易，即在企

业内部以行政协调机制替代市场协调机制进行资源的有效调配。在传统企业已经存在的前提下，现

代企业的出现在逻辑上只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统企业被包含于一个企业的结果。现代企业组织

成长实质的这个逻辑上的结论已为钱德勒所进行的大量经验材料的研究所证实。他通过系统地研究

19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历史，认为由于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管理协调这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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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的手”已经替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二、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 

（一）美国铁路企业的变化 
美国铁路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成长。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过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企业规

模的扩张过程；二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过程；三是内部管理层级制的形成过程。我们将遵循

着这三条基本线索来描述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过程。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这个过程发端于美国铁路企业的兴起，并且，它的兴起对以后的现代企业

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美国西部铁路企业是第一家以专职支薪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

统而经营的现代企业。接着美国的铁路企业纷纷效仿西部铁路公司的做法。因此，钱德勒指出，在

1850—1860 年期间，美国铁路企业成为“第一批现代工商企业。” 
（二）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 
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张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大量分配与大量生产企业的产生（19 世纪 50

—80 年代）；二是大量分配与大量生产的结合。所谓大量分配企业指的是大量经销商品的商业企

业；而大量生产企业是指由技术和组织创新而形成的由少量的劳动力就能生产大量产品的企业。 
今天的现代企业的原型是通过把大量生产过程和大量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而

形成的。通过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的结合，一个单一的企业就能完成制造和销售一个产品系列所涉

及的许多交易和作业程序。这种结合的意义在于管理指导的有形的手取代了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

从而协调着从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者，直到零售店和 终消费者的货物流动。这些活动和他们之间

的交易的内部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三）所有权与管理经营的分离 
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的专业化、复杂化，使专职经理人员的作用不断

增强。在企业从事多方面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渐交由专业经营人员来负责，这

样，使过去的“企业主企业”演化为“经理人员企业”。也就是形成了所有权与管理经营权的分离。 
这种分离的意义主要在于：为现代企业组织奠定了产权结构基础，实现了现代企业的职业化管

理，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的规模化发展，总之，推动了从传统的企业主企业向现代的经理式企业的

转变。 
（四）管理层级制的形成 
企业组织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内部分工和协作的体系。这

种内部分工体系，一方面是要使较为复杂的劳动过程得到有效的协调和统一的指挥，另一方面是要

使从基层的员工到从事指挥的高级经理的行为都受到制约和监督，于是，自然采取和发展了纵向协

调及监督的某种等级制组织形式。从企业组织的发展来看，现代企业先后采用过三种内部的层级组

织结构：第一种是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结构，简称 H 型结构；第二种是集中的、按职能

划分部门的结构或一元结构（unitary structure），简称 U 型结构；第三种是多分支单位结构

（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或译为事业部制），即 M 型结构。这几种结构实际上都是管理层级制

的不同形式。 

第三节  企业组织的类型 

一、企业组织的基本划分 

（一）企业组织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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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企业的存在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

型。这里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企业的组织类型进行考察，即：从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形式考察；从

企业的组成方式考察；从企业经营的业务考察；从企业经营的范围考察。其中， 为重要的是从企

业资产的所有者形式划分企业的类型，由此把企业的组织形式划分成三种基本形态：个人业主制企

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这是企业组织的三种主要法律形式。 
（二）三种基本的企业形式 
1．个人业主制企业。个人业主制企业是 简单的企业形式，它是指个人出资兴办，完全归个

人所有和控制的企业。这种企业在法律上又称为自然人企业，也称个人企业或独资企业。个人业主

制企业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它是业主的个人财产，由业主直接经营，业主享有该企业的全部经营

所得，同时对它的债务负有完全责任。个人业主制企业具有建立和歇业的程序简单易行,业主拥有

完整产权，经营上的制约因素较少，经营方式灵活多样等优点。同时，也存在业主要对企业的全部

债务负无限责任，企业的发展规模受到资金、信用、管理能力，企业的寿命完全取决于业主个人的

生命等因素的限制的不足。 
2．合伙制企业。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业主共同出资，为了利润共同经营，并归若

干业主共同所有的企业。合伙人出资可以是资金、财物，也可以是权利、信用、技术、商誉和劳务

等，这些投入给企业带来的是潜在的营利能力。企业的经营以合伙人提供的财产为基础，合伙人分

享企业所得，共同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它具有资本规模较业主制企业有所扩大，合伙人共同对企

业盈亏负有完全责任，可集众人的才智与经验提高合伙企业的管理和竞争能力等优点。同时，存在

产权转让困难，一般合伙人对合伙制企业的债务负有连带无限责任，企业的寿命不易延续很久等不

足。 
3．公司制企业。公司（corporation）制企业的特征是由许多出资者集资创办并且组成的一个

法人组织体。公司是法人，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它以法人的名义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有权举债、签订合同，能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公司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分属于股东。股东有权分享公

司的盈利，但股东不能退股，而只能转让他们的股权。因此，公司脱离了他们的所有者而具有独立

的生命。公司制企业的优点主要是：股东们只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

券来筹资，能够筹集到巨额资本，公司具有独立的生命，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易于分离，

等等。但是，公司制企业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公司的设立程序复杂，政策法规对公司制企业有

较多的限制，形成了委托人（出资者）和代理人（经理人员）之间的复杂的授权与控制的关系，等

等。 

二、公司的概念及特性 

（一）公司的概念及内涵 
所谓公司（company，corporation），从字义上理解，“公”——共同的，大家的；“司”—

—操作、从事、经营，就是指由众多的人经营某项共同的事业所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在法律上，大

陆法和英美法对公司的定义是不同的。大陆法中，公司是指依法定程序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

法人。而在英美法中的公司并非仅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存在非营利的公司。 
我国公司法所称公司是大陆法中所指的公司，因此，它具有以下丰富的内涵：公司是具有法人

资格的经济组织，关键是要理解法人的内涵及与自然人的关系；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

关键是要能够知道社团法人、营利法人等概念；公司是一种股权式的集合体。主要是要理解公司在

法律上体现为一种股权式的联合的内在性质；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登记注册。 
（二）公司的主要性质 
公司作为一种独特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性质：集合性——公司是由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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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股东所组成的经济组织，有明显的集合性特征。营利性——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营

利性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营业特征，商事特征，行业特征。自由性——主要表现为择业的自

由，经营方式的自由，设立与解散的自由。独立性——公司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享

有权利与义务，与合伙及其它类似的社团有很大的区别。规范性——公司作为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它的行为受到规范化的法规约束。 

三、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 

（一）公司组织类型的划分 
划分公司企业种类的标准有两种，即法定标准和法理标准。法定标准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来确

认和划分公司类型，这种公司组织类型的划分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法理标准是在从事公司

组织研究时，以法定标准为基础，对公司组织类型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分类，它没有法律上的约束

力和规范性。 
法定标准划分的公司类型。按不同法律体系，公司企业具有不同的形式。按大陆法体系，公司

一般可以分为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等

五种具体的形式。在我国公司法中， 主要的公司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两

种类型的公司既存在联系也存在许多区别。 
（二）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 
1．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指不通过公开募股，而由为数不多的股东集资组成的公司。

它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其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无需划

分为等额的股份，也不发行股票；其三，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和高层经理人员往往具有股东身

份。这些特点使其既具有优点，也存在一些缺点。 
2．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把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股份以股票形式向社会

公开发行并可自由转让的一种公司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公司的全部

资本要划分为等额股份，可向社会发行代表公司股份的有价证券——股票。第二，股东个人的财产

与公司的财产是分离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仅就自己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而公司则以自己的全

部法人财产对公司的债务负责。第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按照一定的程序可以上市公开交易。第

四，绝大多数公司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是分离的，可依靠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第五，股份有限公司

的帐目必须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较之其他公司和企业形式有着更独特的优越之处，因而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公司财产的有限责任制 
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度包含两个内容：（1）出资人只以其投入企业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

务承担有限责任；（2）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度所称

的“有限责任”具有两重含义：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和公司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前者是用

来调整公司内部的关系，即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与公司法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用来

调整公司外部的关系，即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关系。 
（四）公司资本的三原则 
所谓公司资本的三原则，是指各国公司立法中普遍采用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时，确定一

定的金额并持续保持相当此金额的财产的资本原则，它包括公司成立时必须按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

额认购股份的资本确定原则；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期间，应维持与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总额相当的财

产（实有资本）的资本维持原则；资本额一旦确定以后，除依法定的程序，公司的资本总额不得任

意变动的资本不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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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从早期企业在大陆方面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是（    ）。 
A、船舶共有  B、家族团体  C、康门达 P47 
2．在近代企业中，以承担某些义务换取皇家“特许状”才得以成立的公司叫做（    ）。 
A、特许贸易公司   B、投资贸易公司   C、合同贸易公司 P54 
3．1602 年建立的（    ）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已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 
A、英国东印度公司   B、荷兰东印度公司   C、葡萄牙东印度公司 P55 
4．在没有取得政府“特许状”的情况下，通过模仿特许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发行股票

来吸引投资商而组建起来的公司，被称为（    ）。 
A、民间公司   B、开放公司   C、合股公司 P57 
5．传统企业组织又被称为“单一单位企业”是因为它的（    ）。 
A、技术关系单一  B、人际关系单一  C、经济职能单一 P62 
6．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发展研究认为，（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企业。 
A、铁路企业   B、银行企业   C、百货企业 P65 
7．（    ）企业的特征是由许多出资者集资创办并且组成的一个法人组织体。 
A、合伙制   B、业主制   C、公司制 P79 
8．（    ）是指不通过公开募股，而由为数不多的股东集资组成的公司。 
A、股份有限公司   B、有限责任公司   C、控股公司 P99 
9．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典型的（    ）。 
A、资合公司    B、人合公司   C、人合与资合公司 P96 
10．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把全部资本划分为（    ），股份以股票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并可以自

由转让的一种公司组织。 
A、等比例股份   B、等额股份   C、相等出资额 P10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企业的发展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 
A、古代企业  B、早期企业  C、近代企业  D、现代企业 P45 
2．关于早期企业的公司组织形态的起源或产生，主要有三种观点：（    ） 
A、大陆起源说  B、海上起源说  C、贸易起源说   D、综合起源说 P48 
3．在早期企业，当时与海洋贸易相关的合伙组织主要有（    ）。 
A、家族企业  B、康门达  C、卡特尔  D、索塞特 P47 
4．现代企业组织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 
A、多单位企业  B、支薪管理人员管理  C、资本和管理合一  D、两个以上的管理层级 P62 
5．现代企业先后采用过三种内部的层级组织结构，它们是：（    ）。 
A、H 型结构   B、U 型结构   C、Y 型结构   D、M 型结构 P72 
6．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过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 
A、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  B、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  C、跨国和跨行业经营过程  D、内

部管理层级制形成过程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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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形式主要是（    ）。 
A、股份有限公司   B、无限责任公司   C、股份两合公司   D、有限责任公司 P95 
8．基于股份掌握和股票转让的特点，可以把公司类型划分为：（    ）。 
A、封闭公司   B、本国公司   C、开放公司   D、外国公司 P97 
9．资本确定原则就是公司成立时必须按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额认购股份。通常采用的三种方

式是（    ）。 
A、法定资本制  B、授权资本制   C、选择资本制   D、折衷资本制 P105 
10．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优点是：（    ）。 
A、筹资规模较大  B、设立程序简单  C、公司财务公开  D、股份可以自由转让 P100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合股公司是现代股份公司的早期形式。P60 
2．钱德勒所称的“看得见的手”是指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机制。P64 
3．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财团法人。P87 
4．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典型的资合公司。P96 
5．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过程只是发生在家族企业中。P70 
6．现代企业的原型是通过把大量生产过程和大量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内而形成的。

P68 
7．现代公司企业主要是“多单位企业”。P63 
8．“人合与资合公司”的分类属于公司的法定分类。P95 
9．企业组织的“U 型结构”是一种分权型的组织结构。P72 
10．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原则。P103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现代企业组织的特征有哪些？ 
2．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联系和区别有哪些？ 

五、论述题 

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六、思考题 

1．钱德勒为什么把美国铁路企业称为“第一批现代工商企业”？ 
2．法定标准与法理标准分别对企业的分类对我们认识企业有什么意义？ 
3．公司资本的三原则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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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产权制度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真正认识到企业组织形式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定产权关系的反映，现代企业就其内在关系来看，实际上就是一定的产权安排的结果，因此，

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企业的制度中 基础和 核心的制度。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产权概念与产权

界定；产权制度与外部效应；企业产权结构与制度；企业三重产权制度；三重产权权能分析。本章

的难点主要是对产权概念的理解，特别是以产权概念为基础如何理解企业制度结构及其多重制度的

特点。 

第一节  产权的基本内涵 

一、产权的内涵 

（一）产权的概念 
产权（property rights）是财产权的简称，它是指权利人在法定的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财产，

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产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多项权能的集合。产权概念中的“财产”（有时也

称作资源、资产）一词含义较广，不仅指现金、有形资产，还包括无形财产、劳务、商誉等。 
（二）产权的构成及性质 
在理论上，国有产权是指这些与财产相关的各项权利都由国家所拥有，即把产权界定给了国家，

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现代产权经济学是以法定权利的

界定与交换作为研究内容的，一般把产权的权能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转让

权（处置权）。占有权是指对财产的实际拥有；使用权（经营权）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生

产或其他方式使用财产的权利；收益权是指直接以财产的使用或通过财产转让而获得收益的权利；

转让权（处置权）是指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从中获取收益的权利。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主要有：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产权体

系具有可分性；产权权利具有可转让性。 

二、产权的界定 

（一）产权界定的含义 
产权的界定就是把产权的权能界定给特定的行动主体。这是对产权关系的选择和确定。为什么

要界定产权呢?在产权经济学看来，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明确的产权

会影响激励和行为，而决不是仅仅用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所能解释的。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

以利用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配置的 佳效率。因为只要产权上明确地界定，交易

各方就力求降低交易费用，使资源使用到产出 大、成本 小的地方，达到资源的 优配置。 
（二）产权界定的主要形式 
产权界定主要有四种形式： 
1．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就是将财产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界定给了特定的人，使其

享有完整的产权。对于同样一种财产，不同的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权利，也就是把财产的多项权能进

行分解，只要每个人拥有互不重合的不同的权利，多个人同时对某项财产行使的权利仍然是私有产

权，因为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所有权利的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做出的。 
2．共有产权。共有产权也称社团产权，即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都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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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权是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相比，其 重要的特点在于共有产权在个

人之间是完全不可分的，即完全重合的，也就是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对财产拥有相同的权利。 
3．集体产权。集体产权即指行使对财产的各项权利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决定。通常，由集体

的决策机构以民主程序对权利的行使作出规则和约束。 
4．国有产权。在理论上，国有产权是指这些与财产相关的各项权利都由国家所拥有，即把产

权界定给了国家，它再按可接受的经济的和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第二节  产权制度 

一、产权制度的形成 

（一）产权制度及其形成 
产权制度是指对基于财产关系的各项产权权能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组合、分割、调节的制度安排。

这个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产权主体的地拉、

行为权利、责任、相互关系加以规范的法定规则。 
产权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人类社

会发展过程中，产权及其制度的产生、演变、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

度，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历史；二是建立可转让

性的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转让是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三是与各种

组织形式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产权制度。 
（二）产权制度与“外部效应”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的产权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制

度安排。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

益之间的非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个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人或组织，却没有为

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所谓外部效应内部化，是指一个能够（在更

大程度上）使与经济行为相关的所有人或组织都承担这些效应的过程。具体来说，外部效应的内部

化，实际上就是外部效应的边际价值被定价了，一定的价格将反映全部的社会边际成本或社会边际

效益。 
产权制度就是通过法定形式制订出与财产相关的经济行为规则，使行为主体的产权得到明确界

定，主要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这样，人们在利用资源或财产追求 佳效用时，

不得不对其行为结果的成本——收益进行合理预期，使得未在价格上反映出的外部性问题也被纳入

了因财产关系制度的约束而考虑的范围之内。其结果必然会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效应的影响，从而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产权制度的功能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制度具有多种功能，主要有：（1）激励功能。这是产权制度的 基本的

功能。产权中的收益权规定了产权主体具有获取与其财产或努力相当的收益的权利。（2）增进资

源配置效益的功能。资源的优化配置只能在资源的流动过程中来实现，只有这种保障是明确的、稳

定的和有效的，实现要素资源流动的交易才能顺利进行，人们也会选择效益好的交易方式，促进资

产合理流动，减少交易成本。（3）形成稳定预期的功能。由于产权是一种确认和保障财产持有人

的财产权益的制度，所以，一个社会的产权制度是否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从事经济活

动当事人能否形成稳定的预期。（4）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功能。产权关系的界定具体规定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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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必须承担不遵

守这些规范的成本。 

第三节  企业产权制度 

一、企业产权结构与制度 

（一）企业产权结构 
企业产权结构是指企业组织内与财产相关的各种权利的联系方式，它是为发挥企业配置资源的

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权利安排。一旦这种安排通过规范化的法定规则确立起来，就形成了企业产权制

度。企业的产权结构就是为了克服企业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协作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

动机，以实现节省交易费用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二）企业产权制度 
所谓企业产权制度，是指对企业产权所包含的诸项权能依一定方式进行的制度安排。企业产权

是以企业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权能的集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产权

结构中权利关系的调整，使产权自身发生了分离， 常见的是所有权与其他三项权能的分离，通常

称之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依据产权自身的分离程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产权制度模式，也可

称之为三重产权制度模式。 

二、企业的三重产权制度 

（一）一重产权制度 
一重产权制度是指企业产权权能相对于财产所有者没有发生分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

所有者手中的一种产权制度模式。这一产权制度就是对单一持有者的产权结构所作的制度安排。它

主要存在于企业主企业或自然人企业中，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掌握在企业财产所有者或企业主的

手中，企业主既拥有企业，又经营企业。 
（二）二重产权制度 
二重产权制度是指企业的产权出现二重性，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的产权制度模式。

这种产权制度是对“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所作的制度安排，企业产权的二重性表现为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二重产权制度主要存在于代理经营或经理制的企业中，在这种企业中，财产所有者通

过代理方式委托一些有专门经营能力的人代他经营企业的业务。经理制因专门的经理人员参与到企

业的经营管理中来，使企业的经营能力得到提高，从而克服了企业主在企业中经营能力的局限性，

但是企业的发展仍然受到企业主财产的限制，其经营规模不可能很大。 
（三）三重产权制度 
三重产权制度是指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产生分离的同时，企业所有权自身也出现分离从而使

企业产权具有了三重性的一种产权制度模式。三重产权制度的特点集中地体现在公司制的法人企业

之中。在公司制的法人企业中，企业的产权是一种三重结构：股东们分散地掌握着企业的 终所有

权；董事会代表股东并受股东大会的委托整体地掌握着企业的法人所有权；经理人员具体地掌握着

企业的内部经营权。 
公司制法人企业的产权分离是以公司法人为中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

具有法律意义的发生在出资人与公司法人之间的分离，从产权关系来看，即 终所有权与法人所有

权的分离；第二次分离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产权权能的分离，即法人所有权与企业

经营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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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产权制度的一个 大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出现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 终所有权，另

一个层次是法人所有权。三重产权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两个

层次：一个是 终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另一个是法人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 

第四节  三重产权权能 

一、产权权能分离及其特点 

（一）产权权能分离 
所谓产权权能的分离是指产权中所包含的诸项权能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或由不同的经济主

体分别享有。在一重产权制度中，因完整的产权都由企业主或财产所有者享有，因此，不存在产权

权能的分离，即表现为出资者既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在二重产权制度中，财

产所有者与经营者出现了分离，产权的所有权归属出资者，而经营权则归属为出资者代理经营的经

营者。二重产权制度虽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脱离所有权的经营权能，但这从法律上看仅仅是“限制

物权”，实际上，所有者仍然保持着其财产所有权的完整状态。 
（二）产权权能分离的特点 
在三重产权制度中，产权权能的分离具有特殊的涵义，它表现为： 终所有权、法人所有权、

经营权三者相互分离。这种分离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高形式，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这种分离是以公司法人为中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出资人

与公司法人的分离，即 终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第二次分离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法人所有权

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2）法人所有权与出资人的所有权分离开来，使法人产权不依赖于 终所

有权而独立存在，公司因此取得了独立的法人资产。（3）公司制度下的三重产权权能的分离，是以

法律形式加以规范的，是长期性的彻底分离，使经营者摆脱了对所有者的依附。 

二、三种权能分析 

（一） 终所有权 
终所有权是指出资人（股东）对投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也可称为原始所有权。它是股东所

有权的法律体现，这种 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其主要权限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1）对股票或其他股份凭证的所有权；（2）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3）对公司的

收益参与分配的权利；（4）其他权利。 
对上述股东权，人们常常又按不同划分标准把他们分为以下四类：其一，按股东行使权利的目

的，分为股东共益权和股东自益权。其二，按股东拥有股份类别，分为普通股东权和优先股东权。

其三，按股东行使权利的方法，分为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其四，按权利的性质，可分为固有

权和非固有权。 
（二）法人所有权 
法人所有权是指公司企业作为法人对企业财产享有的独占的支配权，或称为公司企业享有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法人所有权表现为以公司法人作为所有者的所有权的经济行为，这

是从传统意义的所有权形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所有权权能。 
相对于公司 终所有权表现为股权而言，公司法人所有权表现为公司财产物权。所谓公司财产

物权，是公司作为法人对其运营的资产拥有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公司作为法人拥有公司财产

物权，完全保证公司资产不论是谁投资的，一旦形成公司的资产投入运营，其产权就归属公司，而

原来的出资者就与现实资产的运营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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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经营权 
企业经营权是指对企业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虽然它同法人所有权都是从

一般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能，但两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一，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的表述角

度不同。其二，经营权和法人所有权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完全一致。其三，经营权是有期限的，法

人所有权是永续的。其四，经营权的范围受法人所有权的制约。 

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产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    ）的集合。 
A、两项权能   B、多项权能   C、三项权能 P111 
2．产权的界定就是把产权的（    ）界定给特定的行为主体。 
A、财产   B、收益    C、权能 P114 
3．私有产权的关键在于所有权利的行使的决策完全是（    ）做出的。 
A、私人    B、集体    C、他人 P115 
4．有效的产权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引导人们实现将（    ）内在化的制度安排。 
A、市场交易   B、外部关系   C、外部效应 P118 
5．三重产权制度是通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    ）分离而形成的。 
A、一次   B、两次   C、三次 P128 
6．企业出资人与公司法人之间产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具有（    ）的分离。 
A、法律意义    B、经济意义   C、市场意义 P128 
7．股东共益权是以参与公司经营为目的的权利，股东（    ）是股东直接从公司接受经济利

益的权利。 
A、固有权   B、自益权   C、优先权 P133 
8．（    ）是指出资人（股东）对投入公司资本的终极所有权。 
A、法人所有权   B、 终所有权   C、财产所有权 P133 
9．（    ）是指对于企业的收益扣除各项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投入品价格之后的剩余收入的索

取权。 
A、剩余索取权   B、收益分配权   C、股份分红权 P125 
10．（    ）的界定是指法定主体所拥有的具体财产对象。 
A、产权性质   B、产权主体   C、产权客体 P116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产权的权能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    ）等四种权能。 
A、收益权   B、决策权   C、转让权   D、管理权 P111 
2．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主要有：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    ）。 
A、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   B、产权权利具有可转让性   C、产权交易具有市场性 
D、产权管理具有系统性 P113 
3．产权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A、私有产权、共有产权   B、组织产权、集体产权  C、集体产权、国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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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共有产权、单位产权 P115 
4．三重产权制度所经历的两次分离，分别是具有（    ）的分离。 
A、法律意义   B、制度意义   C、经济意义   D、产权意义 P128 
5．产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    ）等三个阶段。 
A、排他性的产权制度   B、协调性的产权制度   C、转让性的产权制度  D、组织创新的产

权制度 P118 
6．产权制度具有多种功能，主要有：（    ） 
A、激励功能   B、增进资源配置效益的功能   C、扩大企业规模的功能   D、形成稳定预

期的功能 P121 
7．在股权的分类中，按股东拥有股份类别，可以分为（    ）。 
A、法人股东   B、自然人股东   C、普通股股东   D、优先股股东 P134 
8．在经济活动中，产权的界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    ）。 
A、法律机制   B、上级安排   C、私下协商   D、市场交易 P115 
9．三重产权制度经过两次分离形成了（    ）。 
A、 终所有权  B、法人所有权  C、财产所有权   D、企业经营权 P132 
10．相对而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主要有（    ）。 
A、私有产权   B、集体产权   C、共有产权   D、国有产权 P120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一重产权制度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所有者手中的一种产权制度模式。P127 
2．外部效应就是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益。P118 
3．集体产权就是集体中每个成员都行使同样的权利。P116 
4．完整的产权是指所有的产权权能都由一个产权主体享有 P112。 
5．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没有必要建立产权制度。P114 
6．共有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较低。P120 
7．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P133 
8．共益权是以参与公司经营为目的的权利。P134 
9．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克服“偷懒”或“搭便车”等道德风险行为。P123 
10．二重产权制度是公司产权结构中的 佳产权权能安排。P127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什么是产权？ 
2．产权界定主要有哪几种形式？ 

五、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联系实际） 

建立产权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六、思考题 

1．试分析产权制度与“外部效应”的关系。 
2．四种产权安排形式的效率怎样？ 
3． 终所有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能？ 



现代企业学 

 301

第四章  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企业实现了所有者主体多元化，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出资者或股东人数众多，因而他

们不像单个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由出资者直接进行经营管理，而是通过一个公司治理结构

（Corporation governance 也称法人治理结构）来经营和管理的。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

本章的学习要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关系和制衡机制有深入的认识，能够对公司治理的各种关系进

行分析。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的职责及特

点；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对经理人员的激

励与制约。本章的主要难点在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制蘅关系，特别是对信任托管关系和委托代

理关系的理解及分析。 

第一节  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 

一、股东及股东大会 

（一）什么是股东 
股东是指持有公司股份的投资者。具体说来，股东是向公司投资（认购股份），从而持有公司

股票（股份），凭所持股票行使权利，享受法定的经济利益并承担义务的人。任何拥有财产的组织

或个人都有资格购买公司股票（认购股份）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 
股东作为公司财产的 终所有者，他们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自己的审议权和投票权，维护自己

的法定权益。 
（二）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决定公司重大问题的 高权利机

构，它是股东表达其意志、利益和要求的主要场所和工具。股东大会可以分为成立大会、普通年会、

临时会议和特种会议四种形式。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可亲自进行投票参与表决，也可以委托为股东实

现表决权的代理人（即表决信托人）代为投票表决。 

二、董事与董事会 

（一）董事及其责任 
董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出的代表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领导的专门人才。各国

法律一般规定，公司董事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作为公司董事时，必须指定一名有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作为其代表。在公司法中，对任职董事的限制是预防性的，目标不是把具有经营

才干和品行优良的人推到董事的位置上，而是重在防止某些人进入董事会，以避免可能造成对公司

消极的乃至灾难性的后果。在公司章程中，对任职公司董事的资格限制与公司法中的预防性限制不

同，其目的是把 有才干的人，或者至少具有较强经营能力和专业特长的人放到董事位置上。 
董事对公司（股东）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第一，董事必须对公司忠诚。第

二，董事必须以谨慎管理和熟练技能为公司服务。 
（二）独立董事 
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

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有时又叫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是在公司的股

东利益 大化受到损害，特别是要求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意识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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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在公司的重大决策方面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要能够表达自己的独立意

见并拥有独立投票权，他们服务于企业利益 大化。 
（三）董事会 
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出的董事组成，并依照法律规定由公司设置。董事会是由董事组成的负责

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会议制机构。即通过董事会议决定公司经营的事宜，它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

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是公司的 高决策机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董事会对内管理公司事

务，对外以公司名义进行活动。 
董事会代表股东对公司的经营实施监督管理，因而拥有一定的职权，主要包括：（1）制定公

司的战略规划，经营目标，重大方针和管理原则；（2）挑选、聘任和监督经理人员，并掌握经理

人员的报酬与奖惩；（3）协调公司与股东、管理部门与股东之间的关系；（4）提出盈利分配方案

供股东大会审议。但是，董事会的职权也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1）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不得从事与公司业务无关的活动；（2）董事会不得超出股东授予他们的权限范围行事；（3）股东

大会的决议如果与董事会的决议发生冲突，应以股东大会的决议为准，股东大会有权否决董事会决

议以至改选董事会。 

三、高层经理与执行机构 

（一）高层经理人员 
高层经理人员又称高层执行官员（executive officers），是受聘于董事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拥有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和代理权，负责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

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有独立的指挥权和组织权，通过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实现董事会制定

的经营目标。首席执行官都是由内部董事担任，他们既是公司日常经营的第一责任人和指挥者，也

是公司的董事，甚至是公司的董事长，对董事会会议及其决策有重要的影响。首席执行官的出现代

表着将原来董事会的一些决策权过渡到经营层手中，也就是使首席执行官的执行权和决策权都有所

强化。 
（二）公司执行机构 
公司执行机构是由受聘于公司董事会的高层经理人员（一般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等）组成，具

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执行机构。公司执行机构是一个具体执行已经决策的事务实施机

构，因此，他不能像董事会（会议制机构）那样实行集体负责制，它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即公司

总经理个人负责制。公司执行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董事会作出的决策。它在具体执行和管理

公司业务的活动中，主要有以下职权：贯彻执行董事会决议；组织；人事；技术；协调；对外关系。 

第二节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信任托管关系 

一、信任托管关系 

（一）信任托管关系形成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 基本的关系是资产授权经营关系，即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及实际经营的需要，股东们把直接管理公司的权力委托给董事会，而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

管理公司法人财产、负责公司经营。于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是股东的受托人，承担受托责

任。从法律原则上说，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信任托管关系。 
（二）信任托管关系的特点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信任托管关系有以下特点：第一，一旦董事会受委托经营公司，董事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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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它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享有管理公司的充分权力。第二，董

事会集体对股东大会负责。股东大会将管理公司的权力委托给董事会集体，而非董事会单个成员。

凡是公司委托给董事会的权力，原则上由董事会集体行使。第三，董事会不能超越给定的权力范围

行使权力。第四，受托经营公司的董事不同于受雇的经理人员。 

二、股东大会的“信任”与董事会的“忠诚” 

（一）股东为什么选择信任托管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财产授权关系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托管关系。一般的财产受托都以本人

名义持有受托财产，管理受托财产以不冒任何风险为原则。但是，公司法人财产是以公司的名义注

册的，董事会并不以自己的名义持有公司法人财产，而且还必须以法人财产为资源从事经营而冒风

险，因此，董事会经营受托财产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谋利益的责任”。 
对股东来说，为什么对董事实行“信任托管”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托管，原因在于这是股东大会

所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财产授权不是等价交换，也没有抵押或担保。股东大

会把公司法人财产交给董事会去经营，自己并没有从董事会那里得到等价物或财产抵押、担保，而

完全是财产的“单向”授权。第二，法人财产的收益无法事先得到保证。股东大会把法人财产交付

给董事会，目的是为了得到经营利润。但利润这种收入不同于其他收入，它是得不到事先保证的。

而在经济活动中，其他经济角色的收入往往是事先可保证的。第三，“事先审批”和“密切监督”

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从以上三点来看，股东大会把公司财产授予董事会负责经营时，只能以信

任的态度对待董事会。 
（二）董事会为什么要“忠诚” 
股东会对董事会持信任态度，董事们理应对股东会报以忠诚，才是精诚合作的态度。所谓“忠

诚”，在这里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指在公司所进行的任何交易中，董事们为股东谋取利益至少

不得低于某一下限。二是指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出现董事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董事们宁可牺牲

自己之利益，也要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当然，对董事会的“忠诚责任”有时很难简单判别，因

为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尤其是经营决策中的问题非常复杂。 
（三）大股东为何看重“人事权” 
公司股东有大股东与小股东之分。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他们都“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

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对大股东和小股东的重要性却是不同的。国内外公

司实践表明，大股东重要的权利并不是战略决策权、资产处置权、股东分红权等项权利，而是人事

任免权，是对董事（长）的任免权。 
对大股东来说，掌握公司的人事权之所以 为重要，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这是由公司的

基本产权关系所决定的。第二，这是股东实施间接控制所必需的。在公司企业里，股东大会对公司

的控制因“所有权与控制”的分离而变成了间接控制，股东会不能越过董事会去干预企业经营。这

时，股东们必须知道投资将交给什么人管理。第三，人事任免权是大股东 可靠的权利。股东尽管

享有各项决策权，但其中只有人事权这一项 可靠。这一点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第四，大股东控

制人事任免权也就是把握了 本源的权利。说到底，公司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来做的，公司的所有

资源中 重要的资源当属人的资源，只要控制了 重要的人事安排，就可以通过这些人来体现大

股东的意原。 
（四）董事的“服务合同” 
董事会要集体向股东会负责，受托经营公司的法人财产，这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都有明确规

定。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它没有解决“董事个人”与公司的具体交易关系或受托关系的问题。

作为公司财产的受托人，董事们是否也应该与公司签订某种合同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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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同”应是董事角色的必要依据。 
首先，从国外公司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确实存在着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其次，董事为

什么要签定这种服务合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董事不能搞“特殊”。公司任何职员

都应与公司签订合同，以便具体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如果发生经济纠纷，可以合同作为判

断是非的法律依据。第二，董事的“身份”需要服务合同予以完善，仅仅由公司向董事发聘书；董

事承认公司章程与细则的内容，董事的“身份”并未真正的落实。第三，不同董事之间的差异也有

待服务合同加以区分。 

第三节  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含义及特点 

（一）委托代理关系 
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承担了管理经营公司的责任，但是，董事会作为公司的 高决策机构，

它并不直接进行日常经营，而把日常经营的权利委托给他们认为有经营才能的专职经理人员来掌

管。公司的经营管理按重要程度可划分为两部分：（1）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如公司的经营战略、

投资方案、重要的人事政策、公司的基本管理规范等由董事会直接负责管理；（2）公司日常事务

的经营管理则交由经理人员和执行机构来管。这样，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二）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 
委托代理关系有以下特点：第一，经理人员作为董事会选定的代理人，其权力受到董事会委托

范围的限制，包括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如某种营业方向的限制、处置公司财产的限制等。第二，

公司对经理人员是一种有偿委任的雇用，这一点与董事不同。由于经理是被公司有偿雇用的，所以

经理人员有义务和责任依法经营好公司的事务，董事会有权依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监督，并据

此对经理人员做出（或约定）奖励或激励的决定，也可以随时解聘经理人员。对经理人员的任免权

是董事会制约经理人员的重要手段。 
（三）委托代理中的控制与合作 
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是在规范约束下依靠“控制——合作”来维系。在

董事会与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过程中，往往产生许多矛盾或冲突，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个权利划分问

题。由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无法把他们各自的权利、责任事先规定得面面俱到，而只能从原则上

加以划分，由此留下了责权不清或争夺权利的空间。而避免权利不清、相互推委等这类问题的发生

就需要董事会与经理人员在经营过程中注意控制与合作的协调。 
（四）控制与合作的三类董事会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与高层经理之间的关系，是以董事会对经理实施控制为基础的合作

关系。站在董事会的位置上看，其对高层经理的控制和合作虽然都很重要，但是，控制是第一性的，

合作是第二性的。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的这种“控制——合作”关系，在不同的公司组织和经营

要素的条件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控制与合作”的董事会。大体上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看守型”董事会。这种董事会的主要工作仅限于选聘经理者并监督经营业绩。这种

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控制”是只以人事任免方式进行的控制；“合作”是不过问、

不干预式的合作。 
第二种是“包办型”董事会。这种类型的董事会不仅行使选聘或撤换经理的权力，而且要全面

介入公司的经营业务。此时，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控制”是通过董事会的事必躬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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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施；“合作”并不被董事会重视，只偏爱发号施令要求经理贯彻其旨意。 
第三种是“分工型”董事会。这种董事会就是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理想模式，与执

行机构各自执行其分工明确的工作，既密切合作，又相互制约。 

第四节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制约 

一、激励机制几及其设计 

（一）激励机制 
为了正确处理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建立起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

制。激励机制是指通过设计出一些激励项目，使受激励者由此受益而产生认真工作，努力开拓的动

力，有时也称之为动力机制。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所追求的，主要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知识、才

能、社会地位）的增值和提供人力资本进行指挥劳动所取得的收入的 大化。为此，就需要建立一

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二）薪酬体系 
在企业里，激励机制主要是通过薪酬体系的设计和有效的运用来形成。薪酬体系关注的是行动

及其结果，它包括工资计划、激励项目、奖金办法等，以及多种形式的对个人贡献的承认方案。一

种有价值的经理人员薪酬体系应当在股东收益 大化和经理人员薪酬政策之间建立起联系。 优的

薪酬设计必须把经理人员的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薪酬与他们的经营绩效联系起

来。 
从一些成功经营的企业的薪酬框架来看，经理人员的薪酬一般由基本工资、奖金、股票和股票

买卖期权（options）等薪酬要素构成。每一种报酬要素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 优的报酬设计应

是所有不同的薪酬要素和不同报酬形式的 优组合。 
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一般包括公司的盈利状况、市场占有率、企业形象、企业在社会公益事业

方面的表现等，往往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绩效给予其以上薪酬内容的激励。由于绩效包括现期绩效和

未来绩效，因此，在薪酬设计中，工资、奖金等主要是对现期绩效的回报，而股票和股票（买卖）

期权主要是与未来绩效相联系。 

二、制约机制 

制约机制是指通过对特定活动者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使其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有内部制

约和外部制约：内部的制约是指股东、董事会及监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内部制约的作用

通常是直接作用在经理人员身上，因此对其行为起到了基本的制约作用。外部制约是指市场对制约

经理人员的行为所起的制约作用。 
在市场的制约中，经理人员主要受到三种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这就是：（1）经理市场竞争

的约束。经理（作为劳动力的特殊部分）市场的竞争对经理人员的晋升和被取代施加有效的压力。

（2）商品市场竞争的约束。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由它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来衡量，

而商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情况，能够直接反映出经理人员经营企业的业绩。（3）资本市场竞争的约

束。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它的主要形式是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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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    ）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A、向公司提出申请   B、购买公司的股票   C、参与公司的经营 P139 
2．公司就某些特定的有关问题，根据不同种类股份的股东权利而召开的股东会议，叫做（   ）。 
A、股东例行会议   B、股东临时会议   C、股东特种会议 P140 
3．董事会是由董事组成的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会议制机构，它实行的是（    ）。 
A、集体负责制   B、领导负责制    C、个人负责制 P145 
4．（   ）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

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A、执行董事   B、关联董事   C、独立董事 P145 
5．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持信任态度，董事会对股东大会的首要责任就是（   ）。 
A、忠诚   B、勤奋   C、慎重 P159 
6．大股东 看重的权利是（    ）。 
A、经营决策权   B、收益分红权   C、人事任免权 P161 
7．在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 重要的是（    ）关系。 
A、控制与合作   B、监督与管理   C、任命与约束 P170 
8．一种有价值的经理人员薪酬体系应当在（    ） 大化和经理人员薪酬政策之间建立起联

系。 
A、公司收益    B、员工收益    C、股东收益 PP178 
9．在对经理人员的薪酬设计中，工资、奖金等主要是对现期绩效的回报，而（  ）主要是与

未来绩效相联系。 
A、养老与退休金   B、股票与股票期权   C、未分利润和福利 P179 
10．董事会经营受托财产的基本责任就是（    ）的责任。 
A、为股东谋利益   B、为员工谋利益   C、为社会谋利益 P157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股东大会是依照（    ）的规定，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决定公司重大问题的 高权力机构。 
A、公司法   B、公司经营决策   C、公司章程    D、公司管理条例 P140 
2．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常用的方式主要有（    ）。 
A、直接投票  B、累积投票   C、差额投票   D、分类投票 P141 
3．董事所享有的权力主要是： 
A、董事会参与权    B、收益分红权    C、公司代表权    D、业务执行权。P145 
4．高层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有独立的（   ），通过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实现董事会

制定的经营目标。 
A、指挥权  B、投资权  C、组织权   D、收益权 P149 
5．董事会在实施控制与合作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了以下几种董事会：（    ）。 
A、监督型   B、看守型   C、包办型   D、分工型 P171 
6．在对经理人员的薪酬设计中，按公司经营的时间过程，一般把公司经营的绩效划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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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现期绩效   B、前期绩效   C、同期绩效   D、未来绩效 P179 
7．从一些成功企业的薪酬框架来看，经理人员的薪酬一般由（   ）等薪酬要素构成。 
A、基本工资  B、奖金  C、特殊消费  D、股票和股票买卖期权 P178 
8．公司内部制约主要是指（    ）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 
A、股东   B、董事会   C、员工   D、监事会 P180 
9．对经理人员的外部制约主要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制约，主要有：（    ）。 
A、经理市场竞争的约束  B、商品市场竞争的约束  C、资本市场竞争的约束  D、购并市场

竞争的约束 P181 
10．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主要涉及的是（    ）相互制衡关系。 
A、股东大会   B、职工大会   C、董事会   D、执行机构 P138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公司股东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P139 
2．在公司章程中，对任职公司董事的资格根据其品行情况进行了限制。P143 
3．由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执行机构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P151 
4．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的控制与合作关系，合作是第一位的，控制是第二位的。P170 
5．股东大会的直接投票方式不利于保护少数股权持有者的利益。P141 
6．大股东在其享有的各项权利中， 看中的是收益分配权。P161 
7．CEO 体制是现代公司管理中 为有效的管理体制。P150 
8．董事会与执行机构的权限划分问题不可能靠法定权限的规定完全界定。P168 
9．董事会要集体向股东会负责，受托经营公司的法人财产，因此没有必要签定服务合同。P163 
10．经理市场会根据某个经理过去的表现计算出这个经理将来的价值，因此，经理人员将受到

经理市场的约束。P181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执行机构为什么要实行个人负责制？ 
2．为什么大股东更看重“人事权”？ 

五、案例分析： 

原来的“巨人集团”在史玉柱的领导下，曾屡创辉煌。但是，后来因为史玉柱在管理决策方面

的独断专行，使其作出了错误的经营决策。虽然，有人曾指出了其决策的危险性，但是无力对其加

以修正。因为史玉柱占有公司股份的绝对控制权，他有权自主决定公司的重大决策。 
请用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分析原“巨人集团”的不足。 

六、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联系实际） 

为什么既要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又要对其进行制约？ 

七、思考题 

1．公司治理结构所指的是公司中的什么关系？ 
2．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有什么要求？ 
3．如何理解股东大会的“信任”与董事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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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讨论题 

为什么说公司具有“独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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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业组织结构 

企业在其内部的产权关系和治理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将形成一定的组织

结构形式。企业组织结构是完善企业组织和对其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框架。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

握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特别是对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应该有深入

和全面的把握，同时对现代企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该有所了解。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影响企业组织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基本组织模式；企业传统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现代企业组织结

构的基本类型；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的新变化。本章的主要难点是对现代企业组织的变化特征及其不

同模式的选择与应用的认识和把握。 

第一节  企业组织因素 

一、组织与组织结构 

（一）组织的定义 
关于组织的一般含义，主要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有目的地构成的联系群体。一般的组织都

具有结构严谨和行为规范的特点，这是因为在组织内部，有一定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而每个组

织成员的角色和身份都有明确的界定。就企业而言，其组织就是将为实现企业目标所必需进行的各

种活动加以分类，并分配给相应的单位和个人，分别委以职责，赋以职权的联系体系。 
（二）组织结构 
所谓组织结构，就是指组织内部分工协作的基本联系方式或框架。组织结构的功能就在于为分

工协作提供一个基本框架。这里强调“基本”一词，是因为分工协作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组织结

构是 具指导性的一种。现代企业需要组织结构来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对管理对象、工作范围、联

络路线等予以规定，这为企业的具体组织工作提供了一个管理构架。 

二、组织结构的关系 

（一）确立组织结构的基本关系 
要确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必须考虑和确定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及问题： 
1．分工关系。分工过程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必要的工作或职能进行细分化，并确定不

同职位和相应的承担者。 
2．部门化。部门一词是指在一个组织中，一个管理人员有权执行所规定的活动的一个明确区

分的范围、部分或者分支机构。在部门化的组织中，所有的部门就成为组织的基本单位，或者是组

织系统的子系统。 
3．权限关系。如果部门化是机构的分割，那么，权限关系就涉及权力的分割。组织中的权限

关系，就是指组织中职权的安排和行使关系。要理解权限关系问题，应该对权力和职权有所了解。

权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个人或团体劝导或影响别人或其他团体的信念或行动的能力。职权也

是一种权力，指的是管理职位所固有的发布命令和希望得到执行的这样一种权力，当然这不过是组

织安排的一种权力。 
4．沟通与协商。组织结构因部门化和分工，使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十分重

要。合理的组织结构可使组织内的信息传递路线大大改变和减少。 
5．程序化。组织结构 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套预设的行动框架。由此它才能稳定地指导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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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组织成员和单位的行为。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通过事先制定行动方案，当某些事件发生时按预

设的方案及时处置的组织工作叫程序化。 
（二）确立组织结构的基本要素 
确立企业组织结构需要考虑以下基本要素：其一、信息沟通。信息沟通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全过

程，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都需要通过信息沟通来实现。其二、技术特点。

企业的技术特点影响到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技术特点主要包括技术的复杂程度和稳定性两个方

面，它们都对组织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其三、经营战略。企业组织的建构必须服从于经营战略，随

经营战略的变化而调整。经营战略有许多类型，组织结构应该根据不同的战略作出选择。其四、企

业规模。一般规律是企业规模小，组织工作量小，组织结构也相应较简单；企业规模大，组织工作

量大，需要设置的部门机构多，各机构间的关系也复杂。其五、环境变化。对复杂多变，有较多不

确定性的环境，要求给中下层管理人员较多的经营决策权和随机处理权，以增强企业的适应力；对

稳定的、可把握的环境，可设置比较稳定的组织结构。 

第二节  企业组织的基本模式 

一、机械—科层制模式 

产生机械一科层制模式的主要变量是简单常规技术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和标准化需求产生的大

规模市场。其组织结构就强调分工与专业化，强调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强调统一集中指挥下的大规

模作业。但当市场需求发生新的变化时，组织的反应能力比较差。 

二、有机一专业化模式 

当生产过程是以高技术为特征，市场需求以小批量多变化为条件时，以上机械一科层制模式就

不适用了，此时，有效的组织模式应为有机一专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

横向交流、创新与品质，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灵活的权威结构，畅通的信息交流，高昂的敬

业精神，创新的价值追求，是这种模式中比成本控制与规模经济更为重要的因素。 

三、传统一手工模式 

有机一专业化模式中，组织变量的主要因素是小市场加上高技术。当小市场加上简单技术时，

就可以采用传统一手工模式。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是适用于小规模及产品的工艺性的生产领域。这

种企业的业主通常对决策具有直接支配权，而没有一个专业管理队伍来协助管理和讨论决策，因此，

决策主要出自业主的个人判断。 

四、机械一有机混合模式 

机械一有机混合模式主要是机械一科层制模式和有机一专业化模式的综合，它包含了这两种模

式的某些主要因素和特征。这种模式的基本技术经济变量是较大规模的市场需求，独特品质的产品

和使用更复杂技术进行生产。实现这种双重要求的兼顾办法就是把组织的一部分按照机械一科层制

方式，而另一部分按照有机一专业化模式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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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组织结构类型 

一、传统组织结构类型 

（一）直线组织 
直线组织是一种 简单，也是 早使用的企业组织结构。直线组织结构又称单线制结构。其组

织特点有：（1）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之间层次分明，一级统率一级。（2）各级领导在管辖范围内

行使对下属的直接指挥，下属必须绝对服从。（3）一个下属单位只接受一个上级领导的指令，并

只向一个上级领导汇报工作。 
（二）职能组织 
职能组织是从泰罗倡导的“职能工长制”演变而来的。其基本特点是采用按职能实行专业分工

的办法来职代“直线结构”的“全能式”管理者，它是在各级领导者之下设置按专业分工的职能机

构与职能人员，如生产、设计、财务、销售、供应等，并授予相应的职权。 
（三）直线参谋组织 
直线参谋组织是将企业组织机构和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直线指挥人员，他们拥有对下级指挥

和命令的权力并对主管的工作全面负责；另一类是参谋人员和职能机构，他们是直线指挥人员的参

谋和助手，无权直接对下级发布命令进行指挥。 
（四）直线职能参谋组织 
直线职能参谋组织实际上是直线参谋组织的补充和变种。两者的区别在于，直线参谋组织结构

是在保证直线指挥的前提下，为了充分发挥专业职能机构的作用，直线领导授予某些职能机构一定

程度的职能权（决定权、控制权、协调权）。这样可以弥补在直线参谋组织中职能机构只是出主意、

提建议的状况，以便充分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 

二、现代组织结构类型 

（一）事业部制 
事业部组织又称分权组织，它是以企业总部与部门之间的分权为特征的，即它是在直线职能参

谋制结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基本特点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按产品大类或地区的不同划分

部门，设立经营事业部；各个事业部在公司统一领导下实行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各事

业部作为一个利润中心，成为实现总公司目标利益的责任单位，统一管理所属产品或地区的生产、

销售、采购等全部活动；在经营管理上是拥有相应自主权的“自主经营单位”，对公司赋予的任务

承担全面的责任。 
事业部组织结构，实行“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分开”，“分散经营与协调管理”的原则。总公

司主要负责研究和制定各项政策，制定总目标与长期计划，规定经营销售利润总额及价格幅度，并

对事业部的经营、人事、财务实行监督，不具体从事日常的行政事务。各事业部在总公司的政策、

目标、计划的指导和控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管理

部门，这些部门作为事业部管辖下的单位机构，将按事业部所布置的任务进行活动。 
（二）分权型“中心组织” 
所谓“中心组织”是指在分权的基础上设立的享有特定权利的组织单位。依据其享有的特殊权，

通常把这样的中心组织简称为某“中心”。在现代企业组织类型中， 基本的中心组织主要有三种，

这就是：责任中心、投资中心和战略中心。 
（三）矩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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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组织结构由纵横两个组织系列组成，一个是职能部门系列，另一个是为完成某一项目或临

时任务而组建的项目组系列。按项目组建的小组的工作人员是以按职能划分的部门中抽调组成的，

由项目经理领导，项目完成后，这些人又回原来的职能部门。这种组织形式既有按职能划分的纵行

联系，又有按执行项目或任务划分的横行联系，纵横两个系列交叉，即构成矩阵形式。 
（四）多维组织 
多维组织又称立体组织，它是矩阵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是系统论在企业组织结构上的具体运用。

采用这种组织结构，对各类产品的产销工作不能由单一的某一组织部门作决定，而要由产品事业部

组织、专业参谋机构与地区部门的代表三方面组成的产品事业委员会通过共同协商来进行。 

第四节  企业组织的变革和发展 

一、企业组织的变革趋势 

（一）扁平化 
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是指企业组织中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组织结构扁平化是为

了适应组织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而对企业组织进行的新的设计和变革。它的合理安排和运作需

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条件是现代信息处理和传输技术的巨大进步；另一个条件是组织的员工

独立工作的能力大大提高，企业向员工大量授权，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发号施令与被动执行的关系

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二）柔性化 
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指在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中，不设置固定的或机械式的正式组织机

构，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或有机式组织。进行柔性化的组织变革是为了

使一个组织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增强组织对环境动态变化的适应能力。就柔性化的组织特征来看，

其在组织结构中更为充分地体现的是权力下放和不断变革。再就是通过重新设计把组织结构的不断

自我调整看成是组织结构存在的常态，而不是偶尔进行的一次组织行为。 
（三）分立化 
所谓分立化是指从一个大企业里在分离出几个小的企业，把原来企业总部与下属单位之间的内

部性的上下级关系变为外部性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分立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合理性是由交

易费用所决定的，实际上就是基于交易费用的作用，把原来企业以行政手段为联系机制的层级管理

结构转变为以市场手段为联系机制的市场交易结构。 
（四）网络化 
网络化组织体现了新的组织结构在“分”的基础上，又以特定的联系方式再“合”的重要变化

趋势。一方面是一些大的企业通过分立化形成了许多自主经营的独立单位，由于有些企业之间存在

着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他们就以市场机制为手段组建起一体化的网络制组织结构；另一方面，许

多企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通过联合、并购等途径把若干命运休戚相关的企业联结起来，形成

了网络化的经济联合体或企业集团。 
企业组织的网络化具有两个根本特点：其一，利用特殊的市场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来联结各个经

营单位之间及其与企业总部之间的关系。其二，在组织结构网络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组织的虚拟功能。

所谓虚拟功能是指企业具有某种功能，但却不一定必须自己拥有与这样的功能相对应的组织结构。 

二、企业组织结构的新模式 

（一）虚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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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组织是以机会为基础的动态组织结构，它是由许多企业单位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企业网络组

织，其中的人员和工作过程都来自于这些企业单位，他们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为了共同的利益而

努力。虚拟组织主要是通过对核心能力、资源、顾客市场机会的整合而形成的。 
虚拟组织 本质的特点主要是：其一，机会的契机。虚拟组织必须以顾客为中心，以机会为基

础。其二，合作的关系。在虚拟组织中，成员企业必须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伙伴关系。

其三，灵活的运作。虚拟组织必须被设计成这样的一种形式：成员企业很容易加入，以分散的方式

运作，可以实现和利用同步工作，并能够包容有助于利用机会的各种合作者，包括企业的竞争者。 
（二）网络化组织 
网络化组织是由若干相互独立的组织单位构成的一个成员不断变动的组织系统。其组织的主体

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中心层，另一个部分是外围层。网络化组织模式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与

传统层级组织和上面所介绍的虚拟组织有所不同的一些特点：（1）网络化组织的中心几乎不是由

传统的职能部门组成，通常是由一个小规模的经理人员集团构成。（2）网络化组织只把重点放在

自己能够做得 好的职能工作上，而把除此之外的其他职能工作。（3）网络化组织都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中心层或管理群体，以此为核心来网络所需要的其他资源。 
（三）无边界组织 
无边界组织中的“边界”主要是指企业组织内管理层级之间的边界以及企业与市场中的供应商、

经销商、顾客等利益群体之间的边界。无边界组织就是力求消除管理层级间的边界和与市场各种利

益群体间的边界的组织模式。无边界组织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 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首先提出并在 GE 公司改革推行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现在，世界

上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在开始用无边界组织改革其现有的组织结构。 

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分工协作的（    ）方式或框架。 
A、职位安排   B、交易关系   C、基本联系 P184 
2．职权也是一种权力，不过是（    ）的一种权力。 
A、自己争取   B、组织安排   C、上级给予 P185 
3．机械—科层制模式的结构特征之一是（    ）。 
A、垂直沟通   B、横向沟通   C、交叉沟通 P189 
4．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与传统组织结构相比， 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表现出（   ）变化。 
A、集中化   B、分权化   C、标准化 P199 
5．事业部组织结构的 大特点是（    ）相分离。 
A、上级与下级   B、生产与销售   C、决策与执行 P199 
6．矩阵组织结构由纵横两个组织系列组成，一个是（    ）系列，另一个是为完成某一项目

或临时任务而组建的项目组系列。 
A、生产部门   B、职能部门   C、技术部门 P203 
7．企业组织结构的（    ），是指企业组织中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 
A、分权化    B、网络化   C、扁平化 P214 
8．直线组织结构要求其领导者必须是（    ）的领导者。 
A、专业化    B、全能式   C、监督式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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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边界组织是由（   ）首先提出并在该公司改革推行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 
A、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B、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C、美国通用食品公司 P221 
10．网络化组织是由若干（    ）的组织单位构成的一个成员不断变动的组织系统。 
A、相互联系    B、相互持股    C、相互独立 P22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组织的权限关系主要涉及到（   ）与（   ）。 
A、集权   B、控制   C、合作   D、分权 P185 
2．在企业组织内部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分工，这就是（    ）。 
A、人员分工   B、部门分工   C、职能分工   D、领导分工 P184 
3．机械—科层制模式的企业组织运作的主要绩效表现为：（    ）。 
A、大批量生产   B、低成本   C、创造性地工作   D、高劳动生产率 P189 
4．直线组织结构的特点是：（   ）。 
Ａ、垂直管理  Ｂ、上级直接指挥下级  Ｃ、系统管理  Ｄ、一个下级接受一个上级的

指令 P194 
５、事业部组织的设立有多种方式， 常采用的方式有（    ）。 
A、按顾客设立  B、按品牌设立  C、按产品设立  D、按地区设立 P199 
6．分权型的“责任中心”组织主要有以下类型：（    ）。 
A、投资中心   B、利润中心   C、成本中心   D、预算中心 P201 
7．伴随着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新趋势，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产生了许多适应新的变化的

企业组织新模式，主要有：（    ）。 
A、虚拟组织   B、参谋组织   C、网络化组织   D、无边界组织 P218 
8．现代企业组织发展出的虚拟组织结构，其 本质的特点主要是：（    ） 
A、机会的契机   B、合作的关系   C、灵活的运作   D、长期的联系 P219 
9．企业分立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合理性是由交易费用所决定的，分立的主要方式有：（    ）。 
A、横向分离   B、平行分立   C、纵向分立   D、整体分立 P216 
10．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指在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中，不设置固定的或机械式的正式组

织机构，而代之以一些（    ）的团队式或有机式组织。 
A、长期合作的   B、临时性的   C、以任务为导向   D、以经济为纽带 P215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完全分权就可以建立完备的组织结构。P185 
2．有机—专业化模式的主要组织变量之一是标准化服务。P191 
3．机械—有机混合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之一是集权与分权并存。P193 
4．现代企业已经摈弃了直线组织结构。P198 
5．企业战略中心有其自己的经营领域和目标。P202 
6．企业利润中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实体。P201 
7．无边界组织就是没有交易费用边界的组织。P221 
8．事业部组织可以根据不同的顾客来划分。P199 
9．网络化组织与虚拟组织的基本特征相同。P219 
10．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必须考虑环境变化因素。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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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事业部组织是一种什么样的企业组织？ 
2．现代企业组织发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 

五、案例分析 

70 年代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首创了一种战略组织，他们把整个公司分成 13 个战略单位，每个战

略单位配备有得力人物担任领导，每个战略单位成为一个利润中心，负责完成总部下达的利润指标，

并享有相应的经营决策权。 后，这 10 多个战略经营单位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成长为世界范围内该

领域的佼佼者。 
请问：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所采用的是一种什么经营组织？你知道他们确定战略单位的标准吗？ 

六、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联系实际） 

确立组织结构主要应考虑哪些问题？ 

七、思考题 

1．传统企业组织与现代企业组织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分权型“中心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 
3．“虚拟组织”具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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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企业集团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集团的地位十分突出，并产生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要全面

认识现代企业，就必须研究现代企业集团。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这一章的学习，要求

对企业集团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征有较深入的认识，特别是要注意把握现代企业集团的基本结构和

运行模式，并对国内外的各种企业集团要有全面的认识。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具体包括：企业集团的

概念；企业集团的形成；企业集团的主要类型与特征；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与内部关系；企业集团

的优化组织形式。本章的主要难点是对企业集团概念的理解以及对企业集团的各种组织结构的把

握。 

第一节  企业联合与企业集团 

一、企业联合及其形式 

（一）企业联合方式 
企业联合是在各个企业志愿结合成较大经济单位，以追求利润 大化，降低市场风险，增强竞

争实力，并不一定放弃各企业法律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产生的。企业联合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

企业重组方式。根据企业联合的不同结合关系，及联合后各企业的法律地位的情况，可以认为，存

在着三种不同的联合方式。 
1．企业的协作。这种企业联合可以根据合同以十分松散的形式组成工作共同体、专业协会及

利益共同体，多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2．企业的集中。这种联合可以形成在经济上，特别是资本方面很严密的，并有合同保证的联

合体。在联合体中可以大大地限制或部分甚至完全取消各企业在经济上、法律上的独立性。 
3．企业的合并。这种联合是将联合进来的各企业在法律上的独立权予以放弃，联合后在法律

上仅仅只有一个法律单位或法人。 
（二）不同的联合形式 
1．卡特尔。卡特尔是企业联合的初步形式，这样的联合是在商品销售市场上的联合，它的典

型形式是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联合成卡特尔（法语 Cartel，音译）。卡特尔（Cartel）的原意是

指同盟或协定，当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订立关于共同划分销售市场，确

定商品产量或规定商品售价的协定而形成一种同盟时，就被称为卡特尔，它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 
2．辛迪加。较深一层的联合是经营上的联合，它的典型形式是同一生产部门的若干大企业组

合而成的辛迪加（法语 Syndicat 音译）。辛迪加（Syndicat）的原意为“组合”，它是指企业间订

立有关共同销售量和采购原材料的协定，以达到通过高价出售商品，低价购买原材料，获取高额垄

断利润的一种联合形式。它也是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 
3．托拉斯。更高级的联合是涉及产权关系的联合，它的典型形式是托拉斯（英语 Trust 音译）。

这是若干生产同类产品或与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在商品生产全过程的联合，其目的是垄断销售市

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

一。参加联合的企业在资本上、法律上、生产上、经销上都丧失了独立性，它们在经济行为上已不

再是独立的法人，而是被融入到一个新企业之中。 
4．康采恩。 复杂也是 晚出现的资本增值全过程的联合，它的典型形式是康采恩（德语

Konzern，音译）。康采恩（Konzern）的原意为多种企业集团，这是由不同经济部门的多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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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一个大的垄断企业为核心的联合。它包括工业企业、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公司

等，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取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它也是垄断组织的高级

形式之一。 

二、企业集团及其特点 

（一）企业集团的含义 
企业联合过程中曾出现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这些联合组织，因都是典型的垄断组织，它

们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先后被许多国家制定法律予以限制或取缔。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企业重组联合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首先在日本又出

现了新的企业联合体。为了避免这些新的联合体组织在名称上与财团、财阀等的联系，日本人就把

这样的联合体组织叫做“企业集团”。因此，“企业集团”一词是 先是由日本人在“二战”以后

提出来并专指新的企业联合组织的名称。 
国外对企业集团的概念有多种表述：一是，企业集团指企业群所衍生的集团；二是，企业集团

不是企业的简单聚合，而是特殊方式的大企业结合形态；三是，企业集团是以各成员企业在技术及

其他经济机能上的互相补充为目的，以成员的自主权为前提，在对等互利原则下结成的持续长久的

经营结合体形态和经营协作体制。 
通过对企业集团这些概念的综合，我们可以归纳关于企业集团的比较一致的看法：企业集团应

该是在经济、技术、生产经营上有联系的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多法人的经济联合体。它

是规模经营的企业组织，是企业联合的高级发展形态。 
（二）企业集团的特点 
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四种特性是：（1）群体性。这就是说，企业集团是一组有法人资格的企

业群体所组成，而不仅是一个大企业。（2）整体性。这是指组成企业集团的企业群必须有特定的

经济纽带或联系机制有机地连接成经济活动的整体，而不是相互孤立活动的一群企业。（3）层次

性。即通过经济纽带或联系机制所联合的企业，应形成紧密程度不同的层次结构，而不只是松散的

企业联合体。（4）实体性。这是指企业集团的核心必须是具有法人地位和投资功能的经济实体，

而不是不承担经济责任的非经营性公司。 
（三）企业集团与其它联合组织的区别 
企业集团在内在联系方式、联合目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与其它联合组织存在一些差别：（1）

在企业集团中工业企业的作用更加突出了。由于工业企业是直接为社会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在

集团内部工业企业的地位明显加强了。（2）企业集团的联合目的突出了经营互补性。企业集团的

各成员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在技术及其他经济机能上的互相补充为目的而联合起来的。（3）
企业集团的组织类型更加多样。企业之间的紧密联合方式不再局限于财团和康采恩的组织形式，还

出现了企业系列集团、分离型企业集团、企业网络等新的联合形式。（4）企业集团普遍实行了跨

国经营。（5）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加入了集团的行列。 

第二节  企业集团的形成和作用 

一、企业集团的形成 

（一）企业集团的产生 
企业集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进行

过渡的时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企业重组过程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被称为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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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康采恩的垄断组织。这类垄断组织是由不同产业的一些企业联合组成的一种垄断组织，它们

在相应国家的许多经济领域里都产生着极大的控制作用。“二战”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

各国政府实行反垄断政策等原因，这种垄断组织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某些改革，逐渐发展成企业

集团。 
（二）不同国家的企业集团 
世界上许多规模巨大、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一般来说，企业集

团的规模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企业自身内部性的扩张，即企业依靠本身的经济实力，通过

投资或购买股票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来组建企业集团；另一种是企业的外部性扩张，即企业通过合

并、兼并等方式建立企业集团。但是，在这种一般的发展过程中，因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历史背

景不同，企业集团通过这两种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也存在一些区别。 典型的是欧美企业集

团与日本韩国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 
日本、韩国企业集团形成过程中，政府干预和宏观政策作用的色彩比较浓厚。在投资、贷款、

引进外资、出口优惠等方面，对符合产业政策或经济开发计划要求的企业集团政府将给予扶植，积

极促进企业集团的合并和实力的壮大。欧美企业集团，通常也是指西方企业集团，才真正主要是在

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过程中，通过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过程首

先是核心企业本身规模实力的壮大，然后再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利润 大化为原则，组建

企业集团。集团成员企业之间血缘关系很清楚，因而联系自然较紧密。 

二、企业集团的作用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紧密的经济联合体组织，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主要作

用主要体现在：（1）企业集团可以使成员企业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2）企业集团在生产要

素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方面能够产生稳定的协作关系。（3）企业集团的分工合作有助于组织专业

化协作。（4）企业集团的统一严格标准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5）企业集团是进入国际市场的主

力军。 

第三节  企业集团的类型及特征 

一、不同国家的企业集团 

（一）日本的企业集团 
日本的比较成熟的企业集团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财团型企业集团（又称财阀型企业集团）和系

列型企业集团（又称独立系企业集团）。近来，又出现了两种新的企业集团类型，即分离型企业集

团和企业网络。 
（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集团 
美国企业集团既具有财团型企业集团的一些特征，又具有一些系列型企业集团的特征；德国的

企业集团主要是以康采恩的模式来组建的，德国的股份法专门就按康采恩的形式组成的企业集团予

以了严格的规定；意大利的国家控股型企业集团，这种集团的核心企业不是银行，而是国家控股公

司，如投资公司、控股公司等。意大利的伊里集团、埃尼集团、埃菲集团、埃弗来集团和埃吉克集

团，西班牙的伊尼集团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企业集团。 

二、各国企业集团的主要特征 

虽然各类企业集团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作为集团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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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团主体的多元性。即企业集团是多个法人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 
2．组织结构的多层次性。企业集团往往是围绕一个核心企业组织起来的，由于其他成员企业

与核心企业在联系纽带方面的差异，企业集团还形成了多层次性的组织结构。 
3．一般企业对核心企业的依附性。企业集团虽然是由多个法人企业组成的，但是这并不是说

它们之间没有主次。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集团都存在一个或者多个骨干企业，它们是集团的核心，

对其他成员企业处于支配的地位，其他企业则处于依附的地位。 
4．联系纽带的多样性。企业集团通常是通过以下四种联系纽带来形成和维持正常运行的：资

金纽带；人事纽带；生产、技术和销售方面的联系纽带；科研、新产品开发和人才培训方面的联系

纽带。 
5．经营范围的多角性。与单个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相比，企业集团是多个企业的联合体，它

一般都不仅仅限于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的生产经营，而是根据其自身条件及市场的发展变化，适当地

开展多角化（又称多样化）经营。 
6．市场目标的全球性。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都是把占领国际市场作为自己经营战略的重要目

标，因此，实行国际化经营也是企业集团的重要特征。 

第四节  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 

一、企业集团的主要组织结构 

（一）一般组织结构 
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组织结构，它通过资产纽带和层次联系构建而成，

这种组织结构主要体现了母子公司的资产关系和控制程度的层次关系。在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构

中，存在着不同资产关系的组织单位，它们是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和事业部及关联公司。这些

公司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并体现了相互间的资产关系的特点。 
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构可由四个层次构成，它们是：（1）核心层。核心层是一个具有母公

司特征的包含若干分公司或事业部的本身从事多样化经营的集团公司。（2）控股层。这是由若干

被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和这些子公司的孙公司组成。（3）持股层。这是由若干与集团公司或子

公司持股、参股的经营组织或研究单位组成。（4）协作层。核心层与控股层和持股层之间的联系

纽带是通过股份这种资产形式建立起来的，而协作层则是由那些以合同协议等契约方式与核心层、

控股层和持股层企业保持长期生产，经营配套，技术协作的企业组成。 
（二）集团公司结构 
什么是集团公司？它是一个具有母公司特征的包含若干分公司或事业部的并从事多种经营的

核心企业。如果对集团公司作更深入的理解，具体来说，它具有三种含义：其一，集团公司是企业

集团中居绝对控制地位的控股公司；其二，集团公司是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其三，集团公司是产

业经营型控股公司。 
集团公司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集团公司作为产业经营型控股公司，按其功能

类型的不同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单位管理型控股公司。其特征是本身主要从事资本经营、战略决策

及集团统一的经营活动。二是混合经营型控股公司。其特征就是既从事资本经营、战略决策、集团

统一的经营活动，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企业集团的内部关系 

企业集团的内部关系从集团的组织结构来看，主要是以集团公司（母公司、总公司）为核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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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四种不同的组织体系和关系。这就是：集团公司与直属单位的关系；集团公司与子公司的关

系；集团公司与关联公司的关系；集团公司与协作企业的关系。 

三、企业集团的优化组织 

（一）企业集团的股份制基础 
现代企业制度主要就是现代公司制度，而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就是股份制度。股份制的产生，

适应了社会产生力发展的要求，使生产方式得以由单个生产向联合生产过渡，使单一资本不可能建

立的大规模的企业得以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同时，股份制度也为企业集团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因为，基于股份制来建立企业集团，可以使集团

在产权、管理、分配、经营等方面实现 有效的安排。 
从产权制度来看，股份制的确立，成为组建与发展企业集团的制度前提。因为以股份制为基础

建立的公司企业，除了具有企业法人的特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资产以股权的形式存在，

并可以进行转让。从管理体制方面来看，股份公司的管理体制是各种企业组织形式中 完备、 适

合于集团化管理的体制。从分配制度方面看，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是基于“股权平等，按股分利”

的原则进行的，即股东不分大小，在股权上一律平等，利益分配以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

为依据，使各股东在利益分配上是平等的。股份公司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资金、技术、人力等资

源都较为雄厚，信誉较好，竞争力较强，这就使在其基础上组建的企业集团能够集生产、科研开发、

金融、贸易和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使其在经营上更加灵活；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集团进一步扩

大经营领域，开拓市场范围，发展多元化经营和跨国经营。 
（二）企业集团的优化组织 
企业集团的组建过程，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根据企业间联系的优化特征，可以对企

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进行分类。（1）规模优化型的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往往是由同行业企业的

联合与集中或大型企业的扩张与兼并形成的适当规模的企业联合体。（2）分工优化型的企业集团。

这种企业集团一般是以名优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核心，按分工配套的原则组建的。这类集团

的核心层一般不大，其实力主要取决于生产名牌产品的流动资金和新产品的开发基金的大小。（3）
经营优化型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某种生产中各产供销相衔接的企业按“一条龙”方式组合

起来的，实际上就是供应、生产和分配的一体化组合方式的联合体。（4）开发优化型的企业集团。

这种企业集团往往产生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它是由企业和科研单位为了开发市场、开发高技术、开

发新产品而实行经济联合，组成企业集团。 
（三）企业集团的其他形式 
除了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的组建过程来考察几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外，根据企业集团自身的经营性

质，也可以归类出几种特定的企业集团：（1）集约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一般是为综合利用

资源和发展深度加工而组建起来的，集团的核心企业与其他的成员企业之间在产品生产链上存在着

上下游的关系。（2）外向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把扩大海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其主

要目标，核心企业一般都拥有外贸经营权。（3）综合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为了形成技工

贸联合的优势而组建的，他们以大型骨干企业为核心，联合一批相关的工商贸企业，实行高层次的

科研、生产、商贸和服务等方面的合作。（4）服务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出于为企业生产

经营提供各种服务的动机而组建起来的，他们一般是由从事科研、设计、工具制造、工艺生产、设

备租赁、安装维修等各方面服务的企业联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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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企业通过合并的方式实现的联合，在法律上仅仅只有（    ）法律单位或法人。 
A、一个   B、两个   C、多个 P258 
2．企业联合而成的所谓“卡特尔”，主要是企业在商品（    ）的联合。 
A、生产过程中   B、销售市场上   C、采购过程中 P258 
3．“企业集团”一词是 先是由（    ）在“二战”以后提出来并专指新的企业联合组织的

名称。 
A、美国人    B、德国人    C、日本人 P261 
4．（    ）的企业集团，才真正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过程中，通过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A、日本、美国   B、韩国、日本   C、欧洲、美国 P266 
5．在日本，（    ）企业集团通常设有“总经理会”以协调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重大事务。 
A、系列型   B、分离型   C、财团型 P271 
6．企业集团是（    ）法人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 
A、多个   B、2 个   C、1 个 P278 
7．企业集团中的（    ）是受母公司控制，但在法律上是独立的法人企业。 
A、分公司   B、集团公司   C、子公司 P284 
8．基于（   ）来建立企业集团，可以使集团在产权、管理、分配、经营等方面实现 有效的

安排。 
A、协作制    B、股份制   C、关联性 P290 
9．（    ）企业集团往往是由同行业企业的联合与集中或大型企业的扩张与兼并形成的适当

规模的企业联合体。 
A、规模优化型   B、开发优化型   C、分工优化型 P293 
10．企业集团的（    ）联系纽带主要表现在成员企业之间的单向或者双向参股、控股。 
A、人事   B、资金   C、利益 P28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企业联合是各个企业志愿结合成较大经济单位，根据企业联合的不同结合关系，及联合后

各企业的法律地位的情况，可以认为存在着（    ）这三种不同的联合方式。 
A、企业的协作   B、企业的集中   C、企业的转让   D、企业的合并 P257 
2．在企业联合的历程中，典型的垄断组织主要有：（    ）。 
A、康门达   B、卡特尔   C、辛迪加   D、托拉斯 P258 
3．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几种主要特性是（    ）。 
A、群体性、整体性  B、协作性、系统性  C、层次性、实体性  D、经济性、创新性 P262 
4．企业集团的（   ）和（   ）是与卡特尔、辛迪加这类企业联合体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A、内在组织结构  B、稳定联系机制   C、市场表现形式  D、经济利益关系 P263 
5．通常把日本的（    ）称为“三新集团”。 
A、富士集团   B、三和集团   C、住友集团   D、第一劝业集团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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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多层次性，主要表现为存在（   ）这四种层次结构。 
A、核心层、控股层  B、控股层、支持层  C、领导层、协调层  D、持股层、协作层 P285 
7．企业集团除了具有资金纽带、人事纽带外，还具有（    ）等联系纽带。 
A、生产、技术和销售方面  B、生产、分配和使用方面  C、科研、新产品开发和人才培训方

面   D、供应、加工和投资方面 P280 
8．作为产业经营型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按其功能类型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主要

是（    ）。 
A、单一管理型控股公司   B、混合经营型控股公司  C、技术研发型控股公司  D、生产管

理型控股公司 P287 
9．在企业集团中，（    ）一般在经济上和法律上无独立性，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 
A、子公司   B、分公司   C、事业部   D、集团公司 P289 
10．依照（    ）的原则实行的分配制度，有利于处理企业集团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是 适

合于企业集团的分配制度。 
A、股权平等  B、按股分利  C、财务公开   D、多劳多得 P291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企业集团是在经济、技术、生产经营上有联系的企业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多法人的经济

联合体。P262 
2．企业集团在各个国家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并已成为现代经济的轴心。P267 
3．企业集团是由卡特尔、辛迪加等联合组织发展而来。P261 
4．系列型企业集团总是以一个实力强大的生产企业为核心。P273 
5．企业集团主体的多元性使它与托拉斯这样的垄断组织有很大的不同。P278 
6．集团公司与控股公司的关系就等同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P286 
7．集约型企业集团一般是为综合利用资源和发展深度加工而组建起来的。P295 
8．企业集团的资金纽带往往是以人事纽带为前提。P280 
9．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集团中的银行企业具有相等的地位及作用。 
10．企业集团的分工合作有助于组织专业化生产。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企业集团主要有哪些特点？ 
2．企业集团的优化组织类型有哪些？ 

五、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 

试分析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构。 

六、思考题 

1．企业集团与其他企业联合组织有什么不同？ 
2．试析企业集团的内部关系。 
3．企业集团对经济发展具有哪些作用？ 
4．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集团的形成有什么不同？ 



现代企业学 

 323

第七章  企业文化与跨国企业 

本章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要能够真正认识到现代企业是内容丰富和结构有序的组

织系统，企业组织的有序性当然直接受到规范制度和组织部门的安排的影响，此外，还受其内部更

深层次的作用力量的影响，这就是企业组织的文化力量。同时要能够认识到现代企业在全球市场的

影响下，已越来越多地成长为跨国企业。这一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企业文化的概念及性质；企业

文化的构成与功能；跨国企业的概念与特征；跨国企业形成的理论分析；跨国企业的功能及其发展

等等。这一章的主要难点在于对企业文化结构的深入认识以及对跨国企业的形成机制及演变方式的

把握。 

第一节  什么是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一）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文化”概念，应包括五种涵义：（1）

文化包括行为的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2）模式不论外观或内涵，皆由后天在学习而得，学习

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构造的“符号”系统。（3）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物化体现于人工制品

中，因而这些制品也属于文化。（4）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依

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5）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和结果。 
“文化”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其一，一种文化是个复合体，它是价值、信念、知识、思想等多

种要素的综合；其二，一种文化是一种层次体系，它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多层次要素并形成为

一种层次性架构；其三，一种文化是个通则，它通过一套理念体系指导和影响人们的行为。 
（二）企业文化 
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管理理论的角度予以阐释，因企业管理发展的实践证明，企

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特定的管理概念，并且是成功企业进行成功管理的有效方法。什么是

企业文化呢?作为以企业为载体的组织文化形式，它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基本涵义的分析，可以认为企业文化也具有广义企业文化和狭义企业

文化之别。从广义来说，它既包括一个企业的物质文化（有形的“显文化”），也包括一个企业的

精神文化（无形的“隐文化”）。但是，从企业组织的内在关系来看，企业文化更多地是从狭义的

角度专指以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为核心的内隐结构。 
对企业文化可作如下表述：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企业管理者的长期倡导和企

业成员的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为企业职工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

组织活动方式及传统和习惯的总和。 

二、企业文化的性质 

首先，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

化如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是与其载体共生的，即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企业文化依赖于企业

而存在。其次，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现实反映。社会文化是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是

该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主要民族的历史传统的综合体现。第三，企业文化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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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企业的“人化”。人是一切文化的缔造者，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不断发展

和完善着自身。第四，企业文化具有明显的个性或独特性。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或群体文化，企业文

化的形成除受所属社会又化及民族文化的包涵和熏陶，从而带有明显的本社会、本民族文化特性的

烙印外，还受到本企业的组织环境和群体特性的影响和制约。 

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结构 

一、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 

企业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亚文化系统，其中包括一系列基本构成要素，如价值观念、英雄人

物、礼节仪式、文化网络、物化环境等。这些要素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构件，任何形式和特点的

企业文化都是由这些基本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而成的。 
（一）价值观念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全体成员所拥有的共同信念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调节行为和人际关系的

导向体系。价值观是任何一种企业文化的基石，是一家公司成功哲学的精髓，体现了企业的 高目

标和宗旨。 
（二）英雄人物 
英雄人物是指企业中具有超出一般职工的思想境界和行为表现，能够成为榜样和表率的先进个

人或群体。英雄人物因出色的工作成就而为企业中每一个职工所知晓，并向每一个职工显示：“这

就是你要在这里取得成功的榜样。” 
（三）习俗仪式 
习俗仪式包括企业内带有普遍性和程式化的各种风俗、习惯、传统、典礼、礼仪、集体活动、

娱乐方式等。习俗仪式作为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反复

重复而逐渐形成和确定下来的，实质上是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与存在方式的积淀和体现。 
（四）文化网络 
企业组织的文化网络，广义地讲，是由企业的所有成员通过相互沟通的渠道而形成；狭义地讲，

主要是在企业沟通渠道中，由消息探听者、轶事传播者、说教者、背后议论者、小集团等形成的特

定沟通渠道，这种沟通往往是非正式的甚至是隐蔽的交流活动。 
（五）物化环境 
物化环境是指企业内部的物质条件和企业向社会提供的物质成果，包括厂房设施、技术设备、

环境布置、文化设施、产品、服务、环境保护、社会赞助等。物化环境是企业文化的物质表现和凝

结。 

二、企业文化的结构 

我们把企业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其他的文化因素依一定方式的联系架构称之为企业文化结

构。对企业文化结构的探讨，主要受到对一般文化结构分析的启示。通过文化的核心要素与其他要

素的关系的分析，形成了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说”；通过对文化的内隐要素与外显要素之间的关系

分析，形成了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 
（一）“三层次”企业文化结构 
根据一般文化结构的三层次分析，一般认为企业文化结构也有三个层面：表层为外层文化，主

要包括厂容厂貌、产品形式、品牌商标、习俗礼仪等，它们属于可视的企业形象部分；中间层主要

包括企业的组织机构、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组织方式等，这是属于可感受的企业行为部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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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为内层或深层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对表层和中层文化起着支配和决定的作用，主要包

括企业价值观、企业信仰体系、企业精神气质等，这是通过领悟才能把握的企业理念系统。企业文

化三个层次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三个层次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两层次”文化结构 
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的分析是受到结构主义，特别是结构语言学的启示，在这些结构分析的概

念中，通常将结构模型分为可以意识到的和不可意识到的两个层面。“两层次”企业文化观认为，

企业文化是由思想体系和象征媒介两个层次构成。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理性要

素，这是企业文化的内隐结构；象征媒介主要包括能直接感知的产品、形态、风俗、礼仪、语言、

组织形式、传闻轶事、象征性行动等。它们构成了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企业文化的“两层次结构”

比较简洁地反映了文化的存在形态，即以理念为核心的象征“符号”系统。 

第三节  企业文化的价值原则及功能 

一、企业文化的“八项”价值原则 

价值体系在整个企业文化中举足轻重，处于核心的位置。对现代企业而言，虽然不同的企业其

价值体系的构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作为现代企业是否存在基本的共有价值观呢?根据劳伦

斯·米勒的研究，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是现代企业应该具有的企业文化准则。也就是说，这八种

价值观可以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价值原则，它们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

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 

二、企业文化的功能 

企业文化的功能可以分为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基本功能是企业文化直接具有的功能，而衍生

功能是基本功能的延伸，它可以由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推导出来。只有一个强的、

起作用的企业文化才具有这种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相反，对于弱的、不起作用的以及领导系统不

太和谐的“企业文化”就不具备这些功能。 
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组织内部关系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组织成员的决策、行动和行为

的影响，形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它具体表现为协调功能、综合功能以及激励功能。 
企业文化的衍生功能正是这些基本功能派生出来的，它们并不直接由企业特有的全部价值观念

和行为准则引发出来，而是它们的间接结果，也就是通过一定的转化过程而产生的作用。 

第四节  跨国企业的形成 

一、跨国企业的概念及特征 

（一）跨国企业的含义 
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即 MNE，或多国企业），又称跨国公司（maltinational 

corporation，即 MNC，或多国公司），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及公认一致的定义。从不同

的衡量标准和定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跨国企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

的跨国企业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设有企业的公司；狭义的跨国企业不仅对公司跨越的国家作

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国外公司的经营性质、特征、业务比重等也作了明确规定。（2）跨国

企业是根据资本所有权、合同或其他协议建立起来的，并在由此而构成的体制和制定的共同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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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各个企业在推行全球战略时彼此共同分享各种资源和分担各种责任。 
（二）跨国企业的特征 
跨国企业是企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除具有一般企业、公司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

征：（1）跨国企业打破了国与国的界限，成为多国企业组织；（2）跨国企业实行全球经营战略，

具有“全球战略”的目标；（3）跨国企业通过在国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4）跨国企业具有内部联系优势，许多活动可以在企业内进行；（5）跨国企业具有内部联系优势，

许多活动可以在企业内进行，（6）跨国企业进行多样化经营，形成开展多种业务的综合体系；（7）
跨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具有不可转换性；（8）跨国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大，并发展成为“超级企业”。 

二、跨国企业形成的原因 

（一）跨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 
跨国企业的首要特征就是打破国别界限，组成超越国界的企业组织。那么，跨国企业到国外建

立子公司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主要有以下方面：其一，进入和开拓国外市场。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中，

扩大产品的市场范围至关重要，而进入和开拓国外市场是实现其经营战略的有效途径。其二，控制

自然资源。对于经营石油、矿山、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采掘工业的投资者来说，到国外投资的意图

是为了生产本国缺乏或生产成本较高的原料。其三，保持和扩大服务的客户。服务行业的投资者形

成了第三种类型的直接对外投资者，包括交通、银行、保险等行业和其他为跨国制造企业提供服务

的其他企业。随着他们的买主移往海外，服务企业如果想继续保护业务关系，就必须跟随它们到海

外去。其四，吸引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 重要

的动力之一。 
（二）分析跨国企业的主要理论 
跨国企业的形成基于其对外投资活动。而对外投资活动主要有两种行为表现：一是对外进行的

证券投资；二是对外进行的直接投资。在跨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的形成分析中，传统的理论只是对

证券投资活动进行了分析，而更多的现代理论则主要是对直接对外投资的分析。 
（1）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传统的经济理论依赖于证券投资模式来解释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

国际流动，从而对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作出解释。这种理论假定，各国间的利率差异是导致国际资

本移动的原因。 
（2）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又称“企业特定优势理论”，或称“企业寡占反应论”。

垄断优势理论假设进行投资的企业占有垄断优势，这些优势使他们所经营的国外子公司比当地的竞

争性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把产品的发展过程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

个阶段，根据产品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对于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来解释跨国企业产生和发展

的原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看作为垄断优势理论增加了时间这个因素，有助于解释制造商或创

新在从出口贸易转向直接对外投资的原因，回答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问题。 
（4）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企业去国外投资的目的是平抑市场交换成本。这样，

跨国企业可以以远远高于外部市场效益的方式完成要素服务和商品的国际转移。即当企业内部的要

素和商品转移的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时，企业专有的技术知识和其他资产就会引导它从事直接对

外投资。 
（5）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有助于解释跨国企业在各国开展国际经营活动的

方式存在差异的原因。国际折衷理论吸收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和区域理论，将它们与垄断优势

及内部化理论结合在一起。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核心是“三优势模式”。 
（三）跨国企业发展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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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用什么理论来解释跨国企业的形成，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以下因素相关：生产社会化深

入和发展；科技进步的影响；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双边保护外国投资条约的发展结果；世

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发展的推动；等等。 

第五节  跨国企业组织及其功能 

一、跨国企业组织及其功能 

（一）跨国企业组织 
跨国企业从组织结构上看，一般是由一家在母国注册的法人母公司和若干家在东道国由母公司

出资控股、持股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这些公司在当地注册，具有法人地位）及附属、分支机构组

成的跨国企业集团。跨国企业组织，就现代经济条件下看，往往是由国内公司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到

对外直接投资或进行技术转移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跨国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组织结构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跨国企业组织发展的变化过程主要分为：发展出口业务阶段；建立国外子公司阶段；设立国际

部组织阶段；建立全球性组织结构阶段和发展国际网络组织阶段。跨国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结

构是相对于特定条件而形成和存在的，在进行组织结构变动和调整时，必须注意其发展的实际状态

和条件。 
（二）跨国企业的功能 
跨国企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安排发挥着国际间转移代理人的作用，使产品、资本、技术和管理

技能等实现了特定的跨越国界的流动，为要素资源在国际间的转移和配置提供了渠道，也推动着世

界贸易的发展。其具体的功能主要有：产品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企业技能转移。 

二、跨国企业发展的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企业的发

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1）跨国企业投资的变化趋势。已经呈现出国外直接

投资的多元化趋势，以及投资的行业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2）跨国企业管理控制

方式的变化。跨国企业在管理控制上，由过去的集权向更多的分权转变。跨国企业的国外企业机构

较过去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3）跨国企业技

术战略趋势。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要保持优势，或从一种优势转向另一种优势，并在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企业要拥有先进技术和工艺。因此，跨国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方面投资

很大，并对技术转让战略进行了调整。（4）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新趋势。主要是：企业要向“无

国籍企业”的方向发展；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构造公司的竞争优势；建

立面向全球的企业组织结构。（5）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趋势。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又称“战略合

伙”或者“新型投资形式”。它既不同通常意义上的“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也不同于一般

的国际垄断组织形式，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跨国公司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技术的挑战，出

于对整个世界市场发展的预期和实现公司总体目标的考虑，所采取的一种长期合作方式。需要强调

的是，它有别于传统的跨国公司为进入目标市场而与当地伙伴的合作，而是一种全球性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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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1．企业成员有关企业的（    ）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构成了企业文化。 
A、制度观念   B、组织观念   C、价值观念 P227 
2．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企业的（    ）。 
A、规范化   B、人化   C、形象化 P230 
3．企业的价值观为企业所有成员提供了一种向（    ）发展的意识和根本信念。 
A、共同方向   B、各自方向   C、不同方向 P232 
4．根据劳伦斯·米勒的研究，认为有（    ）基本价值观是现代企业应该具有的企业文化准

则。 
A、四种   B、六种   C、八种 P243 
5．企业的（    ）就是企业价值观人格化和企业文化组织力量的集中体现。 
A、关键人物   B、英雄人物   C、权威人物 P235 
6．广义的跨国企业是指在（    ）的国家设有企业的公司。 
A、两个或两个以上   B、三个或三个以上   C、五个或五个以上 P298 
7．跨国企业以追求全球总体利益和长期利益为 终目标，对遍布世界各国的各种资源，进行

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实行的是（   ）战略。 
A、规模经营   B、全球经营   C、垄断经营 P301 
8．内部化理论解释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是比出口产品或许可证贸易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

和市场、平抑市场交换成本的经营方式，这种理论分析的基础就是（    ）。 
A、维农理论   B、邓宁理论   C、科斯理论 P309 
9．跨国企业通过组织结构上的安排发挥着国际间转移代理人的作用，使产品、（   ）、技术

和管理技能等实现了特定的跨越国界的流动。 
A、资本    B、人才    C、组织 P322 
10．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跨国公司面临剧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技术的

挑战，出于对整个世界市场发展的预期和实现公司总体目标的考虑，所采取的一种（    ）方式。 
A、短期合作    B、项目合作    C、长期合作 P332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均有两个以上的答案） 

1．企业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组织文化系统，其中包括一系列基本构成要素，如价值观念、

（    ）等。 
A、英雄人物  B、礼节仪式  C、经营策略   D、物化环境 P232 
2．利用企业文化的三层次分析方法，可以把企业文化划分为（    ）。 
A、物质文化层面   B、体制文化层面   C、社会文化层面   D、价值文化层面 P240 
3．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包括（    ）。 
A、协调功能   B、综合功能  C、激励功能   D、衍生功能 P245 
4．企业文化两层次分析方法认为，企业文化结构由两个层次构成，即（    ）。 
A、象征媒介层次   B、行为表现层次   C、思想体系层次   D、企业形象层次 P241 
5．关于跨国企业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多种理论，它们是：“国际证券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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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优势理论”、（    ）等。 
A、“国际竞争理论”  B、“生命周期理论”  C、“内部化优势理论”  D、“国际生产折

衷理论”P306 
6．跨国企业对国外组织机构的所有权关系主要有：分公司、（    ）国外避税地公司等。 
A、独资公司   B、合资公司  C、特许公司    D、非股权安排 P315 
7．跨国企业的功能主要表现为：（   ） 
A、产品转移   B、资本转移   C、技术转移   D、企业技能转让 P322 
跨国企业在推行战略联盟时， 重要的事就是考虑选择合作伙伴的各种因素和标准，这些标准

的核心可以归纳为 3C 原则，即：（    ）。 
A、兼容   B、收益    C、能力   D、投入 P334 
9．跨国企业在推行全球战略的过程中，经营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 
A、企业要向“无国籍企业”的方向发展   B、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C、更多地推行地区中心战略   D、建立面向全球的企业组织结构 P332 
10．战略联盟的形成是由合作的环境力量和合作各方的动机所促成的。合作的环境力量主要是

来自企业外部的作用，主要包括：（    ） 
A、国际竞争加剧   B、技术进步   C、全球化   D、政府干预 P332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企业文化必须是企业个性化文化。P231 
2．企业文化的习俗仪式通过企业的一系列规则表现出来。P236 
3．企业文化网络是企业价值观和英雄轶事的沟通渠道。P237 
4．通过对文化的内隐要素与外显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形成了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说”。P241 
5．跨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动力只是为了进入和开拓国外市场。P304 
6．跨国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战略。P308 
7．建立国外子公司阶段是跨国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企业通过对外的投资，已发展了

在国外的经营机构。P317 
8．跨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转让既是技术知识的转让，而且也是管理技能的转让。P325 
9．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从以服务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P329 
10．当跨国企业把某一个国家的资本资金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子公司时，这就出现了资本的国

际转移。P324 

四、简答题（回答要点，不需论述） 

1．简述“三层次”企业文化结构。 
2．跨国企业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五、论述题（概述有关原理） 

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内在动力主要有哪些？ 

六、思考题 

1．企业文化有哪些主要的构成要素？ 
2．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主要具有哪些功能？ 
3．跨国企业的发展有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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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单元作业题参考答案 

第一章 

一、项选择题 

1．C ；2．B；3．C；4．A；5．C；6．B；7．A；8．B；9．A；10．B。 

二、多项选择题 

1．ABD；2．ACD；3．BCD；4．ABDE；5．CD；6．ABD；7．ABCE；8．BC；9．ACDE；
10．ACD。 

三、判断题 

1．错；2．对；3．错；4．错；5．对；6．错；7．对；8．对；9．对；10．对。 

四、简答题 

1．答：交易费用经济学关于企业本质的主要观点是：（1）市场和企业为相互替代而不相同的

交易机制，因而企业可以取代市场实现资源的调配；（2）企业取代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是因为能够

减少交易的费用；（3）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4）企业是通过行政管理机制取

代市场价格机制“内化”了资源的交易过程，但这种“内化”过程也是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因此，

企业的内化过程是有限度的；（5）交易费用的存在及企业节省交易费用的努力是企业结构演变的

根本动力。 
2．答：企业组织的扩展是在契约联系的基础之上，不断内化通过市场所进行的交易或与之存

在交换关系的经济单位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实现，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组织

扩展方式归纳为三类：（1）横向的组织扩展。“横向”是指某一个环节的规模扩展，它是该企业

垂直于物流方向的组织扩展过程。（2）纵向的组织扩展。这里的“纵向”，指的是一个企业平行

于物流方向的向前或向后的组织扩展过程。也就是指把处于经济活动产、供、销等不同环节的生产

要素或经济单位组织于一个企业之内。（3）多向的组织扩展。多向的组织扩展是指企业不局限于

在现有行业中的横向或纵向环节的扩大，而是扩展到相关与不相关的行业中去。 

五、论述题 

答：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公司制度。这个定义包含两个层次的涵义：其一，现代企业制度是近一百多

年来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

展；其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指的就是现代公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制度中的公司制是现代企业

制度的 典型的组织形式。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

业制度；（2）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3）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4）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产权成为了商品；（5）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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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题 

讨论要点：根据交易费用的理论，企业购买零部件实质上是内化市场交易的过程。因此，市场

化条件下的“自制率”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产化率”都可以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 
关于市场化下的“自制率”，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其一，自己生产和市场购买的成本比较；其

二，“自制率”的比重能否成为企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目标？其三，认识“自制率”主要应该用经济

因素还是其它因素？ 
关于全球化下的“国产化率”与对“自制率”的讨论有相似的特点，只是要从全球市场的眼光

来分析是国内自己生产，还是全球采购。同样，可以按照分析以上“自制率”的三个方面来认识“国

产化率”的问题。 

第二章 

一、项选择题 

1．B；2．A；3．B；4．C；5．C；6．A；7．C；8．B；9．A；10．B。 

二、多项选择题 

1．BCD；2．ABD；3．BD；4．ABD；5．ABD；6．ABD；7．AD；8．AC；9．ABD；10．AD。 

三、判断题 

1．对；2．对；3．错；4．错；5．错；6．对；7．对；8．错；9．错；10．对。 

四、简答题 

1．答：要对现代企业的组织特征有所把握，首先需要对传统企业组织的特点进行归纳，通过

比较以获得对现代企业组织的认识。传统企业组织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企业组织的规模通常

较小，一般只具有一种经济职能，经营单一的产品系列，或只在一个地区经营，因此又称为“单一

单位的企业”。（2）企业的管理者通常兼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是合而为一的。

（3）传统企业组织通常只包含两个层级，企业管理者是 高决策层级，工人是 低决策层级，没

有中间管理层级。 
相比较而言，现代企业组织具有以下特征：（1）这种企业组织通常规模较大，具备多种经济

功能，经营多个系列的产品，在不同地区进行经营，也可称之为“多单位企业”。（2）企业的高、

中级决策者不必一定是资本所有者，也就是说，不再兼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而成为专门的“支薪

管理人员”，资本的所有权与管理发生了分离。（3）现代企业组织都包含有两个以上的决策层级，

也就是说，存在有中间决策层级。高、中层级的决策者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决策分工体系，表现为企

业内部的管理组织，并被称为“管理层级制”。根据现代企业组织的以上三个特征，美国著名经济

学及企业史专家钱德勒（D·Chandler）给现代企业下了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由一组

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即可适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 
2．答：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共同特性和相互联系表现在：（1）两者都是以营利为

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都是一种股权式的经济联合体。（2）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都是以

出资额为限，都属有限责任。（3）两者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主要公司形式，各国公司法对这两

种形式都有较多的规范要求。 
两者的不同之处或区别主要表现在：（1）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必须划分为均等的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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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的资本不必划分为等额的股份。（2）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起设立，也可以采取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采取募集设立；而有限责任公司则不能募集设立，只能由发起人发起设立。（3）股

份有限公司的财产和经营状况要向社会公开，故是“开放式的公司”；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或经

营情况则不对外公开，所以又叫“封闭式公司”。（5）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下限无严格上限规

定，其股东人数众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具有严格的 低及 高人数限制。（6）在股份有限公司

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较为彻底，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也较复杂；但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分离则没有那么彻底，其内部组织结构相对较简单。 

五、论述题 

答：对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度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

度包含两个内容：（1）出资人只以其投入企业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2）公

司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其二，公司财产有限责任制度所称的“有限责任”具有两重含义：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和

公司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前者是用来调整公司内部的关系，即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

东与公司法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用来调整公司外部的关系，即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其他经济

主体间的关系。 

第三章 

一、单项选择题 

1．B；2．C；3．A；4．C；5．B；6．A；7．B；8．B；9．A；10．C。 

二、多项选择题 

1．AC；2．AB；3．AC；4．AC；5．ACD；6．ABD；7．CD；8．AC；9．ABD；10．AB； 

三、判断题 

1．对；2．对；3．错；4．错；5．错；6．对；7．对；8．对 9．对；10 错。 

四、简答题 

1．答：产权是财产权的简称，它是指权利人在法定的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财产，并排斥他

人干涉的权利。产权概念中的“财产”（有时也称作资源、资产）一词含义较广，不仅指现金、有

形资产，还包括无形财产、劳务、商誉等。产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多项权能的集合。现代产权经济

学是以法定权利的界定与交换作为研究内容的，一般把产权的权能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

收益权、转让权（处置权）。 
2．答：产权的界定就是把产权的权能界定给特定的行动主体。这是对产权关系的选择和确定。

只要产权主体明确地加以界定，交易各方就将力求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资源使用到产出 大、成

本 小的地方，达到资源的 优配置。 
产权界定的主要形式。（1）私有产权。私有产权就是将财产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

界定给了特定的人，使其享有完整的产权。（2）共有产权。共有产权也称社团产权，即共同体内

的每个成员都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说，这种产权是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3）集体产权。集

体产权即指行使对财产的各项权利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决定。（4）国有产权。在理论上，国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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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指这些与财产相关的各项权利都由国家所拥有，即把产权界定给了国家，它再按可接受的经济

的和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五、论述题 

答：首先，要认识到建立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规范化、有

效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应该了解和掌握产权制度对市场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主要功能：（1）
激励功能。这是产权制度的 基本的功能。产权中的收益权规定了产权主体具有获取与其财产或努

力相当的收益的权利。如果产权特别是收益权能够得到明确的界定，而且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对

产权主体——财产所有者产生激励的作用，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使用，从而财产所有者也得到应得的

收益。（2）增进资源配置效益的功能。只有这种保障是明确的、稳定的和有效的，实现要素资源

流动的交易才能顺利进行，人们也会选择效益好的交易方式，促进资产合理流动，减少交易成本。

（3）形成稳定预期的功能。只有当社会能够明确地承认和保护产权时，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形成一

个可以把握的、稳定的预期，才会使经济行为长期化，着眼于谋求长远的利益。（4）规范市场交

易行为的功能。产权关系的界定具体规定了人们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相互

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必须承担不遵守这些规范的成本。这样，保障受益和受损索赔的

原则可以有效地抑制不正当交易行为，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合理化。 
另外，要看到我国当前在产权制度建立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

有待完善，因此，我们在产权制度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这四种功能方面都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

在产权主体的激励功能，怎么使贡献与利益相协调；在增进资源配置效益方面，怎样使经营者有效

地去整合和配置资源；等等。这些问题都有赖于产权制度的完善，而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

响到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章 

一、项选择题 

1．B；2．C；3．A；4．C；5．A；6．C；7．A；8．C；9．B；10．A。 

二、多项选择题 

1．AC；2．ABD；3．ACD；4．AC；5．BCD；6．AD；7．ABD；8．ABD9．ABC；10．ACD。 

三、判断题 

1．对；2．错；3．错；4．错；5．对；6．错；7．错；8．对；9．错；10．对。 

四、简答题 

1．答：公司执行机构是由受聘于公司董事会的高层经理人员（一般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等）

组成，具体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执行机构。公司执行机构是公司日常业务活动的 高指挥

中心，他不能像董事会（会议制机构）那样实行集体负责制，它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即公司总经

理个人负责制。因为，对具体业务的执行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来承担，如实行集体负责制，则会出现

无人负责的情况。 
公司执行机构是一个具体执行已经决策的事务实施机构，在执行机构中，总经理同其他成员的

关系只能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首长与助手的关系，其成员必须服从总经理的指挥。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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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不同，在董事会成员中，各个董事（包括董事长）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

系，他们是共同对股东大会负责。而在执行机构中，每一个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是明确的，他们都

要对此承担自己的责任。 
2．答：国内外公司实践表明，大股东认为股东的各项权利中 重要的权利并不是战略决策权、

资产处置权、股东分红权等项权利，而是人事任免权。对大股东来说，掌握公司的人事权之所以

为重要，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这是由公司的基本产权关系所决定的。由于公司产权客观上的分割，形成了委托或授权

经营，从而产生了“财产权换人事权”。第二，这是股东实施间接控制所必需的。在公司企业里，

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控制因“所有权与控制”的分离而变成了间接控制，股东会不能越过董事会去干

预企业经营。这时，股东们必须知道投资将交给什么人管理。重要的原则在于，资本是投到人的身

上，由人来操作，而不是投到产品上，产品自身无法吸纳资金，它仅仅是资本的载体。第三，人事

任免权是大股东 可靠的权利。股东尽管享有各项决策权，但其中只有人事权这一项 可靠。这一

点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第四，大股东控制人事任免权也就是把握了 本源的权利。说到底，公司

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来做的，公司的所有资源中 重要的资源当属人的资源，只要控制了 重要

的人事安排，就可以通过这些人来体现大股东的意愿。 

五、案例分析 

分析思路：由于史玉柱绝对控股，使“巨人集团”缺乏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关系，也没有真正

建立起执行机构，所有与经营不能够合理地分开，导致公司运作失灵。 

六、论述题 

答：在现代公司企业中，由于所有与经营的分离，如何处理所有者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以便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是搞好公司经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追求的目标是有不同之处的，作为委托人的董事会要求经理人员尽职尽责，执

行好经营管理的职能，以便为公司取得更多的“剩余收入”或利润；而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所追

求的，则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知识、才能、社会地位）的增值和提供人力资本进行指挥劳动所取得

的收入的 大化。为此，就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经理人员来说，其经营行为的正常化，不全是因为所谓商业事务上的诚实和公正精神的发展，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依赖经理人员的自觉。实际上，还需要建立制约机制来约束其行为。所谓制约机

制是指通过对特定活动者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使其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经理人员的行为将始终受

到来自公司内部和外部的多种监督制约的作用。 

七、讨论题 

讨论要点：现代公司企业的“独立生命”是指公司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支配和起作

用，而不以某个人的“自然生命”所左右。这个问题可以从公司的法人特征和治理结构两个方面来

考虑。其一，就现代公司企业的法人特征而言，现代公司是经过法律程序注册的法人组织，享有相

应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作为“法人”，本身就意味着他在法律上拥有自己的生命。并且，

现代公司有自己的独立财产，也称为“法人财产”，这样，使其与投资者有所分离，他可以基于其

财产从事公司自己的事宜。而公司的法人财产使其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二，就其公司治理结

构而言，公司是依公司法建立的相应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机构，这种组织结构从法律上作出了规定，

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会以某个人的存留而存留。因此，现代公司生命的“独立性”与传统自然

人企业存在本质的区别，可以发展成为“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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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具有的独立生命，是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这

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五章 

一、单项选择题 

1．C；2．B；3．A；4．B；5．C；6．B；7．C；8．B；9．A；10．C。 

二、多项选择题 

1．AD；2．BC；3．ABD；4．ABD；5．ACD；6．BCD；7．ACD；8．ABC；9．AC；10．BC。 

三、判断题 

1．错；2．错；3．对；4．错；5．对；6．错；7．错；8．对；9．错；10．对。 

四、简答题 

1．答：事业部组织是以企业总部与部门之间的分权为特征的，其基本特点是：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按产品大类或地区的不同划分部门，设立经营事业部；各个事业部在公司统一领导下实行

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各事业部作为一个利润中心，成为实现总公司目标利益的责任单

位，统一管理所属产品或地区的生产、销售、采购等全部活动；在经营管理上是拥有相应自主权的

“自主经营单位”，对公司赋予的任务承担全面的责任。 
事业部组织结构，实行“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分开”，“分散经营与协调管理”的原则。总公

司主要负责研究和制定各项政策，制定总目标与长期计划，规定经营销售利润总额及价格幅度，并

对事业部的经营、人事、财务实行监督，不具体从事日常的行政事务。各事业部在总公司的政策、

目标、计划的指导和控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管理

部门，这些部门作为事业部管辖下的单位机构，将按事业部所布置的任务进行活动。 
2．答：在以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时代特征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企业组织环境一方面呈

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为企业组织应对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工具。具体来

说，企业组织在适应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扁平化、柔性化、分立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特点和

变革趋势。（1）扁平化。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是指企业组织中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

（2）柔性化。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指在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选择中，不设置固定的或机械式的

正式组织机构，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或有机式组织。（3）分立化。所

谓分立化是指从一个大企业里在分离出几个小的企业，把原来企业总部与下属单位之间的内部性的

上下级关系变为外部性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4）网络化。网络化组织体现了新的组织结构

在“分”的基础上，又以特定的联系方式再“合”的重要变化趋势。 

五、案例分析 

分析要点：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所采用的是“战略中心”组织方式。他们确定战略中心的标准是：

（1）中心在企业中承担单独的任务；（2）中心的地位可以客观判别，比如，有专营的系列产品，

有明确的竞争对象等；（3）其职责是拟定和执行所属各利润中心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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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 

答：为确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必须考虑和确定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及问题： 
其一，分工关系。为实现预定目标，组织必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任务。分工过程就是为实现一

定的目标，而对必要的工作或职能进行细分化，并确定不同职位和相应的承担者。其二，部门化。

部门一词是指在一个组织中，一个管理人员有权执行所规定的活动的一个明确区分的范围、部分或

者分支机构。在部门化的组织中，所有的部门就成为组织的基本单位，或者是组织系统的子系统。

其三，权限关系。如果部门化是机构的分割，那么，权限关系就涉及权力的分割。组织中的权限关

系，就是指组织中职权的安排和行使关系。其四，沟通与协商。组织结构因部门化和分工，使部门

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十分重要。合理的组织结构可使组织内的信息传递路线大大改变

和减少。其五，程序化。组织结构 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套预设的行动框架。由此它才能稳定地指

导和规范组织成员和单位的行为。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通过事先制定行动方案，当某些事件发生

时按预设的方案及时处置的组织工作叫程序化。 
可以联系你自己单位的组织现状，谈谈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 

一、单项选择题 

1．A；2．B；3．C；4．C；5．C；6．A；7．C；8．B；9．A；10．B。 

二、多项选择题 

1．ABD；2．BCD；3．AC；4．AB；5．ABD；6．AD；7．AC；8．AB；9．BC；10．AB。 

三、判断题 

1．对 2．；对；3．错；4．对；5．对；6．错；7．对；8．错；9．错；10．对。 

四、简答题 

1．答：企业集团是在经济、技术、生产经营上有联系的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多法

人的经济联合体。它是规模经营的企业组织，是企业联合的高级发展形态。其主要特点有：（1）
群体性。这就是说，企业集团是一组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群体所组成，而不仅是一个大企业。（2）
整体性。这是指组成企业集团的企业群必须有特定的经济纽带或联系机制有机地连接成经济活动的

整体，而不是相互孤立活动的一群企业。（3）层次性。即通过经济纽带或联系机制所联合的企业，

应形成紧密程度不同的层次结构，而不只是松散的企业联合体。（4）实体性。这是指企业集团的

核心必须是具有法人地位和投资功能的经济实体，而不是不承担经济责任的非经营性公司。 
2．答：根据企业间联系的优化特征，可以对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进行分类。（1）规模优化型

的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往往是由同行业企业的联合与集中或大型企业的扩张与兼并形成的适当

规模的企业联合体。（2）分工优化型的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一般是以名优产品为龙头，以骨

干企业为核心，按分工配套的原则组建的。（3）经营优化型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某种生

产中各产供销相衔接的企业按“一条龙”方式组合起来的，实际上就是供应、生产和分配的一体化

组合方式的联合体。（4）开发优化型的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往往产生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它

是由企业和科研单位为了开发市场、开发高技术、开发新产品而实行经济联合，组成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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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述题 

答：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组织结构，它通过资产纽带和层次联系构建而

成，这种组织结构主要体现了母子公司的资产关系和控制程度的层次关系。企业集团的一般组织结

构可由四个层次构成，它们是：（1）核心层。核心层是一个具有母公司特征的包含若干分公司或

事业部的本身从事多样化经营的集团公司。（2）控股层。这是由若干被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和

这些子公司的孙公司组成。（3）持股层。这是由若干与集团公司或子公司持股、参股的经营组织

或研究单位组成。（4）协作层。核心层与控股层和持股层之间的联系纽带是通过股份这种资产形

式建立起来的，而协作层则是由那些以合同协议等契约方式与核心层、控股层和持股层企业保持长

期生产，经营配套，技术协作的企业组成。 

第七章 

一、单项选择题 

1．C；2．B；3．A；4．C；5．B；6．A；7．B；8．C；9．A；10．C。 

二、多项选择题 

1．ABD；2．ABD；3．ABC；4．AC；5．BCD；6．ABD；7．ABCD；8．ACD；9．ABD；

10．ABC。 

三、判断题 

1．对；2．错；3．对，4．错；5．错；6．对；7．对；8．对；9．错 10．对。 

四、简答题 

1．答：根据一般文化结构的三层次分析，可以认为企业文化结构也有三个层面：表层为外层

文化，主要包括厂容厂貌、产品形式、品牌商标、习俗礼仪等，它们属于可视的企业形象部分；中

间层主要包括企业的组织机构、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组织方式等，这是属于可感受的企业行为部

分；第三层次为内层或深层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对表层和中层文化起着支配和决定的作用，

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信仰体系、企业精神气质等，这是通过领悟才能把握的企业理念系统。 
2．答：跨国企业组织发展的变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发展出口业务阶段；建立国外子

公司阶段；设立国际部组织阶段；建立全球性组织结构阶段和发展国际网络组织阶段。跨国企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是相对于特定条件而形成和存在的，在进行组织结构变动和调整时，必须注

意其发展的实际状态和条件。 

五、论述题 

答：跨国企业的首要特征就是打破国别界限，组成超越国界的企业组织。那么，跨国企业到国

外建立子公司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进入和开拓国外市场。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中，扩大产品的市场范围至关重要，而进入和

开拓国外市场是实现其经营战略的有效途径。 
其二，控制自然资源。对于经营石油、矿山、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采掘工业的投资者来说，到

国外投资的意图是为了生产本国缺乏或生产成本较高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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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保持和扩大服务的客户。服务行业的投资者形成了第三种类型的直接对外投资者，包括

交通、银行、保险等行业和其他为跨国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的其他企业。随着他们的买主移往海外，

服务企业如果想继续保护业务关系，就必须跟随它们到海外去。 
其四，吸引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 重要的

动力之一。 



 

《线性代数》教学大纲 

刘淑环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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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代码：309020012 
2．课程英文名称：Linear Algebra 
3．课程类型：必修 
4．适用专业：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专业） 
5．总学时：36 学时 
6．学分：2 学分 
7．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二、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一门学科，由于线性问题广泛存在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

域，且线性问题的处理方法是许多非线性问题处理方法的基础，因此线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

科和技术学科的各个领域。我校商学院为培养工商管理、国际商务专业高等本科复合型的人才，设

置了该课程，该课程是工商管理、国际商务专业的必修基础课。 
本课程基本任务是学习行列式、矩阵理论、向量的线性相关性、线性方程组的理论及其有关知

识。线性代数是一门抽象的数学学科，在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

理论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了解其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

生初步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线性代数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并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及专业课程进一步提高打下必要的数学基础。 
由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在讲清基本概念、理论的同时，教学中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并注意与有关专业的课程内容互相渗透和配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科精神的领会；体现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阔学生的数学视野，认识数学

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崇尚数学的理性精神，形成审慎思维的良好习惯，从而激活学生的创新潜

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增长他们的创新能力。 
该课程基本要求的设置分三个层次，其中对概念与理论用“理解”、“了解”和“知道”表述，

对方法和运算用“熟练掌握”、“掌握”和“会”表述，前者为较高的要求。 
该大纲的编写参考了国内一些高校经管类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参考了硕士研究入学

考试数学三、四大纲的内容及要求。 

三、课程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强，逻辑性强，其教学方式应注重启发式、引导式，讲授时应注意以矩

阵作为教学的主线，将其它的内容与矩阵有机联系起来。为充分利用多媒体系统，教研室参考了高

教社出版的电子教案，自己研制出与现用教材相配套的幻灯片在课上教学使用，并注意课上讲解与

学生练习相结合。为解决数学题运算过程注重的解题步骤问题，采取课堂上用‘公式编辑器’分步

推导，以求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四、教材、参考书 

《线性代数》，赵树嫄.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第 3 版第 26 次印刷 



国际商务专业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44 

《线性代数》电子教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线性代数》，同济大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采取平时动态考核（占 20%）与期末闭卷考试（占 80%）相结合，以百分制给出学生的成绩

评定。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每份试卷中的试题所占分数

比例依次为 2：4：3：1。试题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等题型，选择题和填

空题约占 40%。 

六、线性代数教学大纲执行补充说明 

1．本课程与其它有关课程的联系和分工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 “空间解析几何”部分，不需其它高等数学基础，在任一学期均可开课。

作为基础课，它是许多后继课，如数理统计、运筹学以及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 
2．习题课、讨论课、课外作业的要求应在比较紧张的课时中间量时而行。 
3．本大纲的课程内容及章节可根据所选教材、实际学时及讲课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变。 
4．根据教学内容及专业特点，建议学校增加课时，由现在 2 课时/周，改为 3 课时/周。 

七、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 程 内 容 讲 课 时 数 习 题 课 时 数 小    计 

第一章  行列式 6 2 8 
第二章  矩阵及其运算 8 2 10 
第三章  线性方程组 8 2 10 
第四章  矩阵的特征值 6 2 8 
合   计 28 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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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列式（8 课时） 

本章知识点：二阶、三阶行列式的概念与计算，n 阶行列式的概念与性质、行列式按行展开定

理，克莱姆法则。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2．熟练掌握行列式的性质及按行列展开定理。 
3．熟练掌握 n 阶行列式常用的几种计算方法。 
4．理解克莱姆法则。 
5．会应用克莱姆法则解二、三元线性方程组。 
6．掌握 n 个未知量 n 个方程有解、无解的判断 
本章重点：行列式的概念、性质及计算，展开定理，克莱姆法则。 
本章难点：n 阶行列式的计算。 
本章学时分配：8 学时（理论教学 6 学时，习题 2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一 

第一节  二阶、三阶行列式 

教学内容： 

一、二阶行列式的引入与计算 

若二元线性方程组
⎩
⎨
⎧

=+
=+

2222121

1212111

bxaxa
bxaxa

， 021122211 ≠− aaaa若 ， 

则二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
12212211

122221
1 aaaa

abab
x

−
−

=
12212211

211112
2 aaaa

ababx
−
−

=  

引入 21122211
2221

1211 aaaa
aa
aa

−=  

二、三阶行列式的引入与计算 

312213332112322311322113312312332211

333231

232221

131211

aaaaaaaaaaaaaaaaaa
aaa
aaa
aaa

−−−++=  

教学目的：会用二阶、三阶行列式求二元线性方程组和三元线性方程组的解。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计算二阶、三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理解二阶、三阶行列式是所有不同

行不同列的元素乘积的代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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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n 阶行列式 

教学内容： 

一、全排列及其逆序数 

（一）概念的引入 
（二）全排列及其逆序数 
1．n 个不同的元素排成一列，叫做这 n 个元素的全排列（或排列）. 
2．规定各元素之间有一个标准次序，n 个不同的自然数，规定由小到大为标准次序. 

3．在一个排列 ( )nst iiiii LLL21 中，若数 st ii > 则称这两个数组成一个逆序. 

4．一个排列中所有逆序的总数称为此排列的逆序数. 
（1）逆序数为奇数的排列称为奇排列. 
（2）逆序数为偶数的排列称为偶排列. 
（三）对换与排列的奇偶性的关系 
定理 1：任意一个排列经过一个对换后奇偶性改变. 
定理 2：n 个数码（n>1）共有 n！个 n 级排列，其中奇排列和偶排列各占一半. 

二、n 阶行列式概念的引入 

312213332112322311

322113312312332211

333231

232221

131211

aaaaaaaaa

aaaaaaaaa
aaa
aaa
aaa

−−−

++=  

（一）三阶行列式的特点 
1．三阶行列式共有 6 项，即 3！项． 
2．每项都是位于不同行不同列的三个元素的乘积． 
3．每项的正负号都取决于位于不同行不同列的三个元素的下标排列． 
（二）三阶行列式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1(
321

321
321

)(

333231

232221

131211

∑ −= jjj
jjjN aaa

aaa
aaa
aaa

 

三、n 阶行列式的定义与计算 

定义 

.)1(
21

21
21

)(

2

∑ −
n

n
njjj

jjjN aaa

nnn

LL的代数和

个元素的乘积不同行不同列的阶行列式等于所有取自个数组成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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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n

n

n

aaa

aaa
aaa

D

L

MMM

L

L

21

22221

11211

=记作

 

).det( ija简记作 的元素．称为行列式数 )det( ijij aa  

（二）特殊 n 阶行列式的计算 

1．上三角行列式

nn

n

n

a

aa
aaa

L

LLLLLLL

L

L

00

0 222

11211

nnaaa L2211=  

2．下三角行列式

nnnnn aaaa

aa
a

L

LLLLLLLL

L

L

321

2221

11

00
000

 nnaaa L2211=  

3．对角行列式

nλ

λ
λ

O
2

1

 nλλλ L21=  

（三）n 阶行列式定义的另外形式 

1． ( ) niii
iiiN

n

n aaaD L
L

21
)(

21

211∑ −=  

2． ( )
nn

nn
jijiji

jjjNiiiN aaaD L
LL

2211

2121 )()(1∑ +−=  

教学目的：了解全排列及其逆序数，理解对换的定义和性质，理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教学要求：会求全排列的逆序数，掌握利用定义计算简单的 n 阶行列式。 

第三节  行列式的性质 

教学内容： 

一、行列式的性质 

（一）将行列式转置，行列式的值不变 
（二）交换行列式的两行（列），行列式的值变号 
推论：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列）的对应元素相同，则此行列式的值为零。 
（三） 用数 k 乘行列式的某一行（列），等于以数 k 乘此行列式 
推论 1：如果行列式某行（列）的所有元素有公因子，则公因子可以提到行列式外面。 
推论 2：如果行列式有两行（列）的对应元素成比例，则行列式的值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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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将行列式中的某一行（列）的每一个元素都写成两个数的和，则此行列式可以写成

两个行列式的和，这两个行列式分别以这两个数为所在行（列）对应位置的元素，其它位置的元素

与行列式相同 
推论：如果将行列式中的某一行（列）的每一个元素都写成 m 个数（m 为大于 2 的整数）的

和，则此行列式可以写成 m 个行列式的和。 
（五）将行列式的某一行（列）的所有元素同乘以数 k 后加于另一行（列）对应位置的元素上，

行列式的值不变 

二、应用举例 

教学目的：理解 n 阶行列式的性质。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用行列式的性质计算 n 阶行列式。 

第四节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教学内容： 

一、行列式按某一行（列）展开 

（一）余子式与代数余子式 
1．余子式 

ijij

ijij

MaD

njiaaDn

的余子式，记为中元素行列式，称为

阶列后，余下的行和第所在的第中去掉元素阶行列式定义：在 1−=
 

nnnjnjn

nijijii

nijijii

njj

ij

aaaa

aaaa
aaaa

aaaa

M

LL

LLLLLL

LL

LL

LLLLLL

LL

111

1111111

1111111

1111111

+−

+++−++

−+−−−−

+−

=即  

 2．代数余子式 

ijij
ji

ijij AaMaD 的代数余子式，记为，称为前添加符号的余子式中元素定义： +− )1(  

ij
ji

ij MA +−= )1(即  

（二）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展开法则 

),2,1(2211 niAaAaAaD

aDn

ininiiii

ij

LL =++=

=

乘积的和，即

数余子式）的各元素与其对应代等于它的任意一行（列阶行列式
 

),2,1(2211 njAaAaAaD njnjjjjj LL =++=或  

（三）关于代数余子式的重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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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1 siAaAaAa

aDn

sninsisi

ij

≠=++

=

L等于零，即的代数余子式乘积的和

应元素元素与另一行（列）对的任意一行（列）的各阶行列式
 

)(02211 tjAaAaAa ntnjtjtj ≠=++ L或  

二、应用举例 

教学目的：理解余子式与代数余子式的概念及行列式按行（列）展开法则及推论。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用行列式展开法则计算行列式的方法。 

第五节  克莱姆法则 

教学内容： 

一、引例 

（一）二元线性方程组的解 

若二元线性方程组
⎩
⎨
⎧

=+
=+

2222121

1212111

bxaxa
bxaxa

，系数行列式 0
2221

1211 ≠=
aa
aa

D ， 

则二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

2221

1211

222

121

1
1

aa
aa
ab
ab

D
D

x ==

2221

1211

221

111

2
2

aa
aa
ba
ba

D
Dx ==  

（二）三元线性方程组的解 

三元线性方程组

⎪
⎩

⎪
⎨

⎧

=++
=++
=++

3333232131

2323222121

1313212111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系数行列式 0

333231

232221

131211

≠=
aaa
aaa
aaa

D ， 

则三元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
D
D

x 1
1 = ， ,2

2 D
Dx =

D
D

x 3
3 =  

其中

33323

23222

13121

1

aab
aab
aab

D = ，

33331

23221

13111

2

aba
aba
aba

D = ，

33231

22221

11211

3

baa
baa
baa

D =  

二、克莱姆法则 

（一）若 n 元线性方程组

⎪
⎪
⎩

⎪
⎪
⎨

⎧

=+++

=+++
=+++

nnnnnn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LLLLLLLLLLL

L

L

2211

22222121

11212111

，当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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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 时，方程组有且仅有唯一解 ),2,1( nj
D
D

x j
j L==  

其中 Dj是把系数行列式 D 中第 j 列的元素用方程组右端的常数项代替后所得到的 n 阶行列式， 

nnjnnjnn

njj

j

aabaa

aabaa
D

LL

LLLLLLLLLLL

LL

1,1,1

11,111,111

+−

+−

=即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与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定义 

设线性方程组

⎪
⎪
⎩

⎪
⎪
⎨

⎧

=+++

=+++
=+++

nnnnnn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LLLLLLLLLLL

L

L

2211

22222121

11212111

， ,,,, 21 不全为零若常数项 nbbb L 则称此方程组

为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 21 全为零若常数项 nbbb L 此时称方程组为齐次线性方程组. 

三、重要定理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相关定理 
1．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不为零，则该方程组一定有

解，且解是唯一的。 
2．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无解或有无穷多个不同的解，则它的系数

行列式必为零。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相关定理 
1．如果有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的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行列式不为零，则该齐次线性方程组

仅有非零解。 
2．如果有 n 个未知量 n 个方程的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则它的系数行列式必为零。 
教学目的：理解克莱姆法则。 
教学要求：掌握用克莱姆法则讨论 n 个方程 n 个未知数的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的条件及求解方

法。会应用克莱姆法则解二、三元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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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矩阵（10 课时） 

本章知识点：矩阵的概念、性质、运算，几种特殊的矩阵，逆矩阵，矩阵的秩，矩阵的初等变

换。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矩阵的概念，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上（下）三角矩阵、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以

及它们的性质。 
熟练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运算、转置运算，以及它们的运算规律，理解方阵的幂，掌握

方阵乘积的行列式。 
理解逆矩阵的概念，掌握逆矩阵的性质，以及矩阵可逆的充要条件。 
熟练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理解矩阵秩的概念，熟练掌握用伴随矩阵法和初等变换法求逆矩阵，

掌握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秩。 
本章重点、难点：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转置，以及它们的运算规律；逆矩阵的概念及求法。 

用伴随矩阵法和初等变换的方法求逆矩阵，矩阵的秩。 
本章学时分配：10 学时（理论教学 8 学时，习题 2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 

第一节  矩阵的概念及特殊矩阵 

教学内容： 

一、矩阵概念的引入 

二、矩阵的定义 

由 nm× 个数 ( )njmiaij ,,2,1;,,2,1 LL == 排成的 m 行 n 列的数表 

            

mnmm

n

n

aaa

aaa
aaa

L

MMM

L

L

21

22221

11211

 

称为 nm× 矩阵。

⎟⎟
⎟
⎟
⎟

⎠

⎞

⎜⎜
⎜
⎜
⎜

⎝

⎛

=

mnmm

n

n

aaa

aaa
aaa

A

L

LLLL

L

L

11

22221

11211

记作  

三、几种特殊矩阵 

（一）方阵 
行数与列数都等于 n 的矩阵 A，称为 n 阶方阵 A 
（二）行矩阵与列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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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一行的矩阵称为行矩阵（或行向量）. 
2．只有一列的矩阵称为列矩阵（或列向量）. 
（三）单位矩阵 

⎟⎟
⎟
⎟
⎟

⎠

⎞

⎜⎜
⎜
⎜
⎜

⎝

⎛

==

100

010
001

L

LLLL

L

L

nEE  

（四）零矩阵 
元素全为零的矩阵称为零矩阵 
（五）对角矩阵 

⎟⎟
⎟
⎟
⎟

⎠

⎞

⎜⎜
⎜
⎜
⎜

⎝

⎛

nλ

λ
λ

L

LLLL

L

L

00

00
00

2

1

   ( ).,,, 21 ndiagA λλλ L=记作  

（六）同型矩阵 
1．概念 
两个矩阵的行数相等，列数相等时，称为同型矩阵 
2．两个矩阵相等 

两个矩阵 ( ) ( )
nmijnmij bBaA

××
= 与 为同型矩阵，并且对应元素相等，即 

( ),,,2,1;,,2,1 njmiba ijij LL ===  

则称矩阵 ( ) ( )
nmijnmij bBaA

××
= 与 相等，记作 BA =  

（七）（上、下）三角矩阵 
（八）行阶梯矩阵、行 简形矩阵 
1．行阶梯矩阵特点： 
（1）可划出一条阶梯线，线的下方全为零 
（2）每个台阶只有一行 
（3）台阶数即是非零行的行数，阶梯线的竖线后面的第一个元素为非零元 
2．行 简形矩阵 

.
1

为零所在的列的其他元素都

，且这些非零元第一个非零元为简形矩阵，即非零行的行阶梯形矩阵称为行  

3．结论 
（1） .,A nm 简形变换变为行阶梯形和行总可经过有限次初等行对于任何矩阵 ×  

（2）行 简形矩阵再经过初等列变换，可化成标准形． 

定理： 标准形总可经过初等变换化为矩阵  Anm×  
nm

r

OO
OE

D
×

⎟⎟
⎠

⎞
⎜⎜
⎝

⎛
=  

.,, 零行的行数就是行阶梯形矩阵中非三个数唯一确定，其中此标准形由 r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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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nA =阶可逆矩阵，则为推论：如果  

教学目的：理解矩阵的概念。 
教学要求：知道几种特殊矩阵。 

第二节  矩阵的运算 

教学内容： 

一、矩阵的加法和数与矩阵乘法 

（一）矩阵的加法 

⎟⎟
⎟
⎟
⎟

⎠

⎞

⎜⎜
⎜
⎜
⎜

⎝

⎛

+++

+++
+++

=+

mnmnmmmm

nn

nn

bababa

bababa
bababa

BA

L

LLLL

L

L

2211

2222222121

1112121111

 

（二）数与矩阵乘法 

⎟⎟
⎟
⎟
⎟

⎠

⎞

⎜⎜
⎜
⎜
⎜

⎝

⎛

==

mnmm

n

n

aaa

aaa
aaa

AA

λλλ

λλλ
λλλ

λλ

L

LLLL

L

L

11

22221

11211

 

（三）矩阵的加法和数与矩阵乘法的运算规律 

二、矩阵的乘法 

（一）实例问题的引入 
某地区有 4 个工厂Ⅰ、Ⅱ、Ⅲ、Ⅳ，生产甲、乙、丙 3 种产品，一年中各工厂生产各种产品的

数量由矩阵 A 表示，各种产品的单位价格及单位利润由矩阵 B 表示，各工厂的总收入及总利润由

矩阵 C 表示： 

⎟⎟
⎟
⎟
⎟

⎠

⎞

⎜⎜
⎜
⎜
⎜

⎝

⎛

=

434241

333231

232221

131211

aaa
aaa
aaa
aaa

A      
⎟
⎟
⎟

⎠

⎞

⎜
⎜
⎜

⎝

⎛
=

3231

2221

1211

bb
bb
bb

B         

⎟⎟
⎟
⎟
⎟

⎠

⎞

⎜⎜
⎜
⎜
⎜

⎝

⎛

=

4241

3231

2221

1211

cc
cc
cc
cc

C  

（二）矩阵的乘法法则 

设 ( )ijaA = 是一个 sm× 矩阵， ( )ijbB = 是一个 ns×  矩阵，那末规定矩阵 A 与矩阵 B 的乘积

是 一 个 nm× 矩 阵 ( )ijcC = ，  其 中 ∑
=

=+++=
s

k
kjiksjisjijiij babababac

1
2211 L  

( ),,,2,1;,2,1 njmi LL == 并把此乘积记作 .ABC =  

（三）矩阵乘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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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矩阵的转置 

（一）矩阵的转置定义 
把矩阵 A 的行换成同序数的列得到的新矩阵，叫做 A 的转置矩阵，记作 AT 
（二）矩阵的转置性质 

1． ( ) AA TT =  

2． ( ) TTT BABA +=+  

3． ( ) TT AA λλ =  

4． ( ) TTT ABAB =  

（三）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 
1．概念 

设 A 为 n 阶方阵，如果满足
TAA = ，即 ( )njiaa jiij ,,2,1, L== 那末 A 称为对称阵. 

称为反对称的则矩阵如果 AAAT −= 。 
2．应用 
（1）设 A 与 B 是两个对称矩阵，当且仅当 A 与 B 可交换时，AB 是对称的。 
（2）任一 n 阶矩阵 A 都可表示成对称阵与反对称阵之和。 

四、方阵的幂 

（一）方阵幂的定义 

若 A 是 n 阶矩阵，则 Ak 为 A 的 k 次幂，即
43421
L

个k

k AAAA =  

（二）方阵幂的性质 

1． kmkm AAA +=  

2． ( ) mkkm AA =  

注意：
mmm ABBA )(≠  

五、方阵的行列式及性质 

（一）方阵的行列式定义 

由 n 阶方阵 A 的元素所构成的行列式，叫做方阵 A 的行列式，记作 A 或 Adet  

（二）方阵的行列式运算性质 

1． AAT =  

2． AA nλ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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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AB =  

教学目的：理解矩阵的加法、数乘矩阵及矩阵乘法的运算规律、理解矩阵的转置、方阵的行列

式、方阵的幂等概念。知道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以及矩阵的乘法运算。掌握方阵的行列式及性质。会求矩

阵的转置，方阵的幂。会证明矩阵是对称矩阵与反对称矩阵。 

第三节  逆矩阵 

教学内容： 

一、概念的引入 

二、逆矩阵的概念与性质 

（一）逆矩阵的定义 
对于 n 阶矩阵 A，如果有一个 n 阶矩阵 B ，使得 AB= BA=E，则说矩阵 A 是可逆的，并把矩

阵 B 称为 A 的逆矩阵. A 的逆矩阵记作
11 , −− = ABA 即 。 

说明：若 A 是可逆矩阵，则 A 的逆矩阵是唯一的 

三、伴随矩阵法求逆矩阵 

（一）奇异矩阵与非奇异矩阵的定义 
（二）奇异矩阵与可逆矩阵的关系 
（三）伴随矩阵的定义 

行列式 A 中的各个元素的代数余子式 ijA 所构成的如下矩阵，称为矩阵 A 的伴随矩阵
*A  

nnnn

n

n

AAA

AAA
AAA

A

L

LLLL

L

L

21

22212

12111

* =即  

（四）矩阵 A 可逆的充要条件是 0≠A ，且 *1 1 A
A

A =− AA 是矩阵其中 * 的伴随矩阵 

作用：1．给出矩阵 A 可逆的判别方法 
2．给出逆矩阵的计算方法 

推论： 1),( −=== ABEBAEAB 则或若  

四、逆矩阵的运算性质 

（一） AAAA =−−− 111 )(亦可逆，且可逆，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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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1)(0 −− =≠ AAAA
λ

λλλ 亦可逆，且，则可逆，数若  

（三） 111)( −−− = ABABABBA 亦可逆，且则为同阶方阵且均可逆，，若  
（四） TTT AAAA )()( 11 −− =亦可逆，且可逆，则若  

（五）
11 −− = AAA可逆，则有若  

五、用逆矩阵解矩阵方程 

（一） BAXABAX 1, −== 可逆，则且若已知  

（二） 1, −== BAXABXA 可逆，则且若已知  

（三） 11,, −−== CBAXBACAXB 均可逆，则且若已知  

教学目的：理解逆矩阵的概念和性质、矩阵可逆充要条件。 
教学要求：掌握判断矩阵是否可逆以及用伴随矩阵求逆矩阵的方法，会利用逆矩阵解矩阵方程。 

第四节  分块矩阵 

教学内容： 

一、矩阵分块的作用 

二、分块矩阵的运算法则 

（一）分块矩阵的加法 
有采用相同的分块法列数相同的行数相同与设矩阵 ,,,BA  

⎟
⎟
⎟

⎠

⎞

⎜
⎜
⎜

⎝

⎛
=

⎟
⎟
⎟

⎠

⎞

⎜
⎜
⎜

⎝

⎛
=

srs

r

srs

r

BB

BB
B

AA

AA
A

L

MM

L

L

MM

L

1

111

1

111

,  那末列数相同的行数相同与其中 ,,ijij BA  

⎟
⎟
⎟

⎠

⎞

⎜
⎜
⎜

⎝

⎛

++

++
=+

srsrss

rr

BABA

BABA
BA

L

MM

L

11

111111

则有：  

（二）数与分块矩阵乘法 

那末为数设 ,,

1

111

λ
⎟
⎟
⎟

⎠

⎞

⎜
⎜
⎜

⎝

⎛
=

srs

r

AA

AA
A

L

MM

L

 
⎟
⎟
⎟

⎠

⎞

⎜
⎜
⎜

⎝

⎛
=

srs

r

AA

AA
A

λλ

λλ
λ

L

MM

L

1

111
 

（三）分块矩阵的乘法 
分块成矩阵为矩阵为设 ,, nlBl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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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trt

r

sts

t

BB

BB
B

AA

AA
A

L

MM

L

L

MM

L

1

111

1

111

,  

那末的行数的列数分别等于其中 ,,,,,,, 2121 ijjjitii BBBAAA LL  

⎟
⎟
⎟

⎠

⎞

⎜
⎜
⎜

⎝

⎛
=

srs

r

CC

CC
AB

L

MM

L

1

111

    ( )rjsiBAC kj

t

k
ikij ,,1;,,1

1

LL ===∑
=

其中  

（四）分块矩阵的转置 

⎟
⎟
⎟

⎠

⎞

⎜
⎜
⎜

⎝

⎛
=

srs

r

AA

AA
A

L

MM

L

1

111

设    
⎟⎟
⎟
⎟

⎠

⎞

⎜⎜
⎜
⎜

⎝

⎛

=
T

sr
T

r

T
s

T

T

AA

AA
A

L

MM

L

1

111

则  

（五）分块对角矩阵的运算性质 
1．分块对角矩阵的概念 

即且非零子块都是方阵

其余子块都为零矩阵角线上有非零子块的分块矩阵只有在主对若阶矩阵为设

.
,,, AnA
 

⎟⎟
⎟
⎟
⎟

⎠

⎞

⎜⎜
⎜
⎜
⎜

⎝

⎛

=

sA

A
A

A
O

2

1

 

( ) .,,2,1 为分块对角矩阵那末称都是方阵其中 AsiAi L=  

2．分块对角矩阵的运算性质 

（1） sAAAA L2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 B

B
B

A

A
A

L

LLLL

L

L

L

LLLL

L

L

00

00
00

00

00
00

2

1

2

1

⎟⎟
⎟
⎟
⎟

⎠

⎞

⎜⎜
⎜
⎜
⎜

⎝

⎛

=

ssBA

BA
BA

L

LLLL

L

L

00

00
00

22

11

 

（六）用分块法求矩阵的逆矩阵 

1． ⎟⎟
⎠

⎞
⎜⎜
⎝

⎛ −
=⎟⎟

⎠

⎞
⎜⎜
⎝

⎛
=

−

−−−
−

1

111
1

0
,

0 C
DCBB

ACB
C
DB

A 都是可逆方针，则和其中设  

2． 可逆可逆的充要条件是分块对角矩阵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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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理解矩阵的分块法及几种特殊的分块法。 
教学要求：掌握分块矩阵的运算。掌握用分块矩阵法求矩阵的逆矩阵。 

第五节  矩阵的初等变换 

教学内容： 

一、矩阵的三种初等变换 

（一）矩阵的三种初等行变换 
1．对调矩阵的两行 
2．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行的所有元素 
3．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行的所有元素加到另一行对应的元素上去 
（二）矩阵的三种初等列变换 
1．对调矩阵的两列 
2．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列的所有元素 
3．以数 k 乘以矩阵某一列的所有元素加到另一列对应的元素上去 

二、初等矩阵 

（一）初等矩阵定义：由单位矩阵经过一次初等变换得到的方阵称为初等矩阵. 
（二）初等矩阵类型 
（三）初等矩阵作用 
1．交换矩阵两行，相当于用同种初等矩阵左乘该矩阵。 
2．交换矩阵两列，相当于用同种初等矩阵右乘该矩阵。 

三、行简化阶梯形矩阵和标准形矩阵 

四、利用初等变换法求矩阵的逆矩阵 

（一）理论基础 
定理 1：设 A 是一个 nm× 矩阵，对 A 施行一次初等行变换，相当于在 A 的左边乘以相应的 m

阶初等矩阵；对 A 施行一次初等列变换，相当于在 A 的右边乘以相应的 n 阶初等矩阵. 
定理 2：n 阶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可以表示为一些初等矩阵的乘积。 
（二）初等变换法求逆矩阵 

1． .)(2 1−× AEEAEAnn 就变成时，原来的变成施行初等行变换，当把矩阵对  

2． .)(2 1−× AEEA
E
A

nn 就变成时，原来的变成施行初等列变换，当把矩阵对  

（三）初等变换法求解矩阵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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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BABEABAnn −× 就变成时，原来的变成施行初等行变换，当把矩阵对  

2． .)(2 1−× BABEA
B
A

nn 就变成时，原来的变成施行初等列变换，当把矩阵对  

教学目的：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等价、初等矩阵的概念和性质。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化矩阵为行阶梯矩阵、行 简形矩阵或等价标准形的方法，掌

握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秩的方法。 

第六节  矩阵的秩 

教学内容： 

一、矩阵的 k 阶子式 

定义： 个元素位于这些行列交叉处的列（行中，任取矩阵在 2),, knkmkkkAnm ≤≤× ，不

改变它们在 A 中所处的位置次序而得到的 K 阶行列式，称为矩阵的 K 阶子式。 

二、矩阵秩的概念 

定义：设在矩阵 A 中有一个不等于 0 的 r 阶子式 D，且所有 r+1 阶子式（如果存在的话）全等

于 0，那么 D 称为矩阵 A 的 高阶非零子式，数 r 称为矩阵的秩，记作 R（A）=r，并规定零矩阵

的秩等于 0。 

三、矩阵秩的求法 

（一）利用定义 
（二）利用初等变换法 
1．理论根据：矩阵经过初等变换后，其秩不变。 
2．方法 
用初等行变换把矩阵变成为行阶梯形矩阵，行阶梯形矩阵中非零行的行数就是矩阵的秩. 
教学目的：了解矩阵的 k 阶子式的概念，理解矩阵秩的概念和性质。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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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线性方程组（10 课时） 

本章知识点：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n 维向量，n 维向量空间，向量间

的线性关系（线性组合、线性相关，线性无关），向量组的秩，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矩阵方程 
本章基本要求： 
1．会用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2．了解 n 维向量与 n 维向量空间的概念，掌握 n 维向量的线性运算。 
3．了解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与线性无关性，会判断一个向量组是否线性相关。 
4．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的方法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的秩。 
5．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的方法求方程组通解的方法。 
6．了解线性方程组的一般形式、矩阵形式、向量形式，掌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定定理。 
7．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与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理解方程组的基础解系的概念，掌握

求线性方程组的结构解。 
本章重点与难点：n 维向量，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性，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向量组

的秩，齐次线性方程组与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判断向量组的线性无关性，求齐次线性方程

组的基础解系。 
本章学时分配：10 学时（理论教学 8 学时，习题 2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三 

第一节  线性方程组的解法 

教学内容： 

一、消元法解线性方程组 

同解变换： 
把方程组看作一个整体变形，用到如下三种变换，变换前的方程组与变换后的方程组是同解的． 
（1）交换方程次序； 
（2）以不等于０的数乘某个方程； 
（3）一个方程加上另一个方程的 k 倍． 

二、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
⎪
⎩

⎪
⎪
⎨

⎧

=++

=++

=++

mnmnmm

nn

nn

bxaxaxa

bxaxaxa
bxaxaxa

L

L

L

L

2211

221222121

11212111

 

( )bABAbxA nm ,, ==⇒ × ，增广矩阵其中系数矩阵  

（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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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0
0

2211

21222121

1212111

nmnmm

nn

nn

xaxaxa

xaxaxa
xaxaxa

L

L

L

L

 

( )0,,0 ABAxA nm ==⇒ × ，增广矩阵其中系数矩阵  

三、初等行变换法解线性方程组 

（一）增广矩阵的初等行变换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二）系数矩阵的初等行变换解齐次线性方程组 

四、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断定理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判断 

( ) nARxAn nm <=× 件是系数矩阵的秩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元齐次线性方程组 0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无穷多解与无解的判断 

1．
( ) )()(,, BRARbAB

AbxAn nm

==

=×

即的秩的秩等于增广矩阵

系数矩阵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2． nBRARbxAn nm ===× )()(件是有唯一解的充分必要条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3． nBRARbxAn nm <==× )()(条件是有无穷多解的充分必要元非齐次线性方程组  

教学目的：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条件、解的个数、求解的方法，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

有非零解的条件、求解的方法。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用初等行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解的方法。 

第二节  n 维向量空间 

教学内容： 

一、向量的线性运算 

（一）n 维向量的概念 
（二）向量的线性运算 
1．向量加法 
2．数乘向量 
3．线性运算，满足八条运算规则 
（三）向量组与矩阵的向量表示 
（四）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1．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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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βα其中  

则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为： βααα =+++ nnxxx L2211  

2．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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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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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211

21222121

1212111

nmnmm

nn

nn

xaxaxa

xaxaxa
xaxaxa

L

L

L

L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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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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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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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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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L
οα

m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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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其中  

则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为： οααα =+++ nnxxx L2211  

二、向量空间的概念与判断 

（一）向量空间的定义 
设 V 为 n 维向量的集合，如果集合 V 非空，且集合 V 对于加法及乘数两种运算封闭，那么就

称集合 V 为向量空间． 
（二）向量空间的判断 
教学目的：理解 n 维向量、n 维向量空间、子空间、基、维数的概念。 
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和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向量表示。 
教学要求：掌握向量的线性运算，会判断向量空间。 

第三节  向量间的线性关系 

教学内容： 

一、线性组合 

（一）向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定义 

，使关系式，，，对于任何一组实数，对于给定向量 mm kkk ,,,, 2121 LL αααβ

  212211 的线性组合。，，为向量组成立，则称向量 mmmkkk αααβαααβ LL+++=  

   21 线性表示。，，可以由向量组或称向量 mαααβ L  

（二）向量线性表示的简单判断 
（三）向量线性表示的判定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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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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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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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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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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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αβ 向量向量 ， 

的秩，，的秩等于矩阵，，是矩阵

件线性表示的充分必要条，，：能由向量组向量

),,(),( 2121

21

βαααααα
αααβ

nn

n

BA
A

LL

L

==
 

2． ( ) ( ) ),2,1(,, 2121 njaaabbb mjjjjm LLL === αβ 向量向量  

的秩，，的秩等于矩阵，，

件是矩阵线性表示的充分必要条，，：能由向量组向量

),,(),( 2121

21
TT

n
TTT

n
TT

n

BA

A

βαααααα

αααβ

LL

L

==
 

二、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 

（一）向量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定义 

0    
,,,,,,,: 

2211

2121

=+++ mm

mm

kkk
kkkA

ααα
ααα

L

LL 使如果存在不全为零的数给定向量组定义：
 

则称向量组是线性相关的，否则称它线性无关． 

1．  ,0,,,, 121 时则只有当线性无关若 === nn λλααα LL  

.02211 才成立=+++ nnαλαλαλ L  

2．对于任一向量组，不是线性无关就是线性相关。 
（二）简单向量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判断 
1． .,0, 0, 线性无关则说若线性相关则说，若时向量组只包含一个向量 ααααα ≠=  
2．包含零向量的任何向量组是线性相关的。 
3． 义是两向量共线；两个向量相关的几何意 .义是三向量共面三个向量相关的几何意  
4． 对应成比例要条件是两向量的分量两个向量线性相关的充  
5．单位向量组线性无关  
（三）向量线性相关与无关性的判定定理 

1． ),2,1(,2

1

nj

a

a
a

m

mj

j

j

j L
M

=

⎟
⎟
⎟
⎟
⎟

⎠

⎞

⎜
⎜
⎜
⎜
⎜

⎝

⎛

=α维列向量对于 ， 线性相关，，则向量组 nααα L21  

的秩，，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矩阵 ),( 21 nA ααα L= n小于向量的个数  

2． nmjjjj njaaam αααα LLL ，，则向量组维行向量对于 2121 ),2,1)(,,,( ==  

nA T
n

TT 的秩小于向量的个数，，件是矩阵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 ),( 21 ααα L=  



国际商务专业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364 

3． 件是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维向量组个 nnn ααα L21  

0

21

22221

11211

=

nnnn

n

n

aaa

aaa
aaa

L

LLLL

L

L

  

4． ，此向量组线性相关个数大于向量的维数时当向量组中所含向量的  
5． 关则整个向量组也线性相部分组）线性相关中有一部分向量（称为向量组若 ,  

三、关于线性组合与线性相关的定理 

（一）向量组 nααα L，， 21 （当 2≥n 时）线性相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nααα L，， 21 中至少有

一个向量可由其余 n-2 个向量线性表示． 

（二） ,,,,,,,, 121 线性相关而向量组线性无关如果向量组 βααααα mm LL  

且表示式是唯一的线性表示，，，必能由向量组向量则 ,21 mαααβ L  

四、向量组的秩 

（一）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满足个向量中能选出，如果在设有向量组
riiirAA ααα ,,,

21
L  

1． 线性无关；向量组
riiiA ααα ,,,:

210 L  

2． 关，个向量的话）都线性相中有个向量（如果中任意向量组 11 ++ rArA  

（简称极大无关组）分组。的一个极大线性无关部是向量组那末称向量组   0 AA  

（二）向量组的秩 
.称为向量组的秩数极大无关组所含向量个 r  

),,,( 21 mr ααα L记为：  

（三）求向量组的秩和极大线性无关组的初等变换法 
1．定理 

（1）若
riii ααα ,,,

21
L 是 mααα ，，， L21 的线性无关部分组，则它是极大线性无关组的充要

条件是： 中的每一个向量都可由，，， mααα L21  线性表示。
riii ααα ,,,

21
L  

（2） 关系改变其列向量间的线性矩阵的初等行变换，不  
2．方法 

线性关系。的列向量组间有相同的的列向量组与，则矩阵仅施以初等行变换化为对矩阵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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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无关，，，中，部分组，，的列向量组）如果矩阵（
sjjjnA αααααα LL

21211  

也线性无关。，，中，部分组，，的列向量组则矩阵
sjjjnA αααααα LL

2121   

线性表示，，，可由其中的中，某个向量，，的列向量组）如果矩阵（
sjjjjnA ααααααα LL

21212  

sjsjjj kkk αααα ++=
21 21  

线性表示：，，也可由中，对应的，，的列向量组则矩阵
sjjjjnA ααααααα LL

2121  

sjsjjj kkk αααα ++=
21 21  

（四）向量组等价 
1．概念 

（1）
线性表示。能由向量组线性表示，就称向量组向量组

组中的每个向量都能由若及设有两个向量组

ABA
BBA sm .,,,:,,,:  2121 βββααα LL  

（2） 这两个能相互线性表示，则称与向量组若向量组 BA 向量组等价． 
2．性质 

（1）
.)( ）线性表示可由向量组（）线性表示，则向量组（

）又由向量组（）线性表示，而向量组）可由向量组（如果向量组（

CAC
BBA  

（2）
）线性相关。则向量组（）线性表示。如果）可由向量组（向量组（

及设有两个向量组

BtsAB
BA ts

,
.,,,:,,,:           2121

<

βββααα LL  

（五）矩阵的行秩、列秩与矩阵的秩 
1． 的行秩阵的行向量组的秩称为矩 AA  
2． 的列秩阵的列向量组的秩称为矩 AA  
3． .行向量组的秩量组的秩，也等于它的矩阵的秩等于它的列向  
教学目的：理解线性组合、线性表示、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等概念。理解向量组等价、向量组

的极大线性无关组、向量组的秩等概念，理解向量组的秩与矩阵秩的关系。 
教学要求：掌握有关向量组相关性的定理，会判别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掌握求向量组秩的方

法，会证明向量组的等价。掌握求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方法。 

第四节  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教学内容：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 
1． 的解也是的解，则为和若 00 2121 =+= AXAX ζζζζ  
2． 的解也是为实数，则的解，为若 00 == AXkkAX ζζ  
（二）基础解系及其求法 
1．基础解系的定义 

如果的基础解系称为齐次线性方程组 ,0 ,,, 21 =Axtηηη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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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的一组线性无关是  0,,,)1( 21 =Axtηηη L  

.,,,0)2( 21 线性表出的任一解都可由 tAx ηηη L=  

2． ,0,,, 21 的一组基础解系为齐次线性方程组如果 =Axtηηη L  

.0, 的通解可表示为那么 =Ax tkkkx +++= L2211 ηη ， 是任意常数其中 rnkkk −,,, 21 L  

3．基础解系的求法 
（1）对系数矩阵 A 进行初等变换，将其化为 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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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出 R（A）=r，同时可知方程组的一个基础解系含有 n-r 个线性无关的解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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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次线性方程组的一个基础解系。 
（三）齐次方程组解空间的重要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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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数为解空间时当系数矩阵的秩

间）是一个向量空间（解空集合的全体解向量所构成的元齐次线性方程组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一）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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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121 的解为对应的齐次方程则的解都是及设 =−==== AxxbAxxx ηηηη  
2． .,0, 的解仍是方程则的解是方程的解是方程设 bAxxAxxbAxx =+===== ηξξη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 

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为： ∗
−− +++= ηξξ rnrnkkx L11  

其中 rnrnkk −−++ ξξ L11 为对应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 

∗η  为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任意一个特解. 

三、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一）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1． 有非零解0=Ax nAR <⇔ )(  
2． 有唯一零解0=Ax nAR =⇔ )(  
（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 
  1． 有解bAx = nARBR ≤=⇔ )()( ； 
2． 有唯一解bAx = nARBR ==⇔ )()(  
3． 有无穷多解bAx = nARBR <=⇔ )()(  
教学目的：理解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定理，了解线性方程组的特解，通解，理解基础解系概

念及结构。 
教学要求：掌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别方法，熟练掌握用初等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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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8 课时） 

本章知识点：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相似矩阵，向量内积，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

量，正交向量组，正交矩阵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熟练掌握求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方法，了解特征值

与特征向量的性质。 
2．理解相似矩阵的概念，了解相似矩阵的性质，掌握一个矩阵与对角矩阵相似的条件。 
3．了解向量内积与长度的概念，知道向量长度的性质。 
4．了解正交向量组的概念，理解正交矩阵的概念，知道正交矩阵的性质。 
5．掌握实对称矩阵化为对角矩阵的方法。 
本章重点与难点：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相似矩阵，正交矩阵，矩阵对角化及其求法。矩

阵相似的特点，正交矩阵在实对称矩阵化为对角矩阵过程中起的作用。 
本章学时分配：8 学时（理论教学 6 学时，习题 2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四 

第一节  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教学内容： 

一、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概念及计算 

（一）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定义 

.,
, , 

的特征向量的对应于特征值称为非零向量的特征值称为方阵

那末这样的数成立使关系式维非零列向量和如果数阶矩阵是设

λ
λλλ

AxA
xAxxnnA =  

（二）特征方程与特征多项式 

1． 次方程为未知数的一元以 n   λ 0=− AEλ ，称为方阵 A 的特征方程。 

0

21

22221

11211

=

−−−

−−−
−−−

nnnn

n

n

aaa

aaa
aaa

λ

λ
λ

L

LLLL

L

L

即
 

2． 次多项式为未知数的以 nλ ( ) AEf −= λλ ，称为方阵 A 的特征多项式。 

（三）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 
1．一般方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计算步骤 

（1） ( )EAA λ−det 的特征多项式计算  

( ) 的全部特征值就是的全部根求特征方程 AEA n ,,,,0det  )2 ( 21 λλλ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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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3 ( =− xEA ii λλ 求齐次方程组对于特征值 的非零解 的特征向量就是对应于 iλ  

2．对角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二、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基本性质 

（一）n 阶矩阵与它的转置矩阵有相同的特征值 
（二）n 阶矩阵 A 是奇异矩阵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A 有一个特征值为 0 
（三）若λ是矩阵 A 的特征值，x 是 A 的属于λ的特征向量，则 

（四） ( )是任意常数的特征值是 mAmmλ ； 的特征值是可逆时当 11, −− AA λ  

（五） ( ) 则有的特征值为阶方阵设 ,,,, 21 nijaAn λλλ L=  

nnn aaa +++=+++ LL 221121 λλλ ； 

An =λλλ L21  

（六） 对应的特征向量值阶矩阵互不相同的特征 mλλλ ,,,n 21 L  

线性无关mxxx ,,, 21 L  

教学目的：理解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概念及性质。 
教学要求：掌握求方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方法。 

第二节  相似矩阵 

教学内容： 

一、相似矩阵的概念及其性质 

（一）相似矩阵的定义 

.
,,P ,,, -1

相似与或说矩阵

的相似矩阵是则称使若有可逆矩阵阶矩阵都是设

BA
ABBAPPnBA =  

（二）相似矩阵的性质 
1．等价关系 

2． ( )为正整数相似与则相似与若 mBABA mm,  

3． 相同的特征值有相同的特征多项式和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4． 的行列式相等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5． 同时可逆或不可逆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6． 的秩相同与则相似与阶矩阵若 BABAn ,  
7． 为常数相似与则相似与 kkBkABA ,,  
8． 相似与则是一多项式而相似与若 )()(,)(, BfAfx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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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 阶矩阵与对角矩阵相似的条件 

（一） 的充分必要条件能对角化即与对角矩阵相似阶矩阵 )( AAn  
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有是 nA  

（二） ,21 nnAn λλλ ，，，个相异的特征值有阶矩阵若 L  

相似与对角矩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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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 A 阶方阵 A 与对角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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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个特征值的即是则 nAnλλλ ,,, 21 L  

（四） 重特征值必要条件是对于每个与对角矩阵相似的充分阶矩阵 inAn  

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正好有 in  

教学目的：理解相似矩阵的概念与性质，理解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要条件，理解实对称矩阵

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的性质以及实对称矩阵一定可以相似对角化。 
教学要求：掌握将实对称矩阵对角化的方法，会用矩阵相似的定义证明两个矩阵相似。 

第三节  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教学内容： 

一、向量内积的定义及性质 

（一）向量内积的定义 

维向量设有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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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11 的内积与为向量称实数 βα∑
=

=+++
n

i
iinn babababa L 。 . βα T记作：  

∑
=

=
n

i
ii

T ba
1

βα即：  

（二）内积的运算性质 

1． αββα 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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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βαβα TT kk =)(  

3． γαγαγβα TTT +=+ )(  

4． oo TT ==≥ ααααα 时，有，当且仅当0  

二、向量的长度及性质 

（一）向量的长度定义 

,22
2

2
1 n

T aaa +++== Lααα称 ( ).  或向量范数的向量长度维向量为 xn  

1．长度为 1 的向量称为单位向量 

2． 是单位向量，向量对任一非零向量
α
αα  

3． 单位化，称为把向量，就得到一个单位向量去除向量用向量 ααα )0(≠  

（二）向量的长度性质 

1．非负性： 0,0 == αα 有时且仅当当  

2．齐次性： xkkx =  

3．三角不等式： βαβα ⋅≤T  

三、正交向量组 

（一）正交 
1． ).(,0 垂直互相正交与称向量的内积为零，即与如果两个向量 βαβαβα =T  
2．零向量与任意向量都正交 
3．单位向量组中的向量两两正交。 
（二）正交向量组 
若一非零向量组中的向量两两正交，则称该向量组为正交向量组． 
（三）正交向量组的性质 

线性无关α,,α,则α向量,是一组两两正交的非零α,,α,若n维向量α  定理 r21r21 LL  

（四）施密特正交化的方法 

r
nR ααα ,,, 21 L中线性无关向量组对于  

11 αβ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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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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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ααβ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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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交矩阵 

（一）正交矩阵的定义 

.  , 正交矩阵为则称满足阶实方阵若 QEQQQn T =  

（二）正交矩阵的性质 

1． 1  ±=QQ ，则正交矩阵为若  

2． TQQQQ =−1  可逆，且，则正交矩阵为若  
3． 也是正交矩阵，则正交矩阵都是、若 QPQP ⋅   

（三）正交矩阵的判断  
向量组是单位正交的。件是其列（或行）正交矩阵的充分必要条为阶实方阵   Qn  

五、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一）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性质 
1．实对称矩阵的特征值为实数 
2． 的特征向量正交的对应于不同特征值实对称矩阵  

3． 的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个对应于特征值恰有重特征值的对于 iiii kAk λλ ,A  

4． AAPPPnA 是以其中使则必有正交矩阵阶对称矩阵为设 ΛΛ=−  ,,, 1 的 n 个特征值为对角元

素的对角矩阵 
（二）实对称矩阵对角化的方法 
1．求特征值 
2．求特征向量 
3．将特征向量单位化 
4． 后在将特征向量正交化 
教学目的：理解向量的内积、长度、夹角等概念及性质，理解标准正交基、正交矩阵、正交变

换的概念及性质。 
教学要求：掌握线性无关向量组标准正交化的施密特（Schimidt）方法。会求一个正交矩阵使

得实对称矩阵化为对角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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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原理 
课程组长：孙忠群 
课程性质：工商管理方向必修课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方向本科生 
授课工具：多媒体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市场营销管理》是市场营销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一门交叉

学科，它既包含了市场营销学的有关理论，又借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实践中的 新

成果，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前沿性特征。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有关市场营销的一些基本

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求掌握相关的营销操作技能，为日后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要求学生必须

掌握相关理论和技能。 

二、授课形式及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教学为主，以实践和课堂讨论为辅。主要的教学手段包括: 
1.课堂讲授：生动地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 
2.课堂讨论：通过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加深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 
3.课后作业：适量的课后思考督促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4.小组项目：提供调研课题与经典案例，学生分组讨论、课堂陈述并上交报告。 
5．结课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 

三、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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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结构、教学环节及学时分配 

章次 内  容 总学时（54） 授  课 
实训与

讨论 

一 市场营销学导论 6 5  

二 战略计划 6 5 2 

三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5 4 1 

四 营销调研 5 3 2 

五 消费者市场与产业市场购买行为分析 6 5 1 

六 市场细分与目标营销 6 5 1 

七 产品策略 4 4 0 

八 价格策略 4 4 1 

九 渠道策略 3 3 0 

十 促销策略 6 4 1 

十一 市场营销的组织与控制 3 3 0 

合计 54 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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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营销导论 

本章概述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研究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的应用科学。而市场营销活动是在一定经营观

念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准确地把握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正确认识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质与任务，

全面理解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的内涵，对于搞好市场营销，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本章学习，应熟练掌握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掌握市场营销观念的发展；了解学科的发展

过程及主要学术流派、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了解本课程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 
2．什么是市场营销，营销与推销的区别于联系； 
3．市场营销的指导思想； 
4．市场营销管理的基本内容和任务。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一系列相关概念。 
一、需要、欲望与需求：需要是指没有得到某些基本满足而产生的感受状态。欲望是指为了得

到基本满足而对具体满足物的愿望。需求是指有能力购买并且愿意购买某个具体产品的欲望，即对

具有购买意向、具有支付能力的具体物的需要。 
二、产品：任何能用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或欲望的任何东西。它包括产品实体、服务和创意等

方面。 
三、价值：消费者对产品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的评价（经济、安全、快捷等）。或“在 低的

获取、拥有、使用成本之下所要求的顾客满意”（德路斯）。 
四、交换：通过向市场提供他人所需所欲之物作为回报，以获取自己所需所欲之物的过程。 
五、市场： 
（一）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早期市场营销学界对市场的界定，沿用了经济学的定义，将市

场定义为“市场是一些买主和卖主发生作用的场所（地点）或地区。”（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定义委

员会，1948）。 
（二）市场是某种商品的购买者集合。“市场是指一种商品或劳务的所有潜在购买者的需求总

和”（美国市场营销协会 1960）。 
（三）市场是卖方、买方、竞争者的集合。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市场是卖方、买方、竞

争者的集合。” 
（四）市场是利益攸关者的集合。从“关系营销”的角度将市场界定为：“市场是由所有利益

攸关者构成的集合”。 
六、市场营销的定义 
（一）“市场营销是将货物和劳务从生产者流转到消费者过程中的一切企业活动”。（AMA  

1960 年）： 
（二）“市场营销是指通过对货物、劳务和计谋的构想、定价、分销、促销等方面的计划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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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实现个人和组织的预期目标的交换过程”。（AMA  1985 年） 
（三）“市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

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菲利普·科特勒  1994） 
（四）“营销是在一种利益之下，通过相互交换和承诺，建立、维持、巩固与消费者及其他参

与者的关系，实现各方的目的”。（欧洲，格隆罗斯，1990） 

第二节  市场营销的指导思想 

一、前市场营销观念 

以产品的生产或销售为中心，“以产定销”的产品导向营销观念，主要包括生产观念（Production 
Concept）、产品观念（Product Concept）和推销观念（Selling Concept）。 

（一）生产观念。生产观念是以产品生产为中心，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为重点的

营销观念。主要特点为：（1）企业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的生产上。（2）企业主要关心市场上产品的

有无和产品的多少。（3）企业管理中以生产部门作为主要部门。 
（二）产品观念。产品观念是以产品的改进为中心，以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和功能为重点的营

销观念。其主要特点为：（1）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的改进和生产上。（2）轻视推销。（3）
企业管理中仍以生产部门为主要部门，但加强了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美国哈佛大学的西奥多·莱

维特教授指出，产品观念导致“市场营销近视症”。 
（三）推销观念。推销观念是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以激励销售、促进购买为重点的营

销观念。其主要特点为：（1）产品不变。（2）加强了推销。（3）开始关注顾客。（4）开始设立

销售部门，但销售部门仍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市场营销观念 

市场营销观念是单纯以顾客的市场需求为中心，以研究如何满足市场需求为重点的营销观念。

市场营销观念的特点：（1）注重顾客需求。（2）坚持整体营销。（3）谋求长远利益。 
市场营销观念与推销观念的区别：（1）营销重点不同。（2）营销目的不同。（3）营销手段

不同。（4）营销程序不同。（5）营销机构不同。 

三、后市场营销观念 

（一）大市场营销观念 
所谓大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业务经营，在策略上协调

地施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等手段，以博得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合作的活动过程。 
企业在市场营销中，首先是运用政治权力（Political Rower）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

以打开市场、进入市场。然后，运用传统的 4P（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组合去满足该市场的

需求，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大市场营销观念与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的区别：（1）对环境因素的态度不同。（2）企业营销

目标有所不同。（3）市场营销手段有所不同。（4）诱导方式有所不同。 
（二）社会营销营销观 
社会营销观念认为，企业的营销活动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而且要符合消费者和全

社会的 大长远利益，要变“以消费者为中心”为“以社会为中心”。因此，企业在市场营销中，

一方面要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发挥企业的优势；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利益：确保消费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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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和安全，确保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要将市场需求、

企业优势与社会利益三者结合起来，来确定企业的经营方向。 

四、关系导向营销观 

概念：关系营销是企业与其顾客、分销商、经销商、供应商等相关组织或个人建立、保持并加

强关系，通过互利交换及共同履行诺言，使有关各方实现各自的目的。企业与顾客之间的长期关系

是关系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 
（一）关系营销强调顾客忠诚。传统的交易营销强调市场占有率。在任何时刻，管理人员都必

须花费大量费用，吸引新顾客，忽视老顾客。关系营销则强调顾客忠诚度，保持老顾客比吸引新顾

客更重要。原则：  
1．维持老客户，能带来大量销售额。根据著名的黄金分割法，菲利普 · 科特勒指出：80%的

销售额来自 20%的企业忠诚客户，相反如果企业丧失了 20%的老顾客，将会失去 80%的销售业绩。 
2．维持老顾客的成本大大低于吸引新顾客的成本。有资料显示，吸引一名新客户的成本是维

持一名忠诚顾客的 5 倍。 
3．忠诚的顾客往往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实验证明，一个满意顾客会引发 8 笔潜在的生意；一

个不满意的顾客会影响 25 个人的购买意愿。因此，防止顾客流失，进行“反叛离管理”成为关系营

销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提升企业——顾客的关系层次。关系营销理论认为，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可依次递进

地分为三个层次，即财务层次、关系层次、结构层次。企业选择的关系营销层次越高，其获得潜在

收益和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越大。 
1．财务层次：指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财务利益层次关系。一方让渡产

品或服务，另一方让渡货币。建立在这一层次的营销，通常采用价格优惠、有奖销售、折扣等手段，

刺激顾客购买。 
2．关系层次：关系层次也称社交层次，指购销双方在财务层次基础上，建立起相互了解、相

互信任的社交联系，并达到友好合作关系。 
3．结构层次：这是关系营销的 高层次。是指企业利用资本、资源、技术等要素组合，精心

设计企业生产、销售、服务体系，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使顾客得到更多的消费利益。 

第三节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体系 

一、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回顾   

市场营销学 20 世纪初创立于美国。市场营销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以下 4 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00—1920）。以传统经济学理论为依旧、以供给为中心、以生产观念为导

向，主要是在理论界进行研究。 
（二）功能研究阶段（1921—1945）。将市场营销等同于销售或推销，研究范围局限于流通领

域；市场营销理论研究与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研究结合起来，进入了应用研究阶段。 
（三）现代市场营销学形成和发展阶段（1945—1980）。从对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的流通过程的

研究，发展到从生产前的市场调研和产品创意开始，到销售后的顾客服务和信息反馈为止的营销全

过程的研究；从对营销实施过程的研究发展到对市场营销问题的分析、计划、实施、控制等营销管

理过程的研究。市场营销学逐步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吸收了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科

学等学科的若干理论，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营销的核心概念“交换”；其理论随着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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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营销扩展阶段（1980 年—1990 年）。由对消费品的营销研究扩展到对生产资料、服务

产品、精神产品及资本、价值的营销研究；由对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营销活动研究扩展到对一切面

向市场的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及个人的市场营销活动的研究。 
（五）营销创新阶段（1990 年以后）。欧洲关系营销学派的兴起，打破了美国营销管理学派

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对传统的营销管理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开始研究市场营销的新视角、新理论、

新体系，形成了不同的营销流派。 

二、市场营销学的研究方法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一）产品研究法 
（二）机构研究法 
（三）职能研究法 
（四）管理研究法 
（五）系统研究法 

三、《市场营销管理》的研究内容及结构体系 

《市场营销管理》全书共分五个部分： 
（一）理论篇。主要介绍市场及市场营销的内涵，近代市场营销的新概念，当代市场营销发展

的新趋势；市场营销学科的发展；市场营销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市场营销哲学的演

进与发展；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等基本理论。 
（二）分析篇。主要分析市场营销环境；市场分析技术；市场构成与类型；以及 终消费者的

需要、购买心理与动机、购买行为等；竞争者的类型与行为分析；等。 
（三）战略篇。主要介绍 STP 目标市场选择战略、差异化与定位战略、市场竞争战略、业务

投资发展战略等企业发展战略。 
（四）策略篇。主要介绍市场营销组合中的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渠道策略、整合传播策略等

方面的有关策略。 
（五）管理篇。主要从管理的角度介绍市场营销计划的编制与执行；市场营销组织的设计与变

更；市场营销的诊断、评价与审计，市场营销质量管理与控制问题。 

四、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市场营销管理就是对于市场需求的管理。一般而言，市场需求存在八种不

同形态，与其相关的营销管理的任务如下： 
（一）负需求——转化性营销 
（二）无需求——刺激性营销 
（三）潜在需求——开发性营销 
（四）不规则需求——同步性营销 
（五）退却需求——恢复性营销 
（六）充分需求——维持性营销 
（七）过度需求——讲地形营销 
（八）有害需求——抵制性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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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思考题 

1．请问营销观念与推销观念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简述社会营销观念与营销观念的联系与区别? 
3．简述营销观念的基本特征。 
4．简述市场营销学的几种研究方法。 
5．简述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 
6．何谓社会营销观念？为什么企业必须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7．何谓宏观营销和微观营销，它们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1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章 
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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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计划与营销过程 

本章概述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制定战略计划，开展营销管理。

本章将介绍企业的整体战略计划工作，讨论由整体战略计划所定义的营销活动在整个企业中的作

用，讲解市场营销的过程，即营销人员发挥其在企业中的作用所采用的过程。通过本章学习，应掌

握战略计划的阶段和步骤；明确如何定义企业的使命；如何设定企业的目标；学会分析当前的业务

组合和成长战略方格；熟悉市场营销计划的过程。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企业战略计划及其特点 
2．制定企业战略规划 
3．描述市场营销过程和影响因素 
4．市场营销组合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企业战略及其特点 

一、企业战略概念 

企业战略是指企业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时期内，各个层次、各个部门战略规划和战略计划的统

称。依据企业组织结构的层次划分，企业的战略可划分为整体战略、事业层战略和职能层战略等三

个层次。 
（一）企业整体层次战略主要在决定组织的范围和使命以及各个事业单位之间的资源分配。为

了凝聚企业各个部门的共识，企业的使命应清楚地界定组织的策略范围，应明确说明：什么是我们

的事业？谁是我们的顾客？我们要提供什么利益或价值给我们的顾客？我们未来的事业要走向哪

里？与此同时明确企业现有业务的调整、新业务的发展等业务发展战略等。 
（二）事业层次的战略主要是要决定一个事业单位如何在其所处的产业中取得持续性的竞争优

势。在拟定事业层次的战略时，一项很重要的考虑是如何界定其事业。大型公司通常同时经营若干

事业，但如果事业性质相近，则不一定每个事业都适合制定个别的事业层次战略。 
（三）职能层次的战略是指组织各个功能部门的战略，如营销部门的营销战略、R&D 部门的

研发战略、生产部门的生产战略、财务部门的财务战略、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力资源战略等。在制定

每个功能部门的战略时候都比促考虑该战略与其他功能性战略的互动与协调。 

二、企业战略特点 

（一）全面性 
（二）长远性 
（三）系统性 
（四）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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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制定企业战略计划 

企业战略计划过程，是指企业的 高管理层通过制定企业的任务、目标、业务组合和新业务计

划，在企业的目标和资源与迅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之间发展和保持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适应的管理过

程。包括：明确企业使命、确定企业目标、安排业务组合，以及市场营销组合几方面的工作内容。 

一、明确企业使命 

企业的使命，是指在较长的时期内企业的经营范围，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区别于其它企

业的重要特征等。企业使命的设定，要以市场导向为宗旨。，  
（一）企业使命的功能 
（二）企业使命的提出，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企业的历史 
2．企业业主和 高管理层的意图 
3．使命报告书应具备的条件 

二、确定企业目标 

企业的使命或宗旨确定之后，需要将使命具体化，形成各管理层次的目标， 终形成一个完整

的目标体系。 
（一）企业目标的构成： 

价值目标 
  经济目标 

企业目标              非价值目标 
   

非经济目标 
 
（二）定企业目标的原则：SMART 
明确性 
可衡量性 
可行动性 
可实现性 
（三）目标的种类 
关键成果领域概念，指某些领域的绩效与成果，足以影响到企业的兴衰存亡．对于这些关键成

果领域，企业都应该分别制定相关的目标．包括： 
1．市场地位 
2．创新 
3．生产力 
4．资源水平 
5．获利力 
6．管理者绩效及其发展 
7．员工绩效与态度 
8．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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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排业务组合 

企业 高管理曾在确定了企业使命和目标后，需要对业务组合做出安排，即对现有各个业务部

门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战略业务单位的划分 
业务组合方法（模型） 
1．波士顿咨询集团法及其步骤 
2．产品系列平衡法及其步骤 
3．产品获利能力平价法及其步骤 
4．战略业务单位战略 
（二）制定新业务计划 
企业 高管理在业务组合计划完成后，应叙队也无妨占方向作出战略安排。 
1．产品／市场机会矩阵（安索夫矩阵） 
矩阵描述了企业营销战略选择的方法： 
⑴市场渗透 
⑵市场开发 
⑶产品开发 
⑷多角化经营 
2．一体化发展 
一体化发展之企业通过供、产、销不同环节业务的合并而获得自身的发展。 
⑴后向一体化 
⑵前向一体化 
⑶水平一体化 

四、市场营销组合 

市场营销组合，是指企业针对自己的目标市场，协调配套地应用各种可控的营销因素，形成一

种 佳的营销因素组合。 
（一）市场营销组合的构成（4P 组合） 
（二）市场营销组合的特点 
1．4P 是“可控因素” 
2．4P 是一个复合结构 
3．4P 是一个动态组合 
4．4P 受企业市场定位战略的制约 
（三）营销组合理论的发展 
1．4C 's 理论 
Product （产品）—— Consumer needs and wants （顾客需要和欲望） 
Price（定价）——Cost to-the-customer（顾客成本） 
Place（地点）——Convenience（方便性） 
Promotion （促销）—— Communication （沟通） 
2．4R's 理论 
⑴关联（ Relate ）——即如何强化与顾客的关联，以实现企业与顾客的互动、互利、共生和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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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反应（ Reaction ）——即如何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对顾客的需求，特别是其需求的变化快

速灵敏地做出正确的反应，比竞争者抢先一步全面满足其需求。  
⑶关系（ Relation ）——即建立好客户的数据库，强化客户管理，尽可能与顾客建立良好的

关系并争取潜在的顾客，提高其忠诚度，以稳定顾客群并不断发展新的顾客群，从而巩固和不断开

拓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⑷回报（ Return ）——即企业要在赢得顾客的芳心及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理所当然地应该

有丰厚的回报，特别应该有令人满意的短期和长期赢利的能力，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良性地可持续发展。  
3．4P3R's 理论  
在 4P's 的基础之上加上 3R's ，这三个 R 是：  
⑴Retention （顾客保留；  
⑵Related Sales （相关销售）；  
⑶Referral （顾客推荐）。  

第三节  营销分析 

一、宏观环境扫描 

（一）政治因素 
（二）经济因素 
（三）社会与文化因素 
（四）技术因素 
（五）自然环境因素 

二、行业环境分析 

行业环境分析实质上是对本企业在行业中所面临的竞争态势的分析。 
（一） 关于“五力模型”： 
1．潜在进入者及其威胁 
2．替代品及其威胁 
3．供应商及其影响 
4．用户及其影响 
5．行业内现有企业间的竞争及其因素 
（二）关于“五力模型”的补充 
（三）关于行业内部竞争的“战略集团”的概念 

三、内部环境分析 

内部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和评估企业的资源条件，判断本企业是否具备利用环境机会的能

力 
（一）关于“机会价值“的概念介绍 
（二）评价“机会价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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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WOT 分析 

对公司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综合、全面评估称为 SWOT 分析。 
（一）关于“威胁方格”评估 
（二）关于“机会方格”评估 

本章思考题 

1．怎样理解企业的战略计划？战略计划过程有哪几个重要的步骤？  
2．明确企业使命时应考虑那些基本要素？ 
3．企业目标体系的形成应当贯彻哪些原则？ 
4．战略计划与市场导向的关系？试举例说明？ 
5．请分别对波士顿矩阵中的四类战略业务加以说明？对这四类战略业务单位应分别采取何种

投资决策？ 
6．什么是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2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章 
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Philip Kotler,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版 
迈克尔·波特，陈小悦译：《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 
维瑟拉·R·拉奥，张武养译：《战略营销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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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本章概述 
市场营销环境等于机会加威胁。现代营销学认为，企业营销活动成败的关键在于：营销者能否

深刻地认识市场营销环境；准确把握各种环境力量的变动，继而使营销战略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

应、相协调。通过本章学习，熟练分析和把握各种营销环境要素，包括宏观环境要素和微观环境要

素。宏观环境是指那些能给企业造成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的社会力量，微观环境是指与企业关系密

切、能够影响企业服务顾客的能力的各种因素。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是间接的、深远的；微观环

境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营销环境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营销环境分

析要从环境整体中把握环境发展趋势、识别市场机会和市场威胁。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明确宏观营销环境的构成 
2．怎样考察人口环境、经济环境、政治与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环境、自然环境及

其变化趋势 
3．明确微观营销环境的构成 
4．企业内部环境的基本因素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宏观环境要素 

企业营销活动的宏观环境要素既对微观环境要素施加影响从而间接对企业营销产生影响，也可

能对市场营销活动直接产生影响。这些要素包括：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与法律因素、社会文

化因素、科学技术因素自然环境因素。 

一、人口环境 

市场营销所指的市场是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人群的集合。人口环境要素包括人口总量、人

口结构、人口迁移、人口增长等细分要素。 
（一）人口规模及增长 
人口规模即人口总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总数。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和

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比例大约为 80%，而高收入发达国家人口约占 20%。 
世界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世界市场继续发展，市场需求总量进一步扩大。但是，人口增长带来

需求扩大的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环境恶化。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往往决定市场产品结构、消费结构和产品需求类型。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

别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特点，它们是 终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 
人口结构首先表现为不同年龄人口的比例，即人口年龄结构。 
目前，世界人口年龄结构正出现两个明显的趋势： 
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在延长，许多国家的人口趋于高龄化。世界老年人口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24%。 
人口结构还表现为性别结构、家庭结构。男女性别差异，在购买动机和购买行为有所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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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结构特点对某些以家庭为购买和消费单位的产品有直接影响。 
（三）、人口的地理变化 
世界上人口迁移呈现出两大趋势：在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别是高级人才）向发达

国家迁移；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同时存在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和从城市流向郊区和乡村的现象。 

二、经济环境 

影响企业营销活动的经济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购买力和经济特征两方面。社会购买力主要从

消费者收入和收入分配两方面进行考察；经济特征主要从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程度和基础设施等

方面进行考察。 
（一）收入分析 
经济收入的衡量指标一般有国民收入、个人收入、可支配个人收入、可随意支配个人收入。 
1．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 
2．个人收入是指个人从各种来源得到的经济收入。 
3．可随意支配的个人收入是指从可支配个人收入中减掉消费者用于购买生活必须品（如食品）

的支出和各种必须的固定支出（如房租、水电费）所剩余的那部分个人收入。 
（二）储蓄与信贷 
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或家庭的储蓄状况，通常用三个指标：储蓄额、储蓄率和储蓄增长率。 
消费者信贷，是指消费者凭借信用先取得商品使用权，然后按期归还贷款，即消费者预先支出

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 
（三）支出模式的变化 
消费者收入的变化会对消费者的支出模式产生影响——恩格尔定律。 
（四）经济特征 
1．经济发展阶段。 
2．城市化程度。 
3．基础设施。 
4．通货膨胀 

三、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要素（natural environment）指的是那些营销人员所需投入的或是受到营销活动影响的

自然资源。 
（一）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可分为三类：一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矿产等；二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

如森林等；三是其他自然资源，如水、空气等。有限资源的无遏制的利用与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

无限扩大的趋势加剧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矛盾。 
（二）自然环境 
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要求那些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

对环境和资源构成影响的企业改变经营方式和生产工艺。而政府的干预，对环境采取措施，要求相

关企业开发和利用环保产品和设施，这又为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三）对企业营销者来说，应注意自然环境方面四种趋势对市场营销所造成的机会与威胁。 
1．许多自然资源日趋短缺。 
2．能源成本趋于提高。 
3．环境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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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对环境的管制不断加强。 

四、技术环境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企业创造了许多市场机会、也使面临许多潜在的威胁。同时，科学技术改变

营销活动各个环节和营销活动的方式。营销人员主要应注意四个方面技术环境的变化： 
1．技术变革速率加快。 
2．无限革新的机会。 
3．研发预算日益提高。 
4．关于技术革新的法规增多。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产品更新换代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不得不时刻警惕，捕捉市场信

息，了解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满足需求，并用创新产品引导消费需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市场中的消费者对价格的变化反应迅速，需求对价格的弹性有可能增加。

与此同时，网络为企业了解顾客能够接受的成本提供了工具，企业根据顾客的成本提供柔性的产品

设计和生产方案供用户选择，直到顾客认同确认后再组织生产和销售，所有这一切都是顾客在公司

的服务器程序的导引下完成的，并不需要专门的服务人员，因此成本也极其低廉。 

五、政治与法律环境 

政治环境主要是指企业所在国的政权、政局，政府的有关政策以及对营销活动有直接影响的各

种政治因素。法律环境是指企业所在国国家和地方制定的各种法令、法规。 
企业在从事市场营销活动时，应了解所在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

规有部分是针对企业国内营销活动的，有一部分是针对企业国际营销活动的。 
（一）影响市场营销的政治因素： 
1．政治体制 
2．政局的稳定性 
3．社会公益团体的成长 
（二）影响市场营销的法律因素： 
从立法的目的分： 
1．为维护企业间公平竞争，防止不正当竞争。 
2．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免受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损害。 
3．为保护社会公益，以防止不受限制的商业行为损害。 

六、文化环境 

文化因素主要包括语言、教育、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 
（一）语言 
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语言差异往往代表着文化的差异。语言能力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

特别是在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营销人员在目标市场开展市场调研的

有力工具；其次，它有助于加强与顾客的沟通；第三，它有助于改善和加强企业内部的交流以及企

业与外部的交流。 
（二）教育、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影响企业的营销调研和营销组合决策。 
宗教信仰是人们洞察文化行为或精神行为的文化层。宗教对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在不同国

家和地区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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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的形成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心理状态、时间观念、对变革的态度、对生活和工作的

态度等等有关。 
审美情趣，是指对音乐、艺术、戏剧、舞蹈、形状、色彩等的欣赏和偏好。 

第二节  微观环境要素 

企业营销活动的微观环境要素主要是指对企业营销活动过程和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各种力量，这

些要素与企业经营的供应链直接发生关联，包括：企业本身、市场营销渠道机构、企业面对的市场、

竞争者、社会公众。 

一、企业内部环境 

麦金斯公司的“7S”模型。 
营销战略构想的实现、营销计划的实施没有其它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以业务流

程为中心建立的企业组织，必须以营销作为前哨，所有为顾客提供服务的职能要素必须紧密配合、

通力合作，向顾客提供高效的服务。 

二、供应商 

供应商是向企业提供原材料、部件、能源、资金、智力等资源的企业和组织。 
供应商对企业的市场营销影响很大，企业一方面要设法选择那些在质量、价格、信誉、承担风

险等方面条件 好的供应商；而且要努力与他们发展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营销中介 

营销中介是指协助企业推广、销售、和配送产品给 终消费者的企业和个人。一般包括四类： 
（一）中间商。 
（二）储运机构。 
（三）营销服务机构。 
（四）融资机构。 

四、顾客 

顾客是企业的上帝，确定和满足顾客需求是市场营销的本质特征。从买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

市场分为消费者市场、生产者市场和政府市场。消费者市场是指个人和家庭构成的、购买目的是用

于个人消费的市场。生产者市场又称企业市场是指为获利从事经营活动需要购买投入品的市场。政

府市场是一国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构成的市场，实践中表现为政府采购。 

五、竞争者 

（一）识别竞争对手 
根据产品的替代性程度，可把竞争对手分为不同层次： 
1．品牌竞争者。 
2．行业竞争者。 
3．形式竞争者。 
4．愿望竞争者。 
企业把同一行业中以相似的价格向相同的顾客群提供类似产品或服务的所有企业称为品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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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者。例如，在汽车行业，生产同一档次的汽车制造商视对手为品牌竞争者。企业把提供同一类或

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看作广义的竞争者，称行业竞争者。例如，医药行业的所有企业集合。我们把满

足和实现消费者同一需要的企业称为形式竞争者。消费者对交通这种需要的手段有马车、自行车、

摩托车、汽车、火车、飞机。企业把提供不同产品，但目标消费者相同的企业看作愿望竞争者。同

一消费者可以把钱用于旅行、购置房产、购买汽车。目标消费者相同的企业在消费结构方面展开争

夺。 

六、公众 

公众是指对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包括：媒体、政府、市民行动公

众和地方公众。媒体公众包括各种传播媒体。政府公众涉及管理和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的有关政府机

构。市民行动公众如各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地方公众有企业社区居民群众和

地方行政官员等 

本章思考题 

1．简述营销环境的特点。 
2．目前企业自然环境方面的主要动向是什么？它们对企业的市场营销有何影响？ 
3．简述人口环境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 
4．简述科学技术环境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 
5．简述经济环境对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 
6．简述市场营销直接环境诸因素。 
7．简述市场营销间接环境诸因素。 
8．简述竞争者的主要类型。 
9．简述恩格尔定律的基本观点。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3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 章 
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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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营销调研 

本章概述 
通过本章学习，应掌握营销调研的定义、内容和基本类型；熟悉营销调研的基本过程；掌握营

销调研报告的基本格式；介绍问卷设计的主要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营销调研的含义和重要性 
2．明确三种调研类型在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性质和功能特点上的差异 
3．能够概述营销调研过程的几个步骤 
4．明确制定营销调研计划的基本内容 
4．能够描述问卷设计的主要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营销信息系统 

所有营销决策和计划地制定，都要以掌握充分而准确的信息资料为基础。然而，决策人员在决

策时常常碰到下面一些问题：第一，信息量太少，决策缺乏依据；第二，信息量太大，决策者理不

出头绪，无从下手；第三，有用的信息太少，无用信息太多；第四，信息不易理解，难以在决策中

运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套信息管理办法，有一套系统的程序来收集、整理和揭示信息，

使其成为可被运用的形式。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管理信息系统来完成。 
所谓营销信息管理系统（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是指由人、设备和程序组成的一个

持续的、彼此关联的结构，其任务是准确、及时地对有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评估和分发，供

应笑决策者运用，以便使营销计划、执行和控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营销信息系统有四个子系统： 

一、内部报告系统 

所有企业都有一定形式的内部报告系统，反映企业目前的销售额、存货、现金流动以及应收付

款等方面的情况。 

二、营销情报系统 

营销情报系统是指向营销决策人员提供营销环境中各种情况发展变化情报的一整套信息来源

和程序。它与内部报告系统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是提供本企业各部门、各产品经营成果方面的信

息，而前者主要是提供营销环境变化方面的信息。 

三、营销调研系统 

营销调研是为制定某项具体的营销决策而对有关信息进行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的过程。 

四、营销分析系统 

营销分析系统是指企业用来分析营销售数据和营销问题的一些先进技术。营销分析系统主要由

统计库和模型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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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营销调研的概念 

一、营销调研的含义 

系统的调查研究活动，包括判断、汇集、分析与揭示各种所需要的资料，旨在为企业决策者提

供咨询，帮助他们了解环境，分析为题，制定以及评估营销决策。 

二、营销调研的内容 

（一）宏观市场调研：对影响企业营销活动的宏观环境的具体因素开展调研，既 PEST 调研。 
（二）营销专题调研：对特定范围的营销问题进行专门的调研，具体包括市场需求调研、购买

行为调研、产品调研、定价调研、分销调研、促销调研和竞争调研等。 

三、营销调研类型 

根据营销调研的目的、功能、营销调研可以分为：探索性调研、描述性调研和因果性调研。 
（一）探索性调研是对市场营销活动中存在的不明确的问题进行调研。通过探索性调研，以查

明问题的症结所在，确定问题的范围，为进一步深入调研奠定基础。 
（二）描述性调研是对市场本身及其环境的某个方面进行如实地描述和反映，从中找出各种因

素的内在联系。 
（三）因果性调研是对市场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之间或问题之间的联系进行调研。 

第三节  营销调研的程序 

营销调研的程序是要描述营销调研的基本过程。 

一、确定问题和研究目标 

调研问题是逐步提炼出来的，为了提炼调研主题，需要做很多相应的工作：分析有关二手资料；

与有关专家、决策者讨论；进行逻辑树分析等。 
案例：美国航空公司“飞行电话调研”。 

二、制定营销调研计划 

一个完整的调研计划需要作出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信息来源 
二手信息的来源：内部资料和外部资料 
二手信息的局限性：二手资料可能存在可获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等方面的问题。 
（二）确定调研（收集原始信息）方法 
收集原始信息的方式： 
1．观察法：即调研人员直接到调研现场进行观察来收集原始资料。 
2．询问法：即通过询问了解相关人们的认知水平、信任度、满意度、购买偏好等情况。 
3．实验法：即调研人员有目的地控制一个或几个市场因素的变化来研究某市场现象在这些因

素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三）接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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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邮寄问卷：即将设计好地询问标寄给被调查者，请他们填好后寄回。 
2．电话访问：即通过电话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信息的方法。 
3．面谈访问：即调研者通过与北调研者面对面的访谈而获得信息的方法。 
（四）抽样设计 
1．抽样对象的确定 
2．样本大小的确定 
3．抽样程序的确定 
（五）调研手段 
1．问卷 
2．仪器工具 

三、执行调研计划 

包括收集、整理和分析信息。 
收集信息的过程（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可以由企业内部的营销人员来完成，也可以委托

外部调研公司来完成。 
在收集信息的工作完成后，就要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包括分类、编校、列表等。 

四、解释并报告调研结果 

1．调研报告的格式与结构： 
2．报告题目 
3．内容提要与目录 
4．报告正文 
5．附录文件 

五、问卷设计 

问卷的主要步骤： 
（一）明确调研目标和调研的课题范围 
（二）选择研究方法 
（三）选择要使用的问题类型 
（四）决定每个问题的词句 
（五）决定问题的顺序 
（六）进行问卷的试答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营销信息系统？营销信息系统中包括那几个子系统？各有什么作用？ 
2．试述探索性调研、描述性调研和因果性调研的含义。 
3．简述营销调研的过程。 
4．请根据调研需要设计包含 20 左右个问题的问卷一份。 
5．设计问卷时，如何对问题进行排序？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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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4 章 
2．参考书目：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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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购买行为分析 

本章概述 
通过本章学习，熟练掌握消费者市场的特点，基本掌握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熟练掌握参与

购买的角色类型和购买行为类型，基本掌握购买决策过程。熟练掌握生产者市场特点，基本掌握影

响生产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和购买角色，了解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基本掌握中间商市场的特点和类

型，基本掌握政府市场的特点和类型。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消费者市场和生产者市场的购买行为特点 
2．影响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的因素 
3．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4．生产市场的购买对象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消费者市场购买行为 

消费者市场是指所有为了个人消费而购买物品或服务的个人和家庭所构成的市场，它是现代市

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成功的市场营销者是那些能够有效的发展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产品，并运用

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方法将产品有效地呈现给消费者的企业和个人。因而，研究影响消费者购买

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购买决策过程，对于开展有效的市场活动至关重要。 

一、消费者市场的购买行为特点 

消费者市场的特点： 
（一）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多样性 
（二）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可诱导性 
（三）零星而经常购买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通常将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诸多的因素分为四大类： 
（一）文化因素 
1．文化：指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人们得分俗习惯，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 
2．亚文化。每一种文化群体内部都包括若干亚文化群：（1）民族群体；（2）宗教群体；（3）

种族群体；（4）地理区域群体。 
3．社会阶层：是在一个社会中具有相对同质性和持久性的群体。他们是按等级排列的，每一

阶层成员具有类似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 
（二）社会因素 
1．相关群体：指对个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群体。 
2．家庭：是对人的购买行为影响 大的相关群体。 
3．角色和地位：指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三）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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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龄和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 
2．职业 
3．经济状况 
4．生活方式 
5．个性和自我观念 
（四）心理因素 
1．动机 
2．感觉和知觉 
3．学习 
4．信念与态度 

三、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消费者典型的、一般化的购买决策过程，有五个阶段： 
（一）引起需要，以及营销者采取的相应对策 
（二）收集信息，以及营销者采取的相应对策 
（三）比较评价，以及营销者采取的相应对策 
（四）购买决定，以及营销者采取的相应对策 
（五）购买行为，以及营销者采取的相应对策 

第二节  生产者购买行为 

企业的市场营销对象不仅包括广大消费者，也包括生产企业、商业企业、政府机构等各类组织

机构，这些机构构成了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供给品和企业服务的庞大市场。为了提高企业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产品销售，买足组织市场的需要，企业必须了解组织市场的购买行为特征

及其购买决策过程。 
产业市场：由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组织构成，它们将购买来的商品和服务用以制造其他产品

和服务，或者转售或租赁给其他组织以获得利润。 

一、生产者市场的购买对象 

（一）生产装备 
（二）轻型设备 
（三）零部件 
（四）原材料 
（五）消耗品 
（六）服务 

二、生产者市场购买行为的特点  

（一）购买者数量少、但购买量较大 
（二）集中程度高 
（三）派生性需求 
（四）需求缺乏弹性  
（五）供求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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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化购买  
（七）波动性需求 

三、生产者购买行为模式 

（一）购买者角色 
1．使用者 
2．影响者  
3．采购者  
4．决定者  
5．信息控制者  
（二）购买类型 
1．直接重购。即购买者只需要重复订货而不做任何修订。 
2．修定重购。即购买者期望修改产品的规格、价格、条款或是供应商。 
3．新购。即第一次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公司所面临的情况。 

四、影响生产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 

1．环境因素 
产业购买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前和预期的经济环境的影响，比如基本需求水平、经济前景和货

币成本。  
2．组织因素 
每个购买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目标、政策、流程、结构和体系。产业营销者必须尽可能地了解这

些组织因素。 
3．人际因素 

购买中心通常是由相互影响的众多人员组成。  

4．人际关系因素 
购买中心通常是由相互影响的众多人员组成，人际关系因素和群体力量渗透到购买过程中。 

五、购买决策过程 

产业购买者根据三种不同的情况做出决策：直接重购、调整重购和新购。购买中心是购买组织

的决策制定单位，由发挥不同作用的人组成。产业营销人员需要知道以下问题：谁是主要的参与者？

他们在什么决策中产生影响？每个决策参与者使用什么评估标准？产业营销人员也需要了解主要

的环境、组织、人际关系和个人因素在购买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1．确认问题  
2．说明一般需要  
3．确定产品规格  
4．寻求报价  
5．征求报价  
6．选择报价  
7．正式订购  
8．评估使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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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思考题 

1．人类的亚文化群主要有哪几大类？ 
2．个人因素包括哪几个方面？ 
3．人们对外界刺激的有选择接受具体反映在哪几方面？ 
4．参与购买决策的成员大体可形成哪几种角色？ 
5．消费者一般会通过那些途径去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6．组织市场由哪些主要市场构成？ 
7．产业市场与消费者市场相比具有哪些主要特征？ 
8．组织购买者的采购决策过程可分为哪几个购买阶段？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5、6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8 章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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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市场细分与目标营销 

本章概述 
本章主要阐述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首先介绍“市

场细分”的概念，并分别讨论消费者市场和产业市场的细分。其次阐述目标市场涵盖战略和目标市

场的选择。 后，介绍"市场定位"的方式和步骤。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说明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 
2．列出并讨论细分市场的主要层次，以及消费者市场和产业市场的细分因素 
3．解释公司如何识别有吸引力的细分十场并选择市场覆盖战略 
4．论述公司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使其在市场上具有 大的竞争优势 
学时分配：4 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市场细分 

一、什么是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的概念是由美国营销专家温德尔• 史密斯于 1956 年率先提出的，这是一个选择目标

市场的策略思想，具体是指：市场是由购买者组成，而购买者在购买力、需求、购买心理和购买经

验等方面各有不同。市场细分就是指企业根据购买者不同特征，将某一特定产品的整体市场分割为

若干个消费者群体，以选择和确定目标市场的活动。市场细分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发现和评价市

场机会，以正确选择和确定目标市场。 

二、市场细分的作用 

（一）有利于发现市场机会——营销决策的起点； 
（二）有利于掌握目标市场特点——营销具有针对性； 
（三）有利于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的制定——营销策略的有效性； 
（四）有利于集中企业人、财、物的投入——营销效益的有效性； 
（五）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营销的目的。 

三、市场细分的依据 

（一）消费者市场细分的依据 
1．地理细分 
即把市场分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如国家、地区、州、县、城市或者街区。 
2．人口细分 
即将市场按人口因素分为多个群体，这些因素有年龄、性别、家庭人口、家庭生活周期、收入、

职业、教育、宗教、种族和国籍等。例如，当前手机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厂家将市场细分为不同的

子市场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常用的细分依据主要是人口统计的各种变量，按性别分为女用型有

机，男用型手机；按职业开发出商务手机；按收入推出廉价入门型和豪华昂贵型手机；按年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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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手机等。 
3．心理细分 
即根据社会阶层、生活方式或个性特点，将购买者分为不同的群体，同一群体的人可能会有不

同的心理模式。健力宝公司生产的饮料在 1993 年进军美国，为了适应美国消费者的心理特征，针

对美国人热衷减肥，喜好低含糖饮料的特点，两次降糖，将含糖量将至 8.5%，是其低于可口可乐

10.5%的水平。该今后的健力宝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魔水”。健力宝的成功

得益于对美国消费者生活方式及特定心理需求的分析，改进产品，充分满足这一细分市场的需求。 
4．行为细分 
即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进行市场细分。包括寻求利益、使用频率、品牌忠诚度、使用率、使

用状况等行为细分。 
（二）产业市场细分 
1．顾客类型 
在产业市场，不同类型顾客对同一产品需求会有很大不同，企业经常以顾客类型细分市场。例

如，轮胎制造商可以根据顾客的 终用途将轮胎市场细分为飞机制造商轮胎市场、军用轮胎市场、

一般工业品制造商轮胎市场、农用机械制造商轮胎市场等。这些不同的轮胎用户对轮胎质量的要求

有很大的不同。 
2．顾客规模 
以顾客购买量大小或产业组织的规模大小细分市场。一般可分为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客户。 
3．地理位置 
按客户所在地与本企业距离的远近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 
4．用户特点 
指企业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的特点，什么人参与购买决策，他们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充当什么角

色，其什么作用。 
5．购买方式 
包括直接采购、通过中间商、招标等。 
6．购买频率 
如经常购买、偶尔购买、大量购买、少量购买等。 
（三）有效市场细分的标志 
1．可衡量性 
指细分市场的规模和购买力是否可以测量，对于难以辨认和测量的市场，风险太大而鲜有企业

进入。 
2．可盈利性 
细分市场规模必须购大，有足够的利润来吸引企业为致服务，只得企业为之制定专门的营销计

划。 
3．可接近性 
细分市场必须能够接近并提供服务。有的城市禁放烟花爆竹，限制摩托车在城区内道路上行事，

禁食口香糖，那么即使这样的产品具有可观的需求量、购买力和潜在购买者，但企业很难接近并为

之提供服务，这一细分市场就没有任何意义。 
4．可行动性 
企业有能力进入选定的市场，能系统地制定有效的营销计划。如一家小型啤酒企业把市场分为

8 个细分市场，但由于它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太少，以至不能为每个细分市场推出一套独立的营销计

划，那么超过公司能力所及的部分就没有必要进行市场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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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细分的程序 
美国市场学家麦卡锡提出细分市场的一整套程序，这一程序包括七个步骤： 
1．选定产品市场范围； 
2．列举潜在顾客的基本需求；  
3．了解不同潜在用户的不同要求； 
4．抽象掉潜在顾客的共同要求，而以特殊需求作为细分标准； 
5．根据潜在顾客基本需求上的差异方面，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或子市场； 
6．进一步分析每一细分市场需求与购买行为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7．估计每一细分市场的规模。  

第二节  目标市场营销战略 

一、目标市场的概念 

目标市场是指企业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决定要进入的那个市场部分。也就

是企业拟投其所好，为之服务的那个顾客群。 
目标市场的选定需要经过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进行市场细分；第二步是选定目标市场；第

三步是进行市场定位。 

二、选择目标市场的步骤 

（一）确定并界定有待细分的整体市场 
（二）确定细分标准 
（三）分割市场 
（四）评价细分市场 
（五）选择和确定目标市场 
（六）目标市场的重新界定 

三、目标市场营销战略 

（一）无差异市场营销 
无差异市场营销是指企业在市场细分之后，不考虑各子市场的特性，而只注重子市场的共性，

决定只推出单一产品，运用单一的市场营销组合，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尽可能多的顾客的需求。

企业可根据三个主要因素选择无差异市场营销战略：一是产品本身和市场需求是够具有同质性；二

是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一般在产品导入期可以采用此战略；三是企业资金是否足够雄厚，否则 好

选择无差异市场营销策略以节约费用、降低成本。 
（二）差异化市场营销  
差异化市场营销是指企业决定同时为多个子市场服务，设计不同的产品，并在营销组合上加以

相应的改变，以适应各个市场的需要。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企业面对

多个细分市场可以获得较大的市场覆盖面；二是企业为每个子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有效地提高企业在各个市场的竞争力。 
（三） 集中性市场营销 
指企业集中所有力量，以一个或少数几个性质相似的子市场作为目标市场，制定一套营销方案，

力图在较少的子市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集中性市场营销适合资源有限、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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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集中力量，进行专业化经营从而降低经营成本。但是由于市场范围较小，对单一市场的依

赖也增加了经营风险，企业选择的目标市场一旦发生急剧变化，企业就可能陷入困境。 

第三节  市场定位 

一、市场定位的内涵 

市场定位（Positioning），是指根据企业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塑造本企业产品与众

不同、有鲜明个性或特色的形象，以适合目标顾客的需要或偏好。 

二、市场定位的步骤 

（一）确定定位层次。 
（二）识别重要属性。 
（三）绘制定位图。 
（四）评估定位选择。 
（五）执行定位。 

三、市场定位战略选择 

（一）根据产品属性和利益定位 
（二）根据价格定位 
（三）根据产品用途定位 
（四）根据使用者类型定位 
（五）根据竞争者定位 
（六）根据与市场主导者的联系定位 

四、重新定位的反思 

（一）初次定位。 
（二）重新定位。 
公司要避免三个主要的定位误区。定位不足、定位过度、混乱定位。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这种差异就是值得利用的：重要性、显著性、优越性、沟通性、专有性、

经济性、赢利性。 

本章思考题 

1．实行市场细分和目标营销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2．对消费者市场细分主要依据那些变数？ 
3．对生产者市场细分主要依据那些变数？ 
4．试以我国手表市场为例进行市场细分？ 
5．解释企业如何选择目标市场选择战略？ 
6．论述公司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使其在市场上具有 大的竞争优势？ 
7．试以某种产品为例，说明市场定位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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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7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章 
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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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产品策略 

本章概述 
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中心，而市场需要的满足只能通过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

来实现。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产品是企业市场营销组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品战略直接影响和

决定着其他市场营销组合因素的管理，对企业市场营销的成败关系重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须制定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组合结构的产品战略，以使企业更好的满足市场需要，取得更好的

经济效益。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什么是产品：整体产品的概念和分类： 
2．如何建立和管理产品组合 
3．产品寿命周期理论 
4．如何制定品牌决策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整体产品策略 

一、产品概念 

产品可以从广义产品概念和整体产品概念两个层面分析、认识。 
（一）广义产品概念。 
（二）整体产品概念 
1．核心产品：指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时所追求的利益，是顾客真正要买的东西，因而在产品

概念中也是 基本、 主要的部分。 
2．有形产品：指核心产品的载体，即向市场提供的实体和服务的可识别的形象表现。 
3．附加产品：指顾客购买有形产品时所获得的全部附加服务和利益。包括提供信贷、免费送

货、保证、安装、售后服务等。 
（三）产品分类 
1．消费品指 终消费者购买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它具体包括： 
（1）便利品:：消费者经常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购买时几乎不做什么比较也不费什么精力，

很快就拿定主意。 
（2）选购品：消费者购买频率比较低的消费品和服务，消费者会对适用性、价格和款式仔细

比较。在购买选购物品时，消费者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收集信息和做比较。 
（3）特殊品：具有独一无二特点或品牌识别特征，以致会有一个重要的购买者群体愿意为了

购买而特别花费精力的消费品。 
（4）非渴求品：消费者或者不了解，或者虽然了解但一般不考虑购买的消费品。 
2．产业用品购买后用来进一步加工或用于企业经营的产品。产业用品包括三类： 
（1）材料和部件：包括原材料以及加工过的材料和部件。 
（2）资本品：辅助购买者生产和运营的产业用品，包括装备和附属设备 
（3）辅助品和服务辅助品：包括作业辅助品和维修辅助品。商务服务包括维护和维修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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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务咨询服务。 
3．组织、人员、地点和观念 
除了有形产品和服务，产品概念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可销售的实体”——组织、人员、地点

和观念。 
（1）组织营销：包括采取的用来创造、维持或改变目标消费者对一个组织的态度和行为的活

动。 
（2）人员营销：包括采取的用来创造、维持或改变特定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活动。 
（3）地点营销：涉及采取的用来创造、维持或改变对特定地点的态度或行为的活动。 
（4）观念营销：所有的营销都是观念营销。 

二、服务策略 

（一）服务的本质及特点 
所谓服务，指一讨论会特殊的无形活动，它向顾客和用户提供所需的满足感。服务是一个过程

和一项活动；服务是为目标顾客或用户解决问题的，是对他们提供利益保证和追加；服务的核心是

让被服务者感到满足和愉悦；服务领域需要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分性；可变性；易消失性。 
服务可分为服务产品和服务功能（产品支持服务）两类。 
（二）服务功能的作用 
适应产品技术性能复杂化的要求 
维护浪费者利益，争取重复购买 
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服务策略 
服务领域开拓 
服务水平提高 
服务方式创新 

第二节  产品组合策略 

一、产品组合的概念 

（一）产品组合、产品线和产品项目 
1．产品组合指一个企业所生产和销售的产品项目和产品线的组合。 
2．产品线指产品系列或产品大类，即在功能上、结构上密切相关，能够满足同类需要的一组

产品。 
3．产品项目指产品线上各种不同品种、规格、型号、质量和价格的特定产品。产品项目是构

成产品线的基本元素。 
（二）产品组合的宽度、深度和相关性 
1．宽度：该公司具有多少条不同的产品线。 
2．深度：产品线中的每一产品有多少品种。 
3．相关性：各条产品线在 终用途、生产条件、分销渠道或者其他方面相互关联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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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组合策略 

（一）扩大产品组合策略 
1．拓展产品组合的广度 即在原产品组合中增加产品线，扩大经营范围。 
2．加强产品组合的深度 即在原有产品线内增加新的产品项目，增加企业产品的品种。 
（二）缩减产品组合策略 
缩减产品组合，是指原产品组合中缩减产品线和减少产品项目，减少经营范围。 
（三）产品线延伸策略 
产品线延伸是指部分或全部地改变企业原有产品生产线的市场定位。产品线延伸可以分为以下

三种： 
1．向下延伸 
2．向上延伸 
3．双向延伸 

第三节  产品寿命周期策略 

每一种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都是对营销管理者的挑战，它也是企

业制定不同时期产品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产品寿命周期概念 

产品寿命周期：指产品从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所经历时间过程。典型的产品寿命周期一般可

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一）关于产品寿命周期的几个相关问题： 
产品的市场生命与产品的自然生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产品寿命周期与产品定义的范围有直接关系。 
（二）关于产品寿命周期的解释。 
关于寿命周期曲线各阶段的划分及其标准 

二、产品寿命周期各阶段特征及营销策略 

（一）投入期的特征和营销策略 
1．投入期的产品的市场特征和营销策额 
⑴ 投入期市场特征：产品销量少，促销费用高，制造成本高，销售利润常常很低甚至为负值。 
⑵ 投入期的营销策略： 
着眼一个“准”字，力求产品抢先占领市场 
2．成长期的特征和营销策略 
⑴ 成长期市场特征：消费者熟悉并接受产品，销量量迅速上升；产品基本定型，生产规模扩

大，产品成本下降，企业利润增加；同行竞争者纷纷介入，竞争趋向激烈。 
⑵ 成长期的营销战略 
着眼一个“快”字，力求站稳产品市场地位 
3．成熟期的特征和营销策略 
⑴ 成熟期的特征：销售量的增长缓慢，逐步达到 高峰，开始下降；利润从成长期 设点开

始下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各种新品牌、新款式的同类商品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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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成熟期的营销战略 
着眼一个“改”字，尽量延伸产品黄金时期 
4．衰退期的特征和营销战略 
⑴ 衰退期的特征：产品销售量急剧下降；该产品利润很低甚至为零；大量竞争者退出市场；

消费者习惯已发生了改变。 
⑵ 衰退期的营销策略：  
着眼一个：“转”字，实现新老产品接替。 

三、如何延长产品寿命周期 

（一）运用综合产品策略： 
（二）降低成本和价格 
（三）提高产品质量 
（四）改良产品特性 
（五）改进产品外观 
（六）发新的市场和市场面 

第四节  品牌策略 

品牌作为产品整体概念的组成部分，可为产品增加价值，品牌策略是企业拟定营销策略时一个

重要问题。 

一、品牌概念及其功能 

（一）品牌的概念 
品牌，指一种名称、术语、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相互结合，用以识别某一销售者或某群销

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相区别。 
1．品牌与商标的区别 
2．品牌的分类 
（二）品牌的功能： 
1．品牌的基本功能（识别功能）： 
⑴ 品牌是识别产品的标志。 
⑵ 品牌是识别厂商的标志。 
2．品牌的派生功能： 
⑴ 保护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 
⑵ 促进经营管理，激发创新。 

二、品牌价值及其评估 

（一）品牌是无形资产 
品牌作为无形资产，有三种含义： 
1．品牌是“帐内有价“的无形资产 
2．品牌是“账外有价”的无形资产 
3．品牌是“账外物价”的无形资产 
（二）品牌价值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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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通常有两种意义： 
1．效用的意义 
2．资本评估（采用某种方法将品牌资产进行量化）的意义 
3．效用意义和资本评估意义的区别、联系 
（三）品牌价值的评估 
1．介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评估方法： 
E（品牌价值）= I（品牌带来的年均利润）·G（品牌力因子） 

2．品牌价值评估的步骤 
3．关于“品牌力因子”的解释 

三、品牌（价值）的运作 

（一）营销者通过品牌运作获得经济效益。 
（二）获取附加价值 
（三）特许经济销售 
（四）转让商标使用权收益 
（五）质押盘活资产 
（六）投资入股分红 

四、品牌命名 

（一）品牌命名的原则： 
（二）易读易记 
（三）启发联想 
（四）暗示产品的效用 
（五）迎合需要 
（六）具有艺术性 
（七）符合商标法的规定 

五、品牌决策 

（一）品牌决策的内容与排序依次为：  
品牌化决策、品牌使用者决策、品牌名称决策、品牌战略决策、再定位决策。 
（二）于品牌决策的问题 
1．企业考虑不使用品牌。 
2．使用统一品牌 
3．使用个别品牌 
4．多重品牌 
5．企业名称与个别品牌并用 
（三）品牌延伸策略问题 

本章思考题 

1．简述产品的整体概念。 
2．举两个例子说明产品整体概念的三个层次。 
3．简述产品组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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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述产品生命周期个阶段的的特点及相应营销策略。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8、9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12、13、14、15 章 
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Philip Kotler,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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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定价策略 

本章概述 
价格是市场营销组合因素中十分敏感而又难以控制的因素，它直接关系着市场对产品的接受程

度，影响者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的多少，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定

价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组合战略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影响企业定价诸

多方面的基本因素；熟悉企业定价步骤和方法；掌握运用灵活多变企业定价策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影响企业定价的基本因素 
2．企业定价的主要方法 
3．企业定价战略 
4．价格战的原则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影响企业定价的基本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不能孤立地制定价格，定价要受到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影响企业定价的内部因素 

（一）企业定价目标 
企业制定价格，必须按照企业的目标市场战略及市场定位战略的要求来进行。 
1．预期投资收益率 
2．利润 大化 
（二）销售导向目标 
1．谋求 大销售额 
2．保持或提高市场份额 
3．对等导向目标 
（三）考虑应付或防止竞争目标（竞争对手） 
（四）考虑树立或维护企业形象目标 
（五）企业的营销组合战略目标 
（六）产品成本 
1．固定成本（间接费用） 
2．变动成本（直接费用） 
3．全部成本 
4．平均成本 
5．边际成本 

二、影响企业定价的外部因素 

（一）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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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定价，须将市场结构进行划分，结构不同，企业定价的自由度就不同，

决定了企业定价策略运用也不同，市场结构可分为四种类型： 
1．完全竞争市场 
2．完全垄断市场 
3．垄断竞争市场 
4．寡头垄断市场 
（二）市场需求的价格弹性 
产品价格与市场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企业在定价时必须了解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1．需求弹性曲线 
富于弹性的需求曲线 
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Q/Q 
EP=  

⊿P/P 
3．价格敏感性因素与评价 
⑴独特价值效应 
⑵认知替代效应 
⑶对比困难效应 
⑷价格／质量效应 
⑸ 终利益效应 
⑹转换成本效应 
⑺分担成本效应 
⑻公平效应 
（三）市场竞争 
（四）国家政策 
（五）其他外部环境因素 

第二节  企业定价的方法 

企业产品成本等内部因素为价格规定了 低限度，而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评估等诸多外部因素

为价格规定了 高限度，考虑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定价一般有三种导向，也即企业定

价的方法。 

一、成本导向定价法 

成本导向定价法是一种主要以成本为依据的定价方法，具体有五种方法： 
（一）成本附加定价法 

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期望利润 
价格＝ 

产量 
（二）进价加成定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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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成本 
价格＝ 

１－加成率 
（三）目标报酬定价法 

投资资金 x 目标报酬率 
价格＝单位成本＋ 

销售量 
（四）边际成本定价法 
（五）成本加成定价法 

二、需求导向定价法 

需求导向定价法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强度和顾客对产品价值的理解来制定价格的方法。 
（一）理解价值定价法（也称反向定价法） 
（二）需求差异定价法，有以下四种形式： 
1．以顾客为基础的差异定价 
2．以产品为基础的差异定价 
3．以时间为基础的差异定价 
4．以空间为基础的差异定价 
（三）竞争导向定价法 
竞争导向定价法是以竞争因素作为主要依据的定价方法，主要有三种： 
1．随行就市定价法 
2．投标定价法 
3．差异定价法 

第三节  企业定价的策略 

定价方法是依据成本、需求和竞争等因素决定产品基础价格的方法。基础价格是单位产品在生

产地点或者经销地点的价格，尚未计入折扣、运费等对价格的影响。但在市场营销实践中，企业还

需考虑或利用灵活多变的定价战略，修正或调整产品的基础价格。， 

一、新产品定价策略 

新产品定价可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一）市场撇油定价策略 
市场撇油定价策略，是在新产品投放市场时，将价格定得大大高于成本，以便在短期内获得厚

利的定价策略。 
1．市场撇油定价策略的优、缺点 
2．市场撇油定价策略的适用性 
（二）渗透价格策略 
渗透价格策略，是在新产品投放市场时，将价格定得较低，以求迅速占领市场并赢得较大市场

份额的策略。 
1．渗透价格策略的优、缺点 
2．渗透价格策略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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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组合定价策略 

产品组合定价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一）产品线定价 
产品线定价，即为每一种产品项目（规格不同的一组相关产品）确定一个恰当的价格水平。 
（二）附带产品定价 
附带产品指必须与主产品一同使用的产品。附带产品定价即通过猪副产品的组合定价，以主促

附，或以附促主的定价策略。 
（三）副产品定价 

三、折扣价格策略 

企业为了达到扩代序加快资金周转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与中间商或顾客某种折扣。，有

四种情况： 
（一）数量折扣 
数量折扣是根据顾客的购买量多少给予不同的减价优惠。 
累计数量折扣 
非累计数量折扣 
（二）功能折扣 
功能折扣是根据各类中间商在产品销售中所提供的业务职能而给予折扣。 
（三）季节折扣 
季节折扣是生产和销售季节性产品的企业，为鼓励顾客淡季进货或购买而给予一定的价格优

惠。 

四、心理定价策略 

心理定价策略，可从两方面考虑： 
（一）价格标示方面的策略 
1．零头定价：指以非整数结尾的商品标价。 
2．整数定价：指商品标价的尾数不含零头。 
3．用小计价单位：指确定计价单位的大小，以期导致消费者不同的心理反应。 
4．声望定价：指利用声誉、品牌知名度，采取高价位定价。 
5．心理折扣定价：指给商品同时不出两种价格或同时附以文字说明。 
（二）价格解释方面策略 
1．心理构成性价格解释 
2．使用寿命周期型的价格解释 
3．相对价格性的价格解释 

五、地区性定价策略 

地区性定价策略，是生产者或经营者根据买主地理位置不同，而索取差别价格的策略。可分为

四种情况： 
（一）原产地定价 
原产地价格指在卖方所在地的某种运输工具上交货的价格。 

（二）统一交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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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交货定价指不考虑买主距离远近，均索取相同的价格。 
（三）分区域定价 
分区域定价，将原产地定价和统一交货定价两种定价折衷，企业把销售市场按距离的划分为区

域，按区域定价。 
（四）基点定价 
1．单基点定价 
2．多基点定价 
（五）补贴运费定价 

第四节  价格战的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避免不了打价格战。但价格战什么时候打？什么人可以打？以什么方式打？

作为企业经营者，对于如何打价格战的问题，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参战有法。 

一、在价格战面前，作为行业领导者应考虑的问题和原则： 

（一）降价能否扩大需求 
（二）降价能否将对手逼出市场 
（三）降价后的净收益如何 
（四）降低是否会影响服务水平 
（五）对手会在多长时间做出反应 

二、在价格战面前，作为行业追随者应考虑的问题和原则 

（一）对手降价是否跟进 
（二）产品的差异性如何 
（三）是否有能力后来居上 
（四）是否有成本优势 
（五）企业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本章思考题 

1．简述价格策略的重要性。 
2．一般企业有哪些定价目标？ 
3．影响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企业定价的基本方法可分为那几类？ 
5．新产品价格策略包括哪些具体策略？ 
6．相关产品价格策略包括哪些具体策略？ 
7．一般企业提价有哪些原因？ 
8．一般企业降价有哪些原因？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10、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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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章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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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分销渠道策略 

本章概述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在时间、地点、数量、品种、信息、产品估价和

所有权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一定的市场营销渠道，才能在

是党的时间、地点，以适当的价格供应给官大消费者或用户，从而克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蝉翼

和矛盾，满足市场需要，实现企业的市场营销目标。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掌握分销渠道的概念、分

销渠道的主要类型，以及对营销渠道的结构选择；并熟悉队分销渠道的管理，包括：对中间商类型

的选择、控制、和激励。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1．分销渠道的概念和类型 
2．营销渠道的结构选择 
3．营销渠道的管理 
4．中间商的类型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分销渠道概念及其类型 

分销渠道是企业营销组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首先要熟悉分销渠道的类型、特点，才能做

到合理选择分销渠道，从而完成对分销渠道的管理。 

一、分销渠道的概念 

分销渠道，也称分销途径。它指一种产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或用户转移过程中所经过的途径。 
（一）介绍关于分销渠道的三个经典定义。 
（二）分销渠道的基本功能 

二、分销渠道的类型 

分销渠道可根据其渠道层次的树木来分类，一般分为两种基本形式： 
（一）直接渠道 
直接渠道是指产品在从生产者流向 终消费者的过程中不经过任何中间商转手的销售途径。直

接渠道的主要形式有： 
1．传销：即消费者自己组织起来，作为直销商，从生产者或传销公司制结构满产品，同时一

种众口相传的方式传播产品信息，销售产品。 
2．直复营销：是一类无门市零售经营形式。多利用媒体向消费者传递信息，通过电话等方式

订货，经货物送达消费者。。 
3．直接渠道的优、缺点评介 
（二）间接渠道 
间接渠道是指生产企业通过各种类型的中间商，转手将产品供给消费者和用户的一种销售途

径。 
间接渠道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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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层渠道：制造商---零售商---消费者 
2．二层渠道：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 
3．三层渠道：制造商---代理商---批发商或零售商---消费者 
4．间接渠道的优、缺点评介 

第二节  分销渠道结构选择 

分销渠道的结构选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分销渠道长短的选择 

分销渠道的长度，指商品在流通过程所经过的中间环节的多少。环节越多分销渠道越长，反之，

则越短。 
如何选择分销渠道德长短，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产品特征 
（二）市场条件 
（三）企业自身因素 
1．企业的声誉和资金 
2．管理能力和销售经验 
3．企业的战略和目标 

二、分销渠道宽度的选择 

分销渠道的宽度，指商品在流通过程所经过的中间环节数目的多少。环节数目越多分销渠道越

宽，反之，则越窄。 
如何选择分销渠道的宽窄，取决于产品类型的不同： 
（一）密集型分销 
选择尽可能多的环节数目，适合日用消费品等商品。 
（二）独家分销 
在特定市场只选择一个销售环节，采取独家经营，适合汽车、服装等特殊商品。 
（三）选择性分销 
介于密集型分销和度假分销之间，有条件系选择几个中间环节，适合各类商品。 

第三节  分销渠道的管理 

企业管理人员在进行分销渠道设计选择之后，还必须对中间商进行选择、确定渠道成员的权利

和义务：对中间商采取积极的激励手段；运用企业权力有效的进行控制，并定期对其进行评估。 

一、分销渠道中间商的选择 

企业确定了分销渠道长度和宽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选拔、确定具体的中间商，即招募自己

分销渠道的成员。 
（一）选拔、确定分销渠道成员 
招募渠道成员应考虑的条件： 
1．中间商的市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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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间商的地理区域优势 
3．中间商的产品（组合） 
4．中间商的产品知识 
5．中间商的财务状况和信誉 
6．中间商的管理能力 
（二）明确分销渠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1．价格政策 
2．买卖条件 
3．中间商的地区权利 
4．双方应提供的特定服务 

二、激励分销渠道成员 

企业应对中间商采取有效的激励手段，调动中间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渠道成员是渠道管

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中间商采取的激励手段有： 
（一）设法直接提高中间商的利润－“返利政策” 
（二）设法提高中间商的销售量－开展促销活动 
（三）设法提高价差－提供价格折扣 
（四）设法减少中间商的业务成本 

三、控制分销渠道成员 

在采取激励手段的同时，也需要运用某些权力来赢得中间商的合作，达到控制渠道成员的效

果．可利用的权力有： 
（一）强制权 
（二）付酬权 
（三）法定权 
（四）专家权 
（五）声誉权 

第四节  零售与批发 

企业在确定分销渠道策略后，还必须正确选择中间商。因此，需要掌握各类中间商（主要是批

发商和零售商）的特点与作用，了解现代商业形式的新发展。 

一、零售商类型 

零售商是指所有向 终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用于个人及非商业性用途的中间商。 
零售商按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归纳出诸多零售商类型： 
（一）按服务数量的标准分类 
不同的产品要求不同数量的服务，顾客服务的偏好也有差别。那么，根据提供的服务不同，可

将零售商分为三种： 
1．自助服务零售商 
2．有限服务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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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服务零售商 
（二）按产品线的标准分类 
零售商根据其产品组合的长度和宽度进行分类，可将零售商分为四种： 
1．百货店 
2．超级市场 
3．便利店 
4．超级商店 
（三）按相对价格的标准分类 
零售商根据要价高低不同、提供的服务和质量也不同，可将零售商分为三种： 
1．折扣店 
2．厂家门市部 
3．仓储俱乐部 
（四）按零售的组织形式的标准分类 
越来越多的零售商正以某种公司或协议组织的形式共同使用一个品牌，可将零售商分为五种： 
1．公司制连锁店 
2．自愿连锁店 
3．零售合作社 
4．特许经营组织 
5．商业集团 

二、批发商类型 

批发商指将一切物品或服务销售给为了专卖或者商业用途，而进行购买的个人或组织的中间商。 
批发商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 
（一）独立批发商 
（二）经纪人和代理商 
（三）制造商的销售分支机构 

本章思考题 

1．如何确定销售产品的渠道长度？ 
2．如何激励渠道成员？ 
3．简述影响渠道结构的因素。 
4．什么是销售渠道的宽度？销售渠道的宽度策略有哪些？ 
5．厂商在选择渠道成员时应主要考虑哪些基本问题？ 
6．如何激励中间商？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12、13 章 
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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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促销策略 

本章概述 
现代市场营销不仅要求企业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制定吸引人的价格，使目标顾客易于获得他

们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还要求企业控制其在市场上的形象，采取适当的方式促进产品销售。而企业

可利用的促销手段主要包括广告、人员推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你应该能够： 
1．了解可供企业选择的主要促销工具 
2．明确确定广告预算的主要方法、选择广告媒体考虑的主要因素 
3．明确人员推销的特点 
4．掌握可供企业选择的主要销售促进工具 

5．了解公共关系的特点及基本战略 

学时分配：6 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促销组合 

  所谓促销，就是营销者将有关本企业及产品的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消费者或用户，促使

其了解、信赖并购买本企业的产品。 

一、促销组合构成 

（一）促销组合定义 
 促销组合是指企业根据促销的需要，对广告、销售促进、宣传与人员推销等各种促销方式进

行的适当选择和综合编配。 
（二）促销组合构成 
促销组合的构成要素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考察 
1．就广义而言，市场营销组合中的各个因素都可归入促销组合，诸如产品的式样、包装的颜

色与外观、价格等都传播了某些信息。 
2．就狭义而言，促销组合只包括具有沟通性质的促销工具，主要包括个种形式的广告、人员

推销、销售促进、公共关系。 
（三）促销的基本过程 
1．确定目标市场和受众 
2．确定促销沟通的目标 
3．设计沟通信息 
4．选择沟通渠道 
5．制定促销预算 
6．促销过程的执行 
7．促销效果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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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销组合的决定因素 

确定促销组合实质上也就是企业在各促销工具之间合理分配促销预算的问题，分配时须考虑以

下五个因素：产品类型、推式与拉式策略、促销目标、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经济前景。 
（一）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主要指产品是消费品还是产业用品，从现代市场营销发展史看，消费品与产业用品的

促销组合是有区别的。 
（二）推式与拉式策略 
1．推式战略。指利用推销人员与中间商促销将产品推入渠道，生产者将产品推到批发商手中，

批发商又积极地将产品推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将产品推向消费者。 
2．拉式战略。指企业针对 后消费者，花费大量的资金从事广告及消费者促销活动，以增进

产品的需求。 
（三）促销目标 
确定 佳促销组合，尚需考虑促销目标。相同的促销工具用于不同的促销目标，其成本效益会

有所不同。 
（四）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促销支出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1．在介绍期，广告语销售促进的配合使用能促进消费者认识、了解企业产品。 
2．在成长期，社交渠道沟通方式开始产生明显效果，口头传播越来越重要。 
3．在成熟期，竞争对手日益增多，为了与竞争对手相抗衡保持市场占有率，必须增加促销费

用。 
4．在衰退期，企业应把促销规模降到 低限度，以保证足够的利润收入。 
（五）经济前景 
企业应随着经济前景的变化，及时改变促销组合。 

第二节  广告策略 

一、广告的一般概念 

（一）广告的定义 
美国广告主协会的定义：“广告是付费的大众传播，其 终目的是传递信息，改变人们对所宣

传对象的态度，诱发其行动二是广告主得到利益”。 
该定义包括的要点： 
1．广告要支付费用的。 
2．广告是一种非个人之间信息沟通的行为。 
3．广告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 
4．广告必须有特定的对象。 
（二） 广告的分类 
1．根据广告目标分： 
（1）通知广告 

（2）劝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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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示广告 
2．根据广告内容分类 
（1）产品广告 
（2）企业广告 
（3）观念广告 

二、制定广告目标和编制广告预算 

企业确定广告预算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一）销售百分比法。即企业按照销售额或单位产品售价的一定百分比来计算和决定广告开支。 
（二）量力而行法。即企业确定广告预算的依据是他们所能拿得出的资金数额。也就是说，在

其他市场营销活动的经费被优先分配之后，尚有剩余者再供广告之用。 
（三）目标任务法。首先，明确地确定广告目标；其次，决定为达到这种目标而必须执行的工

作任务；然后，估算执行这种工作任务所需的各种费用，这些非用的综合就是计划广告预算。按这

种步骤确定广告预算的方法，就是目标任务法。 
（四）竞争对等法。指企业比照竞争者的广告开支来决定本企业广告开支的多少，以保持竞争

上的优势。 

三、设计广告策略 

（一）广告创意 
1．介绍期的广告设计技巧。介绍期的广告属开拓性广告，广告对象是少数创新者，即收入高、

有冒险精神、乐于接受新事物的顾客群。广告设计应努力塑照产品的形象，重在对产品新观念的介

绍、新观念的培养和新用途的发展。此阶段广告宜采用独特销售主张创意法，即在策划广告创意时，

先进行产品分析找出产品无可可取代的特点，依次作为创意表现的诉求主题， 转化为消费者关心

的产品利益，以消费者的语言说出。 
2．成长期的广告设计技巧。成长期的广告属竞争性广告或说服性广告，广告对象是早期购买

者，即紧跟创新者的易于接受新观念和收入较高的顾客群，重在诱发消费者对产品的爱好和兴趣，

宜采用情景式创意。 
3．成熟期的广告设计技巧。成熟期的广告属提示性广告或称为维持性广告，广告对象是社会

大众，重在宣传产品的优越性和市场特殊性，宜采用情景式创意，给人以一种温馨、回味的感觉，

也可以采用公益式广告创意，给人以关心、爱心感。 
4．衰退期的广告设计技巧。衰退期的广告属于加强性广告，广告的对象是少数落伍者，重在

理性诉求，力图提醒用户可能在 近的将来需要这种产品。 
（二）选择广告媒体 
媒体主要有国际互联网、电视、报纸、杂志、直接邮寄、广播、户外广告等。 
企业媒体计划人员在选择媒体时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目标沟通对象的媒体习惯。 
2．产品特性。不同的媒体在展示、解释、可信度与颜色等方面分别有不同的说服能力。 
3．信息类型。 
4．成本。不同媒体所需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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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员推销 

一、人员推销的特点 

  所谓人员推销，是指企业通过派出销售人员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可能成为购买者的人交谈，作

口头陈述，以推销商品，促进和扩大销售。 
（一）人员推销的特点 
1．销售的针对性。有利于顾客同销售人员之间建立友谊，针对性强，无效劳动少。 
2．销售的有效性。销售人员可以根据顾客情绪及心理的变化酌情改进推销陈述和推销方法，

以适应各个顾客的行为和需要，促进 终交易的达成。 
3．密切买卖双方关系。大多情况下能实现潜在交换，达成实际销售。 
4．信息传递的双向性。有利于企业了解市场，提高决策水平。 
（二） 销售人员在推销中的角色 
1．企业形象代表。 
2．热心服务者。 
3．信息情报者。 
4．“客户经理”。 

二、人员推销的基本形式 

1．上门推销。 
2．柜台推销。 
3．会议推销。 

三、人员推销的设计  

（一）确定推销队伍任务 
1．挖掘和培养新顾客。 
2．培育企业忠诚顾客。 
3．提供服务。 
4．沟通信息。 
5．产品销售。 

（二）构建推销队伍结构 

1．按地区划分的结构。这是 简单的推销结构，每个销售代表被指派负责一个地区，作为该

地区经销企业全部产品线的唯一代表。 
2．按顾客类型划分的结构。企业按顾客类别来分配推销人员。 
3．复合式的结构。企业在广泛的第利区域内向多种不同类型的顾客推销多种产品时，采用此

结构。 
（三）激励销售人员 
是指通过建立激励制度来激发和推动推销人员取得更好的工作绩效。企业首先应确定平均的报

酬水平，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报酬给付方法。常用的报酬制度有以下三种。 
1．固定工资加奖金。 
2．提成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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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工资加提成。 
（四）考核销售人员 
1．销售人员考核途径。掌握和分析有关的情报资料：一方面是销售人员的工作计划；另一方

面是访问报告记录。 
2．销售人员考核标准。考核标准基本上要能反映销售人员的销售绩效。主要有：销售量增长

情况、毛利、每天平均访问次数及每次访问的平均时间、每次访问的平均费用、每百次访问收到订

单的百分比、一定时期内新顾客的增加数及市区的顾客数目、销售费用占总成本的百分比。 
3．培养销售人员。 
4．必备的道德品质。 
5．良好的个人修养。 
6．宽领域的知识结构。 
7．全面的销售能力。 

第四节  销售促进 

销售促进，是指企业运用各种短期诱因，鼓励购买或销售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促销活动。 

一、销售促进的分类 

（一）针对消费者的促销工具 
1．样品。企业推出新产品时，向消费者赠送免费样品或使用样品，可以吸引消费者率先使用

该产品。 
2．折价券。持有人在购买商品时可凭此券免付一定金额。 
3．以旧换新。 
4．减价。相消费者提供低于正常价格的商品的一种方法。 
5．赠奖。以免费赠送某销商品作为购买特定商品的刺激。 
6．竞赛、抽奖。提供现金、旅行或商品的机会，作为购买某种商品的奖励。 
7．商品示范。在销售现场进行商品陈列和示范表演可烘托和渲染出一种购买气氛，往往与电

视广告或印刷品宣传结合使用，可以起到刺激消费者当场购买的作用。 
（二）针对产业用品 
1．折扣。 
2．赠品。 
3．特殊服务。 
（三）针对中间商的促销工具 
1．购买折让。在一定时期内购买某种商品时可得到相对于报价的直接折扣。 
2．免费货品。中间商购买某种商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制造商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样品。 
3．商品推销津贴。由于中间商在某些方面对制造商的贡献，厂商给予中间商某种形式的利益

以示酬谢。 
4．推销金。当中间商推销企业产品有成绩时，制造商要给予一定金额的推销金。 
5．联合广告。 
6．经销商销售竞赛。 
（四）针对推销人员的促销工具 

1．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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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 

二、推动销售促进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内部因素 
1．销售促进作为一种有效的销售工具正被高层管理者接受。 
2．更多的品牌经理有条件使用销售促进工具。 
3．产品经理处于提高现有销售的巨大压力之下。 
（二）外部因素 
1．品牌数目在增加。 
2．竞争者经常使用促销手段。 
3．品牌日趋类似。 
4．消费者要求更多优惠。 
5．经销商要求厂商提供更多优惠。 
6．广告因成本上升、媒体干扰和法律约束而效率下降。 

三、销售促进策略 

  企业的销售促进战略包括确定目标、选择工具、制定方案、预试方案、实施和控制方案，以

及评价效果等内容。 
（一）确定销售促进目标 
依目标市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销售促进目标是由基本的市场营销沟通目标推演出来的，而后

者又是由产品的更基本的市场营销目标推演出来的。 
（二）选择销售促进工具 
必须考虑市场类型、销售促进目标、竞争情况以及每一种销售工具的成本效益等各种因素。 
（三）制定销售促进方案 
企业市场营销人员要做出一些附加的决策以制定和阐明一个完整的促销方案，主要决策包括：

诱因的大小，参与者的条件，促销媒体的分配，促销时间的长短，促销实际的选择，促销的总预算

等。 
（四）预谋销售促进方案 
应经过测试来确认所选用工具是否适当，诱因规模是否 佳，实施的途径效率如何。 
（五）实施和控制销售促进方案 
实施计划必须包括前置时间和销售延续时间。前置时间是指开始实施这种方案所必须的准备时

间。 
（六）评价销售促进结果 
评价程序随着市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第五节  公共关系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 

（一）公共关系 
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的

组织形象、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共同利益与目标的管理活动与职能。公共关系主体可以是组织，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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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个人。 
（二）企业的公共关系形象 
包括产品形象、服务形象、员工素质形象、环境保护形象和社会成员形象。 
（三）公共关系基本原则 
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时，必须把握公共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相

协调的原则。 

二、公共关系的职能 

（一）信息监测。 
（二）舆论宣传。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沟通协商。协调企业与公众的关系。 
（四）危机处理。 

三、公共关系活动 

（一）调研活动。 
（二）专题活动。 
（三）媒体活动。公共关系人员要发现和创造与企业及产品有关的有利新闻。 
（四）事件策划。企业可以通过有新闻价值的特殊事件来吸引公众视线。 
（五）外联协调。企业可以通过赞助公益活动来以赢得公众的注意和好感。 
（六）其他日常活动。 

四、公共关系评估 

公共关系评估指标主要有两个：信息传播频率和受众影响。 
具体的评价方法包括：接收、了解信息的目标公众的数量；改变观点、态度的公众数量；发生

期望行为的公众数量。 

本章思考题 

1．选择广告媒体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2．广告目标按其具体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哪几种？ 
3．对广告效果进行评价的时，一般分为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评价，试简述这三个方面。 
4．公共关系中的宣传与一般广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5．简述促销手段的选择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6．简述人员销售具有的特点。 
7．简述人员销售的基本过程。 
8．产品组合比较单一而市场分布面比较广的企业通常如何组织销售队伍？为什么？ 
9．一名合格的销售人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10．简述对销售人员培训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本章参考书目 

1．教材： 
菲利普·科特勒，赵平等译：《市场营销原理》（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 14、15、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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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书目： 
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营销管理》（第十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20、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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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营销工作的计划、组织、实施与控制 

本章概述 
企业完成了对营销环境的分析和营销战略战术的制定，只是营销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保证

营销计划和战略的事实。为了成功地实现营销战略和计划，企业还必须建立有效的营销组织系统和

完善的营销控制系统。通过本章学习，主要掌握有关营销工作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问题。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你应该能够： 
1．掌握营销战略的实施过程 
2．了解市场营销组织的主要类型 

3．明确设计市场营销组织需考虑的主要因素 

4．掌握营销部门在执行市场营销计划中常出现的问题，及其在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时

所采取的主要方法 
5．掌握年度计划控制的主要内容，明确盈利能力控制的主要指标 
学时分配：2 学时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市场营销计划 

一、企业计划的演变 

从国内外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看，计划的演变经历了由无计划到战略计划的发展过程。 
（一）无计划阶段 
企业未制定计划或虽有计划无法实行。 
（二）年度计划阶段 
企业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制定年度计划，用以指导其经营管理。 
（三）长期计划阶段 
企业在制定、执行好年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三年、五年或十年的长期计划，并视年度计划的

执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四） 战略计划阶段 
企业力求站在企业战略的高度，从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制定企业的战略计划。 

二、市场营销计划的内容 

市场营销计划是指研究目前市场营销状况，分析企业所面临的主要机会与威胁、优势与劣势以

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财务目标与市场营销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市场营销行动方案以及预计损

益表的确定和控制。 
（一）与市场营销有关的企业计划 
1．企业计划。 
2．业务部计划。 
3．产品线计划。 
4．产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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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品牌计划。 
6．市场计划。 
7．产品（市场）计划。 
8．职能计划。 
（二）市场营销部门与企业计划 
市场营销计划是企业其他行动计划工作的起点。市场营销部门在企业计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企业计划人员至少在五方面依赖于该部门。 
1．依靠市场营销部门获得有关新产品和市场机会的启迪。 
2．依靠市场营销部门来评估每个新机会，特别是有关市场是否足够大，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市

场营销力量来利用这一机会等问题。 
3．市场营销部门还要为每一个新机会制定相近的市场营销计划，具体陈述有关产品、价格、

分销和促销的战略和战术。 
4．市场营销部门对市场上实施的每项计划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5．市场营销部门必须对随时出现的情况做出评价，并在必要时采取改正措施。 
（三）市场营销计划的内容 
市场营销计划主要由八部分组成。 
1．经理摘要。它可使 高管理层迅速抓住计划的要点。 
2．当前市场营销状况。它提供与市场、产品、竞争、分销和宏观环境有关的背景数据。 
3．机会和问题分析。它概述企业外部的主要机会与威胁、企业内部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在计

划中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 
4．目标。它确定计划中想要达到的关于销售量、投资报酬率、市场占有率、利润额等领域的

目标。 
5．市场营销战略。它描述为实现计划目标而采用的主要市场营销方法。 
6．行动方案。它回答应该做什么、谁来做、何时做、需要多少成本等。 
7．预计的损益表。它概述计划所预期的财务收益情况。 
8．控制。它说明将如何监控该计划。 

三、市场营销预算的制定 

（一）目标利润计划法 
（二） 大利润计划法 

第二节  市场营销组织 

一、市场营销组织概述 

（一）市场营销组织定义 
企业营销组织是指企业内部涉及市场营销行动的各个职位及其结构。 
（二）市场营销组织目标 
1．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2．使市场营销效率 大化。 
3．代表并维护消费者利益。 
（三）市场营销部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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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的销售部门。 
2．兼有附属职能的销售部门。 
3．独立的市场营销部门。 
4．现代市场营销部门。 
5．现代市场营销企业。 

二、市场营销组织类型 

（一）专业化组织  
包括职能型组织、产业型组织、市场型组织、地理型组织四种类型。 
1．职能型组织。指营销部门内部根据行政、调研、新产品开发、广告等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

和人员。 
2．产品型组织。是指企业内部建立产品经理组织制度，以协调职能型组织中的部门冲突。 
3．市场型组织。企业将产品出售给不同类型的市场，因此针对不同消费阶层的需要开展营销

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市场型组织的主要职能是按照相应事业部的要求来开展营

销工作，同时与其它事业部的营销管理人员协调，统一制定企业年度和长期发展计划。 
4．地理型组织。从事全国性销售业务的公司常常将其销售人员按地域划分，同时增设地方市

场专家来支持销量很大的市场中的销售工作。 
（二）结构性组织  
包括金字塔型及矩阵型。 
1．金字塔型。金字塔型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它由经理至一般员工自上而下建立

垂直的领导关系，管理幅度逐步加宽，下级只对自己的上级直接负责。 
2．矩阵型。矩阵型组织是职能型组织与产品型组织相结合的产物，它以直线指挥系统为职能

部门组成的垂直领导系统为基础，又建立横向的领导系统，两者结合起来就组成一个矩阵。 

三、市场营销组织设计  

（一）分析组织环境 
1．市场状况。市场状况首先是指市场的稳定程度，市场营销组织需随着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内

部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购买行为类型是市场状况的另一个方面，不同类型的购买者对企业提供的

产品及服务有着不同的要求和侧重点，依据不同侧重点采取相应的组织类型。 
2．竞争者状况。市场营销组织需从两个方面来对付竞争者：竞争者是谁，它们在干什么；如

何对竞争者行为做出反应。 
（二）确定组织内部活动 
市场营销组织内部的活动有两种类型：职能性活动及管理性活动。 
1．职能性活动。它涉及市场营销组织的各个部门，范围相当宽泛。 
2．管理性活动。涉及管理任务中的计划、协调和控制等方面。 
（三）确定组织职位 
在确定组织职位时，企业须考虑三个要素：职位类型、职位层次和职位数量，以弄清各个职位

的权力、责任及其在组织中的相互关系。 
1．职位类型。通常有三种划分方法： 
（1）直线型和参谋型； 
（2）专业型和协调型； 
（3）临时型和永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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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位层次。指每个职位在组织中地位的高低。 
3．职位数量。指企业建立组织职位的合理数量，他同职位层次密切相关。 
（四）设计组织结构 
对组织结构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外部环境因素还要注重效率，即以较少的人员和上下隶属关系以

及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去实现组织的目标，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分权化程度及管理宽度。 
（五）配备组织人员 
在分析市场销售组织人员配备时，须区别考虑两种组织情况：新组织和再造组织。 
（六）组织评价与调整 
市场营销组织需要调整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1．外部环境的变化。 
2．组织主管人员的变动。 
3．改组是为了证明现存组织机构的缺陷。 
4 组织内部主管人员之间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改组来解决。 

第三节  市场营销执行 

一、市场营销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 

（一）计划脱离实际 
1．企业的专业计划人员只考虑总体战略而忽视执行总的细节，使计划过于笼统和流于形式。 
2．专业计划人员往往不了解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所定计划脱离实际。 
3．专业计划人员和市场营销管理人员之间缺少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致使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在

执行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理解需要他们去执行的战略。 
4．脱离实际的战略导致计划人员和市场营销管理人员相互对立和不信任。 
（二）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矛盾 
市场营销战略通常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目标，涉及今后三至五年的经营活动，但具体执行这些战

略的市场销售人员通常是根据他们的短期工作绩效来评估和奖励的，因此，市场营销人员常选择短

期行为。 
（三）因循守旧的惰性 
企业新的战略如果不符合企业的传统和习惯就会遭到抵制，新旧战略的差异越大，执行新战略

可能遇到的阻力就越大。 
（四）缺乏具体明确的执行方案 
很多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计划人员没有制定明确而具体的执行方案。 

二、市场营销执行过程 

（一）制定行动方案 
（二）建立组织结构 
（三）设计决策和报酬制度 
（四）开发人力资源 
（五）建设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 
（六）市场营销战略实施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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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市场营销控制 

市场营销控制有四种主要类型：年度计划控制、盈利能力控制、效率控制和战略控制。 

一、年度计划控制 

年度计划控制，是指企业在本年度内采取控制步骤，检查实际绩效与计划之间是否有偏差，并

采取改进措施，以确保市场营销计划的实现与完成。 
（一）年度计划控制的主要步骤。 
1．制定目标。即确定本年度各个季度的目标。 
2．绩效测量。即将实际成果与预期成果相比较， 
3．因果分析。即研究发生偏差的原因。 
4．改正行动。即采取 佳的改正措施，努力使成果与计划相一致。 
（二）年度计划控制方法。 
企业经理可以运用五种绩效工具以核对年度计划目标的实现程度。 
1．销售分析。销售分析主要用于衡量和评估经理人员所制定的计划销售目标与实际销售之间

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衡量和评估有两种主要方法：销售差异分析及微观销售分析。 
2．市场占有率分析。剔出一般环境的影响来考察企业本身的经营工作状况。有四种度量方法：

全部市场占有率、可达市场占有率、相对市场占有率（相对于三个 大竞争者）、相对市场占有率

（相对于市场领导竞争者）。 
3．市场营销费用对销售额比率分析。市场营销人员须密切注意这些比率，以发现是否有任何

比例失去控制，当一项费用对销售额比率失去控制时，必须认真查找原因。 
4．财务分析。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应就不同的费用对销售额的比率和其他比率进行全面的财务

分析，以决定企业如何以及在何处展开活动，获得盈利。 
5．顾客态度追踪等。年度计划控制所采用的上述衡量标准大多是以财务分析和数量分析为特

征的，即它们基本上是定量分析。企业一般主要利用一下系统来追踪顾客的态度：抱怨和建议系统、

固定顾客样本及顾客调查。 

二、盈利能力控制 

企业须用盈利能力控制来测定不同产品、不同销售区域、不同顾客群体、不同渠道以及不同订

货规模的盈利能力。 
（一）市场营销成本 
市场营销成本由以下项目构成：直接推销费用、促销费用、仓储费用、运输费用及其他市场营

销费用。 
上述成本连同企业的生产成本构成了企业的总成本。其中，与销售额直接相关的为直接费用；

与销售额无直接关系的称为间接费用。 
（二）盈利能力考察指标 
1．销售利润率。 
2．资产收益率。 
3．净资产收益率。 
4．资产管理效率。 
（1）资产周转率。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46 

（2）存货周转率。 

三、效率控制 

（一）、销售人员效率控制 
（二）、广告效率控制 
（三）、促销效率控制 
（四）、分销效率控制 

四、战略控制和市场营销审计 

（一）战略控制 
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是指企业根据自己的市场营销目标，在特定的环境中，按照总体计划所

拟定的一系列行动方案。战略控制是指市场营销管理者采取一系列行动，使实际市场营销工作与原

计划尽可能一致，在控制中通过不断评审和信息反馈，对战略不断修正。 
（二）市场营销审计 
1．市场营销审计的含义。是指一个企业市场营销环境、目标、战略、组织、方法、程序和业

务等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独立的和定期性的核查，以便确定困难所在和各项机会，并提出行动计

划的建议，改进市场营销管理效果。 
2．市场营销审计的内容。它包括市场营销环境审计、战略审计、组织审计、系统审计、盈利

能力审计和职能审计。 

本章思考题 

1．营销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原因是什么？ 
2．麦金斯的“7—麦金斯的“7—S”框架对营销战略的实施有何指导意义？ 
3．简述营销战略的实施过程。 
4．西方企业营销组织结构的演变经历了那些阶段？ 
5．产品管理型和市场管理型组织结构各有什么优缺点？ 
6．年度计划控制包括哪些内容？ 
7．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营利控制？ 

本章参考书目 

郭国庆：《市场营销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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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方宏观经济学主要分析国民收入、就业、物价、内外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等总量经济问题。

它依次分析：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国民收入理论、IS—LM 模型

和宏观经济政策、总供求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当代主要经济学流派、开放条件下内外均衡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等。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计划 
 

总课时 讲授 习作 讨论 其他 周课时 总周数 

54 54    3 18 

讲课教师：胡文政 
教材：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三版（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

11 月第 2 次印刷 。共 9 章，平均每 2 周 1 章。作业：每章结束课堂辅导作业。 
 

周

次 

时数 
讲授内容 讲

授 
习

作 
讨

论 
其

他 

1 3 课

内   

第一章（第 12 章）：国民收入核算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特点 
第二节 GDP 核算方法,重要的国民收入概念 
第三节 国民收入公式 
实用 1 周 

2 3 课

内   
第四节 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第五节 两种核算体系 
习题 

3 3 课

内 
  

第二章（第 13 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 
第一节 均衡产出 
第二节 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杜森贝里、莫

迪利安尼、弗里德曼） 
习题 

4 3 课

内 
  

第三节 两部门的国民收入决定和变动 
第四节 乘数理论 
第五节 加入政府行为的收入决定和乘数，增加

含税率的乘数。 
习题 

5 3 课

内 
  

第三章（第 14 章）：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 
第一节 投资边际曲线，增加“投资”（1 周，含

作业） 
第二节 IS 曲线（1 周） 

6 3    
第三节 利率的决定（半周） 
第四节  LM 曲线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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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第五节 IS－LM 模型分析 
第六节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 
习题 

9 3    

第四章（第 17 章和第 18 章部分）：总供求函数 
第一节 总供给曲线 
第二节 总需求函数 
第三节 AS－AD 模型 
习题 

10 3    

第五章 （第 18 章）失业与通货膨胀 
第一节 失业概念与效应 
第二节 通胀概念与起因 
第三节 通胀的效应 
第四节 菲利普斯曲线 
习题 

11 3    
第六章（第 22 章）流派理论 
第一节 货币主义 
第二节 供给学派 

12 3    第三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第四节 新凯恩斯主义 

13 3    

第七章（19＋20 章）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 
第一节 基本知识 
第二节 汇率与对外贸易 
习题 

14 3    

第三节 国际收支平衡 
第四节 IS－LM－BP 模型 
第五节 优政策选择 
习题 

15 3    

第八章（第 21 章）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增长核算 
第三节 哈罗德模型 

16 3    第四节 新古典增长模型 

17     

第五节 新增长理论 
第六节 乘数加速数理论 
第七节 经济周期理论 
习题 

18 3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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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要求掌握国民收入的基本概念、三种核算方法、国民收入的基

本公式、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关系 

第一节  国内生产总值 

一、概念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经济社会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 终产品

的市场价值。 

二、特征 

1．市场价值：用货币计量，不包括家务、自给自足的产品，但包括参加市场活动的隐性成本。 
2．计全部 终产品，不计中间产品，是流量（flows）。 

终产品：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不需继续加工由 后使用者购买的用于生活消费或生产、出口的

产品或劳务。 
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goods）：用于供生产别种产品的产品如原料、燃料、半成品等，生产

时全部被消耗或需要继续加工。 
3．一定时期内生产而非所卖 终产品的价值。 终产品价值＝销售额＋存货变动量：100＝80

＋20，20 是自己买下的存货投资；100＝120－20，20 是过去存货的减少。存货投资（inventory 
investment）:库存的新增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为意愿和非意愿的（undesired）。 

4．GDP 与 GNP 的区别 
GDP 按国土原则计算：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本国从事活动的增加值。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按国民原则统计：本国公民在内和在外从事经济活动的增加值。 
GNP=GDP+本国居民在外净收益 =GDP+本国居民在外收益—国外居民在本国的收益 
GDP=GNP—本国居民在外净收益 =GNP—（本国居民在外收益－国外居民在本国收益）。1993

始联合国只计算 GDP。 

第二节  三种核算方法 

一、生产法（production approach）、 

又称部门法（sector approach）、产量法（output approach）。 
1．定义  汇总各部门新增价值（value added） 
第 1、2 次产业增加值=总产值—中间产品=销售收入—外购产品和劳务价值。 
第 3 次产业的计算：商、服、交、金、邮、等营利性部门：按纯收入计算，或营业收入—外购

产品和劳务价值。政府、教育、卫生等非营利性服务部门按工资收入计算。个体服务按个人纯收入

计算。 
若含折旧则有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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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法 

1．定义：支出法（expenditure  approach）：核算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对 终产品的支出 
2．构成   AD＝GDP=C+I+G+（X—M） 
C：居民个人消费（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除住宅购买外的商品和劳务消费。 
I：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gross private  Domestic investment： 
固定资产（fixed capital）投资＋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厂房、设备、商业用房、住宅的

增加量； 
净投资（NI）＋重置资本（replacement investment） 
G（government  purchases of goods and serves）：各级政府在办医院、国防、交通、教育等方

面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transfer）和公债利息支出因为无相应的交换.不计入 GDP 
（X—M）净出口（nx）。exports：外国对本国产品的支付，收入回流。import：本国收入外

流，本国对外国产品支出，外国产品对本国的供给。nx>0:贸易盈余，对外净投资 net foreign 
investment），反之代表贸易赤字。 

有时为简化起见，把国内总投资与净出口合一称为国民总投资（total national investment）；把

国内净投资与净出口合一称为国民投资净额（total net national investment） 

三、收入法 

1．定义：按要素收入计算 GDP。收入法或要素收入法（factor  incomes  approach）、要素成

本法、要素支付法（factor payment approach）、所得法（earnings approach）。 
2．构成 
（1）要素收入或净国民收入 
工资（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工作酬金 wage 、津贴 allowance、福利费 welfare，个人所

得税 earning taxes 和个人社会保险税 social insurance Taxes。 
租金（rental incomes）:稀缺资源报酬－房地租、专利和版权收入。 
净利息 net interest：居民从其贷款（存款、买企业债券 ）所得利息减借款应付利息。公债和

消费者信贷利息不计入（与支出法平衡，支出法没计入公债利息；消费者信贷利息是支出不是收入）

有这一项。 
公司利润 corporate profits 指税前利润，包括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股东红利和公司未分

配利润。 
非公司企业主收入（个体经营者使用自己要素所得收入）。称：设算收入 imputations 或衍生

收入。 
（2）加与支出法平衡的 4 个项目： 
企业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被企业打入生产成本通过产品价格由消费者支付。企业

转移支付包括消费者呆帐（uncollectible accounts）或坏帐（bad debts）或可疑帐款（doubtful accounts）：
企业为了吸引潜在客户司提供的信用贷款，是应收而没能收回的帐款。 

间接税 indirect tax：产品税、增殖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货物税或销售税、周转税；要

素成本以外附加，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向后转嫁给供应商。 
折旧（de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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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 GDP 相关的几个总量 

一、与 GDP 相关的几个总量 

1．GDP＝新创造的价值+折旧=产品总价值－中间产品。 
2．NDP（Net Domestic  product）国民生产净值＝GDP—折旧，NDP 中的投资扣除了重置资

本。 
3．NI（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按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NI =NDP—间接税—企业

转移支付+补贴。收入法的 GDP 含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不含政府补贴；而这里间接税、企业转

移支付不属要素收入，补贴是计算企业从外部得到的收入，算要素收入。 
4．PI（Personal Income）个人收入。PI=NI—不分配给个人的项目：PI=NI—公司未分配利润

—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退伍军人津贴，失业救济金，职工养老金，

职工困难补助， 低生活费。 
5．DPI（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个人可支配收入。DPI=PI—个人所得税＝消费加储蓄。 
6．人均 GDP（per capita GDP）＝ GDP/该年末该国人数 

二、GDP 核算的利弊 

1．三种方法的一致性和统计误差 
2．GDP 的优点 
被各国广泛接受；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均 GDP 与反映生活质量的其他指标有密切关系。 
3．GDP 的不足 
不计居民自我服务（洗衣、做饭、搞卫生）和地下经济（一般占 GDP 的 10%）；不计算环境

污染的负效用；不反映投资和生活质量；不反映外部影响和分配公平与否；受通胀扭曲；各国比较

受汇率的影响；生产要素论。 

第四节  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一、两部门收入和均衡条件 

1．消费者和厂商的国民收入构成 
总收入： y=C+S ，C 是居民要素收入（yield）用于消费的收入，也是企业收入中分为用于消

费品生产的收入，代表消费品的供给。S 是居民储蓄，不用于消费的收入，也是企业不用于生产的

收入作为留利和折旧的部分，属于企业的储蓄。S 是包含家庭和企业在内的私人储蓄。 
总支出：y=C+I，C 是家庭总支出用于消费的支出。家庭 S 通过资本市场以金融机构储蓄和购

买有价证券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企业的留利和折旧也转化为投资。故 I 代表用于新增资本资产的支

出，来源于家庭和企业储蓄。 
2．均衡条件∵S=Y－C，I=Y－C，∴S=I 
（1）包含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或包含净投资+重置投资。S 包含私人储蓄和企业留利和

折旧。若 I 不包含折旧，S 也不含折旧。 
（2）事后的 S＝I。事后是指，国民经济过程结束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在收入中区分用于消费

的和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储蓄和投资是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分，投资由储蓄转化而来，故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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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事后会计帐户计算的 I 可能包含非意愿的存货投资，它同时也是企业的非意愿的储蓄。故事

后 S=I 可能包含非意愿的投资和储蓄。 
（3）事前的 S＝I。事前是指经济过程之初，私人计划个人的 S 和 I，是意愿的 S 和 I。但个人

S 和 I 的动机、时间以及数量不相等，故事前的 S 和 I 在总量上难以相等。若能事前 S=I，则 AS=AD。

不论事前 S 是否=I，事后的 S 恒等于 I。 
若事前 I>S，则市场 AD>AS，产品短缺，有负的存货投资，过去的存货被销售掉还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利率上升和物价上涨。要实现经济均衡，增加 S 或减少 I，或同时增加 S 减少 I。 
若计划的 I<S，则市场 AD<AS、产品过剩，非意愿的存货投资>0，利率和物价下跌，要实现

经济均衡，减少 S 增加 I，减少非意愿的储蓄增加意愿的投资。 

二、三部门的投资恒等式 

1．加入政府收支行为：收税和支出（购买和转移支付）。 
净税收 T=总税收 T0—转移支付：T＝T0－Tr 
若总收入=C+S+T，则 AD＝C+I+G 不包含转移支付。 
若总收入＝C+S+T0，则 AD＝C＋S＋G＋Tr。 
2．三部门的均衡条件： 
I+G=S+T，转化为：I=S+（T—G），投资等于私人储蓄+政府储蓄。 
AD＝C＋I＋G，AS＝C＋S＋T 
AD－AS＝（I－S）＋（G－T），该式表明一国国内收支是否平衡，取决于三点：该国储蓄与

投资是否平衡；该国的政府收入与支出是否平衡；或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是否与政府部门资源配置平

衡。 

三、四部门的收入构成和储蓄投资恒等式 

AS＝C+S+T+M ，AD＝C+I+G+X。 
M＝X，表示出口获得收入等量用于购买进口品。 
C+I+G+X ＝C+S+T+M，移项得到： 
I=S+（T－G）+（M－X），投资等于本国总储蓄+外国在本国的储蓄。 
AD－AS＝（I－S）＋（G－T）＋（X－M）， 
设 AD－AS＝0，移项得到： 
0＝（I－S）＋（G－T）＋（X－M）:一国经济是否平衡，取决于私人、政府、对外经济部门

各自的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资源配置是否平衡。 
X－M＝（S－I）－（G－T）或＝（S－I）＋（T－G）：一国总进帐（财源，X、S、T）与总

出帐（用钱，M、I、G）的关系；一国对外经济平衡与国内经济平衡的关系。 

四、只有私人部门与对外部门 

AD＝C＋I＋X，AS＝C＋S＋M 
AD－AS＝（I－S）＋（X－M） 
AD－AS＝0，S－I＝X－M，因为净出口是一国对外净投资，因此该式表明：一国收入高于国

内支出，该国对外净投资大于零，或资本输出大与资本输入、或官方储备增加；反之表示该国无力

对外投资，官方储备下降。 
上式还可以表明：一国经常性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关系，若一国出现贸易顺差（X－M）>0，该

国是资本输出国，若出现逆差（X－M）<0，该国是资本输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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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一、名义 GDP。 

1．定义：nominal GDP：当期名义 GDP 或称货币 GDP，即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当年 终产品

的市场价值 P1Q1。基期 basic year 名义 GDP：P0Q0 
2．名义 GDP 指数 index 或发展水平、名义 GDP 增长率 rate of increase or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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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DP
QP
QP

=指数名义 ， 1GDP
00

11 −=
QP
QP

增长率名义  

二、实际 GDP 

1．实际 GDP（real GDP）：用不变价格计算当期 GDP 
2．实际 GDP 指数和实际 GDP 增长率。当期实际 GDP＝ P 0Q1，基期实际 GDP＝P 0Q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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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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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DP 折算系数、紧缩指数（GDP deflator index）或物价指数（price index）。 

当期物价指数＝当期名义 GDP／当期实际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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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期名义 GDP／物价指数＝实际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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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义 GDP 指数/当期物价指数）－1＝实际 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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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基期名义GDP和当期物价指数，求用当期物价计算的基期实际GDP＝P1Q0基期名义GDP
／当期物价指数的倒数，或基期名义 GDP╳当期物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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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 

1．简述下列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生产法  中间产品  终产品  消费 
支出法  储蓄  总投资  净投资  重置投资  存货  存货投资  政府购买 
转移支付 净出口 
收入法 间接税 国内生产净值 国民生产净值  国民收入  个人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  储蓄

投资恒等式 事前储蓄与投资  事后储蓄与投资 
名义 GDP 实际 GDP  物价指数 通货膨胀率 
2．写出支出法和收入法的 GDP 公式。 
3．写出三部门、四部门的储蓄投资恒等式。 
4．写出三部门、四部门内外经济均衡公式。 
5．写出只有私人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均衡公式。 
6．写出名义 GDP 及其指数、实际 GDP 及其指数、物价指数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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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章学习凯恩斯的产品市场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的理论和方法，要求掌握从消费函数、储蓄函

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方法、乘数概念和动态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一节  均衡国民收入概念 

1．定义：总供求相等时的国民收入，又称均衡产出，即与总需求相等的总产出。 
2．特征：没有非自愿的存货投资。市场出清。计划的投资=计划的储蓄。 

第二节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理论 

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1．消费函数：消费与决定消费因素之间的关系 
C=f（收入、价格、利率、收入分配、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消费者年龄、

风俗习惯等）. 重要的函数：消费收入函数：C（y） 
2．凯恩斯的主要消费函数概念和消费定律 
平均消费倾向 APC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消费者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消

费，或任何收入水平上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存量比：C/Y， 任何收入水平上消费占收入的比重。

消费曲线的射线斜率。 
边际消费倾向 MPC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人们愿意从增加的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消

费，流量比△c/ △ y，或连续函数 dc/dy,或每增加单位收入所引起的消费增加量。消费曲线的斜率。 
凯恩斯的消费定律：消费随收入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 

1// <== APCMPC
y
c

dy
dc

y
dy

c
dc

 

线性消费函数，C=a+by，a 自发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收入为零时的消费，来自

过去的储蓄或借债。b 是边际消费倾向,by 是收入引致的消费（derived  consumption ），b 短期内

是 dc/dy，长期内=C/Y： 
c/y=a/y+b,长期内 y→∞,a/y→0,c/y→b。 

450线消费曲线

450

0

C

y

C=by

a

S C=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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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函数关系*。 
（APC）’y =（c’y－cy’）/y2=（MPC－APC）/y。 
3．储蓄函数（saving function） 
储蓄是收入中不消费的部分，s=y－c，S 是收入的增函数 s（y）。 
平均储蓄倾向 APS （average propensity to save）s/y，人们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储蓄。 
边际储蓄倾向 MP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s/△y，人们愿意从增加的收入中拿出

多少用于储蓄。 
线性储蓄函数。s=y－c=y－a－by=－a+（1－b）y。 －a 是自发储蓄（autonomous save），+

（1－b）y 是收入引致储蓄。 
短期函数－a+（1－b）y。，长期函数+（1－b）y 
s/y= —/a+MPS, APS<MPS,y→∞，APS→MPS. 

2006-5-2
胡文政

储蓄曲线

c，s

0 y

c，s

—a

S= —a+(1—b)y

y
y=a/MPS 

 

 
4．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的关系 
c+s=a+by－a+（1－b）y=y 
APC+APS=1,        1—APC=APS, 
MPC+MPS=1,     1—MPC=MPS 
若（MPC/APC）<1，则 MPS/APS>1 
或（APC/MPC）>1，APS/MPS<1 

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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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y

C=a+by

y
—a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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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消费函数－总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 
不同收入阶层的 MPC 差别,社会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公平呈同向关系。 
政府收支政策。社会消费水平与政府税收成反向变动,与转移支付水平呈同向关系。 
社会消费水平与公司未 分配利润的多少呈反向关系。社会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度呈

同向关系。 

二、其他消费函数理论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绝对收入论，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可支配收入 
1．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美，J.S.Duesenberry，1949）：消费者当期消费相对由过去的消费习惯

和周围的消费水准决定；消费者易随 y↑而 c↑;不易随 y↓而 c ↓，形成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

称为棘轮效应（ ratchet effect）；消费者消费行为受周围人们消费水准影响称为示范效应

（demonstration effect） 
10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c

0 y

C=by

y1 y2y0

c1=a1+by

C2=a2+by

长期c函数自原点始的射线。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美，Franco Modigliani，1985）： 
人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消费支出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的 佳配置。 
假定：消费者理性，工作期确定，预期寿命确定，储蓄无利息等。生命周期内的消费等于终身

收入。设预期寿命减开始工作的年龄＝生命周期年限 NL，工作以前由父母抚养的时间不计入 NL，
生命周期内均匀消费即年均消费 C=C·NL/NL。 

终身收入＝工作时间 WL·年劳动收入 YL，C· NL＝WL·YL。工作年限内的储蓄提供了退休期

间的负储蓄：C·NL－WL·C＝退休金，YL·WL－C·WL＝退休金。 
有财富积累或资产 WR 的生命周期消费函数，设个人有初始财产 WR（遗产或赠与）； 从而

每期消费 

YL
Cc

WR
Ca

cYLaWRC

==

+=

,
 

C=aWR+cYL 说明：WR 或 YL 都会增加当前 C；越接近生命终点 a 越大；c 则与可挣钱的剩

余年限和可挣钱的分摊年限是相关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 YL 会增加 C。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了社会总消费和社会总储蓄与年龄结构、个人遗产意愿、股票市场等因

素的关系。 
3．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美，Milton.Friedman,1957）：现期消费由消费者预期的永久收入决定。

永久收入 Yp 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 
Yp＝θY+（1－θ）Y-1，故 C＝cθY+c（1－θ）Y-1，c 是长期边际倾向，cθ和 c（1－θ）

是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若 Y 提高，消费者估计 Y 短期上升故有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若估计是持久

收入才会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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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的关系 
两者均认为消费与长期收入有关。生命周期理论更多注意储蓄动机，持久收入理论更注意个人

对持久收入形成的预期方式。两者与对财富、人口统计的强调相结合，提出了现代消费函数：C＝
aWR+chYD+c（1－h）YD-1，YD 是可支配劳动收入。 

第三节  从两部门到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一、两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1．条件：计划 I=S。保证 AS=AD、市场出清 
2．消费函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 
Y=a+by+i    y=（a+i）/（1—b） 
消费加投资曲线和 45 度线决定均衡收入图 

 

胡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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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a+by=1000+0.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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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00+0.8y+600

均衡点的左方AD>AS,右方
AS>AD

 
3．储蓄函数决定均衡国民收入 
S=—a+（1—b）y，i=s，所以： 
i= —a+（1—b）y,y=（a+i）/（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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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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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部门和四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1．三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含定量税 T、转移支付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i+g+Tr=s+T=—a+（1—b）（y—T+Tr）+T→ 
y= （a+i+g+bTr—bT）/MP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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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税曲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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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率 t 的三部门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i+g+Tr= s+ty,i+g+Tr= －a+（1－b）（y－ty+Tr）+ty， 
y= a+b（y—ty+Tr）+i+g 

)1(1

)(

tb
bTgiay

giTtyybay

r

r

−−
+++

=

+++−+=
 

S+ty 曲线 
斜率： （s+ty）/y=  1－b （1－t）；或（a+s+ty）/y=  1－b （1－t） 

• 含税率s+ty曲线图形(graph)
• 曲线移动：对于1—b(1—t)，t↑曲线向左旋转，yf↓；t↓，曲线

向右旋转，yf↑

S+ty

0 y

i+g+Tr

－(S+ty)
y2y1 y3

 
2．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设线性进口函数：m=z+hy，z 是自发进口，h 是边际进口倾向，hy 是收入引致的进口。 

含定量税的四部门均衡收入： 

hb
bTzdrebTrxgay

hyzxgdreTrTy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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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率的四部门均衡收入决定 

htb
bTzdrebTrxgay

hyzxgdreTrtyyb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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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y
 

第四节  乘数理论（multiplier theory） 

一、投资乘数及其机制 

1．定义：新增投资能带来数倍的收入增量:k=△y/△i，△y=k△i、投资边际收入。 
2．机制：投资品工业 i↑和 y↑，→对消费品需求↑，→消费品行业的生产和收入↑，→总需

求和总就业↑。凯恩斯：是投资需求创造了供给，创造了收入和储蓄。收入是投资的复合函数：投

资的边际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倒数的乘积。 

di
dy

dc
dy

di
dcki ==  

设第 1 批 i 购买设备转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要素所有者又按 b（ b<1）购买 终产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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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批收入 ib、此后又有第三批收入 ib2．第四批收入 ib3…ibn—1， ibn—1 为通项。投资转换的

终总收入为：
b
iy

b
iy ii −

Δ
=Δ

−
=

11
，  

二、三部门的乘数 

1．含定量税的乘数 
y= a+b（y—T+Tr）+i+g，yf= （a+i+g—bT+bTr）/（1—b）。 
dy/dg=dy/di=dy/da=1/（1—b） 
转移支付乘数和税收乘数 
dy/dTr=b/mps，dy/dT=—b/mps 
2．含税率的三部门乘数。 
i+g+Tr= s+ty,  i+g+Tr= －a+（1－b）（y－ty+Tr）+ty，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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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tyybay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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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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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率的支出乘数：dy/dg=dy/di=dy/da  =1/[1－b（1－t）] 
dy/dTr=b/[1－b（1－t）] 
3．求含税率的政府税收乘数:对于 y=a+b（y—ty+Tr）+i+g，含税率的税收乘数的性质是 t 的变

化引起了 T 从而引起 y 的变化，即∆y/y∆t 
y=by（1—t）对 t 求偏导，得到：dy/ydt=－b/[1－b（1－t）] 

三、三部门定量税各种乘数的关系 

1．含定量税的 4 种乘数的关系。 
Ki=Kg=1/（1－b）＞KTr=b/（1－b）＞KT =－b/（1－b）。 
KTr+KT =（b/1－b）+（－b/1－b）=0。 
2．平衡预算乘数:G 与 T 作等量同向变动时的政府购买乘数或税收乘数。 
Kg+KT =[1/（1－b）]+[－b/（1－b）]=1。 
意义：虽然△g= △ T，但 Kg>KT，故△y 仍能与△ G 或△ T 作等量增长；在需求不足时，

政府只要把税收变成支出就能增加收入，而不必靠赤字政策。 
3．含税率的乘数与定量税乘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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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部门乘数 

htb
bTzdrebTrxgay

hyzxgdreTrtyy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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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zdrebTrxgay

hyzxgdreTrTy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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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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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的四部门均衡收入决定含税率  

1．含定量税的各项乘数  
dy/dT= —b/（1—b+h）= —b/（MPS+h） 
dy/dTr=b//（1—b+h）dy/da=dy/de=dy/di=dy/dg=dy/dx=1/（1—b+h）＝1/MPS+h 
dy/dz= —1/（1—b+h）=－1/s+h 
2．含税率的乘数： 
dy/ydt= —b/[1—b（1—t）+h] 
dy/dTr=b/[1—b（1—t）+h] 
dy/da=dy/de=dy/di=dy/dg=dy/dx 
=1/[1—b（1—t）+h] 
＝1/MPS+h 
外贸进口乘数：dy/dz= —1/[1—b（1—t）+h] 

五、乘数效应 

1．增收效应和减收效应 
所有需求因素都有正的乘数效应。 
y=（a+e—dr+g+bTr—bT—x－m）/（1－b）=AD/MPS。k 与 b 正相关、与 MPS 负相关。 
2.乘数效应的约束条件 
资源若已充分就业，投资增加只能使物价上涨。i↑→r↑→s↑→c↓→b↓→k↓。 
i↑，若 Ms 不变，则 Md>Ms→r↑→挤出部分 i 降低 AD。g↑若依赖 T↑则私人 i↓；若 g 依

赖举债，则 r↑挤出 i.若增加的收入用于进口或支出是对进口的支付 ，则无乘数效应，均衡 y↓。 

第五节  动态国民收入决定 

分析在不同时点下外生变量变动对内生变量或经济均衡的影响。 
前提： yt=ct+it ，ct= a+byt－1 
实际收入： yt = a+byt－1+it 
均衡收入：yf= a+by+i 
yt=bt （y0－yf）+yf 

本章复习 

1．简述下列概念 
均衡产出    消费函数   平均消费倾向 



宏观经济学（中文） 

 469

边际消费倾向   储蓄函数  平均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   社会消费函数   投资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   税收乘数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 
2．描述均衡产出的特征。 
3．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

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4．写出两部门、三部门含定量税、含税率均衡国民收入公式，写出含定量税和含税率的投资

乘数、政府购买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 和平衡预算乘数公式。 
5．写出动态国民收入决定公式。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70 

第三章  IS—LM 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希克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发展的 IS—LM 模型，掌握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

国民收入决定、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实现对均衡国民收入的调节。 

引  言 

IS—LM 模型建立了 I 与 r、I 和政府收支与 y、从而 y 与 r 的关系；建立了货币供求与 r 的关系，

从而建立了货币供求对 r 和 y 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建立，确定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对

利率的调控实现对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 

第一节  投资曲线和 IS 曲线 

一、投资曲线 

1．投资 
投资是指用于增加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资本存量 K=于折旧+投资。投资又分为固定资产投

资和存货投资、住宅投资。固定投资对于经济周期的意义：在衰退时份额下降，随经济复苏而复苏。 
设合意资本存量与上期实际资本存量缺口：（K*—Kt—1），缺口加上期资本存量=当期实际资

本： 
Kt=Kt—1+λ（K*—Kt—1 ）,实现 Kt，需要完成系列的净投资 I=λ（K*—Kt—1 ）, λ为调整速

度,λ越大缺口弥补速度越快。 
2．投资函数 
投资与决定投资因素之间的关系。K*=I=f（Xi）. 
自变量：产品成本、投资品价格、收益、利润、r 变动、投资税收信贷变动、投资风险、企业

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投资的比较（托宾 Q 值）等。 
3．投资与利润和利率的关系 
利率既定，投资与预期利润有减函数关系 
凯恩斯的资本与其边际效率递减。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律和人们生性对未来的

预期悲观，故预期的资本利润率曲线是负斜率的。 
利润率既定，投资与利率有减函数关系。 

r、π

0 i

r

π

增资

减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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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曲线：i=e—dr, i=200—5r

r、π

0 i

π

r

e=200

r=e/d
=40

减资

增资

E

 

4．投资曲线移动 
只考虑 i 与 r 的关系，前述的所有影响 i 的因素都是引起 i 曲线移动的外生因素。 
若 r 既定，不考虑其它因素尤其是投资品 P 变动时 r 与 i 需求有负相关的曲线称为资本边际效

率曲线 MEC。投资品价格变动引起 I 的移动形成的曲线称为投资边际效率曲线 MEI。要在投资品 P
↑时恢复或超过 P 不变时的投资水平，要求 r 有较大幅度的↓。故 MEI 比 MEC 陡峭。 

二、IS 曲线 

1．定义与推导 
满足 I 等于 S 条件下 r 与 y 成减函数关系的曲线。 
加入投资 r 函数的均衡收入决定。 i=e－dr， s=—a+（1—b）y,i=s 得到： 

b
dreay

−
−+

=
1

 

几何推导

r

0 i

s

0
i

450 s=is

0 y

s(y)

r

0 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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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S 曲线的斜率 

d
tb

y
r

d
b

y
r

)1(1

1

−−
−=

−
=

含税率的斜率

含定两税的斜率

 

3．IS 曲线的特征 
曲线上每一点都有 I=S、都有一个均衡 r 对应一个均衡 y。曲线上每一点 I=S，故（I=s）与 r

有反向关系。 
曲线任意点右上方实际 r>均衡 r，S>I；左下方实际 r<均衡 r，S<I。 
－dr/dy 表示 r 变动与 i 变动有反向关系，i 变动与 y 变动有同向关系。 
b 大，ki 越大，斜率越小，曲线越平缓。t 与 Ki 负相关、与斜率正相关。d 与斜率负相关。b、

t 稳定，∴d 是 IS 斜率的主要变量。 
4．IS 曲线的移动 

• i移动引起IS同向移动，除r以外的投资函数中的其它自
变量是IS移动的外生因素。

S S

i

i
rr

y

y0 0

0 0

IS1
I1

I2IS2

 

 
IS 移动量△y 的计算。△y=△iKi。 
投资曲线不变，防范风险意识和积累愿望等外生因素变动使储蓄曲线变动引起 IS 曲线移动。

移动量计算：∆y=—a/（1—b） 

第二节  利率决定与 LM 曲线 

要点： LM 曲线以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为基础，通过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实现货币政策调

节国民收入变动。因此，了解 LM 曲线的前提是了解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和利率与货币供求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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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货币供求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是建立在对古典货币供求理论的交易方程批判基础上的，理解凯恩斯货

币供求理论，首先要理解古典货币理论的交易方程。 
交易方程或费雪方程（1911）：M sV=Py， M s 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 V、实际产出 y 为

常数。货币需求 Py 为名义国民收入。无储蓄，货币都用于交易需求。Ms 变动只影响古典的货币

供求方程是不含利率的方程。 

二、凯恩斯的利率和货币供求理论 

1．凯恩斯认为:决定 S 的主要因素是 y, s（y）,货币具有灵活周转的特点，r 是放弃灵活周转的

报酬，故 r 由货币供求决定:r（M，L）。 
2．货币供给（money supply ） 
具有交易、储藏、计价和支付功能的金融流通手段。凯恩斯认为金属货币生产弹性小、替代性

小和保藏费用小，故供给弹性小。货币供给弹性是造成利率不易降低的原因之一，故主张实行纸币

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货币变现的难易程度分为狭义（narrow money）和广义货币（extensive 
money）供给。央行发纸币主要考虑流通的需要而不考虑利率（interest rate），Ms 曲线垂直。m=M/P
是实际货币供给。 

3．货币需求因交易、谨慎和投机等动机（motive）而产生的持币需求。又称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灵活周转偏好。持币客观原因：货币灵活周转，随时转化成其他资产。 

L1：交易、谨慎（预防需求 precautionary  demand）。个人和企业日常支出和预防不确定性事

件的持币动机。合称交易需求。L1 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交易需求函数： L1=ky ，k 为交

易动机货币需求量占实际收入 y 的比重=L1/y，k=dL1/dy →货币需求收入弹性。 
L2：投机需求（speculative demand，Speculation in securities ）：因未来 r 不确定以供购买债券

的投机持币需求。 r 是指对持币者放弃灵活周转的报酬、是所放弃的其他资产（债券 debt/bonds、
股票 equities / stock，不动产 real assets）的收益率，故是持币成本（机会成本），r 与持币需求成

反向变动：L2=－hr，h=－dL2/dr，h=货币投机需求利率弹性。 
L=L1（y）+L2（r）    L=ky—hr 
4．货币供求均衡与均衡利率决定 

m

M=L

L

r

0

E

L>m

L<m
m不变，r极低L>m。竞售
券PV↓持券r↑L2↓，
L=M。
r极大L<m：竞购券
PV↑，r↓L2↑，L=M。

r

0
M=L

m1

L1

m2
＋△m：购券，PV↑和r↓;－△m：售
券债券PV↓ r↑。

L2

m不变L移动: y↑L1↑m不变不
能满足L1↑(m<L)，人们售券
换币PV↓re

b↑用于L1。
y↓L1↓(L<m)，余币买券，债
券P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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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FV）=本金价值（PV）+应计利息（A）。本金是债券票面价值。本金价值是债券

的价格，是购买债券的投入，可以等于面值、平价、也可以是债券溢价和折扣发行的价格。固定利

率债券 FV＝PV（1＋r n）。已知 R 或 FV，PV 与 r、n 成反比。 

三、LM 曲线 

1．定义：:满足货币供求均衡条件下 r 与 y 有增函数关系的曲线。m=ky－hr→ r=（ky－m）/h， 
y=（m+hr）/k，r 与 y 有同向关系。 

m 与 r 反向变动，与 y 同向变动。r=（ky－m）/h ,m 不变 y 变动引起 r 同向变动。y=（m+hr）
/k, m 不变，r 变动引起 L1 （y）同向变动。 

r=（ky－m）/h 或 y=（m+hr）/k 

r

0
y

r－1

LM

在第一象限斜率

dr/dy=K//h

m/k

r=－m/h  
 

LM曲线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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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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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M 特征 
斜率：M 不变，r/dy=k/h 。h→∞，dr/dy=k/h→0, “凯恩斯区域” ，曲线水平； h→0，dr/dy=k/h

→∞，古典区域，L 曲线在 r 极大时⊥ 。曲线上各点 L=M ，只改变 md 分配；曲线外失衡点。 
3．LM 曲线的移动。 
M 不变，货币需求变动，M 相对↑或↓引起 LM 曲线变动，L2 移动和 LM 曲线与之反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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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2．m 不变,L1（y）移动引起 LM 曲线同向移动。 
M 变动使 LM 同向移动。M 货币供给量变动全部落在 L1 上。 
LM 与△M 同向移动。货币供给量变动分别落在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上。 
M 变动全部用于债券，y 不变，LM 与 M 同向垂直移动。 

第三节  IS—LM 模型 

一、y 与 r 同时决定 

在 IS、LM 方程中分别解出关于 y=f（r）或 r＝f（y）的函数；联立 IS、LM 方程同时解出均

衡 y。 

二、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实现过程 

IS 失衡使 y 变动，LM 失衡使 r 变动。 

r

0 y
IS

LM
①

I<S L<M

②
I<S
L>M

③I>S L>M

④I>S
L<M

①高ri ,y↓L1↓ ri ↓ ;高rb,余币
购券 rb ↓

②高 ri
y ↓L1
ri ↓ ；

低rb,售
券rb↑

③低ri ,y↑L1↑ ri↑;低rb,为满足L1而售券，rb↑

④低ri ,y↑,L1 
↑， ri ↑；高rb,
购券rb↓。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的财政政策效果 

1．LM 不变（货币政策不变），IS 移动（政府支出变动）的财政政策效果，两个市场均衡时

的政府支出乘数。把 LM 方程代入三部门的 IS 方程得到 

dkkh
hk

dg
dy

g

g

+
=

出乘数：含有货币政策的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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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y/dg=(Kgh)/(h+Kgdk)大小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基本内容：挤出效应。在IS模型中，i曲线移动引起IS曲线移动时，ri对Ki没有约
束作用：dy=di·k。在LM作用下，M不变， g↑ (M/p↑) ↓→ri↑挤出部分私人i，
y↑<ri不变时的y↑；举债支出减少私人i、债券PV↓、rb↑。若IS↓ri↓，余币购
券，券价↑rb↓。

ri，rb

0 yLM,k/h=0

IS0
IS1

0挤出效
应,k→0,h
→∞，
dy/dg→K
g

0<k/h<∞

IS0

IS1

正挤出效应
0<dy/dg<Kg

k/h=∞,h=0

IS0

IS1
完全挤
出效应，
dy/dg＝0

 

四、IS 不变时 LM 曲线移动时的货币政策效果。 

1．两个市场均衡时货币政策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动或货币乘数。货币政策主要指央行买卖债券

来调整货币供给，在变动债券 rb 的同时也变动 ri。以 m 为自变量微分两个市场均衡时的 y，得到

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货币乘数： 

dkKh
dK

dm
dy

g

g

+
=  

2．基本形式 

2006-6-8 胡文政 9

r

0 y
d→∞
dy/dm≈
1—kg

LM0 LM1

d→∞，IS水平，
dy/dm≈kg —1，古

典区域。货币全部
用于交易需求，
Msv=py，货币对py
有效。

d→0
dy/dm→0

LM0

LM1

d→0，IS垂直，投

资需求呆滞，萧条
时期。dy/dm→0，
M变动只影响rb不
影响I和y，极端凯
恩斯区域。

IS

0<︱d ︱<∞
0<dy/dm<kg

LM0

LM1

0<︱d ︱<∞中间区域，
0<dy/dm<kg。M↑购券↑rb↓；
M↑→ri↓i↑y↑。售券回收货币，
债券价格下降rb↑；
M↓→ri↑i↓y↓。  

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四种配合使用 

1.双松政策：以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购券供应货币。为

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称为“适应性货币政策”。 
2．双紧政策，消除经济过热。 
3．松 IS 紧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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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紧 IS 松 LM。 

六、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2006-6-8 胡文政 14

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有效需求理论

消费 投资

收入 消费倾向 资本边际效率 利率

APC        MPC    k=1/(1－b)

预期
收益，
预期
悲观，
dQ/dK
递减

资产
供给
价格

流动偏
好L1＋
L2

交易
动机

谨慎
动机

投机
动机

货币
供给
金币
替代
性小
保藏
费用
小

政策主张：
政府支出或举债支出代
替私人投资不足；增加
纸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
投资

 
 

第四节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运用政策的原则 

1．.经济政策：国家或政府为增进经济福利和实现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

施。 
两种类型：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计划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的市场调控型宏

观经济政策。 
2．运用政策的原则。 
追求综合目标、轻重缓急考虑和各项政策的配合。根据经济在繁荣、萧条、复苏、扩张的不同

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方案要灵活。 

二、政策目标的内容 

1．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2．价格稳定。消费物价指数（PPI）、批发物价指数（CPI）和国民生产总值折算指数（GNP deflator）

价格指数的相对稳定，不出现通货膨胀。 
3．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人均产量和人均 GDP 持续稳定地增长。 
4．国际收支平衡 
5．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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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政策 

1．政府为实现经济目标对政府收支所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收入。税收:和公债。政府支出：购买与转移支付。 
两套政策：扩张政策－增支减税；紧缩政策－减支增收 
2．古典的财政政策思想（1776—1929） 
反对支大于收，主张以收定支、年度预算平衡。但衰退时 T 随 y↓，→G↓，加深衰退；通胀

时 T 随 y↑，→G↑，加剧通胀。 
3．周期预算平衡思想。衰退时按排预算赤字，繁荣时按排预算盈余，整个周期以盈余补赤字。

缺陷。预算时难以准确估计衰退与繁荣时间的长短与程度，难以估计一个周期的长短。 
4．短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 
政府收支自动和即时地变化，无需政府干预而按正确的方向对总需求产生稳定的影响。 
自动稳定器的形式：所得税税率、累进和累退税税率；社会保险金；公司储蓄即税后留利；个

人储蓄；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 
税率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滞胀时实际 GDP 增长↓同时名义ＧDＰ↑，若 T 不随实际ＧDＰ↓

却随名义ＧDＰ↑，会加速经济衰退。税率调整缺乏灵活性。 
政府购买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政府购买越来越大就会缺乏自动减少对付通货膨胀的作用。 
转移支付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很大。但一旦反通胀要减少它就

很困难。 
短期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盈余和赤字经济是自发性的预算盈余和赤字，在中间区域向下阶段，

减收增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向上阶段，经济向上就增收减支会把经济拖回经济向下的阶段。

尤其是若 T↑>GDP↑就会拖累 GDP↑。 
5．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是长期的财政政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目

标的手段。只要实现充分就业而不论预算是否盈利或有赤字。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有计划地在非充

分就业的不同阶段采用扩张的或紧缩的财政政策，避免自动稳定器在短期内自发调节经济的局限

性。又称职能财政或功能财政思想。又称反周期财政政策，逆风向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斟酌使

用的财政政策，权衡性财政政策。衰退时应坚定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胀时应坚定施行紧缩的

财政政策。 
充分就业预算盈余和赤字的两个作用：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确定预算规模和财政政策；判断财政

政策扩张性和收缩性的标准。充分就业预算盈余 BS*与实际预算盈余 BS 的差额。BS*=ty*—G—TR， 
BS=ty－G－TR，BS*－BS＝t（y*－y）。 

四、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 

1．金融机构 
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来进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媒介机构（商业银行，

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协会、保险公司、私人养老基金等等）。 
商业银行及其业务。央行的主要职能。 
2．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和手段 
中央银行管理货币供给，调节信贷供给和利率，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斟酌使用

的货币政策：在总支出不足时，央行增加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作用引起活期存款多倍扩

大，货币供给量扩大，使信贷贷款松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和收入增加。在总支出过多，央行减

少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使活期存款多倍收缩，信贷收紧，利率上升，抑制投资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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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准备率。衰退时减少准备率，过热时提高准备率。货币创造和创造乘数。 
货币创造：银行客户的原始存款经银行系统按法定准备金率扣除法定准备金后连续贷款、存款

后所得存款总额。货币创造乘数。D=R0/rd ，1/rd 是货币创造乘数。受到超额准备率和现金漏出率

限制的货币创造乘数：k=1/（rd+re+rc）。由货币供给 M1 与基础货币之比决定的货币创造乘数： 

edc

c

edu

u

rrr
r

D
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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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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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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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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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公开市场业务。央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AD 

↓时，央行高价买进政府证券增加货币供给。AD ↑时，央行低价卖出证券收进货币。 
再贴现政策（Rate of  rediscount policy）。央行对商行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AD ↓

时，央行↓对商行的再贴现率，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则↑再贴现率。 
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其他途径。通过影响 r 变动改变人们的资产组合、购买力和汇率等来影响企

业投资、消费，从而影响总需求。 

本章复习 

1．投资函数 
2．MEC 与 MEI 曲线 
3．IS 的定义与特征和移动 
4．比较古典的货币供求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供求理论。 
5．LM 的定义、特征与移动 
6．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财政政策乘数定义和公式 
7．两个市场均衡时的货币政策乘数定义和公式 
8．挤出效应 
9．适应性货币政策 
10．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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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供求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以 IS—LM 和总需求管理为理论基础建立 AD 曲线，以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理论为基础建

立 AS 曲线，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学习 IS-LM 模型与劳动市场共同均衡决定国民收入，和以此为基础的价格变动与收入的关系。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一、定义 

在满足 IS 与 LM 均衡条件下总产量与价格之间的减函数关系：y=f（p）, 物价水平或通胀与总

需求的反向关系。 

二、A D 形成 

1．公式推导 
在 S（y）=i（r）中解得 r（y），从 M/p=ky—hr 中得到:r（p,y）：r=（ky—M/p）/h,联立 r（y）

=r（y，p），解出在均衡利率基础上的 y 与 p 的关系式。 
2．从 IS—LM 图形推导 AD 曲线 
p 变动引起 LM 曲线移动形成 AD 曲线。利率效应：M 不变 p 变动引起 m 反向变动、r 同向变

动、i 和 y 反向变动。 
p 变动引起 IS 曲线移动形成 AD 曲线。实际货币余额效应（effect）：C=f（Y，M/p），M 不

变，P 变动引起 m、c、i、y 反向变动。M 不变，p↓，实际货币余额增加，c↑I↑Y↑，IS 曲线右

移；反之 IS 曲线左移。形成 AD 曲线。 
3．建立反映两个市场均衡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的 AD 曲线 
y＝vA+ β（M/p） 

)(1* Aym Δ−Δ−= ν
β

π  

引起 AD 移动的因素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m*、vA。 

第二节  总供给曲线 

一、定义 

总产出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或在一定物价水平下社会愿意提供的产出水平，或随总产出变动的

物价水平。 

*)(
,*),(

1

1

yy
yy

t

e

−+=
=−=

−

−

λππ
ππλπ 则有设预期

 

总供给曲线的理论基础: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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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N）,  N （w/P）,  P 与 W 互为函数关系。 

二、古典的总供给曲线 

1．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要生产少的部门多生产就能消除过剩。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说：，信息完全和 p、w 和 r 自动伸缩调节产品、货币和劳动市场自动实现供求

均衡。劳动供求是实际工资（w/p）的函数，W 和 P 的瞬时同比例同向调整均衡使实际工资不变，

从而均衡就业量不变和充分就业不变，形成垂直的供给曲线。 

∞=−+= − λλππ *),(1 yyt  

三、凯恩斯反 L 型 AS 曲线 

1．凯恩斯的劳动供求函数和主要就业政策观点：Nd=f（w/p）， Ns=f（w）。工人反抗的不

是（w/p）↓而是 w↓。反对 W ↓。主张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W 缓慢↑使收入、购买力、边际

消费倾向、销量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增加，从而投资和就业增加。只要 w↑<产出 y↑，w↑就不会引

发π 。 
2．萧条时期的水平供给曲线： y 和就业水平很低，大量资本设备闲置和大量工人失业，一旦

开工 MPL很大，而 MCL不变，从而企业 MCq、P 不变。失业条件下 W 变动不大或不变故 P 不变，

现行 P 水平上供给任意产量。 
π＝ λ[y－y*], 斜率λ＝π/∞=0。 
3．充分就业时总供给曲线垂直。不论 P 怎样上涨，总产出不变，y=y*。 π＝ λ[y－y*], λ

= π/0=∞。 

四、凯恩斯主义正斜率的短期 AS 曲线 

1．π = π-1 +λ（y—y*）正斜率的原因。W 与 P 的变动速度不一致，w 粘性导致 P 上升 w/p
下降，就业和 Y 增加；P 下降导致 w/p 上升，就业和 Y 下降。接近充分就业条件下，MP 以递减的

速度增长，引起 MC↑、p↑；有些部门资源短缺，P 随需求的增长↑。 
2．AS 移动的外生因素。资源供给、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政策。 
3．反对古典派降低货币工资的主张。微观上若 w↓→（w/p）↓、销量和利润的上升，使厂商

增雇工人，但宏观上会降低购买力，使销量和利润↓，从而使厂商 Nd ↓。反对庇古效应。工人的

货币幻觉会抵抗 p 不变时的 w↓，但不抵抗 w，不变时的 p↑。因此，在工人存在货币幻觉的条件

下解决失业的办法是：在 w 不变时，通过经济政策提高价格，降低实际工资，即通过 IS—LM 曲线

的变动与劳动市场的综合解决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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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总供求模型 

• AS、AD移动的效率

• AD移动效率与AS斜率λ反向：△π/ △y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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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 

1．总供求曲线主要说明什么问题？ 
2．简述总需求曲线的定义、理论来源和形成的主要工具，形成的若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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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总供给曲线的理论来源、总供给曲线方程。 
4．简述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就业政策和总供给曲线垂直的原因。 
5．简述凯恩斯的劳动供求函数、货币工资主张、反 L 型总供给曲线的原因。 
6．简述凯恩斯主义正斜率的短期总供给曲线。 
7．简述总需求曲线移动的特征和.总供给曲线移动的特征。 
8．简述总供求模型的衰退、滞胀、过度繁荣、均衡、增长与低物价状态。 
9．AS 曲线垂直时，减税、名义货币供给增加、政府支出增加各有什么影响？ 
10．AS 曲线斜率为正，总需求曲线右移有什么影响？ 
11．什么条件会使短期 AS 曲线左移、特征是什么？ 
12．AS 曲线斜率为正时，工资成本下降有什么影响？ 
13．萧条时期，降低货币工资能否降低利率，刺激投资？ 
14．达到充分就业后，若发生新的大规模技术革新，AS 曲线会有什么变化？ 
15．对付滞涨应当用何种政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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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通货膨胀的定义、原因、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造成的滞胀效应，

对付失业和通胀的政策。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定义和分类 

一、定义 

Inflation,购买等量商品或一组固定商品前提下，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水平变动的百分

比，或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升，或一般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上涨。 

00

01

10

11 1
P
P

P
PP

QP
QP Δ

=
−

=−=π  

二、分类 

1．按价格上涨幅度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mild～）或爬行的～（creeping ～）；10-100%，

奔腾的通货膨胀（galloping～）或加速～（run away～）；超级通货膨胀（hyper～）或恶性～

（ragging～）。受抑制的～（suppressed～），隐蔽～（hidden～）. 
2．按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程度相同或不同分为：平衡的通货膨胀。非平衡（disequilibrium）的

通货膨胀。 
3．按预期的（expected）与实际的通涨相符或不相符分为：预期到的通胀和未预期到的

（unexpected）通胀。预期的通货膨胀会使通涨在预期的通涨基础上加速。 

第二节  通货膨胀起因 

一、货币现象 

MV=Py，该古典交易方程表示，已知 v、y，M 只影响 P。 

二、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demand pull ~） 

1．定义：AD>AS 引起的通货膨胀，又称超额需求通货膨胀，也称“太多的货币追求太少的商

品”。 
2．两个类型。 
凯恩斯的达到充分就业以后，AD↑引起的通胀。凯恩斯主义瓶颈式通货膨胀。接近充分就业

阶段，资源短缺，MP 递减和 MC↑， 刺激 AD 使 P↑并>y↑。 

三、供给推动的通涨或成本推进（cost push）的通货膨胀： 

1．定义：没有超额 AD 条件下因成本↑的一般 P 水平持续超过 Y 的↑。表现为 W 和投入品

价格↑>劳动生产力↑，P↑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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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和 Y↓的原因：生产成本↑，导致生产同样的 Y 需要更多的支出，工资成本难以调整

时厂商难以承受高成本会减少 I 和工人，从而 Y↓。 
3．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下即在滞涨的条件下，不能用需求管理政策。 
4．成本推进通涨的类型。 
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wage~）。工会力量使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长引起的

价格普遍地上涨。 
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垄断市场的厂商利用垄断力量谋取高额利润提高价格；并借口工资上涨

而提高价格。 
进口成本推动的通涨。 

四、结构性通胀（structure～） 

1．定义：因经济结构因素或差别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其类型有：劳动生产率落后部

门的工资向劳动生产率先进部门的工资看齐，引起全社会的 w↑>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出

现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2．不同部门商品结构差异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上游产品普遍

成为下游产品的投入，导致普遍性的价格上涨。 

五、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关系 

1．两者缺少对称性。 ～需求拉上可以不需要成本推进，成本推进的通胀若无货币供给的增加，

不会持久。 
2．拉中有推，推中有拉。 

第三节  通胀的效应 

一、通胀的再分配效应 

1．判断通货膨胀分配负效应和避免损失的方法。 
比较 p↑%与货币收入↑%的关系。对于任何有名义收入的人，例如领取工资收入、租金、养

老金、储蓄和债券利息的人都适用。避免受损的方法：完全预期通涨并按 π 增加货币收入使实际收

入不变。 
2．通涨分配效应的影响对象 
债务人（debtor）和债权人（creditor）。若通涨无完全预期到，实际通涨率大于预期通涨率，

则债权人受损；通涨率小于预期通涨率则债务人受损；合约（contract）方式很重要。 
雇主（employer）与工人（employee）。实际通涨高于预期通涨不利于工人，实际通涨小于预

期通涨不利于雇主。 
政府发行债券是债务人、通胀在提高公众名义收入的同时提高了纳税等级，从而通胀条件下，

公众向政府支付了通胀税，公众实际收入减少。 

二、通胀的产出效应 

1．通胀与产出增加。需求拉上的的通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和利润增加，从而就业和产出增

加。 
2．AD 既定时成本推进的π导致物价上涨产出减少，增加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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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菲利普斯曲线 

一、费利普斯曲线 

1．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成反向关系。 

图－菲利普斯曲 线

w%

w1% 生产率2－3％

自然失业率

0 u
1   2.5             4     6  

2．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工资膨胀率 gw=－ε（u－u*）/u*，ε是工资失业变动弹性.所以 gw= ε（N－N*）/N*,gw 与

就业水平 N 有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政策含义；用通涨反失业反经济衰退，用失业和经济衰退

反通涨。当π>π－1，N>N*，y>y*；N<N*，y<y*才能有π<π－1。 
3．附加预期（expectations-augmented）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 
π = πe +λ（y—y*），π = πe +λ（N—N*）， 
π = πe —λ（U—U*），若π = πe，则 y=y*、N=N*、 
U=U*。 

二、货币政策的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问题 

1．中性区域 
凯恩斯区域中性。充分就业区域货币政策中性；古典宏观理论：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财政政策只

影响 r、政府和私人支出的分配以及消费和投资的分配，货币政策只影响 P。货币数量的增加不影

响产量而只影响物价的条件下，货币是中性的。政策含义是，降低通胀只要降低货币存量增长即可，

而不影响产量和就业。 
2．中间区域货币政策非中性。 
所有现代总供给模型认同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斜率为正，长期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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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供给政策 

一、短期 AS 移动 

1．逆向移动。A S 左移导致通胀与失业并存。 
2．有利的供给冲击，AS 右移，低通胀和快速经济增长并存。 

第六节  对付通胀的收入政策 

一、收入政策的理论基础 

反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以管理工资和收入、价格为中心，根据通胀率，调整名义工资、征税

起点和税率等级等等，防止和降低通货膨胀的负效应。 

二、收入政策的主要手段是 

1．货币工资与物价挂钩，根据经济增长率决定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和物价上涨速度。 
2．用税收控制工资增减。当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时，增加工资税，反之降低

工资税。若 w↑来自工会则可以征税，若来自工人的努力则不能惩罚。 
3．收入指数化：以条文规定的形式把 w 和 p 指数挂钩，w 随 p↑↓，两者升降幅度相同称全

部指数化。当通涨来自货币供给增长时这种方法有效；若通涨由原材料和生产短缺或劳动生产率下

降引起，则无效。 

本章复习 

1．对失业分类。 
2．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 
3．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4．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三类指数。 
5．通货膨胀的类型。 
6．通货膨胀的原因。 
7．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 
8．菲利普斯曲线反向关系的性质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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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反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产生的条件、主要理论和政策观点。 

第一节  货币主义 

一、背景 

50 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源于芝加哥大学，主要代表人物：Mildon Friedman。主要观点：通

涨是货币现象；滞涨并存说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败。 

二、传统货币理论 

1．（美）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M s V=Py 
2．庇古的“现金余额方程”或“剑桥方程”：Md=kY=kPy 
3．Md=kY=kPy 与交易方程的区别：交易方程无需求结构无利率；剑桥方程认为公众在完成交

易需求后的余额用于储蓄。凯恩斯的货币供求方程发展了剑桥方程，是含有利率、投机的方程. 

三、新货币数量论和自然失业率 

1．新货币数量论 
货币供给变动对利率的影响很小，短期内非中性长期中性。 
实际货币需求 Md /P=yf（k）=yf（w，rb，re，rp，u ）。Ms/p>yf（k）<Md/p ，公众会根据

各种财富的预期报酬率的变动来买卖这些资产，提高或降低资产价格，从而达到货币供求平衡。

1867-1960 年美国 r/md=1%/15%：r 与 Md 关系很小，Ms↑对 r↓和 I↑的作用不大。 
短期内，Ms↑使公众变动 Md 购买各种资产，V=1/k 是变动的，从而 MS 对 r、i 和 y 有影响。

长期内 Ms 继续↑会使 p↑大于 Ms↑，→m ↓→r↑抵销 r↓效应，挤出 i，y↑不大。1869-1957 年

实际ＧＮＰ每增加 1%货币需求增加 1.8%， y/md=V=0.56，证明 v 较小。故长期内 Ms 只影响 p 对

y 影响不大。 
货币供给超速↑的原因。政府开支过速增长主要靠增发票子。联储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把注

意力放在 r 上，为降低 r 必会增加 MS。 
2．自然率假说 
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结构决定与通胀无关，凯恩斯主义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

（w/p）增加就业，但在长期内不能消灭失业率，即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负斜率，长期垂直。 

四、主要观点 

1．MV=py=Y。M 是决定 Y 变动的主要因素，因此通涨的主因是货币供给问题。凯恩斯主义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只影响物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政府干预经济是

多余的。 
2．政策主张。反对权衡性的货币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Ms的中间目标是 Ms 数量，

终目标是 p 稳定。只保留公开市场业务，根据产量、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以及货币 v 随 y↑↓等因

素，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年增长率，作为硬性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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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供给学派 

一、供给学派的产生 

70 年代初在美国形成。分为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 

二、主要观点 

1．肯定萨伊定律，否定凯恩斯定律。 
肯定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市场的自由伸缩的机制可以使经济会增长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和失业。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只是使货币单纯增加，引起 p 上涨、s 下降和 r 上升，结果导致 i 下

降，技术变革迟缓。 
2．产量增长的决定因素有：:L、K 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劳动力和厂商积极的激励。降低边

际税率 t 能够鼓励 s、c、和 i，↑教育等非人力和人力资本存量，↑劳动的相对价格，使工人的劳

动积极性↑，↑厂商的税后所得，使厂商↑Ld。 

三、政策主张 

1．降低边际税率，提高富人的税后收入增加富人的储蓄和投资能力；在 M 和 V 不变和提高 y
的前提下，使 P 下降，具有反通货膨胀的效应。 

2．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降低包括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在内的政府福利支出。 
3．减少限制性的规章制度。激励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竞争能力，主张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4．在通货膨胀下所得税按物价指数调整。个人免税额或标准扣除额（或零等级金额）随物价

指数上涨而提高。存货进价或消耗计算按 近购买时的高价计算，折旧按重置成本计算。 
5．恢复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质量控制，这会使物价稳定、利率下降。 

第三节  理性预期学派 

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穆思是代表；70 年代后形成一个学派，维护和发挥新古典理论，代表人

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和巴罗。 

一、预期和非理性预期 

1．预期的定义和特征 
预期（expectations）：经济当事人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事前估计，或对与

目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测。预期的经济变量是不确定和有概率分布的。预期的质量决

定于主体的特性和客体条件的变化。 
2．穆思对预期的分类 
穆思把预期分为：非理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前者包括静态预期，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 
凯恩斯认为预期者的信息不足和预期能力差，预期具有悲观性，且缺乏系统和条理性，故是非

理性预期。静态预期（static expectations）：现期的预期价格是上期实际价格的函数：P*t=Pt—1。蛛

网模型是静态预期的典型形式。 外推型预期（Extrapolation method）模型：P*t=Pt—1+ε(Pt1-Pt—2)，
是二阶差分方程的蛛网模型。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模型：P*t= P*t—1+β(Pt1-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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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期的预期价格取决于对前期预期价格的误差的修正，可以收敛于蛛网模型。 

二、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R·巴罗（R·J·Barro，1944）。萨金特于 1979 年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首次使用“新古典宏

观经济学”。 
1．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对未来事件进行的有信息根据的预测。人们的主观预期

平均等于实际数值，偏离则是由不可测的随机因素造成的。经济政策可以预测的，除非公众有内部

信息，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 
2．包含理性期假设的供求方程。理性预期包含对过去和未来的信息的利用。 
包含理性预期假设的附加行为方程 P*t=Et-1[Pt]，， P*t=Et—1[Pt] 是 t-1 时期获得的 t 期价格信息

的数学期望。 
3．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应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策是否能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 
4．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伸缩性，使市场可以迅速连续出清。在短期内，通涨与失业成反向

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多余。 
5．自然率假说。就业量偏离自然就业率的幅度大小，主要决定于预期通涨率与实际通涨率的

差别。只有政府的欺骗才能造成公众预期的失误，造成实际通涨率高于预期通涨率。 
6．理性预期的 AS—AD 模型。理性预期的 AD 曲线源于古典的 MV=Py，但为了反驳凯恩斯

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仍使用 IS-LM 模型导出的 AD 曲线： Pe＝ βMe/（y*—vA）。短期 AS 曲

线是附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Expectation augmented  aggregate supply）：y=y*+ε（P－Pe）。

在预期价格水平 Pe 一定时，一个社会在不同实际价格下提供的产量或国民收入的曲线。ε是价格

预期误差引起的产量误差的系数。预期正确时（Pt=Pe）短期的 SS 与长期垂直的 AS 和 AD 曲线交

于一点， y＝y*，变动的只是价格，这称为不变性定理。厂商和工人理性预期使短期内菲利普斯曲

线也不存在。预期错误时（Pi≠Pe）的 y 曲线与 AD 的交点落在垂直的 AS 曲线的两边。造成波动

的因素是由自然和政府政策袭击等不确定因素。 

三、外生因素与周期波动 

1．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价格的长期变动是持久的总价格水平变动，它不会使决策人的决策意

向发生变化，故对就业没有影响。短期价格波动会使决策者决定劳动和闲暇在现时和未来之间的分

配，从而引起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变动。故政府频繁使用通胀政策，不会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大的

波动，只有靠意外的通胀才能制造繁荣。 
2．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私人或政府需求偏好的随机变化、科学技术变化导致的生产率变动、

生产要素供给函数的变动引起生产函数、资源函数、预算约束线同向移动，直至达到稳定态。当事

人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区分冲击噪音的暂时性和持久性，预期冲击是暂时性的，则增加现期的劳动

和就业量，预期冲击是持久的，则投资增加，劳动不增减，；若没有技术冲击，生产者会减少投资

直到资本折旧恢复稳定增长。 

四、理性预期的政策观点及其意义和问题 

1．理性预期的政策观点。 
人们理性预期使预期的通涨等于实际的通涨。政府的政策只能使 P↑而不能↓u，短期内菲利

普斯曲线也不存在。 
政府掌握的信息不比公众更充分，预期不比公众更合理，政府政策要能奏效，只能采取突然袭

击的方法，欺骗公众。但公众长期内不会受骗上当，政府的干预只会加剧经济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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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预期的意义 
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引进模型的更好方法；改变了政

府制定政策的路线；把经济学的基础变成了信息学而不是价格学。 
3．存在的问题：价格、工资是否能灵敏地使市场迅速出清；政府与公众谁的信息量大、准确，

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公众的理性预期是用经济模型还是靠看报纸和电视得来的？实践中难以

证明到底有多少额是由预期失误造成的？假定公众不犯（重复性的）错误，这是否合适，等等。 

五、李嘉图政府举债与税收等价理论。 

1．举债与税收都来源于居民收入，巨额债务产生高额税收，会减少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资

本。减税后会用举债来弥补减税损失，居民用减税收入买债券，总支出不变。 
2．托宾与巴罗关于政府征税和举债对公众是否更多储蓄的争论。 

第四节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 

一、主要理论特点 

吸收预期对经济作用的思想，但不承认完全理性。建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以微观经济的非

市场出清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分析中得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的结论。 

二、商品价格粘性分析 

1．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名义粘性：以货币名称计量的标价不随需求变动而变动。实际粘性：

一种价格或工资相对另一种价格或工资不发生相应的变动。造成价格名义和实际粘性的原因有：风

险成本论、菜单成本论、合同定价论、成本加成定价论和非市场出清论。 

三、工资粘性分析 

1．凯恩斯主义以货币 w↓刚性来说明失业，主张↑货币供给↓w/p 来↑就业。新凯恩斯主义

用工资粘性或惰性（inertia）来代替刚性的说法，认为工资有一个缓慢的变动过程。 
2．工资缓慢变动的主要原因：长期劳动合同论（劳动固定合同论）。效率工资论。合同分批

到期论（ataggesed contract）。劳动隐形（implicit）合同论。在职者—职外者理论（局内局外利益

论）。 

四、市场不能出清的其他原因，资本供给限额分析 

1．产权限额论：新股发行会导致市场对企业的估价降低。故企业会停止发行新股票使资本供

给和产品供给有限和价格上涨，市场不能出清。 
2．信贷限额论：金融机构机构贷款对象是敢冒风险的不诚实的厂商并因信息不充分难以分辩

企业的诚实和投资的风险；故银行在资金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宁可用信贷配给的方法也不提高利

率，从而使资本供给有限，产品价格上涨，市场不能出清。 

五、经济波动分析和凯恩斯主义的稳定化政策 

1．契约 w*决定的新凯恩斯主义附加预期变量的短期 AS 曲线。名义工资 w*一旦被契约固定，

Pt 越高，（w*/Pt）越低，Ld 越高，反之 Ld 越低。从而有正斜率 AS 曲线。 
2．AD 衰退冲击下，重新签约的分批合同连续签订较低的 w，短期 AS 连续右移，直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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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冲击前的充分就业水平。 
3．因工资和价格黏性，在总需求衰退的冲击下，由非充分就业均衡向充分就业均衡过渡是缓

慢的过程，不能等待工资和价格下降来恢复经济，故 AD 右移是必要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思想 

1．从供给强调政府干预通涨力度易缓不易急，在反通涨之前预先宣布使人们能预期通涨紧缩

而不把 w、p 定的太高。 
2．认为 r 粘性，强调通过信贷配给影响经济。 
3．即使有理性预期，微观经济的 w、p 粘性造成非市场出清，政府干预仍有必要。 

七、政府与民众博弈中应取信于民。 

若政府公布紧缩货币政策并执行，工会也相应不增工资，则低通涨低失业；若工会提高工资，

则低通涨高失业。若工会签约不增工资，而政府违约增长货币供给来降低失业率，则工会会签订增

加工资合同，从而通涨会增加，但就业并不会增加。 

本章复习 

1．货币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的内容和政策含义。 
2．货币主义为什么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存在，而在长期内不存在？ 
3．货币主义货币中性的观点和货币政策主张。 
4．简述供给学派的理论前提。 
5．简述供给学派关于产量增长的决定因素。 
6．供给学派为什么主张降低边际税率？ 
7．为什么税率增加税量反而会减少？ 
8．在拉弗曲线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税率而税量相同的现象？ 
9．简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10．比较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减税政策的区别。 
11．简述预期的定义与特征。 
12．简述非理性预期模型的特征。 
13．简述理性预期附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 
14．简述理性预期关于经济波动的思想和政策观点。 
15．理性预期理论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16．什么是“不变性定理”？ 
17．简述李嘉图的“举债券与税收等价”论。 
18．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什么强调信誉重于规则？ 
19．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是什么？ 
20．市场非出清的原因有哪些？ 
21．简述货币工资粘性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22．简述新凯恩斯主义用 AS-AD 模型和短期供给曲线解释经济波动和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 
23．简述产权限额理论。 
24．简述信贷配给理论。 
25．比较分析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

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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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汇率概念，学习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中的宏观经济模型和政策。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 

1．封闭经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外界隔绝，没有经济往来。 
2．开放经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世界市场相联系并相互影响。 
3．开放度：一国对外贸易总额/GDP。决定开放度的因素：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资源供给率；

由人口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国内市场容量。 

二、对外贸易下的国内总需求和国内产品总需求 

1．封闭经济无进出口，国内总需求等于国内产品总需求。 
2．开放经济 一国总需求：本国居民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总需求：C+I+G+M ； C+I+G

＋（M－X）=一国净需求或（净支出） 
3．一国产品总需求：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对本国产品的需求：C+I+G+X 
C+I+G+（X—M）=一国产品净需求（净收入） 

第二节  国际贸易 

一、主要理论 

1．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绝对有利）论。各国生产同类产品中自己成本 低的产品用于交换

他国其他产品。 
2．李嘉图相对成本（相对有利）论。以绝对成本比较为基础，各国生产自己成本相对低的产

品与他国交易。 
3．俄林（瑞典 1899-1979）－赫克歇尔定理－资源禀赋论。各国应当生产资源禀赋丰裕、资源

价格便宜的产品。 
4．规模经济理论。各国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规模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每种产品的生

产规模均比各国什么都生产时大，世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5．其他理论。里昂惕夫之谜、国际贸易新要素 （人力资本、研发、信息要素）理论、技术差

距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偏好相似论、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力论。 

二、贸易限制 

交易费用、运输、各种垄断形式、贸易保护政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限制。 
1．国际贸易的转移成本（transfer coast）:包装、运输、装卸和仓储费用等。 
2．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

后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小于发达国家。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494 

3．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普遍的政策：限制进口（进口关税（tariff）:和进口配额（quota））。
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non tariff barrier），出口补贴。保护主义的理由：保护幼稚工业避免与发

达国家工业竞争，待强大后取消保护。国家安全；增加收入等。条件：被保护的产业有长大的潜力、

保护及其代价是短期和有限的、长大后能以收抵支。保护主义的代价与计算。关税对贸易国双边利

益的损害。 

三、国际贸易组织 

1．多边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SEAN）。 
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中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

欧洲联盟（EU）。南美共同体（SCCM）。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 

2．欧盟简介。EU25 国。欧元区 12 国。 
3．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简介。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

入 WTO。 

第三节  国际金融体系 

一、概念 

为保持国际交往的顺畅进行，对货币支付引起的外汇、汇率以及外汇收支一系列活动的安排。 

二、经历过的体系 

1．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金铸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 
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缺点。 
2．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Rretton Woods System）。 
3．浮动汇率国际货币体系。 
4．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 
5．欧洲货币体系演进。 

三、国际金融机构 

1．半区域性：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2．区域性：欧洲投资银行、阿拉伯货币基金、伊斯兰发展银行、西非发展银行、阿拉伯发展

基金等。 
3．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第四节  汇  率 

外汇、汇率决定、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 

一、外汇 

1．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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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汇兑——货币行政当局（央行、货币机构、外汇平准基金组织和财政部）以银行存款、财

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 
动态汇兑——清偿国际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国际货币交换经营活动。 
自由外汇（free convertible exchange）——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货

币。 
记账外汇：只能用于贸易协定国双边之间的结算，不经过货币发行国的批准，不能自由兑换成

其他国家的货币。 
现汇（spot exchange）交易与期汇（forward exchange）交易。 
2．外汇收支恒等式。 
外汇收入=商品出口收汇+劳务收汇+资本流入+海外投资收入+侨汇收入+其他收入。 
外汇支出=商品进口用汇+劳务用汇+资本流出+外资利润汇出+侨民汇出+其他支出。 
可用外汇=上年外汇结存+外汇收入 
外汇储备=上年外汇结存+外汇收入—外汇支出 

二、汇率（exchange rate） 

1．定义：两国的货币价值比，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 
外汇买卖的标准。又称汇价、外汇行市，外汇牌价和外汇汇率。 
2．标价方法。 
直接标价法（Direct Quotation System）或价格标价法（Price Quotation System）：e= P/Pf。间

接标价法（Indirect Quotation System）或数量标价法（Quantity Quotation System）、应收报价（Receiving 
Quotation）：e=Pf/P。两种标价法的汇率互为倒数，两者的乘积=1。大多数国家用直接标价法，美、

英用间接标价法。 
3．影响均衡汇率的因素：外汇供求：汇率是货币的外在价值，由外汇供求来调节。 
4．均衡汇率变动。商品进出口、r 变动、在他国投资、心理预期、国际收支、有价证券价格等

影响外汇供求曲线的移动。 

三、购买力平价 

1．概念。货币购买力是货币的内在价值。购买力平价：自由贸易前提下两国购买相同或类似

一组商品或劳务所需要的货币之比。E = P/ Pf，在本国国购买一组商品或劳务的货币额兑换成 f 币
后可以在 f 国购买到同样一组商品或劳务。 

2．购买力平价论的货币数量论基础 

f

fff

y
VM

y
VM

P
P

e ==  

3．购买力平价的绝对形式（absolute version）：某一时点上的汇率决定。e=P/Pf。 
“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同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以经过汇

率换算用同一货币表示的价格或购买力相同：P=ePf。 
e 固定条件下若 ePf<P 或 ePf>P ，可以通过套购商品、货币政策影响 P 和 Pf实现均衡。但会遇

到贸易壁垒、运输条件、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负作用的影响。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政府买卖外汇

可以较快实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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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浮动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相对形式（relative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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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购买力平价说的合理性与缺陷。 
放弃金本位条件下，以国内外物价对比作为汇率决定的依据、货币内在价值的贬值引起外在价

值的贬值，揭示了汇率变动的长期原因。 
缺陷是：用纸币的购买力来评价纸币的价值；忽视非贸易和贸易壁垒、贸易成本使商品的套购

不能成立；不同国家的类似产品短期内 e 波动的原因也不相同，即使一国的商品 P 较高，也会有市

场。 

四、实际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1．定义：用同一货币衡量两国价格水平之比，E=ePf/P。分子是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

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能力。 
2．实际汇率变动的两个因素：e 和 Pf/P。由于价格粘性，故 E 变动主要考虑 e 变动。 
3．实际汇率变动的作用。P 和 Pf不变，E 变动与 e 变动同向。 
对经常项目的影响。e↑E↑，出口所得外汇折算本币↑利润↑ ；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外

国商品价格下降。反之 E↓本币升值得到相反的效果。但 E 变动是否有利于 X、M 还要取决于一国

商品进出口价格弹性的大小、本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边际进出口弹性的大小。pf/p 不变，e↑E↑
若被国内 p↑抵销则无实际贬值。若本国有高通涨时， e 不能迅速↑，则竞争力下降。但 终通涨

要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中止，e 只是辅助工具。 
对物价的影响。若 h 大和进口品比重大，汇率贬值则会使物价水平↑。贬值有利于出口 x，但

若 x 品的出口弹性小，则会发生抢购出口品及其原料引起 P 上升并由此波及整个 P 水平。若 e↑本

币贬值导致 P 上涨抵消了 x 的增加，贬值就毫无意义。反之 e↓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可以使国内

供给增加，促使物价水平下降， 终有利于出口。 
对国内资源配置的影响。e↑资源流入对外竞争能力强的部门，若 e 突然↓会使这些部门的资

源过剩。低于充分就业时贬值刺激国内出口生产↑，但已充分就业则只会使物价↑。 
对资本流动的影响。E 变动只影响短期资本，贬值时外汇外逃增加加剧外汇供求紧张，使本币

进一步贬值。 
E↑影响国际收支。外币购买力提高，外国旅客在贬值国消费相对便宜，国外的旅游和劳务开

支相对变贵；按等量外币计算的本币外汇↑，但按等量本币计算的外币侨汇会↓；贬值使人们预期

会进一步贬值，资本会流出。 
影响世界经济。小国汇率变动只影响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主要工业国的汇率贬值，会引起其他

工业国的报复和贸易战，持有大量贬值资产的国家必然要转换货币，影响国际金融体系。 
三种外汇风险。商品进出口结汇风险——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不变，但结算时 e↓使本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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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到货支付时 e↑使支付的本币成本↑。外汇储备风险——存放在国外的外币资产遇到

外币贬值则受损。外债风险——对外举债因汇率变动引起还债上升。 

第五节  国际收支 

一、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 presentation） 

1．国际收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外收支货币资金的对比关系。 
2．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两个原则。按居民所在地划分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GNP 与 GDP）。

复式记帐体系（double -entry-system ）。经验法则——凡引起本国从外国获得货币收入的交易计入

贷方（+），凡是引起本国对国外货币支出的交易计入借方（在经常项目下的商品项目上）。 
3．国际收支平衡表的 4 个项目。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商品进出口，劳务项目，其

他服务，政府转移支付。资本项目 （capital account）——直接投资，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官方

储备项目或帐户或平衡项目（balance account）。差错和遗漏（mistakes and  errors） 

二、国际收支平衡函数 

1．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差额等于零。经常项目收支差额+资本项目收支差额等于零，或经常项目、资本项目

的分别平衡。 
2．经常项目平衡。 
nx=x—m＝0。x=f（＋yf ，+e=Epf/p）。m=f（y，－e =Epf/p ），m=z+hy。nx=x－hy+vR， v

实际汇率系数（正）， nx 曲线斜率：—h=nx/y, e、yf为 nx 曲线移动的外生变量。 
3．资本项目平衡。 
资本流入等于资本流出。资本帐户函数：KA=f[r－rf，（e1－e0）/e0] ↑、r>rf，净资本流入↑，

反之相反。净资本流出函数：F=σ（rf—r）。 
曲线斜率 dr/dF=－1/ σ，一国投资环境好坏使曲线右移或左移。国际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

使净资本流出曲线成条水平线。 
4．国际收支函数 
x－hy+ve＝ σ（rf—r），r= （σrf－ x＋hy－vR）/ σ.公式表明，y 与 r 有同向关系。曲线

斜率：－hdy=－ σdr，h/σ=dr/dy，高 y 有高 m 和较少 x 和 nx，要求有高 r 和多的 k 流入来平衡。

反之，较少 y 有较少 m 和较大 nx，要求有较低的 r 和较多的 k 流出来平衡。 

BP曲线

r

0 
F

0 F

450nxnx

0 y

r

0 y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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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曲线的特征。曲线上的任何一点国际收支均衡。上方顺差，下方逆差，曲线上部是高 r、y
组合，下部是低 r、y 组合。 

nx 曲线引导 BP 曲线同向移动。e、yf 引起 y（nx）、BP 同向移动。F 曲线移动引起 BP 曲线

反向移动。 

三、国际收支调节 

1．主要理论 
物价－现金－流动机制理论。乘数论。货币论。弹性论。吸收论。 
2．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自然、贸易国和政治等突发事件引起进出口变动。发达国家经济周

期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本国产品结构落后于国际产品结构造成 x 下降 m↑。M 变动使 P、r
变动调节进出口、资本流动变。外国巨额游资投机活动造成资本流动失衡。 

3．国际收支均衡的必要 
平衡顺差的必要：顺差过多若经济无潜力，大量货币流入会导致商品 P↑通涨压力↑；若顺差

转为外汇储备，顺差就无↑产量的效应。若外汇存入外国银行则要承担通涨风险；外汇 S 加大会降

低外汇市场 r，从而使本国货币市场 r↓和 F↑。 
平衡逆差的必要：外资或 m 过多容易引起债务和国内企业的生存危机。货币流出和外汇短缺，

引起外汇贷款 r↑、本币贷款 r↑，不利本国经济增长。 
4．国际收支调节政策 
行政手段——规定外汇使用的范围和数额，颁发进出口许可证。税收，津贴，技术等。 
调整 r 来调整资本流入流出。 
政府借贷。 
货币政策影响价格和进出口。 
固定 e 央行买卖外汇。 
浮动 e制有自动平衡收支失衡的机制和政府干预的条件，浮动 e不需要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

国内经济不均衡可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不需要太多外汇储备，有利于取缔黑市交易。 
5．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内外作用大小的比较 
货币政策对国际收支的作用大，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对称。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作用

小对内作用大，其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不对称。经济学家主张，LM 主外，IS 主内。 

第六节  IS—LM—BP 模型 

一、开放经济的 IS—LM—BP 曲线 

1．不含实际汇率的 IS 曲线 
y=（a+g—bT +e—dr +x—z）/（1—b+h），斜率：dr/dy= —（1—b+h）/d。 
2．含有实际汇率的 IS 
ye=（a+e－dr+g－bT+x－z+ve）/1－b+h， 
= （A－dr－bT+x－z+ve）/s+h，s=MPS。 
3．开放经济的 IS－LM－BP 模型 
IS：y= （A－dr－bT+x－z+ve）/s+h 
LM：（M/p）=ky－hr，y=（hr/k）+（M/p）/k 
BP： r= （σrf－ x＋hy－ve）/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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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主要决定的变量：y、r、e。令：IS＝LM，并计边际进口倾向为β，A=a+e+g－bT，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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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扩张或 A↑（r↑F↓e ↓），货币扩张（r↓F↑e↑）。e 变动下的货币政策对外有效，财

政政策对内有效。 
4．资本完全流动下的 BP 曲线。 
已知σ ＝F/（rf－r），资本完全流动， σ→∞， BP 曲线是以 r=rf 的水平线： 
h/σ=dr/dy =0，水平线 以上是国际收支盈余，以下是国际收支赤字。 

二、资本完全流动下不同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或资本完全流动下开放经济中标准的 IS－LM 模型。 
1．在固定 e 和资本完全流动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 M 政策，r 无法摆脱世界通行的 r 水平；

财政政策有效。央行必须提供为维持固定汇率所需要的外汇或本国货币。 
2．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下，e 调整使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差额等于零，使外汇市场出清。

其次，央行的货币供给与国际收支没有任何联系，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货币政策。浮动汇率

与资本完全流动下，短期内 M 政策引起 e、y 和 P 变动，长期内则只影响 e 与 p。 

三、不完全资本流动下开放经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1．浮动汇率与资本不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也有效，但有效性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性的程度

即 BP 状态。BP 越陡峭，财政政策效应越大。LM 比 BP 陡峭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使 e 变动、

收入变动，但对 r 影响不大。 
2．固定汇率与资本不完全流动下宏观经济政策效果。 
现实汇率是管理浮动，而不是完全浮动。故货币政策作用也不会 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小于

1。 

四、利率差异与汇率预期 

1．汇率预期。前提：国际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国家间 r 有差别人们就会预期资本跨国流动。

若预期一国货币贬值则投资外国资产。一国 e 低于外国，投资于外国债券（以本币衡量）的收益＝

外国债券 rb＋从外币升值中得益＝rb+（△e/e）， △e/e 是 e 预期变化。加入 e 预期的国际收支: 
BP=nx（y，－epf/p）+cF（r－rf－△e/e）。 
2．预期贬值解释低通涨与高通涨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别。一国通涨率高，可预期其 e↑名义 r

也↑。通涨差异的长期关系是：通涨差≈利率差≈贬值差。 
3．e 预期与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设资本完全流动，游资预期一国货币升值或利率下降国内

投资有吸引力，大规模流入后导致该国 e↓，竞争力下降，产量和就业↓IS 左移。 

五、汇率变动与贸易调整。两个重要经验问题。 

1．汇率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汇率贬值增加进口品 Pf、提高本国 P，降低 w/P 增加就业；但若

W 与 P 挂钩，就业不会增加。 
2．相对价格与贸易余额：J 曲线。e 贬值后贸易先恶化后改善的路径形状为 J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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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汇率波动与相互依赖 

1．汇率变动和预期会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央行为了影响贸易量而试图改变实际汇率，防止

进口品价格上涨对通涨的影响。 
2．冲销与未冲销的干预。 
冲销干预：央行购买外汇供给本币，但又通过公开市场的证券出售收紧本币，使本币供给不变，

外汇减少，汇率升值。 
未冲销干预，央行买进外汇后不出售证券，本币供给增加，汇率贬值引起贸易国抛售该国贬值

货币。 
3．相互依赖和政策同步、货币目标区。 
一国紧缩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引发对手国相应的政策。如果政策不同步，汇率变化会

威胁自由贸易。可变汇率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一个较好的建议是建立目标区，区内各国货币和财

政政策保持同步，各国放弃货币独立性。 

第七节  内在均衡与外在均衡 

假定浮动 e 和 BP 移动。 

一、内外均衡失调 

1．充分就业与外部失衡。 
充分就业与顺差，消除顺差需要↓r F↑，有过度繁荣；充分就业与逆差，消除逆差需要 r↑ F

↓，有衰退。 
    2．外部均衡与内部失衡。 
外部均衡与内部衰退，需 LM↑r↓y↑→F↑m↑→逆差。）外部均衡与内部过热，需 IS 左移 r

↑y↓→F↓→顺差。

2006 6 10 2

政策组合冲突图示(AS以右双紧，以左双松)

r

0 y

AS

BP

AD

IS

⑨双均衡

⑤外衡通涨

外衡萧条⑥

①顺差通涨

⑦内衡顺差

顺差滞胀②

逆差萧条③ ④通涨逆差⑧内衡逆差

yf  

二、最优政策的选择 

1． 优政策的含义 
R.A.Mundell 提出 优政策配合有效市场分类原理：每一个政策手段应用于其能产生 大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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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市场环境；对它的另一种市场的不利作用，用相反的经济手段加以中和。 
LM 曲线移动对外作用大于其对内作用，主要用以解决外部不均衡问题：LM↑→P↑,e↓逆差，

r↓F↑逆差；P、r 变动效应一致。IS 对内的作用大于其对外的作用，主要解决内部不均衡：IS↑，

P↑逆差，r↑顺差，P 与 r 变动矛盾，但 y↑。 
2．政策配合 

r

0 y
y/

BP

①②双松

④双紧③松IS紧LM

⑤

⑥

⑦

⑧

⑨

 
3．其他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和一国的历史传统。用增加进口来消除顺差，要考

虑一国的边际进口倾向。边际进口倾向是由政治和非政治因素决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稳定

性。用紧缩 M 供给提高 r 来引进资本消除逆差，要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 r 变动的反应度，而这

又取决于一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投资环境是否良好，国际形势和世界市场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

性。 

三、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1．实际热点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抬头，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手段激增。金融流动（financial 

filows）自由化。 
国内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对外部事件的敏感度提高了，货币政策实施必须考虑汇率方面的后

果。 
国家之间要求进行高层次的合作。 
2．汇率的变动问题和调整过度问题。 

本章复习 

1．封闭经济、开放经济和开放度 
2．对外贸易下的国内总需求、净需求和国内产品总需求、国内产品净需求的公式。 
3．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李嘉图相对成本说的主要论点。 
4．赫克歇尔定理、规模经济论的主要论点。 
5．外汇（静态）定义。 
6．外汇收支恒等式。 
7．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 
8．汇率的直接标价法。 
9．购买力平价说的货币数量论基础。 
10．一价定律。 
11．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的购买力平价或一价定律实现的途径。 
12．资本流动和不流动下的汇率变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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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因素。 
14．汇率变动的作用。 
15．国际收支的定义及其主要项目。 
16．国际收支函数及其曲线的斜率和曲线的移动。 
17．开放经济下的 IS 曲线的斜率，含有实际汇率的均衡收入、IS 曲线及其乘数。 
18．资本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19．资本不完全流动和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20．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21．平衡国际收支收支失衡的手段。 
22．内外均衡与失衡的组合。 
23．蒙代尔 优政策选择的主要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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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增长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模型。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质和理论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质 

1． 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总产量、就业量、消费量、投资总量、物价水平等等的增长或减少。 
2．时间度量。 
用不变价格和几何平均数计算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的 4 个阶段。 
3．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 
古典周期：在扩张的同时存在绝对的下降或下跌（有增长和负增长）。 
增长周期：在扩张的同时，没有绝对的减少和倒退，只有增长率放慢或停滞，长期趋势是正斜

率的。 
4．经济周期的类型或长度。 
短周期、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40 个月为小周期（minor cycle），心理因素引起。 2-3 个

小周期构成一个大周期（major cycle）。 
中周期：中波、朱格拉周期（法，C. Juglor1860）。8—10 年。 
长周期：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苏，Nikalai D。Koudratiff），每个周期 50-60 年。 
库茨涅兹周期（Kuznets cycle）：15—25 年，平均 20 年，或称建筑业周期。 

二、周期发生理论 

1．纯货币理论。银行体系扩大、紧缩信用反复。 
2．投资过度理论。一种生产资料投资过度引起减少消费品投资和结构失衡、资本品过剩和生

产过剩危机。 
3．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引起模仿和普及、银行信用扩大和紧缩、需求减少和经济衰退。 
4．消费不足论。（英国马尔萨斯、J.霍布森）：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社会消费品需求小于消

费品生产增长，引起对资本品需求不足和整个生产过剩。 
5．心理周期论。乐观与悲观预期交替导致投资过度投资和减少投资，从而引起过度繁荣和衰

退。 
6．太阳黑子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对农业生产影响进而影响产业、购买力和投资波动。 
7．凯恩斯学派。增长来源于储蓄、投资乘数和加速数。从时期的连续变动上分析经济增长各

因素的作用和每一个时期增长的必须条件。 
8．新古典增长模型。以边际和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资本是增长的源泉。 
9．增长的极限。 
10．重视技术进步和分工等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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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哈罗德-多马模型 

一、哈罗德模型 

（Roy Forbes Harrod,1900—78，牛津大学。1948《论动态经济学》，1973《经济动态学》）。     
1．前提。 
s 全部转化为 i，凯恩斯的储蓄函数 S=sY。）凯恩斯主义加速数 K/Y=v， I=V△Y ， I 由 Y

的增长来决定。 
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Y＝min（K/v，L/u）。u=L/Y，1/u=Y/L，L/u 是 Y 所需要的劳动；v=K/Y；

Y 水平由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个决定. 
劳动力增长率 n 不变：L*/L=n。设充分就业， 大产量由 L/u 决定而不论资本存量是多少如果

u=L/Y 不变，则 Y 不能持久超过劳动力的增长，因为 n 是常数,又没有技术进步，故 Y 的增长是由

不变的 n 决定的。 
假定利率不变并进而假定资本收入比不变，其逻辑是完全竞争性条件下的 r=∆y/∆k＝1/v 。假

定只生产一种单一产品。 
2．模型基本内容。 
（1）一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增长即均衡增长，即实现均衡增长的条件是什么？但他的模

型 终却是不稳定增长模型。 
产量增长的条件： 
基本公式。∵s ＝S/Y，I=V△Y，S=I，∴S=sY=I=v△Y，∴s/v=△Y/Y。 
增长模型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Y
Y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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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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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Y

Y
S

v
s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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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2）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实际的增长率 GA＝意愿或有保证的增长率 GW＝自然增长率 GN： 
vGA=s=vrGW =GN ，s/v=s/vr= n 是稳定增长的条件或途径。即稳定增长的“存在问题”。 
3．哈罗德模型的两个问题 
（1）稳定增长的条件 vGA=vrGW =GN =s，s/v=s/vr= n 得不到保证。s、v、n 由相互独立的因素

决定， v 假定是固定的。 
（2）模型具有不稳定性质。GA一旦偏离 GW就会产生更大的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不稳定

的。GA=GW已很困难，还要使三者均等就更困难了。 
4．哈罗德模型不稳定性质的原因。 
s、v，不变。v 不变 K/L 比不变为前提， 要素价格不变 r=MPK =1/v。若要素价格和 v 可变、

增长就有内在的稳定性。 

二、多马模型 

 （Evsey ·D·Domar1914—俄人 麻省理工学院 ，1957《经济增长论文集》）. 
投资的两重性：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实际收入水平；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增加收入的潜在 高水平。 
1．长期均衡生产增长的条件：新增生产能力△YQ=下期新增总需求△YD。 
供给：△YQ=Iσ,σ=△YQ/I:本期净生产率代表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即投资乘数。 
需求：△YD=△I/a：， a=△S/△Y，本期 S 完全转化为 I，故 a=△S/△Y＝ △I/△Y＝哈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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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v。1/a=△Y/△I＝ σ＝投资乘数。 
Iσ=△I/a ，△ I/I=aσ：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条件：净投资增长率=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与

储蓄倾向的乘积。 
2．多马的增长模型：△Y/Y=aσ 
已知 aσ=△I/I，∵a=△s/△Y=S/Y=I/Y， σ=△Y/I，∴aσ=（I/Y）（△Y/I）=△Y/Y，从而

△Y/Y= △I/I 。 
模型的含义：要使实际产量△YD=可能的产量△YQ，经济增长△Y/Y 与储蓄倾向或加速数 a

和投资乘数σ成正比。规模报酬不变性质。 
3．哈罗德与多马模型的比较 
相同点：哈的稳定均衡增长必须 GA＝s/vr，特别是投资增长率＝s/vr。s/vr＝aσ，σ＝1／vr。

两者形式上相同。两模型来源于凯恩斯，但避免了凯恩斯投资率不会增加资本存量规模的假定，成

为长期理论。都产生了均衡条件和不变的经济增长率.。都假定 K/Y 不变，哈因为 r 不变，多因为

技术不变。 
不同：哈充分就业下的稳态增长要求 s/vr=n，多马的 aσ就是均衡增长率，就能保证维持充分

就业，与劳动力的增长无关。aσ包含了有保证率与自然率的混合。多马无投资函数，其均衡增长

率能保证实际增长率与潜在的增长率相等。 哈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困难，是因为没有机制能够保

证 Gw＝n，多马是因为投资不足的倾向是经常的。 

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的分配模型 

一、卡尔多模型 

（Nicholas·Kaldor1956《各种不同的分配理论》） 
1．前提。S=I，使用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概念，放弃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回到李嘉图的分配论：

资本利润的增长以工资的下降为前提。 
2．基本概念。 
储蓄倾向 s=P/Y，利润 P 占收入的比重，代表增长。总收入构成：Y=W+P。 
总储蓄 S=资本家的储蓄 SPP+工人的储蓄 SWW，SP和 SW分别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 SP>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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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式含义： 
经济增长 P/Y 由 S/Y、Sp、Sw 决定。若 S/Y 不变，则 P/Y 随 Sw 趋于 0 而↑ 。总储蓄增长依

赖经济增长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Y=（P/Y）SP。方法：刺激需求导致价格↑→（w/p）↓→利润

P↑→Sp↑。S/Y 是变数。 
4．哈罗德与卡尔、多马比较。 
哈模型中 s/v=△Y/Y ，s、v，n 是常数， s/v =n 是哈罗德模型的难题，故很难实现充分就业条

件下的稳定增长。 
卡尔多模型 s 是变量，通过调整 s，使 s/v=n ，合意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是相互独立的。

这种调整是通过通涨有利于资本家的分配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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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帕西内蒂模型（1962，Pasinetti,L.L） 

1．基本含义。 
重新系统阐述卡尔多模型，但强调工人有储蓄并必须归其所有。 
2．前提。 
规模报酬不变，人均产量 y=f（k）。假定两个阶级，工人也有自己的资本 KW,，总资本等于工

人的资本与资本家的资本之和：K＝KW＋KC，n=劳动力的增长率。 
竞争使得 r 和 w 分别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r=f’（k），w=f（k）－kf’（k）。 
3．增长公式 

0
**

== cw kk平衡增长的条件  
平衡增长的利润率＝劳动力增长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之比。 
工人资本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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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比较 

1．新古典经济学从人的理性行为推导出经济理论，剑桥学派从不完全竞争和不确定条件下根

据经验推导经济理论。 
2．新古典储蓄理论认为个人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效用 大化来进行储蓄的。剑桥学派根

据经验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是不变的，个人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储蓄。 
3．新古典的增长模型没有独立的投资函数，它的投资理论倾向于折现的利润流量极大化的程

序。 
4．卡尔多认为，投资者若根据他们如果能够在若干年内能够收回成本就进行投资，是无理性

的行为，避开把利润 大化目标。 

第四节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概念、假定与方程、两个基本命题、哈罗德模型难题的解决、模型的简单扩充、新古典

模型的缺点 

一、概念 

1．标志 
边际概念、用边际生产力解释价格，用完全竞争解释所有价格可变。 
凯恩斯把追随李嘉图深信经济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学家称为古典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

如果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维持充分就业，就可以实现新古典综合；19 世纪前半叶的经济学家关注长

期问题超过个别市场的行为，因此，现代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短期问题服从于长期问题。 
2．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流行的原因。与实际经验更加符合。论特别容易处理，适合于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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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向发展。 
3．产生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因设 L、K 之比不变而难以让人接受。 

二、假设与前提 

1．接收除固定比例 v 以外的所有哈罗德假定。只生产一种产品，储蓄就是投资，没有独立

的投资函数。经济经常处在充分就业状态，S 不断转化为 I。 S=sY，0<s<1。无折旧则 K*（资本增

量）＝I，I＝S，K*=S=sY；L*/L=n，劳动力按不变的比率增加。要素报酬由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

定。要素价格可变使得要素可以替代，K/L 可变，从而 v 可变，产量增长的途经有内在的稳定性。

生产函数 Y=f（K，L）.具有边际生产率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2．集约形式：y=f（k）=Y/L，k＝K/L，MPK＝f’（k）>0， f’’（k）<0； 

三、增长方程 

1． sf（k）=∆k+nk 
若 sf（k）>nk，∆k 会增加，反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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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均衡增长的（稳态）条件 
sf（k）=nk ，∆k=0 
sf（k）=nk，sf（k）/k=n，即哈罗德的 s/v=n 
命题 1：不论所有变量的初始值为何，经济都将稳定趋向平衡增长的轨道。平衡增长是稳定的。

即 nk<sf（k）<nk，通过 k 的变动实现 ke，实现△K/K=△y/y=n，长期内它们都按不变的 n 增长，

故均衡增长是稳定的。v=s/n，v 是可变的，故在 s/n 是常数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稳定增长。 
命题二：均衡轨道是存在的。比率不变的 n 是新古典长期的增长率，是经济收敛的平衡增长轨

道。∆ k=0， k 不变，从而作为 k 函数的人均产量 f（k）=Y/L 不变，即（Y/L）’=0，在 f（k）曲

线的 大点，有 Y 增长率=n 增长率，实现了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的条件。 
当 dY/Y>dL/L=n，k 需要增加；dY/Y<dL/L=n，k 需要减少。 
3．一国人均产量与储蓄率和人均资本的关系 
对于 Y=KaL1-a，y=（KaL1-a）/L=ka 
 

 
 
 
 
 
 

—公式表明，y 与 s、k 同向变动，n 与 k 和 y 反向变动。 

四、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最佳经济增长的条件 

1．问题的提出 
sf（k）=f（k）—（C/L）。新古典模型假定提高 s 会提高从而提高 sf（k），但是不能高到使

工人不消费，故长期增长率不能依赖 s 的提高。 
当 sf（k）>∆k+nk，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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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k）<∆k+nk，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S/L=S/Y×Y/L，∴Y/L 一定时，S/L 的变动要求 s 是可变的。 
2．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 
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 k 为何值，可实现 大 C/L。 

 
 
 
 

五、哈罗德难题和新古典模型 

1．哈罗德模型的两个基本难题： 
无任何机制能够证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 n。只要引进厂商预期，有保证的增长率就

是不稳定的。 
2．v 是可变的可变和 r 解决了哈罗德模型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如果遇到偏好陷阱和利率刚性，

价格稳定就不存在了，就有可能出现失业。 

六、简单新古典模型的扩充 

设 I 为总投资，λ为不变的折旧率，AL 为引进技术进步的有效劳动，技术进步按固定比率 g
增长，则 

I＝K*+λK，→ I/AL= K*/AL+λK/AL+gK/AL→ 
 
 
 
 

七、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 

1．总体生产函数和总体资本概念假定资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同质，非 
专用，能与任何数量和质量的工人结合。 
2．索罗模型没有给出均衡增长的时间。 
3．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假定市场完全，要素价格就能瞬时变化为均衡价格。 

第五节  两部门增长模型 

——菲尔德曼的增长模型（1927 年） 

一、前提： 

第 1 部类提高产出能力，第 2 部类维持现有水平；资本是限制增长的唯一因素；第 1 部类的产

品可以用于两个部门；μ为资本品产出用于第 1 部类的比例＝K1／K，用于第 2 部类的就是 1－μ

＝1－（K1／K）。 

二、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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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唯一的增长因素，劳动力可以按任何数量使用和构成，因此，生产函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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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品的总产出： 
 

 
 
 

消费品部门的情况：消费品产出 C＝Y2＝K2／v2 
 

 
 

模型说明：消费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的增长，而投资的增长取决于 μ/ν1. 消费增长率与（1－
μ）同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增长率会提高并达到 投资增长率= μ/ν1 所给的长期增长率。

提高μ 终会使消费、投资和产出增长超过不如此配置的增长。 

第六节  经济波动模型 

乘数加速数模型、理性预期货币周期波动模型、实际经济周期波动模型 

一、乘数加速数模型 

1．加速数原理 
加速数：产出水平及其变动与投资水平及其之间的关系 
v=K/Y，v=△K/△Y，已知 v，K 增加决定于 Y 的增长。 
总投资：Kt= v（Yt—Yt—1）+折旧率*Kt 
2．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基本思想 
投资通过乘数作用增加收入，收入增加通过加速数增加投资，循环往复引起经济扩张。收入增

大超过资源限度后，收入和销量停止增长，投资减少通过乘数作用减少收入，收入减少通过加速数

减少投资，循环往复引起经济衰退。衰退到谷底后，衰退期的负投资引起设备更新、复苏、投资和

乘数与收入增长和加速数的正向作用，引起新一轮经济扩张，等等。 
3．乘数-加速数模型 
基本方程：Yt=Ct+It+Gt ,Ct=bYt—1，It=v（Ct—Ct—1） 
Yt= bYt—1 +v（Ct—Ct—1）+Gt 

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波动理论 

1．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波动理论：在理性预期下，预测值等于实际值，若有偏

离则是由不可测的随机因素造成的。主要的随机因素时政府的政策袭击和自然条件的突变。实现了

充分就业时的失业是自然失业，经济波动不是因为市场和制度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的预期失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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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就业量偏离自然就业率的幅度大小，主要决定于预期通涨率与实际通涨率的差别。若实际通

涨大于预期通涨率，厂商和工人以为自己的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从而增加就业和劳动，就业率会

高于自然率。但只有政府的欺骗才能造成公众预期的失误，造成实际通涨率高于预期通涨率。 
2．理性预期的 AS—AD 模型。 
理性预期的 AD 曲线源于古典 MV=Py，为了反驳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使用 IS-LM 模

型导出的 AD 曲线：P＝ βM/（y-vA）。在理性预期下，Pe＝ βMe/（y*-vA）。 
根据自然率假说，劳动供求都是（w/p）的函数，从不完全信息得到的劳动供给曲线 N＝N*+

ε（P－Pe）、和附加预期变量的供给曲线 y=y*+ε（P－Pe） 
预期正确时（Pt=Pe）SS 与 AS、AD 曲线三线交一点。y＝y*，变动的只是价格。模型中可预

测的货币是中性的。 
预期错误时（Pi≠Pe），SS 曲线与 AD 或交于 AS 曲线的右方、或左方。 自然和政府政策袭

击引起了需求曲线截距的移动，从而引起了产量的波动。 
3．理性预期的意义和问题。 
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引进模型的更好方法；改变了政

府制定政策的路线；把经济学的基础变成了信息学而不是价格学。 
存在的问题：价格、工资总是能灵敏地使市场总是能迅速出清；公众比政府的信息量大、准确，

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公众作出理性预期的方法。实践如何定量检验预期失误。回避了失业和高

于自然失业率的问题，重点是通货膨胀加速。假定公众不犯（重复性的）错误。 

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巴罗） 

1．基本观点。只有价格的短期变动才使产量和就业变动。价格的长期变动不会使决策人的决

策意向发生变化，从而对就业没有影响。短期价格变动会影响当事人决定劳动和闲暇在现时和未来

之间的分配，从而引起总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变动。 
2．政策含义。当事人容易把反复出现通货膨胀看成是总价格水平的长期变动，频繁使用这种

政策，当事人的工作和产量不会对通货膨胀作出反应。只有突然的通胀政策才能奏效。 

四、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1．实际经济周期来源于外生因素：私人或政府需求偏好的随机变化；科学技术变化导致的生

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函数的变动。 
2．以技术冲击为例：技术变动引起生产函数变动，和资源函数（生产函数与折旧之和）的移

动，并引起经济预算约束线（消费与积累可能线的）同向移动。但若没有技术的进一步进步，实际

收入、资源约束线的移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小，直至达到稳定态。 

第七节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一、肯德里克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生产率是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2．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3．增长因素 
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率和全部要素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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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两大类共 7 项。 
第一大类。要素投入量：劳动、资本和土地。其中前两项是可变的，土地 
不变的。影响要素投入量的是，就业人数和年龄性别构成，工时，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资

本存量规模。 
第二大类。要素生产率：产出投入比。影响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资源配置、规模节约、和知

识进展。其中知识进展是发达地区 重要的的增长因素，它包括：技术知识－关于物品具体性质、

制造组合及使用它们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知识；因新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

等等。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同等重要。 

三、库茨涅兹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1．知识存量的增长。 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中间环节和

中介因素。 
2．生产率的提高。 
3．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变快的原因是：知识因素、生产因素、消费和需求结构变化慢制约

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4．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倒 U 型假说。 

四、索洛余值法 

1．索罗 1957 年（Solow,R.M.技术进步和总生产函数）用类似这样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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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2．余值法意义与缺陷 
主要讨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技术进步可以作为“余值”简练地计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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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Q—aGL—βGK 。余值法的缺陷：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要素的贡献之间的余地很大，不仅有计

算技术贡献，而且还有自然贡献，政策效应等等。 

第八节  新经济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 

1．假定劳动力同质，劳动力质量对出产无显著影响。 
2．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储蓄率不变,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随资本量增长，经济增长会缓慢，甚

至停止；索罗余数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研究范围之外。 
3．假定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放慢，落后国家增速会加快，不同国家的速度收敛于均衡增长轨道，

国际经济融合使技术共享，从而均衡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 
4．假定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外生。 

二、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的 4 个模型。 

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 
1．人力资本理论 
50-60 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加力·贝克尔（T.S.Becker）：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是指：劳动力数量、平均技术水平，在教育、技能、健康、知识改善、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能力上

形成的资本。 
80 年代罗默（Paul·Romer）、卢卡斯（Robert·Lucas）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

力。人力资本的微观效应是增加个人的收入回报，宏观效应是外部效应，对他人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2． Romer 模型 
厂商的专业知识会转化为社会知识↑社会生产率，故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内生因素。知识积累率

高低及其要素收益率高低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别的主因。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正相关。国际贸易可以

加快知识积累，提高世界总产出水平。 
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模型：包括知识在内的资本有外部经济技术正效应（溢出效

应:spillover effect）。每个厂商从其他厂商那里获得新的知识增加知识存量，影响产出。投资→知

识积累→经济增长→刺激投资，构成互动的内在良性循环机制，故投资持续增长能保持一国经济持

续增长。技术的整体增长同人力、物力成正比，提高投资效益，使生产函数报酬递增。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 
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具体化为全社会共有的一般知识的人力资本和劳动

者劳动技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只有专业化人力资本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人力资本外部作用表现

在行业平均技术水平上，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单个经

济单位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产出贡献大时，也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收益递增有高收入；

外在效应－边学边干获得经验形成的人力资本，表现为资本与其他要素收益都递增。人力资本形成

的第三个因素是，通过外贸引进高科技产品，通过直接操作新设备和消费新产品积累经验、学习掌

握新技术。一国应当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产品。 
4．干中学 
1962 年，Arrow 提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认为生产经验积累也是投入，强调经

验积累对增长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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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发对增长的作用 

企业盈利动机→投资→研发、新知识、新设计→提高生产率→提高 终产品产出→提高研发部

门知识存量积累、提高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生产率。 
两种方式使内生技术变化：由经济主体投资研发产生的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排他性，也有

具有扩散性、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厂商创新性和模仿性的研发。 

四、M.PG.Scott（英）新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 

1．继承新剑桥学派传统，认为资本不可加总，建议用新增投资总量与产出关系来代替，强调

技术进步与投资不可分，并可用投资数量来分析。 
2．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资本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知

识与技术对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重要影响。技术进步与投资不能割裂，资本投资是技术

进步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五、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 
Douglass C.North 和 Robert Paul Thomas：西方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 关键的是

财产关系的明确。 
Clyde.G.Reed 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实际收入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改善市场组织、健全司法

制度、商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 
交易成本下降有助于债权人和债务人谈判和履约成本下降和利率下降，从而有助于资本增长和

经济增长此。 
杨小凯的分工增长理论。把分工、交易成本和技术进步三者联系起来分析。 
2．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可以使经营管理成本的递减。制度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久的。制度创新涉及经

济、政治、法律等待创新的结合。 
3．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储蓄率政策。一般要求长期人均消费 大化的黄金律稳定态。特殊性条件下为了追求较高的当

前产出和增长率，储蓄率可以高于黄金律的要求。影响储蓄率的必要途径：改变存款利率和资本所

得税率，增加公共储蓄（T－G）和私人 S。 
技术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技术，专利保护，给研发企业减免优惠，优惠和保护高新技术企业，

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基本技术研究，补贴高校基础性科研活动，鼓励技术引进。政府对高边际

产出的企业按接受市场利率来决定引导其投资方向；对边产出低但有很大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支

持。 
4．政府在教育方面加大投资。 

本章复习 

1． 经济增长是指哪些方面的增长？ 
2． 度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 简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茨涅兹周期的主要区别？ 
4． 简述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 
5． 简述哈罗德模型的前提、理论基础和主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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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述哈罗德增长公式 s/v=△y/y 的含义。 
7．为什么说哈罗德模型是不稳定增长的模型？怎样使它能够成为稳定增长的模型？ 
8．简述多马模型公式的含义，说明为什么它与哈罗德模型具有相同的含义？ 
9．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前提有哪些？ 
10．简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和均衡增长方程。 
11．比较分析索洛模型与哈罗德模型。 
12．索罗的长期均衡增长公式如何转换为哈罗德公式？ 
13．为什么索罗模型是稳定增长模型？ 
14．什么是 佳经济增长？ 
15．为什么消费 大化的约束条件是资本产出比？ 
16．简述在 佳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 大化与人均产出、人均消费和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 
18．什么是增长率因素计算的“余值法”？ 
19．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缺陷是什么？ 
20、简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思想。 
21．简述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22．简述卡尔多收入分配增长理论的前提与主要观点。 
23．帕西纳蒂收入分配增长理论的主要特点。 
24．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 
25．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工增长理论。 
26．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交易成本理论。 
27．简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制度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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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中文名称：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Macroeconomics 
课程号： 
学时数： 54 
学分数：3 
制定（修订）单位： 商学院 国际经济研究所 
制定（修订）人： 李泳 
审核人： 
制定（修订）时间： 2007 年 3 月 

一、课程简介与课程性质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专科起点的本科开放教育金融、财会、工商管理等专业必修的基

础理论课。其培养目标为：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会计、管理发展需要的，从事金融理论研究、会计理论研究和管理理论

研究的研究人员和从事金融、会计和管理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本课程采用英语授课，在

完成宏观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着重于培养学生在各种专业学习及科研活动中英语语言的应用能

力，运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的沟通能力，信息获取、整合及应用能力。 

二、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在

经济发展中的运行机制和方法、调控的手段等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2．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学会观察和分析经济运行中所需的环境、条件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的正确方法，培养学生辨析经济理论和解决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3．注意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意识和全新的经济理念，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即要注重对

经济理论的传递与积累，更要注重利用这些经济理论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作到运用理论分析

现实经济的运行，以现实经济发展的实际丰富经济理论。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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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   The Science of Macroeconomics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e objective of this chapter is to teach the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modules mirroring the sequencing of the text, macroeconomics. Understanding w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the six parts and a total of nineteen chapters with a module written for each chapter, knowing the 
key concepts. 

学时分配：3 
1．Economics 
What is economics about? Many people relate it to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money and how to 

make as much of it as possible. Others claim that it deals with making choices and facing trade-offs. Still 
others associate it with government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and how they can best help a country’s 
economic health. 

2．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is country as well as many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3．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A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represents outcome or production combinations that can be 

produced with a given amount of resources. 
4．Economic Growth 
If an economy is operating at a point on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it means, by definition, 

that all resources are used and they are utilized as efficiently as possible.  It is, in other words, the 
maximum that can be produced with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It follows then that output 
cannot increase if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remain constant.  When economists discuss the concept 
“scarcity,” they refer to the economic reality that resources are limited and that at any given point in time, 
output is limited.  The production of one particular good or a category of goods (consumer goods) can 
increase, but only at the expense (opportunity cost) of decreasing production of another good or category 
of goods. 

5．Reasons for Economic Growth 
Advances in technology occur because of inventions and improvements in producing goods and 

services.  Inventions and improvements take place when entrepreneurs have incentives to produce more 
efficiently and lower their costs.  When lower costs lead to higher profits and greater rewards, 
entrepreneurs are motivat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untries which allow 
entrepreneurs to keep all or most of these rewards (by limiti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have been shown to experience greater rates of technological growth. 

6．Nominal and real values 
When we refer to nominal values, such as nominal prices, earnings, wages or nominal interest rates, we 

refer to the dollar value of the prices, earnings, wages, or the numerical value of the interest rates.  Real 

values are always values in comparison, or relative, to other related economic variables. 

7．Positive and normative economic statements 
Positive economic statements are facts or relationships which can be proven or disproven.  A 

normative economic statement is someone’s opinion or value judgment about an economic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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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A common error in the thinking of economists, politicians or even “normal” people, is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one person or a group of people, the same will happen to society at large. 
9．Cause and effect 
It is tempting to conclude that if one event occurs after another, that the first occurring event caused 

the second event.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The best definition of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2．T or 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is currently a pure capitalist or a so-called laissez-faire 

economy. 
3．T or F Karl Marx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were economists who advocated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a free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economic decisions are made solely by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4．T or F A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represents combinations of output among which people 
are indifferent. 

5．T or F A point on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illustrates an economic production 
combination of maximum efficiency or at a macro economic level, full employment. 

6．T or F Economic growth is caused by an increase in a country’s macro economic demand. 
7．T or F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shifts out as a result of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increases in the country’s capital stock. 
8．T or F Given a fixed stock of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additional capital goods can be produced 

by producing fewer consumption goods. 
9．T or F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re common occurrences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 our 

governments industrial policy and our advanced system of social welfare. 
10．T or F If prices increase by 25 percent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and nominal wages have 

gone up by 20 percent, then real wages have risen. 
11．T or 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a positive economic statement:  “If the Fed in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the country’s price level rises.” 
12．T or 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a positive economic statement:  “The Fed’s increase 

in the money supply is desirable to allow consumers to purchase additional goods and services each year.” 
13．T or F It is beneficial for one farmer to be more productive and be able to supply more to the 

market.  Therefore it is beneficial for all farmers to do so. 
14．T or F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one category of product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all other categories of products in our economy. 
15．T or F If one event follows another, the other must have caused the one. 
16．T or 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past sixty year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se countries has also gone up.  We can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the increase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has contributed to our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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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O  National Income: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Where It Goes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We begin with firms and see what determines their level of production (and thus, the level of 

national income). Then, we examine how the markets for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e this income 
to households. Next, we consider how much of this income households consume and how much they save. 
We will also discuss the demand arising from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purchases. Finally, we discuss 

how the demand and supply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brought into balance. 

学时分配：3 
1． An economy’s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 (GDP) depends on: 
(1)quantity of inputs 
(2)ability to turn inputs into output 
2．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re the inputs used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are capital and labor. In this module, we will take these factors as given 
(hence the overbar depicting that these values are fixed). 

K (capital) = K 
L (labor) = L 
3．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MPL) is the extra amount of output the firm gets from one extra 

unit of labor, holding the amount of capital fixed and is expressed using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PL = F(K,L + 1) - F(K,L). 

Most production functions have the property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 holding the amount of 

capital fixed,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decreases as the amount of labor increases. 

4．The income that remains after the firms have paid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is the economic profit 
of the owners of the firms. Real economic profit is: Economic Profit = Y - (MPL × L) - (MPK × K) 
or to rearrange: Y = (MPL × L) - (MPK × K) + Economic Profit. 

5．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 is the amount by which consumption changes when 
disposable income (Y-T) increases by one dollar. To understand the MPC consider a shopping scenario. A 
person who loves to shop probably has a large MPC, let’s say (.99). This means that for every extra dollar 
he or she earns after tax deductions, he or she spends $.99 of it. The MPC measure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hange in one variable (C) with respect to a change in the other variable (Y-T). 

6．Concepts: Factors of production / Production function /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 Factor prices 
Competition /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MPL) /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 / Real wage /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MPK) / Real rental price of capital / Economic profit vs. accounting profit / 
Disposable income / Consumption function /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 Nominal interest rate / 
Real interest rate / National saving (saving) / Private saving / Public saving / Loanable funds / Crowd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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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Suppose that in the far-off land of Drunkmenistan, the sole product is Vodka.  In the year 2000, 
which we call the Base Year for calculating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Drunkmenistan produces 
1．0 billion liters of Vodka, at a price of $1．00 per liter.  In 2001, Drunkmenistan produces 1．2 billion 
liters of vodka, at a price of $1．10 per liter. 

GDP in current dollars, or nominal GDP, is equal to the total value of goods and services sold.  In 
the case of Drunkmenistan, in 2000 the total sales of Vodka were 1．0 billion times $1．00, or $1 billion.  
In 2001, total sales were 1．2 billion times $1．10, or $1．32 billion. 

GDP in constant dollars, or real GDP, is equal to current dollar GDP times the Base Year price level, 
divided by the current year price level.  In the Base Year, the current year price level equals the Base 
Year price level, so in the Base Year real GDP in constant dollars is always equal to current dollar GDP.  
However, in 2001 in Drunkmenistan, constant-dollar GDP is $1．32 billion times $1．00/$1．10, or $1．2 
billion. 

To summarize, we have 
Year Liters of Vodka Price per Liter Nominal GDP Real GDP 
2000  1．0 billion        $1．00       $1．00 bill  $1．0 bill 
2001  1．2 billion        $1．10       $1．32 bill  $1．2 bill 
Note that real GDP follows a pattern similar to the liters of Vodka.  Real GDP is supposed to mirror 

the physical quantiti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djusted for price changes.  In fact, we do not need the 
physical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o compute real GDP.  It is sufficient to know nominal GDP and the 
price change from the base year to the current year. 

Next, consider a country that produces two products: bacon and eggs.  Suppose that we are given 
the following data: 

Year Price of Eggs Price of Bacon Egg Sales Bacon Sales 
2000  $0.40          $1．00        $10 bill   $30 bill 
2001  $0.50          $1．20        $12 bill   $42 bill 
To calculate nominal GDP, we add egg sales and bacon sales.  To calculate real GDP, we calculate 

real egg sales and real bacon sales, and then add them up.  Real egg sales are equal to egg sales times the 
ratio of the price of eggs in the base year to the price of eggs in the current year.  Real bacon sales are 
equal to bacon sales times the ratio of the price of bacon in the base year to the price of bacon in the 
current year.  For example, for 2001, real egg sales = $12 billion times $0.40/$0.50 = $9．60 billion.  
Overall, the results are: 

Year  Real Egg Sales Real Bacon Sales  Nominal GDP   Real GDP 

2000  $10 bill        $30 bill          $40 bill       $40.0 bill 
2001  $9.6 bill       $35 bill          $54 bill        $44．6 bill 
The price of eggs and the price of bacon went up by different amounts from the base year to the 

current year.  How much did prices go up in the economy on average?  One measure of average prices 
is the implicit GDP deflator.  It is simply the ratio of nominal GDP to real GDP, which in this case is 1．0 
in 2000 (why is the implicit deflator always equal to 1．0 in the Base Year?).  In 2001, the ratio is 
$54．0/$44．6, or 1．21, which is the value of the implicit GDP deflator in 2001． 

We can compute an implicit deflator for each product in the economy.  For example, the 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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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lator for eggs in 2001 would be nominal egg sales divided by real egg sales, or $12/$9．6 = 1．25, 
which says that the price of eggs is 25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base year. 

Total real GDP in the bacon-and-eggs economy is the sum of real egg sales plus real bacon sales.  
Total nominal GDP is the sum of nominal egg sales plus real bacon sales.  However, the implicit deflator 
for GDP is not the sum of the deflator for eggs plus the deflator for bacon.  Instead, the overall implicit 
deflator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two deflators. 

In each exercise below,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tables.  Remember that in the base year, real GDP is 
always equal to nominal GDP.  Real GDP in the current year is nominal GDP times the ratio of the price 
in the base year to the price in the current year. 

1．The economy produces only wheat. 

Year Price of Wheat Nominal GDP Real GDP 
Base Year $0.20 per bushel $46 billion  

Next Year $0.25 per bushel $55 billion  

2．The economy produces only hamburgers 
Year Price per Hamburger Nominal GDP Real GDP 
Base Year $2．50 $1 million  

Next Year  $1．25 million $1．2 million 

3．The economy produces only Yoga classes 
Year Price per Class Nominal GDP Real GDP 
Base Year  $40 million  

Next Year $55．00 $44 million $40 million 

4．The economy produces only ice cream. 
Year Price per gallon Nominal GDP Real GDP 
Base Year  $20 million  

Next Year $3.00 $30 million $18 million 

I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2000 is the base year. 
5．The economy produces hamburgers and hot dogs.  Remember that the value of real sales of a 

good in the current year equals its nominal sales times the ratio of its price in the base year to its price in 
the current year.  Total real GDP is the sum of real sales of hamburgers plus real sales of hot dogs. 

Year  Price of  Price of  Sales of  Sales of  Nominal GDP  Real GDP  Implicit Deflator 
burgers  hot dogs   burgers    hot dogs 

2000   $2.00    $2.50      $8 bill     $11 bill 
2001   $3.00    $3.00      $11 bill    $14 bill 
6．The economy produces chewing gum and earrings. 
Year  Price of  Price of  Sales of   Sales of  Nominal GDP  Real GDP  Implicit Deflator 

gum    earrings   gum      earrings 
2000   $1.00    $40.00   $1.5 mill   $50 mill 
2001   $1.04    $43.00   $53.1 mill  $56.3 mill 
7．The economy produces t-shirts and brace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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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Price of  Price of  Sales of   Sales of  Nominal GDP  Real GDP  Implicit Deflator 
shirts     bracelets  shirts     bracelets 

2000               $19.00    $20 bill    $65 bill 
2001       $15.00  $20.00     $30 bill    $40 bill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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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HREE  Money and Inflation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eals with Functions of Money related knowledge including 
various of world trad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trade barriers, as well as major types of invisible trades. 

学时分配：3 
1． The money supply is the quantity of money available in an economy. The control over the money 

supply is calle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etary policy is conducted in a partially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called the Federal Reserve, or the Fed. 
2． A money demand function is an equation that shows what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of real money 

balances people wish to hold. Here is a simple money demand function: 
(M/P)d = k Y 
3．Three building blocks that determine the economy’s overall level of prices: 
1)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determine the level of output Y. 
2)The money supply determines the nominal value of output, PY. 
This follows from the quantity equation and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velocity of money is fixed. 
3)The price level P is then the ratio of the nominal value of output, PY, to the level of output Y. 
4．The Federal Reserve controls the money supply in three ways. 
1) Open Market Operations (buying and selling U.S. Treasury bonds). 
2) Reserve requirements (never really used). 
3) Discount rate which member banks (not meeting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pay to borrow from the 

Fed. 
5．The quantity equation can be viewed as a definition: it defines velocity V as the ratio of nominal 

GDP, PY, to the quantity of money M.  But, if we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velocity of money is 
constant, then the quantity equation MV=PY becomes a useful theory of the effects of money. 

6．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and the rate of inflation    r = i – 　7． The quantity theory (MV = PY) 
is based on a simple money demand function: it assumes that the demand for real money balances is 
proportional to income. But, we need another determinant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 demanded– 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Unanticipated inflation is unfavorable because it arbitrarily redistributes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 
9. Hyperinflation is defined as inflation that exceeds 50 percent per month, which is just over 1% a 

day. 
Costs such as shoe-leather and menu costs are much worse with hyperinflation– and tax systems are 

grossly distorted. Eventually, when costs become too great with hyperinflation, the money loses its role as 
store of value, unit of account and medium of exchange.  Bartering or using commodity money becomes 
prevalent. 

10．Key concepts 
Inflation / Hyperinflation / Money / Store of value / Unit of account / Medium of exchange / Fiat 

money 
Commodity money / Gold Standard / Money supply / Monetary policy / Central Bank / Federal 

Reserve / Open-market operations / Currency / Demand deposits / Quantity equation / Transactions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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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ney / Income velocity of money / Real money balances / Money demand function /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 Seigniorage / Nominal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 Fisher equation / Fisher effect / Ex ante 
and ex post real interest rates / Shoeleather costs / Menu costs / Real and nominal / variables / Classical 
dichotomy / Monetary neutrality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The unweighted average of a 20 percent rise and a 10 percent rise is a 15 percent rise. 
2．T or F If ten televisions increase in price by 20 percent and two computers rise in price by 10 

percent, then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rise in prices is 12 percent. 
3．T or F The formula for the price level, as defined by the GDP deflator is: 

P = (Dc/Sc) x 100. 

4．T or F Applying the formula for the price level, if the level of aggregate spending in our economy 
is $200, and the total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is 5 units, then the price level is $40 per unit. 

5．T or F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n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to $300 and the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remains the same as in the previous problem, then the price level increases to $50 per unit. 

6．T or F If the Federal Reserve keeps the money supply constant (invariable) relative to problem 4 
(i.e., aggregate spending remains at $200) and the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increases to 10 units, then 
the price level decreases to $20 per unit. 

7．T or F Economic activity can be stimula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through increases in the 
money supply. 

8．T or F An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money supply) translates into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inflation) and harms production. 

9．T or F Disadvantages of inflation include malinvestments, a drop in long term interest rates, 
public illusions that certain government programs are free, an increase in taxes, a higher savings rate and a 
decline in exports. 

10．T or F Considering how much our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has increased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price level should have fallen drastically over this time.  The reason why it has not is 
because of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11．T or F Most economists and politicians associate falling prices with adverse economic 
situations, because deflation often accompanies depressions.  However, falling prices can be a sign of 
economic health. 

12．T or F Real spending is determined by purchasing power, not the nominal volume of money 
available in society.  Purchasing power in turn is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ive efforts of entrepreneurs 
and laborers. 

13．T or F Productivity is stimulated by encouraging maximum reward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se rewards, i.e., the property gained from production. 

14．T or F An invariable money supply results in a loss of people’s property, because it leads to 
a devaluation of the money in circulation. 

15．T or F A gold standard is helpful to keep prices relatively constant because it forces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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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supply to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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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OUR  The Open Economy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wells on the general feature of an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discusses the common instruments of payment that is graphed, as well as some forms of payment focusing 
on documentary collection. 

学时分配：3 
1． A fiscal expansion in a foreign economy large enough to influence world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ises the world interest rate 
 

 

 

 

 

 

 

 

 

 

 

 

 

 

2．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s a global market in which banks are connected through high-tech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in order to purchase currencies for their customers. 

3．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wo countries is the price at which residents of those countries trade 
with each other. 

4．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is the relative price of the currency of 
two countrie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s the relative price of the goods of two countries. That i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ells us the rate at which we can trade the goods of one country for the goods of another. 
5．Purchasing Power Parity suggests that nominal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primarily reflect 

differences in price levels of nations. 
Net exports / Trade balance / Net capital outflow / Trade surplus and trade deficit / Balanced trade 
Small open economy / World interest rate / Nominal exchange rate / Real exchange rate / 

Purchasing-power parity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S 

I(r) 

Investment, Saving, I, S 

Real  

interest  

rate, r*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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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If the value of the Mexican peso declines rel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dollar, then ceteris 

paribus, Mexican goods purchased by U.S. importers become more expensive. 
2．T or F A French bottle of wine is priced at 100 French francs.  If a U.S. dollar currently 

exchanges for 5 French francs, then the U.S. importer, assuming, for simplicity, that no import taxes are 
levied, will pay 20 dollars for the bottle of wine. 

3．T or F If the value of the U.S. dollar increases to 6 francs per dollar, then the price of the bottle of 
wine to the U.S. importer will increase. 

4．T or F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re set each month by the foreign country’s central bank. 
5．T or F An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German marks because, for instance, foreign countries are 

purchasing more German products,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value of the German 
mark if the rate is allowed to fluctuate. 

6．T or F An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U.S. dollars to the world economy will, ceteris paribus, raise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dollar relative to other currencies. 

7．T or F If a currency A is fixed relative to currency B and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A rises, then in 
order to avoid shortages of currency A, the central banks of associated countries A and B will need to 
increase their purchases of currency A. 

8．T or F If a currency C is fixed relative to currency D, and the supply of currency C rises, then in 
order to avoid shortages of currency D, the central banks of associated countries C and D will need to 
increase their purchases of currency C. 

9．T or F An official lowering of the value of a fixed rate currency is called a devaluation. 
10．T or 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s an accounting system used to keep track of the monetary 

value of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11．T or F If a country is running a trade deficit, then its balance of payments is said to be 

negative. 
12．T or F The current account includes the merchandise trade account; the merchandise trade 

account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untry’s exports and imports. 
13．T or F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current account are the services account, the investment 

income account, and the capital account. 
14．T or F The capital account includes several accounts dealing with financial assets (stocks, 

bonds, etc.) real estate and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15．T or F When a country runs a trade deficit, it is a signal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structurally 

wrong with that country’s economy. 
16．T or F Low prices on foreign goods imported into our country are a threat to our domestic 

economy. 
17．T or F Foreign compan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invest in our domestic economy because 

their capital and business expertise provides greater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18．T or F Free and unregulated trade, whether domestically or internationally, leads to long 
term maximum economic growth and optimal econom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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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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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IVE  Unemploymen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knowledg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uch as its types, and every type’s development, function and role. 

学时分配：3 
1．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is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toward which the economy 

gravitates in the long run. 
2． Any policy aimed at lowering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must either reduce the rate of job 

separation or increase the rate of job finding.  Similarly, any policy that affects the rate of job 
separation or job finding also changes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3． Wage rigidity is the failure of wages to adjust until labor supply equals labor demand. 
4． The government causes wage rigidity when it prevents wages from falling to equilibrium levels. 
5． Efficiency-wage theories hold that high wages make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So, though a 

wage reduction would lower a firm’s wage bill, it would also lower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the firm’s 
profits. 

6． Key Concepts: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 Sectoral shift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age rigidity /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 Insiders versus outsiders / Discouraged worker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a free trade area?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st notabl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world. 
2． In what way is a customs union different from a free trade area? 
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on market？Which organization remained a common 

market for some years in the past? 
4．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an economic union? Can members of an economic union keep all 

of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5．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 
6． 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of the EU? What is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EU? How 

does it operate? 
7．Explain briefly the five lay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8． What are the tenet and objectives of APEC? What is meant by its two wheels? 
9． What are the nature and objectives of OPEC?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vision of a unified Europe has a long history.  The idea has at different times been promoted by 

philosophers, monarchs, politicians and religious leaders and can be traced _______ at least as far as the 
Roman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w this dream sh________ by the two world wars that ravaged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However, WWII served to reaffirm that "antagonistic nationalism" was a potent cause of violent 
conflict on the 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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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ton Churchill, in a speech de_______ in Zurich on September 19, 1946, suggested moving forward 

with a plan to unify Europe ______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oon after, in 1949, the Council of 

Europe was founded to foster politic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two main actors i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unification were Altiero Spinelli 
and Jean Monnet.  Spinelli, an Italian federalist, advanced the idea that local, __________, national, and 
European authorities should “cooperat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a union.  Spinelli endorsed the 
“Federalist Approach” to European unification. Monnet, on the other hand, ad________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which suggested a “gradual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independent Europe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th these approaches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mbined in the contemporary vis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at vision is ________ on the conviction th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need to be 
matched by independent European institutions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areas in which joint ac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ction by individual states.  These areas include the s_______ market, monetary 
polic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and the cre________ of an area of freedom 
and justice”.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Before examining the EU-US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brief look into the foundations and dominant 

features of this profoundly important, mutually productive partnership will be tak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njoy the world’s largest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and are each 

other’s largest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 

In 2003, two-way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EU15 and the US amounted to USD 
593．2 billion. 

EU15 investment in the US has likewise grown steadily: by the end of 2003, EU15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amounted to USD 855．669 billion, or 62．1 percent of to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Similarly,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15 amounted to USD 844．698 billion, or 47．2 percent of total 
US FDI.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European market for American investors is enhanced by the 
maturing Single Market and by the single currency, the euro, which was launched on January 1, 1999 and 
is shared by 12 of the 25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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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SIX  Economic Growth I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get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WTO and its objectives, and why China 
should gain accession to the WTO. 

学时分配：3 
1．The Solow Growth Model is designed to show how growth in the capital stock, growth in the 

labor force, an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interact in an economy, and how they affect a nation’s total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 
2．The production function re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puts (labor (L), capital (K),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to outputs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for a certain time period).Y  =  F  ( K , L ) 
3．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MPK = f (k + 1) – f (k) 
4．The saving rate s determines the allocation of output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For 

any level of k, output is f(k), investment is s f(k), and consumption is f(k) – sf(k). 
5．The Golden Rule Level of Capital 
Keep in mind that the economy does not automatically gravitate toward the Golden Rule steady state. 

If we want a particular steady-state capital stock, such as the Golden Rule, we need a particular saving 
rate to support it. 

6．Like depreciation, population growth is one reason why the capital stock per worker shrinks. 
7．For the economy to be in a steady state investment s f(k) must offset the effects of depreci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  + n)k. This is shown by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curves. An increase in the 　

saving rate causes the capital stock to grow to a new steady state. 
8．Final point on saving: 
•In the long run, an economy’s saving determines the size 
of k and thus y. 
• The higher the rate of saving, the higher the stock of capital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y. 
•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saving causes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 
but eventually that growth slows as the new steady state is 
reached. 
9．Key Concepts: 
Solow growth model / Steady state  / Golden rule level of capital / Efficiency of labor / 

Labor-augmen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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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Here is data on population, nominal GDP, and the price index for a hypothetical country in various 
years. Fill in the missing values from the table. 

1．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nominal GDP between 1985 and 1995? 
2．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etween 1980 and 1990? 
3．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per capita between 1990 and 1995? 
4．Which period had the fastest average annual inflation rate? 
5．From 1980 to 1985, which was growing faster--real GDP or population? 
6．If real GDP per capita were higher in 1983 than in 1985, then which grew faster between 1983 and 

1985--real GDP or population? 
7．Inflation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the price index. From 1990-1995, which was 

growing faster--nominal GDP or inflation? 
8．Suppose that from 1990 to 1993 inflation grew faster than nominal GDP. What would happen to 

real GDP? 
9．India's per capita GDP is $2000, and the per capita GDP in the U.S. is $27,000. Suppose that from 

now on, India's per capita GDP grows at a 5 percent annual rat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 capita GDP 
grows at a 1．5 percent annual rate. Which economy will have a higher GDP per capita in 20 years? in 50 
years? in 100 years?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Year Population Nominal 

GDP 
Price 

index 
Real 

GDP 
Real GDP Per Capita 

1980 120 million $1．23 

trillion 

0.94 ? ? 

1985 125 million $1．81 

trillion 
1．16 ? ? 

1990 132 million $2．22 

trillion 
1．33 ? ? 

1995 139 million $2．80 

trillion 
1．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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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SEVE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Fluctuations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grasp the reas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ormat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rganization and way of operation. 

学时分配：3 
1． Short-run fluctuation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are called the business cycle. 
2． In the long run, prices are flexible and can respond to changes in supply or demand.  In the short 

run, many prices are “sticky” at some predetermined level. 
3． Aggregate demand (A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output demanded and the 

aggregate price level.  It tells us the quant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people want to buy at any given level 
of prices. 

4． Aggregate supply (A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goods and services supplied 
and the price level. 

5． A goal of the aggregate demand/aggregate supply model is to help explain how shocks cause 
economic fluctuations.  Economists use the term stabilization policy to refer to the policy actions taken 
to reduce the severity of short-run economic fluctuations.  Stabilization policy seeks to dampen the 
business cycle by keeping output and employment as close to their natural rate as possible. 

6． Key Concepts: 
Aggregate demand / Aggregate supply / Shocks / Demand shocks / Supply shocks /  Stabilization 

policy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Business Fluctuations are recurring ups and downs in stock market prices as measured b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2．T or F Recessions are usually accompanied by rising unemployment, decreasing real incomes, 
and increasing inflation. 

3．T or F An average expansion lasts about four years, while an average recession lasts 
approximately three years. 

4．T or F John Maynard Keynes blamed overproduction and underconsumpti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recessions and depressions. 

5．T or F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Austrian school economists, such as George Reisman, claim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s reluctance to pump more money into the economy when needed, causes 
recessions and depressions. 

6．T or F According to Keynesian theory, a fast growing economy leads to inflation. 
7．T or F Classical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economic problems correct themselves in the long run 

and correct more quickly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involvement. 
8．T or F Keynesian economists argue that increases in demand, artificially stimul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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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pending or increases in the money supply, will raise output and lower unemployment in the 
long run. 

9．T or F Classical economists claim that real increases in aggregate demand can only be caused by 
increases i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i.e. aggregate supply must increase first, then aggregate quantity 
demanded will follow. 

10．T or F According to this workbook,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was primarily caused 
by over expansive Federal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920s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in the areas of anti-trust legislation and labor union laws. 

11．T or F Unemployment rates as re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s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on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12．T or F A person who does not currently hold a job and wishes to obtain one, but has given up 
looking because of the bleak economic forecast, is counted in the official unemployment rate as 
unemployed. 

13．T or F A person who holds a twenty-hour per week part-time job is counted in the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as half unemployed. 

14．T or F Horse and buggy makers during the 1920s faced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advent of the automobile.  This is an example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15．T or F Automobile workers laid off temporarily because of a short term dip in the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 are considered frictionally unemployed during the time of their lay-off. 

16．T or F Most government economists define full employment as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around 5 percent.  This unemployment is due to frictional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which are 
considered unavoidable.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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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EIGHT  Aggregate Demand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wells on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ypes of business 
negotiations, the items for a formal agreements, and The stipula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contract. 

学时分配：3 
1．The Great Depression caused many economists 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from Chapters 3-6). They believed they needed a new model to explain such a pervasive economic 
downturn and to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might ease some of the economic hardship that society 
was experiencing. 

2．The model of aggregate demand (AD) can be split into two parts: 
IS model of the ‘goods market’ and the  LM model of the ‘money market’ 
The IS curve (which stands for investment saving) pl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 rate and 

the level of income that arises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e LM curve (which stands for liquidity and money) plo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 rate 

and the level of income that arises in the money market. 
3．The multiplier process helps explain fluctuations in the demand for output. 
The government-purchases multiplier is: 

Y/ G = 1 + MPC + MPC2 + MPC3 + …　 　  
Y/ G = 1 / 1 　 　 - MPC 

The tax multiplier is: 
Y/ T = 　 　 - MPC / (1 - MPC)he IS curve shows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interest rate and the level 

of income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services. The IS curve is drawn 
for a given fiscal policy.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 that raise the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shift the IS 
curve to the right. Changes in fiscal policy that reduce the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shift the IS 
curve to the lef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S curve/equation, Y= C (Y-T) + I(r) + G and the LM curve/equation M/P = 
L(r, 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aggregate dem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IS and LM curves represents simultaneous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n the market for real money balances for given value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axes,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 price level. 

IS-LM Model / IS Curve / LM Curve /  Keynesian cross / Government-purchases multiplier / Tax 
multiplier / Theory of liquidity preference /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 Pigou Effect / 
Debt-deflation theory 

复习与思考题 

1．Use supply and demand curves to illustrate the statement "Talk is cheap because supply exceeds 
demand." At what price is this comparison being made? 

2．In 1973, the U. S.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any woman has a right to an abortion. What effect do 
you think this ruling had on the price and quantity of abortions? Use a diagram to illustrate your answer. 
[Note: before the ruling, "black market" abortions were available in some places.] 

3．The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curv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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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 = 30 - 4p (demand curve) 
Qs = 10 + 1p (supply curve) 
A. What is the equilibrium? 
B. What is the formula for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 at various possible points along this demand 

curve? What is the elasticity at the equilibrium? 
C. What is the formula for the elasticity of supply? What is the elasticity at the equilibrium? 
D. What happens if the government sets the price at $3? At $4? At $5? 
4．Initially,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s farmers that it will buy as much rice as they want to sell at a 

price p* that is above the market equilibrium price. How does this policy affect this market? Next, the 
government changes its policy so that it will only buy up to Q* units of rice per year at p*. Any additional 
units of rice must be sold at the market price. How does this new policy change the market outcome? 

5．What is the effect of a 10% ad valorem tax on equilibrium price and quantity if the demand curve 
is (A) vertical, (B) downward sloping, or (C) horizontal? What is the incidence of the tax that falls on 
consumers? 

6．A virus killed more than half the oysters used to produce pearls in the world's busiest undersea 
factory. Use a diagram to indicate why the price of pearls used in earrings rose 18%. Can you infer 
anything about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or supply from this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Lynn Ramsey, 
president of the Jewelry Information Center in New York, "Price is not an object in this market." What do 
you think she means by this statement? Is this statement consistent with the evidence? [Dana Canedy, 
"Mysterious Virus at Source Drives Up the Price of Pearls,"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88:A1, A16．]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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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NINE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Open Economy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eals with the counter trade and its variants. The presumed 
advantages in counter trade. 

学时分配：3 
1． The Mundell-Fleming Model 
IS*: Y = C(Y-T) + I(r*) + G + NX(e) 
LM*: M/P = L (r*,Y) 
The Mundell-Fleming model shows that fiscal policy does not influence aggregate income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 fiscal expansion causes the currency to appreciate, reducing net exports and 
offsetting the usual expansionary impact on aggregate demand. 

The Mundell –Fleming model shows that monetary policy does not influence aggregate income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s.  Any attempt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is futile, because the money 
supply 

must adjust to ensure that the exchange rate stays at its announced level. 
The Mundell-Fleming model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almost any economic policy on a small open 

econom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exchange rate is floating or fixed. 
The Mundell-Fleming model shows that the power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to influence 

aggregate demand depends on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undell-Fleming Model /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 Fixed exchange rates / Devaluation / Revaluation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If ten thousand consumers purchase tickets at $8 = whereas, thirteen thousand buy them at 
$12, we are observing the law of demand. 

2．T or F The law of demand states that if demand increases, then the price of a good or service 
increases and vice versa. 

3．T or F Quantity demanded may increase because an increase in supply lowers the price. 
4．T or F When the Demand Curve shifts to the right, we can say that demand has increased and 

supply has increased as well. 
5．lustrate in a diagram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equilibrium price and quantity of computers if 

buyers’ incomes rise. 
6．lustrate in a diagram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market price and quantity of automobiles if 

technology advances lower the manufacturers’ cost of production. 
7．llustrate in one diagram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market price and quantity of compact disks if:  a) 

the price of digital audiotapes drops, and b) advances in the technology of producing the compact disks 
lower the cost of making CD’s. 

8．plain through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price of illegal drugs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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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ccessfully steps up its efforts to prosecute drug dealers (assume no other changes). 
9．at do you expect to happen to the price and quantity (number of households subscribing to cable 

t.v.) if (illustrate all 3 changes in one diagram): 
a.nsumers’ incomes rise 
b.e price of video rental movies, a substitute product, increases 
c. cost of producing cable t.v. program falls. 
10．When the price of strawberries decreases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supply) we speak of an 

increase in   ; whereas when higher incomes make consumers buy more strawberries, we speak of 
an increase in   . 

a.antity demanded; demand 
b.antity demanded; quantity purchased 
c.mand; normal goods 
d.mand; quantity demanded 
11．me that a generic brand vanilla ice cream is what economists call an inferior good.  What would 

the theory of Demand and supply predict as to how price and quantity will change if:  (1) consumer 
incomes are declining; and simultaneously (2) the government slaps a lump tax on the production of 
generic ice cream. 

a.a(1) price indeterminate; (2) quantity falls 
b.(1) price falls; (2) quantity rises 
c.(1) price falls; (2) quantity indeterminate 
d.(1) price rises; (2) quantity indeterminate 
12．T or F Prices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in limited supply (land, labor, raw materials) 

increase as demand rises, even in the long run. 
13．T or F Prices of manufactured goods increase considerably if their demand rises, even in the 

long run (assume that the cost of production remains constant). 
14．T or F Government price controls are economically efficient and lead to long term economic 

benefits. 
15．T or F A free market system allocates goods and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true needs and 

demands of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16．T or F A free market system, i.e. one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exerts minimal control over 

economic decisions, is unfair, because it leads to inequalities of incomes and wealth.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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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EN  Aggregate Supply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Lessons 11 and 12 are on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pay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etter of credit. This lesson focuses on its definition contents, process of operation as well 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学时分配：3 
1．The sticky-wage model shows what a sticky nominal wage implies for aggregate supply. To 

preview the model, consider what happens to the amount of output produced when the price level rises: 
1) When the nominal wage is stuck, a rise in the price level lowers the real wage, making labor 

cheaper. 
2) The lower real wage induces firms to hire more labor. 
3) The additional labor hired produces more output. 
2．The imperfect-information model assumes that each supplier in the economy produces a single 

good and consumes many goods. 
3．The Phillips-curve equation and the short-run aggregate supply equation represent essentially the 

same macroeconomic ideas.  Both equations show a link between real and nominal variables that causes 
the classical dichotomy (the theoretical separation of real and nominal variables) to break down in the 
short run. 

 = 　 　-1    n) + 　　　 　 
4．In the short ru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are negatively related. At any point in time, a 

policymaker who controls aggregate demand can choose a combination of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on this short-run Phillips curve. 
5．Rational expectations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optimally use all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ies, to forecast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a change in monetary 
or fiscal policy will change expectations, and an evaluation of any policy change must incorporate this 
effect on expectations. If people do form their expectations rationally, then inflation may have less inertia 
than it first appears. 

6．Fluctuations in aggregate demand affect output and employment only in the short run.  In the 
long run, the economy returns to the levels of output,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described by the 
classical model. 

7．Key Concepts: 
Sticky-wage model / Imperfect-information model / Sticky-price model / Phillips curve /  Adaptive 

expectations / Demand-pull inflation / Cost-push inflation / Sacrifice ratio / Rational expectations 
Natural-rate hypothesis / Hyteresi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What constitutes conflicting problem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espect of payment? Why? 
2．What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How does it offer security to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3．When was the modern letter of credit introduced and when did it have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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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other name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4．Explain briefly the following terms: A. applicant; principal; B. opening bank; issuing bank; 

establishing bank; C. beneficially; D. advising bank; E. confirming bank. 
5．Why does the exporter sometimes require a 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 Who usually adds 

confirmation to the credit? 
6．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a letter of credit? Mention at least 10 items. 
7．What are the banks concerned with in credit operations? Does a credit guarantee that the goods 

invoiced are those purchased? 
8．In case of problems with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of the goods, who shall the buyer contact so long 

as the documents comply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dit?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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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ELEVEEN  Stabilization Policy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This lesson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one, it dwells on the major types of L/C,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s. The limitations and drawback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are also 
discussed briefly in the last paragraph. 

学时分配：3 
1．Economists distinguish between 2 types of lags in the conduct of stabilization policy: the inside 

lag and the outside lag. 
2．Automatic stabilizers, are designed to reduce lags associated with stabilization policy. Automatic 

stabilizers are policies that stimulate or depress the economy when necessary without any deliberate 
policy change. 

3．Lucas Critique: Expecta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because they influence all sorts of economic 
behavior.  Both households and firms decide to consume and invest based on expectations of future 
earnings. These expectations depend on many things, including the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4．Opportunistic policymakers take advantage of an exploitable Phillip’s curve and face naïve voters 
who forget the past, are unaware of the policymakers’ incentives, and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economy 
works. In particular, politicians don’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ade-off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when their political gain is at stake. 

Because a nominal GDP target allows monetary policy to adjust to changes in the velocity of money, 
most economists believe it would lead to greater stability in output and prices than a monetarist policy 

rule. 
Inside and outside lags / Automatic stabilizers / Leading indicators / Lucas critique /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 Time inconsistency / Monetarists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Fiscal policy is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anipulation of the money supply in order to fine 
tune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inflation rate. 

2．T or F Proper fiscal policy is when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n economic climate conducive to 
production with tight regulation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s by initiation of force. 

3．T or F To enable producers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eir labor and thus to provide them the 
incentive to continue to be productiv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event the initiation of force and strictly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4．T or F Examples of Keynesian government fiscal policy projects are spending in highways, roads, 
bridges, and other public works. 

5．T or F Automatic stabilizers, according to Keynesian models, ar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changes which occur without additional changes in the existing laws. 

6．T or F Discretionary spending needs the approval from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befo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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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s reality. 
7．T or F Total federal government spending per year is around $800 billion. 
8．T or F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single largest fed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tem. 
9．T or 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ngle largest expenditure is education spending. 
10．T or F Corporate income taxes is the single largest revenue source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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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ELTEEN  Government Deb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This lesson is about the major documents used in import and export, 
including the necessities of correct documentation, and the contents and function of various shipping 
documents. 

学时分配：3 
1．The government debt is an accumulation of all past annual deficits. 
2．The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equals government spending minus government revenue, which in 
turn equals the amount of new deb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ssue to finance its operations. 
3．Defender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government debt believe that the prospect of future taxes does 

not have as large an influence on current consumption as the Ricardian view assumes. 
4．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optimal fiscal policy may at times call for a budget deficit or surplus: 
1) Stabilization 
2) Tax Smoothing 
3) Intergenerational redistribution 
5． Stabilization: A budget deficit or surplus can help stabilize the economy. A balanced budget rule 

would revoke the automatic stabilizing powers of the system of taxes and transfers. When the economy 
goes into a recession, tax receipts fall, and transfers automatically rise. Although these automatic 
responses help stabilize the economy, they push the budget into deficit.  A strict balanced budget rule 
would require that the government raise taxes or reduce spending in a recession, but these actions would 
further depress aggregate demand. 

6．ax Smoothing: A budget deficit or surplus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distortion of incentives 
caused by the tax system. High tax rates impose a cost on society by discouraging economic activity. 
Because this disincentive is so costly at particularly high tax rates, the total social cost of taxes is 
minimized by keeping tax rates relatively stable rather than making them high in some years and low in 
others. This policy is called tax smoothing. 

7．Key Concepts: 
Capital budgeting / Cyclically adjusted budget deficit / Ricardian equivalence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uns a budget deficit when its revenues (mostly from taxes) 
exceeds its expenditures. 

2．T or F Proponents of an annually balanced budget believe that annual government revenues should 
equal yearly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3．T or F In a cyclically balanced budget, surpluses from the recession are canceled out against 
deficits from the expansion. 

4．T or F Functional finance advocates tolerate deficits so long as full employment is achieved. 
5．T or F The government finances the budget deficit by monetizing the debt (printing mon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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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wing from the public. 
6．T or F Both financing methods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problem are harmful to the economy 

because of their inflationary effects. 
7．T or F Crowding out occurs when private sector funds are used to fund public sector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8．T or F  The national debt has decreased since 1980.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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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HIRTEEN  Consumption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discusses its types, function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Three types of carrier ownership and four factors that are chang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re also touched upon in this lesson. 

学时分配：3 
1．This consumption function exhibits three properties that Keynes conjectured. First,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c is between zero and one. Second, the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falls 
as income rises. Third, consumption is determined by current income. 
2． The consumer’s budget constraint implies that if the interest rate is zero, the budget constraint 

shows that total consumption in the two periods equals total income in the two periods.  In the usual case 
in which the interest rate is greater than zero, future consumption and future income are discounted by a 
factor of 1 + r. This discounting arises from the interest earned on savings. 

3． The consumer’s preferences regarding consumption in the two periods can be represented by 
indifference curves. 

4． Indifference curves represent the consumer’s preferences over first- period and second-period 
consumption. 

5． Friedman suggested that we view current income Y as the sum of two components, permanent 
income YP and transitory income YT. 

6． Robert Hall was first to derive the 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for consumption.  He 
showed that if the 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 is correct, and if consumers have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n changes in consumption over time should be unpredictabl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 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 
Discounting / Indifference curves /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 Normal good / Income effect 
Substitution effect / Borrowing constraint / Life-cycle hypothesis / Precautionary saving 
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 / Permanent income / Transitory income / Random walk 

复习与思考题 

1．Give as many reasons as you can as to why we believe that indifference curves are convex. 
2．What happens to a consumer's equilibrium if all prices and income double? [Hint: What happens 

to the intercepts of the budget line?] 
3．In Larry's state, a sales tax of 10% is applied to clothing but not to food. Show the effect of this tax 

on Larry's choice between food and clothing using indifference curves and budget lines. 
4．A consumer's utility function is U = 10X 2Y. [Thus, MUX = 20XY, MUY = 10X 2．] The price of X is 

px = $10, the price of Y is pY = $5, and his income is Y = $150. What is his optimal consumption bundle? 
Show in a graph. 

5．Derive the demand curve for Coke for a person who views Coke and Pepsi as perfect substitutes. 
6．Under a welfare plan, poor people are given a lump-sum payment of $L. If they accept this welfare 

payment, they must pay half of anything they earn to the government as a tax. If they do not accept the 
welfare payment, they do not have to pay a tax on their earnings. Show that whether an individual accepts 
welfare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s t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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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hy don't we ever draw an indifference curve with breaks in it (such as a dashed line)? 
8．Linda buys pizza slices for $2 a slice and "all other goods" at a price of $1 per unit. Her optimal 

bundle is 10 slices of pizza per week and 30 units of other goods per week. Draw her budget constraint 
and label it L*. What is the marginal rate of transformation (MRT) along this budget line? Label her 
optimal bundle e* and show the relevant indifference curve. The pizzeria raises its price to $3 a slice. Her 
parents give her enough extra money that she can buy her original bundle, e*. Draw Linda's new budget 
constraint and label it L. What is the MRT along this budget constraint? Can you tell (qualitatively) how 
her new bundle, e, compares to the original one, e*? Does your (qualitative) comparison depend on the 
shape of her indifference curves? 

9．Describe the budget constraint if a food stamp recipient can sell coupons on the black market for 
half their face value. Show how much an individual's opportunity set increases if recipients can sell 
stamps on the black market (compared to their opportunity set if they receive food stamps but cannot 
resell them). 

拓展阅读书目 

1．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552 

CHAPTER TOURTEEN  Investmen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In this chapter, we’ll explain why invest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interest rate, what causes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to shift and why investment rises during a boom and 
falls during a recession. 

学时分配：3 
1．Three types of investment spending: 
•Business fixed investment includes the equipment and structures that businesses buy to use in 

production.• 
• Residential investment includes the new housing that people buy to live in and that landlords buy to 

rent out.• 
• Inventory investment includes those goods that businesses put aside in storage, including materials 

and supplies, work in progress, and finished goods. 
2．eoclassical model of investment: I = In [MPK - (PK / P )(r + )] + K　 　  
The total cost of capital = i PK - PK + PK or　 　  
= PK (i -  PK/ PK + )　 　  
3．he Nobel-Prize-winning economist James Tobin proposed that firms base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s on the following ratio, which is now called Tobin’s q: 
q =   Market Value of Installed Capital / Replacement Cost of Installed Capital 
4．esidential Investment: 
1) An increase in the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the cost of borrowing for home buyers and reduces 

residential housing investment. 
2) An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tax policies shift the residential housing investment function. 
3) In a boom, higher income raises the demand for housing and increases residential investment. 
5．nventory investment, the goods that businesses put aside in storage, is at the same time negligible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is one of the smallest components of spending-- but its volatility makes it 
critical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6. The accelerator model assumes that firms hold a stock of inventories tha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firm’s level of output. Thus, if N is the economy’s stock of inventories and Y is output, then 

N =  Y　  
7. Key Concepts: 
Business fixed investment / Residual investment / Inventory investment / Neoclassical model of 

investment / Depreciation / Real cost of capital / Net investment / Corporate income tax 
Investment tax credit / Stock / Stock market / Tobin’s q / Financing constraints / Production 

smoothing 
Inventories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 Stock-out avoidance / Work in process / Accelerator model 

复习与思考题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What is meant by “potential loss”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2．Without insurance what kind of uncertainty may be experienced by an individual or a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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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re will be some variation in claim costs from year to year and the premiums include a small 
margin to build up a reserve upon which the company can draw in bad years.” Paraphrase the above 
sentence and explain especially the implication of “bad years”. 

4．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insurance? 
5．What is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Why is it so important? 
6．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erm “marine insurance” into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Why and why not? 
7．Why do businessmen like to pay a premium into an insurance pool even though trade did exist 

when there was no method of insurance available in the past? 
8．Explain the underlined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 he does not want to scoop the pool”.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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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FIFTEEN  Money Supply and Money Demand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In this chapter, we’ll see that the money supply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ut also by the behavior of households (which hold money) and banks 

(where money is held). 
学时分配：3 
1． 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 a system under which banks keep only a fraction of their deposits in 

reserve. 
In a system of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banks create money.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funds from savers to borrowers is calle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finitions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 monetary base: 
M=C+D 
B =C+R 
Solving for M as a function of the 3 exogenous variables: 
M/B =    C/D + 1 
C/D + R/D 
Making the substitutions for the fractions above, we obtain: 
cr + 1cr + rr 
1) Open Market Operations (buying and selling U.S. Treasury bonds).　  
2)  Reserve Requirements (never really used).　  
3)  Discount rate at which member banks (not meeting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can borrow from 　

the Fed. 
Reserves / 100-percent-reserve banking / Balance sheet / 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 /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 Monetary base / Reserve-deposit ratio / Currency-deposit ratio / Money multiplier 
High-powered money / Open-market operations / Reserve requirements / Discount rate 
Excess reserves / Portfolio theories / Dominated asset / Transactions theories / Baumol-Tobin model 
Near money 

复习与思考题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response or answer in complete English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 questions.  
In the case of a True/False question also explain why the statement is false if you circled F.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may have only one or no more than one answer. 

1．T or F A proper form of money, whether it is dollar bills, tobacco leaves, gold coins, cigarettes, or 
bags of salt, should function as an efficient medium of exchange, store of value, and standard of value. 

2．T or F M1, the narrowest measure of the money supply us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contains 
those forms of money, which are guaranteed to hold their true value. 

3．T or F M2 includes all the forms of money in M1 plus various short-term and checkable savings 
accounts. 

4．T or F The FAC is the governments day-to-day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ommittee. 
5．T or 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consists of seven President appointed governors, who are 

chosen to serve a fourteen year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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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 or 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cludes twelve financial districts, each headed 
by its own central bank. 

7．T or F Central banks clear checks, supervise banks, lend funds to troubled banks, buy and sell 
government bonds, and monitor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ir region. 

8．T or F When the Fed buys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open market, it de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by obtaining funds from the public. 

9．T or F When the Fed lowers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t allows banks to lend more money to their 
customers and therefore helps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10．T or F When the Fed raises the discount rate, it makes it more attractive for banks to borrow 
money (and lend more money to their customers) and therefore helps to expand the money supply. 

11．T or F Mortgage, consumer, and corporate loans are liabilities to a bank. 
12．T or F If a bank has $10,000 in demand deposits,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0 percent, 

it can maximally lend out $9,000. 
13．T or F If a bank has $5,000 in demand deposits,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2 percent, it 

can maximally lend out $1,200. 
14．T or F If a bank has $10,000 in demand deposits,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0 percent, 

and additionally the bank has already loaned out $6,000 then it can maximally still loan out $2,000. 
15．T or F If a bank has $10,000 in demand deposits,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00 percent, 

then it can not loan out any of this money. 
16．T or F If the Fed injects $1 billion into the economy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0 

percent, then the money supply can expand by $10 billion. 
17．T or F If the Fed injects $2 billion into the economy and the reserve requirement is 12．5 

percent then the money supply can expand by $25 billion. 
18．T or F Velocity represen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times a unit of money supply is spent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19．T or F I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8000 billion, and M1 is $1000 billion, then the velocity 

of M1 relative to GDP is 8． 
20．T or F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decreases in the rate of inflation. 
21．T or F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advancements in the technology to transport and transfer 

money. 
22．T or F Velocity increases when people have greater incentives to save as opposed to 

hoarding the money. 
23．T or F A higher velocity always leads to greater economic activity and a healthier 

economy. 
24．T or F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 illustrate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 price level.  This is also called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拓展阅读书目 

1．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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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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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SIXTEEN  Advance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know some basic knowledge about labor market, technology shocks, 
neutrality of money. The flexibility of wages and prices. 

学时分配：3 
1．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Do fluctuations in employment reflect voluntary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of labor supplied? 
•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shocks: Does the economy’s production function experience large, 

exogenous shifts in the short run? 
•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Do changes in the money supply have only nominal effects? 
• The flexibility of wages and prices: Do wages and prices adjust quickly and completely to balance 

supply and demand? 
2． Some new Keynesian economists suggest that recessions result from a failure of coordination. 

Coordination problems can arise in the setting of wages and prices because those who set them must 
anticipate the actions of other wage and price setters. 

3． Not everyone in the economy sets new wages and prices at the same time. Instead, the 
adjustment of wages and prices throughout the economy is staggered.  Staggering slows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ion and price adjustment. Staggering makes the overall level of wages and prices adjust 
gradually, even when individual wages and prices change a lot. 

4． Key Concepts: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of labor / Solow 

residual / Labor hoarding / Menu costs / Aggregate-demand externality 

复习与思考题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Explain briefly the meaning of the gold standard? What kind of exchange rate system did it 

create? 
2． How much can you tell abou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What is meant by “adjustable peg? 
3．What is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How was it created? 
4．What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exchange rate? Explain briefly. 
5．What is meant by clean float and dirty float? What are the common measures taken for 

intervention in exchange rate? 
6．Illustrate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拓展阅读书目 

1．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Bedford/St. Martin's, W. H. Freeman & Co., and Worth Publishers. 

2．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her 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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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lanchard, O. J., and S. Fisc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4．Swanenberg August, Macroeconomics Demystified, McGraw-Hill Publisher, 2006． 
5． Michael Parkin，Macroeconomics (Fifth Edition) ，Addison-Wesely Publishing Company，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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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会计学原理》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会计学专业的基础骨干课，是会计

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也是审计专业、理财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会计学原理》作为专业基础课，它阐明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学生

学习本课目的是：明确会计的本质、基本职能、会计目标及其对象、任务，认识做好会计工作对于

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理解会计要素、科目和帐户的相关理论和记帐方法

及其具体应用；掌握会计凭证、帐簿的基本内容和实务操作中的要求，初步掌握成本计算和财产清

查技巧；明确会计核算形式的种类和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执行程序；能够阅读和编制基本会计报表，

并进行与会计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计算；了解会计工作的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设置、对会计

人员的要求和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等等。学习《会计学原理》要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会计课程和有

关管理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计学原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在学习时要着重掌握会计核算的各种基本方法

和与之相关的基本原理。即不仅要学会运用各种方法处理问题，还要弄清各种方法的基本道理，进

而能够独立地进行操作演算。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广大学生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括理解会计的

基本理论，初步掌握会计的基本技能，以便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运用。 
本大纲是由会计学主讲教师张美玲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如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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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学习本章，要求着重理解会计的职能和特点，掌握会计对象、

会计要素和会计的任务，在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这两个会计理论问题作概括

了解的基础上，明确会计核算方法的组成内容和相互联系。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本章的目的在于

懂得什么是会计，了解会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重点掌握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和会计核算方法，

而对于难点问题，即会计核算基本前提要加深理解。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的基本概念 

一、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会计是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加强经济管理的要求而产生，并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不断完善、提高的。 
借贷记账法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现代会计逐渐形成的过程。 

二、会计的职能 

会计的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 
马克思对“簿记”的说明，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和会计的两大职能。 
会计的反映职能和反映职能的四个方面的特点。 
会计的监督职能和监督职能的两方面的特点。 
会计反映职能和监督职能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会计除了反映和监督外，还有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职能。 

三、会计的含义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会计凭证为依据，利用专门的方法和程序，对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的反映和监督，旨在提供经济信息和提高经济效益

的一项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会计的对象 

一、会计对象的一般说明 

会计对象是指会计所要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对象是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二、会计对象在企业的具体表现 

会计对象在企业中可表现为企业主要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以工业企业为例，以货币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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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包括资金（即资本金与借入其他资金）的投入、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收益的

形成与分配的全部过程。它既是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资产形态的变化

过程，也是资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分配等业务内容的发生过程。 
企业经济活动的三个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供应过程、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与此相对应的资金

投入、资金周转和资金退出，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企业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与会计对象的各个要素项目，亦即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有着密切的联

系。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照其经济特征所作的分类。表示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表示企业

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 

第三节  会计的任务 

会计职能与会计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会计的任务是指对会计对象进行反映和监督所要达到的目的。会计的任务取决于会计的职

能和经济管理的要求。其根本任务是：按照国家的财经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提供以财务数据为主的经济信息，并利用信息帮助企业单位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使用者进行经营决

策，借以提高经济效益。 
二、会计的任务可具体概括为： 
1．反映和监督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提供会计信息、加强经济核算。 
2．反映和监督各单位财经政策、法令、制度的执行情况，维护财经纪律。 
3．充分利用会计信息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 

第四节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或称会计假设）是指为了保证会计工作正常进行和会计信息的质量，对

会计核算的范围、内容、基本程序和方法所作的限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会计原则。 

一、会计主体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会计主体前提是指会计所反映的是一个特定企业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而不包括投资者本人的经济业务或其他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它明确了会计

工作的空间范围。 
会计主体可以是独立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如合伙企业。典型的会计主体是经营企业，但事

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也是会计主体。 

二、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前提是指会计核算应以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而不考虑企业是否将破产

清算。它明确了会计工作的时间范围。 
会计核算所使用的一系列原则、程序、方法都 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前提之上的。 

三、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是指把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过程，划分为较短的会计期间，以便分期结算账目，

按期编制报表。它是对会计工作时间范围的具体划分，提出会计核算从何时开始观察家卫生何时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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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问题。 
会计期间划分是正确计算收入、费用和损益的前提。会计期间通常为一年、称为会计年度。 

四、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对会计计量尺度的规定，在会计核算中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综合反映会计主体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把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转化为价值来反映，统一量度凤无差别的价

值计量尺度来衡量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这样会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

性，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这个前提一般含有币值不变假设。 

第五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会计核算提供信息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具体会计业务的基本依据。 

一、客观性原则 

也称真实性原则，是指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

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项目完整、手续齐备、资料可靠。 

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

计核算的依据。 

三、重要性原则 

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交易和事项应当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核算方式。对资产、

负债、损益等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必须按

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地披露；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

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致于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判断前提下可适当简化处理。 

四、有用性原则 

又称相关性原则，是指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能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五、可比性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应当按照规定的处理办法进行，会计指标应当口径一致，以便在不同企业之间进

行横向比较。 

六、一贯性原则 

是指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必要变更，应当将变更

的内容和理由、变更的累计影响数，以及累计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等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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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及时性原则 

是指会计事项的处理，必须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及时进行，讲求时效，以便于会计信息的及时利

用。 

八、清晰性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利用，数据记录和文字说明要能一目

了然地反映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对需要解释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 

九、配比原则 

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各项收入

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 

十、权责发生制原则 

是指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按实际发生的和影响的期限来确认企业的收支和收收

益。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 
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的

费用，即使款项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十一、历史成本原则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

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

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

金额计量。 

十二、谨慎原则 

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持谨慎态度，不得多计资产和收益、少计负债和费用，但不得

计提秘密准备。 

第六节  会计核算基本程序和方法 

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是指企业单位为了实现会计目标而经济业务进行处理与加工的程

序和方法。 

一、会计核算基本程序 

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包括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四个环节。 
（一）会计确认 
会计确认是依据一定标准，对企业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用会计要素来归属，辨认并确定

哪些数据是否能够和何时进入会计处理过程的工作。会计确认的实质是指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用会

计要素来归属，通过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记入账户或列入会计报表的过程。 
确认的基本标准是会计要素；确认的一般标准是会计假设和确认原则。 
（二）会计计量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572 

会计计量是对经济活动进行量化的过程，是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加以衡量、计算、确定，

使其转化为能以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和其他有关的经济信息，以便集中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

其变动的财务成果的过程。即在会计核算中，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被计量对象的合理属性，

计算、确定予以记录的各项经济业务的金额的过程。 
会计计量的对象是会计要素，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一是运用计量单位，即主要以货币为计量

单位； 二是选择计量标准，即计量属性。 
（三）会计记录 
会计记录是根据一定的账务处理程序，对经过确认、计量的经济业务在账簿上进行登记，以便

对会计数据进一步加工处理的过程。 
（四）会计报告 
会计报告是指根据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按照一定格式，把账簿记录加工成财务指标体系，

提供给信息使用者，据以进行分析、预测和决策。 

二、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的方法是指用来反映和监督会计对象、实现会计任务的手段。会计核算的方法是会计方法

中的基本组成内容，也是会计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会计核算方法是对会计对象（会计要素）进行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的反映和监督所应用的方

法。主要包括： 
（一）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 
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是对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种专门方法。会计核算扔具

体内容，企业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要素。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所

作的进一步分类，是根据会计核算具体内容，即会计要素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同时会计科目又是

在账簿中开设账户遥依据，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通过账户可以分类、连续、系统地记录各项经

济业务，以提供各种不同性质的核算指标。 
（二）复式记账。 
复式记账是一种具有科学原理的记账方法，对于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要以相等的金额，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表明它们的对应关系。通过复式记账，可以了解

第笔业务的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核对账簿是否不正确。 
（三）填制和审核凭证。 
凭证是会计凭证的简称，是用来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对每一项交易或事

项填制会计凭证，并加以审核，作为登记账簿的依据。通过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可以提供既真实可

靠，又合理合法凭证。能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并明确经济责任。填制和审核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开

始。 
（四）登记账簿。 
登记账簿就是在账簿上连续地、系统地、完整地记录交易或事项的一种方法。登记账簿必须以

会计凭证为依据，利用账户和复式记账的方法，将经济业务分门别类地登记到账簿中去，并定期进

行结账和对账，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完整而又系统的会计数据。 
（五）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是按一定成本对象，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费用进行归集，以确定各该

对象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的一种专门方法。进行成本计算可以确定材料采购、生产和销售的成本。

通过成本计算可以核算和监督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是否节约和超支，并据以确定企业

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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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产清查。 
财产清查是对各项财产物资进行实物盘点、账实核对以及对各项往来款项进行查询、核对，如

发现财产物资和资金的实有数与账面数不一致时，应查明原因，通过一定审批手续后，进行必要的

处理，并调整账簿记录，使账面数与实际数保持一致，以保证账证、账账、账实相符的一种专门方

法。 
（七）编制会计报表。 
编制会计报表定期总括地反映企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专门方法。会计报表主要

依据账簿记录，经过加工整理而产生的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会计报表所提供的各项指标，不仅是

上级有关部门及投资者考核、分析财务计划和预算以及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企业管

理和国家进行宏观管理及调控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填制和审核凭证到登记账簿，直至编出会计报表周而复始的变化过程，就是会计循环。 

三、会计核算程序和方法的关系 

以上会计核算的四个基本程序和七种核算方法，它们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构

成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加工处理的程序和方法体系。 
（一）在确认过程中，首先确认某一项经济业务属于哪项会计要素及其具体科目，并用文字加

以描述，并确定记账方向，作成会计分录，然后用货币加以计量；同时还要对已确认属于会计要素

的经济业务是否合法、合规进行确认。这个过程就是运用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的方法。 
（二）经过确认计量的经济业务，要进行选择分类，运用预先设置的账户、按照复式记账尖的

要求，根据会计凭证上所反映的会计分录，把经济业务分门别类地记录到账簿中去。通过会计记录，

把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和量化，又对会计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及加工处理，使之转化

为初始的会计信息。总之会计记录程序要运用设置会计科目、复式记账、登记账簿和成本计算等方

法。 
（三）会计的目标是把会计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其传递的手段就是财务报告。通过会计记

录形成的信息即账簿中数据，信息量既多又分散，不便信息使用者直接使用，因此必须对账簿中信

息进行加工提炼，重新归类汇总，并按规定的格式编制会计报表，这才便于信息使用者使用。 
为了保证会计报表的数字真实可靠，在会计报告程序中，除了运用编制会计报表的方法外，还

要运用财产清查的方法。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有什么职能？ 
2．怎样理解会计的含义？ 
3．会计的对象是什么？ 
4．会计的任务是什么？ 
5．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6．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包括哪几个？ 
7．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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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会计科目和账户及其基本原理—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学习本

章要求理解会计要素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方法，重点掌握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经

济业务发生后对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影响，明确会计科目的作用以及科目内容和科目级次，

进而掌握设置账户的必要性以及账户的基本结构。学习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是学习下一章复式记

账的必要前提。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构成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按其经济特征所作的进一步分类。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类。 

一、资产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 
前款所指的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包括购买、生产、建造行为或其他交易或者事项。预期在

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不形成资产。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 

资产按其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二、负债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现时义务是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义务，不属于

现时义务，不应当确认为负债。 

三、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一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指不应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流入。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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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入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

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人和其他业务收入。收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 

五、费用 

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出。 
费用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

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

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

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

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六、利润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是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润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金额的计量。 
利润包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第二节  会计等式 

会计等式，又称会计平衡公式，它是会计在反映经济业务和进行有关计量时所表现的经济内容

及其等量关系。从形式上看会计等式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即会计要素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反映会

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内容上看，它揭示了会计主体的产权关系和基本财务状况。 

一、基本会计等式 

基本会计等式为： 
资产＝权益 
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1） 
基本会计等式反映资产的归属关系，它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和编制会计报表的基本依据。 
收入、费用、利润三个要素构成另一组，形成反映一定期间经营成果的基本公式，即 
收入–费用 = 利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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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复式记账，使这些会计要素之间发生了相互嫡系。 

二、资产和权益变动的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只涉及资产和权益变动的经济业务发生，引起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不外乎有

四种类型、九种情况。不管属于哪种类型和情况，这些经济业务发生后都不会破坏会计等式的平衡

关系。 

三、收入和费用变动的经济业务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基本会计等式可转化为下列扩展的会计等式： 
资产+费用＝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3） 
或：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收入－费用） 
由于收入可理解为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费用可理解为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因此涉及收入和费用

变动的经济业务发生，引起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也不外乎上述四种类型、九种情

况，也不会破坏会计等式的平衡。 
会计等式永远平衡的原理，是复式记账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三节  会计科目 

一、设置会计科目的意义 

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进行分类的项目。它是设置账户、处理账务的依据。 

二、会计科目的内容和级次 

会计科目作为一个体系包括科目内容和科目级次。科目内容反映各科目之间的横向联系。会计

科目按其经济内容不同，可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损益类和成本类。科目级次反映

科目内部的纵向联系，会计科目按其隶属关系分类，可以分为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明细科目又可

以分为二级明细和三级明细科目。 
会计科目的内容，要规定会计科目的经济内容和使用方法，要依据会计要素各组成办法的客观

性质划分，并要适应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会计科目的级次，体现会计信息的不同详细程度，要兼顾各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进行分级。 

三、会计科目的主要名称（科目表） 

第四节  账户及其基本结构 

一、设置账户的必要性 

账户是对会计要素进行分类核算的工具。设置账户的作用在于，它能够经常提供有关会计要素

增减变动情况和结果的数据。 
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按照会计科目设置的。会计科目和账户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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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户的基本结构 

账户的结构是指账户的格式。 
账户的基本结构是由会计要素的数量变化情况决定的。账户通常分为左右两方，分别反映有关

会计要素的增加额和减少额。账户的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账户的格式尽管各种各样，但一般来说包括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复习思考题 

1．会计要素有哪几种？ 
2．为什么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会计基本等式？ 
3．怎样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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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式记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复式记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掌握借贷记账法。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复式记账的概念，

理解复式记账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掌握借贷记账方法的基本内容，并能够结合简单经济业务加以初

步运用；掌握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关系，理解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平行登记要点，

掌握平行登记的方法。账户和复式记账是会计核算特有的方法，是《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通

过上一章和本章的学习，要能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式记账法，从而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复式记账原理 

一、记账方法 

记账方法是在账簿中登记经济业务的方法分为单式记账法和复式记账法。 
单式记账法是一种比较简单、不完善的记账方法。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一般只在一个账

户上登记一笔账，账户之间的记录没有直接的联系。 
复式记账法是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和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相互

联系地进行登记的一种方法。 

二、复式记账的理论基础 

复式记账是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恒等式为依据设计的一种记账方法，即复

式记账的理论基础是会计恒等式。 

三、复式记账的意义 

采用复式记账法，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中进行相互联系的反

映。运用复式记账法登记的结果，一是可以了解每项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并能完整、系统地反映

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二是可据以进行试算平衡，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它是一种科学的记账

方法。 
复式记账方法分为借贷记账法、收付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 

第二节  借贷记账法 

一、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 

借贷记账法以“借”、“贷”二字作为记账符号。“借”、“贷”二字 初用于会计时可以从

字面上加以解释，后来使用范围扩大，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而转化为纯粹的记账符号。 

二、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一）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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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账户中，增加额记借方，减少额记贷方，期末如有余额，在借方。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中，增加额记贷方，减少额记借方，期末如有余额在贷方。 
（二）收入、费用、利润类账户的结构。 
收入类和利润类账户中，收入、利润的增加额记贷方，其减少额或转销额记借方，收入或利润

结转后期末一般没有余额，如有余额则在贷方。 
费用类账户中，费用的增加额记借方，其减少额或转销额记贷方，费用结转后期末一般没有余

额，如有余额则在借方。 
每一账户在一定时期内（月、年）借方金额合计称借方发生额，贷方金额合计称贷方发生额，

两个发生额相抵后的余额称为期末余额。计算公式为： 
资产类（成本费用类）账户：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借方本期发生额-贷方本期发生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收入、利润）账户：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贷方本期发生额-借方本期发生额 

三、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借贷记账法的应用举例。 
会计分录简称分录。它是对每项经济业务（会计事项）指出应登记的账户和记账方向与金额的

一种记录。 
一笔会计分录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会计科目、记账符号和变动金额。 
会计分录按照其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可分为简单会计分录和复合分录两种。 
简单会计分录是指一项经济业务发生以后，只在两个账户中记录其相互联系的两个经济因素的

数量变化情况的会计分录。 
复合会计分录亦称“复杂分录”，是指经济业务发生后，需要应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账户，记

录其相互联系的多种经济因素的数量变化情况的会计分录。 
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把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合并在一起编制会计分录。 

四、借贷记账法的试算平衡 

（一）账户发生额试算平衡法。 
账户发生额试算平衡法是用来检查本期记录的全部账户的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是否正确的一种

试算平衡方法。其平衡公式为： 
全部账户借方本期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本期发生额合计 
（二）账户余额（期初、期末）试算平衡法。 
账户余额试算平衡法是用来检查结出的账面余额是否正确的一种方法。平衡公式为： 
全部账户借方余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余额合计 
试算平衡表的编制及进行试算平衡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一、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总分类账户简称总账账户或总账，是根据总分类科目开设的，用来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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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分类核算的账户，它能提供某一具体内容的总括核算指标。 
总分类账户的特点是：在总分类账户中只使用货币计量单位反映经济业务；总分类账户提供总

括核算指标；总分类账户提供总括核算指标是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依据，但不能满足管理上的具体

需要。 

二、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所谓平行登记是指对发生的每项经济业务，要以相关的会计凭证为依据，既记入有关的总分类

账户，又记入有关总分类账户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登记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原始依据必须

相同，不能根据对方记录进行转记，以便总账和明细账之间能够互相验证和核对。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的要点如下： 
（一）登记的依据相同 
（二）登记的方向相同 
（三）登记的期间相同 
（四）登记的金额相等 

复习思考题 

1．怎样理解复式记账原理？ 
2．借贷记账法包括哪些内容？ 
3．什么是会计分录？如何编制会计分录？ 
4．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的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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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通过工业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较详细地阐述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学习本章要

求理解企业资金筹集、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财务成果等业务活动的内容，账户设置（账

户的性质、用途和结构）和主要业务的账户对应关系。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掌握账户和借贷记账

法的具体应用。 
学时分配：15 学时 

第一节  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 

一、筹集生产所需资金 

企业筹集资金主要有两大渠道：一是向企业权益投资者（以下统称为“投资者”）筹集权益性

资金；二是向债权人筹集债务性资金。 
资本的形成、负债的取得与偿还、利息（或红利）的计算与分配形成了筹资业务的主要核算内

容。 

二、将筹集到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实现生产的连续性筹集 

工业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利用劳动手段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制造出社会所需产品

的过程。它由原材料的采购过程、产品制造过程和产品销售过程三个部分构成。 
（一）原材料的采购过程 
原材料采购过程亦称生产准备过程。在采购过程中，企业应按照经济合同和结算制度的规定，

以及供应单位发票账单上开具的材料价格即材料的买价支付货款，同时还必须支付采购过程中发生

的各种费用和税金。材料的买价加上悔棋的采购费用，构成了采购成本。材料运达企业经验收合格

后入库，形成材料储备。 
材料采购业务的主要核算内容包括： 
支付材料买价和进项税额并与供应单位结算货款； 
支付材料的采购费用，采购费用一般包括：运杂费、运输途中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用、购入商品应负担的其他税金（进口关税等）； 
计算并确定材料的采购成本并验收材料入库； 
还应当进行增值税的核算。 
（二）产品制造过程 
产品的生产过程既是生产费用的归集过程，也是产品生产成本的计算过程。产品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各种生产耗费，称为生产费用；会计上应及时根据生产费用发生的情况按照一定的生产对象（如

产品品种）对生产费用进行归集和分配，归集和分配到各生产对象上的生产费用称为产品的生产成

本（制造成本）。 
生产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为生产某一种生产对象直接耗费的费用，包

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费及直接工资福利费及其他直接费用，直接费用直接计入产品成本和。间接

费用是指为生产各种产品共同发生的生产耗费，统称为制造费用。 
企业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应包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及福利费和分担的间接费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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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三）产品销售过程 
产品销售过程核算的主要经济业务内容概括为： 
确认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并与购货单位办理货款结算。 
结转已销售产品的生产成本。 
支付并归集分配销售费用。 
计算应交销售税金及附加 
确定产品销售成果。 

三、确定和分配企业的经营成果 

财务成果是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总成果，即经营期内所实现的收入总额扣除所有支出后的差

额。 
企业的财务成果一般由“利润”或“亏损”指标来表示。 

第二节  筹集资金业务核算 

一、筹集权益性资金的核算 

权益性资金是指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即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它

是所有者权益的主要来源和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拥有的根本权益。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二、筹集债务性资金的核算 

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款项，按其借款时间和用途不同划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

款。 
银行借款账户的设置，包括“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第三节  材料业务的核算 

材料是产品制造企业组织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材料采购是生产的准备阶段也

称供应过程，该过程核算的主要任务是：核算和监督材料的买价和采购费用，确定采购成本，检查

材料采购计划执行情况，核算和监督储备资金占用量，考核储备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固定资产购入业务的核算 
“固定资产”账户的设置，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二）材料采购业务的核算 
“物资采购”、“委托加工材料”、“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付账款”“原材料”、

“材料成本差异”、“应交税金”等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三）物资采购成本的核算 
物资采购成本包括的内容；采购费用分配；成本计算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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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品制造业务的核算 

生产过程核算主要任务是：核算和监督生产费用的发生和分配，产品生产的品种、数量和质量；

计算产品成本，考核生产资金定额和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反映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促进企

业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一）核算内容和账户设置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累计折旧”、“库存商品”、

“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等账户的设置。 
（二）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耗用材料的核算，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的核算，计提折旧的核算，制造费用的核算。 
产品生产成本的计算 
成本计算是会计核算的一种专门方法 
成本计算的基本要求：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划分支出与费用、费用与成本的界

限；按权则发生制的要求进行成本计算。 
成本计算内容包括：确定成本计算的对象；确定成本计算期；确定成本项目；准确归集和分配

生产费用；计算各种产品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第五节  产品销售业务核算 

在销售过程中，企业要将在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产品销售出去，收回货币以补偿在产品上的资

金耗费，以保证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资金需要。 
（一）核算内容和账户设置 
产品销售取得收入，扣除营业费用和增值税以外的税金及附加，补偿已销产品的销售成本后的

余额即为主营业务利润或亏损。 
设置“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应

交税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收账款”、“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等

账户。 
（二）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现金、银行存款的核算，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核算，预收账款的核算，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

的核算，销售利润的结转。 

第六节  财务成果业务核算 

（一）盈亏确定的基本方法 
产品销售利润的计算。 
利润总额的计算。 
净利润的计算。 
企业利润的分配。 
（二）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核算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应收款”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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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外收支的核算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账户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 
（四）利润和利润分配的核算 
“本年利润”、“利润分配”、“盈余积金”、“应付股利”账户的设置。 
主要的账户对应关系。本年利润的计算，利润分配的核算，“本年利润”账户的结续。 

复习思考题 

1．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有哪些？ 
2．会计核算过程中各需设置哪些账户？主要账户的对应账户有哪些？ 

阅读书目 

1．《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 
2．《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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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账户的分类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账户的分类，重点研究账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学习本章，要求了解账户按经济内

容分为哪些类别，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分为哪些类别，各类账户能够提供什么性质的核算指标，怎样

记录经济业务，理解各类账户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各类账户在提供核算指标方面的规律性。通

过本章的学习，要能正确运用账户登记经济业务，善于利用账户提供的数据资料。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账户按经济内容的分类 

一、资产类账户 

（一）反映流动资产的账户。如“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

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物资采购”、“委托加工材料”、“待摊费用”等账户。 
（二）反映非流动资产的账户。如“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产”、“工程物资”

等账户。 

二、负债类账户 

（一）反映流动负债的账户。如“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应付股利”、“预提费用”

等账户。 
（二）反映长期负债的账户。如“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账户。 

三、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一）反映所有者原始投资的账户。如“实收资本” 
（二）反映经营积累的账户。如“盈余公金”账户。 
（三）反映本期经营盈余的账户。如“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账户。“本年利润”账户与

“利润分配”账户之间的关系。 

四、成本类账户 

（一）反映直接成本的账户。如“生产成本”账户。 
（二）反映间接成本的账户。如“制造费用”账户。 

五、损益类账户 

（一）反映收入的账户。如“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投资

收益”。 
（二）反映支出的账户。如“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其

他业务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外支出”、“所得税”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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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账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 

账户的用途，是指通过账户记录能够提供什么核算指标，也就是设置和运用账户的目的。账户

的结构，是指在账户中如何记录经济业务以取得必要的核算指标，包括账户借方和贷方核算的内容，

期末余额的方向，余额所表示的内容。 

一、盘存账户 

盘存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现金、银行存款和各项实物资产的增减变动及实存额的账户。主要

有“现金”、“银行存款”、“委托加工物资”、“库存商品”、“固定资产”等账户。 

二、结算账户 

结算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同其他单位或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情况的账户。 
（一）债权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的债权增减变动及实有数的账户。主要有“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账户。 
（二）债务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的债务增减变动及实有数的账户。主要有“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账户。 
（三）债权债务结算账户。是用来核算企业与其他单位或个人以及企业内部之间的一般款项往

来结算情况的账户，因为相互之间的往来结算的性质会经常变动有时是企业的债权，有时则是企业

的债务。如不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账户情况下，同时核算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的“应收

账款”账户，同时核算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的“应付账款”账户。 

三、所有者投资账户 

所有者投资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所有者对企业投资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的账户。主要

有反映所有者原始投资的“实收资本”账户。 

四、集合分配账户 

集合分配账户是用来汇集经营过程中某个阶段所发生的费用，并按一定标准分配计人有关成本

计算对象的账户。如“制造费用”账户。 

五、跨期摊提账户 

跨期摊提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应由各个会计期间共同负担的费用，井将这些费用摊配于各个

会计期间的账户。包括“待摊费用”、“预提费用”账户。 

六、成本计算账户 

成本计算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经营过程中某一阶段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取得该阶段各个成本

计算对象实际成本的账户。包括“生产成本”、“物资采购”账户。 

七、收入账户 

收入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本期损益的各项收入的账户。主要有“主营

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人”和“投资收益”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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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费用账户 

费用账户主要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直接影响本期损益的各项费用，并

计算 终财务成果的账户。主要有“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支出”、“营业外支出”、“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所得税”等账户。 

九、财务成果账户 

财务成果账户是用来反映和监督企业某一会计期间（通常是一年）的全部净收入的计算和分配

情况的账户，包括“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账户。 

十、计价对比账户 

计价对比账户是用来对经营过程的某一阶段经济业务按照两种不同的计价标准进行核算对比，

借以确定该阶段业务成果的账户。“本年利润”账户是典型的计价对比账户。在按计划成本结转已

耗用的材料和已产出产品的情况下，“物资采购”、“生产成本”账户也具有计价对比账户的作用。 

十一、调整账户 

调整账户是为了调整某个账户（被调整账户）的余额，以表示被调整账户的实际余额而设置的

账户。 
（一）备抵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没有处于同一方向时，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备

抵账户，如“累计折旧”账户用来抵减“固定资产”账户；“坏账准备”账户用来抵减“应收账款”

账户；“利润分配”账户用来抵减“本年利润”账户。 
（二）附加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的余额处于同一方向时，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

附加账户。 
（三）备抵附加账户。调整账户与被调整账户的余额有着处于同一方向或不同方向的可能性，

这时的调整账户即为被调整账户的备抵附加账户。如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材料日常核算情况下的“材

料成本差异”账户。 

复习思考题 

1．账户按经济内容如何分类？ 
2．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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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计凭证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学握会计凭证的分类和填制方法。学习本章，要求掌握会计凭证的概念，了解会计凭

证的作用；掌握会计凭证的分类方法，包括原始凭证的分类方法和记账凭证的分类方法；了解原始

凭证和记账凭证应包括的基本要素；掌握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熟悉原始凭证和记账凭

证的审核内容；了解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的基本要求。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 

一、会计凭证的意义 

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也是登记账簿的依据。填制和审核会计

凭证，是会计工作的开始，也是对济业务进行日常监督的重要环节。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可以反映每项经济业务的具体情况，并作为记账依据；可以对经济业务

进行日常监督；可以加强经济责任制。 

二、会计凭证的种类 

会计凭证按照其编制程度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大类。 
（一）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取得或者填制的，用以证明经济业务发生或者

完成情况，并作为记账原始依据的会计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取得的来源，可以分为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填制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一次凭证、累计凭证和汇总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用途不同，可分为通知凭证、执行凭证和计算凭证。 
原始凭证按其格式不同，通用凭证和专用凭证 
（二）记账凭证。记账凭证是根据原始凭证填制的，用来确定经济业务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

和金额，作为记账根据的会计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 
收款凭证是用于现金和银行存款收入业务的记账凭证；付款凭证是用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付出业

务的记账凭证；转账凭证是用于不涉及现金和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其他转账业务所用的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分录凭证、汇总凭证和联合凭证。 
记账凭证按其编制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单式记账凭证和复式记账凭证 

第二节  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 

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

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 
原始凭证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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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凭证的填制方法 

1．一次凭证的填制方法； 
2．累计凭证的填制方法； 

三、填制原始凭证的要求 

1．凭证所填内容和数字，必须真实、 
2．凭证所填内容必须清晰、完整； 
3．凭证要按规定签名盖章； 
4．凭证填写要工整、规范，易于辨认； 
5．凭证不能任意涂改、刮擦、挖补； 
6．凭证应该分类连续编号； 
7．凭证的填制和传递必须及时。 

四、原始凭证的审核 

审核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 
审核凭证的填制是否符合要求。 

第三节  记账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一、记账凭证的内容 

记账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填制凭证的日期；凭证编号；经济业务摘要；会计科目；金额；所

附原始凭证张数；填制凭证人员、稽核人员、记账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盖

章。收款和付款记账凭证还应当由出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 

1．收款凭证的填制； 
2．付款凭证的填制； 
3．转账凭证和通用记账凭证的填制； 

三、填制记账凭证的要求 

1．正确填列会计科目； 
2．正确填列会计科目的借方和贷方； 
3．不能将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合并填列； 
4．记账凭证的填制必须有依据。 
填制记账凭证其它方面的要求：对凭证编号的要求；对所附原始凭证的要求；对数字书写的要

求；以及对凭证中空行的处理要求等。 

四、记账凭证的审核 

审核记账凭证的编制是否有依据； 
审核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和金额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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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记账凭证的项目是否填列齐全，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是否齐备。 

第四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 

一、会计凭证的传递 

会计凭证的传递是指会计凭证从取得或填制时起，到归档保管时止，在本单位有关部门和人员

之间的传递程序和传送时间。 
正确组织会计凭证的传递，可以及时传送会计信息，保证及时完成业务手续；可以及时据以记

账；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组织会计凭证的传递，应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规定凭证的联数、传递的环节和程序；合理

规定凭证在各环节的停留时间。 

二、会计凭证的保管 

定期归类装订，以便查阅； 
保证凭证安全，查阅凭证要有手续； 
按照规定期限保存凭证、销毁凭证。 

复习思考题 

1．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如何？ 
2．原始凭证的填制方法和审核要求是什么？ 
3．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和要求是什么？如何审核？ 



会计学原理（中文） 

 591

第七章  账  簿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各种账簿的设置和登记。学习本章，要求理解设置和登记账簿对于系统地提供经济信

息、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熟悉日记账、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的内容、格式、登记依据和登记方

法，重点掌握登记账薄的各种规则，包括错账更正的规则。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较熟练地登记账

簿，利用账簿。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一、账簿的意义 

账簿是按照会计科目开设账户、账页，用来序时地和分类地登记经济业务的簿籍。 
登记账簿是会计核算的中心环节，其作用在于：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提供分类的会计信息；为

定期编制会计报表提供数据；为经济活动的分析、考核和审计提供依据。 

二、账簿的种类 

（一）账簿按其用途，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联合账簿和备查账簿。 
序时账簿可再分为特种日记账（专用日记账）和普通日记账（通用日记账）。 
分类账簿可再分为总分类账（总账）和明细分类账（明细账）。 
联合账簿是序时账和分类账结合的账簿，又称联合账。 
备查账又称备查簿、备忘登记簿等。 
（二）账簿按其外表形式，分为订本账簿、活页账簿和卡片账簿。 

第二节  账簿的设置和登记 

一、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特种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三栏式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多栏式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普通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三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不反映对应科目的三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反映对应科目的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多栏式总账的设置和登记。 

三、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一）三栏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二）数量金额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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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栏式明细账的设置和登记。 

四、总账与明细账的关系及其平行登记 

（一）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的关系； 
（二）总账与明细账平行登记的要点及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 
（三）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第三节  账簿启用和登记规则 

一、账簿启用的规则 

1．启用账簿时的一般要求 
2．会计人员交接时的规则和要求。 

二、账簿登记的规则 

1．账簿登记必须有真实依据； 
2．账簿登记必须将各项目填写齐全； 
3．账簿登记的书写要按规定进行，要记录清晰 
4．账簿必须逐页循序连续登记； 
5．账簿记录必须逐页结转； 
6．账簿中的记录错误必须按规定的方法更正。 

三、更正错账的方法 

1．划线更正法。 
2．红字更正法。红字全部冲销法，红字差额冲销法。 
3．补充登记法。 

第四节  对账和结账 

一、对账 

对账是对账簿和账户所记录的有关数据加以检查和核对的工作。 
对账包括： 
1．账证核对。 
2．账账核对。 
3．账实核对。 

二、结账 

结账是在会计期间结束时将当期应记的经济业务全部登记入账的基础上，计算、登记本期发生

额和期末余额的记账工作。 
1．将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全部登记人账。 
2．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调整和结转有关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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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登记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 

三、账簿的保管 

复习思考题 

1．账簿的意义和种类有哪些？ 
2．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如何平行登记？ 
3．账簿登记和使用的规则是什么？ 
4．更正错账的方法有哪些？。 
5．如何对账和结账？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594 

第八章  会计核算形式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研究会计凭证和账簿的基础上，阐述各种凭证和各种账簿结合使用的方式，即会计核算

形式问题。学习本章，要求理解合理建立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基本要求，明确各种会计核算形式

的基本内容，包括凭证、账簿的设置，账务处理程序和优缺点，并根据企业的业务性质、经营规模、

财会人员业务水平等条件，研究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适用范围。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掌握几种基

本的会计核算形式，以便对实际工作中的多种多样做法能把握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处理程序。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核算的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一、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 

会计核算形式就是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和账务处理程序相互结合的方式，也称会计核算

组织程序。 
科学、合理地设计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在于：可以保证凭证填制、账簿登记、报表编制工作有

秩序地进行，提高核算工作效率；使提供的数据及时、清晰，能满足企业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

要；简化账务处理程序；便于组织会计核算的分工、协作。 

二、设计会计核算形式的要求 

要适应企业单位的规模大小、业务简繁、业务类型的特点和核算工作的基础； 
要能保证提供的会计数据正确、及时、全面、系统； 
要能简化账务处理程序，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核算工作效率。 

第二节  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一、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特点 

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是 基本的会计核算形式。 

二、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的设置，明细账的格式，日记账的设置，总账的格式。 

三、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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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一、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特点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是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 

二、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的设置，科目汇总表的格式，日记账的设置，总账的格式。 

三、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四节  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一、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是根据多栏式日记账（包括某些转账凭证汇总表等）登记总账的核算形

式。 

二、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记账凭证采用专用记账凭证，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多栏式日记账，总账的格式。 

三、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五节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一、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特点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是根据汇总记账凭证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 

二、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和汇总转账凭证的格式和填制方法，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格

式，总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三、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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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一、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日记总账核算形式是根据记账凭证对日记总账进行登记的核算形式。 

二、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日记总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设置，记账凭证的设置。 

三、日记总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第七节  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一、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特点 

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是根据普遍日记账登记总账的核算形式也称通用日记账核算形式或分录

日记账核算形式。 

二、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会计凭证和账簿 

用订本的普通日记账代替记账凭证，使记账凭证与日记账相合。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登记方

法，总账的格式。 

三、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的账务处理程序 

四、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2．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3．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4．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5．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6．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7．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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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财产清查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在填制凭证和登记账簿的基础上保证账簿记录准确性、财产物资的真实性和财产保管

使用合理性的方法，即财产清查。学习本章，要求理解财产清查的必要性和种类，重点研究各种材

料物资、货币资金和往来款项的清查方法，并理解财产清查结果的业务处理和账务处理。通过本章

的学习，要掌握财产清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财产清查的意义和种类 

一、财产清查的意义 

财产清查就是通过对实物、现金的实地盘点和对银行存款、债权债务的查对，来确定财产物资、

货币资金、债权债务的实存数，并查明账面结存数与实存数是否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 
财产清查的必要性。 
造成财产物资账实不符的原因。 
财产清查的作用在于：可以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真实可靠；有利于挖掘财产物资使用方面的潜力，

加速资金周转；可以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和结算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财产清查的种类 

按照清查的范围，分为全面清查和局部清查； 
按照清查的时间、分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 

三、财产清查前的准备工作 

1．组织准备； 
2．业务准备。 

第二节  财产清查的方法 

一、实物的清查 

（一）确定财产物资账面结存数的方法。 
1．永续盘存制； 
2．实地盘存制。 
（二）清查财产物资的方法。 
1．实物盘点法； 
2．技术推算法。 
盘存单和实存账存对比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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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资金的清查 

现金的实地盘点，现金盘点报告表的编制。 
银行存款的核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三、往来款项的清查 

往来款项的查询核对，往来款项对账表的编制。 

第三节  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一、财产清查结果的业务处理 

1．分析账实不符的性质和产生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2．积极处理多余积压物资，清理长期积欠的债权债务； 
3．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健全财产管理制度。 

二、财产清查结果的账务处理 

“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的结构。 
1．货币资金盘盈盘亏的账务处理； 
2．财产物资盘盈、盘亏和毁损的账务处理 
3．坏账损失的账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财产清查的意义和种类有哪些？ 
2．财产清查的方法是什么？ 
3．财产清查结果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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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财务会计报告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在日常核算的基础上对经济活动定期进行总括反映的方法，即会计报表。学习本章，

要求理解会计报表的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着重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原

理和基本的编制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能初步掌握编制和阅读主要会计报表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 

一、会计报表的作用 

会计报表是以日常核算资料为主要依据编制的，用来集中、概括地反映企业、单位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成本费用的书面文件。 
企业对外报表的会计报表，包括主表、副表和会计报表附注。对外报送的会计报表与财务情况

说明书，即构成企业对外报出的财务报告。 
企业对内报送的会计报表，主要为单位内部有关成本、费用方面的报表。 
会计报表的作用在于：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可据以了解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进行经营决策；各级主管机构和企业管理当局可据以评价各单位、部门的工作业绩，指导各单位、

部门的经济管理工作；投资者和债权人可据以进行投资决策。 

二、会计报表的种类 

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为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报表、财务成果及其分配情况报表和成本费用

情况报表。 
按报送对象，分为对外会计报表和对内会计报表。按编报时间，分为月份会计报表、季度会计

报表和年度会计报表。按编制的单位，分为单位会计报表和汇总会计报表。 

按报表包括的会计主体的范围，分为个别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 

三、编制会计报表的要求 

内容完整； 
数字真实； 
计算正确； 
编报及时。 

第二节  财务状况报表 

财务状况报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 

一、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编制资产负债表，可据以掌握企业拥有的经济资源及其分布状况；可据以了解投资者和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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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可据以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资产营运情况。 
（二）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分类和结构 
（三）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直接填列法。 
分析整理填列法。 

二、现金流量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及内容 
（二）现金流量表的填制方法 

第三节  财务成果报表 

一、利润表的作用。利润表又称盈亏表、损益表。利用该表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的收入、费用

和财务成果据以分析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 
二、利润表的格式和填列方法。销售利润部分的填列，利润总额部分的填列，净利润部分的填

列。 

第四节  会计报表附表的编制 

一、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 
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二、利润分配表 

三、分部报表（业务分部、地区分部） 

第五节  财务会计报告的报送和汇总 

一、财务会计报告的报送 
二、财务会计报告的审核 
三、财务会计报告的汇总 

复习思考题 

1．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 
2．资产负债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3．利润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4．利润分配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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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计工作的组织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在阐述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会计工作的组织问题。学习本章，要求

了解正确组织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应遵循的要求，熟悉会计机构的设置、组织方式和岗位责任制，

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和对会计人员的要求，会计法规制度的构成。通过本章的学习，要理解把各

种会计核算方法付诸实施需要创造的条件，以便在实践中合理安排会计核算的组织工作。 
学时分配：1 学时 

第一节  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和要求 

一、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 

组织会计工作就是根据会计工作的特点，制定会计法规制度，设置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

以保证合理、有效地进行会计工作。 
合理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作用： 
1．可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可确保与其他经济管理工作协调； 
3．可加强各单位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二、组织会计工作应遵循的要求 

1．既要符合国家对会计工作的统一要求，又要适应各单位生产经营的特点； 
2．既要保证核算工作的质量，又要节约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 
3．既要保证贯彻整个企业、单位的经济责任制，又要建立会计工作的责任制度。 

第二节  会计机构 

一、会计机构的设置 

各个企业、单位原则上应单独没置会计机构。不具备单独设置会计机构条件的，应当在有关机

构中配备专职会计人员或委托有资格的代理机构代理记账。 
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和车间、班组等，根据业务需要，可以设置专职或兼职的核算人员。二级

单位规模较大的，可设置财务会计机构。 

二、企业会计工作的组织方式 

1．集中核算方式。把整个企业主要的会计工作集中在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进行；企业二级单位

不进行完整系统的会计核算； 
2．非集中核算。企业内部各单位对本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比较全面、相对独立的核算；

企业财务会计部门负责综合性的会计工作，并对各单位会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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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工作岗位的设置 

1．会计工作岗位设置的基本状况。一般划分的 8 个核算组及其工作内容。 
2．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落实及其他内容。即按会计人员设置岗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

管人员，出纳，财产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资金核算，往来结算，

总账报表，稽核，档案管理等岗位。会计工作岗位的其他内容；内部分工与牵制，岗位轮换，会计

电算化岗位的设置原则等。 

四、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1．各单位制定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2．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建立内部会计管理体系；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建立账务处理程序制度；建立内部牵制制度；建立稽核制度；建立原始记录管理制度；建立定额管

理制度；建立计量验收制度；建立财产清查制度；建立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实行成本核算的单位应

当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建立财务分析制度。 

第三节  会计人员 

一、会计人员的职责 

1．进行会计核算； 
2．实行会计监督； 
3．拟定本单位办理会计事务的具体办法； 
4．参与制定经济计划、业务计划并分析考核其执行情况； 
5．办理其他会计事项。 

二、会计人员的主要权限 

1．有权要求本单位有关人员认真执行有关法规、制度、计划、预算； 
2．有权参与编制计划、制定定额、签订经济合同，参加有关会议； 
3．有权对本单位各部门进行会计监督。 

三、会计人员的任职要求 

1．未取得会计证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2．各单位应配备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具备一

定的条件； 
3．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应当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的地位、任职资格和业务水平要求； 
4．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职务制度的实施，包括对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的

不同要求； 
5．会计人员的专业学习和业务培训。 

四、会计人员的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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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1．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 
2．熟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宣传； 
3．执行法规制度，提供准确信息； 
4．工作实事求是，办事客观公正； 
5．掌握单位情况，积极出谋划策； 
6．保守商业秘密，循规提供信息。 

第四节  会计法规制度 

会计法规制度是组织和进行会计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规范经济法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会计法 

会计法是组织会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一切会计法规制度的“母法”。 

二、关于会计业务工作的法规制度 

1．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2．会计准则。 
盈利性组织会计准则和非盈利性组织会计准则 
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 
3．行业会计制度； 
4．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法。 

三、其他会计法规 

含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复习思考题 

1．会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2．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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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会计管理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阐述会计管理的基本原理。学习本章，要求学生能够了解会计信息特征，学会如何处理会

计信息；明了会计预测的作用，掌握预测的基本程序和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学会运用科学的决

策方法，控制经济过程，分析经济活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会计检查。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会计信息 

一、会计信息的特征 

会计信息，是指通过科学预测或实际记录，反映会计主体过去、现在、疳来有关资金运动状况

的各种可为人们接受和理解的消息、数据、资料等的总称。 
会计信息的特征。 

二、会计信息的作用 

三、会计信息的处理 

1．会计信息的收集 
2．会计信息的处理 

第二节  会计预测 

一、会计预测的作用 

预测，是以过去的历史资料和现在所能取得的信息为基础，运用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与管理

人员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来预计、推测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过程。 
会计预测的特点 
会计预测的作用 

二、会计预测的分类 

三、会计预测的内容 

1．资金预测 
2．成本预测 
3．利润预测 

四、会计预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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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预测方法 

定量预测分析法、定性预测分析法。 

第三节  会计决策 

一、会计决策的意义 

决策，一般是指一定组织和单位，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运用一系列专门的科学方法从两种以

此的备选方案是选择 优方案的过程。 
会计决策的地位和作用 

二、会计决策的方法 

1．差量分析法 
2．决策表法 
3．决策树法 

三、会计决策程序 

1．发现和确认问题 
2．明确目标 
3．拟定方案 
4．评价方案 
5．优选方案 
6．试验实证 
7．实施决策方案 
8．检查反馈 

四、会计决策的内容 

1．资金决策 
2．成本决策 
3．利润决策 

第四节  会计控制 

一、会计控制的意义 

控制是指系统主体采取某种强制性的措施，促使系统内某些要素自身或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按

照一定的目标运行。 
会计控制的特征 
会计控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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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控制的种类 

1．按其控制的时间分类 
2．按其控制内容分类 
3．按其控制范围分类 
4．按其控制手段分类 
5．按其控制时期分类 

三、会计控制的原则 

四、会计控制的内容 

五、会计控制的程程序 

1．确定目标 
2．对比检查 
3．结果处理 

六、会计控制方法 

1．政策控制 
2．制度控制 
3．预测控制 
4．定额控制 
5．计划控制 
6．责任控制 

第五节  会计分析 

一、会计分析的意义 

会计分析，是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组成部分，是会计核算的继续和发展。 
会计分析的意义 

二、会计分析的原则 

三、会计分析的种类 

1．按其分析时间分类 
2．按其分析范围分类 
3．按其分析形式分类 

四、会计分析程序 

1．分析前的准备 
2．进行基本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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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后和处理 

五、会计分析方法 

1．对比分析法 
2．因素分析法 

第六节  会计检查 

一、会计检查的意义 

会计检查是指会计人员对会计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的审查和稽核。 
会计检查的意义 

二、会计检查的种类 

1．按其检查单位分类 
2．按其检查范围分类 
3．按其检查时期分类 

三、会计检查的程序 

1．准备阶段 
2．审查阶段 
3．报告阶段 

四、会计检查的标准 

1．法律 
2．行政法规 
3．会计及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4．会计的技术规则 

五、会计检查内容 

1．检查法规执行情况 
2．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3．检查财务保管状况 

六、会计检查的方法 

1．顺查法和逆查法 
2．全查法和抽查法 

第七节  会计电算化 

一、电算化的意义 
二、制订科学合理的会计电算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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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培养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 
四、配备电子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五、会计电算化的内部管理制度 
 

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章节 内容 
课时（54 学时） 

备注 
讲授 实训 合计 

第一章 总论 2 1 3  

第二章 会计科目和账户 2 1 3  

第三章 复式记账法 4 2 6  

第四章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10 5 15  

第五章 账户分类 2 1 3  

率六章 会计凭证 2 1 3  

第七章 会计账簿 2 1 3  

第八章 会计核算形式 2 1 3  

第九章 财产清查 2 1 3  

第十章 财务会计报告 3 3 6  

第十一章 会计工作的组织 1  1  

第十二章 会计管理 2  2  

 期末复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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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2001），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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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Accounting in Action 

第一章  会计实践活动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Explain what accounting is. 
2．IDENTIFY THE USERS AND USES OF ACCOUNTING. 
3．UNDERSTAND WHY ETHICS IS A FUNDAMENTAL BUSINESS CONCEPT. 
4．EXPLAIN THE MEANING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THE COST PRINCIPLE. 
5．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AND THE 

ECONOMIC ENTITY ASSUMPTION. 
6．STATE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AND EXPLAIN THE MEANING OF 

ASSETS, LIABILITIES, AND OWNER’S EQUITY. 
7．ANALYZE THE EFFECT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ON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8．Understand what the four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nd how they are prepar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什么是会计。 
2．识别会计的使用者和会计的用途。 
3．了解为什么道德是基本的商业概念。 
4．解释公认会计原则和成本原则的含义。 
5．解释货币单位假设和经济实体假设的含义。 
6．陈述基本会计等式并解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含义。 
7．分析企业交易对基本会计等式的影响。 
8．了解四种财务报表以及编制方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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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PROCESS. 

2．”BOOKKEEPING AND ACCOUNTING ARE THE SAME.” DO YOU AGREE? 
EXPLAIN. 

3 ． WHAT IS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WHAT IMPACT DOES 
INFLATION HAVE ON THE MONETARY UNIT ASSUMPTION? 

4．WHAT IS AN ECONOMIC ENTITY ASSUMPTION? 

5．WHAT ARE THE THREE BASIC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FOR 
PROFIT-ORIENTED ENTERPRISES? 

6．WHAT IS THE BASIC ACCOUNTING EQUATION? 

Home work: 

Exercise 1-3 

Exercise 1-6 

EXERCISE 1-8 

EXERCISE 1-9 

Problem 1-1A 

Problem 1-3A 

Problem 1-3B 

PROBLEM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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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The Recording Process 

第二章  记录过程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EXPLAIN WHAT AN ACCOUNT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2．DEFINE DEBITS AND CREDITS AND EXPLAIN HOW THEY ARE USED TO RECORD 

BUSINESS TRANSACTIONS. 
3．IDENTIFY THE BASIC STE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4．EXPLAIN WHAT A JOURNAL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5．EXPLAIN WHAT A LEDGER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6．EXPLAIN WHAT POSTING IS AND HOW IT HELPS IN THE RECORDING PROCESS. 
7．PREPARE A TRIAL BALANCE AND EXPLAIN ITS PURPOS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什么是账户，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2．定义借贷并且解释借贷如何用于企业交易。 
3．识别记录过程的基本步骤。 
4．解释什么是日记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5．解释什么是分类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6．解释什么是过账，以及它在记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7．编制试算平衡表，并且解释它的目的。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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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STATE THE RULES OF DEBIT AND CREDIT APPLIED TO (ASSET ACCOUNTS, (B) 
LIABILITY ACCOUNTS, AND (C) OWNER’S EQUITY ACCOUNTS (REVENUE, 
EXPENSES, OWNER’S DRAWING, AND OWNER’S CAPITAL). 

2．INDICAT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ACCOUNTS IS AN ASSET, A 
LIABILITY, OR A OWNER’S EQUITY ACCOUNT AND WHETHER IT HAS A 
NORMAL DEBIT OR A CREDIT BALANCE: (A) ACCOUNTS RECEIVABLE, 
( ACCOUNTS PAYABLE), (C) EQUIPMENT, (D) OWNER’S DRAWING, (E) 
SUPPLIES. 

3．(A) WHAT IS A LEDGER? (B) WHAT IS A CHART OF ACCOUNTS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4．WHAT IS A TRIAL BALANCE AND WHAT ARE THEIR PURPOSES? 

Home work: 

Exercise 2-4 

Exercise 2-5 

EXERCISE 2-8 

EXERCISE 2-9 

Problem 2-1A 

Problem 2-3A 

Problem 2-4A 

PROBLEM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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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Adjusting the Accounts 

第三章  调整账户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TIME PERIOD ASSUMPTION. 
2． EXPLAIN THE ACCRUAL BASIS OF ACCOUNTING. 
3． EXPLAIN WHY ADJUSTING ENTRIES ARE NEEDED. 
4． IDENTIFY THE MAJOR TYPES OF ADJUSTING ENTRIES. 
5．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PREPAYMENTS. 
6．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ACCRUALS. 
7． DESCRIBE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AN ADJUSTED TRIAL BALANCE. 
*8 ． PREPARE ADJUSTING ENTRIES FOR TH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F 

PREPAYMENT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期间假设。 
2．解释权责发生制。 
3．解释为什么需要调整分录。 
4．识别调整分录的主要步骤。 
5．为预付款编制调整分录。 
6．为应计项目编制调整分录。 
7．描述调整后试算平衡表的性质和目的。 
8．使用其他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为预付款编制调整分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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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 STATE TWO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AT 
RELATE TO ADJUSTING THE ACCOUNTS. 

2．WHY DO ACCRUAL-BASIS FINANCIAL STATEMENTS PROVIDE MORE USEFUL 
INFORMATION THAN CASH –BASIS STATEMENTS? 

3 ． ”ADJUSTING ENTRIES ARE REQUIRED BY THE COST PRINCIPLE OF 
ACCOUNTING,” DO YOU AGREE? EXPLAIN. 

4．WHY MAY A TRIAL BALANCE NOT CONTAIN UP-TO-DATE AND COMPLETE 
FINANCIAL INFORMATION? 

Home work: 

Exercise 3-2 

Exercise 3-4 

EXERCISE 3-6 

EXERCISE 3-7 

Problem 3-2A 

Problem 3-3A 

Problem 3-4A 

PROBLEM 3-1B 

 



会计学原理（英文） 

 619

Chapter 4  Completion of the Accounting Cycle 

第四章  完成会计循环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PREPARE A WORK SHEET. 
2． EXPLAIN THE PROCESS OF CLOSING THE BOOKS. 
3． DESCRIBE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A POST-CLOSING TRIAL BALANCE. 
4． STATE THE REQUIRED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5． EXPLAIN THE APPROACHES TO PREPARING CORRECTING ENTRIES. 
6． IDENTIFY THE SECTIONS OF A CLASSIFIED BALANCE SHEET. 
*7． PREPARE REVERSING ENTRI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编制工作底稿。 
2．解释结账的程序。 
3．描述解账后试算平衡表的内容和目的。 
4．陈述会计循环要求的步骤。 
5．解释编制改正分录的方法。 
6．为应计项目编制调整分录。 
7．识别分类资产负债表的几个部分。 
8．编制还原分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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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EXPLAIN THE PURPOSE OF THE WORK SHEET. 

2、 WHY IS IT NECESSARY TO PREPARE FORMAL FINANCIAL STATEMENTS IF 
ALL OF THE DATA ARE IN THE STATEMENT COLUMNS OF THE WORK 
SHEET? 

3、 DESCRIBE THE NATURE OF THE INCOME SUMMARY ACCOUNT AND 
IDENTIFY THE TYPES OF SUMMARY DATA THAT MAY BE POSTED TO THIS 
ACCOUNT. 

4、 WHAT ARE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A POST-CLOSING TRIAL 
BALANCE? 

Home work: 

Exercise 4-5 

EXERCISE 4-6 

EXERCISE 4-7 

Problem 4-1A 

Problem 4-5A 

Problem 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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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Accounting for Merchandising Operations 

第五章  商品经营活动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service enterprise and a merchandiser. 
2． EXPLAIN THE ENTRIES FOR purchases under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3． explain the entries for sales revenues under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4． EXPLAIN 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MERCHANDISer. 
5． DISTINGUISH BETWEEN A MULTIPLE-STEP AND A SINGLE-STEP INCOME 

STATEMENT. 
6． EXPLAIN THE COMPU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GROSS PROFIT.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服务业企业和商品经销企业的不同之处。 
2．解释结账的程序。在永续盘存制下采购分录的编制。 
3．解释在永续盘存制下销售收入分录的编制。 
4．解释商品经销商会计循环的步骤。 
5．区分多步式和单步式收益表解释编制改正分录的方法。 
6．解释毛利的计算及其重要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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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THE STEPS IN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MERCHANDISING 
COMPAN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CCOUNTING CYCLE FOR A SERVICE 
ENTERPRIS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B) IS THE MEASUREMENT OF 
NET INCOME FOR A MERCHANDISER ARE CONCEPTUALLY THE SAME AS 
FOR A SERVICE ERTERPRISE? 

2、 (A) HOW DO THE COMPONENTS OF REVENUES AND EXPENSES DIFFER 
BETWEEN A MERCHANDISER AND A SERVICE ENTERPRISE? 

3、 HOW DOES INCOME MEASUREMENT DIFFER BETWEEN A MERCHANDISER 
AND A SERVICE COMPANY? 

4、 WHEN IS COST OF GOODS SOLD DETERMINED IN A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Home work: 

Exercise 5-1 

Exercise 5-3 

EXERCISE 5-6 

EXERCISE 5-7 

Problem 5-2A 

Problem 5-3A 

Problem 5-4A 

Problem 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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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Inventories 

第六章  存货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STEPS IN DETERMINING INVENTORY QUANTITIES. 
2．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purchases and sales of inventory under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3． determine cost of goods sold under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4． Identify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income statement for a merchandiser using a periodic 

inventory system. 
5． Explain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for inventories, and describe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6． Expla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tax effects of each of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7． EXPLAIN THE LOWER OF COST OR MARKET BASIS OF ACCOUNTING FOR 

INVENTORIES. 
8． indicate the effects of inventory errors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9． Compute and interpret inventory turnover. 
*10．DESCRIBE THE TWO METHODS OF ESTIMATING INVENTORIES. 
*11．APPLY THE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S TO PERPETUAL INVENTORY 

RECORD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确定存货数量的步骤。 
2．编制定期盘存制下存货采购和销售的分录。 
3．确定定期盘存制下商品销售成本。 
4．识别使用定期盘存制的商品经销企业收益表的特征。 
5．解释存货核算的基础，并且描述存货成本流动的方法。 
6．解释财务报表以及每一种错或成本流动的方法对税收的影响。 
7．解释存货核算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8．指出存货错误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9．计算并解释存货周转率。 
10．描述估计存货的两种方法。 
11．在永续盘存记录中应用存货成本流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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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IDENTIFY THE ACCOUNTS THAT ARE ADDED TO OR DEDUCTED FROM 
PURCHASES TO DETERMINE THE COST OF GOODS PURCHASED. FOR EACH 
ACCOUNT, INDICATE (A) WHETHER IT IS ADDED OR DEDUCTED AND (B) ITS 
NORMAL BALANCE. 

2、 “THE KEY TO SUCCESSFUL BUSINESS OPERATIONS IS EFFECTIVE 
INVENTORY MANAGEMENT.” DO YOU AGREE? EXPLAIN. 

3、 WHICH ASSUMED INVENTORY COST FLOW METHOD: 

(A) USUALLY PARALLELS THE ACTUAL PHYSICAL FLOW OF MERCHANDISER? 

(B) ASSUMES THAT GOODS AVAILABLE FOR SALE DURING AN ACCOUNTING 
PERIOD ARE IDENTICAL? 

(C) ASSUMES THAT THE LATEST UNITS PURCHASED ARE THE FIRST TO BE 
SOLD? 

4．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MIGHT INVENTORY TURNOVER BE TOO 
HIGH? THAT IS, WHAT POSSIBLE NEGATIVE CONSEQUENCES MIGHT 
OCCUR? 

Home work: 

Exercise 6-1 

Exercise 6-3 

EXERCISE 6-6 

EXERCISE 6-7 

Problem 6-2A 

Problem 6-3A 

Problem 6-4A 

Problem 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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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第七章  会计信息系统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 EXPLAIN THE MAJOR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OUNTING 

SYSTEM. 
3． DESCRIBE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A SUBSIDIARY LEDGER. 
4． EXPLAIN HOW SPECIAL JOURNALS ARE USED IN JOURNALIZING. 
5． INDICATE HOW A multi-COLUMN JOURNAL IS POST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原则。 
2．解释会计系统开发的几个主要阶段。 
3．描述明细分类账的性质和目的。 
4．解释特种日记账在记录日记账时如何使用。 
5．指出多栏式日记账如何过账。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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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CERTAIN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IDENTIFY AND EXPLAIN EACH OF 
THE PRINCIPLES. 

2、 IDENTIFY AND EXPLAIN THE FOUR SPECIFIC JOURNALS DISCUSSED IN THE 
CHAPTER.  LIST AN ADVANTAGE OF USING EACH OF THESE JOURNALS 
RATHER THAN USING ONLY A GENERAL JOURNAL. 

3、 WHY SHOULD SPECIAL JOURNALS USED IN DIFFERENT BUSINESSES NOT BE 
IDENTICAL IN FORMAT? CAN YOU THINK OF A BUSINESS THAT WOULD 
MAINTAIN A CASH RECEIPTS JOURNAL BUT NOT  INCLUDE A COLUMN FOR 
ACCOUNTS RECEIVABLE? 

4、 IN WHAT JOURNAL WOULD THE FOLLOWING TRANSACTIONS BE 
RECORDED? (ASSUME THAT A TWO-COLUMN SALES JOURNAL AND A 
SINGLE-COLUMN PURCHASES JOURNAL ARE USED.) 

(A) RECORDING OF DEPRECIATION EXPENSE FOR THE YEAR. 

(B) CREDIT GIVEN TO CUSTOMER FOR MERCHANDISE PURCHASED ON CREDIT 
AND RETURNED. 

(C) SALES OF MERCHANDISE FOR CASH. 

(D) SALES OF MERCHANDISE ON ACCOUNT. 

(E) COLLECTION OF CASH ON ACCOUNT FROM A CUSTOMER. 

(F) PURCHASE OF OFFICE SUPPLIES ON ACCOUNT. 

Home work: 

Exercise 7-1 

Exercise 7-3 

EXERCISE 7-6 

EXERCISE 7-9 

Problem 7-1A 

Problem 7-3A 

Problem 7-4A 

Problem 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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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Internal Control and Cash 

第八章  内部控制和现金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FINE INTERNAL CONTROL. 
2． IDENTIFY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3． EXPLAIN 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NAL CONTROL PRINCIPLES TO CASH 

RECEIPTS. 
4． Explain THE APPLICATIONS OF INTERNAL CONTROL PRINCIPLES TO CASH 

DISBURSEMENTS. 
5． describe THE OPERATION OF A PETTY CASH FUND. 
6． INDICATE THE CONTROL FEATURES OF A BANK ACCOUNT. 
7． PREPARE A BANK RECONCILIATION. 
8． EXPLAIN THE REPORTING OF CASH.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定义内部控制。 
2．识别内部控制的原则。 
3．解释对现金收入应用内部控制原则。 
4．解释对现金支出应用内部控制原则。 
5．描述零用金基金的操作。 
6．指出银行账户的控制特征。 
7．编制银行往来调节表。 
8．解释现金的报告。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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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APPLY TO MOST BUSINESS 
ENTERPRISES? 

2. ROGER HOLLOWAY IS REVIEWING THE PRINCIPLES OF SEGREGATION OF 
DUTIES. WHAT ARE THE TWO COMMON APPLICATIONS OF THIS PRINCIPLE?

3.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IS (ARE) INVOLVED IN MAKING 
DAILY CASH ACCOUNTS OF OVER-THE-COUNTER RECEIPTS? 

4．(A) WHAT IS A VOUCHER SYSTEM? (B) WHAT PRINCIPLES OF INTERNAL 
CONTROL APPLY TO A VOUCHER SYSTEM? 

Home work: 

Exercise 8-2 

Exercise 8-5 

EXERCISE 8-6 

EXERCISE 8-10 

Problem 8-1A 

Problem 8-4A 

Problem 8-6A 

Problem 8-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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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Accounting for Receivables 

第九章  应收款项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ECEIVABLES. 
2． EXPLAIN HOW ACCOUNTS RECEIVABLE ARE RECOGNIZED IN THE ACCOUNTS. 
3．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ETHODS AND BASES USED TO VALUE ACCOUNTS 

RECEIVABLE. 
4． DESCRIBE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DISPOSITI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 
5． COMPUTE THE MATURITY DATE OF AND INTEREST ON NOTES RECEIVABLE. 
6． EXPLAIN HOW NOTES RECEIVABLE ARE RECOGNIZED IN THE ACCOUNTS. 
7． DESCRIBE HOW NOTES RECEIVABLE ARE VALUED. 
8． DESCRIBE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DISPOSITION OF NOTES RECEIVABLE. 
9． EXPLAIN THE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RECEIVABL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不同类型的应收款项。 
2．解释应收账款在账户中如何确认。 
3．区分应收账款计价的方法和基础。 
4．描述记录应收账款处理的分录。 
5．计算应收票据的到期日和利息。 
6．解释应收票据在账户中如何确认。 
7．描述应收票据如何计价。 
8．描述记录应收票据处理的分录。 
9．解释应收款项在财务报表中的表述和分析。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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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4．8．15 

1. WHAT ARE COMMON TYPES OF RECEIVABLES OTHER THAN ACCOUNTS 
RECEIVABLES AND NOTES RECEIVABLE? 

2. WHAT AR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ALLOWANCE METHOD OF 
ACCOUNTING FOR BAD DEBTS? 

3. HOW ARE BAD DEBT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DIRECT WRITE-OFF 
METHOD?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METHOD? 

4．  COMPUTE THE MISSING AMOUNTS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OTES.

 PRINCIPAL ANNUAL INTEREST RATE TIME TOTAL INTEREST 

(A) ? 9% 120 DAYS $   450 

(B) $30,000 10% 3 YEARS ? 

(C) 
$60,000 ? 

5 
MONTHS 

$3,000 

(D) $50,000 11% ? $1,375 
 

Home work: 

Exercise 9-1 

Exercise 9-3 

EXERCISE 9-5 

EXERCISE 9-9 

Problem 9-2A 

Problem 9-3A 

Problem 9-5A 

Problem 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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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Plant Asse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Assets 

第十章 厂场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资产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ST PRINCIPLE TO PLANT ASSETS. 
2． EXPLAIN THE CONCEPT OF DEPRECIATION. 
3． COMPUTE PERIODIC DEPRECIATION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4． DESCRIBE THE PROCEDURE FOR REVISING PERIODIC DEPRECIATION. 
5． DISTINGUISH BETWEEN REVENUE AND CAPITAL EXPENDITURES AND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THESE EXPENDITURES. 
6． EXPLAIN HOW TO ACCOUNT FOR THE DISPOSAL OF A PLANT ASSET THROUGH 

RETIREMENT, SALE, OR EXCHANGE. 
7． compute periodic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8．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INTANGIBLE ASSETS WITH THE ACCOUNTING 

FOR PLANT ASSETS. 
9． INDICATE HOW PLANT ASSE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TANGIBLE 

ASSETS ARE REPORTED and analyze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对厂场资产成本原则的应用。 
2．解释折旧的概念。 
3．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期间的折旧。 
4．描述修订期间折旧的程序。 
5．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并编制这些支出的分录。 
6．解释厂场资产如何通过报废、销售或交换进行处理。 
7．计算自然资源的期间折耗。 
8．将无形资产和厂场资产的核算相对照。 
9．解释厂场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资产如何记录和分析。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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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6．10．12．16 

1. CONTRAST THE STRAIGHT-LINE METHOD AND THE UNITS-OF-ACTIVITY 
METHOD AS TO (A) USEFUL LIFE, AND (B) THE PATTERN OF PERIODIC 
DEPRECIATION OVER USEFUL LIFE. 

2. HOW IS A GAIN OR LOSS ON THE SALE OF A PLANT ASSET COMPUTED? 

3. WHEN SIMILAR ASSETS ARE EXCHANGED, HOW IS THE GAIN OR LOSS ON 
DISPOSAL COMPUTED? 

4. EXPLAIN WHAT DEPLETION IS AND HOW IT IS COMPUTED? 

Home work: 

Exercise 10-2 

Exercise 10-4 

EXERCISE 10-6 

EXERCISE 10-12 

Problem 10-1A 

Problem 10-7A 

Problem 10-2B 

Problem 1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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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Current Liabilities and Payroll Accounting 

第十一章 流动负债和工资的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A CURRENT LIABILITY, AND IDENTIFY THE MAJOR TYPES OF CURRENT 
LIABILITIES. 

2．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FOR NOTES PAYABLE. 
3．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4． Expla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current liabilities. 
5．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CONTINGENT LIABILITIES. 
6． DISCUSS THE OBJECTIVES OF INTERNAL CONTROL FOR PAYROLL. 
7． COMPUTE AND RECORD THE PAYROLL FOR A PAY PERIOD. 
8． DESCRIBE AND RECORD EMPLOYER PAYROLL TAXES. 
9． IDENTIFY ADDITIONAL FRING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EMPLOYEE 

COMPENSATION.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流动负债并且识别流动负债的主要类别。 
2．描述应付票据的会计核算。 
3．解释其他流动负债的会计核算。 
4．解释流动负债的财务报表上的表述和分析。 
5．描述或有负债的核算和披露要求。 
6．讨论对工资内部控制的目标。 
7．计算并记录工资支付期的工资。 
8．描述并记录工资税。 
9．识别与雇员工资相关的额外福利。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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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JEFF BAUMGARTNER BELIEVES A CURRENT LIABILITY IS A DEBT THAT 
CAN BE EXPECTED TO BE PAID IN ONE YEAR. IS JEFF CORRECT? EXPLAIN. 

2. (A) YOUR ROOMMATE SAYS, “SALES TAXES ARE REPORTED AS AN EXPENSE 
IN THE INCOME STATEMENT. “DO YOU AGREE? EXPLAIN. 

(B) PLANET HOLLYWOOD HAS CASH PROCEEDS FROM SALES OF $10,400. THIS 
AMOUNT INCLUDES $400 OF SALES TAXES. GIVE THE ENTRY TO RECORD THE 
PROCEEDS. 

3．    WHAT IS LIQUIDITY? WHAT ARE THE TWO MEASURES OF LIQUIDITY? 

4．    YOU ARE A NEWLY HIRED ACCOUNTANT WITH SPARTAN COMPANY. ON 
YOUR FIRST DAY, THE CONTROLLER ASKS YOU TO IDENTIFY THE MAIN 
INTERNAL CONTROL OBJECTIVES RELATED TO PAYROLL ACCOUNTING. 
HOW WOULD YOU RESPOND? 

Home work: 

Exercise 11-3 

Exercise 11-8 

EXERCISE 11-9 

EXERCISE 11-10 

Problem 11-2A 

Problem 11-4A 

Problem 11-2B 

Problem 1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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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Accounting Principles 

第十二章 会计原则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MEANING OF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IDENTIFY THE KEY ITEM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2． DESCRIBE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3． DISCUSS TH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ELEMEN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4． IDENTIFY THE BASIC ASSUMPTIONS USED BY ACCOUNTANTS. 
5． IDENTIF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6． IDENTIFY THE TWO CONSTRAINTS IN ACCOUNTING. 
7． EXPLAIN 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USED I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公认会计原则的含义。 
2．描述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 
3．讨论会计信息和财务报表要素的质量特征。 
4．识别会计人员使用的基本假设。 
5．识别会计的基本原则。 
6．识别会计的两个约束条件。 
7．解释国际经营中使用的会计原则。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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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8 

1. (A) WHAT AR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B) WHAT BODIES PROVIDE AUTHORITATIVE SUPPORT FOR GAAP? 

2. (A)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 IDENTIFY 
TH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3.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ARABILITY AND 
CONSISTENCY? 

4. GOODWIN CONSTRUCTION COMPANY HAS A @210 MILLION CONTRACT TO 
BUILD A BRIDGE. ITS TOTAL ESTIMATED COST FOR THE PROJECT IS $170 
MILLION. COSTS INCUR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WERE $34 
MILLION. GOODWIN APPROPRIATELY USES THE 
PERCENTAGE-OF-COMPLETION METHOD. HOW MUCH REVENUE AND 
GROSS PROFIT SHOULD GOODWIN RECOGNIZ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Home work: 

Exercise 12-3 

Exercise 12-4 

EXERCISE 12-5 

EXERCISE 12-6 

Problem 12-2A 

Problem 12-4A 

Problem 12-2B 

Problem 1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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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Accounting for Partnerships 

第十三章 合伙企业的会计核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NERSHIP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2． EXPLAIN THE ACCOUNTING ENTRIE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ARTNERSHIP. 
3． IDENTIFY THE BASES FOR DIVIDING NET INCOME OR NET LOSS. 
4． DESCRIB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PARTNERSHIP FINANCIAL STATEMENTS. 
5． EXPLAIN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WHEN A NEW PARTNER IS ADMITTED. 
6． DESCRIBE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WHEN A PARTNER WITHDRAWS FROM 

THE FIRM. 
7． explain the effects of THE ENTRIES TO RECORD THE LIQUIDATION OF A 

PARTNERSHIP.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的特征。 
2．解释合伙企业组成的会计分录。 
3．识别分配净利或净损的基础。 
4．描述合伙企业财务报表的形式和内容。 
5．解释新的合伙人加入时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6．描述合伙人从企业提款时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7．解释记录合伙企业清算的会计分录的影响。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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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10．18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B) LIMITED LIFE, AND (C) CO-OWNERSHIP 
OF PROPERTY. EXPLAIN EACH OF THESE TERMS. 

2. SWEN VARBERG AND EGOR KARLSTAD ARE CONSIDERING A BUSINESS 
VENTURE. THEY ASK YOU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ARTNERSHIP FOR OF ORGANIZATION. 

3. AR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A PARTNERSHIP SIMILAR TO THOSE 
OF A PROPRIETORSHIP? DISCUSS. 

4. HOW DOES A LIQUIDATION OF A PARTNERSHIP DIFFER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A PARTNERSHIP? 

Home work: 

Exercise 13-1 

Exercise 13-3 

EXERCISE 13-8 

EXERCISE 13-9 

Problem 13-2A 

Problem 13-3A 

Problem 13-2B 

Problem 1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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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4  Corporations: Organization and Capital Stock 

Transactions 

第十四章 公司：组织和股本交易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A CORPORATION. 
2． DIFFERENTIATE BETWEEN PAID-IN CAPITAL AND RETAINED EARNINGS. 
3． RECORD THE ISSUANCE OF COMMON STOCK. 
4．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TREASURY STOCK. 
5． DIFFERENTIATE PREFERRED STOCK FROM COMMON STOCK. 
6． PREPARE A STOCKHOLDERS’ EQUITY SECTION. 
7． COMPUTE BOOK VALUE PER SHARE.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股份公司的主要特征。 
2．区分实收资本和保留盈余。 
3．记录普通股的发行。 
4．解释库藏股的会计处理。 
5．区分普通股和优先股。 
6．编制股东权益部分。 
7．计算每股账面价值。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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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6 

1. LIL GARMEN, A STUDENT, ASKS YOUR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CORPORATION: (A) SEPARATE LEGAL 
EXISTENCE, (B) LIMITED LIABILITY OF STOCKHOLDERS, AND (C) 
TRANSFERABLE OWNERSHIP RIGHTS. EXPLAIN THESE CHARACTERISTICS 
TO LIL. 

2. (A) THE FOLLOWING TERMS PERTAIN TO THE FORMING OF A 
CORPORATION: (1) CHARTER, (2) BYLAWS, AND (3) ORGANIZATION COSTS. 
EXPLAIN THE TERMS. 

(B) SALLY FIELDS BELIEVES A CORPORATION MUST BE INCORPORATED IN THE 
STATE IN WHICH IT HEADQUARTERS OFFICE IS LOCATED? IS SALLY CORRECT? 
EXPLAIN. 

3. (A) WHAT ARE THE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STOCKHOLDERS’ 
EQUITY? 

(B) WHAT IS PAID-IN CAPITAL? GIVE THREE EXAMPLES. 

4．   HOW D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A CORPORATION DIFFER FROM 
THE STATEMENTS FOR PROPRIETORSHIP? 

Home work: 

Exercise 14-3 

Exercise 14-8 

EXERCISE 14-9 

EXERCISE 14-10 

Problem 14-2A 

Problem 14-4A 

Problem 14-2B 

Problem 1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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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5  Corporations: Dividends, Retained Earnings,  

and Income Reporting 

第十五章  股利、保留盈余和收益报告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2． IDENTIFY THE ITEMS THAT ARE REPORTED IN A RETAINED EARNINGS 

STATEMENT. 
3． PREPARE AND ANALYZE A COMPREHENSIVE STOCKHOLDERS’ EQUITY SECTION. 
4． DESCRIB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CORPORATION INCOME STATEMENTS. 
5． INDICATE THE STATEMENT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ITEMS NOT TYPICAL 

OF REGULAR OPERATIONS. 
6． COMPUTE EARNINGS PER SHARE.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编制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分录。 
2．识别在保留盈余表中报告的项目。 
3．编制并分析完整的股东权益部分。 
4．描述股份公司收益表的形式和内容。 
5．指出非正常经营的重要项目在报表上的表述。 
6．计算每股盈利。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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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3．5．9 

1. (A) WHAT IS A DIVIDEND? (B) “DIVIDENDS MUST BE PAID IN CASH? DO YOU 
AGREE? EXPLAIN. 

2. (A) THREE DAYS ARE IMPORTANT IN CONNECTION WITH CASH DIVIDENDS. 
IDENTIFY THESE DATES, AND EXPLAIN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B) IDENTIFY THE ACCOUNTING ENTRIES THAT ARE MADE FOR A CASH 
DIVIDEND AND THE DATE OF EACH ENTRY. 

3. CONTRAST THE EFFECTS OF A CASH DIVIDEND AND A STOCK DIVIDEND ON 
A CORPORATION’S BALANCE SHEET. 

4. WHAT IS A PRIOR PERIOD ADJUSTMENT, AND HOW IS IT REPORT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ome work: 

Exercise 15-3 

Exercise 15-6 

EXERCISE 15-9 

EXERCISE 15-11 

Problem 15-2A 

Problem 15-4A 

Problem 15-5A 

Problem 1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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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6  Long-Term Liabilities 

第十六章  长期负债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WHY BONDS ARE ISSUED. 
2． PREPARE THE ENTRIES FOR THE ISSUANCE OF BONDS AND INTEREST EXPENSE. 
3． DESCRIBE THE ENTRIES WHEN BONDS ARE REDEEMED OR CONVERTED. 
4． describe A BOND SINKING FUND. 
5． DESCRIBE THE ACCOUNTING FOR LONG-TERM NOTES PAYABLE. 
6．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OPERATING AND CAPITAL LEASES. 
7． IDENTIFY THE METhodS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LONG-TERM 

LIABILITIES. 
*8． CONTRAST THE EFFECTS OF THE STRAIGHT-LINE AND EFFECTIVE-INTEREST 

METHODS OF AMORTIZING BOND DISCOUNT AND BOND PREMIUM.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为什么发行债券。 
2．为债券的发行和利息费用编制分录。 
3．描述债券赎回或转换时的会计分录。 
4．描述债券偿债基金。 
5．描述长期应付债券的会计核算。 
6．对照经营租赁和资本租赁的会计核算。 
7．识别长期负债的表述和分析的方法。 
8．对照债券折价和溢价摊销的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的影响。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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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3．5．10 

1. (A) AS A SOURCE OF LONG-TEM FINANCING, WHAT ARE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BONDS OVER COMMON STOCK? (B) WHAT ARE THE 
MAJOR DISADVANTAGES IN USING BONDS FOR LONG-TERM FINANCING? 

2. CONTRAST THE TWO TYPES OF BONDS: (A) SECURED AND UNSECURED, (B) 
TERM AND SERIAL, (C) REGISTERED AND BEARER, AND (D) CONVERTIBLE 
AND CALLABLE. 

3. DESCRIBE THE TWO MAJOR OBLIGATIONS INCURRED BY A COMPANY 
WHEN BONDS ARE ISSUED. 

4. EXPLAIN THE STRAIGHT-LINE METHOD OF AMORTIZING DISCOUNT AND 
PREMIUM ON BONDS PAYABLE. 

Home work: 

Exercise 16-2 

Exercise 16-4 

EXERCISE 16-8 

EXERCISE 16-9 

Problem 16-3A 

Problem 16-4A 

Problem 16-7A 

Problem 1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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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7  Investments 

第十七章  投资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cuss why corporations invest in debt and stock securities. 
2．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DEBT INVESTMENTS. 
3． EXPLAIN THE ACCOUNTING FOR STOCK INVESTMENTS. 
4． DESCRIBE THE USE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5． INDICATE HOW DEBT AND STOCK INVESTMENTS ARE VALUED AND REPORTED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6． DISTINGUISH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NVESTMENT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讨论公司为什么在债券和股票上进行投资。 
2．解释债券投资的会计核算。 
3．解释股票投资的会计核算。 
4．描述合并财务报表的使用。 
5．指出在财务报表中如何对债券和股票投资进行计价和报告。 
6．区分短期和长期投资。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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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REASONS THAT CORPORATIONS INVEST IN SECURITIES? 

2. (A) WHAT IS THE COST OF INVESTMENT IN BONDS? 

(B) WHEN IS INTEREST ON BONDS RECORDED? 

3. WHAT IS THE COST OF AN INVESTMENT IN STOCK? 

4. WHAT CONSTITUT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 WHEN AN INVESTOR’S 
FINANCIAL INTEREST IS BELOW 50% LEVEL? 

Home work: 

Exercise 17-3 

Exercise 17-5 

EXERCISE 17-6 

EXERCISE 17-8 

Problem 17-2A 

Problem 17-4A 

Problem 17-5A 

Problem 1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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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8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第十八章  现金流量表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NDICAT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2． DISTINGUISH AMONG OPERATING,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3． PREPARE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4． PREPARE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DIRECT METHOD. 
5． Analyze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6． EXPLAIN THE GUIDELINES AND PROCEDURAL STEPS IN USING A WORK 

SHEET TO PREPARE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using the indirect metho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指出现金流量表的主要目的。 
2．区分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 
3．使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4．使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5．分析现金流量表。 
6．解释使用工作底稿来编制间接法的现金流量表的指导原则和程序步骤。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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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3．5．6 

1. WHAT QUESTIONS ARE ANSWERED BY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2. WHAT ARE CASH EQUIVALENT? HOW DO CASH EQUIVALENT AFFECT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3. WHAT ARE THE MAJOR SOURCES (INFLOWS) OF CASH IN A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WHAT ARE THE MAJOR USES (OUTFLOWS) OF CASH? 

4. WHY IS IT IMPORTANT TO DISCLOSE CERTAIN NONCASH TRANSACTIONS? 
HOW SHOULD THEY BE DISCLOSED? 

Home work: 

Exercise 18-1 

Exercise 18-2 

EXERCISE 18-8 

EXERCISE 18-11 

Problem 18-5A 

Problem 18-6A 

Problem 18-7A 

Problem 1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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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9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第十九章 财务报表分析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CUSS THE NE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2． IDENTIFY THE TOOL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EXPLAIN AND APPLY HORIZONTAL ANALYSIS. 
4． DESCRIBE AND APPLY VERTICAL ANALYSIS. 
5． IDENTIFY AND COMPUTE RATIOS，AND DESCRIBE THEIR PURPOSE AND USE IN 

ANALYZING A FIRM’S LIQUIDITY, PROFITABILITY, AND SOLVENCY. 
6．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讨论比较分析的必要性。 
2．识别财务报表分析的工具。 
3．解释和应用水平分析法。 
4．描述和应用纵向分析法。 
5．识别和计算比率，并描述这些比率的目的，以及在分析企业的流动性、盈利能力、和偿债

能力时这些比率的使用。 
6．确认财务报表分析的局限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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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DISTINGUISH AMONG THE FOLLOWING BASES OF COMPARISON: (1) 
INTRACOMPANY, (2) INDUSTRY AVERAGE, (3) INTERCOMPANY. 

(B) GIVE THE PRINCIPAL VALUE OF USING EACH OF THE THREE BASES OF 
COMPARISON. 

2. WHAT IS A RATIO?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AMOUNTS? WHAT INFORMATION DOES A RATIO 
PROVIDE? 

3. NAME THE MAJOR RATIOS USEFUL IN ASSESSING (A) LIQUIDITY AND (B) 
SOLVENCY. 

4. WHAT DO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RATIOS MEASURE? (A) LIQUIDITY 
RATIOS. (B) PROFITABILITY RATIOS. (C) SOLVENCY RATIOS. 

Home work: 

Exercise 19-5 

Exercise 19-6 

EXERCISE 19-9 

EXERCISE 19-10 

Problem 19-3A 

Problem 19-4A 

Problem 19-5A 

Problem 1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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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0  Managerial Accounting 

第二十章  管理会计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MANAGERIAL ACCOUNTING. 
2． IDENTIFY THE THREE BROAD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3． DEFINE THE THREE CLASSES OF MANUFACTURING COSTS. 
4． DISTINGUISH BETWEEN PRODUCT AND PERIOD COSTS. 
5．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ERCHANDISING AND A 

MANUFACTURING INCOME STATEMENT. 
6． INDICATE HOW COST OF GOODS MANUFACTURED IS DETERMINED. 
7．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ERCHANDISING AND A 

MANUFACTURING BALANCE SHEET.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和区分管理会计的特征。 
2．识别管理的三大职能。 
3．定义三种生产成本。 
4．区分产品成本和区间成本。 
5．解释商品经销商和制造商收益表的区别。 
6．指出产品生产成本是如何确定的。 
7．解释商品经营和制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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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DISTINGUISH BETWEEN MANAGERIAL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AS TO (A) PRIMARY USERS OF REPORTS, (B) TYPES AND 
FREQUENCIES OF REPORTS, AND (C) PURPOSE OF REPORTS. 

2. (A) IDENTIFY THE FOUR CATEGORIES OF ETHICAL STANDARDS FRO 
MANAGEMENT ACCOUNTANTS. 

(B)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ACCOUNTANT LIMITED TO 
ONLY HIS OR HER OWN ACTS? EXPLAIN. 

3. KAREN GISH IS STUDYING FOR THE NEXT ACCOUNTING MID-TERM 
EXAMINATION. SUMMARIZE FOR KAREN WHAT SHE SHOULD KNOW 
ABOUT MANAGEMENT FUNCTIONS. 

4. HOW IS THE MANUFACTURING COST CLASSIFIED? 

Home work: 

Exercise 20-1 

Exercise 20-5 

EXERCISE 20-9 

EXERCISE 20-10 

Problem 20-2A 

Problem 20-3A 

Problem 20-4A 

Problem 2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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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1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第二十一章 分批成本法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URPOSES OF COST ACCOUNTING. 
2． DESCRIBE THE FLOW OF COSTS IN A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SYSTEM. 
3． EXPLAI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A JOB COST SHEET. 
4． INDICATE HOW THE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IS DETERMINED AND 

USED. 
5． PREPARE ENTRIES FOR JOBS COMPLETED AND SOLD. 
6． DISTINGUISH BETWEEN UNDER- AND OVERAPPLIED MANUFACTURING 

OVERHEAD.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解释成本会计的特征和目的。 
2．描述在分批成本法中成本的流动。 
3．解释成本分批计算单的性质和重要性。 
4．指出预先确定的制造费用分配率是如何确定和使用。 
5．编制分批产品完工和出售的分录。 
6．区分多分配或少分配的制造费用。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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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DISTINGUISH THE TWO TYPES OF COST ACCOUNTING SYSTEMS. (B) MAY 
A COMPANY USE BOTH TYPES OF COST ACCOUNTING SYSTEMS? 

2. INDICATE THE SOURCE DOCUMENTS THAT ARE USED IN CHARGING COSTS 
TO SPECIFIC JOBS. 

3. WHAT RELATIONSHIPS ARE INVOLVED IN COMPUTING A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4.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DER-OR OVERAPPLIED OVERHEAD IS 
CLOSED TO INCOME SUMMARY.” IS THIS CORRECT? IF NOT, INDICATE THE 
CUSTOMARY TREATMENT OF THIS ACCOUNT. 

Home work: 

Exercise 21-1 

Exercise 21-3 

EXERCISE 21-4 

EXERCISE 21-5 

Problem 21-1A 

Problem 21-2A 

Problem 21-4A 

Problem 21-2B 

PAGE 885-894 

QUESTION: 3, 12,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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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2  Process Cost Accounting 

第二十二章  分步成本法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UNDERSTAND WHO USES PROCESS COST SYSTEMS. 
2．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OB ORDER COST AND 

PROCESS COST SYSTEMS. 
3．EXPLAIN THE FLOW OF COSTS IN A PROCESS COST SYSTEM. 
4．MAKE THE JOURNAL ENTRIES TO ASSIGN MANUFACTURING COSTS IN A PROCESS 

COST SYSTEM. 
5．COMPUTE EQUIVALENT UNITS. 
6．EXPLAIN THE FOUR STEPS NECESSARY TO PREPARE A PRODUCTION COST 

REPORT. 
7．PREPARE A PRODUCTION COST REPORT. 
8．EXPLAIN JUST-IN-TIME PROCESSING. 
9．EXPLAI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10．APPLY ACTIVITY-BASED COSTING TO SPECIFIC COMPANY DATA.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了解谁使用分步成本法。 
2．解释分批成本法和分步成本法的异同。 
3．解释在分步成本法下成本的流动。 
4．编制分录将生产成本在分步成本法下进行分配。 
5．计算约当产量。 
6．解释编制生产成本报告必要的四个步骤。 
7．编制生产成本报告。 
8．解释适时生产制。 
9．解释作业成本法。 
10．对公司特定数据使用作业成本法。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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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CONTRAST THE PRIMARY FOCUS OF JOB ORDER COST ACCOUNTING AND OF 
PROCESS COSTING. 

2. HOW ARE EQUIVALENT UNITS OF PRODUCTION COMPUTED?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PERATIONS COSTING AND A 
PROCESS COSTING? 

4. (A) DESCRIBE THE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OF JUST-IN-TIME 
PROCESSING. 

(B) IDENTIFY THE MAJOR ELEMENTS OF JIT PROCESSING. 

5.  (A) WHAT ARE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AND TRADITIONAL PRODUCT COSTING? 

(B) WHAT ASSUMPTIONS MUST BE MET FOR ABC COSTING TO BE USEFUL? 

Home work: 

Exercise 22-1 

Exercise 22-3 

EXERCISE 22-5 

EXERCISE 22-7 

Problem 22-1A 

Problem 22-3A 

Problem 22-4A 

Problem 2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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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3  Cost-Volume-Profit Relationships 

第二十三章  本量利分析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ABLE AND FIXED COSTS. 
2．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EVANT RANGE. 
3． EXPLAIN THE CONCEPT OF MIXED COSTS. 
4． list THE FIVE COMPONENTS OF COST-VOLUME-PROFIT ANALYSIS. 
5． INDICATE what CONTRIBUTION MARGIN is AND how IT can BE EXPRESSED. 
6． IDENTIFY THE THREE WAYS to determine THE BREAK-EVEN POINt. 
7． DEFINE MARGIN OF SAFETY, AND GIVE THE FORMULAS FOR COMPUTING IT. 
8． GIV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SALES REQUIRED TO EARN TARGET 

NET INCOME. 
9． DESCRIB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A COST-VOLUME-PROFIT INCOME 

STATEMENT. 
*10．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SORPTION COSTING AND 

VARIABLE COSTING.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区分变动和固定成本。 
2．解释相关范围的意义。 
3．解释混合成本的概念。 
4．列出本量利分析的五个构成因素。 
5．指出什么是边际贡献以及他是如何表述的。 
6．识别确定保本点的三种方法。 
7．定义安全边际，并且给出计算安全边际的公式。 
8．给出确定取得目标净利润所要求的销售量。 
9．描述本量利收益表的主要特征。 
10．解释吸收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的区别。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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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WHAT IS COST BEHAVIOR ANALYSIS? (B) WHY IS BEHAVIOR ANALYSIS 
IMPORTANT TO MANAGEMENT? 

2. PATTY DYE DEFINES CONTRIBUTION MARGIN AS THE PROFIT AVAILABLE 
TO COVER OPERATING EXPENSES. IS THERE ANY TRUTH IN THIS 
DEFINITION? DISCUSS. 

3. “BREAK-EVEN ANALYSIS IS OF LIMITED USE TO MANAGEMENT BECAUSE A 
COMPANY CANNOT SURVIVE BY JUST BREAKING EVEN.” DO YOU AGREE? 
EXPLAIN. 

4. DISTINGUISH BETWEEN ABSORPTION COSTING AND VARIABLE COSTING? 

Home work: 

Exercise 23-1 

Exercise 23-3 

EXERCISE 23-6 

EXERCISE 23-8 

Problem 23-1A 

Problem 23-2A 

Problem 23-1B 

Problem 2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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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4  Budgetary Planning 

第二十四章  编制预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NDICATE THE BENEFITS OF BUDGETING. 
2． STATE THE ESSENTIALS OF EFFECTIVE BUDGETING. 
3． IDENTIFY THE BUDGETS THAT COMPRISE THE MASTER BUDGET. 
4． DESCRIBE THE SOURCES FOR PREPARING THE BUDGETED INCOME STATEMENT. 
5． EXPLAIN THE PRINCIPAL SECTIONS OF A CASH BUDGET. 
6． INDIC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BUDGETING IN NONMANUFACTURING 

COMPANIE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指出预算的益处。 
2．陈述有效预算的要素。 
3．识别总预算中包含的各项预算。 
4．描述编制预计收益表的来源。 
5．解释现金预算的主要部分。 
6．指出预算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适用性。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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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A) WHAT IS A BUDGET? (B) HOW DOES A BUDGET CONTRIBUTE TO GOOD 
MANAGEMENT? 

2. DISTINGUISH A MASTER BUDGET AND A SALES FORECAST. 

3. INDICATE THE SUPPORTING SCHEDULES USED IN PREPARING A BUDGETED 
INCOME STATEMENT THROUGH GROSS PROFIT FOR A MANUFACTURER. 

4. IDENTIFY THE THREE SECTIONS OF A CASH BUDGET. WHAT BALANCES 
ARE ALSO SHOWN IN THIS BUDGET? 

Home work: 

Exercise 24-1 

Exercise 24-3 

EXERCISE 24-7 

EXERCISE 24-9 

Problem 24-2A 

Problem 2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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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5  Budgetary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第二十五章  预算控制和责任会计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BUDGETARY CONTROL. 
2． EVALUATE THE USEFULNESS OF STATIC BUDGET REPORTS. 
3．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BUDGETS AND THE USEFULNESS OF 

FLEXIBLE BUDGET REPORTS. 
4．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5． INDICATE THE FEATURES OF RESPONSIBILITY REPORTS FOR COST CENTERS. 
6． IDENTIFY THE CONTENT OF RESPONSIBILITY REPORTS FOR PROFIT CENTERS. 
7． EXPLAIN THE BASIS AND FORMULA USED IN EVALUATING PERFORMANCE IN 

INVESTMENT CENTER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描述预算控制的概念。 
2．评价静态预算报告的用途。 
3．解释弹性预算的制定以及弹性预算报告的用途。 
4．描述责任会计的概念。 
5．指出成本中心责任报告的特征。 
6．识别利润中心责任报告的内容。 
7．解释对投资中心评价时使用的公式的基础。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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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5．6．13 

1. （A）WHAT IS BUDGETARY CONTROL? 

(B) TONY CRESPINO IS DESCRIBING A BUDGETARY CONTROL. WHAT STEP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ONY’S DESCRIPTION. 

2.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MAY A STATIC BUDGET BE AN 
APPROPRIATE BASIS FOR EVALUATING A MANAGER’S EFFECTIVENESS IN 
CONTROLLING COSTS? 

3. “A FLEXIBLE BUDGET IS REALLY A SERIES OF STATIC BUDGETS.” IS THIS 
TRUE? WHY? 

4. WHAT IS A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EXPLAIN THE PURPOSE OF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TO BE USED EFFECTIVELY. 

Home work: 

Exercise 25-1 

Exercise 25-3 

EXERCISE 25-6 

EXERCISE 25-8 

Problem 25-3A 

Problem 2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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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rough Standard Costs 

第二十六章  利用标准成本进行业绩评价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DISTINGUISH BETWEEN A STANDARD AND A BUDGET. 
2． IDENTIFY THE ADVANTAGES OF STANDARD COSTS. 
3． DESCRIBE HOW STANDARDS ARE SET. 
4． stat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DIRECT MATERIALS AND DIRECT 

LABOR VARIANCES. 
5． STATE THE FORMULAS FOR DETERMINING MANUFACTURING OVERHEAD 

VARIANCES. 
6． DISCUSS THE REPORTING OF VARIANCES. 
7． ENUMERATE THE FEATURES OF A STANDARD COST ACCOUNTING SYSTEM.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区分标准和预算。 
2．识别标准成本的优点。 
3．描述标准成本如何制定。 
4．陈述确定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差异的公式。 
5．陈述确定制造费用差异的公式。 
6．讨论差异的报告。 
7．列举标准成本核算系统的特征。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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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2．5．8．9 

1. (A)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S 
AND BUDGETS. (B) CONTRAST THE ACCOUNTING FOR STANDARDS AND 
BUDGETS. 

2. DISTINGUISH AN IDEAL STANDARDS AND NORMAL STANDARDS. 

3. HOW IS THE 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 DETERMINED WHEN 
STANDARD COSTS ARE USED? 

4.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AVORABLE COST VARIANCE AND 
AN UNFAVORABLE COST VARIANCE? 

Home work: 

Exercise 26-1 

Exercise 26-2 

EXERCISE 26-5 

EXERCISE 26-7 

Problem 26-1A 

Problem 26-3A 

Problem 26-4A 

Problem 2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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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7  Incremental Analysis and Capital Budgeting 

第二十七章  增量分析和资本预算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you should be able to: 

1． IDENTIFY THE STEPS IN MANAGE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DESCRIBE THE CONCEPT OF INCREMENTAL ANALYSIS. 
3． IDENTIFY THE RELEVANT COSTS IN ACCEPTING AN ORDER AT A SPECIAL PRICE. 
4． Identify THE RELEVANT COSTS IN A MAKE OR BUY DECISION. 
5． GIVE THE DECISION RULE for WHETHER TO SELL OR PROCESS MATERIALS 

FURTHER. 
6． IDENTIFY THE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RETAINING OR REPLACING 

EQUIPMENT. 
7． EXPLAIN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DECIDING WHETHER TO ELIMINATE AN 

UNPROFITABLE SEGMENT. 
8． DETERMINE WHICH PRODUCTS TO MAKE AND SELL WHEN RESOURCES are 

LIMITED. 
9． CONTRAST THE ANNUAL RATE OF RETURN AND CASH PAYBACK TECHNIQUES 

IN CAPITAL BUDGETING. 
10．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ET PRESENT VALUE AN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METHODS. 

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该能够达到以下目标： 
1．识别管理决策程序的步骤。 
2．描述增量分析的概念。 
3．识别在以特殊价格接受一项订货时的相关成本。 
4．识别进行自制或外购决策时的相关因素。 
5．给出是否出售或进一步对材料加工时的决策规则。 
6．识别在考虑保留还是重置设备时相关的因素。 
7．解释在决定是否取缔非盈利的分部时的相关因素。 
8．当资源有限时，决定产品是继续生产还是出售。 
9．对照资本预算的年报酬率法和回收期法。 
10．区分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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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教学与作业时间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1 3-4 

Reading and References 学生必读和参考书目 

1．《会计专业英语》常勋著，立信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2．《ACCOUNTING PRINCIPLES》，（美）Weygandt, Kieso, & Kimmel,  SIXTH EDI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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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 STEPS ARE FREQUENTLY INVOLVED IN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 WHAT DATA ARE RELEVANT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CCEPT AN ORDER 
AT A SPECIAL PRICE? 

3. DEFINE THE TERM “OPPORTUNITY COST.” HOW MAY THIS COST BE 
RELEVANT IN A MAKE-OR-BUY DECISION? 

4. WHAT IS THE DECISION RUL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SELL A PRODUCT 
OR PROCESS IT FURTHER? 

Home work: 

Exercise 27-1 

Exercise 27-2 

EXERCISE 27-3 

EXERCISE 27-4 

Problem 27-1A 

Problem 27-2A 

Problem 27-3A 

Problem 2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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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简介 

国际经济学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它主要探讨各国之间商品、服务的交换和国际间资本、

劳动力的流动的动因和影响，以及各种国际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在内容体系上，国际

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这两大部分在名称上通常又分别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

理论。国际经济学Ⅰ即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部分。 
和大多数经济学科分支一样，国际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的延续和应用，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比较，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国际格局下的一些同

样的问题，即探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运用宏、微

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因此，可以说国际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

础之上，研究各国之间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经济学科的分支。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国

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国际经济学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财经类专业的核心主

干课程之一。 

课程特色 

国际经济学Ⅰ是我校商学院国际商务的专业主干课，它为学生提供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基础知

识。国际经济是一门理论性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课程。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国际经济学是一门

注重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开放性和前瞻性紧密结合的课程。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演

进，国际经济知识将成为经济管理、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中不可取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学生系统了解国际经济学中国际贸易部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和基本理论；让学生熟练掌握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让学生能够对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现象、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本

课程的教学，力求使学生对国际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有一个明确的把握，并做到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方法 

本课程学习中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已经学习过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 
（2）国际经济学Ⅰ与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实务等知识有一定的相关性，学生要注意相关学

科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学习这些课程奠定基础； 
（3）学生除了要了解本课程中的各种理论或流派内容介绍之外，还要了解各种理论或流派之

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它们互相之间在研究角度和应用范围上的不同或区别， 提高自己的思辨能

力； 
（4）注意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对本课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分析方法要能熟练掌握，并

能运用这些方法去分析现实中的问题； 
（5）注意每章练习与思考题的学习，通过自我训练，提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6）注意关心当前国际经济问题，并学会用所学理论去分析现实问题； 
（7）根据教师提供一些参考文献清单，增加自己的课外学习，扩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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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国际商务的专业必修课是 54 个课时，周 3 学时。教师可根据各自单位的具

体情况确定具体的学时数。若教学学时紧张，教材中的某些章节教学可将课堂讲授与学生自我学习

结合起来进行。另外，建议有条件的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这样一方面可节约讲课时间，增加

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机会，另一方面，还可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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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研究对象，及

其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关系，了解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的重点是掌握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通过国际经济学与相关学

科的对比，了解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特点。 

第一节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基本内容 

一、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 优分配，以及

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 

二、国际经济学与国内经济学的关系 

国际经济学是国内经济学在特殊条件下的引申。 

三、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 

第二节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一般经济学那里承袭下来的，不同的是，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经济

学具体应用时，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的特色： 
1.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不涉及货币因素，不考虑各国货币制度的差异与关系的影响，即在分析时

假定这是一个物物交换的世界。 
2.各贸易模型大都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且生产要素不超过两个。 
3.国际贸易理论多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4.大多数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 

第三节  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 
1．是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2．有助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国际经济理论； 
3．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从事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法有关的工作。 

主要参考书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 
2． [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版。 
3． [美] Paul R.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Fifth 

Edition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 5 版），著，清华经济学英文版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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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版。 
4． [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学

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5．原毅军：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高等学校经济学类英文版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核心概念 

国际经济学   局部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 

思考题 

1.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2.国际经济学与国内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3. 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4. 试对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做出评价。 

讨论题 

你认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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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作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阐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

以及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绝对利益论、比较利益论和穆勒德相互需求理论，通过

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并学会用数学模型将其表述出来。 
学习重点和难点：比较利益论是贯穿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因此，认真领会其理论精髓，正确

评价比较利益论，找出其不足，同时将其思想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

我们进一步学习国际经济理论的基础。 

第一节  重商主义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商主义产生于的历史背景正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二、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 

重商主义在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 
1.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2.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 
3.多卖少买，保持贸易顺差，是获得财富的基本原则。 
4.国家干预经济，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 

三、早期重商主义与晚期重商主义 

1. 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货币差额论”。 
2. 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四、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国家干预经济，并实行奖出限入，扶持幼弱工业的政策。 

五、简评 

重商主义学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对国际贸易关系的

解释还是相当原始和粗陋的。 

第二节  绝对利益论 

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贸易的增长，又推动着国际分工的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 

绝对利益论是指如果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再相互交换，那么，每个国家都

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使国民福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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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评 

绝对利益论为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它没能说明若一个国家

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占有绝对优势，是否还要参与国际分工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三节  比较利益论 

一、比较利益论的基本内容 

比较利益论说明一个国家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中都处于劣势，依然可以按照 “两优择重，两

劣择轻”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使各国获得贸易利益。 

二、简评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是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国际

贸易理论的形成，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比较利益论是一个短期、静态的理论，而且没有说明国际

交换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第四节  相互需求理论 

一、相互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 

穆勒从需求方面入手的，认为国际交换价格是实际上是由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决定的，因此，

相互需求理论实质上是国际供求关系决定国际交换价格的理论。 

二、相互需求理论的意义 

1.穆勒强调了相互需求因素在国际交换价格形成上的重要性及其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因而是对

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进一步补充。 
2.穆勒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仍然是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家在分析国际贸易时经常采用的方法。 

第五节  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一、不变的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1.如果两个国家各自选择机会成本相对低，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进行

国际贸易，则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 
2.在经济学中，机会成本就是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可以通过机会成本将比较利益论和相互

需求理论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 

二、递增的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1.在现实世界中，机会成本是递增的。 
2.机递增机会成本下的贸易模型与机会成本不变的贸易模型的 大区别是，机会成本递增的情

况下，两国都实行不完全的专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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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曲线与贸易条件 

1． 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是国际经济学特殊的研究工具。 
2． 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被称为贸易条件。 

主要参考书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2．[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3．[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4．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5.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核心概念： 

重商主义  贸易差额论  货币差额论  国际分工  绝对利益  比较利益   国际交换价格  机
会成本  提供曲线  贸易条件 

思考题： 

1.试述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说明重商主义的理论意义。 
2.试述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3. 试述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局限性。 

讨论题 

你如何看待比较利益论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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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较利益论——要素并赋与国际贸易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赫-俄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它用要素禀赋的差异进一步解

释了产生比较利益的原因。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围绕着赫-俄理论这一主线，掌握 H-O 定理和

H-O-S 定理的内容和意义，理解里昂惕夫悖论及其解释，并注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结合。 
学习重点和难点：赫-俄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点，也是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的内容。本

章的难点是 H-O 定理和 H-O-S 定理的证明。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一、相关概念和基本假设 

赫-俄理论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深刻理解这些假设条件，对于把握赫-俄理论的实质，特别是赫

-俄理论的扩展意义重大。 

二、H-O 定理的内容和意义 

1.H-O 定理的内容 
H-O 定理也称生产要素相对稀少定理，即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

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也是不同的，因此，各国都生产那些能够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

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2． H-O 定理的意义 
（1）它把各国之间相对要素的差异或要素禀赋独立出来，作为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基

本原因或决定因素。 
（2）H-O 定理还说明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3）H-O 定理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 

第二节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 

一、H-O-S 定理的内容 

H-O-S 定理的内容是：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 

二、H-O-S 定理的意义 

1．国际贸易是要素国际流动的替代物。 
2．贸易可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三、H-O-S 定理的图形及证明 

艾奇沃斯——鲍利盒状图说明国际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均等化。 

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限制条件 

由于存在种种限制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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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H-O 定理的实证——里昂剔夫之谜 

一、里昂剔夫之谜的内容 

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里昂剔夫利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美国进出口货物的 K/L 比例，以验

证 H-O 定理，结果得出相反的结论，称为“里昂剔夫悖论”。 

二、对里昂剔夫之谜的解释 

1．劳动生产率说 
2．人力资本说 
3．自然资源稀缺说 
4．贸易壁垒干扰说 
3． 消费偏向说 

核心概念 

要素密集度  要素丰饶度   生产可能性边界    边际技术替代率 
人力资本    H-O 定理     H-O-S 定理 

复习与思考题 

1． 阐述 H-O 定理及其意义。 
2． H-O-S 定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理解？ 
3． 什么是“里昂剔夫之谜”？“悖论”的出现是对赫-俄理论的否定吗？为什么？ 
4． 怎样理解要素禀赋论的假设条件？ 
5． 请举出要素禀赋论能够解释的国际贸易现象，并用相关理论加以分析。 

扩展阅读书目 

1. [瑞典] 伯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版。 
3.宏结:《国际经济学》第三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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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业内贸易与新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伴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的分工，作为国际分工表现

形式的国际贸易也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化，由此孕育而生了新贸易理论，从而大大丰富了

新贸易理论的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般规律，掌握用于

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新贸易理论模型，并能就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进行对比。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新贸易理论模型；难点是新贸易理论的数学推导，以及新

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关系。 
分配学时：4 学时。 

第一节  产业内贸易 

一、产业内贸易的概念 

产业内贸易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国际贸易模式，它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格

局下日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模式。所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同一

产业部门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 

二、产业贸易的分类 

1．根据贸易是发生在不同生产过程之间还是发生在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产业内贸

易可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2．美国学者格鲁贝尔和澳大利亚学者劳埃德（H·G·Grubeland P·J·Lloyd）将产业内贸易

分为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两大类。 

三、产业内贸易的测定 

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为：
MX
MX

T
+

−
−= 1  

四、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 

1．产业内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前提。 
2．产品的差异性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基础。 
3．企业内规模收益递增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利益来源。 

五、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越大。 
2．从需求角度看，如果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异较小，则两国

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间相距较近，则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较大。 
4．从产业或产品角度看，具有异质性的产品、或者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的产品，其产业内贸

易的比重就较大；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产业，其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也很大。 
5．产业内贸易的模式是不确定的。 
6．产业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果远小于产业间的贸易。 
7. 通过产业内贸易，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差异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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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一、规模经济的含义 

H-O 定理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两国两种产品生产的规模收益是不变的，而现实是规模经济往往

是递增的。所谓规模经济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或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

产出水平增加比例高于生产要素增长比例的生产状况。 
规模经济对每个企业来说可以是内部性的，也可以是外部性的。如果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会使

其平均成本下降，便存在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internal scale economies）也称外在经济,
是指当整个产业的产量扩大时，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 

产生外部规模经济的原因有产业聚集、专业化的服务和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知识外溢等，我

们将在后面对外部规模经济产生的国际贸易进行探讨。 

二、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是现今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某种产品的价格优势或

成本优势可以既不是由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也不是由要素禀赋的不同所引起的，而是由生产该产

品的生产规模所造成的。 

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国际分工 

规模经济与人们对产品差异性的追求是相矛盾的，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使这一矛盾的解决成

为可能。 
二战后，同行业生产专业化的主要形式有：不同型号、不同规格产品的专业化生产；零部件的

专业化生产；不同工艺过程的专业化生产。 

四、差异产品条件下的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必须有国际贸易作为补充，否则，这种建立在产

品差异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效果就难以实现。但是，这种国际贸易模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建立在技术

差异和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国际贸易。 

五、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外部经济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大的国家将比行业规模小的国家在行

业中更有效率，也就是说外部经济可以引起国家产业水平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

规模经济一样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外部规模经济与学习曲线 

行业的规模优势是一个历史积累的结果。成本取决于经验的积累，而经验一般用该行业迄今为

止积累的产量来衡量的。因此，如果后起的国家在政府的适当保护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过

程，通过边学边干“learning-by-doing”积累起一定的产量和经验，其平均成本就会下降，即产生学

习效应，此时，后起的国家就具有了较先行国更低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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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叠性需求国际贸易理论 

一、收入水平与需求水平 

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需求水平取决于人均收入，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其需求

水平比较相似。 

二、代表性需求与规模经济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认为厂商为达到规模经济总是生产具有代表性需求的商品，但是厂商却难以

满足消费者对不同档次产品的需求。 

三、重叠性需求与国际贸易 

林德认为一国的产品要成为潜在的出口产品首先必须是它的代表性需求的商品，并以此去交换

别国的产品，从而满足国内不同档次产品的消费者。 

四、重叠性需求国际贸易理论的意义 

该理论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了同行业内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容易成为贸易伙伴的现象。 

第四节  市场结构与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的 大贡献就是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上，从而

修正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阐述了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 

一、完全竞争市场——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该模型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假定作些调整，在产品特性或差异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

不同组合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就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具有了广泛的解释力，也成为了对产业内贸

易的一种理论解释。为区别于前述的要素禀赋理论，我们称之为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Neo-Heckscher –Ohlin Model）或新要素比例学说。该模型揭示了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内贸易产生

的原因。因此，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是在对传统理论 小偏离下进行的。 

二、垄断竞争市场——新张伯伦模型 

1978 年，克鲁格曼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将迪克西（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两人所共

同提出的将差异产品和内部规模经济考虑在内的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从模型上证明了

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是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原因。此垄断竞争模型又称为新张伯伦模型

（Neo-Chamberlinian Models）。 

三、双寡头垄断产内贸易模型 

模型假设开展贸易后，两国厂商均可自由进入另一国家的市场，因此，两国的国内市场就由原

来的完全垄断市场变成了双寡头垄断市场。进而用古诺模型解释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两国之间的

同质产品发生了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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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互倾销与国际贸易 

出口倾销策略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如果两个国家的两个垄断企业相互进行出口倾销，有可

能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并促进世界福利的增加。 
核心概念 
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规模经济      内部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        学习效应    重叠性需求     
代表性需求     相互倾销            产业内贸易指数 
 

复习与思考题 

1．同行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简述重叠性需求理论。 
3．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有什么意义？ 
4．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区别是什么？ 
5．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扩展阅读书目 

1．[美] 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2．尹翔硕编著：《国际贸易教程》（第二版），第 6 章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赵春明：《国际经济学》，第六章，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 月 
4.Brander, J.A. and Krugman, P.R. (198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 313-23. 
5．Helpman, E. (1984), ‘Incrasing Returns, Imperfect Markets and Trade Theory’, in Jones, R. and 

Kenen, P.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325-15. 
6.Markusen, J.R. (1981), ‘Trade and Gains from Trade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531-51. 
7.Anderson, S.P., de Palma, A. and Thisse, J.F. (1990), ‘Demand for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Discrete 

Choice Mode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6,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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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前面几章主要阐述了静态的国际贸易理论，即不考虑技术的国际传播和

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实际上，这些因素都是要变化的，因而，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对国际贸易现象进行动态研究，掌握经济增长

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特别要深刻理解产品生命周期理

论的内涵。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难点是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经

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 

一、生产要素的增长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1．生产要素的增长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依据要素增长比例的不同向外膨胀。 
2．雷布琴斯基定理。 

二、技术进步及其对生产的影响 

1．技术进步的类型分为：中性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2．所有技术进步都会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膨胀。 

三、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 

1. 增长与贸易：小国的情况 
小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它的贸易额的扩大不会影响贸易条件，其国民福利总体来说是增加的。 
2. 增长与贸易：大国的情况 
大国经济增长会影响贸易条件，甚至使贸易条件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

特别注意避免出现贫困化增长，而应该追求有益的增长。 

第二节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一、技术差距论 

技术差距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于 1961 年提出来的。这一理论以不同国家之间技术差异

的存在作为对贸易发生原因的解释，并提出了模仿时滞的概念。 

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内容和意义 

（一）理论内容 
维农将市场学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引入到国际经济学，说明一个创新国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

很容易被其他国家仿制，从而使比较优势由创新国转移到模仿国。 
（二）理论意义 
1． 该理论是动态的贸易理论，说明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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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理论是静态研究的缺陷。 
2．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第三节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一、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基本内容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该理论从追求贸易顺差的思路和投资乘

数原理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对外贸易乘数公式来分析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以期使对外贸易

成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有效工具。由于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因此也被称为

新重商主义。 

二、对外贸易乘数的政策含义 

该理论主张：当世界总进口额扩大，而国内需求不足时，可以通过扩大出口，并使扩大出口所

增加的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第四节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他将企业竞争的思想引入到了国

际贸易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并认为“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产业与支撑产业”、

“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四个基本要素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 重要的因素。由于这四个

要素之间的关系像钻石一样，所以，该模型也被称为“钻石模型”。 

一、钻石模型 

1．生产要素 
2．需求因素 
3．相关和支持产业 
4．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竞争状态 

二、优势产业阶段理论 

1．要素驱动阶段 
2．投资驱动阶段 
3．创新驱动阶段 
4．财富驱动阶段 

核心概念 

规模经济   中性经济增长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边际进口倾向 
贫困化增长  中性技术进步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比较静态分析 
对外贸乘数   钻石模型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雷布琴斯基定理。（并请用图解说明） 
2．要素增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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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是贫困化增长？其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4．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 
5．试述国际贸易乘数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讨论题 

加入 WTO 后，中国如何利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增强国际竞争力？ 

扩展阅读书目： 

1．[英]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2.陈迅、李维：《产业内贸易的计量》，《财贸研究》，2004 年第 3 期，P45。 
3.李荣林、张荣贵：《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年，P183。 
4.李天国：《相对技术差距与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经济评论》，2004 年第 9 期。 
5.丁剑平：《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否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6．赵春明：《国际贸易学》，第四章，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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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贸易政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从本章开始我们将不再拘泥于国际贸易纯理论的研究，而是要注重现实

中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贸易政策的内容，掌握对贸易政策的经济

分析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注重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关税、进口配额、倾销、出口补贴的经济分析，以及保护

幼年产业论的内容和意义；难点是关税的一般均衡分析和对关税有效保护率理论的理解。 
分配学时：12 学分。 

第一节  关税及其经济效应 

一、关税及其种类 

关税是一国贸易政策中 常使用的一种手段，按照划分的标准不同，它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对于本课程来说， 需要学生掌握的是根据征收方法的不同，关税可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 

二、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一国征收关税以后，会产生保护效应、消费效应、贸易效应、财政效应、再分配效应和国际收

支效应。 

三、关税的一般均衡分析 

1．小国征收关税后贸易条件没有改变，只会使该国的贸易量减少。因此，小国征收关税只会

使该国的福利水平下降。 
2．大国征收关税会减少贸易量，但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该国福利实际上是增加还是减少，

要依上述两种情况对净福利的影响而定。 

四、 适当关税率与关税报复 

1． 适当关税率使该国净福利 大化。 
2．关税战将使贸易量大幅度减少，使所有国家 终丧失全部或大部分贸易利益，直至回到封

闭状态。 

五、关税结构与有效保护率理论 

1．关税结构不同，对 终产品的实际保护率是不一样的，由此提出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当对

中间产品不征税时，有效保护率为 大值。 
2．发达国家根据有效保护率理论，采取累进制的关税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很不利

的影响。 

第二节  非关税壁垒及其经济效应 

一、进口配额与自动出口配额的经济效应 

1．进口配额与关税的经济效应是相似的；如果除价格以外的其它因素促使需求曲线上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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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配额的保护效应要大于关税的保护效应。 
2．进口配额的保护效应是确定的，它阻止了竞争，因而对贸易的扭曲也就更严重。 
3．自动出口配额是一种变相的数量限制，它的经济效应与进口配额有相似之处，但是形式和

实施效果上有差异。 

二、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其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还有：进口许可证、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海关估价、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绿色壁垒、外汇管制等。 

第三节  鼓励出口的措施 

一、出口补贴与反补贴税 

1．一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商品出口而对本国出口厂商给与的直接或间接补贴叫出口补贴。 
2．出口补贴使本国的消费者蒙受损失，而生产者获益，大量的补贴还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并且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3．当进口国发现出口国有出口补贴，并造成进口国市场混乱时，便会征收反补贴税。 

二、其他的鼓励出口措施 

其他鼓励出口的措施还有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第四节  倾销与反倾销 

一、倾销及其经济效应 

1．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实行长期倾销的厂商必须是大的垄断企业，国内和国外面临着

不同的需求弹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 大化。 
2．在倾销是否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二、倾销对各国经济的影响 

1． 倾销会使进口国的同类产品遭到竞争，进而要求征收反倾销税。 
2．倾销会使出口国的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很高的价格；出口厂商有可能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调

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 
3．倾销也会使第三国的同类产品遭到竞争，因而要求对出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三、反倾销措施与反倾销税 

1．征收反倾销税要求有对倾销事实、严重损害的认定，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

系。 
2．反倾销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已经成为 有效的贸易保护的手段之一。 

四、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诉讼 多的国家，我们必须从政府到企

业，各个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改变目前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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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际卡特尔 

一、国际卡特尔及其定价方法 

为避免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了通过限产、限量，使垄断利润达到 大化

的垄断组织——国际卡特尔。 

二、影响国际卡特尔定价水平的因素 

影响国际卡特尔定价的因素有产品的需求弹性、市场占有率、产品替代性、供给弹性等多种因

素。 

三、国际卡特尔协议的不稳定性 

由于按照协议产量生产，成员国并没有达到利润 大化，因此，总有违反协议、扩大产量的冲

动，使对各方有益的协议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 

第六节  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分类 

经济学家把贸易保护理论分为三类：错误的观点、含有合理因素的观点和非经济的观点。 

二、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1．保护幼年产业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自由贸易的进程应该不一样，允许

落后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使其经济强大起来以后，再实行自由贸易。 
2． 该理论并没有违背比较利益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的启示。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它是新贸易理论的自然结果。战略性贸易

政策是，政府通过某种干预手段改变或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

于本国获取 大限度利益的方向改进。 
一般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战略性进口政策、战略性出口政策以及用进口

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无论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对某种程度的发展中国家都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核心概念 

关税  进口附加税  从价税  从量税  复合税  关境  选择税  反倾销税 
反补贴税  适当关税 关税报复  抑制性关税  有效保护率  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  自动出

口配额  海关估价  政府采购 贸易的技术性壁垒 
出口信贷  买方信贷  卖方信贷  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外汇管制  倾销持续性倾销  出口

补贴 国际卡特尔    战略性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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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关税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2． 关税一般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3． 试述关税结构与有效保护率理论。 
4． 进口配额与关税的经济效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5． 自动出口配额及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6． 出口补贴及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7．持续性倾销的实现条件是什么？倾销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针对反倾销调查，应该采

取怎样的对策？ 
8．形成国际卡特尔的条件是什么？国际卡特尔定价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9．试用博弈论解释国际卡特尔协议不能稳定的原因。 
10．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主要有哪些？ 
11．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试述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合理性。 
1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吗？ 

讨论题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是哪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减少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害？ 

扩展阅读书目： 

1. [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0 年 11 月版。 
2.[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版。 
3.[美] 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5.宏结：《国际经济学》第四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6.《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外经贸法律法规》，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 。 
7. Edward S. Kaplan，1996，American Trade Policy，1923-1995，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8.enzo Abe ，1995，“The Target Rates of Tariff and Tax Refor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36,No.4.(Nov.),pp. 87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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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关税同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

象，关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形式。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关税同盟理论的内容，

并能结合所学理论分析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了解欧共体、北美自由

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性质、目标和发展过程。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关税同盟理论及其经济学分析；难点是形成贸易创造性关

税同盟的条件。 
分配学时：4 学时。 

第一节  经济一体化及其组织形式 

一、经济一体化 

区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本章所讲的经济一体化概念主要是区域经济一

体化。 

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按照一体化的进程来看，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特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

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五种形式。 

第二节  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 

一、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 

1． 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主要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 
2．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还有节约开支、贸易条件改善、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

地位等。 
3．导致福利增加的条件。 

二、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是更重要的。这些动态效应包括：市场结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产要

素移动的经济效应和投资效应。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 

1.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简称 EC）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欧共

体的 终目标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联合，而且是要建立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一致的

统一体。 
2.欧共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建立关税同盟阶段、实现关税同盟和建立统一市场阶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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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一市场和建立经济政治共同体阶段。 
3.欧洲统一市场对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的分析：商品市场统一的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市

场统一所产生的影响；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影响和欧洲一体化所引发的欧洲经济变革。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1.在当代世界经济和贸易中，与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北美地区自由贸易区

（NAFTA）的发展。北美地区虽然只有 3 个国家，但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使

北美地区成为目前世界上 大的自由贸易区。 
2．北美自由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加自由贸易；第二阶段是北美自

由地区。 
3.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及美国都有特殊的影响，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分

析这些影响： 
（1）对自由区内三国的影响。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双重结果。 
（2）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影响。对非贸易区成员国的影响主要是“贸易转移”。 

三、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 APEC）是亚太地区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的国际组织。 
2.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酝酿筹备阶段；第二阶段，规划

行动阶段；第三阶段，调整及面向全球化阶段。 
3．APEC 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合作来促进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体的目标：

该组织中的发达国家不迟于 2010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迟于 2020 年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

资。 

核心概念 

经济一体化  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同盟  贸易创造  贸易转向  关税工

厂  欧洲共同体  欧盟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特惠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区  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 

复习与思考题 

1． 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是什么？ 
2．关税同盟的动态经济效应是什么？ 
3．使关税同盟福利增加的条件是什么？ 
4． 试结合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几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兴起与发展史，谈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

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讨论题 

你认为中国在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扩展阅读书目： 

1．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版。 
2．巴拉萨（Balassa, B.）：《经济一体化理论》， 1962 年版。 
3．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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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岩：《国际经济一体化》，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5．海闻：《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载《现代商业银行》，2000 年 1 月。 
6．Corden，W. M. ,1972,“Economies of Scale and Customs Union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0,pp. 465-475. 
7．Winters, Alan and Anthony Venables (edit),1990,European Integration: Trade and Indus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Globerman, Steven and Michael Walker (edit),1993, Assessing NAFTA: A Trinational Analysis, 

The Fraser Institute,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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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贸易体系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是第七章内容的引申，国际贸易体系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践。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多边贸易协定和国际贸易组织的原则和宗旨，并能够对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职能和基本原则；难点是对中国“入

世”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分配学时：3 学分。 

第一节  关贸总协定概况 

一、关贸总协定的历史背景与成立过程 

二战后，为了减少贸易壁垒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在英、美两国的倡导下开始进行多边贸易谈判，

并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并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宣布在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生效之前临时适用关贸总协定。 

二、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及其成果 

关贸总协定成立的 45 年时间内经过了 8 轮谈判，第 8 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 大成果是创立了

世界贸易组织并达成了范围广泛的一揽子协议。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世贸组织的建立结束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缺少一个正式的、健全的、规范化组织机构保证

的历史，它是对关贸总协定的进一步“扬弃”和发展。 

二、世贸组织的宗旨和职能 

1．世贸组织的宗旨并不是推行自由贸易，而是提高生活水平，使各成员国经济持续发展，并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份额和利益。 
2．世贸组织有很多职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特殊争端解决机制。 

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 

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扩大到其管辖的服务贸

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领域中。 

第三节  中国与世贸组织 

一、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谈判过程 

1．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接受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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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入世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酝酿和准备复关；审议中国经贸体制；复关/入世议定书内

容的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起草、审议和批准。 

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权利和义务 

“入世”可以使中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促进我国出口的增加；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承担削减关

税、逐渐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和农产品市场等义务。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和挑战 

“入世” 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但同时由于发展

水平还比较低，我国经济也将遭受较大的冲击。 
1．促进自由贸易，增加进出口总额。 
2．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 
3．明确目标和路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 

核心概念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  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  特殊争端解决机制  经济全球

化  贸易自由化  多边贸易谈判 多边协议 诸边协定  双边协议  乌拉圭回合谈判  服务贸易总

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复习与思考题 

1. 简述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2. 简述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职能和基本原则。 

讨论题 

1．“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2.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扩展阅读书目： 

1. 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 石广生：《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3. 王福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4. 马晓野、尹利群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资料汇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5．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世界贸易体制的政

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6．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 WTO 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 
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

2002 年版。 
8．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

法律文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9.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文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10．程惠芳主编：《WTO 与中国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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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与跨国公司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表面看来是独立成篇的，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贸易之间有

一定的替代性，因此，一定意义上讲本章是国际贸易理论的继续。伴随着生产全球化，生产要素的

流动与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对本章的学习也显得更加重要了。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生产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并认识到要素的流动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资本、劳动要素的移动的经济效应；难点是对跨国公司理论

的理解以及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 
分配学时：6 学时。 

第一节  劳动力的国际移动 

一、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原因和特点 

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从要素价格低的国家流向要素价格高的国家。 

二、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收益 

对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主要是从劳动力流入国和劳动力流出国，从私人和社会

两个角度来考察的。 

三、劳动力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产生劳动力市场效应、生产效应、再分配效应、国际贸易效应，从而使资源

配置更合理。 

第二节  资本的国际移动 

一、资本国际移动的方式和原因 

国际资本移动主要有两种基本方式：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原因主要是在国外可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并使投资风险分散化。 

二、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是：使世界总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使世界总产量增加，国民福利水

平提高；使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发生变化。 

三、外资吸引能力的分析 

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它与由该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资本边际产值线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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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性质和经营特点 

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 显著

的特点。 

二、跨国公司理论的主要流派 

有关跨国公司的理论很多，主要有：垄断竞争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生产周期理论、区位理

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发展水平理论。 

三、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 

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世界经济总的影响；对投资国经济的影响；对

东道国经济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表现为积极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 

第四节  国际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关系 

一、要素流动与贸易的替代关系 

1．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的替代关系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改变一国的资源配置。在资本不变的情况下，移民输送国由于劳动力的减

少而使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资本变得相对充裕；而移民接受国的情况则相反，劳动力会由于外来

移民变得相对充裕，这种资源配置的变化会对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2．资本流动与商品贸易的替代关系 
罗伯特·蒙代尔在赫-俄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是替代关系的结论。他进

一步推断，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要素的流动，而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二、要素流动与贸易的互补与促进作用 

1．技术不同时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赫-俄模型上的。马库森改变了

赫-俄模型中两国技术相同的假设条件，结果发现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而且

还存在互补关系。 
2．与技术关联的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 
现实中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资本的流动不仅仅是货币资金

的流动，而是与具体的技术和产品相联系的。 

核心概念 

边际生产率  资本边际生产率  劳动边际生产率  跨国公司  直接投资 劳动力流动  智力外

流  移民  外籍劳工  知识收益  拥挤成本  社会摩擦  货币资本流动  国际间接投资  国际证

券投资  国际股票投资  国际债券投资  外国债券  欧洲债券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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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试分析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与收益。 
2．试述劳动力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 
3．国际资本移动的原因是什么？ 
4．国际资本移动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5．对外资的吸引能力是无限的吗？ 
6．对外直接投资通常采取哪三种形式？ 
7．跨国公司理论主要有哪些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8．中国劳动力国际移动有哪些特点？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9．你如何评价 FDI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0．试用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11．结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趋势讨论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12．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作定量的模型分析。有条件时，可对某一具体行

业或产品的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作模型分析。 

讨论题 

你如何评价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 

扩展阅读书目： 

1.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 
2．腾维藻、陈荫枋：《跨国公司概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N·胡德、S·杨：《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年。 
4．林康著：《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5．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兼论加入 WTO 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战略调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2 年版。 
7．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编：《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

（2001）》。 
8．李荣林：《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替代性与互补性》，2001 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际经济学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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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与工业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

工业化的道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发展

中国家及其经济贸易现状，掌握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的特点。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战略的选择。 
分配学时：3 学时。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贸易现状 

一、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发展中国家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都有待进一步升级的国家和地区。衡量发展中国家

的方法有三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标准、生活质量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标准。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并不均齐。有的发展很快，有的还有负增长；有的国家和地

区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而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 

第二节  扩大初级产品出口与稳定初级产品价格 

一、初级产品的出口与价格水平 

发展中国家初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借助自然资源的出口，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因此，

保证原材料价格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二、稳定初级产品价格 

为保证原材料价格的基本稳定，需要价格的干预机制及相应的干预机构，以便通过将市场价格

维持在目标价格的水平，达到稳定市场价格的目的。价格干预的核心问题是谁出钱的问题。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贸易与发展战略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本国的工业，实现用本国生产的产品逐步代替进口和满足国内需

求，以期节约外汇，积累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战略。 
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基础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实践中

的理由是二元经济结构。当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能否成功还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 

二、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是指发展中国通过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积累发展资金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是建立在比较利益理论基础上的。现实中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往往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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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比较便宜，而且国内自然资源比较稀缺。当然，一国无论采取何种贸易发展战略都要与本国

的具体经济发展实际密切相关。 

第四节  世界银行的经验性总结 

世界银行的专家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将 41 个国家和地区分成四种类型，以

期考察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进而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世界银行总结的经济发

展战略的四种类型是：坚定外向型战略、一般外向型战略、一般内向型战略和坚定内向型战略。在

众多战略中，世界银行推荐了出口导向型战略。 

一、坚定外向型战略 

采取坚定外向型战略的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表现为对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采取中性的贸易政

策，既不过分鼓励出口，也不严厉地限制进口，如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 

二、一般外向型战略 

采取一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偏重于进口替代，但对本国市场的实际保护率较低，一般

实行两种汇率。 

三、一般内向型战略 

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带有明显的进口替代倾向，对本国市场的平均保护率比较高，本国货

币的对外价值偏高。 

四、坚定内向型战略 

采取此种战略的国家坚决实行进口替代，强调发展本国工业，对本国市场有较高的实际保护率，

保护的商品范围很广，普遍实现直接的贸易限制和许可证制度，高估本国货币对外价值。 

五、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 

世界银行向各发展中国家推荐坚定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主张贸易自由化是各国推行外向

型经济战略的首要工作。 

六、对世界银行建议的评价 

198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正式地权威性地肯定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要优于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

倡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回归到以比较利益原理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上，并主张它们的经济参与

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以较为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实现。作为从经验

总结中得出的政策建议，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可能存在

以偏概全的弊端。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按照世界银行推荐的模式去选择自己的战略，而应该

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我们认为一条多元化和灵活的发展战略路径，对发展中国家是更为

适宜的。 

核心概念 

发展中国家      进口替代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    坚定外向型战略 
二元经济结构    一般外向型战略  一般内向型战略   坚定内向型战略 



国际经济学Ⅰ 

 705

思考题 

1． 发展中国家是指哪些类型的国家? 
2．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3． 如何稳定初级产品价格？ 
4． 进口替代战略适用于哪些国家？ 
5． 出口导向战略适用于哪些国家？ 

讨论题 

你如何看待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结论？ 

扩展阅读书目： 

1．[阿根廷]劳尔·普雷维是：《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 
2．王韶玲：《入世与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调整》，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年版。 
3．张二震等：《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4．刘力：《内撑外开：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5．王允贵：《WTO 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年版。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06 

总书目 

一、参考书目 

1. [美]Paul R .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Fifth 
Edition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五版）,清华经济学系列英文版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 [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 [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4. [美] Robert J.Carbaugh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学教

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6. [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 [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 [美]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 [美]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 [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0。 
11.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 [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13. [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 [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15. [瑞典]伯尔蒂尔·俄林（王继祖等译校）：《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 年。 
16. [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 年。 
17. 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8. 王新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9. 黄卫平、彭刚：《国际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版。 
20. 李坤望：《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21. 华民：《国际经济学》，教育部重点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22. 宏结：《国际经济学》，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23. 赵春明，宏结：《国际经济学》，普通高等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规划教材，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7 年 1 月。 
24. 张玉卿，李成刚：《WTO 与保障措施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5. 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 WTO 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1 年。 
26. 赵春明：《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7. 亚蒂什 M.巴格瓦蒂等：《高级国际贸易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28. 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9. 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30. 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1.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国际经济学Ⅰ 

 707

32. 陈岱孙，厉以宁主编：《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年版。 
33. 丁伯根（Tinbergen, J.）：《国际经济一体化》， 1954 年版。 
34. 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5. 海闻、P 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6. 薛荣久：《国际贸易》（第五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37. （意）G. 甘道尔夫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8. 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 
39. 张二震：《国际贸易政策的研究与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40. 高成兴：《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1. 罗丙志：《国际贸易政府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年。 
42. 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年。 
43. 罗布森（Robson, P.）：《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版。 
4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 年。 
45. [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46. 熊贤良：《国内扭曲、国际竞争与对外开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47. ［美］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第三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48. 巴拉萨（Balassa, B.）：《经济一体化理论》， 1962 年版。 
49. 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年。 
50. 胡永刚：《贸易模式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51. 徐滇庆著：《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前沿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2. 金仁淑：《投资大国的兴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效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53. ［美］约翰.霍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华夏出版社，2000 年。 
54. 伍贻康、周建平：《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比较》，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55. 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56. 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兼谈国际金融危机与涉外经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 
57. （美）R.多恩布什，F.L.C.H.赫尔默斯主编，杨越、刘立群、沈进建译，《如何开放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58. 王福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59. 余永定，郑秉文：《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 WTO 的中国产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 年。 
60. 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导读》，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1. 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2. Anderson, S.P., de Palma, A. and Thisse, J.F. (1990), ‘Demand for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Discrete Choice Mode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6, 21-35. 
63. Brander, J.A. and Krugman, P.R. (198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 313-23. 
64. Gartner, Manfred.  Macroeconomics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65. Grossman, Gene and Kenneth Rogoff,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North-Holland, 1995. (GR) 
66. Hallwood, C. Paul and Ronald MacDonald,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rd Edition,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08 

Blackwell 2000. 
67. Helpman, E. (1984), ‘Incrasing Returns, Imperfect Markets and Trade Theory’, in Jones, R. and 

Kenen, P.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325-15. 
68. 原毅军编审，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高等学校经济学类英文版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69. [美]Paul R.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 著，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Fifth 

Edition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 5 版），清华经济学英文版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8 月版。 
70. Madura, J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7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Thomson Learning. 2003 
71. Markusen, J.R. (1981), ‘Trade and Gains from Trade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531-51. 

二、相关学术期刊 

（一）中文期刊 
1． 世界经济 
2． 世界经济文汇 
3． 世界经济研究 
4． 世界经济导刊 
5． 国际金融研究 
6． 国际经济合作 
7． 国际经济评论 
8． 国际贸易 
9． 国际贸易问题 
10．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 
1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贸经济与国际贸易》 
12．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 
1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二）英文期刊 
1．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3．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 
4．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财务管理》教学大纲 

王燕祥  编写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16 

目  录 

Chapter 1  An Over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 717 
Chapter 2  Time Value of Money ............................................................................................................ 721 
Chapter 3  Financial Statements, Cash Flow, and Taxes ......................................................................... 723 
Chapter 4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 725 
Chapter 5  Risk and Return ..................................................................................................................... 727 
Chapter 6  Bonds and Their Valuation .................................................................................................... 729 
Chapter 7  Stocks and Their Valuation .................................................................................................... 732 
Chapter 8  Financial Options, Their 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Corporate Finance ......................... 734 
Chapter 9  The Cost of Capital ................................................................................................................ 736 
Chapter 10  The Basics of Capital Budgeting: Evaluating Cash Flows .................................................. 738 
Chapter 11  Cash Flow Estimation and Risk Analysis ............................................................................ 740 
Chapter 12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 742 
Chapter 13  Corporate Valuation, Value-Based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744 
Chapter 14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 746 
Chapter 15  Distributions to Shareholders: Dividends and Repurchases ................................................ 748 
Chapter 16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 751 
Chapter 17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Finance ......................................................................................... 754 

 



财务管理 

 717

Chapter 1  An Over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1-1 a. A proprietorship, or sole proprietorship, is a business owned by one individual.  A 
partnership exists when two or more persons associate to conduct a business.  In contrast, a corporation 
is a legal entity created by a state.  The corporation is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its owners and 
managers. 

b. In a limited partnership, limited partners’ liabilities, investment returns and control are limited, 
while general partners have unlimited liability and control.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 
sometimes called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 combines the limited liability advantage of a 
corporation with the tax advantages of a partnership.  A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PC), known in some 
states as 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PA), has most of the benefits of incorporation but the participants are 
not relieved of profession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c. Stockholder wealth maximization is the appropriate goal for management decisions.  The risk 
and timing associated with expected earnings per share and cash flows ar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price of the firm’s common stock. 

d. A money market is a financial market for debt securities with maturities of less than one year 
(short-term).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is the world’s largest.  Capital markets are the financial 
markets for long-term debt and corporate stocks.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s an example of a 
capital market.  Primary markets are the markets in which newly issued securities are sold for the first 
time.  Secondary markets are where securities are resold after initial issue in the primary market.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s a secondary market. 

e. In private markets, transactions are worked out directly between two parties and structured in 
any manner that appeals to them.  Bank loans and private placements of debt with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examples of private market transactions.  In public markets, standardized contracts are traded on 
organized exchanges.  Securities that are issued in public markets, such as common stock and corporate 
bonds, are ultimately held by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Private market securities are more 
tailor-made but less liquid, whereas public market securities are more liquid but subject to greater 
standardization.  Derivatives are claims whose value depends on what happens to the value of some 
other asset.  Futures and options are two important types of derivatives, and their values depend on what 
happens to the prices of other assets, say IBM stock, Japanese yen, or pork bellies.  Therefore, the value 
of a derivative security is derived from the value of an underlying real asset. 

f. An investment banker is a middleman between businesses and savers. Investment banking 
houses assist in the design of corporate securities and then sell them to savers (investors) in the primary 
markets. Financial service corporations offer a wide ran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brokerage 
operations, insurance, and commercial banking.  A financial intermediary buys securities with funds that 
it obtains by issuing its own securities.  An example is a common stock mutual fund that buys common 
stocks with funds obtained by issuing shares in the mutual fund. 

g. A mutual fund is a corporation that sells shares in the fund and uses the proceeds to 
buy stocks, long-term bonds, or short-term debt instruments.  The resulting dividends, 
interest, and capital gains are distributed to the fund’s shareholders after the ded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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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expenses.  Different funds are designed to meet different objectives. Money 
market funds are mutual funds which invest in short-term debt instruments and offer their 
shareholders check writing privileges; thus, they are essentially interest-bearing checking 
accounts. 

h.  Physical location exchanges, such as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buyers and sellers of securities.  Each physical location exchange is a physical entity at a 
particular location and is governed by an elected board of governors.  A computer/telephone network, 
such as Nasdaq, consists of all the facilities that provide for security transactions not conducted at a 
physical location exchange.  These facilities are, basically, th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that links the 
buyers and sellers. 

j.  An open outcry auction is a method of matching buyers and sellers.  In an auction, the buyers 
and sellers are face-to-face, with each stating the prices and which they will buy or sell.  In a dealer 
market, a dealer holds an inventory of the security and makes a market by offering to buy or sell.  Others 
who wish to buy or sell can see the offers made by the dealers, and can contact the dealer of their choice 
to arrange a transaction.  In an ECN, orders from potential buyers and sellers are automatically matched, 
and the transaction is automatically completed. 

k. Production opportunities are the returns available within an economy from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assets.  The higher the production opportunities, the more producers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for required capital.  Consumption time preferences refer to the preferred pattern of consumption.  
Consumer’s time preferences for consumption establish how much consumption they are willing to defer, 
and hence sav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est. 

l. The real risk-free rate is that interest rate which equalizes the aggregat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riskless securities in an economy with zero inflation.  The real risk-free rate could also be called the 
pure rate of interest since it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that would exist on very short-term, default-free U.S. 
Treasury securities if the expected rate of inflation were zero.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is rate of 
interest, denoted by r*, has fluctuat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ange of 2 to 4 percent.  
The nominal risk-free rate of interest, denoted by rRF, is the real risk-free rate plus a premium for expected 
inflation.  The short-term nominal risk-free rate is usually approximated by the U.S. Treasury bill rate, 
while the long-term nominal risk-free rate is approximated by the rate on U.S. Treasury bonds.  Note that 
while T-bonds are free of default and liquidity risks, they are subject to risks due to changes in the general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m. The inflation premium is the premium added to the real risk-free rate of interest to compensate 
for the expected loss of purchasing power. The inflation premium is the average rate of inflation expected 
over the life of the security.  Default risk is the risk that a borrower will not pay the interest and/or 
principal on a loan as they become due.  Thus, a default risk premium (DRP) is added to the real 
risk-free rate to compensate investors for bearing default risk.  Liquidity refers to a firm’s cash and 
marketable securities position, and to its ability to meet maturing obligations.  A liquid asset is any asset 
that can be quickly sold and converted to cash at its “fair” value.  Active markets provide liquidity.  A 
liquidity premium is added to the real risk-free rate of interest, in addition to other premiums, if a security 
is not liquid. 

n. Interest rate risk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bond prices decline when interest rates ris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selling a bond prior to maturity will result in a capital loss, and the longer the ter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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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ity, the larger the loss.  Thus, a maturity risk premium must be added to the real risk-free rate of 
interest to compensate for interest rate risk.  Reinvestment rate risk occurs when a short-term debt 
security must be “rolled over.”  If interest rates have fallen, the reinvestment of principal will be at a 
lower rate, with correspondingly lower interest payments and ending value.  Note that long-term debt 
securities also have some reinvestment rate risk because their interest payments have to be reinvested at 
prevailing rates. 

o.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eld to maturity and term to 
maturity for bonds of a single risk class.  The yield curve is the curve that results when yield to maturity 
is plotted on the Y-axis with term to maturity on the X-axis. 

p. When the yield curve slopes upward, it is said to be “normal,” because it is like this most of the 
time.  Conversely, a downward-sloping yield curve is termed “abnormal” or “inverted.” 

r. The expectations theory states that the slope of the yield curve depends on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inflation rates and interest rates.  Thus, if the annual rate of inflation and future interest rate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yield curve will be upward sloping, whereas the curve will be downward sloping 
if the annual rates are expected to decrease. 

s. A foreign trade deficit occurs when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U. S. import more goo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han are exported.  Trade deficits must be financed, and the main source of 
financing is debt. Therefore, as the trade deficit increases, the debt financing increases, driving up interest 
rates.  U. S. interest rates must be competitive with foreign interest rates; if the Federal Reserve attempts 
to set interest rates lower than foreign rates, foreigners will sell U.S. bonds, decreasing bond prices, 
resulting in higher U. S. rates.  Thus, if the trade deficit is large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overall 
economy, it may hinder the Fed’s ability to combat a recession by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1-2 Sole proprietorship, partnership, and corporation are the three principal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first two include the ease and low cost of forma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e limited liability, indefinite life, ease of ownership transfer, and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s. 

The disadvantages of a sole proprietorship are (1)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large sums of capital; (2) 
unlimited personal liability for business debts; and (3) limited life.  The disadvantages of a partnership 
are (1) unlimited liability, (2) limited life, (3) difficulty of transferring ownership, and (4) difficulty of 
raising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The disadvantages of a corporation are (1) double taxation of earnings 
and (2) requirements to file state and federal reports for registration, which are expensive, complex and 
time-consuming. 

1-3 The three primary determinants of a firm’s cash flows are: (1) sales revenues; (2) operating 
expenses, such as raw materials costs and labor costs; and (3) the necessary investments in operating 
capital, such as buildings, equipment, and inventory. 

1-4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r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hat receive funds in one form and 
repackage them for the use of those who need funds.  Through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more effectively, and the real output of the economy is thereby increased. 

1-5 Short-term rates are more volatile because (1) the Fed operates mainly in the short-term sector, 
hence Federal Reserve intervention has its major effect here, and (2) long-term rates reflect the average 
expected inflation rate over the next 20 to 30 years,  and this average does not change as radically as 
year-to-year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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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 If transfers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were costly, interest rates would be different in the 
two areas.  Area Y, with the relatively young population, would have less in savings accumulation and 
stronger loan demand.  Area O, with the relatively old population, would have more savings accumula-
tion and weaker loan demand as the members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have already purchased their houses, 
and are less consumption oriented.  Thus, supply/demand equilibrium would be at a higher rate of 
interest in Area Y. 

b. Yes.  Nationwide branching, and so forth, would reduce the cost of financial transfers between 
the areas.  Thus, funds would flow from Area O with excess relative supply to Area Y with excess 
relative demand.  This flow would increase the interest rate in Area O and decrease the interest rate in Y 
until the rates were roughly equal, the difference being the transfer cost. 
 

1-7 a. The immediate effect on the yield curve would be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in the short-term 
end of the market, since the Fed deals primarily in that market segment.  However, people would expect 
higher future inflation, which would raise long-term rates.  The result would be a much steeper yield 
curve. 

b. If the policy is maintained, the expanded money supply will result in increased rates of inflation 
and increased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 This will cause investors to increase the inflation premium on all 
debt securities, and the entire yield curve would rise; that is, all rates would b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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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Time Value of Money 

2-1 a. PV (present value) is the value today of a future payment, or stream of payments, 
discounted at the appropriate rate of interest.  PV is also the beginning amount that will grow to some 
future value.  The parameter i is the periodic interest rate that an account pays.  The parameter INT is 
the dollars of interest earned each period.  FVn (future value) is the ending amount in an account,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periods the money is left in the account.  PVAn is the value today of a future stream of 
equal payments (an annuity) and FVAn is the ending value of a stream of equal payments,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payments of the annuity.  PMT is equal to the dollar amount of an equal, or constant cash 
flow (an annuity).  In the EAR equation, m is used to denote the number of compounding periods per 
year, while iNom is the nominal, or quoted, interest rate. 

b. FVIFi,n is the future value interest factor for a lump sum left in an account for n periods paying i 
percent interest per period.  PVIFi,n is the present value interest factor for a lump sum received n periods 
in the future discounted at i percent per period.  FVIFAi,n is the future value interest factor for an 
ordinary annuity of n periodic payments paying i percent interest per period.  PVIFAi,n is the present 
value interest factor for an ordinary annuity of n periodic payments discounted at i percent interest per 
period.  All the above factors represent the appropriate PV or FVn when the lump sum or ordinary 
annuity payment is $1.  Note that the above factors can also be defined using formulas. 

c. The opportunity cost rate (i) of an investment is the rate of return available on the best 
alternative investment of similar risk. 

d. An annuity is a series of payments of a fixed amount for a specified number of periods.  A 
single sum, or lump sum payment, as opposed to an annuity, consists of one payment occurring now or at 
some future time. A cash flow can be an inflow (a receipt) or an outflow (a deposit, a cost, or an amount 
paid).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erms cash flow and PMT.  We use the term cash flow for uneven 
streams, while we use the term PMT for annuities, or constant payment amounts.  An uneven cash flow 
stream is a series of cash flows in which the amount varies from one period to the next.  The PV (or FVn) 
of an uneven payment stream is merely the sum of the present values (or future values) of each individual 
payment. 

e. An ordinary annuity has payments occurring at the end of each period. A deferred annuity is 
just another name for an ordinary annuity.  An annuity due has payments occur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period.  Most financial calculators will accommodate either type of annuity.  The payment period 
must be equal to the compounding period. 

f. A perpetuity is a series of payments of a fixed amount that last indefinitely.  In other words, a 
perpetuity is an annuity where n equals infinity.  Consol is another term for perpetuity.  Consols were 
originally bonds issued by England in 1815 to consolidate past debt. 

g. An outflow is a deposit, a cost, or an amount paid, while an inflow is a receipt.  A time line is 
an important tool used in time value of money analysis; it is a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used to 
show the timing of cash flows.  The terminal value is the future value of an uneven cash flow stream. 

h. Compounding is the process of finding the future value of a single payment or series of 
payments.  Discounting is the process of find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a single payment or series of 
payments; it is the reverse of comp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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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nnual compounding means that interest is paid once a year.  In semiannual, quarterly, 
monthly, and daily compounding, interest is paid 2, 4, 12, and 365 times per year respectively.  When 
compounding occurs more frequently than once a year, you earn interest on interest more often, thus 
increasing the future value.  The more frequent the compounding, the higher the future value. 

j. The effective annual rate is the rate that, under annual compounding, would have produced the 
same future value at the end of 1 year as was produced by more frequent compounding, say quarterly.  
The nominal (quoted) interest rate, iNom,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stated in a contract.  If the compounding 
occurs annually, the effective annual rate and the nominal rate are the same.  If compounding occurs 
more frequently, the effective annual rate is greater than the nominal rate. The nominal annual interest rate 
is also called th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or APR.  The periodic rate, iPER, is the rate charged by a lender 
or paid by a borrower each period.  It can be a rate per year, per 6-month period, per quarter, per month, 
per day, or per any other time interval (usually one year or less). 

k. An amortization schedule is a table that breaks down the periodic fixed payment of an 
installment loan into it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component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of each payment 
reduces the remaining principal balance.  The interest component is the interest payment on the 
beginning-of-period principal balance.  An amortized loan is one that is repaid in equal periodic amounts 
(or "killed off" over time). 

2-2 The opportunity cost rate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one could earn on a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with 
a risk equal to the risk of the investment in question.  This is the value of i in the TVM equations, and it 
is shown on the top of a time lin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tick marks.  It is not a single rate--the 
opportunity cost rat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riskiness and maturity of an investment, and it also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depending on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 

2-3 True.  The second series is an uneven payment stream, but it contains an annuity of $400 for 8 
years.  The series could also be thought of as a $100 annuity for 10 years plus an additional payment of 
$100 in Year 2, plus additional payments of $300 in Years 3 through 10. 

2-4 True, because of compounding effects--growth on growth.  The following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point.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i in the following equation: 

$1(1 + i)10 = $2. 
The term (1 + i)10 is the FVIF for i percent, 10 years.  We can find i in one of two ways: 
1. Using a financial calculator input N = 10, PV = -1, PMT = 0, FV = 2, and I = ?.  Solving for I 

you obtain 7.18%. 
2. Using a financial calculator, input N = 10, I = 10, PV = -1, PMT = 0, and FV = ?.  Solving for 

FV you obtain $2.59.  This formulation recognizes the "interest on interest" phenomenon. 
2-5 For the same stated rate, daily compounding is best.  You would earn more "interest on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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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Financial Statements, Cash Flow, and Taxes 

3-1 a. The annual report is a report issued annually by a corporation to its stockholders.  It 
contains basic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well as management’s opinion of the past year’s operations and the 
firm’s future prospects.  A firm’s balance sheet is a statement of the firm’s financial position at a specific 
point in time.  It specifically lists the firm’s asset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 while the 
right-hand side shows its liabilities and equity, or the claims against these assets.  An income statement 
is a statement summarizing the firm’s revenues and expenses over an accounting period.  Net sales are 
shown at the top of each statement, after which various costs, including income taxes, are subtracted to 
obtain the net income available to common stockholders.  The bottom of the statement reports earnings 
and dividends per share. 

b. Common Stockholders’ Equity (Net Worth) is the capital supplied by common 
stockholders--capital stock, paid-in capital, retained earnings, and, occasionally, certain reserves.  
Paid-in capital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ock’s par value and what stockholders paid when they 
bought newly issued shares.  Retained earnings is the portion of the firm’s earnings that have been saved 
rather than paid out as dividends. 

c. The statement of retained earnings shows how much of the firm’s earnings were retained in the 
business rather than paid out in dividends.  Note that retained earnings represents a claim against assets, 
not assets per se.  Firms retain earnings primarily to expand the business, not to accumulate cash in a 
bank account.  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reports the impact of a firm’s operating,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on cash flows over an accounting period. 

d. Depreciation is a non-cash charge against tangible assets, such as buildings or machines.  It is 
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an asset’s estimated dollar cost of the capital equipment used up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mortization is a non-cash charge against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goodwill.  
EBITDA is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 Operating current assets are the current assets used to support operations, such as cash,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inventory.  It does not include short-term investments.  Operating current liabilities are 
the current liabilities that are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firm’s operations, such as accounts payable and 
accruals.  It does not include notes payable or any other short-term debt that charges interest.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operating current assets minus operating current liabilities.  Total net 
operating capital is sum of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long-term assets, such as net plant 
and equipment.  Operating capital also is equal to the net amount of capital raised from investors.  This 
is the amount of interest-bearing debt plus preferred stock plus common equity minus short-term 
investments. 

f. Accounting profit is a firm’s net income as reported on its income statement.  Net cash flow, 
as opposed to accounting net income, is the sum of net income plus non-cash adjustments.  NOPAT, 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es, is the amount of profit a company would generate if it had no debt and no 
financial assets.  Free cash flow is the cash flow actually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to investors after the 
company has made all investments in fixed assets and working capital necessary to sustain ongoing 
operations. 

g. Market value added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firm (i.e., the su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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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value of common equity, the market value of deb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preferred stock) and 
the book value of the firm’s common equity, debt, and preferred stock.  If the book values of debt and 
preferred stock are equal to their market values, then MVA is also equal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and the amount of equity capital that investors supplied.  Economic value added 
represents the residual income that remains after the cost of all capital, including equity capital, has been 
deducted. 

h. A progressive tax means the higher one’s income, the larger the percentage paid in taxes.  
Taxable income is defined as gross income less a set of exemptions and deductions which are spelled out 
in the instructions to the tax forms individuals must file.  Marginal tax rate is defined as the tax rate on 
the last unit of income.  Average tax rate is calculated by taking the total amount of tax paid divided by 
taxable income. 

i. Capital gain (loss) is the profit (loss) from the sale of a capital asset for more (less) than its 
purchase price.  Ordinary corporate operating losses can be carried backward for 2 years or forward for 
20 years to offset taxable income in a given year. 

j. Improper accumulation is the retention of earnings by a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stockholders to avoid personal income taxes on dividends.  An S corporation is a small corporation 
which, under Subchapter S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elects to be taxed as a proprietorship or a 
partnership yet retains limited liability and other benefits of the corporate form of organization. 

3-2 The four financial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most annual reports are the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statement of retained earnings,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3-3 No, because the $20 million of retained earnings would probably not be held as cash.  The 
retained earnings figure represents the reinvestment of earnings by the firm.  Consequently, the $20 
million would be an investment in all of the firm’s assets. 

3-5 Operating capital is the amount of interest bearing debt,  preferred stock, and common equity 
used to acquire the company’s net operating assets.  Without this capital a firm cannot exist, as there is 
no source of funds with which to finance operations. 

3-6 NOPAT is the amount of net income a company would generate if it had no debt and held no 
financial assets.  NOPAT is a better measure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company’s operations because debt 
lowers income.  In order to get a true reflection of a company’s operating performance, one would want 
to take out debt to get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3-7 Free cash flow is the cash flow actually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to investors after the company 
has made all the investments in fixed assets and working capital necessary to sustain ongoing operation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of cash flows because it shows the exact amount available to all 
investors. 

3-8 If the business were organized as a partnership or a proprietorship, its income could be taken 
out by the owners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double taxation.  Also, if you expected to have losses for a 
few years while the company was getting started, if you were not incorporated, and if you had outside 
income, the business losses could be used to offset your other income and reduce your total tax bill.  
These factors would lead you to not incorporate the business.  An alternative would be to organize as an 
S Corporation, if requirements are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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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4-1 a. A liquidity ratio is a ratio that shows the relationship of a firm’s cash and other current 
assets to its current liabilities.  The current ratio is found by dividing current assets by current liabilities.  
It indicd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current liabilities are covered by those assets expected to be converted to 
cash in the near future.  The quick, or acid test, ratio is found by taking current assets less inventories 
and then dividing by current liabilities. 

b. Asset management ratios are a set of ratios that measure how effectively a firm is managing its 
assets.  The inventory turnover ratio is sales divided by inventories.  Days sales outstanding is used to 
appraise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indicates the length of time the firm must wait after making a sale before 
receiving cash.   It is found by dividing receivables by average sales per day.  The fixed assets turnover 
ratio measures how effectively the firm uses its plant and equipment.  It is the ratio of sales to net fixed 
assets.  Total assets turnover ratio measures the turnover of all the firm’s assets; it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sales by total assets. 

c. Financial leverage ratios measure the use of debt financing.  The debt ratio is the ratio of total 
debt to total assets, it measures the percentage of funds provided by creditors.  The times-interest-earned 
ratio is determined by dividing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by the interest charges.  This ratio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operating income can decline before the firm is unable to meet its annual 
interest costs.  The EBITDA coverage ratio is similar to the times-interest-earned ratio, but it recognizes 
that many firms lease assets and also must make sinking fund payments.  It is found by adding EBITDA 
and lease payments then dividing this total by interest charges, lease payments, and sinking fund 
payments over one minus the tax rate. 

d. Profitability ratios are a group of ratios, which show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liquidity, asset 
management, and debt on operations.  The profit margin on sale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net income by 
sales, gives the profit per dollar of sales.  Basic earning power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EBIT by total 
assets.  This ratio shows the raw earning power of the firm’s assets, before the influence of taxes and 
leverage.  Return on total assets is the ratio of net income to total assets.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is 
found by dividing net income into common equity. 

e. Market value ratios relate the firm’s stock price to its earnings and book value per share.  The 
price/earnings ratio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price per share by earnings per share--this shows how much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pay per dollar of reported profits.  The price/cash flow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price per share by cash flow per share.  This shows how much investors are willing to pay per dollar of 
cash flow.  Market-to-book ratio is simply the market price per share divided by the book value per share.  
Book value per share is common equity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shares outstanding. 

f. Trend analysis is an analysis of a firm’s financial ratios over time. It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likelihood of improvement or deterioration in its financial situation.  Comparative ratio analysis is when 
a firm compares its ratios to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This technique is also known 
as benchmarking. 

g. The Du Pont equation is a formula, which shows that the rate of return on assets can be found as 
the product of the profit margin times the total assets turnover. Window dressing is a technique employed 
by firms to mak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look better than they really are.  Seasonal factors can distort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26 

ratio analysis.  At certain times of the year a firm may have excessive inventories in preparation of a 
“season” of high demand.  Therefore an inventory turnover ratio taken at this time as opposed to after the 
season will be radically distorted. 

4-2 The emphasi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analysts is by no means uniform nor should it be.  
Management is interested in all types of ratios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ratios point out weaknesses 
tha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econd, management recognizes that the other parties are interested in all the 
ratios and that financial appearances must be kept up if the firm is to be regarded highly by creditors and 
equity investors. Equity investors are interested primarily in profitability, but they examine the other ratios 
to get information on the riskiness of equity commitments.  Long-term credito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debt ratio, TIE, and fixed-charge coverage ratios, as well as the profitability ratios.  Short-term 
creditors emphasize liquidity and look most carefully at the liquidity ratios. 

4-3 Given that sales have not changed, a decrease in the total assets turnover means that the 
company’s assets have increased.  Also, the fact that the fixed assets turnover ratio remained constant 
implies that the company increased its current assets.  Since the company’s current ratio increased, and 
yet, its quick ratio is unchanged means that the company has increased its inventories. 

4-4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s of assets necessary to generate a dollar of sales cause asset turnover 
ratios to vary among industries.  For example, a steel company needs a greater number of dollars in 
assets to produce a dollar in sales than does a grocery store chain.  Also, profit margins and turnover 
ratios may vary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 of expenses incurred to produce sales.  For example, 
one would expect a grocery store chain to spend more per dollar of sales than does a steel company.  
Often, a large turnover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a low profit margin, and vice versa. 

4-5 a. Cash, receivables, and inventories, as well as current liabilities, vary over the year for 
firms with seasonal sales patterns.  Therefore, those ratios that examine balance sheet figures will vary 
unless averages (monthly ones are best) are used. 

b. Common equity is determined at a point in time, say December 31, 2005. Profits are earned 
over time, say during 2005.  If a firm is growing rapidly, year-end equity will be much larger than 
beginning-of-year equity, so the calculated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will be different depending on whether 
end-of-year, beginning-of-year, or average common equity is used as the denominator.  Average 
common equity is conceptually the best figure to use.  In public utility rate cases, people are reported to 
have deliberately used end-of-year or beginning-of-year equity to make returns on equity appear excessive 
or inadequate.  Similar problems can arise when a firm is being evaluated. 

4-6 Firms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may employ different accounting technique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compare financial ratios.  More fundamentally, comparisons may be misleading if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differ in their other investments.  For example, comparing Pepsico and Coca-Cola may 
be misleading because apart from their soft drink business, Pepsi also owns other businesses such as 
Frito-Lay, Pizza Hut, Taco Bell, and K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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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Risk and Return 

5-1 a. Stand-alone risk is only a part of total risk and pertains to the risk an investor takes by 
holding only one asset.  Risk is the chance that some unfavorable event will occur.  For instance, the 
risk of an asset is essentially the chance that the asset’s cash flows will be unfavorable or less than 
expected.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 a listing, chart or graph of all possible outcomes, such as 
expected rates of return, with a probability assigned to each outcome.  When in graph form, the tighter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the less uncertain the outcome. 

b. The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
∧
r ) is the expected value of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expected 

returns. 
c. A continu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ontains an infinite number of outcomes and is graphed 

from -∞ and +∞. 
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σ) is a statistical measure of the variability of a set of observations.  

The variance (σ2) of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 the sum of the squared deviations about the expected 
value adjusted for deviation.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is equal to the standard deviation divided 
by the expected return; it is a standardized risk measure which allows comparisons between investments 
having different expected retur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e. A risk averse investor dislikes risk and requires a higher rate of return as an inducement to buy 
riskier securities.  A realized return is the actual return an investor receives on their investment.  It can 
be quite different than their expected return. 

f. A risk premium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te of return on a risk-free asset and the expected 
return on Stock i which has higher risk.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cted 
return on the market and the risk-free rate. 

g. CAPM is a model based upon the proposition that any stock’s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is equal to 
the risk free rate of return plus a risk premium reflecting only the risk re-maining after diversification. 

h. The expected return on a portfolio. 
∧
r p, is simply the weighted-average expected return of the 

individual stocks in the portfolio, with the weights being the fraction of total portfolio value invested in 
each stock.  The market portfolio is a portfolio consisting of all stocks. 

i. Correlation is the tendency of two variables to move together.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ρ) of 
+1.0 means that the two variables move up and down in perfect synchronization, while a coefficient of 
-1.0 means the variables always mov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zero suggests 
that the two variables are not related to one another; that is, they are independent. 

j. Market risk is that part of a security’s total risk that cannot be eliminated by diversification.  It 
is measured by the beta coefficient. Diversifiable risk is also known as company specific risk, that part of 
a security’s total risk associated with random events not affecting the market as a whole.  This risk can 
be eliminated by proper diversification.  The relevant risk of a stock i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iskiness of 
a well-diversified portfolio. 
 

k. The beta coefficient is a measure of a stock’s market risk, o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turns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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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stock move with the stock market.  The average stock’s beta would move on average with the 
market so it would have a beta of 1.0. 

l. The security market line (SML) represents in a graphical 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k 
of an asset as measured by its beta and the required rates of return for individual securities.  The SML 
equ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CAPM, ri = rRF + bi(rM - rRF). 

m. The slope of the SML equation is (rM - rRF),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The slope of the SML 
reflects the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in the economy.  The greater the average investors aversion to risk, 
then the steeper the slope, the higher the risk premium for all stocks, and the higher the required return. 

5-2 a.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or complete certainty is a vertical line. 
b.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or total uncertainty is the X axis from -∞ to +∞. 
5-3 Security A is less risky if held in a diversified portfolio because of its lower beta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other stocks.  In a single-asset portfolio, Security A would be more risky because σA > 
σB and CVA > CVB. 

5-4 a. No, it is not riskless.  The portfolio would be free of defaul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but 
inflation could erode the portfolio’s purchasing power.  If the actual inflation rate is greater than that 
expected, interest rates in general will rise to incorporate a larger inflation premium (IP) and the value of 
the portfolio would decline. 

b. No, you would be subject to reinvestment rate risk.  You might expect to “roll over” the 
Treasury bills at a constant (or even increasing) rate of interest, but if interest rates fall, your investment 
income will decrease. 

c. A U.S. government-backed bond that provided interest with constant purchasing power (that is, 
an indexed bond) would be close to riskless. 

5-5 The risk premium on a high beta stock would increase more. 
RPj = Risk Premium for Stock j = (rM - rRF)bj. 
If risk aversion increases, the slope of the SML will increase, and so will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rM – rRF).  The product (rM – rRF)bj is the risk premium of the jth stock.  If bj is low (say, 0.5), then the 
product will be small; RPj will increase by only half the increase in RPM.  However, if bj is large (say, 
2.0), then its risk premium will rise by twice the increase in RPM. 

5-6 According to the Security Market Line (SML) equation, an increase in beta will increase a 
company’s expected return by an amount equal to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times the change in beta.  For 
example, assume that the risk-free rate is 6 percent, and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is 5 percent.  If the 
company’s beta doubles from 0.8 to 1.6 its expected return increases from 10 percent to 14 percent.  
Therefore, in general, a company’s expected return will not double when its beta doubles. 

5-7 Yes, if the portfolio’s beta is equal to zero.  In practice, however,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find 
individual stocks that have a nonpositive beta. In this case it would also be impossible to have a stock 
portfolio with a zero beta.  Even if such a portfolio could be constructed, investors would probably be 
better off just purchasing Treasury bills, or other zero beta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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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Bonds and Their Valuation 

6-1 a. A bond is a promissory note issued by a business or a governmental unit.  Treasury bond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government bonds, are issu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are not exposed to 
default risk. Corporate bonds are issued by corporations and are exposed to default risk.  Different 
corporate bond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default risk, depending on the issuing company's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e terms of the specific bond.  Municipal bonds are issued b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interest earned on most municipal bonds is exempt from federal taxes, and also from state taxes if the 
holder is a resident of the issuing state.  Foreign bonds are issu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or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se bonds are not only exposed to default risk, but are also exposed to an additional risk 
if the bonds are denominated in a currency other than that of the investor's home currency. 

b. The par value is the nominal or face value of a stock or bond.  The par value of a bond 
generally represents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the firm borrows and promises to repay at some future date.  
The par value of a bond is often $1,000, but can be $5,000 or more.  The maturity date is the date when 
the bond's par value is repaid to the bondholder. Maturity dates generally range from 10 to 40 years from 
the time of issue.  A call provision may be written into a bond contract, giving the issuer the right to 
redeem the bond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prior to the normal maturity date.  A bond's coupon, or 
coupon payment, is the dollar amount of interest paid to each bondholder on the interest payment dates.  
The coupon is so named because bonds used to have dated coupons attached to them which investors 
could tear off and redeem on the interest payment dates.  The coupon interest rate is the stated rate of 
interest on a bond. 

c. In some cases, a bond's coupon payment may vary over time.  These bonds are called floating 
rate bonds.  Floating rate debt is popular with investors because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debt is stabilized.  
It is advantageous to corporations because firms can issue long-term debt without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paying a historically high interest rate for the entire life of the loan.   Zero coupon bonds pay no 
coupons at all, but are offered at a substantial discount below their par values and hence provide capital 
appreciation rather than interest income.  In general, any bond originally offered at a price significantly 
below its par value is called an original issue discount bond (OID). 

d. Most bonds contain a call provision, which gives the issuing corporation the right to call the 
bonds for redemption.  The call provision generally states that if the bonds are called, the company must 
pay the bondholders an amount greater than the par value, a call premium. Redeemable bonds give 
investors the right to sell the bonds back to the corporation at a price that is usually close to the par value.  
If interest rates rise, investors can redeem the bonds and reinvest at the higher rates.  A sinking fund 
provision facilitates the orderly retirement of a bond issue.  This can be achieved in one of two ways: 
The company can call in for redemption (at par valu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bonds each year.  The 
company may buy the required amount of bonds on the open market. 

e. Convertible bonds are securities that are convertible into shares of common stock, at a fixed 
price, at the option of the bondholder.  Bonds issued with warrants are similar to convertibles.  
Warrants are options which permit the holder to buy stock for a stated price, thereby providing a capital 
gain if the stock price rises.  Income bonds pay interest only if the interest is earned.  These securities 
cannot bankrupt a company, but from an investor's standpoint they are riskier than "regular" bon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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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rate of an indexed, or purchasing power, bond is based on an inflation index such a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so the interest paid rises automatically when the inflation rate rises, thus protecting the 
bondholders against inflation. 

f. Bond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are inversely related; that is, they tend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one another.  A fixed-rate bond will sell at par when its coupon interest rate is equal to the 
going rate of interest, rd.  When the going rate of interest is above the coupon rate, a fixed-rate bond will 
sell at a "discount" below its par value. If current interest rates are below the coupon rate, a fixed-rate 
bond will sell at a "premium" above its par value. 

g. The current yield on a bond is the annual coupon payment divided by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YTM, or yield to maturity,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earned on a bond if it is held to maturity.  Yield to call 
(YTC) is the rate of interest earned on a bond if it is called.  If current interest rates are well below an 
outstanding callable bond's coupon rate, the YTC may be a more relevant estimate of expected return than 
the YTM, since the bond is likely to be called. 

h. The shorter the maturity of the bond, the greater the risk of a de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The 
risk of a decline in income due to a drop in interest rates is called reinvestment rate risk.  Interest rates 
fluctuate over time, and people or firms who invest in bonds are exposed to risk from changing interest 
rates, or interest rate risk.  The longer the maturity of the bond, the greater the exposure to interest rate 
risk.  Interest rate risk relates to the value of the bonds in a portfolio, while reinvestment rate risk relates 
to the income the portfolio produces.  No fixed-rate bond can be considered totally riskless. Bond 
portfolio managers try to balance these two risks, but some risk always exists in any bond.  Another 
important risk associated with bonds is default risk.  If the issuer defaults, investors receive less than the 
promised return on the bond.  Default risk is influenced by both the financial strength of the issuer and 
the terms of the bond contract, especially whether collateral has been pledged to secure the bond.  The 
greater the default risk, the higher the bond's yield to maturity. 

i. Corporations can influence the default risk of their bonds by changing the type of bonds they 
issue.  Under a mortgage bond, the corporation pledges certain assets as security for the bond. All such 
bonds are written subject to an indenture, which is a legal document that spells out in detail the rights of 
both the bond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A debenture is an unsecured bond, and as such, it provides no 
lien against specific property as security for the obligation.  Debenture holders are, therefore, general 
creditors whose claims are protected by property not otherwise pledged.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have 
claims on assets, in the event of bankruptcy, only after senior debt as named in the subordinated debt's 
indenture has been paid off.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may be subordinated to designated notes payable or 
to all other debt. 

j. A development bond is a tax-exempt bond sold b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ose proceeds 
are made available to corporations for specific uses deemed (by Congress) to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Municipalities can insure their bonds, in which an insurance company guarantees to pay the coupon and 
principal payments should the issuer default.  This reduces the risk to investors who are willing to accept 
a lower coupon rate for an insured bond issue vis-a-vis an uninsured issue. Bond issues are normally 
assigned quality ratings by major rating agencies, such as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and 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  These ratings reflec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bond will go into default.  Aaa (Moody's) 
and AAA (S&P) are the highest ratings. Rating assignments are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firm's debt/assets ratio, current ratio, and coverage ratios.  Because a bond's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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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n indicator of its default risk, the rating has a direct, measurable influence on the bond's interest rate 
and the firm's cost of debt capital.  Junk bonds are high-risk, high-yield bonds issued to finance 
leveraged buyouts, mergers, or troubled companies.  Most bonds are purchased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ather than individuals, and many institutions are restricted to investment grade bonds, securities with 
ratings of Baa/BBB or above. 

6-2 False.  Short-term bond prices are less sensitive than long-term bond prices to interest rate 
changes because funds invested in short-term bonds  can be reinvested at the new interest rate sooner 
than funds tied up in long-term bonds. 

6-3 The price of the bond will fall and its YTM will rise if interest rates rise.  If the bond still has a 
long term to maturity, its YTM will reflect long-term rates.  Of course, the bond's price will be less 
affected by a change in interest rates if it has been outstanding a long time and matures shortly.  While 
this is tru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YTM will increase only for buyers who purchase the bond after the 
change in interest rates and not for buyers who purchased previous to the change.  If the bond is 
purchased and held to maturity, the bondholder's YTM will not change,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to 
interest rates. 

6-4 If interest rates decline significantly, the values of callable bonds will not rise by as much as 
those of bonds without the call provision.  It is likely that the bonds would be called by the issuer before 
maturity, so that the issuer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lower rates. 

6-5 From the corporation's viewpoint, one important factor in establishing a sinking fund is that its 
own bonds generally have a higher yield than do government bonds; hence, the company saves more 
interest by retiring its own bonds than it could earn by buying government bonds.  This factor causes 
firms to favor the second procedure.  Investors also would prefer the annual retirement procedure if they 
thought that interest rates were more likely to rise than to fall,  but they would prefer the government 
bond purchases program if they thought rates were likely to fall.  In addition, bondholders recognize that, 
under the government bond purchase scheme, each bondholder would be entitled to a given amount of 
cash from the liquidation of the sinking fund if the firm should go into default, whereas under the annual 
retirement plan, some of the holders would receive a cash benefit while others would benefit only 
indirectly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would be fewer bonds outstanding. 

On balance, investors seem to have little reason for choosing one method over the other, while the 
annual retirement method is clearly more beneficial to the firm.  The consequence has been a 
pronounced trend toward annual retirement and away from the accumul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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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Stocks and Their Valuation 

7-1 a. A proxy is a document giving one person the authority to act for another, typically the 
power to vote shares of common stock.  If earnings are poor and stockholders are dissatisfied, an outside 
group may solicit the proxies in an effort to overthrow management and take control of the business, 
known as a proxy fight.  A takeover is an action whereby a person or group succeeds in ousting a firm’s 
management and taking control of the company. The preemptive right gives the current shareholders the 
right to purchase any new shares issue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current holdings. The preemptive right may 
or may not be required by state law.  When granted, the preemptive right enables current owners to 
maintain their proportionate share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business.  It also prevents the sale of 
shares at low prices to new stockholders which would dilute the value of the previously issued shares. 
Classified stock is sometimes created by a firm to meet special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Generally, 
when special classifications of stock are used, one type is designated “Class A”, another as “Class B”, and 
so on.  Class A might be entitled to receive dividends before dividends can be paid on Class B stock.  
Class B might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vote. Founders’ shares are stock owned by the firm’s founders 
that have sole voting rights but restricted dividends for a specified number of years. 

b. Some companies are so small that their common stocks are not actively traded; they are owned 
by only a few people, usually the companies’ managers.  The stock in such firms is said to be closely 
held.  In contrast, the stocks of most larger companies are owned by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ors, most of 
whom are not active in management.  Such stock is said to be publicly owned stock. 

c. The secondary market deals with trading in previously issued, or outstanding, shares of 
established, publicly owned companies.  The company receives no new money when sales are made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The primary market handles additional shares sold by established, publicly 
owned companies.  Companies can raise additional capital by selling in this market. Going public is the 
act of selling stock to the public at large by a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 or its principal stockholders, and 
this market is often termed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market. 

d. Intrinsic value ( 0P̂ ) is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he market price 

(P0) is the price at which an asset can be sold. 
e. The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 denoted by rs, is the minimum acceptable rate of 

return considering both its riskiness and the returns available on other investments.  The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denoted by 
∧
sr , is the rate of return expected on a stock given its current price and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If the stock is in equilibrium, the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will equal the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The realized (actual) rate of return, denoted by sr , is the rate of return that was actually realized at the 

end of some holding period.  Although expected and required rates of return must always be positive, 
realized rates of return over some periods may be negative. 
 

f. The capital gains yield results from changing prices and is calculated as (P1 - P0)/P0, where P0 is 
the beginning-of-period price and P1 is the end-of-period price.  For a constant growth stock, th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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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s yield is g, the constant growth rate.  The dividend yield on a stock can be defined as either the 
end-of-period dividend divided by the beginning-of-period price, or the ratio of the current dividend to the 
current price.  Valuation formulas use the former definition.  The expected total return, or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is the expected capital gains yield plus the expected dividend yield on a stock.  The expected 
total return on a bond is the yield to maturity. 

g. Normal, or constant,  growth occurs when a firm’s earnings and dividends grow at some 
constant rate forever.  One category of nonconstant growth stock is a “supernormal” growth stock which 
has one or more years of growth above that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 but at some point the growth rate 
will fall to the “normal” rate.  This occurs, generally, as part of a firm’s normal life cycle. A zero growth 
stock has constant earnings and dividends; thus, the expected dividend payment is fixed, just as a bond’s 
coupon payment. Since the company is presumed to continue operations indefinitely, the dividend stream 
is a perpetuity.  A perpetuity is a security on which the principal never has to be repaid. 

h. Equilibrium is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the expected return on a security is just equal to its 

required return, 
∧
r = r, and the price is stable. The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 (EMH) states (1) that 

stocks are always in equilibrium and (2)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n investor to consistently “beat the 
market.”  In essence, the theory holds that the price of a stock will adjust almost immediately in response 
to any new developments.  In other words, the EMH assumes that all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a 
stock is reflected in the price of that stock. Financial theorists generally define three forms of market 
efficiency: weak-form, semistrong-form, and strong-form. 

Weak-form efficiency assumes that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past price movements is fully 
reflected in current market prices.  Thus, information about recent trends in a stock’s price is of no use in 
selecting a stock.  Semistrong-form efficiency states th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reflect all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 only way to gain abnormal returns on a stock is to possess ins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s stock.  Strong-form efficiency assumes that all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a stock, whether public or inside information, is reflected in current market prices.  Thus, no investors 
would be able to earn abnormal returns in the stock market. 

i. Preferred stock is a hybrid--it is similar to bonds in some respects and to common stock in other 
respects.  Preferred dividends are similar to interest payments on bonds in that they are fixed in amount 
and generally must be paid before common stock dividends can be paid.  If the preferred dividend is not 
earned, the directors can omit it without throwing the company into bankruptcy.  So, although preferred 
stock has a fixed payment like bonds, a failure to make this payment will not lead to bankruptcy.  Most 
preferred stocks entitle their owners to regular fixed dividend payments. 

7-2 True.  The value of a share of stock is the PV of its expected future dividends.  If the two 
investors expect the same future dividend stream, and they agree on the stock’s riskiness, then they should 
reach similar conclusions as to the stock’s value. 

7-3 A perpetual bond is similar to a no-growth stock and to a share of preferred stock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All three derive their values from a series of cash inflows--coupon payments from the perpetual 
bond, and dividends from both types of stock. 

2. All three are assumed to have indefinite lives with no maturity value (M) for the perpetual bond 
and no capital gains yield for the s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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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Financial Options, Their 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Corporate Finance 

8-1 a. An option is a contract which gives its holder the right to buy or sell an asset at some 
predetermined price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A call option allows the holder to buy the asset, 
while a put option allows the holder to sell the asset. 

b. A simple measure of an option’s value is its exercise value.  The exercise value is equal to the 
current price of the stock (underlying the option) less the striking price of the option.  The strike price is 
the price stated in the option contract at which the security can be bought (or sold).  For example, if the 
underlying stock sells for $50 and the striking price is $20, the exercise value of the option would be $30. 

c. The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is widely used by option traders to value options.  It 
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a riskless hedge. By buying shares of a stock and simultaneously selling 
call options on that stock, the investor will create a risk-free investment position. This riskless return must 
equal the risk-free rate or an arbitrage opportunity would exist.  People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until the equilibrium level estimated by the Black-Scholes model was reached. 

8-2 The market value of an option is typically higher than its exercise value due to the speculative 
nature of the investment.  Options allow investors to gain a high degree of personal leverage when 
buying securities.  The option allows the investor to limit his or her loss but amplify his or her return.  
The exact amount this protection is worth is the premium over the exercise value. 

8-3 (1) An increase in stock price causes an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 call option. (2) An increase in 
exercise price causes a decrease in the value of a call option. (3) An increase in the time to expiration 
causes an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 call option. (4) An increase in the risk-free rate causes an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 call option. (1) An increase in the variance of stock return causes an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 call option. 

8-4 The stock’s range of payoffs in one year is $26 - $16 = $10.  At expiration, the option will be 
worth $26 - $21 = $5 if the stock price is $26, and zero if the stock price $16.  The range of payoffs for 
the stock option is $5 – 0 = $5. 

Equalize the range to find the number of shares of stock: Option range / Stock range = $5/$10 = 0.5. 
With 0.5 shares, the stock’s payoff will be either $13 or $8.  The portfolio’s payoff will be $13 - $5 

= $8, or $8 – 0 = $8. 
The present value of $8 at the daily compounded risk-free rate is: PV = $8 / (1+ (0.05/365))365 = 

$7.610. 
The option price i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stock in the portfolio minus the PV of the payoff: 
V = 0.5($20) - $7.610 = $2.39. 
8-5 The stock’s range of payoffs in six months is $18 - $13 = $5.  At expiration, the option will be 

worth $18 - $14 = $4 if the stock price is $18, and zero if the stock price $13.  The range of payoffs for 
the stock option is $4 – 0 = $5. 

Equalize the range to find the number of shares of stock: Option range / Stock range = $4/$5 = 0.8. 
With 0.8 shares, the stock’s payoff will be either 0.8($18) = $14.40 or 0.8($13) = $10.40.  The 

portfolio’s payoff will be $14.4 - $4 = $10.40, or $10.40 – 0 = $10.40. 
The present value of $10.40 at the daily compounded risk-free rate is: PV = $10.4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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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65))365/2 = $10.093. 
The option price i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stock in the portfolio minus the PV of the payoff: 
V = 0.8($15) - $10.093 = $1.907 ≈.$1.91. 
8-6 Put = V – P + X exp(-rRF t) 
= $6.56 - $33 + $32 e-0.06(1) 
= $6.56 - $33 + $30.136 = $3.696 ≈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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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The Cost of Capital 

9-1 a.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is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after-tax 
component costs of capital—-debt, preferred stock, and common equity.  Each weighting factor is the 
proportion of that type of capital in the optimal, or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The after-tax cost of debt, 
rd(1 - T), is the relevant cost to the firm of new debt financing.  Since interest is deductible from taxable 
income, the after-tax cost of debt to the firm is less than the before-tax cost.  Thus, rd(1 - T) is the 
appropriate component cost of debt (in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b. The cost of preferred stock, rps, is the cost to the firm of issuing new preferred stock.  For 
perpetual preferred, it is the preferred dividend, Dps, divided by the net issuing price, Pn.  Note that no tax 
adjustments are made when calculating the component cost of preferred stock because, unlike interest 
payments on debt, dividend payments on preferred stock are not tax deductible.  The cost of new 
common equity, re, is the cost to the firm of equity obtained by selling new common stock.  It is, 
essentially, the cost of retained earnings adjusted for flotation costs.  Flotation costs are the costs that the 
firm incurs when it issues new securities.  The amount actually available to the firm for capital 
investment from the sale of new securities is the sales price of the securities less flotation costs.  Note 
that flotation costs consist of (1) direct expenses such as printing costs and brokerage commissions, (2) 
any price reduction due to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stock, and (3) any drop in price due to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c. The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is the relative amount of debt, preferred stock, and common equity 
that the firm desires.  The WACC should be based on these target weights. 

d. There are considerable costs when a company issues a new security, including fees to an 
investment banker and legal fees.  These costs are called flotation costs.  The cost of new common 
equ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on equity raised internally by reinvesting earnings.  Project’s financed 
with external equity must earn a higher rate of return, since they project must cover the flotation costs. 

9-2 The WACC is an average cost because it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firm's component costs of 
capital.  However, each component cost is a marginal cost; that is, the cost of new capital.  Thus, the 
WACC is the weighted average marginal cost of capital. 

9-3                                            Probable Effect on 
rd(1 - T)                  rs              WACC 
a. The corporate tax rate is lowered.        +          0          + 
b. The Federal Reserve tightens credit.      +          +          + 
c. The firm uses more debt; that is, it 
increases its debt/assets ratio.       +          +          0 
d. The firm doubles the amount of capital 
it raises during the year.           0 or +     0 or +     0 or + 

e. The firm expands into a risky 
new area.                          +          +          + 
f. Investors become more risk averse.      +          +          + 
9-4 Stand-alone risk views a project’s risk in isolation, hence without regard to portfolio effects; 

within-firm risk, also called corporate risk, views project risk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firm’s portfolio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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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s; and market risk (beta) recognizes that the firm’s stockholders hold diversified portfolios of stocks.  
In theory, market risk should be most relevant because of its direct effect on stock prices. 

9-5 If a company’s composite WACC estimate were 10 percent, its managers might use 10 percent 
to evaluate average-risk projects, 12 percent for those with high-risk, and 8 percent for low-risk projects.  
Unfortunately, given the data, there is no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way to specify exactly how much higher 
or lower we should go in setting risk-adjusted costs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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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The Basics of Capital Budgeting: 
Evaluating Cash Flows 

10-1 a. Capital budgeting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analyzing projects and deciding whether they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pital budget.  This process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firm as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decisions chart the course of a company for many years 
into the future.  The payback, or payback period, is the number of years it takes a firm to recover its 
project investment.  Payback may be calculated with either raw cash flows (regular payback) or 
discounted cash flows (discounted payback).  In either case, payback does not capture a project's entire 
cash flow stream and is thus not the preferred evaluation method.  Note, however, that the payback does 
measure a project's liquidity, and hence many firms use it as a risk measure. 

b. Mutually exclusive projects cannot be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choose either 
Project 1 or Project 2, or we can reject both, but we cannot accept both projects.  Independent projects 
can be accepted or rejected individually. 

c. The net present value (NPV) an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techniques are discounted cash 
flow (DCF) evaluation techniques.  These are called DCF methods because they explicitly recognize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NPV is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project's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both inflows 
and outflows), discounted at the appropriate cost of capital.  NPV is a direct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the 
project to shareholders.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is the discount rate that equates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inflows and outflows.  IRR measures the rate of return on a project, but 
it assumes that all cash flows can be reinvested at the IRR rate. 

d. The 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MIRR) assumes that cash flows from all projects are 
reinvested at the cost of capital as opposed to the project's own IRR.  This makes the modified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a better indicator of a project's true profitability.  The profitability index is found by 
dividing the project’s PV of future cash flows by its initial cost.  A profitability index greater than 1 is 
equivalent to a positive NPV project. 

e. An NPV profile is the plot of a project's NPV versus its cost of capital.  The crossover rate is 
the cost of capital at which the NPV profiles for two projects intersect. 

f. Capital projects with nonnormal cash flows have a large cash outflow either sometime during or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  A common problem encountered when evaluating projects with nonnormal cash 
flows is multiple IRRs.  A project has normal cash flows if one or more cash outflows (costs) are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cash inflows. 

g. The hurdle rate is the project cost of capital, or discount rate.  It is the rate used in discounting 
future cash flows in the NPV method, and it is the rate that is compared to the IRR.  The mathematics of 
the NPV method imply that project cash flows are reinvested at the cost of capital while the IRR method 
assumes reinvestment at the IRR.  Since project cash flows can be replaced by new external capital 
which costs r, the proper reinvestment rate assumption is the cost of capital, and thus the best capital 
budget decision rule is NPV.  The post-audit is the final aspect of the capital budgeting process. The 
post-audit is a feedback process in which the actual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predicted in the 
original capital budgeting analysis.  The post-audit has several purposes,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to 
improve forecasts and improv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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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replacement chain is a method of comparing mutually exclusive projects that have unequal 
lives.  Each project is replicated such that they will both terminate in a common year.  If projects with 
lives of 3 years and 5 years are being evaluated, the 3-year project would be replicated 5 times and the 
5-year project replicated 3 times; thus, both projects would terminate in 15 years.  Not all projects 
maximize their NPV if operated over their engineering lives and therefore it may be best to terminate a 
project prior to its potential life.  The economic life is the number of years a project should be operated 
to maximize its NPV, and is often less than the maximum potential life.  Capital rationing occurs when 
management places a constraint on the size of the firm’s capital budget during a particular period. 

10-2 Project classification schemes can be used to indicate how much analysis is required to evaluate 
a given project, the level of the executive who must approve the project,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that should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ject's NPV.  Thus, classification schemes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budgeting process. 

10-3 The NPV is obtained by discounting future cash flows, and the discounting process actually 
compounds the interest rate over time.  Thus, an increase in the discount rate has a much greater impact 
on a cash flow in Year 5 than on a cash flow in Year 1. 

10-4 This question is related to Question 10-3 and the same rationale applies.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no; the IRR rankings are constant and independent of the firm's 
cost of capital. 

10-5 The NPV and IRR methods both involve compound interest, and the mathematics of 
discounting requires an assumption about reinvestment rates.  The NPV method assumes reinvestment at 
the cost of capital, while the IRR method assumes reinvestment at the IRR.  MIRR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IRR which assumes reinvestment at the cost of capital. 

10-6 Generally, the failure to employ common life analysis in such situations will bias the NPV 
against the shorter project because it "gets no credit" for profits beyond its initial life, even though it could 
possibly be "renewed" and thus provide additional 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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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Cash Flow Estimation and Risk Analysis 

11-1 a. Cash flow, which is the relevant financial variable, represents the actual flow of cash.  
Accounting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reports accounting data as defined by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b. Incremental cash flows are those cash flows that arise solely from the asset that is being 
evaluated.  For example, assume an existing machine generates revenues of $1,000 per year and 
expenses of $600 per year.  A machine being considered as a replacement would generate revenues of 
$1,000 per year and expenses of $400 per year.  On an incremental basis, the new machine would not 
increase revenues at all, but would decrease expenses by $200 per year.  Thus, the annual incremental 
cash flow is a before-tax savings of $200.  A sunk cost is one that has already occurred and is not 
affected by the capital project decision. Sunk costs are not relevant to capital budgeting decis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chapter, an opportunity cost is a cash flow that a firm must forgo to accept a 
project.  For example, if the project requires the use of a building that could otherwise be sold,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building is an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project. 

c.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changes are the increases in current operating assets resulting 
from accepting a project less the resulting increases in current operating liabilities, or accruals and 
accounts payable.  A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change must be financed just as a firm must finance 
its increases in fixed assets.  Salvage value is the market value of an asset after its useful life. Salvage 
values and their tax effects must be included in project cash flow estimation. 

d. The real rate of return (rr), or, for that matter the real cost of capital, contains no adjustment for 
expected inflation.  If net cash flows from a project do not include inflation adjustments, then the cash 
flows should be discounted at the real cost of capital.  In a similar manner, the IRR resulting from real 
net cash flows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real cost of capital.  Conversely, the nominal rate of return 
(rn) does include an inflation adjustment (premium).  Thus if nominal rates of return are used in the 
capital budgeting process, the net cash flows must also be nominal. 

e. Sensitivity analysis indicates exactly how much NPV will change in response to a given change 
in an input variable, other things held constant.  Sensitivity analysis is sometimes called “what if” 
analysis because it answers this type of question.  Scenario analysis is a shorter version of simulation 
analysis that uses only a few outcomes.  Often the outcomes considered are optimistic, pessimistic and 
most likely.  Monte Carlo simulation analysis is a risk analysis technique in which a computer is used to 
simulate probable future events and thus to estimate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of a project. 

f. A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 incorporates the riskiness of the project’s cash flows.  The cost of 
capital to the firm reflects the average risk of the firm’s existing projects.  Thus, new projects that are 
riskier than existing projects should have a higher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  Conversely, projects with 
less risk should have a lower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  This adjustment process also applies to a firm’s 
divisions.  Risk differences a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thus risk adjustments are often subjective in nature.  
A project’s cost of capital is its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 for that project. 

g. Real options occur when managers can influence the size and risk of a project’s cash flows by 
taking different actions during the project’s life.  They are referred to as real options because they deal 
with real as opposed to financial assets. They are also called managerial options because they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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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to managers to respond to changing market conditions.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strategic 
options because they often deal with strategic issues.  Finally, they are also called embedded options 
because they are a part of another project. 

h. Investment timing options give companies the option to delay a project rather than implement it 
immediately.  This option to wait allows a company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y of market conditions 
before it decides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Capacity options allow a company to change the capacity of 
their output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market conditions.  This includes the option to contract or expand 
production. Growth options allow a company to expand if market demand is higher than expected.  This 
includes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into different geographic market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complementary or second-generation products. It also includes the option to abandon a project if market 
conditions deteriorate too much. 

11-2 Only cash can be spent or reinvested, and since accounting profits do not represent cash, they 
are of less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han cash flows for investment analysis.  Recall that in the stock 
valuation chapters we focused on dividends and free cash flows, which represent cash flows, rather than 
on earnings per share, which represent accounting profits. 

11-3 Since the cost of capital includes a premium for expected inflation, failure to adjust cash flows 
means that the denominator, but not the numerator, rises with inflation, and this lowers the calculated 
NPV. 

11-4 Capital budgeting analysis should only include those cash flows which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decision.  Sunk costs are unrecoverable and cannot be changed, so they have no bearing on the capital 
budgeting decision. Opportunity costs represent the cash flows the firm gives up by investing in this 
project rather than its next best alternative, and externalities are the cash flow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to other projects that result from the firm taking on this project.  These cash flows occur only because the 
firm took on the capital budgeting project; therefore, they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11-5 When a firm takes on a new capital budgeting project, it typically must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receivables and inventories, over and above the increase in payables and accruals, thus increasing its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Since this increase must be financed, it is included as an outflow in Year 
0 of the analysis.  At the end of the project’s life, inventories are depleted and receivables are collected.  
Thus, there is a decrease in NOWC, which is treated as an inflow. 

11-6 Simulation analysis involves working with continu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and the output 
of a simulation analysis is a distribution of net present values or rates of return.  Scenario analysis 
involves picking several points on the variou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and determining cash flows or 
rates of return for these points.  Sensitivity analysis involves determining the extent to which cash flows 
change, given a change in one particular input variable.   Simulation analysis is expensive.  Therefore, 
it would more than likely be employed in the decision for the $200 million investment in a satellite system 
than in the decision for the $12,000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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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Financial Planning and Forecast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12-1 a. The operating plan provides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designed to accomplish 
corporate objectives.  It details who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particular function, and when specific tasks 
are to be accomplished.  The financial plan details the financial aspects of the corporation’s operating 
plan.  In addition to an analysis of the firm’s current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financial plan normally 
includes a sales forecast, the capital budget, the cash budget, pro forma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external financing plan.  A sales forecast is merely the forecast of unit and dollar sales for some future 
period.  Of course, a lot of work is required to produce a good sales forecast.  Generally, sales forecasts 
are based on the recent trend in sales plus forecasts of the economic prospects for the nation, industry, 
region, and so forth.  The sales forecast is critical to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b. A pro forma financial statement shows how an actual statement would look if certain 
assumptions are realized.  With the percent of sales forecasting method, many items on the income 
statement and balance sheets are assumed to increase proportionally with sales.  As sales increase, these 
items that are tied to sales also increase, and the values of these items for a particular year are estimated as 
percentages of the forecasted sales for that year. 

c. Funds are spontaneously generated if a liability account increases spontaneously (automatically) 
as sales increase.   An increase in a liability account is a source of funds, thus funds have been generated.  
Two examples of spontaneous liability accounts are accounts payable and accrued wages.  Note that 
notes payable, although a current liability account, is not a spontaneous source of funds since an increase 
in notes payable requires a specific action between the firm and a creditor. 

d. Additional funds needed (AFN) are those funds required from external sources to increase the 
firm’s assets to support a sales increase.  A sales increase will normally require an increase in assets.  
However, some of this increase is usually offset by a spontaneous increase in liabilities as well as by 
earnings retained in the firm.  Those funds that are required but not generated internally must be 
obtained from external sources.  Although most firms’ forecasts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made by 
constructing pro forma income statements and balance sheets, the AFN formula is sometimes used to 
forecast financial requirements.  It is writte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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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intensity is the dollar amount of assets required to produce a dollar of sales.  
The capital intensity ratio is the reciprocal of the total assets turnover ratio. 

e. “Lumpy” assets are those assets that cannot be acquired smoothly, but require large, discrete 
additions.  For example, an electric utility that is operating at full capacity cannot add a small amount of 
generating capacity, at least not economically. 

12-2 Accounts payable, accrued wages, and accrued taxes increase spontaneous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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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ately with sales.  Retained earnings increase, but not proportionately. 
12-3 The equation gives good forecasts of financial requirements if the ratios A*/S and L*/S, as well 

as M and d, are stable.  Otherwise, another forecasting technique should be used. 
12-5 a. +. 
b. +.  It reduces spontaneous funds; however, it may eventually increase retained earnings.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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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Corporate Valuation, Value-Based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13-1 a. Assets-in-place, also known as operating assets, include the land, buildings, machines, and 
inventory that the firm uses in its operations to produce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Growth options are 
not tangible.  They include items such as R&D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Financial, or nonoperating, 
assets include investments in marketable securities and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in the stock of other 
companies. 

b. Operating current assets are the current assets used to support operations, such as cash,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inventory.  It does not include short-term investments.  Operating current liabilities are 
the current liabilities that are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firm’s operations, such as accounts payable and 
accruals.  It does not include notes payable or any other short-term debt that charges interest.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operating current assets minus operating current liabilities.  Operating 
capital is sum of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long-term assets, such as net plant and 
equipment.  Operating capital also is equal to the net amount of capital raised from investors.  This is 
the amount of interest-bearing debt plus preferred stock plus common equity minus short-term 
investments.  NOPAT is the amount of net income a company would generate if it had no debt and held 
no financial assets.  NOPAT is a better measure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company’s operations because 
debt lowers income.  In order to get a true reflection of a company’s operating performance, one would 
want to take out debt to get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situation.  Free cash flow is the cash flow actually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to investors after the company has made all the investments in fixed assets and 
working capital necessary to sustain ongoing operation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 of cash flows 
because it shows the exact amount available to all investors. 

c. The value of operations is the present value of all the future free cash flows that are expected 
from current assets-in-place and the expected growth of assets-in-place when discounted at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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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inal, or horizon value, is the value of oper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explicit forecast period.  
It is equal to the present value of all free cash flows beyond the forecast period, discounted back to the 
end of the forecast period at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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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porate valuation model defines the total value of a company as the value of operations plus 
the value of nonoperating assets plus the value of growth options. 

 

d. Value-based management is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the corporate value model to a 
company’s decisions. The four value drivers are the growth rate in sales (g), operating profitability 
(OP=NOPAT/Sales), capital requirements (CR=Capital/Sales), and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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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C).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ROIC) is NOPAT divided by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is avail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e.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occurs when a company has such a weak board of directors and has 
such strong anti-takeover provisions in its corporate charter that senior managers feel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they will be removed. Non-pecuniary benefits are perks that are not actual cash payments, 
such as lavish offices, memberships at country clubs, corporate jets, and excessively large staffs. 

f. Targeted share repurchases, also known as greenmail, occur when a company buys back stock 
from a potential acquiror at a higher than fair-market price.  In return, the potential acquiror agrees not to 
attempt to take over the company.  Shareholder rights provisions, also known as poison pills, allow 
existing shareholders in a company to purchase additional shares of stock at a lower than market value if a 
potential acquiror purchases a controlling stake in the company.  A restricted voting rights provision 
automatically deprives a shareholder of voting rights if the shareholder owns more than a specified 
amount of stock. 

g. A stock option allows its owner to purchase a share of stock at a fixed price, called the exercise 
price, no matter what the actual price of the stock is.  Stock options always have an expiration date, after 
which they cannot be exercised.  A restricted stock grant allows an employee to buy shares of stock at a 
large discount from the current stock price, but the employee is restricted from selling the stock for a 
specified number of years.  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often called an ESOP, is a type of 
retirement plan in which employees own stock in the company. 

13-2 The first step is to find the value of operations by discounting all expected future free cash 
flows at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The second step is to find the total corporate value by 
summing the value of operations, the value of nonoperating assets, and the value of growth options.  The 
third step is to find the value of equity by subtracting the value of debt and preferred stock from the total 
value of the corporation. The last step is to divide the value of equity by the number of shares of common 
stock. 

13-3 A company can be profitable and yet have an ROIC that is less than the WACC if the company 
has large capital requirements.  If ROIC is less than the WACC, then the company is not earning enough 
on its capital to satisfy its investors.  Growth adds even more capital that is not satisfying investors, 
hence, growth decreases value. 

13-4 Entrenched managers consume to many perquisites, such as lavish offices, excessive staffs, 
country club memberships, and corporate jets.  They also invest in projects or acquisitions that make the 
firm larger, even if they don’t make the firm more valuable. 

13-5 Stock options in compensation plans usually are issued with an exercise price equal to the 
current stock price.  As long as the stock price increases, the option will become valuable, even if the 
stock price doesn’t increase as much as investors 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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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4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 

14-1 a. Capital structure is the manner in which a firm’s assets are financed; that is,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  Capital structure is normally expressed as the percentage of each type of 
capital used by the firm--debt, preferred stock, and common equity.  Business risk is the risk inherent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firm, prior to the financing decision.  Thus, business risk is the uncertainty inherent 
in a total risk sense, future operating income, or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EBIT).  Business risk 
i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 sales variability and operating leverage.  
Financial risk is the risk added by the use of debt financing.  Debt financing increases the variability of 
earnings before taxes (but after interest); thus, along with business risk, it contributes to the uncertainty of 
net income and earnings per share.  Business risk plus financial risk equals total corporate risk. 

b. Operating leverag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fixed costs are used in a firm’s operations.  If a high 
percentage of a firm’s total costs are fixed costs, then the firm is said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Operating leverage is a measure of one element of business risk, but does not include the 
second major element, sales variability.  Financial leverag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fixed-income securities 
(debt and preferred stock) are used in a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If a high percentage of a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is in the form of debt and preferred stock, then the firm is said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  The breakeven point is that level of unit sales at which costs equal revenues.  Breakeven 
analysis may be performed with or without the inclusion of financial costs.  If financial costs are not 
included, breakeven occurs when EBIT equals zero.  If financial costs are included, breakeven occurs 
when EBT equals zero. 

c. Reserve borrowing capacity exists when a firm uses less debt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than 
called for by the tradeoff theory.  This allows the firm some flexibility to use debt in the future when 
additional capital is needed. 

14-2 Business risk refers to the uncertainty inherent in projections of future ROEU. 
14-3 Firms with relatively high nonfinancial fixed costs are said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14-4 Operating leverage affects EBIT and, through EBIT, EPS.  Financial leverage has no effect on 

EBIT--it only affects EPS, given EBIT. 
14-5 If sales tend to fluctuate widely, then cash flows and the ability to service fixed charges will 

also vary.  Such a firm is said to have high business risk.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relatively large risk 
that the firm will be unable to meet its fixed charges, and interest payments are fixed charges.  As a 
result, firms in unstable industries tend to use less debt than those whose sales are subject to only 
moderate fluctuations. 

14-6 Public utilities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long-term debt because they have more stable sales 
and profits as well as more fixed assets.  Also, utilities have fixed assets which can be pledged as 
collateral.  Further, trade firms use retained earnings to a greater extent, probably because these firms are 
generally smaller and, hence, have less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s.  Public utilities have lower retained 
earnings because they have high dividend payout ratios and a set of stockholders who want dividends. 

14-7 EBIT depends on sales and operating costs.  Interest is deducted from EBIT. At high debt 
levels, firms lose business, employees worry, and operations are not continuous because of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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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Thus, financial leverage can influence sales and costs, and hence EBIT, if excessive 
leverage is used. 

14-8 The tax benefits from debt increase linearly, which causes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firm’s 
value and stock price.  However, financial distress costs get higher and higher as more and more debt is 
employed, and these costs eventually offset and begin to outweigh the benefits of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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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5  Distributions to Shareholders: 
Dividends and Repurchases 

15-1 a.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 policy is one that strikes a balance between dividend yield and 
capital gains so that the firm’s stock price is maximized. 

b. The dividend irrelevance theory holds that dividend policy has no effect on either the price of a 
firm’s stock or its cost of capital. The principal proponents of this view are Merton Miller and Franco 
Modigliani (MM).  They prove their position in a theoretical sense, but only under strict assumptions, 
some of which are clearly not true in the real world.  The “bird-in-the-hand” theory assumes that 
investors value a dollar of dividends more highly than a dollar of expected capital gains because the 
dividend yield component, D1/P0, is less risky than the g component in the total expected return equation 
rS = D1/P0 + g.  The tax preference theory proposes that investors prefer capital gains over dividends, 
because capital gains taxes can be deferred into the future, but taxes on dividends must be paid as the 
dividends are received. 

c.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ividends is a theory which holds that investors regard dividend 
changes as “signals” of management forecasts. 

Thus, when dividends are raised, this is viewed by investors as recognition by 
man-agement of future earnings increases. Therefore, if a firm’s stock price increases with a 
dividend increase, the reason may not be investor preference for dividends, but expectations 
of higher future earnings.  Conversely, a dividend reduction may signal that management is 
forecasting poor earnings in the future.  The clientele effect is the attraction of companies 
with specific dividend policies to those investors whose needs are best served by those 
policies.  Thus, companies with high dividends will have a clientele of investors with low 
marginal tax rates and strong desires for current income.  Similarly, companies with low 
dividends will attract a clientele with little need for current income, and who often have high 
marginal tax rates. 

d. The residual distribution model states that firms should make distributions only when more 
earnings are available than needed to support the optimal capital budget.  An extra dividend is a dividend 
paid,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dividend, when earnings permit.  Firms with volatile earnings may have a 
low regular dividend that can be maintained even in low-profit (or high capital investment) years, and 
then supplement it with an extra dividend when excess funds are available. 

e. The declaration date is the date on which a firm’s directors issue a statement declaring a 
dividend.  If a company lists the stockholder as an owner on the holder-of-record date, then the 
stockholder receives the dividend.  The ex-dividend date is the date when the right to the dividend leaves 
the stock.  This date was established by stockbrokers to avoid confusion and is 2 business days prior to 
the holder of record date.  If the stock sale is made prior to the ex-dividend date, the dividend is paid to 
the buyer. 

If the stock is bought on or after the ex-dividend date, the dividend is paid to the seller.  The date on 
which a firm actually mails dividend checks is known as the payment date. 

f. Dividend reinvestment plans allow stockholders to automatically purchase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f the paying corporation in lieu of receiving cash dividend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lan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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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s only stock that is already outstanding, while the other involves newly issued stock.  In the first 
type, the dividends of all participants are pooled and the stock is purchased on the open market.  
Participants benefit from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second type, the company issues new shares to 
the participants.  Thus, the company issues stock in lieu of the cash dividend. 

g. In a stock split, current shareholders are given some number (or fraction) of shares for each 
stock owned.  Thus, in a 3-for-1 split, each shareholder would receive 3 new shares in exchange for each 
old share, thereby tripling the number of shares outstanding.  Stock splits usually occur when the stock 
price is outside of the optimal trading range.  Stock dividends als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hares 
outstanding, but at a slower rate than splits.  In a stock dividend, current shareholders receive additional 
shares on some proportional basis. Thus, a holder of 100 shares would receive 5 additional shares at no 
cost if a 5 percent stock dividend were declared.  Stock repurchases occur when a firm repurchases its 
own stock.  These shares of stock are then referred to as treasury stock.  The higher EPS on the now 
decreased number of shares outstanding will cause the price of the stock to rise and thus capital gains are 
substituted for cash dividends. 

15-2 a. From the stockholders’ point of view, an increase in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 would 
make it more desirable for a firm to retain and reinvest earnings.  Consequently, an increase in personal 
tax rates should lower the aggregate payout ratio. 

b. If the depreciation allowances were raised, cash flows would increase. With higher cash flows, 
payout ratios would tend to increa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 in tax-allowed depreciation charges 
would increase rates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and this might stimulate 
investment, and consequently reduce payout ratios. On balance, it is likely that aggregate payout ratios 
would rise, and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c. If interest rates were to increase, the increase would make retained earnings a relatively 
attractive way of financing new investment. Consequently, the payout ratio might be expected to decline.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interest rates would cause rd, rs, and firm’s MCCs to rise--that would mean that 
fewer projects would qualify for capital budgeting and the residual would increase (other things constant), 
hence the payout ratio might increase. 

d. A permanent increase in profits would probably lead to an increase in dividends, but not 
necessarily to an increase in the payout ratio.  If the aggregate profit increase were a cyclical increase 
that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followed by a decline, then the payout ratio might fall, because firms do not 
generally raise dividends in response to a short-run profit increase. 

e. I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firms declined while cash inflow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tant, 
an increase would be expected in the payout ratio. 

f. Dividends are currently paid out of after-tax dollars, and interest charges from before-tax dollars.  
Permission for firms to deduct dividends as they do interest charges would make dividends less costly to 
pay than before and would thus tend to increase the payout ratio. 

g. This change would make capital gains less attractive and w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payout 
ratio. 

15-3 The difference is largely one of accounting.  In the case of a split, the firm simp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shares and simultaneously reduces the par or stated value per share.  In the case of a stock 
dividend, there must be a transfer from retained earnings to capital stock.  For most firms, a 100 percent 
stock dividend and a 2-for-1 split accomplish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ence, investors may choose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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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15-4 a. The residual distribution policy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since new common stock is 

more costly than retained earnings, a firm should use all the retained earnings it can to satisfy its common 
equity requirement.  Thus, the distribution under this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he firm’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b. Yes.   A more shallow plot implies that changes from the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firm’s cost of capital, hence value.  In this situation, dividend policy is less critical than if 
the plot were V-shaped. 

15-5 a. True.  When investors sell their stock they are subject to capital gains taxes. 
b. True.  If a company’s stock splits 2 for 1, and you own 100 shares, then after the 

split you will own 200 shares. 
c. True.  Dividend reinvestment plans that involve newly issued stock will increase the amount of 

equity capital available to the firm. 
d. False.  The tax code, through the tax deductibility of interest, encourages firms to use debt and 

thus pay interest to investors rather than dividends, which are not tax deductible.  In addition, due to a 
lower capital gains tax rate than the highest personal tax rate, the tax code encourages investors in high 
tax brackets to prefer firms who retain earnings rather than those that pay large dividends. 

e. True.  If a company’s clientele prefers large dividends, the firm is unlikely to adopt a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  A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 could mean low or zero dividends in some years which 
would upset the company’s developed clientele. 

f. False.  If a firm follows a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 all else constant, its dividend payout will 
tend to decline whenever the firm’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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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6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16-1 a. Working capital is a firm’s investment in short-term assets--cash, marketable securities, 
inventory, and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working capital is current assets minus current liabilities.   Net 
operating working capital is operating current assets minus operating current liabilities. 

b. The inventory conversion period is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it takes to convert materials into 
finished goods and then to sell them.  It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otal inventory by sales per day.  The 
receivables collection period is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required to convert a firm’s receivables into 
cash.  It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accounts receivable by sales per day.  The cash conversion cycle is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the firm's actual cash expenditures on productive resources  (materials and 
labor) and its own cash receipts from the sale of products (that is, th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paying for 
labor and materials and collecting on receivables.)  Thus, the cash conversion cycle equals the length of 
time the firm has funds tied up in current assets.  The payables deferral period is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between a firm’s purchase of materials and labor and the payment of cash for them.  It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accounts payable by credit purchases per day (COGS/365). 

c. A relaxed NOWC policy refers to a policy under which relatively large amounts of cash, 
marketable securities, and inventories are carried and under which sales are stimulated by a liberal credit 
policy, resulting in a high level of receivables. 

A restricted NOWC policy refers to a policy under which holdings of cash, securities, inventories, 
and receivables are minimized; while a moderate current asset investment policy lies between the relaxed 
and restricted policies. 

A moderate NOWC policy matches asset and liability maturities.  It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maturity matching, or “self-liquidating” approach. 

d. Transactions balance is the cash balance associated with payments and collections; the balance 
necessary for day-to-day operations.  A compensating balance is a checking account balance that a firm 
must maintain with a bank to compensate the bank for services rendered or for granting a loan.  A 
precautionary balance is a cash balance held in reserve for random, unforeseen fluctuations in cash 
inflows and outflows. 

e. A cash budget is a schedule showing cash flows (receipts, disbursements, and cash balances) for 
a firm over a specified period. The net cash gain or loss for the period is calculated as total collections for 
the period less total payments for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The target cash balance is the desired cash balance that a firm plans to maintain in order to conduct 
business. 

f. Trade discounts are price reductions that suppliers offer customers for early payment of bills. 
g. An account receivable is created when a good is shipped or a service is performed, and payment 

for that good is not made on a cash basis, but on a credit basis. 
Days sales outstanding (DSO) is a measure of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it takes a firm’s customers 

to pay off their credit purchases. 
An aging schedule breaks down accounts receivable according to how long they have been 

outstanding.  This gives the firm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an 
that provided by days sales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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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redit policy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firm’s policy on granting and collecting credit.  There 
are four elements of credit policy, or credit policy variables.  These are credit period, credit standards, 
collection policy, and discounts. 

The credit period is the length of time for which credit is extended.  If the credit period is 
lengthened, sales will generally increase, as will accounts receivable.  This will increase the financing 
needs and possibly increase bad debt losses.  A shortening of the credit period will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Credit standards determine the minimum financial strength required to become a credit, versus cash, 
customer.  The optimal credit standards equate the incremental costs of credit to the incremental profits 
on increased sales. 

The collection policy is the procedure for collecting accounts receivable.  A change in collection 
policy will affect sales, days sales outstanding, bad debt losses, and the percentage of customers taking 
discounts. 

Credit terms are statements of the credit period and any discounts offered--for example, 2/10, net 30. 
Cash discounts are often used to encourage early payment and to attract customers by effectively 

lowering prices.  Credit terms are usually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form:  2/10, net 30.  This means a 2 
percent discount will apply if the account is paid within 10 days, otherwise the account must be paid 
within 30 days. 

i. Permanent NOWC is the NOWC required when the economy is weak and seasonal sales are at 
their low point.  Thus, this level of NOWC always requires financing and can be regarded as permanent.  
Temporary NOWC is the NOWC required above the permanent level when the economy is strong and/or 
seasonal sales are high. 

j. A moderate short-term financing policy matches asset and liability maturities.  It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maturity matching, or "self-liquidating" approach.  When a firm finances all of its fixed 
assets with long-term capital but part of its permanent current assets with short-term, nonspontaneous 
credit this is referred to as an aggressive short-term financing policy.  With a conservative short-term 
financing policy permanent capital is used to finance all permanent asset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to meet 
some or all of the seasonal demands. 

k. A financing policy that matches asset and liability maturities.  This is a moderate policy. 
l. Continually recurring short-term liabilities, especially accrued wages and accrued taxes. 
m. Trade credit is debt arising from credit sales and recorded as an account receivable by the seller 

and as an account payable by the buyer.  Stretching accounts payable is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ely 
paying accounts payable late.  Free trade credit is credit received during the discount period.  Credit 
taken in excess of free trade credit, whose cost is equal to the discount lost is termed costly trade credit. 

n. A promissory note is a document specify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loan, including the 
amount, interest rate, and repayment schedule.  A line of credit is an arrangement in which a bank agrees 
to lend up to a specified maximum amount of funds during a designated period.  A revolving credit 
agreement is a formal, committed line of credit extended by a bank or other lending institution. 

o. Commercial paper is unsecured, short-term promissory notes of large firms, usually issued in 
denominations of $100,000 or more and having an interest rate somewhat below the prime rate.  A 
secured loan is backed by collateral, often inventories or receivables. 

16-2 The two principal reasons for holding cash are for transactions and compensating 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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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rget cash balance is not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holdings for each reason because the same money 
can often partially satisfy both motives. 

16-3 False.  Both accounts will record the same transaction amount. 
16-4 The four elements in a firm’s credit policy are (1) credit standards,  

(2) credit period, (3) discount policy, and (4) collection policy.  The firm is not required to accept the 
credit policies employed by its competition, but the optimal credit policy cannot be determined without 
considering competitors’ credit policies.  A firm’s credit polic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its volume 
of sales, and thus on its profitability. 

16-5 If an asset’s life and returns can be positively determined, the maturity of the asset can be 
matched to the maturity of the liability incurred to finance the asset.  This matching will ensure that 
funds are borrowed only for the time they are required to finance the asset and that adequate funds will 
have been generated by the asset by the time the financing must be repaid. 

A basic fallacy is involved in the above discussion, however.  Borrowing to finance receivables or 
inventories may be on a short-term basis because these turn over 8 to 12 times a year.  But as a firm’s 
sales grow, its investment in receivables and inventories grow, even though they turn over. Hence, 
longer-term financing should be used to finance the permanent components of receivables and inventory 
investments. 

16-6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orrower, short-term credit is riskier because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fluctuate more than long-term rates, and the firm may be unable to repay the debt.  If the lender will not 
extend the loan, the firm could be forced into bankruptcy. 

A firm might borrow short-term if it thought that interest rates were going to fall and, therefore, that 
the long-term rate would go even lower. A firm might also borrow short-term if it were only going to need 
the money for a short while and the higher interest would be offset by lower administration costs and no 
prepayment penalty.  Thus, firms do consider factors other than interest rates when deciding on the 
maturity of their debt. 

16-7 This statement is false.  A firm cannot ordinarily control its accruals since payrolls and the 
timing of wage payments are set by economic forces and by industry custom, while tax payment dates are 
established by law. 

16-8 Yes.  If a firm is able to buy on credit at all, if the credit terms include a discount for early 
payment, and if the firm pays during the discount period, it has obtained “free” trade credit.  However, 
taking additional trade credit by paying after the discount period can be quite costly. 

16-9 Commercial paper refers to promissory notes of large, strong corporations. These notes have 
maturities that generally vary from one day to 9 months, and the return is usually 1½ to 3½ percentage 
points below the prime lending rate.  Mama and Pappa Gus could not use the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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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7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Finance 

17-1 a.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s one that operates in two or more countries. 
b. The exchange rate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units of a given currency that can be purchased for 

one unit of another currency.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was in effect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until August 1971.  Under the system, the U. S. dollar was linked to gold at the rate of $35 per ounce, 
and other currencies were then tied to the dollar.  Under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which is 
currently in effect, the for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are allowed to determine currency prices with litt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 A country has a deficit trade balance when it imports more goods from abroad than it exports.  
Devaluation is the lowering, by governmental action, of the price of its currency relative to another 
currency.  For example, in 1967 the British pound was devalued from $2.80 per pound to $2.50 per 
pound. Revaluation, the opposite of devaluation, occurs when the relative price of a currency is increased. 

d. Exchange rate risk refers to the fluctuation in exchange rates between currencies over time.  A 
convertible currency is one which can be traded in the currency markets and can be redeemed at current 
market rates.  When an exchange rate is pegged, the rate is fixed against a major currency such as the U. 
S. dollar.  Consequently, the values of the pegged currencies move together over time. 

e. Interest rate parity holds that investors should expect to earn the same return in all countries 
after adjusting for risk.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law of one price,” 
implies that the level of exchange rates adjusts so that identical goods cost the sam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 The spot rate is the exchange rate which applies to “on the spot” trades,  or, more precisely, 
exchanges that occur two days following the day of trade.  In other words, the spot rate is for current 
exchanges. The forward exchange rate is the prevailing exchange rate for exchange (delivery) at some 
agreed-upon future date, usually 30, 90, or 180 days from the day the transaction is negotiated.  Forward 
exchange rates are analogous to future prices on commodity exchanges.  Discounts (or premiums) on 
forward rates occur when the forward exchange rate differs from the spot rate.  When the forward rate is 
below the spot rate, the forward rate is said to be at a discount. Conversely, when the forward rate is 
above the spot rate, it is said to be at a premium. 

g. Repatriation of earnings is the cash flow, usually in the form of dividends or royalties, from the 
foreign branch or subsidiary to the parent company.  These cash flows must be converted to the currency 
of the parent, and thus are subject to future exchange rate changes.   A foreign government may restrict 
the amount of cash that may be repatriated.  Political risk refers to the possibility of expropriation and to 
the unanticipated restriction of cash flows to the parent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h. A Eurodollar is a U. S. dollar on deposit in a foreign bank, or a foreign branch of a U. S. bank.  
Eurodollars are used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bond is any bond sold outside of the country of the borrow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international bonds:  Eurobonds and foreign bonds.  A Eurobond is any bond sold in some country 
other than the one in whose currency the bond is denominated.  Thus, a U. S. firm selling dollar bonds in 
Switzerland is selling Eurobonds.  A foreign bond is a bond sold by a foreign borrower but denominated 
in the currency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issue is sold.  Thus, a U. S. firm selling bonds denominated in 
Swiss francs in Switzerland is selling foreign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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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Euro is a currency used by the nations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who signed the 
Treaty of Mastricht. 

17-2 The U. S. dollar.  The primary reason for using the dollar was that it provided a relatively 
stable benchmark, and it was accepted universally for transaction purposes. 

17-3 Under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 fluctuations were limited to +1% and -1%.  Under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re are no agreed-upon limits. 

17-4 A dollar will buy more Swiss francs. 
17-5 There will be an excess supply of dollar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nd thus, will tend to 

drive down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rease. 
17-6 Taking into account differential labor costs abroad, transportation, tax advantages, and so forth, 

U. S. corporations can maximize long-run profits. There are also nonprofit behavioral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such as maximizing market share and enhancing the prestige of corporate officers. 

17-7 The foreign project’s cash flows have to be converted to U. S. dollars, since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U. S. corporation (assuming they are mainly U. S. residents) are interested in dollar returns.  This 
subjects them to exchange rate risk,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n additional risk premium. There is also a risk 
premium for political risk (mainly the risk of expropriation).  However, foreign investments also help 
diversify cash flows, so the net effect on the required rate of return is ambiguous. 

17-8 A Eurodollar is a dollar deposit in a foreign bank, normally a European bank.  The foreign 
bank need not be owned by foreigners--it only has to be located in a foreign country.  For example, a 
Citibank subsidiary in Paris accepts Eurodollar deposits.  The Frenchman’s deposit at Chase Manhattan 
Bank in New York is not a Eurodollar deposit.  However, if he transfers his deposit to a bank in London 
or Paris, it would be. 

The existence of the Eurodollar market makes the Federal Reserve’s job of controlling U. S. interest 
rates more difficult.  Eurodollars are outside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U. S. monetary authorities.  
Because of this, interest rates in the U. S. cannot be insulated from thos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us, any domestic policies the Federal Reserve might take toward interest rate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Eurodollar market. 

17-9 No, interest rate parity implies that an investment in the U. S. with the same risk as a similar 
investment in a foreign country should have the same return.  Interest rate parity is expres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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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rate parity shows why a particular currency might be at a forward premium or discount.  A 
currency is at a forward premium whenever domestic interest rates are higher than foreign interest rates.  
Discounts prevail if domestic interest rates are lower than foreign interest rates. If these conditions do not 
hold, then arbitrage will soon force interest rates back to parity. 

17-10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ssumes there are neither transaction costs nor regulations which 
limit the ability to buy and sell good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In many cases, these assumptions are 
incorrect, which explains why PPP is often violated.  An additional complication, when empirically 
testing to see whether PPP holds, is that produc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rarely identical.  Frequently, 
there are real or perceived differences in quality, which can lead to pric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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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编号：306020133 
课程名称：货币银行学 
英文名称：Money and Banking 
学分：3 
总学时：54 
适用年级专业（学科类）：国际商务（二年级） 

一、编写说明 

（一）编写本大纲的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和体现中国特色；注重本学科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的介绍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注意吸收本学科新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力争内容观点正确、

鲜明，取材准确，起点、分量适中。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 
1．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兼顾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者的货币银行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货币银

行学的基本原理。 
2．理论联系实际，兼顾货币银行学一般原理与国内外金融改革的实践，注重对金融发展实践

的分析与探讨。 
3．坚持发展的观点，兼顾货币银行学的现代发展与历史演变，尽量反映国内外金融发展的

新动态及成果。 
（二）课程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充分了解金融与一国经济的相关性以及金融固有的独特性，能

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金融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培养学生具有

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知识来识别、阐明、分析、研究、探索当前金融主要问题，特别是我国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出现、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能独立思考、比较正确的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以

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培养要求，切实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和面向未来这一总的指导方针。 
（三）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从货币及信用入手，逐一阐明了利率、金融市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信用经济

中的运行、地位及作用，论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货币供求的关系以及对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货膨

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教学的重点是利率、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央行货币

政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教学的难点是西方的利率理论、货币供

求理论、金融衍生工具等及在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实践中的应用。 
（四）知识范围及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货币银行学作为国际商务和经济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为基础课

程，并要求具有一定的会计学和统计学知识，与财政学为平行课程，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保险学等则是本课程的后续课程。某些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这些

后续课程，大部分专业的学生则不一定学习这些后续课程。 

二、教学内容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是一国至关重要的宏观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一国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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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出现了新的现象和问题，金融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

重要领域。货币银行学研究的对象是金融，主要分析、研究宏观领域中一国货币和货币运动的规律，

这些货币运动所涉及的金融业务及其经营机构，以及由于这些货币运动而形成的各种金融关系和由

此产生的金融现象、问题。 
货币银行学的内容结构：从货币及货币制度入手，按逻辑顺序，逐一阐述信用、利率、金融市

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货币供求与均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发

展与金融深化等一国金融领域的各个重要课题，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重点讲解我国信用、金融市场

的发展状况，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改革，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防范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金融发展和改革问题。 

三、学时安排 

章  节 学时数 章  节 学时数 

导论 1 第七章 中央银行 3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3 第八章 货币供给 3 

第二章 信用 2 第九章 货币需求 3 

第三章 利息和利率 5 第十章 货币政策 6 

第四章 金融市场 12 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3 

第五章 金融机构体系 4 第十二章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3 

第六章 商业银行 6 合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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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的起源，货币形式的发展与未来趋势，

掌握货币的职能、本质、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尤其要深刻理解货币层次的划分及其依据和意义。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对货币不同角度定义和现行的信用货币形式以及货币制度演变

的理解，难点是货币职能和货币层次划分的意义和依据。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一、货币的产生 

（一）中国古代关于货币起源的观点：1．先王制币说，2．自然产生说。 
（二）西方关于货币起源的学说：1．创造发明说，2．便于交换说，3．保存财富说。 
（三）马克思的货币起源学说：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2．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态，

3．一般价值形态，4．货币价值形态——货币的产生。 

二、货币的发展 

商品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 

第二节  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一、货币的本质 

（一）货币金属说，将货币与金属混同，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必须具有金属内容，必须具有

实质价值。 
（二）货币名目说： 
1．货币国定论，该理论从国家法制的角度论述货币的本质。 
2．货币职能论，认为货币不具有内在价值,它的价值来自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3．货币符号论，认为货币只是代表商品价值的一种符号。 
4．货币观念论，从观念的角度来分析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观念的计量单位。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 
1．货币是表现一切商品价值的材料； 
2．货币具有与所有商品直接交换的能力。 

二、货币的职能 

（一）价值尺度 
1．概念：货币可以用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并衡量商品价值的大小。 
2．特点：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只要是观念的或想象的货币就可以，而不需要现实的货

币。用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就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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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通手段 
1．概念：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交易媒介。 
2．特点：必须是现实的货币；可以是没有十足价值的货币符号。 
3．执行交换媒介的货币必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流通中商品的数量；商品价格；货币流通速

度。 
（三）贮藏手段 
1．概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社会财富的一般替代品和独立的价值形态保存和收

藏。 
2．特点：必须是现实的、足值的货币。货币作为贮藏价值，具有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概念：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用于清偿债务、缴纳赋税、支付工资和租金。 
2．特点：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是必须是现实的货币。 

第三节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的产生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反映了国家在不同程度，从不

同角度对货币所进行的控制。 
从历史上看,各个时期的各个国家都曾用不同的法律形式对货币流通进行种种规定,目的是保证

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稳定,使之能够正常地发挥各种职能。货币制度 早是伴随着国家统一铸造铸币

开始的,规范、统一的货币制度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确立才得以建立,成为典型的币制。 

二、货币制度及其要素 

（一）货币材料的确定 
规定货币材料就是规定币材的性质，确定不同的货币材料就形成不同的货币制度。 
（二）货币单位的确定 
1．货币单位的名称。 
2．货币单位的值。 
（三）货币种类的确定 
1．本位币：又称主币，是一国的基本通货，是一国计价、结算的唯一合法货币。 
2．辅币：是指主币以下小面额的通货，用于日常找零及供零星交易。 
（四）货币铸造和发行的规定 
1．金属货币的自由铸造与限制铸造。 
2．信用货币的分散发行与集中垄断发行。 
（五）货币支付能力的规定 
1．无限法偿：指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即法律上赋予它流通的权力,不论每次支付的金额多大,

收款人均不得拒绝接受。 
2．有限法偿：即有限的支付能力,每次支付超过一定的限额,对方有权拒绝接受。 

三、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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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本位制的主要内容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银铸币为本位货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银币可以

自由铸造自由熔化。国际间白银和银币可以自由输出入。流通中的纸币可以与银币自由兑换。 
（二）金银复本位制 
金银两种金属均为币材，以金银铸币为本位货币。金银货币具无限法偿能力。金银币可以自由

铸造和熔化，金银和金银铸币在国际间能自由输出入。纸币和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银币。 
1．平行本位制：金银币之间的比价完全由金银的市场价格来决定。 
2．双本位制：由政府规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 
3．跛行本位制：进一步削弱的双本位制。 
（三）金本位制 
1．金币本位制 
规定金铸币为本位货币，黄金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流通中的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为金

币，黄金在国际间可以自由输出入。由于黄金的价值相对比较稳定，促进了各国商品经济合国际贸

易的发展。黄金由于产量有限储备有限，不能够完全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流通对流通手段的要求。

金本位制盛行了一个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开始受到削弱。 
2．金块本位制 
金币的铸造被停止，金币也不再流通，流通的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纸币的发行以金块作

为准备。 货币的价值与黄金保持等值的关系。人们持有的其他货币不能兑换金币，但可以兑换为

金块。黄金在国际间可以自由输出入，纸币可以与金块进行兑换，但不再是自由兑换，规定的兑换

限额较大。 
3．金汇兑本位制 
其主要特点与金块本位制大体相同。但人们持有的其他货币在国内不能兑换黄金，而只能兑换

与黄金有联系的外币。这种制度的实质是把本国的黄金存于国外的银行，换取国外的货币。用国外

的货币作为本国的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国内居民可以购买外汇，并在理论上可以把外汇拿到国外去

换取黄金。 
（四）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是指一个国家的本位货币使用纸币而不与黄金发生任何联系的一种货币制度。 
（五）我国的货币制度 
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是一种“一国多币”的特殊货币制度，即在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实行

不同的货币制度。表现为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各种货币各限于本地区流通，各种货币之

间可以兑换，人民币与港元、澳门元之间按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决定的汇价进行兑换，澳门元与港元

直接挂钩，新台币主要与美元挂钩。 
人民币是我国大陆的法定货币，人民币主币“元”是我国货币单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人民

币辅币与主币一样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人民币由国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与管理。人民币是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并以现金和存款货币两种形式存在，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存款货币

由银行体系通过业务活动进入流通。 
人民币汇率 1994 年以前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1994 年 1 月 1 日人民币汇率并轨

以后，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

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各银行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浮动幅度内自行挂牌。 
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发行基金计划的编制、发行基金的运送

管理、反假币及票样管理和人民币出入境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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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货币的构成 

一、一般的货币层次划分 

M1 =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体系的支票类存款 
M2 = M1 ＋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M3 = M2 ＋其他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M4 = M3 ＋其他短期流动资产 

二、我国的货币层次 

M0 =现金流通量 
M1 = M0 ＋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村存款＋其他存款 
M2 = M1 ＋城乡储蓄存款＋企业机关定期存款＋自筹基建基金存款＋其他存款 

三、美国的货币层次 

M1 包括（1）处于国库、联邦储备系统和存款机构以外的现金；（2）非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

（3）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支票存款），其中不包括存款机构、美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官方机构

在商业银行的存款；（4）其他各种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性质相近的存款，如 NOW、ATS 等。 
M2 等于 M1 加以下各项：（1）存款机构发行的隔夜回购协议和美国银行在世界上的分支机构

向美国居民发行的隔夜欧洲美元；（2）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3）储蓄和小额定期存

款；（4）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等。 
M3 等于 M2 加以下各项：（1）大额定期存款；（2）长于隔夜的限期回购协议和欧洲美元等。 
M4 等于 M3 加非银行公众持有的储蓄券、短期国库券等。 

思考题 

1．如何理解货币的起源? 
2．货币经历了哪些形态？ 
3．金属货币与纸币和存款货币有哪些不同之处？ 
4．你是如何看待电子货币的？你对未来货币形式的演变有何看法？ 
5．如何认识货币的本质？ 
6．西方学者对货币职能的论述和马克思有何不同？ 
7．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有哪几个？ 
8．金银复本位制下为什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9．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有什么特点？ 
10．我国 M1 包含的内容与美国 M1 的内容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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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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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7．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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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  用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信用的定义及其本质；了解各种信用形式及

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及相互关系；了解各种信用工具的特点及其功能；理解信用在现

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了解我国信用的状况和发展前景。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理解信用活动的基础和信用的各种形式，难点是理解各种信用

形式之间的关系。 
学时：2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一、信用的定义 

（一）经济学中信用的定义：所谓信用就是以偿还和付息为特征的借贷行为。 
（二）信用的基本特征：偿还性是信用的基本特征。 

二、信用的产生 

一般认为，当商品交换出现延期支付、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信用就产生了。信用的产生

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信用是在商品货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信用只有在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生。 

三、信用形态的发展 

（一）高利贷信用 
以极高的利率为特征的一种借贷活动，它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信用形

式。其特点是利率极高，且不稳定。 
（二）借贷资本信用 

既有闲置资本，又有对资本的需求，通过借贷方式将闲置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形成借贷资本

信用。它是一种商品资本，是所有权的暂时让度，具有特殊的运动形式：G—G’。 

第二节  主要信用形式 

一、商业信用 

（一）商业信用的概念、产生和发展 
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在进行商品买卖时，以延期付款或预付货款的形式所提供的信用，它是现

代信用制度的基础。 
（二）商业信用的特点 
与商品交易直接联系，买卖行为和借贷行为同时发生；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的信用关系。 
（三）商业信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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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严格的方向性；信贷规模受产业规模的限制；信用链条不稳定，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二、银行信用 

（一）银行信用的概念 
是由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的形式，通过存款、贷款等业务活动提供的信用。 
（二）银行信用的特点 
广泛性；间接性；综合性。 

三、国家信用 

（一）国家信用的概念 
国家及其附属机构以债务人的身份，依照信用原则借助于债券向公众和外国政府筹集资金的一

种信用方式。 
（二）国家信用的种类 
中央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和政府担保债券。 
（三）国家信用的作用 
调节财政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弥补财政赤字；调节经济与货币供给。 

四、消费信用 

（一）消费信用的概念 
是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所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目的的信用。 
（二）消费信用的主要方式 
赊销；消费贷款；信用卡。 
（三）消费信用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消费信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消费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从而促进经济

的增长。但是，若消费需求过高，生产扩张能力有限，消费信用则会加剧市场供求紧张状态，促使

物价上涨，促成虚假繁荣等消极影响。 

五、国际信用 

（一）国际信用的概念 
国际信用是国际间一个国家官方（主要指政府）和非官方（如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其他经

济主体）向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银行、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提供的信用，属国际间的借贷行为。 
（二）国际信用的形式 
1．国际商业信用是由出口商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有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等形式。 
2．国际银行信用可分为出口信贷、进口信贷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 
3．政府间信用通常是指由财政部出面向外国政府借款的行为。 
4．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即国际金融机构成员国政府提供的贷款。 
5．国际资本市场业务，主要是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活动。包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购买

债券、股票或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 
6．直接投资指一国居民直接对另一个国家的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并由此获得对投资企业的管

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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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信用与现代经济 

一、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信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促进社会资金再分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2．通过各种信用活动，提供和创造信用流通工具，为商品流通服务。 
3．政府部门利用信用活动可以调节经济结构，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对我国目前信用关系的若干看法 

信用关系发展迅速，信用规模快速扩大。 
各种形式基本齐备，信用关系的覆盖面已经很广。 
信用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的比重过大。 
信用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社会信用的基础薄弱。 

思考题 

1．名词解释：信用  商业信用  银行信用  国家信用  消费信用  国际信用。 
2．高利贷这一信用形式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与现代信用有何区别？在现代经济中是否还存

在高利贷信用，为什么？ 
3．商业信用的局限性。 
4．银行信用为什么会取代商业信用，成为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 
5．结合我国的消费信贷现状，谈谈如何更好地开展消费信贷，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6．信用工具的一般特征有那些？ 
7．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8．什么是信用风险，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谈谈如何防范信用风险？ 
9．试从我国企业融资难的角度论述信用形式多样化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2．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5．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7．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74 

第三章  利息和利率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深刻理解利息的本质，了解利息率种类及影响利息

水平的决定因素；掌握利率的转换和计算方法；掌握几种重要的利率决定理论和利率的风险结构与

期限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掌握利率的一般功能，了解利率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作

用，了解利率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条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

析和探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利率的决定及影响因素，难点是对到期收益率和利率期限结构、

风险结构的理解。 
学时：5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利率的本质及其种类 

一、利息的本质 

（一）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庞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时差利息论，利息是由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在价值上

的差别所产生的，是时间偏好的产物。 
马歇尔（1842-1924）英国，等待说与资本收益说，利息是延迟享受亦即等待所蒙受的牺牲的

报酬，等待就是储蓄、资本供给。 
魏克塞尔（1851-1926）瑞典，自然利率说，自然利率为实物资本的供求决定，相当于资本的

预期收益率。 
费雪（1867-1947）美国，时间偏好说与投资机会说，利率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相交换时的

一种贴水，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决定。主观因素是时间偏好，即现在财货优于将来财货的边际

偏好，也叫人性不耐。客观因素就是投资机会。 
（二）马克思的观点 
利息是使用借贷资金的报酬，是货币资金所有者凭借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向这部分资金使用者

索取的报酬。 

二、利率的含义 

利率即利息率，是衡量利息高低的指标，是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其相应本金的比率。利率作为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它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经济运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利率的种类 

（一）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二）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 
（三）年率、月率和日率 
（四）市场利率、官方利率与公定利率 
（五）一般利率与优惠利率 
（六）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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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准利率与差别利率 

四、利率的转换和计算 

（一）不同期限利率的转换 
（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关系 
（三）单利和复利的计算 
单利法和复利法是利息的两种计算方式。单利法是以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所生利息不再加入

本金计算下期利息。用复利法计算利息时，要把上一期的利息加入原本金来计算下一期的利息。在

现实生活中，更有意义的往往是复利。 
（四）零存整取与整存零取 
零存整取是每月、每周或每年按同一的金额存入，到约定期限本息一并取出。整存零取是一次

存入一定金额，在以后的预定期限内每月或每年提取相等的货币，并在 后一次提取中，本利全部

取清。每次所取金额相当于年金，用投资回收系数计算。 
（五）现值与终值 
用复利的方法计算出的本利和，就称为终值。通过它的逆运算，知道终值和 使用的利率，求

出的本金，即现值。现值和终值有很广泛的运用领域。 
（六）连续复利 
（七）平均利率 

第二节  利率的决定 

一、古典的利率理论 

古典的利率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均衡点。投资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储蓄是利率

的递增函数。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共同决定了一个均衡的利率水平。 

二、凯恩斯流动偏好利率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率是由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货币需求又基本取决于人们的流动

性偏好。他认为人们流动性偏好的动机有三个，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人们持有现金

从而满足其交易和预防货币需求的量与利率无关，与收入正相关；而满足投机需要的投机性货币需

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与收入无关。货币的供应是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决定于货币的

供求关系，是人们保持货币的欲望（货币需求）与现有货币数量间（货币供给）的均衡价格。 

三、可贷资金利率理论 

利率是由可贷资金的需求与决定供给的。可贷资金的需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投资需求（ I ），
二是货币贮藏的需求（△H ）。这里影响市场利率的货币贮藏需求是当年货币贮藏的增加额。可

贷资金的供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储蓄（ S ），二是货币当局新增发的货币数量和商业银行的信

用创造（△M ）。 
可贷资金理论认为，△H 与 I 一样也是利率的递减函数；△M 却不同于 S，△M 是货币当局调

节货币流通的工具，是利率的外生变量，与利率无关。 
可贷资金理论认为投资与储蓄决定自然利率；而市场利率则由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均

衡利率由 I = S 和△H =△M 同时成立来决定，此时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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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S－LM 模型的利率决定 

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首先提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加以发展而形成的 IS-LM 模型，IS-LM 分

析模型，是从整个市场全面均衡来讨论利率的决定机制的。 

五、决定和影响利率因素的一般分析 

（一）平均利润率 
（二）经济周期 
（三）预期通货膨胀率 
（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五）国际收支状况 
（六）政府财政赤字 
（七）借贷期限长短、借贷风险大小、国际利率水平高低、一国经济开放程度、银行成本、银

行经营管理水平等 

六、决定与影响我国利率的主要因素 

（一）利润率的平均水平 
（二）资金的供求状况 
（三）物价变动的幅度 
（四）国际经济的环境 
（五）政策性因素 

第三节  利率的作用 

一、利率的作用 

（一）利率与资本积累 
（二）利率与经济调控 
1．利用利率可调节货币流通量，保证货币流通正常运行。 
2．国家利用利率杠杆，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的发展 。 
3．利用利率杠杆可以优化产业结构。 
4．当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还可以通过利率杠杆来调节 。 
（三）储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 
（四）利率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条件 
1．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 
2．灵活的利率联动机制。 
3．适当的利率水平。 
4．合理的利率结构。 

二、我国的利率体制 

（一）利率管理体制的概念与类型 
1．概念：利率管理体制是一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它规定了金融管理当局或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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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率管理权限、范围和程度。 
2．类型：（1） 国家集中管理；（2） 市场自由决定；（3） 国家管理与市场决定相结合。 
（二）中国的利率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三、我国利率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二）存款利率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三）利率下调对投资的影响 

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 

（一）利率市场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运行

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由于强调在利率决定中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故能够真实地反映

资金成本与供求关系，有利于利率灵活有效地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二）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三）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步骤 
（四）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具体措施 
（五）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 

第四节  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一、利率的风险结构 

是指相同期限的债券不同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债券所承担的信用风险的大小对其收益

率的影响。 
（一）违约风险 
（二）流动性 
（三）税收因素 

二、利率的期限结构 

是指具有相同风险及流动性的债券，其利率即收益与到期时间之间的关系。 
（一）预期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利率曲线的形状是由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所决定的，因此，对未来利率的预

期是决定现有利率结构的主要因素；长期利率是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函数，长期利率等于当期短期

利率与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之和的平均数。 
（二）流动性升水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短期债券的流动性比长期债券要高：第一，短期债券到期并

获得清偿的期限较短；第二，市场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比长期债券要小得多，因而更易于定价。故

持有长期债券存在风险，而且债券期限越长，风险就会越大。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以及考虑到

投资者具有短期倾向且为风险厌恶，即投资者对高流动性投资比对低流动性投资更为偏好。 
（三）市场分割理论 
该理论将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视为完全独立和分割的市场。由于市场是分割的，资金不能在长

短期市场上自由移动，这样，各种期限债券的利率就由该种债券的供求决定，而不受其他期限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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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回报率的影响，亦即收益率曲线的不同形状为不同期限债券的供求差异所决定。一般说来，投

资者偏好期限较短、利率风险较小的债券。 

思考题 

1．名词解释：名义利率  市场利率  浮动利率  优惠利率 
2．简述可贷资金利率理论的主要内容。 
3．为什么说 IS—LM 分析的利率理论是一种一般均衡的利率理论？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利息率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为此需要培育、创造

怎样的前提条件？ 
5．在我国储蓄利率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的情形如何？ 
6．我国目前实行的利率制度有何缺陷？我国利率制度改革应当如何进行？ 
7．运用可贷资金理论和流动偏好理论，说明债券风险增加将对利率产生怎样的影响，两种理

论得出的结果是否相同？ 
8．要充分发挥利率作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9．如何理解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参考文献 

1．［美］Koch and Macdonald：《Bank Management》（第 5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美］Madura：《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4．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7．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9．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 2 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1．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2．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3．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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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市场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要素、分类；掌握金融工

具的价格与收益及影响金融工具收益的因素；掌握原生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了解货币

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市场的中外对比；重点掌握中国货币市场各子市场的经济政策意义及其

发展方向；重点掌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运作及其价格的形成；重点掌握资本市场的功能；了解

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人、发行方式分类，掌握证券选择及证券发行方式的选择；熟悉证券流通市场

的参与人、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了解证券的上市与交易程序；了解基金市场、抵押与证券化市场、

外汇与黄金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基本运作。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等

方面提出自己初步的认识和见解。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重点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功能、特征、运作流程，难点是理解金融

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的关系、金融工具价格与收益的决定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概念、种类和交易策略。 
学时：12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金融市场概述 

一、金融市场概念 

（一）金融市场 
1．广义：广义金融市场是指能够从事资金集中与分配的一切场所，其中包括银行对资金的集

中与贷放。 
2．狭义：狭义的金融市场是指通过金融工具的买卖而实现资金的集中与配置的场所。 
3．特征： 
（1）以货币和资本为交易对象，通过短期和长期金融工具的买卖而形成。 
（2）并不一定是个具体的市场。 
（3）以直接融通资金为主要特征。 
（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1．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

融资形式。 
2．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实现资金融通的活动。 
3．二者的比较 

二、金融市场基本要素 

（一）交易的对象：货币与资本 
（二）交易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 
（三）交易的工具：是作为债权债务关系载体的各类金融工具，如票据、债券、股票等 
（四）交易价格 
（五）交易的组织方式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80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结构与功能 

一、金融市场的分类 

（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三）根据交易对象分类 
（四）现货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和信用交易市场 
（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六）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二、金融市场的功能 

（一）金融市场的功能 
1．聚集和分配资金功能 
2．结算和支付功能 
3．分散与转移风险功能 
4．信息聚集功能 
5．金融市场正常发挥功能的条件 
（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1．外在效率与内在效率 
2．法马的三类有效市场 

第三节  金融工具 

一、金融工具的概念和特征 

（一）金融工具的概念：是在信用活动中产生，能够证明金融交易金额、期限、价格的书面文

件。 
（二）金融工具的特征 
1．偿还期限 
2．流动性 
3．风险性 
4．收益率 

二、金融工具的种类 

（一）原生工具：是在实际信用活动中出具的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合法凭证。 
1．票据 
（1）定义：是具有一定格式、载明金额和日期，到期由付款人对持票人或指定人无条件支付

一定款项的信用凭证。 
（2）特征：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票面必须载明特定的内容，具有不可争议性和流动性。 
（3）种类：按票据的性质分为汇票（Bill of Exchange）、本票（Promissory Note）、支票（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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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 
（1）CD 的推出和发展 
（2）特征：面额大，可转让，期限短且灵活，利率高于一般存款利率。 
（3）种类 
①国内存单 
②欧洲美元存单 
③扬基存单 
④储蓄机构存单 
3．回购协议 
（1）回购：是交易双方进行的以有价证券为权利质押的一种短期资金融通业务。 
（2）逆回购：是与回购相反的操作，指资金供应者从资金需求者手中购入证券，并承诺在约

定的期限以约定的价格返还证券。 
4．债券 
（1）种类 
①按发行主体划分 
政府债券（Treasury Bonds） 
Stripped Treasury Bonds 
Inflation-Indexed Treasury Bonds 
Brady Bonds 
Federal Agency Bonds 
市政债券（Municipal Bonds） 
General Obligation Bonds 
Revenue Bonds 
公司债券（Corporate Bonds） 
金融债券（Financial Bonds） 
②按期限划分 
③按信用方式划分 
信用债券（Debentures）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抵押债券 
First Mortgage Bonds 
Chattel Mortgage Bonds 动产抵押 
担保债券 
④按资金筹集方式划分 
公募债券（Public Offering Bonds） 
私募债券（Private Placements Bonds） 
⑤按发行区域划分 
国内债券 
国际债券 
外国债券（Foreign Bonds） 
扬基债券（Yankee Bonds） 
武士债券（Samurai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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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债券（Shogun Bonds） 
艺者债券（Geisha Bonds） 
猛犬债券（Bulldog’s Bonds） 
欧洲债券（Eurobonds） 
⑥按附息方式划分 
附息债券（Coupon Bonds） 
贴现债券（Discounted Bonds） 
零息债券（Zero-coupon Bonds） 
低息债券（Low-coupon Bonds） 
⑦附权债券 
可回购债券（Callable Bonds） 
可回卖债券（Putable Bonds） 
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 
附新股认购权债券（Bonds with Warrants） 
⑧垃圾债券（Junk Bonds） 
（2）债券的收益指标 
①直接收益率 
②到期收益 
③持有收益率 
（3）债券的风险指标 
①方差 
②持续期 
③β系数 
5．股票 
（1）定义：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用以证明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和权益，并能据以获得

股息和红利的凭证。它具有不可偿还性、收益性、流通性、风险性和参与性。 
（2）分类 
①按股东权利划分为普通股股票和优先股股票 
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优先股 
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 
可转换优先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 
可赎回优先股和不可赎回优先股 
②按所有者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 
③按上市地点或投资者的不同分为 A 股、B 股、H 股、N 股等 
④按收益水平和风险特征分为蓝筹股、成长股、收入股和投机股 
⑤记名股和无记名股；有面值股和无面值股；后配股，议决权股，无议决权股和否决权股；库

藏股 
（3）股票内在价值的确定 
①Price-Earnings （PE） Method 
②Dividend Discount Model 
永久持有的股票评价模型 
股利固定增长的估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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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利率固定模式 
③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④套利定价模型 
（4）股价平均数：是指某一时点上股票价格的绝对水平。 
①简单股价平均数 
②修正的算术平均数 
调整股价 
调整除数 
③加权股价平均数 
（5）股票价格指数：是由金融服务机构编制，通过对股票市场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

股票价格进行平均计算和动态对比后得出的数值。 
①计算方法 
算术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 
②主要指数 
价值线平均数 
道·琼斯工业平均数 
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综合指数 
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 
美国股票交易所主要市场指数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6．基金 
（1）定义：是通过发行基金凭证，将众多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的投资机构分

散投资于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者的投资制度 。 
（2）种类 
①按基金的收益凭证是否可赎回划分，可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基金 
②按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划分，可分为契约型和公司型基金 
③按基金投资对象的不同划分，可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专门基金、衍生基金

或杠杆基金、对冲基金与套利基金、雨伞基金及基金中的基金 
④按投资目的不同划分，可分为成长型、收入型和平衡型基金 
⑤按投资计划所编定的证券资产内容是否可以变更划分，可分为固定型、融通型和半固定型基

金 
⑥另外按投资基金投资的有价证券的风险高低划分，还可分为高风险基金、中等风险基金和低

风险基金；按买卖基金证券是否需要投资者支付手续费划分，可分为收费基金和不收费基金；按资

金来源和投资区域的不同，可分为国际基金、国内基金、全球基金（以上来源于国内）、离岸基金、

国家基金（以上来源于国外）、镜子基金（资金来源于国内外，但投向同一个对象、地区和领域）、

合作基金等 
（二）衍生工具 
1．远期 
（1）定义：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约定的价格买卖约定数量的相关资产。 

（2）与期货合约的区别 

2．期货：是交易双方按约定价格在未来某一期间完成特定资产交易行为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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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货市场的制度体系与组织结构 
①规范化、标准化的交易制度安排：合约品种，交易时间，交易数量及单位，价格变动单位，

价位涨跌幅度的限定，每日交易限量，对冲规定，交割期限，违约罚款，保证金数额。 
②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金制度，限定的金融期货价格，交割期制度。 
③多样化的监管制度：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律。 
（2）外汇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一种法律契约，合约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就某种外国货币按规定内

容进行交易的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件，双方依此文件可以获得结算公司的保证。 
②合约内容：包括交易币种、交易单位、报价方法、 小变动单位、购买数量限制、交易时间、

交割月份、交割地点等。 
③外汇期货市场行情解读 
④期货交易案例分析 
（3）利率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对未来发生的一笔期限固定的名义存款交易事先确定在未来存款期内适用的固定利

率和成交条件。买入一份利率期货合约，等同于进行存款；卖出一份期货合约，等同于提取存款或

借款。 
②分类 
利率期货 
债券期货 
③报价 
④期货交易案例分析 
（4）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易标的的一种期货。 
②合约内容 
3．期权 
（1）定义：是指期权的买方有权在约定的时间或时期内，按照约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

量的金融资产，也可以根据需要放弃行使这一权利。 
（2）分类 
①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 
②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3）期权交易策略 
①保护性看跌期权 
②抛补的看涨期权 
③对敲 
④期权价格差 
⑤双限期权 
4．互换 
（1）定义和原理：指交易双方通过远期合约的形式约定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互换一系列的货

币流量的交易。 
（2）分类 
①利率互换 
附息互换（coupon 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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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互换（basis swap） 
②货币互换 
固定利率货币互换（fixed rate currency swap） 
附息货币互换（currency coupon swap） 
基差货币互换（currency basis swap） 
5．远期利率协议 
（1）定义和原理：是一种远期合约,买卖双方商定将来一定时间的协议利率并按规定以何种利

率为参照利率,在将来清算日,按规定的期限和本金额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协定利率和参照利率利息

的差额的贴现金额。 
（2）报价 
（3）清算 

第四节  货币市场 

一、货币市场概述 

（一）货币市场的概念和特点：是指以期限在一年以内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

市场。 
（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1．从货币市场的特点分析 
2．从各子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分析 
3．从宏观金融调控的角度分析 

二、货币市场体系 

（一）票据市场 
1．商业票据市场 
2．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3．我国票据市场的历史和现状 
（二）同业拆借市场 
1．拆借类型 
2．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3．同业拆借市场的作用 
（三）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市场 
1．发行人 
2．投资者 
（四）国库券市场 
1．特征：市场风险小、流动性强和税收优惠。 
2．我国的情况 
（五）回购协议市场 
1．特征：交易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且超过银行存款收益，商业银行利用回购协议

融入的资金不用交纳存款准备金。 

2．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86 

第五节  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概述 

（一）概念：又称长期资金市场，是以期限在 1 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长期性资金交易

活动的市场。 
（二）特征：金融工具期限长，收益高而风险大；资金借贷量大，解决长期投资性资金的需要。 

二、资本市场体系 

（一）证券发行市场 
是发行人向投资者出售证券的市场。 
（二）证券发行方式 
1．公募发行与私募发行 
2．直接发行与间接发行 
（1）代销 
（2）助销 
（3）包销 
（三）证券流通市场 
指已发行证券买卖、转让和流通的市场，又称为二级市场或次级市场。 
1．交易所市场 
2．场外市场 
（四）证券流通组织方式 
1．证券交易所 
2．证券上市 
3．柜台交易 
（五）国债市场 
1．国债的分类 
（1）凭证式国债 
（2）无记名国债 
（3）记账式国债 
2．国债发行市场 
（1）发行方式：①公募法②公卖法③包销法④摊派法 
（2）发行规模：①国债负担率②国债借债率③国债依存度④国债偿债率⑤国债限额的动态指

标⑥外债负担 
（3）期限结构 
（4）利率确定：①竞价方式②非竞价方式③财政部事先确定 
（5）偿还方式：①买销法②抽签法③一次性偿还法④调换偿还法 
3．国债流通市场 
（1）现货市场 
（2）回购市场 

（3）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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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市场 
1．股票发行市场 
（1）发行制度：①注册制②核准制 
（2）发行方式：①公募②私募：发起设立方式发行，内部配股，私人配股③直接发行④间接

发行：全额包销，余额包销，代销⑤有偿增资发行⑥无偿增资发行⑦并行增资发行 
（3）发行价格 
①发行价格种类：平价发行，溢价发行：时价发行，中间价发行，折价发行 
②发行价格的确定：累积订单方式，固定价格方式，累积订单与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 
2．股票流通市场 
（1）市场结构 
①场内交易市场 
②场外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第三市场，第四市场 
（2）市场交易方式：①现货交易②期货交易③信用交易④期权交易 
（七）基金市场 
1．基金发行市场 
（1）基金设立方式：注册制，核准制，中国：审批制 
（2）基金发起人资格 
（3）基金的募集：公募，私募 
（4）基金的管理机制：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2．基金的上市及投资运作 
（1）基金的上市：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 
（2）基金的投资运作 
①投资目标：追求资本增值，追求固定收入，既追求资本增值又追求固定收入 
②投资策略：积极管理策略，消级管理策略，混合管理策略 
（3）投资限制 

第六节  外汇与黄金市场 

一、外汇市场 

（一）外汇市场的概念 
是专门从事外汇买卖的场所或活动。 
（二）外汇市场的分类 
1．批发市场 
2．零售市场 
（三）外汇市场的主体 
1．外汇银行 
2．外汇经纪人 
3．进出口商及其他外汇供求客户 
4．中央银行 
（四）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1．即期外汇交易（Spot Exchang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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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期外汇交易（Forward Exchange Transaction） 
3．掉期外汇交易 
4．套汇交易 
5．套利交易 
6．外汇期货和期权交易 

二、黄金市场 

（一）黄金市场的概念 
是专门集中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中心、场所或活动。 
（二）黄金市场的分类 
1．根据对国际黄金市场影响程度，可分为国际性黄金市场与区域性黄金市场 
2．根据交易结算的期限，可分为黄金现货交易市场和黄金期货交易市场 
3．根据管理程度，可分为自由黄金交易市场与限制性黄金交易市场 

思考题 

1．如何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及功能。 
2．了解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结构及其内容。 
3．金融交易主要有哪些组织方式？并各举一例。 
4．决定及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5．金融工具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6．简要说明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 
7．分析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策略。 
8．基金有哪些种类？ 
9．可转债包括哪些要素？ 
10．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对象有哪些？ 
11．在国库券市场上，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12．回购交易有什么特点？ 
13．在票据贴现市场上，商业银行通过哪些业务融资？ 
14．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市场的哪些交易活动? 
15．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哪些不同? 
16．国债市场有哪些发行和流通方式？ 
17．什么是资产证券化？ 
18．外汇市场有哪些交易方式？ 
19．期权和期货的基本交易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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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融机构体系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内、国际金融机构的概念、机构组成

及相互关系；了解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掌握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了解金融机构经营的特殊性；

掌握各类机构的性质及业务内容，机构体系的发展及变革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金

融机构体系尤其是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发展、完善提出自己的初步认识和见解。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了解金融中介的概念范围和我国金融中介体系的主要内容，难

点是理解金融服务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异同，各类金融机构业务和功能的异同。 
学时：4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金融机构体系 

一、金融机构体系概述 

（一）金融机构的概念 
金融中介机构是专业化的融资中介。 
（二）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1．管理性机构 
2．商业经营性金融机构 
3．政策性金融机构 
（三）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1．全球性金融机构：（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世界银行（3）国际金融公司（4）国际开

发协会（5）多边投资担保机构（6）国际清算银行 
2．区域性金融机构：（1）亚洲开发银行（2）泛美开发银行（3）非洲开发银行 
（四）中国大陆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作为 高金融管理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实行分业监管，各类金融

机构主要包括：（1）银行业：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体系以银行业为主体，目前银行业的金融机构

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商业银行体系，一是政策性银行体系，它们都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监管；（2）证券业：目前证券业的金融机构主要有：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公司；

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如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评级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等；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3）保险业；（4）其他非银行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华融）。 
（五）香港金融机构体系 
香港是以国际金融资本为主体，以银行业为中心，外汇、黄金、证券、期货、共同基金和保险

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特点是：（1）香港金融机构体系分为银行与非

银行金融机构两种。香港银行业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只有三类金融机构获准向公众吸收存款，这三

类是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香港银行业的同业组织是香港银行公会。

与一般自愿性同业组织不同，它是由香港政府立法成立的，所有持牌银行必须成为会员纳入银行业

监管体系。香港保险业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香港政府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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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处为主要的监管机构。香港股票交易所是亚洲较早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之一，成立于 1891 年。

1969 年-1972 年又新建远东、金银和九龙交易所。1986 年港英政府将四家交易所合并为香港联合交

易所。证券与期货事务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管香港联合交易所。（2）由于香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外资银行一直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资拥有或控制的金融机构达 90%。（3）金融机

构监管主体是金融管理局。 
（六）澳门金融机构体系 
澳门金融机构体系由银行性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构成，银行所占市场比重大。澳门的首家银行

成立于 1902 年，即葡资的大西洋银行。 1970 年 8 月，澳门颁布第一套银行法，标志着澳门银行

制度正式建立，首次形成了澳门银行业“三级制”银行体系：注册银行、注册银号和找换店。1982
年 8 月又出台了新的银行法。 

澳门不实行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银行既可经营本币业务，又可经营外币业务，还可经营

离岸业务。澳门不设立中央银行，一直由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代行中央银行职能，由大西洋银行

行使澳门发钞代理职能及代行政府库房职能。1995 年 10 月 16 日起，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加入发钞

行列，与澳门大西洋银行各自发钞的额度均为 50%。 
（七）台湾金融机构体系 
台湾的金融体系，包括正式的金融体系与民间借贷两部分。正式的金融体系分为金融中介机构

与金融市场机构，由“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共同管理，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又分为存款货币机构

和非货币机构。台湾设有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民间借贷包括信用借贷、质押借贷、民间互助会、租

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投资公司等。 

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一）存款性金融机构 
是从个人和机构接受存款并发放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 
（二）非存款性金融机构 
是指利用自行发行证券的收入或来自于某些社会组织或公众的契约性融资，并以长期投资作为

其主要资产业务的金融中介机构。 

第二节  银行金融中介 

一、中央银行 

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或授权赋予旨在集中管理货币储备并统一铸和发行货币的银行，它是国家

高的 具有权威的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其特点可概括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

“银行的银行”。 

二、商业银行 

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并主要为工商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贷款以及从事短期投资的金融中介。 
其特点是可开支票的活期存款在所吸收的存款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被称为“存款货币银行”。 

三、专业银行 

是指有专门经营范围和提供专门性金融服务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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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储蓄银行 
是专门经办居民储蓄、以储蓄存款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专业银行。 
（二）投资银行 
是专门经营对工商企业投资和长期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三）合作银行 
是指由私人和团体组成的互助性合作金融机构。 
（四）抵押银行 
是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作抵押办理长期放款业务的专业银行。 
（五）清算银行 
是指能直接参加票据交换所进行票据清算的银行。 

四、政策性银行 

（一）特征 
1．组织方式上的政府控制性。 
2．行为目标的非盈利性。根据政府的政策意图，支持某些特殊产业的成长，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以及政府某些特殊目标 。 
3．融资准则的非商业性。 
4．业务领域的专业性。 
（二）分类 
1．开发银行 
2．农业政策性银行 
3．进出口政策性银行 

第三节  非银行金融中介 

一、保险公司 

专门经营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 
（一）组织形式 
1．国营保险公司 
2．私营保险公司 
3．互助保险公司 
4．自保保险公司 
5．再保险公司 
6．政策性保险公司 
（二）分类 
1．寿险公司 
是为投保人因意外事故或伤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金融机构。 
2．财产意外险公司 
是对法人单位和家庭住房提供财产意外损失保险的金融机构。 
（三）主要业务 

筹集资本金；出售保单，收取保费；给付赔偿款；其资金运作的主要方式有：银行存款、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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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发放抵押贷款等。 

二、投资银行 

是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提供服务的投资机构。 
（一）发展模式 
1．全能银行附属发展模式 
2．独立发展模式 
3．金融控股公司关系型发展模式 
（二）我国的证券公司 
1．概况 
2．中外证券公司比较 

三、信用合作社 

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 
按照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 
资金主要来自于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对象也是合作社成员。 初主

要发放短期生产贷款和消费贷款。现在较大的信用社已开始为解决生产设备更新，改进技术等提供

中长期贷款。 

四、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是一种因信任而托付他人代办某事的行为。信托机构是从事信托业务、充当受托人的法人

机构。其职能是财产事务管理，即接受客户委托，代客户管理、经营、处置财产，可概括为“受人

之托、为人管业、代人理财”。 

五、财务公司 

它是经营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财务公司的业务：包销证券、经营外汇、投资咨询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等。 

六、投资公司 

也称投资基金，它是一种集合投资机构，是由代理投资机构以法定文件为依据通过向投资发行

股份或受益凭证筹集资金，按照信托契约的规定将筹集的资金适当分散地投资于各种金融商品等以

谋取 佳投资收益，并将投资收益按基金份额分配给投资者的非银行金融中介。 

七、租赁公司 

是指专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机构。 

第四节  西方金融机构体系的变革及其趋势 

一、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变化 

（一）变化概况：金融机构突破原有的专业化业务分工，走上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的道路，

即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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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的原因 

1．经济发展走向成熟，使资金的供求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的传统分界。 
3．国债市场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金分流。 
4．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个人和企业的金融应变能力，直接导致了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为

金融创新奠定了技术基础，也对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浪潮 

（一）兼并、合并的结果 
第一，银行数量减少，以欧美银行为代表的少数银行垄断了市场。 
第二，提高了盈利水平，增强了竞争能力，保持和加强了大银行在全球竞争中的实力与地位。 
（二）并购的动因 
1．规模经济 
（1）可以增强公众信心，扩大市场份额 
（2）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越的技术优势 
（3）可以产生业务范围广泛的规模经济 
（4）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 

2．规避风险 

第五节  金融监管机构 

一、金融监管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金融监督是指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

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的发展。金融管

理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行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二、金融监管体制 

（一）集中监管体制 

指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

责，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来承担。 
（二）分业监管体制 
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的体制。 

三、金融监管目标和原则 

金融监管的目标可分为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一般目标应该是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

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的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

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发展；具体监管目标各国有差异。 
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包括：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原则；“内控”与“外控”相结

合的原则；稳健运行与风险预防原则和母国与东道国共同监管原则。这些原则渗透和贯穿在监管体

系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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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监管内容和手段 

金融监管的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的监管和市场退出的监管。 
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式有：依法实施金融监管，运用金融稽核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和“四结合”

并用的全方位的监管方法。 

思考题 

1．如何理解金融机构在各国社会经济中的主要功能？ 
2．如何认识当代商业性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 
3．了解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及业务分工。 
4．为什么说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影响程度与一般企业不同？ 
5．国家金融机构体系一般由哪些金融机构构成？ 
6．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7．专业银行包括哪些类型？ 
8．政策性银行有哪些特征？ 
9．保险公司的类型有哪些？ 
10．信用合作社在经营和管理上有哪些特点？ 
11．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12．我国投资银行存在哪些发展的障碍？ 
13．我国信托机构主要经营哪些业务？ 
14．我国采用的是何种金融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美］Madura：《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美］法博齐，莫迪格里阿尼：《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中

译本。 
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4．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7．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8．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0．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 2 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1．谢百三：《金融市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2．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3．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4．易宪容，黄少军：《现代金融理论前沿》，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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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业银行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商业银行的性质、职

能和组织制度，掌握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掌握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业务，掌握商业银行经营

原则、资本管理、负债管理、信贷管理以及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对我

国商业银行改革进行探讨。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商业银行的组织制度形式，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内容，难点是

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和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 
学时：6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职能和组织制度 

一、商业银行的职能 

（一）商业银行的产生 
（二）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 
1．以英国为代表的传统模式的商业银行 
2．以德国为代表的综合模式的商业银行 
（三）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 
银行业务全能化，银行业务证券化，银行资本更加集中，金融创新不断涌现。 
（四）商业银行的性质 
商业银行是以追求 大利润为目标，以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以多种金融资产为其经营对象，

并向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性服务的金融企业。 
（五）商业银行的职能 
信用中介职能，支付中介职能，信用创造功能，金融服务职能。 

二、商业银行与信用创造 

（一）信用创造的条件 
部分准备金制度，部分现金提取。 
（二）多倍存款扩张 
（三）影响派生存款的其他因素 
超额准备金，支票存款转化为非交易存款，现金漏损 

三、商业银行的组织制度 

（一）商业银行制度 
1．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建立原则 
竞争原则，稳健原则，适度规模的原则。 
2．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股份制商业银行，私人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 
3．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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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银行制，分支行制，银行控股公司制，连锁银行制。 
4．商业银行的分类 
（二）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 
1．决策机构 
2．执行机构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业务与管理 

一、商业银行业务 

（一）商业银行自有资本 
1．股本（Equity Capital） 
2．盈余（Surplus） 
3．未分配利润（Undistributed Profit） 
4．准备金（Reserve） 
5．资本票据和债券（Capital Note and Debenture） 
（二）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1．存款 
（1）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s），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Supper-NOWs），货

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自动转账服务账户（ATS）。 
（2）定期存款 
传统存单式定期存款（10 万美元以下），货币市场存单（money markets certificates），其他浮

动利率存款（other variable-rate time deposits），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91
天储单（91-day saving certificates），High-fi 账户，10 万美元以上存单。 

（3）储蓄存款 
（4）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类型 
企业存款，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城乡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定期储蓄，农业存款。 
2．非存款负债 
（1）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 
（2）回购协议 
（3）欧洲美元借款 
（4）再贴现 
（三）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1．现金资产 
准备金，收款过程中的现金，同业存款。 
2．投资 
银行的投资业务是指银行购买有价证券的活动。 
3．贷款 
（1）美国的贷款分类 
①工商企业贷款（industry & commercial loans） 
普通限额贷款，备用贷款承诺，循环贷款，备用信用证和商业信用证，票据发行服务，营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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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贷款，中期贷款，项目贷款。 
②不动产贷款（real estate loans） 
③消费者贷款（consumer loans） 
④对金融机构的贷款（loan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⑤其他贷款（other loans） 
农业贷款，国际贷款，贴现。 
（2）我国贷款分类 
①按贷款用途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金贷款 
②按贷款期限分为短期贷款（1 年或 1 年以内）、中期贷款（1 至 5 年，含 5 年）和长期贷款

（5 年以上） 
③按贷款的保障形式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含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和票据贴

现贷款 
④按贷款的占用形态分为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后三类为不良贷款）；

从 2000 年开始采用贷款五级分类方法，把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 
（四）表外业务 
1．传统中间业务 
（1）结算业务（Settle） 
支票结算，汇兑结算（Remittance），托收结算（Collection），信用证结算（Letter of Credit），

电子资金划拨系统（Electronic transfer of Fund），承兑业务（Acceptance）。 
（2）代理业务（Proxy） 
代理收付款业务，代保管业务，代客买卖业务。 
（3）信托业务（Trust） 
（4）租赁业务（Lease） 
融资性租赁（Financial Lease），杠杆租赁（Leveraged Lease），操作性租赁（Operating Lease），

转租赁（Sub-lease）。 
（5）银行卡业务 
（6）信息咨询服务 
2．担保业务 
（1）履约保证书 
（2）投标保证书 
（3）贷款担保 
（4）备用信用证 
3．承诺业务 
（1）票据发行便利 
（2）贷款承诺 
4．金融工具创新业务 

二、商业银行的管理 

（一）商业银行经营原则 
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 
（二）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 
1．银行资本的性质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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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2）银行资本的多种功能 
2．银行资本的构成 
（1）银行资本的一般来源 
（2）具体形式：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重估储备、权益准备金、次

级债务 
（3）对银行资产与银行资本关系的认识 
（4）《巴塞尔协议》的主要思想 
（5）《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的分类 
核心资本：①股本金②公开准备 
附属资本：①未公开准备②重估准备③一般准备金／一般呆账准备金④混合性债务资本工具⑤

长期次级债务 

《巴塞尔协议》对资本扣除的规定：①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商誉 

②对从事银行业务和金融活动的附属机构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在本国制度下并未列入集团的资

产负债表中 

（6）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分析 
3．资本充足与银行稳健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的测定 
（2）新巴塞尔协议的主要精神 
4．资本的筹集与管理 
（1）银行资本规模的衡量方法 
（2）影响银行资本需要量的因素 
（3）银行资本的内部筹集 
（4）银行资本外部筹集 
（三）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 
1．存款的种类和构成 
2．存款的定价 
3．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管理 
4．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分析 
（四）商业银行贷款政策与管理 
1．贷款政策与程序 
2．贷款审查 
3．贷款的质量评价 
4．有问题贷款的发现和处理 
5．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现状 
（五）资产负债联合管理 
1．资金缺口管理法 
所谓缺口管理法，是根据期限或利率等指标将资产和负债分成不同类型，然后对同一类型的资

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即缺口进行分析和管理。 
2．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通过一系列资产负债比例指标来对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进行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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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一、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对商业银行设立和变更事项的审批 
1．银行营运过程中的监管 
2．资本充足率要求 
3．流动性要求 
4．资产质量监管 
5．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管 
6．风险集中和风险暴露的监管 
（二）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 

二、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要求商业银行按存款额的大小和一定的保险费率缴纳保险费给存款保险机构，当

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发生支付困难时，存款保险机构在一定限度内代为支付。 

三、我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监管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1984 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 

思考题 

1．试述当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2．如何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 
3．商业银行的职能有哪些？ 
4．影响存款乘数的因素有哪些？ 
5．商业银行的四种组织制度形式各有何优缺点？ 
6．商业银行经营哪些业务？ 
7．什么是表外业务？为什么这类业务越来越受到重视？ 
8．简述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9．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程序包括哪些环节？ 
10．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文献 

1．［美］Koch and Macdonald：《Bank Management》（第 5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美］Madura：《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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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法博齐，莫迪格里阿尼：《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中

译本。 
4．［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5．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6．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7．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8．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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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央银行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央银行设立的客观必要性及其产生与发展的

历程，明确中央银行的性质；认识中央银行体制的类型，全面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能及中央银行在现

代经济中的作用；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及相对独立性；认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掌握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与分析方法；掌握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主要业务，难点是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及

相对独立性。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中央银行概述 

一、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一）设立中央银行的客观必要性 
1．统一银行券发行的需要 
2．统一票据清算的需要 
3．银行 后贷款人制度建立的需要 
4．金融监管的需要 
（二）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1．中央银行形成的两种方式 
2．中央银行成立的三次高潮 
3．中央银行职能完善的三个阶段 

二、中央银行体制 

（一）中央银行的机构设置体制 

1．单一式中央银行制度 
2．跨国中央银行制度 
3．依附型中央银行 
4．准中央银行制度 
（二）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体制 
1．国有资本的中央银行 
2．公私共同出资的中央银行 
3．企业法人持股的中央银行 
4．会员银行持股的中央银行 
（三）中央银行的隶属体制 
1．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 

2．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实际上有较高独立性 

3．中央银行隶属于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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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一、中央银行的性质 

（一）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看，它是保障金融稳健运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国家行政机构 
（二）中央银行与一般的行政机关又有很大不同 
1．中央银行履行职责主要是通过特定金融业务进行 
2．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分层次实现的 
3．中央银行在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 

（一）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 
1．指国家赋予中央银行集中与垄断货币发行的特权，是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 
2．指中央银行必须以维护本国货币的正常流通与币值稳定为宗旨 
（二）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 
1．集中存款准备 
2．充当 后贷款人 
3．全国票据清算中心 
（三）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 
1．代理国库 
2．代理发行政府债券 
3．为政府筹集资金 
4．代表政府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和各种国际金融活动 
5．管理黄金和外汇 
6．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第三节  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一）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含义 
是指中央银行在国家相对性机构或政府的干预和指导下，根据国家的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 。 
（二）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 
1．避免政治性经济波动产生的可能 
2．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需要 
3．为了适应中央银行特殊业务与地位的需要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内容 
1．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制度，以维持币值的稳定 

2．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3．独立地管理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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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一）概述 
1．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 
2．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相配合，共同调控一国的宏观经济活

动 
3．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对政府提供信贷 
4．尽管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但中央银行仍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各种模式 
1．独立性较强的中央银行 
2．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 
3．独立性居中的中央银行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及有关问题 

（一）货币发行不独立 
1．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2．货币发行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收支状况所制约 
3．货币发行受财政的制约 
（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上不独立 
1．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2．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权在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3．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受各级地方政府的制约 

第四节  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一、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负债。主要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和其他负债。 
中央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贴现与放款、各种证券、黄金外汇储备和其他资产。 
由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是按照复式记账的会计原理编制的，因此在任何时点上，中央银行未

清偿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之和，必然等于其资产的价值。即资产＝未清偿负债＋资本项目。中央银

行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来进行宏观金融调控。 

二、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 

（一）货币发行 
1．含义 
2．原则 
垄断发行、信用保证、弹性发行 
3．准备制度 
（1）发行准备金的类型：现金准备、保证准备 
（2）货币发行准备比率 
（3）货币发行准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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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比例制、保证准备制、保证准备限额发行制、现金准备发行制、比例准备制 
（二）代理国库 
1．国家财政预算收支保管形式 
国库制（独立国库制、委托国库制），银行制 
2．主要业务内容 
（1）预算收入的吸纳、划分、报解 
（2）预算支出的拨付 
（三）集中存款准备金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内容 
（1）规定和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 
（2）按存款的类别规定（德国） 
（3）按银行规模、经营环境规定 
2．规定存款准备金构成 
第一准备金、第二准备金 
3．计提基础 

三、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 

（一）贷款和再贴现 
1．贷款 
（1）贷款种类 
①对商业银行放款 
②对财政部放款 
③其他放款 
（2）贷款特征 
①以短期贷款为主 
②不以盈利为目的 
③应控制对财政放款 
④一般不直接对工商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 
2．再贴现 
（1）再贴现与贷款的区别 
（2）我国的再贴现业务 
（二）证券买卖 
1．证券买卖业务的种类 
美、日、德、法 
2．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买卖业务 
（三）金银外汇储备 
1．保管金银外汇储备的意义 
2．金银外汇储备的特点 
黄金、白银、外汇、特别提款权 

四、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业务 

（一）集中办理票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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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理异地资金转移 

思考题 

1．简述中央银行产生的客观必要性。 
2．中央银行有何职能？试分析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3．简述中央银行的性质。 
4．如何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5．试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6．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哪些业务关系？ 
7．与商业银行相比，中央银行负债业务有哪些特点？ 
8．为什么说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会影响其货币供应量？ 
9．我国中央银行 主要的资产项目是国外资产中的外汇，美国中央银行 主要的资产项目是

财政部债券，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问题？ 

参考文献 

1．［美］Madura：《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美］法博齐，莫迪格里阿尼：《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中

译本。 
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4．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7．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8．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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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货币供给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货币供给的基本概念，区分货币供给与货币

供应量；掌握不同层次货币的创造过程及影响因素，货币供给同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

经济活动的不同主体分别如何影响货币供给量；认识并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并能

够运用相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货币供给的决定及其同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以及中

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货币供给中的地位与作用，难点是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货币供给及其特性 

一、货币供给与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money supply）：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

缩）货币的行为,是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注入货币的过程。 
货币供给量（money aggregate）：一国经济中被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持有的可用于各

种交易的货币总量。 

二、名义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供给 

名义货币供给是指一定时点上不考虑物价因素影响的货币存量。 
实际货币供给是指剔除了物价影响之后的一定时点上的货币存量。 

三、货币供给的特性 

（一）金属货币的供给特性 
1．马克思 
2．费雪 
3．亚当·斯密 
（二）混合通货的供给特性 
1．自然内生论 
2．控制内生论 
3．外生论 
（三）信用货币的供给特性 
1．凯恩斯 
2．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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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 

一、基础货币 

（一）基础货币的定义和公式 
基础货币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准备金的总和。 
B=C+R 
（二）基础货币的供给 
1．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2．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 
（1）公开市场业务 
（2）贴现贷款 
（3）购买对外资产 
（4）购买黄金 
3．影响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 
（1）银行的贴现贷款需求 
（2）政府预算赤字 
（3）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目标 
4．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 
（1）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 
（2）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国债来进行 
（3）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 
（4）中央银行购买黄金来投放基础货币 

二、货币乘数 

（一）货币乘数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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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 

1．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 
2．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 
3．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 
4．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5．流通中通货与支票存款的比率 
（三）对货币乘数的进一步探讨：银行及非银行公众的行为 
1．影响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因素 

（1）利率 

（2）贷款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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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入资金的难易程度及成本大小 
2．影响公众通货持有比率的因素 
（1）财富总额 
（2）公众的流动性偏好 
（3）持有通货的机会成本 
（4）资产的相对风险 
3．影响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的因素 
（1）财富总额 
（2）定期存款的利率 

第三节  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分析 

一、中央银行可以操纵的因素 

（一）基础货币 

（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d 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 rt 

二、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决定的因素 

超额准备金率 e 

三、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所能影响的因素 

（一）公众手持现金对活期存款比例 k 
（二）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 t 

四、政府的决定因素 

（一）增税 
（二）增发政府债券 
（三）改变基础货币 

第四节  内生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外生的货币供给理论 

（一）弗里德曼——施瓦兹货币供给决定模式 
（二）卡甘的货币供给决定模式 
（三）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 

二、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 

（一）代表人物：托宾（1963、1976）；萨缪尔森（1979）、琼·罗宾逊夫人（1982）等 
（二）主要依据：货币供给模型受众多主体行为影响，实际经济运行对货币供给有决定性作用；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影响巨大；中央银行受制于多方因素，不能单独决定货币供给 
（三）政策意义：货币政策难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应该选择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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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 
1．《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一般流动性命题 
2．格利和肖的金融中介机构理论 
3．托宾的“新观点” 

三、中国货币供给的可控性问题 

（一）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增强 

思考题 

1．正确理解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概念。 
2．银行体系是怎样创造货币的？ 
3．货币乘数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4．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对货币供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你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为什么？ 
6．“货币乘数必然大于 1。”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是不能确定？为什么？ 
7．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国工商银行出售 100 万元的国债，这对基础货币有何影响？ 
8．你认为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有没有货币创造的功能？

为什么？ 

参考文献 

1．［美］Madura：《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美］法博齐，莫迪格里阿尼：《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中

译本。 
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4．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7．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8．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1．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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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货币需求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需求的含义、分析角度和基本内容；认

识并理解各种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认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了解货币

供求均衡与非均衡的表现和调节机理等内容，并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

经济现象。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各种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及货币需求理论的发

展脉络，难点是现金交易说与现金余额说的区别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

理论的区别。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货币需求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 

一、货币需求的含义 

（一）宏观货币需求 
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这种货币量既能满足货币

需要，又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二）微观货币需求 
是指个人、家庭或企业在既定的收入水平、利率水平和其他经济条件下，保持多少货币在手边

为合适。 
（三）名义货币需求 
是指个人、家庭或企业等经济单位或整个国家在不考虑价格变动时的货币持有量，它受制于中

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四）实际货币需求 
是指各经济单位所持有的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货币数量。 

二、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收入状况 
（二）市场利率 
（三）信用发达程度 
（四）消费倾向 
（五）货币流通速度、社会商品可供量和物价水平 
（六）预期 

第二节  宏观货币需求理论 

现金交易数量说 

PTMV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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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Y 代表实际国民收入；P 代表一般物价水平（用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 PY 即为名

义国民收入；V 代表一年中每一元钱用来购买 终产品或劳务的平均次数，我们把它称为货币的收

入流通速度。相应的，  被称为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 。 
名义国民收入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 
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即“货币数量决定着物价水平”。 
货币需求就取决于名义国民收入。 

第三节  微观货币需求理论 

一、现金余额说 

M = k·PY 
货币需求同名义国民收入成正比例 

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一）持有货币的三种动机 
即交易动机（transaction motive） 、预防动机（precautionary motive）和投机动机（speculative 

motive） 。 
（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 

)()( 21 iLYL
P

M d

+=  

（三）结论 
货币需求同实际收入成正向关系，与利率成方向关系。 
首先，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 
其次，在货币需求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也必然有较大的波动。 
后，在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很大的情况下，货币量 M 与名义收入 PY 之间就不具有稳定的关

系，因而名义国民收入完全由货币量决定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就不能成立。 

三、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一）交易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二）预防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三）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四、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一）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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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货币数量论 
首先，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暗含这样的结论：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本身是相当稳定的，它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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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两点便可直接导出以下结论，即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可以预测的。 
只要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可以预测的，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我们把货币流通速度的预

测值代入交易方程式，就可以估计出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因此，货币供给是决定名义收入的主要

因素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仍然能够成立。 

五、关于货币需求的经验研究 

（一）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 
（二）关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 
（三）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 

六、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构造 

（一）现阶段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 
1．收入 
2．价格 
3．利率 
4．货币流通速度 
5．金融资产选择 
（二）货币化假说 
（三）国家能力假说 

第四节  货币供需均衡 

一、货币均衡的判断 

（一）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二）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判别标志 

二、货币供求均衡与社会总供求 

（一）货币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 
1．货币供给是社会总需求的载体 
2．货币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关系是：货币供给决定社会总需求 
（二）社会总供给与货币需求 
1．从宏观角度来看 
2．微观角度来看 
（三）货币供给与总供给 
1．当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现实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且数量又很充分时 
2．当潜在未利用资源被逐渐利用而不断减少，货币供给却在继续增加时 
3．当潜在未利用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货币供给仍然继续增加时 
（四）货币供求和社会总供求的关系 
1．总供给决定货币需求，但同等的总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货币需求 
2．货币需求引出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应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但也绝非是等量的，货币供

求的非均衡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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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供给成为总需求的载体，同等的货币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总需求 
4．总需求的偏大和偏小，对总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5．总需求的偏大或偏小，也可以通过紧缩或扩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调节，但单纯控制总需求

难以真正实现均衡目标 

三、中央银行对货币供求的调节 

中央银行可以用来调控货币供求的 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率手段对货币供求调控 。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市场利率的变化。 
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较强，而货币需求更多的取决于企业、个人的行为，中央银行

的影响很小。 
所以中央银行对货币供求均衡的调节一般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来实现。 

思考题 

1．在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上，凯恩斯的理论与平方根定律的分析有何不同? 
2．简述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区别。 
3．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有何不同？ 
4．目前货币需求问题研究中面临哪些问题？ 
5．考虑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6．货币供求均衡和非均衡的表现？ 
7．货币供求与社会总供求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2．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5．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8．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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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货币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政策的内容，明确货币政策的 终目标

及各目标之间的关系；了解西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中介

目标选择的原因；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掌握在不同经济时期货币政策的运用及其与财政

政策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货币政策的 终目标、传导机制、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难点

是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分析和评价。 
学时：6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 

一、货币政策及其内容 

（一）货币政策的定义 
货币政策也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供应

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二）货币政策的内容 
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监测和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操作指标和中间目标、政

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等基本内容。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 

（一）稳定物价 
（二）充分就业 
（三）经济增长 
（四）国际收支平衡 

三、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 
（二）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稳定物价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 
（四）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 
（五）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与选择 

我国专家学者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讨论有多种观点,如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多重目标论、

通货膨胀目标论等。 

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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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后西方各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比较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以稳定货币为主。 
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很重要。 

第二节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介目标 

一、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一）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传导机制理论 
1．IS－LM 模型 
2．托宾 Q 理论 
3．财富效应 
（二）货币主义的传导理论 
1．货币主义的资产组合传导理论 
2．汇率传导理论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传导理论 
1．信贷可得性理论 
2．CC－LM 模型 

3．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 

4．BGG 模型 

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1．可测性 
2．可控性 
3．相关性 
4．相容性 
（二）货币政策的远期中介目标 
1．长期利率 
2．货币供应量 
3．通货膨胀率 
4．汇率 
（三）货币政策的近期中介目标 
1．超额准备金 
2．基础货币 
3．短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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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 

一、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存款准备金政策 
1．定义 
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的存款规定存款准备金率，强制性地要求商业银行等

货币存款机构按规定比例上缴存款准备金 
2．产生与发展 
3．内容 
（1）规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规定可充当法定存款准备金资产的内容，一般只能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和中央银行创

造的存款 
（3）规定存款准备金计提的基础：一般是确定存款余额 
4．作用 
（1）保证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资金的流动性 
（2）集中一部分信贷资金 
（3）调节货币供应总量 
5．优点 
（1）对存款货币银行影响是平等的 
（2）对货币供给量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6．局限性 
（1）存款准备金政策缺乏弹性 
（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金严重周转不良 
（二）再贴现政策 
1．定义 
是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再贴现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

目标的一种手段。 
2．内容 
（1）调整再贴现率 
（2）规定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资格 
3．传导机制 
4．作用 
（1）再贴现率的调整可以影响全社会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 
（2）再贴现政策对调整信贷结构有一定的效果 
（3）再贴现政策有一定的“告示效应” 
5．优点 
央行可以利用它来履行 后贷款人的职责，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调节货

币总量和信贷结构等 
6．不足 
（1）中央银行在再贴现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再贴现与否取决于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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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贴现率的高低有限度，如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贴现率无论多高，都难以遏制商

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贴现或贷款 
（3）相对于法定准备金率来说，再贴现率容易调整，但随时调整也会引起市场利率的经常波

动等 
（三）公开市场业务 
1．定义 
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改变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的准备金，进

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 
2．内容 
根据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及经济情况，选择 佳时机、 适当的规模买进或卖出国库券、政府

公债等，增加或减少社会的货币供应量。 
3．作用 
（1）调控存款货币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量 
（2）影响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 
4．优点 
（1）公开市场业务的主动权完全在中央银行手里，其操作规模与大小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 
（2）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的震动较小 
（3）公开市场业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4）公开市场业务具有极强的可逆转性 
（5）公开市场业务可迅速操作 
5．不足 
（1）公开市场操作较为细微，技术性较强，政策意图的告示作用较弱 
（2）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有价证券市场为前提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证券市场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有价证券的交易，规定应支付的保证金限额，其目的在于限制利用借款购买有价

证券的比重 。 
（二）不动产信用控制 
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规定和调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的限制条件，控

制不动产贷款的信用量，从而影响不动产市场的政策措施。 
（三）消费者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消费者购买房地产以外的耐用消费品所规定的信用规模和期限等的限制性措施。 
（四）优惠利率 
指中央银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规定较低的贷款利率，目的在于刺激这些部门和

行业的生产，调动它们的积极性，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三、其它政策工具 

（一）直接信用控制 
1．利率 高限额 
又称利率管制，是指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 高水平。 
2．信用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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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及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权衡轻重缓急，对商业银

行系统的信贷资金加以合理的分配和必要的限制。 
3．流动性资产比率 
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在其全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 。 
4．信贷规模控制 
是规定贷款量的 高限额 。 
（二）间接信用控制 
1．道义劝告 
2．窗口指导 

四、我国采用过哪些货币政策工具 

（一）1984-1994 年： 
1．贷款计划：规模控制;再贷款额度控制 
2．存款准备金 
3．利率管制 
4．再贴现 
（二）1995 年后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化 
1．贷款规模控制从逐步缩小到完全取消 
2．利率管制逐步放松 
3．再贴现业务得以长足发展 
4．启动公开市场业务和间接信用指导 

第四节  货币政策的运用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 
（二）扩张性货币政策 

二、货币政策的时滞 

（一）内部时滞 
1．认识时滞 
2．行动时滞 
（二）外部时滞 
1．操作时滞 
2．市场时滞 

三、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性 
（1）这两大政策作用于同一个经济范围，即本国的宏观经济方面 
（2）这两大政策均由国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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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目标一致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 
（1）政策的实施者不同 
（2）作用过程不同 
（3）政策工具不同 
（4）可控性不同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和配合方式 
1．“双紧政策” 
2．“双松政策” 
3．“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4．“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思考题 

1．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 终目标有哪几个？中央银行在同一时间实行同一种货币政策能否同

时达到这些目标？为什么？ 
2．联系实际，谈谈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认识。 
3．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依据主要有哪些？ 
4．中央银行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哪几种？它们分别是怎样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其各自的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5．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上，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分别有怎样的解释？ 
6．什么是货币政策时滞？ 
7．为什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配合？其如何配合？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2．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孔祥毅：《中央银行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5．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6．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8．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 2 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0．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11．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2．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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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内涵及产生的原因，

了解其表现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标准及防范治理措施。在此基础上，

了解和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含义，其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难点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进行分析。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通货膨胀概述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持续明显上涨的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类型 

（一）按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同划分 
1．温和的通货膨胀（moderate inflation），又称爬行的通货膨胀（creeping inflation）或不知不

觉的通货膨胀 
2．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又称极度通货膨胀或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rampant inflation） 
3．跑马式的通货膨胀（galloping inflation），也称快步小跑式通货膨胀 
（二）按表现形式不同划分 
1．隐蔽的通货膨胀（hidden inflation），又称压制型通货膨胀或被遏制的通货膨胀 
2．公开的通货膨胀（open inflation），又称开放式的通货膨胀 
（三）按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不同划分 
1．需求拉上型（demand-pull inflation ） 
2．成本推进型（cost-push inflation ） 
3．结构型（structural inflation ） 
4．混合型（compound inflation ） 

三、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 

（一）消费物价指数 

也称为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 
这种指数是由各国政府根据各国若干种主要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

电、住房、交通、医疗、娱乐等服务费用而编制计算出来的。 
（二）批发物价指数 
是根据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批发价格编制的指数。 
（三）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 
它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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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需求拉上说 

这种理论认为当经济中总需求扩张超出总供给增长时所出现的过度需求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

升、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二、成本推进说 

成本推进说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在于总需求的过度，而是在于总供给方面产品成本的上升。 

三、供求混合推进说 

现实生活中，需求拉上的作用与成本推进的作用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将这种总供给

和总需求共同作用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称之为供求混合推进型通货膨胀。 

四、部门结构说 

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部门结构的某些特点，当一些产业和部门

在需求方面和成本方面发生变动时，往往会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看齐的过程而影响到其他部门，从

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 

第三节  通货膨胀的效应与调控 

一、通货膨胀经济效应的两种观点 

（一）通货膨胀促进论 
1．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论 
2．新古典学派的促进论 
3．收入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再分配与通货膨胀促进论 
（二）通货膨胀促退论 
1．通货膨胀降低储蓄 
2．通货膨胀降低投资 
3．通货膨胀造成外贸逆差 
4．恶性通货膨胀会危机社会经济制度的稳定 

二、通货膨胀的社会效应 

（一）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 
（二）通货膨胀对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三）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社会危机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 

（一）需求政策 
1．紧缩性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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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紧缩性财政政策 
（二）收入政策 
（三）供给政策 
（四）结构调整政策 
（五）浮动汇率政策 

第四节  通货紧缩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 

（一）经济学者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的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通货紧缩

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其含义与通货膨胀正好相反。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 
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因而必须具有三个特征：（1）物价持续

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2）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高；（3）经济全面衰退。 
（二）通货紧缩的类型 
通货紧缩以其程度不同，可分为轻度通货紧缩、中度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紧缩三类。 

二、通货紧缩的原因 

理论上，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重大技术进步而使大部分商品的生产成本

降低，从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降低。但是，现实中很难找到由于技术进步导致通货紧缩的实例。二

是由于总需求相对不足造成的价格下跌。西方经济学界将造成通货紧缩的总需求不足又分为三类：

第一是货币流通量相对于商品与服务数量的不足;第二是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第三是政府的紧缩政

策，如提高利率或税率等。 

三、通货紧缩理论 

（一）消费不足论 
（二）伦敦学派的投资过度论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四）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五）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 

四、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通货紧缩的产出效应 
1．通货紧缩的财富收缩效应 
2．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效应 
3．通货紧缩的失业效应 
（二）通货紧缩的分配效应 
（三）通货紧缩的风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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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货紧缩的治理 

（一）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优化供给 
（四）增加汇率制度的灵活性 

思考题 

1．名词解释：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     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有那些种类？如何度量通货膨胀？ 
3．试述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 
4．通货膨胀对经济有何影响？如何治理？ 
5．通货紧缩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何治理？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 
2．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 
5．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8．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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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金融在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了解经济货币化与金融化的概念；掌握“金融压制

论”与“金融深化论”的主要内容，理解“金融二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重点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压制论”与“金融深化论”的

内涵和意义，难点是对金融发展总量指标和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深化论”政策的理解。 
学时：3 
主要教学环节的组织：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与金融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只将货币看作交易媒介，它不影响实际经济活动；货币供求关系虽然会影

响利率、价格，但对实质经济增长没有多大贡献。 
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只是起着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放大作用，除此之外其功能有

限。 

二、金融体系的功能 

（一）改变资产流动性，实现投资风险的转移与分散 
（二）信息揭示 
（三）加强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与控制能力 
（四）实现资本积聚和储蓄资金转移 
（五）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三、金融发展过程 

（一）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 
1．货币总量 
2．利率 
3．信贷指标 
（二）金融总量的发展 

（三）金融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阶段 

（四）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环境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一）早期研究 
（二）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机制 
（三）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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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融压制论与金融深化论 

一、概论 

（一）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的特征 

货币化程度低，金融发展呈现二元结构，金融市场落后，政府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管制 

（二）金融压制 

由于政府对金融业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并强行配给信贷，造成金融

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呆滞反过来又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时，金融和

经济发展之间就会陷入一种相互掣肘和双双落后的恶性循环状态，这种状态就称作金融压制。 

（三）金融深化 

当金融业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配置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大了金融需求并

刺激金融业发展时，金融和经济发展就可以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状态，这种状

态可称作金融深化。 

二、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理论模型 

三、金融深化论的政策涵义 

（一）改革金融体系,使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能真正发挥吸收和组织社会储蓄资金并将之引导

到生产性投资上去的功能 
（二）政府应放弃对利率的人为干预 
（三）政府不应采取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相反，应努力抑制通货膨胀来为经济增

长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四）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和限制，尽量容许和鼓励民营金融事业的发展 
（五）应放宽外汇管制，在适度范围内任由汇率浮动 
（六）财政政策方面，为鼓励储蓄，应取消利息税，并停止对国营事业的补贴，使之能自负盈

亏，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四、对金融深化论的评价 

（一）理论贡献 
1．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与实际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品。特别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和拉美国家的结构形通货膨胀论 
3．在政策主张方面提倡高利率以鼓励储蓄和投资，财政与外汇政策也应相应改革 
（二）缺陷 
1．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困难估计不足 
2．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改革能否在国内筹集到足够满足发展所需的资金是有疑问的 
3．过分主张“金融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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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金融深化论的批评——金融约束论 

（一）新结构主义的批评 
（二）金融约束论 
1．模型 
2．政策主张 
3．金融自由化反论之反论 
（1）金融约束论者所称道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优势很难实现，而且还有负作用 
（2）金融约束的政策精度难以把握和保证，有可能在实践中发展成政府的过度干预 
（3）金融约束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的建议也显得有些偏颇 

六、麦金农—肖学派对金融深化论的改进 

（一）现实中利率管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二）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是成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两个先决条件 
（三）认识到立即实行完全自由化的风险太大，转而赞成渐进的自由化措施 
（四）强调自由化的次序对保证自由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思考题 

1．经济货币化程度受哪些因素制约？ 
2．为什么要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压制？ 
3．如何理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4．结合国内外实际，谈谈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5．在金融深化论中，它为何主张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步？金融改革与外贸改革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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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融发展各总量指标的优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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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代码：309020022（讲授数理统计内容，概率论内容安排在高等数学二中讲授） 
2．课程英文名称：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3．课程类别：必修 
4．适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商务 
5．总学时：36 学时 
6．学  分：2 学分 
7．开课学期：第四学期 

二、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学科。广泛

地应用于随机试验与随机调查数据的处理与建模过程的始终。本课程是商学院工商管理、国际商务

专业教学计划中，继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线性代数之后又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概率论着重对客观的随机现象提出各种不同的理想化的数学模型并研究其内在的性质与相互

联系，具有独特的概念和方法，内容丰富，结果深刻，同时概率论与其他数学分支又有密切联系，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数理统计是研究怎样有效地收集、

整理和分析带有随机性的数据，以对所考察的问题做出推断或预测，直至为采取一定的决策和行为

提出依据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概率论是数理统计的基础，数理统计是概率论的一种应用。

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两个并列的数学分支，并无从属关系，我们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大纲

放在一起，是为了使概率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更好地联系实际, 也更有利于学生掌握数理统计方

法，使学生学习知识能循序渐进地由浅入深。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也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从事专业研究、撰写学位论文、报考硕士研究生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 
由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在讲清基本概念、理论的同时，教学中应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并注意与有关专业的课程内容互相渗透和配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学科精神的领

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采用引导式教学模式。即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开阔学生的数学

视野，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崇尚数学的理性精神，形成审慎思维的良好习惯，从而激

活学生的创新潜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增长他们的创新能力。 

三、课程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强，逻辑性强，应用广泛，其教学方式应注重启发式、引导式。采用“引

出问题，启发思路，重点分析，课堂讨论，课外探索，自行归纳”的教学形式，将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课后练习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使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己从前人研究的问题、分析问题的过

程、演绎推导的结果中，体会和领悟这些人类高级心智文明的成果，使学生自己真正学懂数学，而

不是被“教会”数学；同时希望学生通过研究式的钻研、探索乃至犯错误的过程中，培养从错纵复

杂的现象事理中和繁杂无序的结果数据中，寻找与总结内在关系和规律的能力，并且体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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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辛和乐趣，培养在科学研究和事理处理上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意志。 

四、教材、参考书 

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袁荫棠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参考资料： 
[1] 袁荫棠、范培华  新版经济学基础（三）概率统计解题思路和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报 10 月第 2 版 
[2] 殷秀清、袁荫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与考试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第 1 版 
[3] 谢琍、尹素菊等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解题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4]姚孟臣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习题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5]龙永红主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6]郝黎仁、樊元等  SPSS 实用统计分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7]黄润龙  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SPSS 软件实用教程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五、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采取平时动态考核与期末闭卷考试相结合，以百分制给出学生的成绩评定。概率论部分试题的

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每份试卷中的试题所占分数比例依次为 2：
4：3：1。试题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单计算题、综合应用题、证明题等题型，选择题和

填空题约占 40%。 
数理统计部分，试题难易比例为：基础题（容易题）60﹪，综合题（中等难度题）30﹪，提高

题（较难题）10﹪。 

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大纲》修订补充说明 

1．修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大纲时,结合我校数学教学实际情况, 参照了我部历年“《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计划”，并参照了国内其它高校经管专业该课程的教学大纲，且同时参

考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三、四大纲的内容及要求。 
2. 执行本大纲时，根据我校专业特点，为提高学生应用统计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加

大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考虑到教学计划中数学类课程的总课时，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的概率论部

分内容安排在第二学期高等数学（二）中讲授，数理统计部分安排在第四学期单独讲授，36 课时，

2 学分。 
3. 本课程与其它有关课程的联系和分工 
概率论部分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数理统计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概率

论、线性代数。作为基础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许多后继课，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等专业课程的基础，学生应对本课程予以足够的重视。 
4．本大纲的概率论部分的课程内容，根据所选教材、实际学时及讲课时的实际情况已经进行

调整和改变。其它内容灵活掌握。 
5．实验（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本课程无实验和上机的教学安排，但为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主动用统计软件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教学中简单介绍 SPSS 软件，要求学生课后自学该软件，并能主动借助软件，结合本专

业的特点，搜寻与专业有关的研究课题，尝试写出试验报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学校增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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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课时，考虑上机实验。 

七、课程基本要求及学时分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包括概率论、数理统计两部分。其教学以课内讲授

为主，分两个学期授课。概率论部分在第二学期高等数学二中讲授，数理统计部分在第四学期讲授，

计 36 学时。在教学中应充分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充分重视基本概念，讲清统计思想。 
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概率论部分，作为基础知识，是学习数理统计的必要理论基础。第五章至第

11 章是数理统计部分，介绍有广泛应用意义的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该课程基本要求

的设置分三个层次，其中对概念与理论用“理解”、“了解”和“知道”表述，对方法和运算用“熟

练掌握”、“掌握”和“会”表述，前者为较高的要求。具体如下： 
1．了解随机现象，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2．了解事件的频率的概念、了解统计概率、古典概率的定义，会计算简单的古典概率。 
3．理解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理解概率加法定理。 
4．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理解乘法定理、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并掌握应用这些公式进

行较综合的概率计算。 
5．了解事件独立性的概念。掌握贝努利概型和二项概率的计算。 
6．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了解概率分布函数（分布列）与概率密度的概念和性质。会计算与

随机变量相联系的事件的概率。 
7．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掌握超几何分布、0-1 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

布。 
8．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掌握均匀分布、指数分布和正态分布。 
9．会根据自变量的概率分布求其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10．了解多维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的概念。 
11．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律的概念，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密度函数

的概念。 
12．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分布，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 
13．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概念。 
14．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简单函数的分布，了解有限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仍是正态分布。 
15．理解随机变量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掌握它们的性质与计算。理解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

期望。 
16．掌握 0-1 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17．了解协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及其性质，并会计算。 
18．了解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在经济中的应用。 
19．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切比雪夫定理和贝努利定理。了解贝努利大数定律与概率的统计定

义、参数估计之间的关系。 
20．掌握棣莫夫（Demoiver）—拉普拉斯（Laplace）中心极限定理，并会用该定理近似计算

有关事件的概率。 
21．了解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 
22．理解总体、个体、样本和统计量的概念。 
23．了解经验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会根据样本值求经验分布函数。了解直方图的作法。 
24．理解样本均值、方差的概念，掌握根据数据计算样本均值、方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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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了解
2χ 分布、t-分布、F-分布的定义，并会查表计算分位数。 

26．了解
2χ 分布、t-分布、F-分布的构造模式，并会进行相关证明。 

27．了解正态总体某些常用的抽样分布。 
28．理解点估计概念，掌握矩估计法（一、二阶）、极大似然估计法。 
29．理解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30．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掌握求单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置信区间。会求两个正态总体均

值差与方差比的置信区间。 
31．理解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了解假设检验可能产生的两类错

误。 
32．掌握单个和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与方差的假设检验。 
33．了解总体分布假设的卡方检验法，会应用该方法进行分布拟合优度检验。 
34．了解成对数据的均值假设检验，会应用该方法进行成对数据的均值假设检验。 
35．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的概念与原理，会应用该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 
 
课时分配如下： 
 

  内           容 课内学时 小计 

概率论部分 
（32 学时） 

1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8 32 
2  一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0 
3 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 6 

4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8 

数理统计部分（36 学

时）  

5 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4 36 
6 数理统计初步 4 
7 抽样分布 6 
8 参数估计 8 
9 假设检验 8 
10 回归分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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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教学大纲 

第一章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事件及其运算（随机试验，随机事件与样本空间，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运算） 
2．概率的定义、性质及其运算（频率，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概率，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概

率的性质） 
3．条件概率及三个重要公式（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4．事件的独立性及贝努里(Bernoulli)概型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1.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掌握事件的关系与基本运算； 
2.理解事件频率的概念，了解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理解概率的公理化定义和概率的其它性

质； 
3.理解古典概率的定义，掌握古典概率的计算，了解几何概率的定义及计算； 
4.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和应用这些性质进行概率计算； 
5.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熟练掌握条件概率的计算，熟练掌握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

公式以及应用这些公式进行概率计算； 
6.理解事件的独立性概念，掌握应用事件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理解贝努利试验的概念，熟练

掌握二项概率公式（贝努利概型）及其应用。 
本章教学重点： 
随机事件、事件的关系及运算、古典概型、概率的基本性质、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

公式、事件的独立性、贝努利概型 
本章教学难点： 
事件的关系及运算、古典概型、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性、全概率

公式的综合应用、贝努利概型。 
本章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一 

第一节  随机事件 

一、概率论序言 

二、随机试验与随机事件 

（一）随机试验 
1．试验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 
2．每次试验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而究竟会出现哪一个结果，在试验前不能准确地预言； 
3．试验所有可能结果在试验前是明确(已知)的，而每次试验必有其中的一个结果出现，并且

也仅有一个结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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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述三个特性的试验，叫做随机试验，简称试验，并用字母 E 等表示。 
（二）随机事件 
随机试验的结果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 
1．必然事件：在试验中一定出现的结果，记作Ω； 
2．不可能事件：在试验中一定不会出现的结果，记作Φ； 
3．随机事件：在试验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结果，常用大写拉丁字母 A、B、C…表示； 
4．基本事件(样本点)：试验 基本的结果，记作ω； 
5．样本空间(基本事件空间)：所有基本事件的集合，常用Ω表示； 
样本空间Ω中的元素是随机试验的可能结果。样本空间的任一子集称作随机事件。在一次试验

中，当且仅当子集 A 中的一个样本点出现时，称事件 A 发生。显然Ω为必然事件，Φ为不可能事

件。 

三、随机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 

（一）随机事件间的关系 
1．包含：若事件 A 发生必导致事件 B 发生，则称事件 B 包含事件 A，或称 A 是 B 的子事件，

记作 BA⊂ ，或 AB⊃ 。 
2．相等：若 BA⊂ 且 AB⊃ ，则称事件 A 与 B 相等，记作 A=B。其直观意义是事件 A 与 B 的

样本点完全相同。 
（二）随机事件的运算 
1．事件的和（并） 
若事件 A 和事件 B 至少有一个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 B 的和事件，记作 BA∪ 或

BA + 。事件 BA∪ 是属于 A 或属于 B 的样本点组成的集合。 
2．事件的差 
若事件 A 发生而事件 B 不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差，记作 A-B。 
3．事件的积（交）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同时发生，则称这样的事件为事件 A 与事件 B 的积，记作 AB 或 A∩B。 
4. 互不相容事件(或互斥事件)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不能同时发生，即 Φ=AB  (即 A 与 B 同时发生是不可能事件)，则称事件

A 与 B 是互不相容(互)事件。其直观意义是事件 A 与 B 没有公共样本点。 
5．对立事件（或互逆事件） 
在每次试验中，若事件 A 与事件 B 必有一个发生，且仅有一个发生，则称事件 A 与 B 为对立

事件或互为逆事件。即有： Φ=AB ，且 Ω=+ BA 。事件 A 的对立事件记为 A。 

6．完备事件组：若事件 nAAA L,, 21 两两互不相容，且每次试验必出现且只出现一个，则称

nAAA L,, 21 构成一个完备事件组。完备事件组中事件个数可以是有限个，也可以是可数个。 

（三）随机事件的运算规律 
对于任意事件 A,B,C 有： 
1．交换律：A+B=B+A；AB=BA 
2．结合律：A+B+C=A+(B+C)=(A+B)+C；ABC=A(BC)=(AB)C 
3．分配律：A(B+C)=AB+AC；A(B-C)=AB-AC 
4．对偶律(德摩根律)： BABA ⋅=+ ； BA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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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对偶律都可推广到任意多个事件的情形。 
（四）随机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综合应用 

第二节  概率的定义 

一、概率的统计定义 

（一）频率的稳定性 
考虑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的 S 轮试验，事件 A 在各轮试验中的频率形成一个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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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轮试验次数 1n , 2n ,…, sn
充分大时，在各轮试验中事件 A 出现的频率之间、或者它们与

某个平均值相差甚微. 
（二）概率的统计定义 
在实际中，当概率不易求出时，人们常取实验次数很大时事件的频率作为概率的估计值，这种

确定概率的方法称为频率方法。 

二、概率的古典定义 

（一）古典概型 
若一个随机试验的结果只有有限个，且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都相同，则称这样的试验为古典型

随机试验(或称古典概型)。 
（二）古典概率定义 
对于古典概型试验中的事件 A，其概率为： 

样本空间中样本点数

中包含的样本点数AAP =)(  

（三）古典概型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1．一次抽取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2．不放回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3．有放回试验中事件概率的计算 

三、概率的公理化定义与性质 

（一）概率的公理化定义 
公理 1：任一事件的概率介于 0 和 1 之间    
公理 2：样本事件空间的概率为 1 

公理 3：若可列个事件 nAAA L,, 21 两两互不相容，则和事件的概率等于各事件的概率之和 

这里事件个数可以是有限或无限的. 
（二）概率的性质 

性质 1：对任一事件 A ，有 )(1)( Ap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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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2：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 0，即 0)( =ΦP  

性质 3：设Ａ、B 是两个事件，若 BA ⊂ ，则有 
       )()( BpAp ≤ ； )()()( ApBpABp −=−  

性质 4：概率具有有限可加性，即若 nAAA L,, 21 两两互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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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5：对任意两个事件 A、B，有 )()()()( ABpBpApBAp −+=+   

推广： )()]()()([)()()()( ABCPBCPACPABPCPBPAPCBAP +++−++=++  

第三节  条件概率与全概公式 

一、条件概率 

（一）条件概率的概念 
在解决许多概率问题时，往往需要在有某些附加信息(条件)下求事件的概率.如在事件 B 发生的

条件下求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将此概率记作 P(A|B)，称作条件概率.一般 P(A|B) ≠ P(A)。 
（二）条件概率的定义 
对于任意两个事件 A 与 B，其中 P(A)>0 ，则事件 B 在事件 A 发生的条件下的条件概率为： 

                           
)(
)(

)(
AP

ABP
ABP =  

（三）条件概率的性质 
设 B 是一事件，且 P(B)>0,则 
1.对任一事件 A，0≤P(A|B)≤1； 
2.P(S|B) =1； 
3.设 A1,…,An 互不相容，则 P[(A1+…+An )|B] = P(A1|B)+ …+P(An|B)。 
（四）条件概率的计算 

二、乘法公式 

（一） )/()()( ABpApABp = ； )/()()( BApBpABp =  

（二） )/()/()()( 12112121 −= nnn AAAApAApApAAAp LLL  

（三）乘法公式应用实例 

三、全概公式与贝叶斯公式 

（一）全概公式 

设 nAAA L,, 21 是一个完备事件组，且 0)( >iAP ，则对任一事件 B (P(B)＞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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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贝叶斯公式(逆概公式) 

设 nAAA L,, 21 是一个完备事件组，且 0)( >iAP ，则对于任一事件 B(P(B)＞0)，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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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概公式与贝叶斯公式综合应用 

第四节  贝努利概型 

一、随机事件的独立性 

（一）两事件的独立 
对于两个事件 A 与 B，若 P(AB)=P(A)P(B)，则称事件 A 与 B 独立。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独立，则事件 A 与 B ， A 与 B， A 与 B 也相互独立。 
（二）多个事件的独立 

对于任意 n 个事件 nAAA L,, 21 ，若其中任两个事件均相互独立，即对于任意整数 )1( nkk ≤<

和任意 k 个整数 kiii ,,, 21 L   ),1( 21 niii k ≤<<<≤ L 都有 

)()()()(
2121 kiiikiii APAPAPAAAP LL =  

成立，则称这 n 个事件 nAAA L,, 21 相互独立。 

注意： 

若 nAAA L,, 21 相互独立，则其中任意的 )1( nkk ≤< 个事件也相互独立。特别当 k＝2 时，

它们中的任意两个事件都相互独立(称为两两独立)。但 n 个事件两两独立不能保证这 n 个事件相互

独立。实际问题中，往往根据问题的实际意义来判定独立性。 
（三）事件独立在概率计算中的应用 

 二、贝努利概型 

（一）独立重复试验 
在两个或多个独立试验中，若同一事件在各个试验中出现的概率相同，则称它们是独立重复试

验。 
（二）贝努利概型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随机试验，称为 n 重贝努利试验。 
1．试验可以独立重复的进行 n 次； 
2．试验只有 A 与 A 两个结果； 
3．每次试验中，试验 A 出现的概率不变，即 )10()( <<= ppAP 为常数； 

在 n 重贝努利试验中，事件 A 出现 k (0≤k≤n)次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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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ppCkP knkk
nn ,,2,1,0,)1()( L=−= −  

此公式称为二项概率公式。 
（三）贝努利概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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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一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10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变量的概念，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概念及其性质； 
2.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离散型随机变量常见分布； 
3.连续性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函数，连续性随机变量常见的分布； 
4.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的概念，掌握其性质； 
2.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其分布列的概念和性质； 
3.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其概率密度函数的概念和性质； 
4.会利用分布列、概率密度函数及分布函数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5.熟练掌握二项分布，泊松(Pisson)分布，正态分布，了解均匀分布和指数分布； 
6.会求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本章重点与难点：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分布函数、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密度函数、二项分布、 
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及其查表计算。 
本章重点与难点： 
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求法，密度函数的概念，随机变量及其函数的分布求法。 
学时分配：10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习题四 

第一节  随机变量与分布函数 

一、随机变量的概念 

（一）随机变量的定义 
设 E 为随机试验，它的样本空间为Ω={ω}。若对于每一个样本点ω∈Ω，都有唯一确定的实 
数 X (ω)与之对应，则称 X(ω)是一个随机变量(可简记为 X)。常用大写字母 X，Y，Z 等表示。 
（二）引入随机变量的意义 
（三）随机变量的分类 
1．离散型随机变量与非离散型随机变量（主要是连续型随机变量） 
2．一元随机变量与多元随机变量 

二、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一）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定义 
对于随机变量 X 和任意实数 x，称函数 )()( xXPxF ≤= 为随机变量 X 的分布函数。它在点 x

处的值是事件{X≤x}的概率。 
（二）分布函数 )(xF 的性质 
1. )(xF 是单调不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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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F 右连续，即对任意的 0x ∈R，有 )()(lim)( 0
0

xFxFxF
xx

==
+→

 

3． 0)(lim)( ==−∞
−∞→

xFF
x

， 1)(lim)( ==+∞
+∞→

xFF
x

 

第二节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定义 
1．一个随机变量的一切可能的取值为有限个或可列无穷多个，则称它为离散型随机变量。 

2．X 是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其一切可能值为 },,,{ 21 LL nxxx ，且 X 取各值时的概率为 

,,2,1,}{ L=== kpxXP kk  

其中 ),2,1(0 L=≥ kpk ，且 1
1

=∑
∞

=k
kp ，则称上式为 X 的概率分布，常记为 

⎭
⎬
⎫

⎩
⎨
⎧

L

L

L

L

n

n

p
x

pp
xx

X～
21

21  

3．对于任意实数 ba < ，有 ∑
≤≤

==≤≤
bxa

k
k

xXPbXaP )()(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表示方法 
1．列表法 
2．图示法 
3．公式法 
（三）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二、几种重要的离散型随机变量 

（一）超几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nk
C
CC

kXP n
N

kn
MN

k
M ,,1,0)( L===

−
−  

其中 N,M,n 均为正整数，且 NnNM ≤≤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N,M,n 的超几何分布。 
（二）几何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10,,2,1)1()( 1 <<=−== − pkppkXP k L  

则称 X 服从几何分布。 
（三）二项分布 
设事件 A 在任一次试验中出现的概率为 P，则在 n 重伯努利试验中事件 A 发生的次数 k 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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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1,2，…,n,且它的概率分布为 nkppCkXP knkk
n L,3,2,1)1()( =−==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n,p 的二项分布，记为 ),( pnBX～  
（四）泊松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λ
κ

κ
λ −

!
== ekXP )( ，k＝0,1,2, …, （ 0>λ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 

三、几个分布之间的关系 

（一）二项分布与超几何分布 
当 N,M 充分大，而 n 相对 N 充分小时，超几何分布与二项分布有如下的近似： 

kn
k

k
nn

N

kn
MN

k
M

N
M

N
MC

C
CC −

−
− −⎟

⎠
⎞

⎜
⎝
⎛≈ )1(  

（二）二项分布与 0—1 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nXXX ,,, 21 L 相互独立，且都服从 0—1 分布，则 nXXX +++ L21 服从二项分布

B(n,p) 
（三）二项分布与泊松分布 
如果 X 服从二项分布 B(n,p)，且 n 充分大（n≥100）,p 充分小（p<0.1）,而 np 适中，则有

如下近似公式： nke
k

npppC np
k

knkk
n L,3,2,1,0

!
)()1( =≈− −−  

第三节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一、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 

（一）问题引入 
（二）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密度函数的定义 
对于随机变量 X，其分布函数为 )(xF ，如存在非负可积函数 )(xf ,使得对于任意实数 x，有      

∫ ∞−
=

x
dttfxF )()( ，则称 X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 )(xf 称为 X 的概率密度函数。 

（三）概率密度函数的性质 
性质 1： +∞<<∞≥ xxf -0)( ， ； 

性质 2： 1)( =∫
+∞

∞−
dxxf ； 

性质 3：对于任意实数 )(, baba < ，都有 ∫=≤<
b

a
dxxfbXaP )()(  

注意： 
连续型随机变量 X 取任何给定值的概率等于 0，则 { } 0== aXP 。所以有 

)()()()()( bXaPbXaPbXaPdxxfbXaP
b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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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与概率密度的关系 
对于一个随机变量 X，其分布函数 )(xF 与概率密度 )(xf 之间有如下关系： 

对于 )(xf 的任一连续点 x，均有
dx

xdFxFxf )()()( =′=  

二、几种重要的连续型随机变量 

（一）均匀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

，

其他0

ba1
)(

x
abxf  

则称 X 在区间 ),( ba 内服从均匀分布，记为 X～ ),( ba ,其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bx

bxa
ab
ax

ax

xF

1

,0

)(  

（二）指数分布 

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

，，

，，

00
0

)(
x

xe
xf

xλλ
 

则称 X 为服从参数为λ（λ >0）的指数分布，记为 X～ )(λe ,其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00
01

)(
x

xe
xF

xλ

 

（三）正态分布 

1.如果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2

2

2
)(

2
1)( σ

μ

σπ
ϕ

−
−

=
x

ex ,  Rx∈ 。 

则称 X 服从参数为 2,σμ 的正态分布，记为 X～N（ 2,σμ ），其中参数μ ∈R， 0>σ 。 

2.正态概率密度函数
2

2

2
)(

2
1)( σ

μ

σπ
ϕ

−
−

=
x

ex 的图形是一条钟罩形曲线，称之为正态曲线。 

它有如下性质： 
性质 1：曲线关于直线 μ=x 对称； 

性质 2：当 μ=x 时， )(xϕ 达到 大值
σπ2

1
； 

性质 3：曲线以 x 轴为渐近线； 
性质 4：当 σμ ±=x 时，曲线有拐点； 
性质 5：若固定 μ ，改变σ 的值，σ越小，曲线“越瘦越高”；σ越大，曲线“越矮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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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正态分布 
当μ ＝0,σ ＝1 时，称 X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记为 X～N（0,1） 

标准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和分布函数分别用 )(0 xϕ 和 )(0 xΦ 表示，即 

Rxex
x

∈=
−

,
2
1)( 2

0

2

π
ϕ  

 ∫ ∞−
=Φ

x

O dtx (t) )(0 ϕ ＝ ∫ ∞−

−x
t

dte 2

2

2
1
π

, Rx∈ 。 

4.正态分布的性质 

性质 1：对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X，其密度函数 )(0 xϕ 是偶函数； 

性质 2：如果随机变量 X～N（ 2,σμ ），则
σ
μ−X ～N（0,1）； 

性质 3：设 X～N（0,1），对于给定的 )10(, << aa ； 

如果 αμ 满足 αϕ
α

α ==> ∫
+∞

Z
dxxZXP )()( 0

，即 αα -1)(0 =Φ Z ，则称 αZ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上

侧α分位数；如果 αZ 满足 ( ) ααα −=−Φ−Φ 1)(00 ZZ ，则称 αZ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双侧分位数. 

5．正态分布的概率计算及应用 

第四节  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一、问题的提出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设 X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为 L,2,1)( === kpxXP kk  

则随机变量函数 )(XgY = 取值 )( kxg 的概率为 L,2,1))(( === kpxgYP kk  

如果函数值 )( kxg 中有相同的数值，则将它们相应的概率之和作为随机变量 )(XgY = 取该值的

概率，就可以得到 )(XgY = 的概率分布。 

三、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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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二维随机向量的联合分布函数与边缘分布函数 
2．二维离散型随机向量及其概率分布 
3．二维连续型随机向量及其分布 
4．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定义及其判别 
5．机变量的简单函数的概率分布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的概念、性质及其两种基本形式：

离散型联合分布律和连续型联合概率密度，并会用他们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2．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的概念

及其性质，并掌握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联合分布的关系； 
3．理解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的概念,熟练掌握应用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并进行概率计算； 
4．会求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简单函数的分布，会求两个随机变量的和的分布， 大值及 小

值的分布； 
5．知道二维均匀分布, 二维正态分布。 
重点与难点：联合分布、边缘分布及其求法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 

第一节  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一、二维随机向量及其分布函数的概念 

设二元函数 ),( 21 XXF ＝ ),( 2211 xXxXP ≤≤ 为二维随机变量 21, XX 的分布函数或随机变量

21 , XX 的联合分布函数。 

二、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与边缘概率分布 

(一) 联合概率分布 
设 X 和 Y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其可能的取值分别为{xi}和{yi},则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分布表示

为： L,2,1,),( ==== jipyYxXP ijji ，其中 0≥ijp ，∑∑ =
i j

ijp 1。 

（二）边缘概率分布 

分别称 L,2,1,)( === ∑ jipxXP
j

iji  

L,2,1,)( === ∑ jipyYP
i

ijj  

为 X 和 Y 关于其联合分布的边缘概率分布。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和边缘分布用下面的表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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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  2y  … jy  … )( ixXP =  

1x  11p  12p  … jp1
 … ∑

=1
1

j
jp  

2x  21p  22p  … jp2  … ∑
=1

2
j

jp

M M M M M M M 

ix  1ip  2ip  … ijp  … ∑
=1j

ijp  

M M M M M M M 

)( iyYP =  ∑
=1

1
i

ip  ∑
=1

2
i

ip  
… ∑

=1i
ijp  

… 1 

 

三、条件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 

（一）条件概率分布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分布为： 

L,2,1,),( ==== jipyYxXP ijji  

对于给定的 j，如果 0)( >= jyYP ,则称 

L,2,1,
}{

},{
)(

.

==
=

==
=== ji

p
p

yYP
yYxXP

yYxXP
j

ij

j

ji
ji , 

为在条件 jyY = 下的 X 的条件概率分布。 

（二）随机变量独立 

设 ( )YX , 是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如果有 

),2,1,()()(},{ L====== jiyYPxXPyYxXP jiji  

则称 X 与 Y 是相互独立的. 

四、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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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与边缘分布 

一、联合概率密度与边缘概率密度 

（一）联合概率密度 
设 X 和 Y 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联合分布函数为 F(X,Y)，如果存在非负可积函数 )( yxf ， ，使

得对任意实数 x 和 y ，均有 F(X,Y)＝ ∫ ∫∞− ∞−

y x
dudvvuf ),(  

则称 )( yxf ， 为二维随机变量(X,Y)的概率密度或随机变量 X 和 Y 的联合概率密度. 
（二）联合概率密度的特征 
1． )( yxf ，  ≥0 

2． 1),( =∫ ∫
+∞

∞−

+∞

∞−
dxdyyxf  

3．如果 )( yxf ， 在点 ( )yx, 处连续，则
yx

yxFyxf
∂∂

∂
=

),(),(
2

 

4．(X,Y)落在 xOy 平面上区域 G 内的概率为 ∫∫=∈
G

dxdyyxfGYXP ),(}),{( 。 

(三) 边缘概率密度 

随机变量 X 与 Y 的概率密度 )(xf X 和 )(yfY 可以由其联合概率密度 ),( yxf 得到 

dyyxfxf X ∫
+∞

∞−
= ),()( ， dxyxfyfY ∫

+∞

∞−
= ),()(  

它们分别称为联合概率密度 ),( yxf 的边缘概率密度。 

二、条件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 

（一）条件概率密度 

设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X 与 Y 的联合概率密度为 ),( yxf ，X 的边缘概率密度为 )(xf X 。若

对于任意的 x， 0)( >xfX ，则称
)(
),()(

xf
yxfxyf

X
XY = ， Ry∈ 为 Y 在条件 xX = 下的条件概率密

度。 

同样可以定义 X 在条件 yY = 下的条件概率密度 )( yxf YX 为： 

                Rx
yf
yxfyxf

Y
YX ∈= ,

)(
),()(  

（二）联合概率密度与条件概率密度和边缘概率密度之间有如下关系： 

)()()()(),( yxfyfxyfxfyxf XYYX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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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机变量独立 

设 ( )YX ,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如果有 )()(),( yfxfyxf YX= ，则称 X 与 Y 是相互独立的。 

三、几种重要的二维连续型随机向量 

（一）二维均匀随机向量 
（二）二维正态随机向量 

四、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一）随机变量和的分布 
设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 ),( YX 的联合概率密度为 ),( yxf ，则 YXZ += 的概率密度为 

∫∫
+∞

∞−

+∞

∞−
−=−= dyyyzfdxxzxfzf Z ),(),()(  

如果随机变量 X 与 Y 独立，则上式可化为 

∫∫
+∞

∞−

+∞

∞−
−=−= dyyfxzfdxxzfxfzf YXYXZ )()()()()(  

其中 )(xf X 和 )(yfY 分别为 X与 Y的边缘概率密度。上面的公式称为卷积公式，并记 YX ff ∗ ，

即     =∗ YX ff ∫∫
+∞

∞−

+∞

∞−
−=−= dyyfxzfdxxzfxf YXYX )()()()(  

（二）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设二维随机变量 ),( YX 的概率密度为 ),( yxf ，则随机变量函数 ),( YXgZ = 的分布函数为

dxdyyxfzZPzF
zyxg

Z ∫∫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853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随机变量数学期望的定义及其性质，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2．随机变量方差的定义及其性质 
3．协方差，相关系数的定义与计算公式 
4．几种重要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数学期望与方差的概念，掌握他们的性质与计算方法； 
2．会计算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3．熟记二项分布，泊松分布，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知道均匀分布，指数分布的数学

期望与方差； 
4．了解协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掌握他们的性质与计算方法。 
重点与难点：期望、方差及其性质和计算， 
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二、习题三 

第一节  数学期望 

一、数学期望的概念 

（一）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设离散型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为 kk pxXP == }{     k=1,2,…， 

如果无穷级数∑
∞

=1k
kk px 绝对收敛，则称此级数的和为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或均值)，记作

E(X)或 EX，即 ∑
∞

=

=
1k

kk pxEX 。 

(二)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设连续型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密度为 )(xf ，如果广义积分 ∫
+∞

∞−
dxxxf )( 绝对收敛，则称此积分

值为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记作 EX，即 ∫
+∞

∞−
= dxxxfEX )( 。 

如果上述级数或积分不绝对收敛，则称此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不存在。 

二、数学期望的性质 

（一）对于常数 C，有 EC=C 
（二）对于常数 C 及随机变量 X，有 E(CX)=CE(X) 
（三）设 X 和 Y 为两个随机变量，则 E(X+Y)=E(X)+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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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随机变量 X 和 Y 独立，则 E(XY)=E(X)E(Y) 

三、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设 )(xgy = 为连续函数，而 X 是任一随机变量，则随机变量 )(XgY = 的数学期望可以通过

随机变量 X 的概率分布直接求出：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Xdxxfxg

XxXPxg
XEgEY k

kk

)()(

}{)(
)(  

对于二元函数 ),( YXgZ = ，仍有类似公式： 

⎪
⎩

⎪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YXdxdyyxfyxg

YXyYxXPyxg
YXEgEZ

ji
i j

ji

,)),(),(

,},{),(
),(  

四、条件期望 

五、数学期望的应用 

第二节  方  差 

一、方差的概念及其简化计算公式 

设 X 是一随机变量，如果数学期望
2)( EXXE − 存在，则称之为 X 的方差，记作 DX。 

DX 称为 X 的标准差。 

计算方差的简便公式是： 22 )(EXEXDX −=  

二、方差的性质 

（一）设 C 是常数，则 DC=0 

（二）设 X 是随机变量，C 是常数，则 D(X+C)=DX， DXccXD ⋅= 2)(  

（三）设随机变量 X 与 Y 相互独立，则 DYDXYXD +=± )(  

（四） 0≥DX ，并且 DX=0 当且仅当以概率 1 取常数，即 1}{ == cXP ，其中 EXc =  

三、常用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一）如果 X 是服从 0—1 分布的随机变量，即 1,0,)1(}{ 1 =−== − kppkXP kk  

则 pEX = , )1( ppDX −=  

（二）如果 X～ ),( pnB ，则 npEX = ， )1( pnp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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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 X～ )(λP ，则 λ== DXEX  

（四）如果 X～ ),( baU ，则
2

baEX +
= ，

12
)( 2abDX −

=  

（五）如果 X～ )(λe ，则
λ
1

=EX ，
2

1
λ

=DX  

（六）如果 X～ ),( 2σμN ，则 μ=EX ， 2σ=DX  

四、随机变量的标准化 

)1,0(~),,(~ 2 NXNX
σ
μσμ −

则若  

第三节  协方差及相关系数 

一、协方差的概念及其计算 

随机变量 X 和 Y 的协方差定义为 
=),cov( YX EYEXXYEEXYEXXE ⋅−=−− )())((  

⎪
⎩

⎪
⎨

⎧ ==
=

∫ ∫

∑∑
∞+

∞−

∞+

∞−
是连续的，

是离散的，

其中

YXdxdyyxxyf

YXyYxXPyx
XYE

ji
i j

ji

,),(

,},{
)(  

二、相关系数的概念及其计算 

随机变量 X 和 Y 的相关系数定义为 

DYDX
EYEXXYE

DYDX
YX

⋅
⋅−

=
⋅

=
)(),cov(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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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教学大纲 

第五章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4 学时） 

本章知识点： 
切比雪夫不等式 
2．贝努里大数定律和切比雪夫大数定律 
3．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和德莫弗--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 
2．了解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及贝努里大数定律； 
3．理解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德莫佛──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并会用相关定理近

似计算有关随机事件的概率； 
4．网上搜索相关数理统计学家的资料，熏陶学生的科学研究精神。 
重点与难点：中心极限定理的实质及其应用， 
学时分配：4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五 

第一节  大数定律 

一、切比雪夫不等式 

（一）切比雪夫不等式 
设随机变量 X 有期望 EX 和方差 DX ，则对于任给ε> 0， 

2}|{|
ε

ε DXEXXP ≤≥−有 ，
21}|{|

ε
ε DXEXXP −≥<−或  

（二）切比雪夫不等式应用 

二、大数定律 

（一）依概率收敛 

对于随机变量序列 1X , 2X ,…, nX …,如果存在一个常数 A，对于任意给定的 0>ε ，总有 

1}{lim =<−
∞→

εAX nn
，则称随机变量列 1X , 2X ,…, nX …依概率收敛于 A，记作 AX P

n ⎯→⎯ 。 

（二）切比雪夫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序列，各有数学期望 EXi 和有限的方差，并且方差有

共同的上界，即 D(Xi) ≤l，i=1,2, …，则对任意的ε>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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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lim
1 1

=<−∑ ∑
= =

∞→
ε

n

i

n

i
iin

EX
n

x
n

P  

（三）独立同分布的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并且具有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若期望 μ=iEX 和方差

2σ=iDX 存在（ i ＝1,2,…,），则对于任意 0>ε ,有 

1}1{lim
1

=<−∑
=

∞→
εμ

n

i
in

x
n

P 。即 px
n

X P
n

i
i ⎯→⎯= ∑

=1

1
 

（三）贝努里大数定律 
在独立试验序列中，当试验次数 n 无限增大时，事件 A 的频率 X/n（X 是 n 次试验中事件 A

发生的次数）依概率收敛于它的概率 )(APp = 。即对于任意 0>ε ，有 

1}{lim =<−
∞→

εP
n
XP

n
 

贝努里大数定律表明，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n 次重复独立试验，当 n 充分大时，随机事件 A 发

生的频率稳定在事件 A 发生的概率 P(A)附近，即贝努里大数定律是反映频率稳定性的数学定理。 
（四）辛钦大数定律 

设 1X , 2X ,…, nX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只要数学期望 μ=iEX ( i =1,2,…)存在，

则对于任意 0>ε ，有 1}1{lim
1

=<−∑
=

∞→
εμ

n

i
in

x
n

P  

第二节  中心极限定理 

一、中心极限定理的客观背景 

二、李雅普诺夫定理 

（一）李雅普诺夫定理 

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列，其数学期望 iiEX μ= 和方差 +∞<= 2
iiDX σ ( i＝

1,2,…)，若每个 iX 对总和 n

n

k
k XXXX +⋅⋅⋅++=∑

=
21

1

影响不大，令 2/1

1

2)(∑
=

=
n

k
inS σ ，则有： 

∫∑ ∞−

−

=
∞→

=<−
x

tn

i
in

n
n

dtexX
S

P 2

1

2

2
1})(1{lim
π

μ
 

（二）推论：列维.林德伯格（Levy－Lindberg）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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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X , 2X ,…, nX …是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列，其数学期望 μ=iEX 和方差 02 ≠=σiDX 均存

在， i＝1,2,…，当 n 充分大时， n

n

k
kn XXXXY +⋅⋅⋅++==∑

=
21

1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 

即对于任意实数 x，有 ∫
∑

∞−

−=

∞→
=<

−
x

t

n

i
i

n
dtex

n

nX
P 21

2

2
1}{lim
πσ

μ
 

三、拉普拉斯定理 

（一）棣莫弗-拉普拉斯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和 p 的二项分布，即 X～B(n,p)， )10( << p ，则对于任意正数 x，

有 

∫ ∞−

−

∞→
=≤

−

− x
t

n
dtex

pnp
npXP 2

2

2
1}

)1(
{lim

π
 

即当 n 很大时，二项分布以正态分布为极限 )1(, 2 pnpnp −== σμ 。 

（二）拉普拉斯局部极限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p（0<p<1）的二项分布，则对任意 x，有 

knkk
n qpCkXP −== )( 2

2

2
)(

2
1 σ

μ

σπ

−
−

≈
x

e ， npqnp == 2,σμ其中：  

（三）拉普拉斯积分极限定理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参数 n, p（0<p<1）的二项分布，则对任意 x，有 

knkk
n

k
qpCbXaP −∑=<< )( )()( 00 npq

npa
npq

npb −
Φ−

−
Φ=  

四、中心极限定理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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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理统计初步（4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总体和样本，样本的联合分布 
2．统计量与样本的数字特征 
3．SPSS 软件简介及初步使用 
4．数据整理与数据描述性分析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总体，个体，样本，统计量； 
2．了解经验分布函数和直方图的作法； 
3．掌握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 
4．了解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及数据特征的度量指标； 
5．掌握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的初步方法； 
重点与难点：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矩的计算、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学时分配：4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七 

第一节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一、总体与样本 

（一）总体与个体：研究对象的全体称为总体，组成总体的每个基本单元称为个体或样品。 
（二）样本、简单随机样本、样本容量及样本观测值 
按一定规定从总体中抽出的一部分个体，所谓“按一定规定”是指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均有同

等的被抽出的机会，也可以说 n 个独立且与总体 X 同分布的随机变量 ),,( 1 nXX L 为来自总体 X 的

一个简单随机样本，简称为样本或一组样本， ),,1( niX i L= 称为第 i 个样本，n 称为样本容量。样

本的具体观测值 ),,( 1 nxx L 称为样本值。对于总体 X 的 n 次独立重复观测，称作来自总体 X 的 n

次简单随机抽样。 
（三）总体、样本、样本值的关系 

二、理论分布与经验分布 

（一）理论分布 
（二）经验分布 

设 nxxx ,,, 21 L 为来自总体 X 的一组样本观察值，将其按大小顺序重新排列为 

***
21 n

xxx ≤≤≤ L
 

对于任意实数 x，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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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1

*

*

,1

)1,,2,1(,

,0

)(

1

n

kkn

xx

nkxxx
n
k

xx

xF L  

为总体 X 的经验分布函数。 
（二）样本分布函数 

三、样本的数字特征 

设 ),,( 1 nXX L 是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 

（一）样本均值： ∑
=

=
n

i
iX

n
X

1

1  

（二）样本方差： )(
1

1)(
1

1 2

1

2

1

22 XnX
n

XX
n

S
n

i
i

n

i
i −

−
=−

−
= ∑∑

==

，S 称为样本标准差。 

（三）样本 k 阶原点矩： ,
1

2∑
=

=
n

i
ik XA    L,2,1=k  

（四）样本 k 阶中心矩： ∑
=

−=
n

i
ik XXB

1

2)( ， L,2,1=k  

第二节  SPSS 软件简介及简单运用 

一、SPSS 软件简介 

二、建立 SPSS 数据文件的方法 

三、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简单操作步骤 

四、数据整理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法 
1．统计表 
（1）数据不分组的频次分布表 
（2）数据分组的频次分布表 
（3）数据交叉分布表 
2．统计图 
（1）饼图 
（2）条形图 
（3）直方图 
（二）数据特征的度量指标 
1．集中趋势的度量 
2．离散趋势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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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抽样分布（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统计量及抽样分布的定义 
2．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样本方差的分布 

3．三个重要抽样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统计量的概念； 
2．掌握几种常用的抽样分布及其结论； 
3．理解正态总体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分布的有关定理； 

4．理解三个重要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5．掌握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构成模式； 

6．理解分位数的概念，掌握几种重要分布的分位数及查表计算法。 

重点与难点：常用的抽样分布及其结论、三个重要分布 2χ 分布，t 分布，F 分布的定义及其性

质、几种重要分布的分位数概念及查表计算法 
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七 

第一节  统计量及其分布 

一、统计量及抽样分布的概念 

完全由样本决定的量，叫做统计量。统计量只依赖于样本，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其他未知的量，

特别是它不能依赖于总体分布中所包含的未知参数。 
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它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分布称为抽样分布。 

二、正态总体的重要的抽样分布定理 

（一）一个正态总体 

设总体 X～ ),( 2σμN ， nXX ,,1 L 是来自 X 的简单随机样本，X 和
2S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

差。 
1．样本线性和的分布 

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Xi 服从正态分布 ),( 2
iiN σμ ，则它们的线性函数 

不全为零）i

n

i
ii aXa (

1
∑
=

=η ，也服从正态分布， ∑ ∑
=

==
n

i
iiii aDaE

1

22, σημη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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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本均值的分布 

X ～ ),(
2

n
N σμ ，即 )1,0(~ N

n

X
σ

μ−  

（二）两个正态总体样本均值差的分布 

设总体 ),(~ 2
11 σμNX ，总体 ),(~ 2

22 σμNY ， mXX ,,1 L 和 nYY ,,1 L 是分别来自总体 X 和总体

Y 的简单随机样本，
2, XSX 和

2, YSY 是相应的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则样本均值差的分布为 

),(~
2
2

2
1

21 nm
NYX σσ

μμ +−−  

三、三个重要抽样分布的定义及其性质 

（一）卡方分布（
2χ 分布） 

1．卡方分布的定义 

设 nXX ,,1 L 为n个来自标准正态总体的一个样本，则称 22
1 nXXX L+= 服从自由度为n的

2χ

分布，记为 X ～ )(2 nχ ，其概率密度为： 

⎪
⎪
⎩

⎪⎪
⎨

⎧

≤

Γ=

−−

0,0

0,
)

2
(2

1

)(

2
1

2

2

x

xex
nxf

xn

n f

 

2．定理 

（1）设 X 服从正态分布 N(0,1), 则随机变量 X2 服从 )1(2χ 分布。 )1(~ 22 χχ即： 。 

（2）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都服从正态分布 N(0,1)，则随机变量 

22
2

2
1

2
nXXX +++= Lχ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2χ 分布。 

3． 2χ 分布的性质—
2χ 分布具有可加性 

如果 X～ )(2 mχ ，Y～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 X+Y～ )(2 nm +χ . 

4．推论 

（1）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正态分布 ),,( 2σμN 则 )(~)(1 2

1

2
2

2 nX
n

i
i χμ

σ
χ ∑

=

−=  

（2）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 (0,1)，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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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X

n
X

1

1
相互独立与∑

=

−
n

i
i XX

1

2)( ，且 )1(~)( 2

1

2 −−∑
=

nXX
n

i
i χ  

（3）设 nXXX ,,, 21 L 相互独立, 都服从正态分布 ),,( 2σμN 则有 

∑
=

=
n

i
iX

n
X

1

1
相互独立与∑

=

−
n

i
i XX

1

2)( ，且有 )1(~)(1 2

1

2
2 −−∑

=

nXX
n

i
i χ

σ
 

（4）样本方差的分布 

设 nXXX ,,, 21 L 是取自正态总体 ),( 2σμN 的样本， 2SX和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则有 

相互独立和 2SX ，且 )1(~)1( 2
2

2

−
− nSn χ
σ

。 

5． 2χ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X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2χ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χ => )}({ 2 nXP a 的 )(2 naχ 为 )(2 nχ 的上侧分位数。 

（二）t 分布 
1．t 分布的定义 

(1) 设随机变量 X～ )1.0(N ，Y )(~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称随机变量

n
Y
XT =  服

从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记作 T～ )(nt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Rx
n
x

nn

n

xf
n

∈+
Γ

+
Γ

=
+

−
,)1(

)
2

(

)
2

1(
)( 2

12

π
 

(2) 具有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的随机变量 T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为： 
E(T)=0，D(T)= n / (n-2)。 对 n >2 
2．t 分布的性质 

(1) t 分布的密度函数关于 x=0 对称，且 0);(lim =
∞→

nxf
x

 

(2) 当 )( nt 的自由度 n 非常大时， )( nt 分布趋近于标准正态分布(但当 n 较小时，t 分布与标

准正态分布相差很大)，即 )(
2
1)(lim 0

2

2

xexf
x

n
ϕ

π
==

−

∞→
 

3．定理 

（1）设 nXXX ,,, 21 L 是取自正态总体 ),( 2σμN 的样本， 2SX和 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则有 )1(~ −
− nt

nS
X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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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总体样本均值差的分布 

，，设 ),(~),(~ 2
2

2
1 σμσμ NYNX 且 X 与 Y 独立，

1
,,, 21 nXXX L 是取自 X 的样本， 

2
,,, 21 nYYY L 是取自 Y 的样本， YX和 分别是这两个样本的样本均值，

2
2

2
1 SS 和 分别是这两个

样本的样本方差，则有 )2(~
11

2
)1()1(

)(
21

2121

2
22

2
11

21 −+

+
−+
−+−

−−− nnt

nnnn
SnSn

YX μμ  

4．t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T 服从自由度为 n 的 t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α => )}({ ntTP 的 )(ntα 为 )( nt 的上侧分位数。 

由于 t 分布的概率密度是偶函数，故 =− )(1 nt α )(- ntα 。 

（三）F 分布 
1．F 分布的定义 

设随机变量 X～ )( 1
2 nχ ，Y～ )( 2

2 nχ ，且 X 与 Y 相互独立，则称随机变量

2

1

n
Y

n
X

T =  服从自由度为

),( 21 nn 的 F 分布，记作 F～ ),( 21 nnF 。其概率密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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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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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期望为：
2

)(
2

2

−
=

n
nXE ，若 n2>2，即数学期望并不依赖于第一自由度 n1. 

2．F 分布的性质 

如果 F～ ),( 12 nnF ，则
F
1

～ ),( 21 nnF  

3．定理：两总体样本方差比的分布 

，，设 ),(~),(~ 2
2

2
1 σμσμ NYNX 且 X 与 Y 独立，

1
,,, 21 nXXX L 是取自 X 的样本， 

2
,,, 21 nYYY L 是取自 Y 的样本， YX和 分别是这两个样本的样本均值， 2

2
2

1 SS 和 分别是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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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样本方差，则有 )1,1(~ 212
2

2
2

2
1

2
1 −− nnF

S
S

σ
σ

。 

4．F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设随机变量 F 服从自由度为 ),( 21 nn 的 F 分布，对于给定的 )10( << αα ，称满足条件 

αα => )},({ 21 nnFFP 的 ),( 21 nnFα 为 ),( 21 nnF 分布的上侧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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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参数估计（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点估计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2．参数的矩估计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均估计量的求法 
3．参数 大似然估计法的基本思想，及其 大似然估计的求法 
4．参数的区间估计方法 
本章基本要求： 
1．理解区间估计的优良标准：⑴可靠性；⑵精确性；掌握估计量的评价标准（无偏性、有效

性、一致性）； 
2．理解参数点估计的概念，熟练掌握求点估计的两种方法：矩估计法（一阶，二阶）与极大

似然估计法； 
3．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熟练掌握求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方差已知或未知)、方差、标准差

的的区间估计； 
4．掌握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各正态总体方差已知或各正态总体方差未知但相等)和方差比

的区间估计； 
5．解总体比率的近似区间估计。 
重点与难点： 
用极大似然法求估计量、区间估计公式的推导 
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八 

第一节  估计量的评价标准 

一、估计量好坏的评价标准 

（一）无偏性：若 θθ =ˆE 成立，则称θ̂ 为θ 的无偏估计。 

（二）有效性：设 1̂θ ， 2θ̂ 是θ 的两个无偏估计量，若 21
ˆˆ θθ DD ≤ ，则称 1̂θ 比 2θ̂ 有效。若在θ 的

一切无偏估计量中，θ̂ 的方差达到 小，则称θ̂ 为θ 的有效估计量。 

（三）一致性：若当 ∞→n 时，θ̂ 依概率收敛于θ ，即任给 ( ) 1ˆlim,0 =<−>
∞→

εθθε P
n

， 

则称θ̂ 为参数θ 的一致估计。 

二、获得估计量的方法 

（一）矩估计法：以样本矩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估计，以样本矩的函数作为相应的总体矩的同

一函数的估计。常用的是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值。 
1．矩估计法的基本原理 
其理论依据是大数定理。即样本矩依概率收敛于总体的相应矩，样本矩的连续函数依概率收敛

于相应总体矩的连续函数。 
2．矩估计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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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总体 X 中包含 k 个未知参数 kθθθ ，，， L21 ，则可建立如下 k 个方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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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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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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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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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n

i
i

XE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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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
n

A

EXX
n

A

LLLL

， 

上述方程的右端实际上包含有未知参数 kθθθ ，，， L21 。这是一个包含 k 个方程、k 个未知量

的方程组，从中解得： ),,,(ˆ
2111 nXXX Lθθ = ， 

),,,(ˆ
2122 nXXX Lθθ = ， 

…， ),,,(ˆ
21k nk XXX Lθθ = ， 

它们就是参数 kθθθ ，，， L21 的矩估计量。 

3．样本均值、方差的矩估计 

当 22 ,),,( σμσμX～ 未知时，其矩估计量分别为 ∑
=

−==
n

I
i XX

n
X

1

22 )(1ˆ,ˆ σμ  

（二）极大似然法 

利用总体 X 的分布 ),,,;( 21 kxF θθθ L 的已知表达式及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来建立未知参数 iθ

的估计量 ),,2,1(),,,,(ˆ
21ii kiXXX n LL == θθ 的一种基于极大似然原理的统计方法。对于离散型

随机变量就是估计概率函数中的参数θ ；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就是估计概率密度中的参数θ 。 
求极大似然估计(MLE)的一般步骤： 

1．似然函数：设总体 X 概率函数为 ),( θxf ， nXX ,,1 L 为来自总体的一组简单随机样本，则

称函数 )();()( 1 θθθ ；nXfXfL L= 为似然函数，称函数 )(ln θL 为对数似然函数。 

2． 大似然估计量：对于给定的样本 nxx ,,1 L ，使似然函数 )(θL 或对数似然函数 )(ln θL 达

到 大值的参数值θ̂ ，称为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值。对于简单随机样本 nXX ,,1 L ，称是 )(θL

达到 大的θ̂ ＝ ),,(ˆ 1 nXX Lθ 为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值。 

3．似然方程：为求 )(θL 或 )(ln θL 的 大值，利用求导（或偏导）方法，可以得到方程 
这个方程就称为参数θ 的似然方程。如果 ),( 21 θθθ = 是二维的，则似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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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似然方程的解是 大似然估计量。若在有些情况下，似然函数关于θ 的导

数不存在，这时应用其它方法，如用定义求解 大似然估计量。 

大似然估计有如下性质：设θ̂ 是未知参数θ 的 大似然估计量，对于θ 的函数 )(θg ，若 )(θg

具有单值反函数，则 )ˆ(θg 是 )(θg 的 大似然估计量。 

第二节  参数的区间估计 

一、参数区间估计的概念 

（一）参数区间估计的提出背景 
（二）置信区间的定义 

对于总体 X，其未知参数为θ ，设 nXX ,,1 L 为来自总体的 X 的简单随机样本，对于给定的

α )10( << α ，如果两个统计量 ),,(ˆ
111 nXX Lθθ = 和 ),,(ˆ

122 nXX Lθθ = 满足 

αθθθ −=<< 1}ˆˆ{ 21P  

则称随机区间 )ˆ,ˆ( 21 θθ 为未知参数θ  置信度 α−1 的置信区间。 1̂θ 和 2̂θ 分别称为置信下限和置

信上限， α−1 置信度或水平。 
（三）求置信区间的一般步骤 

二、单个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 

（一）总体分布未知时均值的区间估计 
（二）单个正态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设总体 X～ ),( 2σμN ， nXX ,,1 L 为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X 是样本均值，
2S 是样本

方差。 

1．总体方差
2σ 已知时μ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
⎠

⎞
⎜⎜
⎝

⎛
+−

n
uX

n
uX σσ

αα
22

,  

2．总体方差
2σ 未知时μ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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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区间估计 
2σ 的置信度为 α−1 的置信区间为 

⎟
⎟
⎟

⎠

⎞

⎜
⎜
⎜

⎝

⎛

−
−−

−
)1(

)1(,
)1-(

)S1(
2

1

2

2

2

22
n

Sn
n

n
αα χχ

 

三、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与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一）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的区间估计 
（二）两个正态总体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四、参数的单侧置信区间 

五、（0－1）分布参数的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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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假设检验 （8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统计假设，检验法则，两类错误 
2．假设检验的一般步骤 
3．正态总体的参数检验（单个总体均值 u 和方差的检验，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

假设检验） 
4．非参数的假设检验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假设检验的概念，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知道假设检验的分类：参数假设检验和

非参数假设检验, 理解两类错误的不同以及产生这两类错误的原因；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2．掌握一个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和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与方差比的假设检验方法； 
3．掌握两个正态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 

4．了解关于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方法--- 2χ 检验法； 

重点与难点： 
重点：总体分布假设检验的步骤、难点：总体分布作假设检验的计算 
学时分配：8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九 

第一节  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 

关于总体的论断或命题、猜测或推测等就是假设。两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假设 0H 和 1H ，其中 0H

称为原假设或零假设， 1H 称为备选假设或对立假设。对于原假设的选取，要考虑到易于统计分析。

根据样本，按照某种法则，确定在原假设 0H 与被选假设 1H 之中接受其一，就是假设检验。 

二、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 

当原假设 0H 为真时，我们却拒绝了 0H ，即认为备选假设 1H 是正确的，则称为第一类错误，

或称弃真错误，即把本来为真的假设错误地拒绝了；当 0H 不正确时，我们却接受了 0H ，即认为 0H

是正确的，则称为第二类错误，或称存伪错误，即把本来不真的假设错误地接受了。 
即犯两类错误的概率为：P{拒绝 H0|H0 为真}=α  
P{接受 H0|H0不真}=β  
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α 称为显著性水平。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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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错误是互相关联的，当样本容量固定时，一类错误概率的减少导致另一类错误概率的增加。 
要同时降低两类错误的概率 βα , ，或者要在α 不变的条件下降低β ，需要增加样本容量。 

三、显著性检验 

对于一个假设检验法则，当样本取定后，我们无法同时使其犯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都很小，在此情况下，我们总是控制其犯第一错误的概率，使其不大于给定的 )10( << αα  。这

种检验问题就称为显著性检验问题，给定的数α 称为显著性水平，一般取α 为 0.1,0.05,0.01 等值。 

四、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基本原理：依据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即在检验假设时，

如果在一次试验(或观察)中，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就认为是不合理的，即表明原假设不成立。 

五、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常选用一个统计量 T，称为检验统计量；当 T 在某个区域 W 上时，就

拒绝 0H ，否则就不能拒绝 0H ，称区域 W 为 0H 的拒绝域，而拒绝域 W 的选取是通过控制其第一

类错误概率而进行的。一个显著性检验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 

（一）根据实际问题，确定原假设 0H 和备选假设 1H ； 

（二）规定显著性水平 )10( << αα ； 

（三）建立检验准则，即确定检验统计量及 0H 的拒绝域 W； 

（四）根据样本值判断是否拒绝 0H 。 

第二节  一个正态总体的假设检验 

一、一个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设总体 X～ ),( 2
00 σμN ， nXX ,,1 L 是来自总体 X 的简单随机样本， X 为样本均值, 2S 为样本

方差。 2
00 ,σμ 为已知常数。 

（一）已知方差
2σ ，检验假设 00 : μμ =H 的步骤 

1．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0100 :: μμμμ ≠⇔= HH  

2．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1,0(~
/0

0 N
n

X
U

σ
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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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确定临界值 2/αu ，使 αα => 2/|{| uUP  

4．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U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2/|| αuU >  

5． 下结论： ;|| 102/ HHuU ，接受，则否定若 α>  

;|| 02/ HuU ，则不能否定若 α<  

.|| 2/ 进行一次抽样检验，或二者很接近一般再若 αuU =  

（二）未知方差
2σ ，检验假设 00 : μμ =H 的步骤 

1．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0100 :: μμμμ ≠⇔= HH  

2．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1(~
/

0 −
−

= nt
nS

X
T

μ
 

3．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 t 分布表确定临界值 )1(2/ −ntα ，使 αα =−> )1({ 2/ ntTP  

4．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T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1(|| 2/ −> ntT α  

5． 下结论： ;)1(|| 102/ HHntT ，接受，则否定若 −> α  

;)1(|| 02/ HntT ，则不能否定若 −< α  

.)1(|| 2/ 进行一次抽样检验，或二者很接近一般再若 −= ntT α  

（三）单侧检验 

当总体方差
2
0

2 σσ = 时，用下表中的 U 检验；当
2σ 未知时，用下表中的 t 检验 

假设 
↔0H 1H  

0H 的拒绝域 

U 检验( 2σ 已知) t 检验( 2σ 未知) 

↔= 0μμ 0μμ ≠
↔≤ 0μμ 0μμ >
↔≥ 0μμ 0μμ <

}{ 2/αuU ≥  

}{ αuU ≥  

}{ αuU −≤  

)}1({ 2/ −≥ nuT α  

)}1({ −≥ ntT α  
)}1({ −−≤ ntT α   

其中 )1(, −ntααμ 分别是正态分布及 t 分布的上侧α 分位数 

二、一个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的步骤检验假设 2
0

2
0 : σσ =H ： 

（一）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2
0

2
1

2
0

2
0 :: σσσσ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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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取样本的检验统计量，在 H0 成立的条件有 )1(~)1( 2
2
0

2

−
−

= nSnW χ
σ

 

（三）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表确定临界值 )
2

1,1()
2

,1( 22 αχαχ −−=−= nanb 和  

α−=<< 1}{ bWaP使  
（四）根据样本观察值计算统计量 W 的值，并与临界值比较得否定域： 

（五）下结论： ;10 HHaWbW ，接受，则否定或若 <>  

;0HbWa ，则不能否定若 <<  

第三节  两个正态总体的假设检验 

一、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的假设检验 

（一） 210
2
2

2
1 :, μμσσ =H，检验假设已知方差  

取统计量 )1,0(~

2

2
2

1

2
1

N

nn

YXU
σσ

+

−
= ， 

λ表，得临界值查标准正态分布 )1,0(N ，
2

1)( λλφλ −=满足其中  

的值计算

2

2
2

1

2
1

nn

YXU
σσ

+

−
=  

0, HU 则拒绝若 λ> ； 0, HU 则接受若 λ<  

（二） 210
2
2

2
1

2
2

2
1 :,, μμσσσσ == H检验，但未知方差  

)2(~
11 21

21

−+
+

−
= nnt

nn
S

YXT

w

取统计量 ， )2( 21 −+= nntt αλ分布表，得临界值查 ， 

21

11
nn

S

YXT

w +

−
=计算统计量 ，

2
)1()1(

21

2
22

2
11

−+
−+−

=
nn

SnSn
Sw其中  

0, HT 则拒绝若 λ> ； 0, HT 则接受若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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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正态总体方差比的假设检验 

2
2

2
1021 ,, σσμμ =：检验假设未知 H  

)1,1(~ 212
2

2
1 −−= nnF

S
S

F取统计量 ， 分布表可得临界值查F  

)1,1( 21
2

11 −−=
−

nnF αλ
)1,1(

1

12
2

−−
=

nnFα

； )1,1( 21
2

2 −−= nnFαλ  

2
2

2
1

S
S

T =计算统计量  

0021 , HHF 相容，接受则若 λλ << ； 0021 , HHFF 矛盾，拒绝接受则或若 λλ ><  

三、成对数据均值的假设检验 

（一）概念 
成对数据是指对两个总体进行独立地联合观测取得的数据，用(X1,Y1),(X2,Y2)…..(Xn,Yn)表示。

其中 X1, X2….Xn 和 Y1，Y2…..Yn 分别来自总体 X,Y 的简单随机样本。 
不同的是两个样本 X1, X2….Xn 和 Y1，Y2…..Yn 之间不独立 

),(~ 2
11 σμNX ， ),(~ 2

22 σμNY ，考虑 Z=X-Y ),(~ 2σμN  

检验两个总体均值相等的的假设检验 21 μμ = 0:0 =μH等价于检验  

（二）检验步骤： 

0:.1 210 == μμμ ，即提出待检验假设H  

nS
ZT
/

.2 =选取统计量 ， )1(~0 −ntTH 成立时在  

分布个自由度的，查对要求的显著性水平 tn 1.3 −α ， )1( −= ntαλ得临界值  

00 ,,..4 HHTT 否则接受则否定若计算统计量 λ>  

第四节  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一、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2χ 检验法：是在总体 X 的分布未知时，根据来自总体的样本，检验关于总体分布的假设的一

种检验方法。 
先提出原假设：H0：总体 X 的分布函数为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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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样本的经验分布和所假设的理论分布之间的吻合程度来决定是否接受原假设。这种检

验通常称作拟合优度检验，它是一种非参数检验。 

二、分布的拟合优度检验 

（一）根据样本信息对总体分布函数进行假设检验 
若总体为离散型，则建立待检假设： 

)2,1()(:0 L=== iPxXPH ii总体概率函数为  

若总体为连续型，则建立待检假设： 
)(:0 xH ϕ总体的概率密度为  

（二）拟合分布的
2χ 检验法基本原理 

1．将总体 X 的取值范围分成 k 个互不重迭的小区间,记作 A1, A2, …, Ak ； 
2．把落入第 i 个小区间 Ai 的样本值的个数记作 fi ，称为实测频数。所有实测频数之和 
f1+ f2+ …+ fk等于样本容量 n； 
3．根据所假设的理论分布,可以算出总体 X 的值落入每个 Ai的概率 pi,于是 npi 就是落入 Ai的

样本值的理论频数： ii npf − 标志着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的差异的大小； 

4．皮尔逊引进如下统计量表示经验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的差异，并证明了如下定理： 
若原假设中的理论分布 F(x)已经完全给定，那么当 ∞→n 时，统计量 

∑
=

−
=

k

i i

ii

np
npf

1

2
2 )(χ 的分布渐近(k-1)个自由度的

2χ 分布。 

如果理论分布 F(x)中有 r 个未知参数需用相应的估计量来代替，那么当 ∞→n 时，统计量
2χ

的分布渐近 (k-r-1)个自由度的
2χ 分布。 

5．根据这个定理，对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 ，查
2χ 分布表可得临界值

2
αχ 使得 αχχ α => )( 22P  

得拒绝域： )1(22 −> kαχχ (不需估计参数) 

         )1(22 −−> rkαχχ (估计 r 个参数) 

（三）拟合分布的
2χ 检验法具体步骤 

1． )(:0 xFXH 的分布函数为总体提出待检假设  

2． 121 ,,1 −− ktttk L个分点在数轴上取 ， 个区间：将实数轴分为k  

),(],,(],,(),,( 112211 +∞−∞ −−− kkk tttttt L  

个区间中的个数个样本观测值落在第表示 inmi ， 个区间的概率取值于第表示 iX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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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tFtXPp =≤=  

)()()( 11 −− −=≤<= iiiii tFtFtXtPp
LLLL

 

)(1)( 11 −− −=>= kkk tFtXPp  

3． ∑
=

−
=

k

i i

ii

nP
nPm

V
1

2)(
取统计量  )1(~ 2 rk −−χ  

4． λχα 表，确定临界值，查对给定的检验水平 2 ， αλ =>
−∑

=

)
)(

{
1

2k

i i

ii

nP
nPm

P满足  

5． ∑
=

−
=

k

i i

ii
i nP

nPm
VP

1

2)(
比较中计算出值，并与代入统计量的将样本观测值和计算出 λ  

00 , HHV 否则接受，则否定若 λ> ； .0HV ，则接受若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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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回归分析（6 学时） 

本章知识点： 
1．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2．可线性化的回归方程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散点图，理解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熟练掌握求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并了解 小二乘估计的性质； 
3．掌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 
4．会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点的预报和区间预报； 
5．掌握可线性化回归模型的处理方法； 
6．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并掌握 小二乘估计

的性质, 会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本章教学重点、难点：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参数的 小二乘估计、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可线性化

回归模型的处理方法。 
本章学时分配：6 学时 
本章作业布置：习题十一 

第一节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的概念 

二、散点图 

三、最小二乘法 

),2,1i(ii nyx L=→观测值 ， →ix经验值 ibxa +=
∧

iy ， iy
∧

−= ii yε偏差  ， 

且相互独立服从误差 ),,0( 2σε Ni ， 2

1

)]([),( i

n

i
i bxaybaQ +−= ∑

=

令总误差为  

)]([2
1

i

n

i
i bxay

a
Q

+−−=
∂
∂ ∑

=

， ii

n

i
i xbxayQ

⋅+−−=
∂
∂ ∑

=

)]([2
b 1

 

⎪
⎪
⎩

⎪⎪
⎨

⎧

=
∂
∂

=
∂
∂

0

0Q

b
Q
a

令 ，

⎪
⎪
⎪

⎩

⎪⎪
⎪

⎨

⎧

−

⋅−
=

−=

∑

∑

−

=
∧

∧∧

2

1

2

1

xnx

yxnyx
b

xbya

n

i
i

n

i
ii得到 ，其中 ∑∑

==

==
n

i
i

n

i
i y

n
yx

n
x

1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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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ay
∧∧∧

+=:所求的回归方程为  

若 ∑
=

−=
n

i
ixx xxL

1

2)(记 ， ∑
=

−=
n

i
iL

1

2
yy )yy( ， ∑

=

−−=
n

i
iix yxxL

1
y )y)((  

则有： x
l
l

ya
xx

xy−=
∧

，
xx

xy

l
l

b =
∧

 

四、相关性检验 

x 与 y 之间是否有线性关系，取决于 b=0 是否成立，故待检假设为 H0 ：b=0 
（一）平方和分解公式 

∑
=

−=
n

i
iL

1

2
yy )yy(  ])yy([

1

2
i∑

=

∧

−=
n

i
])yy[(

1

2
i∑

=

∧

−+
n

i
i  

)Q()( 残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 +=U  

其中 ])yy([
1

2
i∑

=

∧

−=
n

i

U  
xx

xy
2

L
L

= ， )
LL

L1(LQ
yyxx

xy
2

yy −=  

定理： ibxy ε++= ii a设  ),2,1i( nL= ， 且相互独立服从误差 ),,0( 2σε Ni ， 

2,0)1(:
σ
Ub 时当则 = ~ )1(2χ ； 2

Q)2(
σ

~ )2n(2 −χ ； .QU)3( 相互独立和  

2-Q/n
UF =⇒ ~ )2,1( −nF  

（二）相关性检验具体检验步骤 

1． 0:0 =bH提出待检假设  

2．
2-Q/n

,0
UFH =统计量成立时在 ~ )2,1( −nF ， )2,1(, −nFαα 查表找出临界值对于给定  

3． FQU ,,计算  

4． .,),2,1(FF, 0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与认为则否定若比较 yxHn −> α  

.,),2,1(FF 0 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与认为则接受若 yxHn −< α  

五、相关系数检验 

∑∑

∑

==

=

−⋅−

−−
=

n

i
i

n

i
i

n

i
ii

yyxx

yyxx
R

1

2

1

2

1

)()(

))((
样本相关系数  

yyxx

xy

LL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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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n
UF =统计量  2

2

1
)2(

R
Rn

−
−

=  
Fn

F
+−

=⇒
2

R 2  

检验实际是一回事检验和的条件下在假设 RF,0:0 =bH ， 0)2(RR Hn 来否定故可用 −> α 。 

六、利用回归方程进行预测和控制 

xbay
∧∧∧

+= ， bxayx +=
∧

则可预测则给定 , ； )(1,y ay
b

x −=
∧

则可控制给定  

第二节  可线性化的回归方程 

一、双曲线型 

x
by +=

∧

a ，
x
1u =令 ， bua +=

∧

y即可得到 ，
x

ux 1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求出之间为线性关系与则 bauy ,,  

二、指数曲线型 

bxy ce=
∧

， bxclnyln +=⇒
∧

 

yln,0)1( => vc 令若 ， bxlnc +=v得 ， lny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ln,,,:v 即可得到代入和求出之间为线性关系与则 yvbxavbabxavx =+=+=  

 bxy ce=
∧

，
aece ==

∧

,y v其中  

同理若 ,0)2( <c  

三、幂函数型 

)0(y b >=
∧

xcx ， blnxclnyln +=⇒
∧

 

lnxuy,ln,0)1( ==> vc 令若 ， bu+= av得 ， xux ln=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lny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得到的数据求出和根据 ,,bavu  bu+=
∧

av  

:lnu,ln 即可得到代入 xyv ==  by cx=
∧

，
aec =其中 。 

同理若 ,0)2( <c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80 

四、s 曲线型 

xbea −

∧

+
=

1y ， xbea −
∧ +=⇒
y

1
， xev −== u,

y
1

令 ， bu+= av得 ， 

xeux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y
1vy =的观察数据转化为把 ， 

即可得到的数据求出和根据 ,,bavu  bu+=
∧

av ， :u,
y
1

即可得到代入 xev −==  xbea −

∧

+
=

1y  

五、对数曲线型 

（一） xbc lglgylg: +=
∧

双对数 ， xuyv lg,lg ==令  buav +=⇒  

（二） xba lgy: +=
∧

半对数 ， xu lg=令  bua +=⇒
∧

y  

（三） bxa +=
∧

ylg:半对数 ， yv lg=令  bxa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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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级听力课程是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英语选修课，是一门进一步提高学生听力能力的课程。

听力是英语四项基本技能之一。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听力训练，帮助学生突

破听力学习的平靖，使学生的听力能力由中级水平逐渐提高到更高水平，同时也为培养学生流畅自

如的英语交际能力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对象 

本大纲的教学对象是我校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学生已经完成初级听力（Listen to this 1）
与中级听力（Listen to this 2）的学习，已具备基本的英语语音和语法知识，掌握一定的听力技巧，

能听懂英语国家人士关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简单谈话和中等难度的听力材料，且在听、说、读、

写、等方面都已受过一定的训练。 

三、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专门系统的听力技能训练，促进学生听力发展，为培养学生全面的英

语交际能力奠定良好的听力基础。同时，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为达到高级

听力水平打下扎实的基础。 

四、教学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具备听懂美语、英国英语一般题材、正常速度、听力材料的能力。

能够基本在理解听力材料的基础上，掌握如要点记录等技能。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熟

悉各种英语变体，了解英美国家的基本的文化历史背景。 
经过一学期的听力训练，学生应能达到下列要求： 
1．听懂英语国家人士关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语速的谈话（如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谈

话）；听懂中等难度、篇幅较长的听力材料，能够理解大意，抓住重点信息，领会作者的态度、感

情和真实意图。 
2．听懂 VOA 正常速度和 BBC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能大体辨别各种英语变体（如美国英语、

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 
3．能在 15 分钟内听写根据已学知识编写或选用的词数为 250 个左右、语速为每分钟 150 个单

词的录音材料，错误率不超过 8%。 

五、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高级听力课程为选修课，开课时间为一学期。总学时为 36，每周 2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是进一步强化学生听力技能。具体训练内容包括提高学生抓住大意、听取细节的

能力，并能逐渐学会辨别讲话人的态度和语气的谈话和小故事；听懂英语国家广播节目的内容，包

括演讲，新闻和电影和电视片段的听力训练；学会用英语作笔记的短文听写练习。 

六、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课程的教学方法直接关系到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由于听力是接受性机能的特点，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在训练学生听力技能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听力技巧和

学习能力。在教学中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精听和泛听相结合。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

用问答、讨论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要注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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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多样性，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要求，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要与学生的课外学习相结合。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进行听力训练，

如补充其它听力材料，收听英语广播、欣赏影视资料等。课外学习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基础，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应熟练运用听力室卡带听力系统的各种功能，

合理运用影碟机，投影仪等电教设备，同时积极探索和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运用现代化，多元化

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方法。 

七、测试与评估 

测试与评估是了解学生英语水平、评估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本门课程采用形

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包括对学生在学期中各学习阶段学习成果的测

试，作业完成情况和课堂表现；终结性考试每学期安排一次至两次，统一命题，测试内容结合所学

教材，应包括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必须掌握的听力技能。测试应具有科学性、客

观性和可行性，尽量做到信度和效度有机结合。 

八、教学原则和建议 

1．坚持以“听”为主。听力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抓紧时间，让

学生最大限度地受到听力强化训练，让学生学会在听的过程中去获取语言的信息。 
2．听力和其他技能训练相结合。是相辅相成的。听力是英语四项基本技能之一，它和其它技

能是相辅相成的。在课堂听力训练中，要灵活采用一些跟读、模仿、问答、讨论和卷面练习等口笔

头训练形式。 
3．精听和泛听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听力教材的难易程度以及学生的反应情况对教

学作具体的安排，做到有精有泛。精听的内容可反复听，泛听的内容掌握大意即可。 
4．注重听力技巧的培养。学生不能满足于只是听懂材料，应有意培养他们如概括

大意、推想含意、预测问题、要点记录等听力技巧。 

5．课堂教学和课外听力训练相结合。想提高听力水平，课堂的听力训练时间远远不够。应为

学生提供足够的课下听力材料，并指导学生养成收听收看英语广播电视的习惯，尽可能多的让他们

的耳朵接触英文材料。 
6．做好语言知识储备。鼓励学生阅读有关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书籍，为听力训练做必要的背

景知识准备。 

九、推荐课外听力材料 

www.bbc.co.uk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中世界报道部分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英文电台 

 

Course Objectives:    
Upon completion of Listening III,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VOA program and lectures 

on culture and daily life by English speakers, which is at the level equivalent to the passage 
comprehension section of TOEFL. They will be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grasp the 
arguments or plots, infer and analyze the materials, and discern the attitude, emotion and intentions of 
speakers. The students will also be able to take notes in English, or have dictation within 15 minue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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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consisting of around 220-250 words, and read four times at the speed of 150 words per minuet) 
with mistakes of less than 8 percent of the materials. 
 

Course Materials: 
Listen to This: III will be focused on, supplemented with classical TV series and movies, famous 

addresses, audio materials for the national college English examination IV. Up-to-date radio programs, 
some other audio-video materials will also make up some of the in-class time to expose the students to 
natural speed language as much as possible.  
 

Class Requirements: 
ATTENDANCE: Full attendance will conduce to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class. Student 

absence can have a major effect on your own performance. You should provide written proof to verify 
your excused absence. Anyone who is late for more than 15 minutes will be regarded as absent.  

HOMEWORK: The homework has to be finished before the students come to class next time. 
PERFORMANCE: All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language practice. Students’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will be evaluated and a final score will be given. 
 

Grading 
Class participation:   10% 
Quizzes and homework:  10% 
Mid-term exam:   30% 
Final exam: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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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llotment: 

Week Unit Content 

Week 1 Unit 1 

News in Brief:  
1.Freed American hostage Jacobsen 
2.Reagan’s campaign 
3.New President in Mozambique 
News in Detail: David Jacobsen in West Germany 

Week 2 Unit 2 

News in Brief: 
1.US Secret diplomatic mission 
2.Waite and hostage negotiation 
3.Family Reunion of the Jacobsens 
Special Report: One Fundamentalist religious group on trial 

Week 3 Unit 3 

News in Brief:  
1.IBM pulls out of South Africa 
2.Demonstrations in Zimbabwe 
3.Kohl’s meeting with Reagan 
Special Report: A College scholarship program in Boston 

Week 4 test Unit test; Famous address:  
I Have a Dream 

Week 5 Unit 4 

News in Brief:  
1.One more American kidnapped 
2.Soviet UN employee on spy charges 
3.A magazine editor killed 
News in Detail: Unrest in Chile 

Week 6 Unit 5 

News in Brief: 
1.A new bill to combat illegal drugs 
2.A US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 faces boycott 
News in Detail: New efforts in resolving drug problems 

Week 7 Unit 6 

News in Brief: 
1.Senate overrides Reagan’s veto 
2.American food aid threatened 
3.White House’s denial of misleading the press 
News in Detail: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gainst Quddafi 

Week 8 Unit 7 

News in Brief: 
1.New immigration law 
2.Abortion case in the Supreme Court 
TV series: Friends 

Week 9 Test Midterm Exam 

Week 10 Unit 8 

News in Brief: 
1.Arrival of Cuban prisoners 
2.Reagan announces new plans against drug abuse 
3.Shimon Peres in Washington 
Special Report: Poetry written by medical students 

Week 11 Unit 9 

News in Brief: 
1.Assassination attempt again Gandhi 
2.Jess Moore and Challenger Disaster 
Special Report: Farmhand program and city dw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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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2 Unit 10 

News in Brief: 
1.US defense spending bill 
2.Air raid in Beirut 
3.South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Film watching: Fahrenheit 9/11 

Week 13 Test Unit test; Famous address by Reagan on Challenger Disaster 

Week 14 Unit 11 

News in Brief: 
1.Texas Air buys People Express Airline 
2.A rally on Wall Street 
3.“Freedom flight” of Cuban political prisoners 
News in Detail: Expansion of Texas Air Corporation 

Week 15 Unit 12 

News in Brief:  
1.American reporter Daniloff in West Germany 
2.Disagreement on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 
Special Report: Earthquake and new economic structure in 
Mexico 

Week 16 Unit 13 

News in Brief: 
1.Impeachment trial of Judge Claiborne 
2.Reagan for a drug free America 
3.Bomb explosion in Paris 
News in Detail: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Paris 

Week 17 Unit 14 

News in Brief: 
1.Resignation of Bernard Kalb 
2.US plane crashes in Nicaragua 
TV series: Friends 

Week 18 Test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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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用英语口语（一、二）为商学院国际金融专业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 
实用英语口语是英语学习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为让学生了解各个不同话题的表达，并由浅

入深地提高实用口语能力，特制定此大纲指导课堂教学工作，使学生能够分阶段有系统地提高口语

的实际和实用的操作能力。口头交际能力包括口语与口译，其语言形式、语言内容、流利度、正确

性、言之有物特征、言之成理特性、多样性、语言功能把握、社会理解性、职业语用性、语境得体

性等等都在决定着实用英语口语交际的水平和语境功能的发挥。 
实用英语口语的教学现状是学生入学时，语言的准确性高于或等于流利性的学生。经过训练以

后，要求学生的进步特别明显。那些语言的流利性高于准确性的学生,他们虽有暂时的优势,但没有

持续发展能力,课程教学对他们的作用不明显,他们通常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就停滞不前了，造成对语

言形式多样性认识不足，对句式多样性(句型的灵活多变性)和词汇多样性(词汇的丰富性)把握不力。

误区之一：运用语言=学习语言；误区之二：运用语言＝语言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听和读，能提高

阅读速度，但所学单词和句型不一定会用。大量的说和写，能提高运用已有知识的熟练程度，但不

一定能增加新的词汇和句型。此大纲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精心设计，旨在立体提升学生的口语

操作力。 
作为一门操作技能和运用能力的训练课程，实用英语口语课的任务是让学生在课堂上或者实践

中开口讲英语，教师主要组织课堂教学，策划口语活动，辅导实践训练。因而课程主要围绕学生课

堂设计和课堂训练而立体进行。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张和军。 

一、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实用英语口语教学的原则与一般口语的教学原则不同，其教学目标与内容要求较一般口语教学

更全面，更均衡。它的语言形式要求高，是流利度+正确性+多样性+得体性的综合。其语言内容要

求实际，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高度体现。其语言功能要求全面，是社会性+职业性的立体展示。

所以针对实用英语口语的两个不同时段，教学的目标重点是：先易后难，兼顾全面。纠正学生正确

性与流利性关系的认识偏差，过分强调准确性，会造成学生不敢开口，哑巴英语；过分强调流利性，

会有短期效应，但扼杀了学生语言的持续发展能力。 
实用英语口语课程（一）的教学目的包括：发展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口头表达和交际操

作能力；深化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学生能够在一般的社交场合与英语国家人士进行

交谈，表达思想，能够做到语音语调自然，无重大语法错误，语言基本得体。 
实用英语口语课程（二）教学的目的是：1、以目标语言的规范为得体性的标准；2、语言教学

中必须融入英美国家的文化内容。语言得体，表达合乎逻辑，通用交际原则+跨文化交际规则而达

到应有的表达能力。 
课程一二的基本要求是：利用已掌握的英语知识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日常事物，

能用交际策略绕过难点达到交际的目的。能准确使用诸如询问、请求、建议、忠告、情感、思想等

交际功能，并根据不同的语境，对不同的人用恰当、得体的语言形式去体现不同的交际功能。逐步

达到英语口头表达方面准确与流利的结合；语音、语调流畅、自然。能系统、深入、连贯地发表自

己的思想观点和见解；能对外进行流利及逻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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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程一二的教学安排为一学年，分二个学期。第一学期着重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能力

和叙述能力。第二学期着重培养学生就社会生存、生活及生产话题进行交流、连贯表达的能力。具

体的主要内容是，课程一共有 15 个主题，每个主题均在两个学时内得到训练和强化，15 个主题的

内容分别是：1、商务介绍；2、商务约定；3、商务通知与确认；4、商务告示；5、商务咨询；6、
商务道歉与解释；7、商务提示；8、商务感谢与祝贺；9、商务邀请与答复；10、商务访问；11、
商务活动安排。12、圣诞；13、文化地理；14、科技；15、电影。课程二有 15 个主题：1、Informative 
Speaking；2、Speaking to Explain ；3、Speaking to Report；4、Speaking to Analyze；5、Persuasive 
Speaking；6、Speaking to Convince；7、Speaking to Promote；8、Speaking to Propose；9、Ceremonial 
Speaking；10、Speeches of Welcome and Farewell；11、Speeches of Introduction。12、Speeches of 
Presentation；13、Speeches of Acceptance；14、Context Creation；15、Cultural Evaluation。 

本课程共 72 学时。分二个学期开设，每学期 36 学时，周学时为 2。 

三、相关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原则方法和环节：教学原则：在教学中采用宏观系统性、整体临摹性、层次交叉性、

具体目的性和立体开放性的手段，以教师为辅导、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分

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实际操作问题的能力，用启迪、命题、讨论、演练、研究示范的方法，运用学

生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快速提高实用口语的水平；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新的教学资源，

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果效。 
通过视、听、说三位一体的方法结合，展开有针对性和职业模拟性的口语训练，运用复述、总

结、对话、口头概述、即席演讲等活动形式，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课堂活动：利用真实交际的语言环境和创造“虚拟”语言环境，来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英语

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参加口语练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具体做法：组织课堂对话活动、小品演出、情

景对话等。利用派对或学习小组，进行日常对话、复述各人看过的故事、广播中听到的新闻等。组

织英语演讲、英语晚会，通过朗读比赛、讲故事比赛、歌曲演唱会、演讲比赛等多种活动，使学生

有更多的运用英语的机会，提高学生开口说英语的兴趣。 

四、参考书目 

余啸海，薛昆（2002），《实用英语口语速查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 
吕映霞等编著（2006），《外企实用英语口语》。金盾出版社。 
（美）弗兰克，潘恒生 编著（2005）《实用英语口语》世界知识出版社 。 
廖瑛，（2005），《实用商务公关英语口语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吴福祯（1993），《英语初级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福祯（1993），《英语中级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福祯（1993），《英语高级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周媛媛，周学锋编著（2004），《实用英语口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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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I  Business Speaking Train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simple dialogues by using words related to Business. They are going 
to read and listen to some materials about the daily business life and to develop ability of retelling them 
and answer the related questions. The reading materials are about business dinner, holidays, parties, 
invitation, communication, movies, shopping, hospital and travel, etc. They are: 

1、商务介绍；2、商务约定；3、商务通知与确认；4、商务告示；5、商务咨询；6、商务道歉

与解释；7、商务提示；8、商务感谢与祝贺；9、商务邀请与答复；10、商务访问；11、商务活动

安排。12、圣诞；13、文化地理；14、科技；15、电影。 
72 teaching hours is allocated for this part. 

Topic 1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Introduction 
1/This is to introduce Mr. Frank Jones, our new marketing specialist who will be in London from 

April 5 to mid April on business. 
We shall appreciate any help you can give Mr. Jones and will always be happy to reciprocate. 
2/This is to introduce Mr. Frank Jones, our new marketing specialist who will be in London from 

April 5 to mid April on business. 
We shall appreciate any help you can give Mr. Jones and will always be happy to reciprocate. 
Exercises:  
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introduc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 text. 
III. Group discussion .  

Topic 2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ppointments 
1. Mr. John Green, our General Manager, will be in Paris from June 2 to 7 and would like to come 

and see you, say, on June 3 at 2:00 p.m. about the opening of a sample room there. Please let us know if 
the time is convenient for you. If not, what time you would suggest.  

2. I represent the W/P Electronics Company in Dallas, and will be in Kunming from next Monday to 
Friday, (October 5-9). I should like to call on you to discuss our new monitor. Would 09:30 hours on 
Tuesday, October 6 be convenient? 

I shall be in Beijing, at the Great Wall Hotel, from Tuesday, September 29, until Sunday, October 4, 
where a message will reach me. If the day is not convenient, will you please suggest another. 

3. I am at present in Hamburg visiting the harbor with a view to making known our new typ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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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for use in Europe. 
I shall be in Antwerp on Wednesday, 4th June, and should like to call on you at 2.00 p.m. on that 

day. 
If I do not hear from you to the contrary, I shall assume that it will be convenient for me to call at 

that time.  
4. Mr. Jack Baron, our personnel director, has asked me to acknowledge your application for the post 

of accountant and to ask you to come to see him on Friday afternoon, 5th July, at half past two. 
I will appreciate your letting me know whether you will be able to come. 
Exercises: 
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appointm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 text. 
III. Group discussion . 

Topic 3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cknowledgments & Confirmations 
1.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No. A-3 of 6th May, offering us 6 UI-4 Viewdatas. We have passed it on 

to our Technical Department for their consideration. We shall reply as soon as possible.  
2. We have today received with thank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ransactions on the New York Wheat 

Exchange which will be made full use of by our research department.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cooperation with you. 
3. Last Friday, when we were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defective containers. You suggested that I 

simply mail you a report each month on the number of return by customers rather than send the defective 
containers to you.I plan to put this into effect at once. But, I fir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f I don't hear from you within the coming week, I'll assume that you approve.  

4. We write to confirm our agreement reached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on 9th June about special 
discounts on M-S Acoustical Partitions as described on page 8 of our catalogue. These prices will prevail 
through 30 June.Partition dimension Regular Price Each Special price Each(12 or more). 

4X4' US$ 112.75FOB Bern US$98.20 FOB Bern; 4x5' US$132 115.50; 5x5' US$152.75 129.85. 
We will be happy to receive your order. 
5. As our telephone negotiation this morning was very brief and proceeded so smoothly, I thought it 

might be advisable to summarize the agreement: 
I offered US$56/kg CIF EMP 
You asked for US$60 
I countered US$58/kg 
You accepted the figure 
I look forward to signing the contract when we meet next week. 
Exercises: 
I. Answer the related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Acknowledgments & Confirm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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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III. Group Discussion 

Topic 4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nnouncements 
1. 开业 Opening of new business 
We have opened at the above address a sales office for our products here in New York. We employ a 

staff of consultants and a well-trained service department which makes routine checks on all equipment 
purchased from us. We would be pleased if you w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services and favorable 
shopping conditions. We full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2. 建立办事处 Establishment of new branch 
Owing to the large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our trade with this country we have decided to open a 

branch here, with Mr. Wang Lo as manager. The new branch will open on 1st March and from that date 
all orders and inquiries should be sent to Mr. Wang Lo at the above address, instead of to our London 
office.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We hope the new 
arrangements will lead to even better results. 

3. 歇业 Discontinuation of business 
With the demolition of our premises at the above address under a redevelopment scheme, the part of 

our business carried on there will be discontinued after the end of October. 
On Monday, 1st October, we are holding a closing-out sale. Stock on hand will be cleared regardless 

of cost. There will be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all departments and in some cases, prices will be marked 
down by as much as one half. 

Stock to be cleared is unrivaled in both variety and quality. As the sale is likely to be well attended, 
we hope you make a point of visiting the store as early as possible during the opening days. 

4.更改名称和地址 Change of name and address 
At our company meeting on 4 September,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name of our company would be 

changed to CNMIEC Lee Co.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decided to move the company from the above 
address to No3-6 Broadway Street. We will appreciate your informing the appropriate departments of 
these changes. 

5. 新的任命 New appointment 
We wish to notify you that Mr. Robert Smart, who has been our representative in Southwest England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has left our service and therefore no longer has authority to take orders or collect 
accounts on our behalf. We have appointed Mr. Fred Peterson in his place. Mr. Peterson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on our sales force and is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needs of customers in your area. We trust 
you will have good cooperation from him. 

6. 公司的建立与重组 Establishment or reorganization of company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as of 1st June our firm will merge with D & W Co. of this town to 

form the new firm of CN/CW Co. The new firm will carry on business at 6 Rue de Toqueville, Tripoli, to 
which address please send all communications after 31st May. We appreciate the confidence you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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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d in us in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dealings with you.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related with Announcements.  
II. Describe the roles of Announcements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Pair Discussion 

Topic 5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Consultation  
We are much concerned that your sales in recent months have fallen considerably. At first we 

thought this might be due to a slack market, but on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more closely, we find that the 
general trend of trade during this period has been upwards. It is possible that you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of 
which we are not aware. If so,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we can do to help. We, therefor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from you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and suggestions as to how we may help in 
restoring our sales to their former level. 

Exercises: 
I. Answer the consulted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consult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Discussion 

Topic 6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ppology & Explanation 
1. We are sorry we cannot send you immediately th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for which you asked in 

your letter of March 10. Supplies are expected from the printers in two weeks and as soon as we receive 
them, we will send you a copy. 

2. I was very concerned when I received your letter of yesterday complaining that the central heating 
system in your new house had not been completed by the date promised. 

On referring to our earlier correspondence, I find that I had mistaken the date for completion. The 
fault is entirely mine and I deeply regret that it should have occurred. 

I realize the inconvenience our oversight must be causing you and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void any 
further delay. I have already given instructions for the work to have priority and the engineers working on the job 
to be placed on overtime. These arrangements should see the installation completed by next weekend. 

Exercises: 
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Appology & Explanation.  
II.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Appology & Explanation. 
III.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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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7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Business Attention 
On 14 November I submitted a bill for services rendered to your office at the Lille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More than a month has now elapsed without payment or acknowledgment of my bill. Please 
check this oversight, and remit payment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I look forward to future services to 
your corpor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Exercises: 
I. Create more cases of attention.  
II. Describe the role of atten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Discussion 

Topic 8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 
Thanks: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June 4, enclosing an accoun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work of 

your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such a detailed account of your 
activities. This information is certain to help increase our future cooperation. 

Congratul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your National Day, please accept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May the trade connections between our countries continue to develop with each 
passing day! 

Allow me to convey m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romotion to Minister of Trade. I am delighted that 
many years service you have given to your country should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We 
wish you success in your new post and look forward to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you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Exercises: 
I. Create more cases of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  
II. Describe the role of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 
III. Discussion 

Topic 9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Invitation and Reply 
Invitation: We should like to invite your Corporation to attend the 1997 International Fair which 

will be held from April 29 to May 4 at the above address. Full details on the Fair will be sent in 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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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and hope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attend. 
Yours faithfully 
Affirmative Reply: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March 20 inviting our corpo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1997 International Fair. We are very pleased to accept and will plan to display our electrical 
appliances as we did in previous years. Mr. Li will be in your city from April 2 to 7 to make specific 
arrangements and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Negative Repl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1997 International Fair. 
As we are going to open a repair shop in your city at that time, we are sorry that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come. We hope to see you on some future occasion. 

Exercises: 
I. Answer questions related to invitation and reply. 
II. Describe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Invitation and Reply. 
III. Discussion.  

Topic 10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Declaring A Visit  
Mr. William Taylor, President of our Corporation and Mr. James Rogers, Marketing Manager, would 

like to visit Beijing to continue our discussions on a joint venture. They plan to leav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and stay in China about a week. Please let us know if the planned visit is convenient for you and 
what itinerary you would suggest. If the time of their visit is agreeable, will you kindly request your 
Embassy here to issue the necessary visa?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related visit.  
II. Describe one of your visits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Discussion 

Topic 11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ctivity Arrangement 
We are very pleased to welcome President William Taylor and Manager James Rogers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for about a week. As requested,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itinerary for your consideration. 
Monday, April 18 
4.00 p.m. Arrive in Beijing by Flt.xx, to be met at the airport by Mr. President 
of Asia Trading Co. 
4.15 Leave for Great Wall Hotel 
7.30 Dinner given by Presiden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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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9 
9:30 a.m. Discussion at Asia Trading Co. Building 
2:00 p.m. Group discussion 
8:00 p.m. Cocktail reception given by the British Commercial Counselor in Beijing 
Wednesday, April 20 
9:00 a.m. Discussion 
12:00 noon Sign the Letter of Intent 
1:30 p.m. Peking Duck Dinner 
3:30 p.m. visit the Summer palace 
6:00 Departure for Shanghai 
Would you please confirm by fax so that we can make arrangements accordingly. 
Exercises: 
I. Create more business activities.  
II. Describe your arrangemen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II. Discussion 

Topic 12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 Best Wishes for a Happy New Year! 
-Beautiful dream comes true. 
-Bring you Good wishes of happiness this Christmas and on the coming year. 
-During this Season may the loy and love of Christmas be yours. 
-Each Christmas brings me wonderful thoughts and memories... and you get lots of presents, Oh well, 

Merry Christmas. 
-Greeting you warmly with a wish that's sincere for a healthy happy and wonderful days. 
-Have a heartwarming holiday! Warmest wishes for a very merry Christmas. 
-Have a Wonderful Holiday Season! 
-Here are special greetings And the best of wishes, too - May Christmas and the coming year Bring 

happiness to you! 
-Hope your holiday is great and your New Year a prosperous one. 
-Hope you holidays are filled with all you favorite things this Christmas ... and all the happiness you 

could wish for. 
-I could always tell that you wrapped Santa's presents 
-I hope you will join with me in bringing in the new spring. HAPPY HOLIDAYS! 
-In our hearts, we'll always be near Merry Christmas! 
-Joy to the World. Wishing you an extremely merry Chirstmas 
-Joyous Christmas! Warm Holiday Wishes! 
-May Happiness follow wherever you go. 
-May Peace and Happiness be with you at this holy Chirstmas season and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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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magic fill your days and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this holiday season. 
-May the blessings of Christmas fill you heart with hope and joy! 
-May the joy and peace of Christmas be with you today and always. 
-May the light of our Savior's love be with you at Christmas and always... and all the happiness you 

could wish for. 
-May the light of the holiday season shine brightly in your heart 
-May the magic of this Christmas season fill your heart with peace. 
-May you be blessed with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t Christmastime and Always 
-May your Christmas be merry as a song And your heart be happy the whole year long! 
-May your days be filled with love and light. wanted. 
-Merry Christmas ... and all the happiness you could wish for. 
-Merry Christmas and then happy days over and over again ! 
-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 
-Season's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Sending you wishes for holidays that begin and on a happy note. Wishing you happiness always. 
-Sing a song of seasons; Something bright in all ... 
-Sleight bells are jingling through the night. Children are singing spirits and bright ... Merry 

Christmas! 
-Should you see flowers in bloom, you would see smiles at a lover of beauty. 
-Thanks for making every thing right! Merry Christmas! 
-The Christmas we were going to tell everyone that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Season was not gifts ... 
-The presents are wrapped, the stockings all hung, all that's left now is the holiday fun! Merry 

Christmass! 
-This holiday season, it seems everyone is watching their weight ...  
-To be frazzled! Best wishes for a calm and peacefl and Holiday Season! 
-To wish you all the joy of Christmas and happiness all through the New Year. 
-To wish you happiness at Christmas time. 
-To wish you happiness for the christmas season and the coming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 a happy new year. 
-Wishing you a bright white holiday full of love... 
-Wishing You a Happy Christmas and to hope the New Year too. Will be a very prosperous Healthy 

and Happy Time for you ... 
-Wishing you all the blessings of a beautiful Christmas seasons 
-Wishing you all the j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and have very happy New Year may you enjoy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year 
-Wishing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wonderful New Year 
-Wishing you the Gifts of Peace and Happiness this Christmas and throughout the New Year. 

Exercises: 
I. Create more statements on Christmas.  
II. Describe the significance of Christmas . 
III.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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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3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Culture 
Give the floor to 请…发言; It i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我很荣幸…;Relevant issues 相关问

题 ;Updated research research result 最新的调查结果 ;Attach the importance to 对…给予重

视 ;Lead-edge technologies 领先技术 ;Minister Counselor 公使 ;Natural heritage 自然遗产 ;Shared 
concern 共同关心的问题;Well-deserved reputation 良好的信誉;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to 对…表示

衷心的感谢;Let’ s welcome to give a speech 请…讲话;bilateral conference 双边会议;propose the 
warmest applause to 以掌声对…表示的最热烈的欢迎;sponsor 主办单位;the Award Ceremony 颁奖

仪式;greeting speech 贺词;observe the grand opening of 隆重举行;Let’s invite to present the award 
请…颁奖;achieve complete ceremony 取得圆满成功;global celebration ceremony 全球庆典;declare 
the closing of 宣布…结束;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请全体起立，奏国歌;Collective 
stewardship 集体管理;Competitive job market 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机

构;Forward-looking 进取;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Meet the challenges 迎接挑战;Public 
authorities 公共机构;Regulatory mechanism 法规机制;The threshold of our transition into the new 
millenmum 跨越新千年的门槛;UNCHS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联合国人居

中心;Urban residents 城市居民;Well-serviced formal city 服务齐全的高尚城市;place as the priority 
把…列为重要内容;never neglect the work 不放松工作;water conservation 节约用水;extend our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对…表示衷心祝贺;model city of water conservation 节约用水先进城

市;attain the results expected 使…取得预期效果;confer honorable awards on 授予…光荣称号;strive 
for 为…而奋斗;a city of severe water shortage 严重缺水城市;units concerned 有关单位;compared 
with ,there is still some way to go 与…比有差距;wish a complete success 预祝…圆满成功;broaden 
sources of income &reduce expenditure 开源与节流并重 ;seaport for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港

口;National Gross Products 国内生产总值;merrily gather 欢聚一堂;vigorous economic region 活跃的

经济带;solid foundation 基础雄厚;may you have a most pleasant impression 留下最美好的印象;the 
grand occasion 盛世;wish a pleasant stay 祝愿在停留愉快;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seaport 综合性

商港;spring is very much in the air 春意盎然;forest coverage 森林覆盖率;global warming 全球变

暖;principal element 主要因素;toxic emission 废气排放;ignite the sparks of understanding 迸发出心

灵的火花;build the bridge for cooperation 建立合作桥梁;substantial in content 内容翔实;major 
province of energy 能源大省;tight in schedule 日程紧凑;conservation benefits 节水的好处;industrial 
reuse and recycling 工业中水利用;pollution fines 污染罚款;urban water conservation 城市节水;water 
saving fixtures 节水装置;regional economic 地区经济;diversification in port operation 港口经营多元

化;perform our duties and fulfill our obligations 责任和义务;a well-known regional event of the industry 
地区行业盛会;genuine partnership 真正的合作伙伴;vitalize the province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科教兴省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生态恶

化;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提高意识;respect each other, seek the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 enjoy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learn each other's 
experience, expand the cooperation, stand from the present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借鉴经验，拓展合作，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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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seminar 以此会议为契机;the tr4ansition of mechanism is slow 转轨建

制过程缓慢;draw lessons from the past 总结经验教训;community development oriented 以发展社区

为宗旨的;deserved winners 当之无愧的获奖者;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民族;gainful employment 有报

酬的;gender issues 性别问题;handicraft works 手工艺品;;in-depth knowledge 深入了解;seek the best 
instead of the largest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the unified desig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城乡

一体化;real estate development 房地产开发;help and support the poor 扶贫帮困;consciousness for the 
best 精品意识;model human settlements 精品住宅区;enterprise revenue 企业效益 

Exercises: 
I. Describe cultural topic in this Text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 Tell a cultural story. 
III. Discussion 

Topic 14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Era 
The problem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 future have reached crisis proportions in the 

1970s．During the 1960s, there were scattered voices raised in alarm about the combined impact on the 
ecology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But their warnings about the exhaustion and 
poll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ere largely ignored．Only recently have we come to see the impending 
doom that threatens not only our comfortable life style but all forms of higher life on this planet．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related.  
II. Describ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modern technology. 
III. Discussion 

Topic 15 

Approaches: Presentation-Practice-Production; Tasked -based instruction; Form-focused approach ; 
Meaning-focused approach; A balanced approach. 

Topic: A Movie  
《Hero from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ime 》 
Yet again, Tony LeungCW plays an abrasive jokey womanizer, whom women seem to find 

irresistible. Having 7 wives already, he spends much of the movie wooing the luscious Ha to be number 
eight. The producers chose well to give the early shower scene to the luscious Ng Suet Man (discreetly 
but gloriously nude) rather than Veronica Yip. And the lovely Ng is the most watchable feature of this 
film - until the colourful and stunning climactic wirework fight scene. There is a fairly full-on sex scene, 
where Bo screws the loan shark's wife while chatting up Ha on the phone (do women really fall for this 
crap ?). Overall, a wild ride. And it would have been twice as good if Tony LWC had NOT played such 
an arrogant prick.  

A court magician claims the only prescription to the Emperor's languor can be found in a wife from 



实用英语口语（一、二） 

 903

the far future. Oversexed Sin Bo, a friend of the monarch, consents to being put into 'The Invincible Time 
Adventure Wheel', a brass pot which is slung into the air and land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policeman 
Au Chiu (bless you!), he begins his wacky quest...until a power-mad minister from the past sends two 
martial arts masters to kill the time-traveler. Realizing the danger, Sin Bo's wife comes over with a bunch 
of tumbling, punching kung fu girls. All of this reaches an acrobatic climax in an amusement park -- and 
we haven't even hit the end yet!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produced by your partner.  
II. Describe the meaning of the movie. 
III. Retell the story of the movie.  
IV. Group Discussion 

Week 16 

In-class fin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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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Ⅱ  Introduction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business dialogues of their own. After doing some 
preparation, they should make short presentation about the familiar topics in their business life. 

1、Informative Speaking；2、Speaking to Explain ；3、Speaking to Report；4、Speaking to Analyze；
5、Persuasive Speaking；6、Speaking to Convince；7、Speaking to Promote；8、Speaking to Propose；
9、Ceremonial Speaking；10、Speeches of Welcome and Farewell；11、Speeches of Introduction。12、
Speeches of Presentation；13、Speeches of Acceptance；14、Context Creation；15、Cultural Evaluation。 

32 teaching hours is allocated for this part. 

Topic 1 

Topic: Informative Speaking 
Making and answering phone calls, western telephone etiquette:  
Answering the phone: Hello! 
Good morning. Grant Hotel. Reception. Susan Park speaking. How may I help you?  
Susan Park’s Office.  
Susan Park/Susan/Park.  
May I know who’s calling please?  
May I know what this is in reference to?  
Asking to speak to someone  
May/Could/Can I speak to/with Dr. Smith please? This is John Green speaking.  
I’d like to speak to Dr. Smith please. This is John Green.  
This is John Green from ABC. Is Dr. Smith in, please?  
Is Susan there?  
Dr. Smith please.  
I’m with… and I need to talk with… about…  
I’m representing … May I speak with…, please?  
Asking someone to wait for a moment  
Would you mind holding a minute while I try to find her?  
Could you hold on, please?  
Please hold on for a second. 
One/Just a moment, please.  
Hang on. I’ll get him.  
Just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ll see if he’s in.  
Asking the caller to leave a message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May I take a message or would you like to call back later?  
I’m sorry but he tied up/busy/occupied/in a meeting now. Would you like to have him return your cal

l? 
I’m afraid he cannot come to the phone/speak to you/take the call at this moment. Could you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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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in a few minutes/later/in a little while?  
I’m sorry he’s not answering the phone.  Perhaps he stepped out for a moment. 
 May I have him return your call?  
Transferring information  
Could you repeat that, please? Could you say it once again?  
Can you say it louder/slower? Have you got that?  
Could you please spell it? Anything else?  
Would you like me to read it to you again? Let me repeat to see if I get it.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the call.  
II. Describe the importance of a call in business. 
III. Presentation on the following topic: A business call. 

Topic 2 

Topic: Speaking to Explain：Booking tickets 
I’d like to book a business class ticket on United Airline Flight 518 to Boston.  
Can I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morning flight on May 3rd, please?  
I’d like to stop over in Chicago if it all right.  
I’d prefer first/business/executive/economy class.  
Could you book me an aisle/a window seat?  
Could you make arrangement for vegetarian meals?  
Confirming and canceling reservations  
I’d like to reconfirm my connecting flight reservation.  
I wonder if I could cancel my reservation with United Airlines to New York on November 16.  
Sample Dialogue： 
A: Good morning. Can I please have your ticket and passport? How many pieces of luggage would y

ou like to check in?  
B: Just this one piece. Can I carry on this bag? 
A: Sure. I’m sorry. Your luggage is 8 kilos overweight.  
B: How much should I pay for the excess weight?  
A: The charge for excess weight is 6 dollars per kilo.  
B: Guess I don’t have a choice.  
A: Here’s your boarding pass, ticket and passport. Have a good trip, sir. Booking tickets  
I’d like to book a business class ticket on United Airline Flight 518 to Boston.  
Can I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morning flight on May 3rd, please?  
I’d like to stop over in Chicago if it all right.  
I’d prefer first/business/executive/economy class.  
Could you book me an aisle/a window seat?  
Could you make arrangement for vegetarian meals?  
Confirming and canceling reservations  
I’d like to reconfirm my connecting flight 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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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nder if I could cancel my reservation with United Airlines to New York on November 16.  
Sample Dialogue  
A: Good morning. Can I please have your ticket and passport? How many pieces of luggage would y

ou like to check in?  
B: Just this one piece. Can I carry on this bag?  
A: Sure. I’m sorry. Your luggage is 8 kilos overweight.  
B: How much should I pay for the excess weight?  
A: The charge for excess weight is 6 dollars per kilo.  
B: Guess I don’t have a choice.  
A: Here’s your boarding pass, ticket and passport. Have a good trip, sir.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explaining information. 
II. Describe any topic on information explanation with the help of what you learnt. 
III. Presentation topics. 

Topic 3 

Topic: Speaking to Report 
About education: 
What is your education background?  
I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 attended New Oriental School for its spoken English courses in 2003.  
I’m a law/accounting/mathematic major.  
I minored in finance/computer science.  
I have a BA/BS/BBA/MBA/MS/MA/PHD degree in Chinese literature/Computer science/finance.  
I received my BA degree from Tianjin University in 1999.  
I finished primary school in 1990, and went to middle school that Septemb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

chool in July 1996, after which I entere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out honor, award and activities 
I won the university scholarship for three academic years.  
I won second prize in th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of our university in 2001.  
I’ve received the honor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2000.  
I served in the schools basketball team/as monitor for class.  
About Experience  
Have you got any experience in management?  
I ’ m afraid not. I ’ ve ju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ough I have no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I ’

m willing to learn.  
I worked as an interpreter in a foreign trade company for 3 years.  
I’m currently with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m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ith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I’m in charge of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Reasons for quitting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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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quit due to the expiry of my employment contract. 
My job is not in line with my area of study.  
I didn’t lik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re and there was little opportunity for advancement. 
I’d like to work in a company that gives me more room for personal growth.  
I’d like a career that’s more dynamic and challenging.  
I’d lov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develop my abilities.  
Yours is a famous company with excellent management. If I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in such a c

ompany, I believe I’ll be able to fully develop my abilities and obtain wider experience, and at the same ti
me, makeAbout education. 

What is your education background?  
I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 attended New Oriental School for its spoken English courses in 2003.  
I’m a law/accounting/mathematic major.  
I minored in finance/computer science.  
I have a BA/BS/BBA/MBA/MS/MA/PHD degree in Chinese literature/Computer science/finance.  
I received my BA degree from Tianjin University in 1999.  
I finished primary school in 1990, and went to middle school that Septemb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

chool in July 1996, after which I entered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out honor, award and activities: 
I won the university scholarship for three academic years.  
I won second prize in th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of our university in 2001.  
I’ve received the honor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2000.  
I served in the schools basketball team/as monitor for class.  
About Experience: 
Have you got any experience in management?  
I ’ m afraid not. I ’ ve ju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hough I have no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I ’

m willing to learn.  
I worked as an interpreter in a foreign trade company for 3 years.  
I’m currently with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m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ith a joint venture company.  
I’m in charge of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report information.  
II. Describe any topic on information report with the help of what you learnt. 
III. Presentation on My Personal Report. 

Topic 4  

Topic: Speaking to Analyze 
Reasons for quitting and application  
I quit due to the expiry of my employment contract.  
My job is not in line with my area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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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n’t lik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re and there was little opportunity for advancement.  
I’d like to work in a company that gives me more room for personal growth.  
I’d like a career that’s more dynamic and challenging.  
I’d lov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develop my abilities.  
Yours is a famous company with excellent management. If I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in such a c

ompany, I believe I’ll be able to fully develop my abilities and obtain wider experience, and at the same ti
me,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ny.  

Yours is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ainly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electronic products, with its 
headquarters in the USA. You entered China’s market 5 years ago and your products made in China are e
njoying good market shar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related.  
II. Describe the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Presentation on How to analyze things. 

Topic 5 

Topic: Persuasive Speaking 
Talking about hardware  
I’d like to buy a computer with up-to-date components.  
I’m afraid this softwar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ain board.  
Your memory is too small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software.  
A good model of computer includes a Pentium 2.2G processor, 256MB of RAM, a 40GB hard drive, 

a DVD-ROM drive, a SB live deluxe and a 17-inch monitor.  
Talking about virus, internet and operation  
Virus is a self-duplicating computer program that interferes with a hardware of operat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otect your data, you need to install a powerful anti-virus program on the hard disk.  
These two documents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a virus.  
CIH is a very destructive virus.  
CIH virus triggers/strikes/breaks out on the 26th of April or any month.  
Do you often go online?  
I love surfing the internet.  
He’s a netizen/nethead/cyber addict.  
John Dow has a lot of net pals.  
What kind of web site do you often browse?  
Our homepage was attacked by hackers.  
Do you do online shopping?  
You can download all kinds of cute clip arts from this site.  
My computer is down again.  
Press the right button on the mouse.  
Move the cursor here, and double click the left button on the mouse.  
Please key/type in your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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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log in/out.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you exit.  
Please backup your important documents on a mobile hard disc drive.  
Giving instructions  
Key in your password.  
Insert a floppy disc into Drive A.  
To turn on the machine, turn the power knob clockwise. Turn it counter-clockwise to turn it off.  
Press the button once to start the machine. To stop it, press the same button once again.  
If you press these two keys (ctrl and space bar)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 switch the status from Engl

ish to Chinese, or vice versa. Talking about hardware  
I’d like to buy a computer with up-to-date components.  
I’m afraid this softwar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ain board.  
Your memory is too small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software.  
A good model of computer includes a Pentium 2.2G processor, 256MB of RAM, a 40GB hard drive, 

a DVD-ROM drive, a SB live deluxe and a 17-inch monitor.  
Talking about virus, internet and operation  
Virus is a self-duplicating computer program that interferes with a computer ’

s hardware of operat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otect your data, you need to install a powerful anti-virus program on the hard disk.  
These two documents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a virus.  
CIH is a very destructive virus.  
CIH virus triggers/strikes/breaks out on the 26th of April or any month.  
Do you often go online?  
I love surfing the internet.  
He’s a netizen/nethead/cyber addict.  
John Dow has a lot of net pals.  
What kind of web site do you often browse?  
Our homepage was attacked by hackers.  
Do you do online shopping?  
You can download all kinds of cute clip arts from this site.  
My computer is down again.  
Press the right button on the mouse.  
Move the cursor here, and double click the left button on the mouse.  
Please key/type in your password.  
Please log in/out.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you exit.  
Please backup your important documents on a mobile hard disc drive.  
Giving instructions  
Key in your password.  
Insert a floppy disc into Drive A.  
To turn on the machine, turn the power knob clockwise. Turn it counter-clockwise to turn it off.  
Press the button once to start the machine. To stop it, press the same button onc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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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press these two keys (ctrl and space bar)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 switch the status from Engl
ish to Chinese, or vice versa.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related.  
II. Describe the computer terms. 
III. Presentation on computer technigues. 

Topic 6 

Topic: Speaking to Convince 
1. Think about these questions before you start this in2english.com.cn web-learning unit: 
· How do you deal with complaints in your company ? 
· Is there a standard company policy or do you make specific decisions in each case ? 
· Who deals with complaints ? Do you have a specific department ? 
· Does any member of staff receive training in how to deal with complaints from angry clients or 

customers and how to offer satisfactory solutions ? 
· What are complaints usually about ? How do you respond ? Think of your actual replies to what 

customers or clients complain about. How could you improve what you say ? 
· Do you deal with complaints personally ? What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consider ? 
2. Here are some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customers might use when complaining： 
It's broken.  
It doesn’t work.  
It doesn't work properly.  
It doesn't work correctly.  
It's faulty.  
It was broken when I first used it.  
It didn’t work.  
It didn't work properly.  
It didn't work correctly.  
It was faulty when I first used it.  
It’s really badly made.  
The quality is terrible.  
I want to send it back.  
I want to return it.  
Your products always cause me problems.  
I’m really disappointed with your servic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repair it?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fix it ?  
Can I have a refund?  
Can I have a replacement ?  
3. Here are some possible responses to these compl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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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e. Do you have the receipt ?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I'm very sorry about that.  
The problem must be due to…  
I’m afraid it’s not company policy to give refunds.  
We can exchange the goods or give you a credit note if you prefer. 
Can you give me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blem ?  
If you return it, we’ll pay the postage costs.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is looking into this at the moment. She’ll ca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news.  
I’m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is has caused you.  
Our reputation for quality is very good, sir. This must be an isolated case.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convince. 
III. Presentation on convinces. 

Topic 7 

Topic: Speaking to Promote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and then discuss the questions below. Time manage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ssu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nagers, grappling with work pressures and 
deadlines, have come to recognise that time is a precious commodity to be ‘saved’, ‘gained’, and not 
‘wasted’ or ‘lost’. But if time is a commodity, how then can we best describe, measure and manage it? To 
describe and manage it, imagine a line that goes back to the beginnings of creation and continues into the 
mists of the future. And on that line are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marks-these separate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from the future. And within each time zone-past, present and future-we can differentiate periods 
of time from points of time. For example, the 1980s gave us a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lack 
Monday was a point of sudden financial catastrophe. How can this brief analysis help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r? Firstly, there is the link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other words, historical performance 
should be a guide to the future, and the present ought to represent last year’s forecast. So change-that 
which normally differentiates any two periods on our continuum-can be seen as a gradual evolution rather 
than a dramatic revolution. Secondly, the use of a time-planning system, on which key points and periods 
are plotted, enables managers to organise their activities so that bottlenecks can be avoided and deadlines 
can be met. So stress, where the jobs to be done exceed the available time, can be reduced to an 
acceptable and productive level. 1.1 Discussion Does your organisation live in the present? Does it change 
with the times? Do you work in a stressful environment? Do you think that time management can reduce 
stress?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promotion. 
III. Presentation on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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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8 

Topic: Speaking to Propos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Customer and A Representative 
A: Good morning, Chinacom Mobile. Wang Hua speaking, how may I help you ?  
B: Yes, good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omplaint about my bill, it’s ridiculous !  
A: Certainly, madam.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  
B: Well, I received my bill yesterday and you have over-charged me: it says I made several calls 

from Shenzhen to New Zealand between the 13th and the 24th of August, bu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I 
was in New Zealand on holiday at the time !  

A: I see. Could you give me your full name and phone number, please ?  
B: Yes, I’m Shirley Lee and my number’s 862 9147 8503, alright ? 
A: That’s fine, madam. I can see the calls registered here on my screen. I will have to check this with 

my technical department.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ca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fully 
investigated your complaint.  

B: Well,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  
A: It usually takes about 48 hours to check all the technical details.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ca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fully investigated your complaint.  
B: And then ?  
A: Well, depending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credit the over-charged amount to your 

account or send you a cheque.  
B: So I just wait for a call from your company ?  
A: Yes, madam. Someone will call you within 48 hours. Thank you for calling and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our attention.  
B: Hmmm…goodbye.  
A: Goodbye, madam.  
5. How can you deal with an angry customer? 
When you are dealing with a customer who is angry and possibly agressive, you need to demonstrate 

tact and diplomacy. An old golden rule of business is that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which is not 
always true !). So you can’t afford to get angry or show aggression.  

Don’t take the complaint personally, as 9 times out of 10, it will be someone else’s fault. By 
behaving aggressively, you can make your customer feel even more upset. 

You ne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hich is ‘win-win’; i.e.: good for both you and your 
company and the customer or client making the complaint. 

6. Some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show your concern for the customer or client: 
· I can assure you it won’t happen again.  
·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olve the problem.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our attention.  
· I’m very sorry about this.  
7. Stressed Word: 不管通过电话或面对面接待一位生气的顾客和客户，你都应该学会从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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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察觉他的不满情绪和他的要求，然后才可以做出相应对策。 
学会透过说话人的语调了解他的真正意图及期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The words that get stressed when we speak English aloud can affec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e 

say. 
例 1: a customer talking to a car salesman 
‘I paid a lot of money for this car and I expect better service !’ 
Click to Listen(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ed words) 
Note how the speaker emphasises key words such as verbs and nouns in order to show how angry 

they are. 
例 2: a customer talking to a waitress in a restaurant 
‘I know this fish is not fresh, I can taste it !’  
The stress on words tells us that it is the taste and not the smell or the look of the fish that makes the 

woman think it isn't fresh. But it also tells us about her attitude. Is she annoyed ? How do you know ?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Customer and A Representative 

A: Good morning, Chinacom Mobile. Wang Hua speaking, how may I help you ?  
B: Yes, good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make a complaint about my bill, it’s ridiculous !  
A: Certainly, madam.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  
B: Well, I received my bill yesterday and you have over-charged me: it says I made several calls 

from Shenzhen to New Zealand between the 13th and the 24th of August, bu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I 
was in New Zealand on holiday at the time !  

A: I see. Could you give me your full name and phone number, please ?  
B: Yes, I’m Shirley Lee and my number’s 862 9147 8503, alright ? 
A: That’s fine, madam. I can see the calls registered here on my screen. I will have to check this with 

my technical department.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ca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fully 
investigated your complaint.  

B: Well,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  
A: It usually takes about 48 hours to check all the technical details. Ou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call you as soon as we have fully investigated your complaint.  
B: And then ?  
A: Well, depending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credit the over-charged amount to your 

account or send you a cheque.  
B: So I just wait for a call from your company ?  
A: Yes, madam. Someone will call you within 48 hours. Thank you for calling and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our attention.  
B: Hmmm…goodbye.  
A: Goodbye, madam.  
5. How can you deal with an angry customer? 
When you are dealing with a customer who is angry and possibly agressive, you need to demonstrate 

tact and diplomacy. An old golden rule of business is that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which is not 
always true !). So you can’t afford to get angry or show aggression.  

Don’t take the complaint personally, as 9 times out of 10, it will be someone else’s fault. By 
behaving aggressively, you can make your customer feel even more upset.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14 

You ne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hich is ‘win-win’; i.e.: good for both you and your 
company and the customer or client making the complaint. 

6. Some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show your concern for the customer or client: 
· I can assure you it won’t happen again.  
·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olve the problem.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ringing this matter to our attention.  
· I’m very sorry about this.  
7. Stressed Word 
不管通过电话或面对面接待一位生气的顾客和客户，你都应该学会从他的话中察觉他的不满情

绪和他的要求，然后才可以做出相应对策。 
学会透过说话人的语调了解他的真正意图及期望，这是非常重要的。 
The words that get stressed when we speak English aloud can affec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e 

say. 
例 1: a customer talking to a car salesman 
‘I paid a lot of money for this car and I expect better service !’ 
Click to Listen(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ssed words) 
Note how the speaker emphasises key words such as verbs and nouns in order to show how angry 

they are. 
例 2: a customer talking to a waitress in a restaurant 
‘I know this fish is not fresh, I can taste it !’  
Click to Listen 
The stress on words tells us that it is the taste and not the smell or the look of the fish that makes the 

woman think it isn't fresh. But it also tells us about her attitude. Is she annoyed ? How do you know ?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role of speaking to propose. 
III. Presentation on How to make a proposal. 

Topic 9 

Topic: Ceremonial Speaking  
Starting a meeting  
Shall we get started?  
Now that everyone is here,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three problems this morning.  
Proceeding to the next item  
Shall we move on to the next item on the agenda?  
Let’s turn to the second problem.  
How about proceeding to the next question?  
Guiding people in the discussion  
First, I’d like Mr. Hunter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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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at?  
Miss Brown, can we have your report now?  
Would you take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Miss Jones?  
Would you wind up?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ose turn is it next?  
Coming back to the main point  
I think we are getting side-tracked.  
Shall we get back to the main point?  
I’m afraid we’re getting a bit off the point.  
I see your point, but could we please stick to the main problem here?  
Checking agreement  
Are we all agreed?  
Do I have your support on this?  
Are we all for this plan?  
Are we all in favor of this decision?  
Has anyone got any objection to this proposal?  
Do we all agree on this?  
Those in favor/against, please put up your hand.  
Declaring results  
Meeting’s adjourned.  
Let me take a minute to sum up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discussion.  
If nobody wants to add anything, we can draw the meeting to a close.  
That’s about all.  
Giving an opinion and introducing ideas  
I think…  
In my opinion, …  
Personally,…  
As far as I’m concerned,…  
As I see it,…  
Wouldn’t it be possible to…  
Could I make an additional recommendation?  
I’d like to make one more point.  
Agree with an opinion  
Yes, I quite agree.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That’s exactly what I have in mind. I’m all for this plan.  
I’m in favor of this proposal.  
I can’t agree more.  
You’re absolutely right.  
Half-agreeing with an opinion  
Yes, I agree up to a point, but…  
Yes, in a way,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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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I partially agree, but…  
I suppose so, but…  
Well, you’ve got a point there.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I suppose.  
Disagreeing politely  
I’m having a second thought on that.  
Well, I don’t know.  
Well, I think it depends.  
Wel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Do you think so?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Disagreeing strongly  
No, I disagree.  
No, I don’t agree with you at all.  
No, I wouldn’t accept that for one minute.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related.  
II.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a meeting. 
III. Retell the arrangement of a meeting. 

Topic 10 

Topic: Speeches of Welcome and Farewell 
Sample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school. We are glad to have such a group of experienced teachers visiting us. We 

are sure the exchange of views among us will promote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in China, make new friends and take away memories of pleasant, 
productive days. After your visit, we sincerely hope you will give us your valuable suggestions. 

Sampl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your nice welcome and reception. It has been a long cherished hope of ours to visit 

England some day.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is rare chance today. We feel specially honoured to be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meet such a nice group of distinguished people like you. I am sure our stay here 
will be a fruitful and enjoyable one. I do hope to see more of you while we arehere.  

Sample 3 
Comrades and friends, 
Just two weeks ago, we happily gathered here to give Doctor Daniel a warm welcome. Today we are 

now gathered here again with him because he will leave for home tomorrow. 
Doctor Daniel's visit to China is short but very successful. During his stay in Beijing he visited 

factories,villages, schools, and carefully studied our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bidding farewell to him, we sincerely hope that Doctor Daniel will benefit us with his critic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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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 and valuable suggestions tend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our work, and we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quest him to convey our deep friendship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also our best 
regards and respects to them. We wish him a pleasant journey home. 

Sample 4 
Dear friends, 
First of all, allow me to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party. I am greatly honored 

once again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your great country and meet with so many of its people. This 
visit has been full of 

interesting things and everything here left me a deep impression. I have visited factories, schools, 
farm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 have talked with and make friends with many workers, farmers, clerks, 
scientists, artis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 discussed work and study and life together,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during my short stay here. It has given me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your country and people.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your again. 
May the friendship ties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consolidated.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  
II. Describe the functions. 
III. Presentation on your speeches. 

Topic 11 

Topic: Speeches of Introduction 
1.greeting: Good morning, my honorable guest! 
2.Intoduction of topic: My topic/subject today is.... 
I shall be dealing with 2/3/4...main areas/topics/subject today 
3.Descrbing Secquences and Timing: translation words instead first, second... 
          but not the same one except the first one and the last 
4.Highlighting Information:  
5.Involving the Audiences: Let's have a show of your hands, how many of you agree with 
6.Giving Instructions: 
7.Checking Understanding: Is everyone with me so far?/Are you with me? 
8. Clarifying Question: 
Evading Question: That's a bit outside the scope of today's topic/That's not really my field.../That's 

not really for me to say 
Inviting Comments: Has anyone got any question on this point?/Would anyone like to comment on 

that?/Does anyone disagree with my last point? 
Interupting: I'd like to discus it further, but i think it's time to move on./I'm sure we'd all agree, but 

perhaps we should get back to the main point. 
Translation: If we could now turn on too.../my next point is.../What I want to do next is.../Let's move 

on to... 
Reformulations: So, in summary.../my main arguments were.../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 of the ke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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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for imformal short speeches) 
I hope you have found my presentation useful./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e today.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speeches of introductions. 
III. Presentation on a speech. 

Topic 12 

Topic: Speeches of Presentation 
1. Presenting the results of reports or sales is challenging ! But it’s also an easy skill to learn and 

really important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h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Here are some questions:Do you ever need to present figures in written form ? What figures ?  Who 

do you write these reports for ? What do they expect ? o you present every single piece of information ? 
Or do you just concentrate on a few main pieces of information ? Why is it difficult it do ? 

2. Make it simple 
When you are presenting figures in written form, make sure your sentences are short and not too 

complicated so that your reader doesn’t get confused. Try to include only one or two different ideas in 
each paragraph. As a general rule, whenever you change the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tart a new 
paragraph. 

Use your layout to make things clear 
Presenting figures in written form demands that you write clearly and concisely. But it also requires 

that you use plenty of space to present so much potentially confusing information. Take advantage of 
computer software to use bullet points, bold and highlighted text. Keep paragraphs short and to the point. 

3. 2001 - 2002 Sales Figures 
The financial year show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sales of our new range of mobile recording devices 

- there was an increase of 27 percent year-on-year. 
The previous year's range, however, decreased slightly by a litter under 2.5 percent. 
The trend we are seeing is a result of improved customer satisfaction - our feedback clearly 

demonstrates how satisfaction levels improved considerably in 2001-2002 compared with 2000-2001: an 
annual increase of 8.9 percent. 

Sales in our main market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went up by an average of 34 
percent. 

In some overseas markets, notably Indonesia, sales did not increase so impressively, affecting our 
overall success. 

In conclusion, the Board feel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capitalize and build on our success and 
expects annual sales next year to increase by an additional five to ten percent in the 2003-2004 financial 
year.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presentation. 
III. Presentation on your business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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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3 

Topic: Speeches of Acceptance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drug abuse leads to harmful consequences. Why then do 

people—particularly youngsters—continue to use drugs? Psychologists claim  that there are three basic 
motivations that influence people to take drugs: curiosity, stres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ometimes, 
youngsters take drug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curious. Taking drugs seems to be the “in thing” for thei　 r 
generation, so they want to know what drugs are like. The trouble is that they do not know that taking soft 
and seemingly innocuous(无害的) drugs can develop into cravings(渴望) for stronger stuff later on. In 
some cases, youngsters are depressed or frustrated because of problems related to parents, school or the 
opposite sex. They take drugs to escape from the stress brought on by all these problems. In other cases, 
the environment is conductive to taking drugs. If, for instance, a youngster belongs to a community, 
school, or peer group where other youngsters take drugs, he may soon be tempted to follow suit, for fear 
of ostracism or non acceptance.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nowadays among social workers and psychologists that the best 
possibl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drug addiction among the young is for school authorities, social 
workers and the Police Narcotics Division to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young people with much needed 　

education on the effects and dangers of drug abuse. Moreover, parents can do a great job in leading 
children away from drugs. They sh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listening and talking to them. 
Most importantly, parents should show them attention, concern and love. Parents who always scream at 
their children and nag(唠叨) them about their failings and weaknesses are regarded as unwitting drug 
pushers. As far as young people are concerned, a warm and happy family, wherein members share both 
joys and sorrows and where children get maximum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s the best bulwark 
against the onslaughts of drugs.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a happy home is a drug free home.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roles of Speeches of Acceptance. 
III. Retell the story of the text.  
IV. Presentation on it. 

Topic 14 

Topic: Context Creation 
When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OUP; nearly 40,000 copies sold) appeared, it was hailed 

as a landmark work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Now, Enabling Knowledge Creation ventures 
even further into this all-important territory, showing how firms can generate and nurture ideas by using 
the concepts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book. Weaving together lessons from such international leaders as 
Siemens, Unilever, Skandia, and Sony, along with their own first-hand consulting experiences, the authors 
introduce knowledge enabling--the overall set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knowledge 
creation--and demonstrate itsnpower to transform an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into value-creating actions. 
They describe the five key "knowledge enablers" and outline what it takes to instill a knowledg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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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conversations, mobilize knowledge activists, create the right context for knowledge creation, and 
globalize local knowledge. 

The authors stress that knowledge creation must be more than the exclusive purview of one 
individual--or designated "knowledge" officer. Indeed, it demands new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veryone in the organization--from the elite in the executive suite to the frontline workers on the shop 
floor. Whether an activist, a caring expert, or a corporate epistemologist who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tself, everyone in an organization has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making "c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in supporting, nurturing, and encouraging microcommunities of innovation and 
fun; and in creating a shared space where knowledge is created, exchanged, and used for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much-anticipated sequel puts practical tools into the hands of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who are 
struggling to unleash the power of knowledge in their organization.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II. Describe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Retell the story of the text.  
IV. Presentation on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context creation. 

Topic 15 

Topic: Cultural Evaluation 
Technologist vs. Traditional Educators 
I think we can look at on-line education as a kind of cultural clash between the technologist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raditional educators on the other.  The technologist believes that technology will 
rejuvenate education by reducing time restraints, conquering distance and making it more creative.  
Furthermore, they believe that all this technology, the PC with accompanying whistles and gizmos, will 
really empower the students and make education more student centered and interactive.  The traditional 
teachers, on the other hand, are more skeptical of technology.  Of cours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ors are less familiar with and/or less comfortable with computers than the technologist and may be 
prejudice against the new technology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it. However,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ors remember the pronouncements of men like Edison who predicted that “the motion 
picture is destined to revolutionize our educational system…it will supplant largely, if not entirely, the use 
of textbooks.”  Similar claims were made about radio and filmstrips among a host of othe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his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ulture, many members of which may actually be very 
computer literate, senses that computers cannot make stud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like they might in 
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classroom situation. “How can there b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t 
terminals at distant locations?” they ask. The technologist may shoot back that the Internet and computers 
allow the student to interact with a greater variety of people from a greater variety of countries than could 
ever be accommodated in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They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great mix of students from 
various geographic areas and age ranges will be able to add a tremendous variety of viewpoints and 
experiences that could benefit the entire on-line class. The traditional educator may respond that 
electronic interaction is not the same as face-to-face interaction. The interaction is less human,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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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ly interactive than that which can be observed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hey think that it does 
not give the student the interactive social skills that he or she may need in an internationalized business 
world, where one may have to work in close quarters with people of many cultures and age groups.  

The arguments of both the traditional educator and the technologist are well founded. Most of us 
here are in one of the two camps with the rest of us siting on the fence. Most of us are somewhat computer 
literate and have become used to sending E-mail and do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Many of us here 
have some experience in using the Internet for education.  So most of us know the technology and 
believe it can be useful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However, if we all believe in the value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knowledge with a click of a button, “Why are we here?”  Why aren’t 
we in our offices and conducting this conference on On-line Education on-line?  Perhaps we too like the 
face-to-face exchange of ideas and like to socialize with each other over Peking duck or other savory 
delicacy.  The answer is simple, we enjoy the rapport that we build with colleagues both new and old 
whom we have only communicated with on the Internet or meet only seldom at these gatherings. So here 
we are in this beautiful facility enjoying the great hospitality of our host, president Yan Ze-xian and th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ecause even on-line educators occasionally need to refresh our minds 
through the quick exchanges and challenging discussions that only real tim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can 
give us.  It is not just we here either.  There is any numb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conferences conducted 
in real time and face-to-face around the world.  

But does this make us all liars?  I think not.  We come to conferences like this because we realize 
that not everyone is connected and we must meet in Changzhou or Madison or other venue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people who wish to know how to begin and which pitfalls to avoid.  We come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we may all learn and go back to plan better programs for 
our students.  However, if we all find the need to attend these real-time-in-person conferences, then we 
should also be big enough to listen to the critics of on-line education. 

Exercises: 
I.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exts.  
II. Describe the giv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III. Retell the story of the text.  
IV. Presentation on My Cultural Evaluation. 

Week 16 

In-class fin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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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特点 

国际经济学是战后西方新兴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以开放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宏、微观

分析方法，对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理论

与政策。国际经济学Ⅱ是国际经济学中宏观部分，即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

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的问

题的一门学科。 

二、本课程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本课程是商学院国际商务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为本专业的其他专业课奠定理论

基础，掌握分析和研究国际金融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与本专业的其他课程相辅相成，成为本专

业的专业理论课程之一。 

作为经济学中新兴的一门学科，国际经济学Ⅱ（国际金融学）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学中一些常见

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现象和政策问题，即通过开放经济下对外帐户的构成及不平衡所导

致的内外部均衡的相互冲突的分析，学习其解决冲突的理论方法；掌握汇率变动的影响及均衡汇率

的决定以及汇率的管制和干预方法；了解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汇率、货币危机的产生及防范措施；

强调内外均衡的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及其对策。毫无疑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为其它专业课程

的学习打好理论基础，而且使学生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 

三、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 

1、了解国际金融基本知识，如：国际收支、外汇的概念、汇率的种类及计算、金融衍生工具、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储备等。 

2、掌握国际金融相关动态，如，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及特点、国际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

货币危机的防范及对策、汇率政策的选择等。 

四、总学时、学分 

54 学时（每周 3 学时）、3 学分 

五、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多媒体讲授为主，采取辩论一次、撰写论文一次、课堂讨论一次、学生自主讲课一次、课堂

小考若干次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六、上课要求 

1、上课方式的多样化：课堂提问、讨论、辩 论、小考、写小论文、检查作业、学生讲课比赛

等。2、出勤要求。3、课堂纪律与卫生要求。 

4、考核办法：平时成绩占 20%（包括出勤、提问、讨论、辩论、小考、论文）；期末闭卷考试

占 80%。 

七、使用教材 

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第 2 版），21 世纪高等学校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出版。 

赵春明主编，宏结副主编：《国际经济学》，普通高等教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规划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年 1 月版。 
八、主要参考书目 

1、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第 3 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 月出版。 
2、刘书年主编：《国际金融》，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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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部分下册），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4、易纲、海闻著：《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出版。 
5、彼得• 林德特著，范国鹰等译：《国际经济学》，第 9 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6、《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等专业刊物。 
7、金圣才著：《国际金融课后习题讲解》，中国石化出版社，2008 年 4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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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重点内容：掌握国际收支相关概念,熟练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 

难    点：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及宏观经济含义. 

学    时：3学时 

 

第一节 国际收支 

 

一、国际收支的含义 

1、概念的产生:国际间的经济交易必然会产生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的支付问题，由此引起了国际

收支统计和对国际收支进行分析的问题。 

2、概念：根据 IMF 的解释，一国的国际收支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一年、

一季度、一月）与非居民之间的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 

二、有关国际收支概念的几点说明 

1、经济交易：IMF 所给出的国际收支概念包含全部国际经济交易，是以交易为基础。 

2、居民和非居民：居民和公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居民则是一个经

济概念。 IMF 作了如下规定：自然人居民，指那些在本国居住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个人，但官方

外交使节、驻外军事人员等一律是所在国的非居民；法人居民，指在本国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级政府

机构、非盈利团体和企业。 

3、国际收支和国际借贷：国际借贷：即国际投资状况，是指一定时点上一国居民对外资产和

对外负债的汇总。两者的区别： 国际收支是流量而国际借贷是存量；两者所包括的范围不一样，

国际经济交易中的赠予、侨民汇款与战争赔偿等“无偿交易”，都属于不发生国际借贷关系的交易，

因而不包括在国际借贷中，但却包括在国际收支中。 

 

第二节 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含义 

1、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国对其一定时期内的国际经济交易，根据交易的特性和经济分析的

需要，分类设置科目和帐户，并按复式簿记的原理进行系统记录的报表。 

2、IMF 规定各会员国必须定期报送其国际收支平衡表，并汇总后定期发表在《国际金融统计》

上。IMF 出版了《国际收支手册》，制订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标准格式。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分类 

1、经常项目：货物+服务+收入+经常转移； 

2、资本与金融项目：资本帐户（资本转移和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收买和放弃，如专利、商

标、版权、经销权等）+金融帐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储备资产） 

3、错误和遗漏： 

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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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式计帐法：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复式簿记的记帐方法编制 

1、贷方(Credit/Plus Items) 

（1）对外实际资产的减少; 

（2） 对外金融资产的减少; 

（3）对外负债的增加; 

2、借方(Debit/Minus Items) 

（1）对外实际资产的增加; 

（2）对外金融资产的增加; 

（3）对外负债的减少; 

3、贷方(Credit/Plus Items)：出口(货物和劳务);资本流入,包括：对外金融资产的减少，本

国对外负债的增加。 

4、借方(Debit/Minus Items)：进口(货物和劳务);资本流出,包括：对外金融资产的增加，本

国对外负债的减少。 

（二）借方和贷方；收入和支出；顺差和逆差（黑字和赤字） 

四、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结构 

（一）经常账户 

1、商品贸易或有形贸易。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小麦，向欧洲出口纺织品等，是经常帐户中 重

要项目 

2、服务贸易即劳务进出口。包括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以及咨询、

广告等商业服务等等，又称为无形贸易 

3、收益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类。中国人在国外获得的工资，奖金，股票红利，债券利

息等作为收益项目贷方，外国人在中国获得工资、奖金、红利、利息等作为收益项目借方 

4、经常转移包括政府与民间相互捐赠等等发生的收入转移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 

1、资本账户:包括固定资产所有权国际间转移，债权人不索取任何回报而取消债务等资本转移

部分；还包括非生产和非金融性的资产如专利，版权，商标权的收买或放弃等。 

2、金融账户:包含“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它投资（如贸易信贷）”等三个子项目。 

（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技术性调整——错误和遗漏 

1、由于各种国际经济交易的统计资料来源不一，有的数据甚至还来自于估算，加上一些人为

的因素（如有些数据须保密，不宜公开），平衡表实际上就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净的借方余额或

贷方余额。 

2、基于会计上的需要，一般就人为设置一个项目，以抵消上述统计偏差，即“净错误和遗漏”

科目。 

3、如果借方总额大于贷方总额，净错误和遗漏这一项则放在贷方；反之，如果贷方总额大于

借方总额，净错误和遗漏这一项则放在借方。 

五、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记录经济交易以什么日期为准 

（一）在国际经济交易中，签订买卖合同、货物装运、交货和付款等一般都是在不同日期进行

的。 

（二）资本交易还可以根据分析的需要有不同的划分。 

1、从资本交易的主体（或资本的拥有者）来看，有私人资本和官方资本之分。上述官方储备

只是官方资本中的一部分； 

2、从资本的偿还期来看，有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之分。长期资本是指期限为一年以上或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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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如股票）的资本；短期资本指期限为一年或一年以下的资本。 

3、各种划分方法还可以根据需要交叉运用。譬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资本账户下细分私人

长期资本和私人短期资本；官方长期资本和官方短期资本。 

4、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随着国际游资的大量积累，在一些资本账户完全放开管制的国家中，

私人短期资本近年来的流动额越来越大，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非常显著，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其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私人短期资本的分析。 

 

第三节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 

 

一、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济学分析 

1、国际收支平衡表是根据复式薄记原理编制的，其借方总额和贷方总额是相等的。但这只是

账面的、会计意义上的平衡，不具有经济学意义。 

2、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每个具体账户和科目的借方额和贷方额往往是不相等的，这种差额被称

为局部差额如贸易差额、劳务收支差额、经常账户差额等。 

3、注重某几个科目的交易加总在一起所形成的局部差额 

二、国际收支的盈余、赤字和平衡 

1、线上交易和自主性交易 

通常，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某个位置上划出一条水平线，在这一水平线以上的交易就是

我们所要研究的，被称为“线上交易”；而此线以下的交易被称为“线下交易”。当线上交易差额为

零时，我们称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当线上交易差额不为零时，我们称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

如果线上交易的贷方总额大于其借方总额，称为盈余；如果线上交易的贷方总额小于其借方总额，

称为赤字，在赤字前应冠以“－”号；很显然，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在帐面上是平衡的，当线上交

易的贷方总额大于其借方总额时，线下交易的贷方总额必然小于其借方总额；反之依然。 

2、贸易差额和经常账户差额 

贸易差额也是衡量一国实际资源转让、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依据。经常账

户差额反映了实际资源在该国与它国之间的转让净额，以及该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当经常账户

为盈余时，就要通过资本的净流出或官方储备的增加来平衡；当经常账户为赤字时，就要通过资本

的净流入或官方储备的减少来平衡。 

3、基本差额 

是经常账户交易、长期资本流动的结果，它将短期资本流动和官方储备变动作为线下交易。它

反映了一国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 

4、官方结算差额 

是经常账户交易、长期资本流动和私人短期资本流动的结果，它将官方短期资本流动和官方储

备变动作为线下交易。 

5、综合差额 

所包括的线上交易 为全面，仅仅将官方储备作为线下交易，它衡量一国官方通过变动官方储

备来弥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6、国际收支帐户基本关系 

经常帐户顺差 + 净资本流入 + 外汇储备增加 = 0   CA+KA=RE  或：经常帐户顺差 + 净资本

流入 = 外汇储备增加 

7、我国国际收支账户 

（1）有些教科书把 BPA 定义为涉及外汇交易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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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 BPA 包含不发生外汇收支的内容。 

第一，人民币结算的国际经济活动，如外企利润再投资记入资本项的 FDI 贷方和经常项的利润

汇出借方。 

第二，外商设备进口，国内没有支付外币，但是记入 CA 进口借方和资本项的 FDI 贷方。 

（3）我国外汇管理局编制的“国家外汇结存及银行售汇表”报告外汇收支情况。 

三、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民收入账户的关系 

1、GDP=C+I+G+(X－M)； 

2、GNP=GDP+国外净要素报酬收入 NFP； 

3、经常账户差额 CA 可以近似地（忽略转移收支）表示为：  CA=(X－M)+NFP 

从而，GNP=C+I+G+CA，这就是国际收支和 GNP 的关系。 

假定 T 为税收，私人部门储蓄为 S=Y－T－C, 上式可整理为：CA =(S－I)+(T－G)，这就是开

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 基本公式。 

 

本章重要概念 

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均衡   贸易收支   经常项目   

资本和金融项目   自主性交易   综合账户差额   错误与遗漏账户 

 

复习思考题： 

1、 IMF 关于国际收支的定义有何优点？ 

2、 简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 

3、 如何测度一国国际收支的失衡？ 

4、 简述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民收入账户的关系。 

 

参考书目 

1、 易纲、张磊著：《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2、 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3、 万鸿义主编：《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Maurice Levi: “International Financ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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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和理论 

 

重点内容：掌握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运用 

难    点：学习国际收支相关理论 

学    时：6学时 

 

第一节 国际收支调节手段 

 

一、国际收支调节目的： 

1、 追求国际收支平衡 

2、 追求国际收支均衡 

3、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内部均衡：无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合理增长 

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下的国际收支平衡 

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性质： 

1、临时性不平衡 

2、结构性不平衡 

3、货币性不平衡 

4、周期性不平衡 

5、收入性不平衡 

三、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分为两类： 

（一）自动调节机制： 

1、国际金本位制度： 

黄金输送点——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2、纸币流通下的自动调节机制 

（1）货币——价格机制： 

逆差→对外支付增加→货币外流增加→货币存量减少→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出口商品价

格下降→出口增加→贸易收支改善 

（2）收入机制： 

逆差→对外支付增加→国民收入下降→进口需求下降→ 贸易收支改善 

（3）利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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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差→对外支付增加→本国货币存量减少→利率上升→本国金融资产收益率上升→对本国金

融资产的需求上升→资金外流减少或内留增加→国际收支改善 

（二）政策调节 

1、需求调节：改变总需求或总支出的政策。 

（1）支出增减型调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调节总需求→改变对外商品、劳务、金融资产之需求→调节国际收支 

（2）支出转换型调节：总需求和总支出不变，改变支出方向（将国内支出从外国商品和劳务

→国内商品和劳务） 

总需求不变→汇率、补贴、关税等→改变需求方向→调节国际收支 

2、供给调节：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改善国际收支 

（1）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一些产业，调整、限制、取消一些产业→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调

节国际收支 

（2） 科技政策：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

→调节国际收支； 

（3） 制度创新政策：制度缺陷 

3、融资政策： 

（1）使用条件：国际收支由短期、临时性冲击所致；与需求调节政策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 包括以下两种： 官方储备的使用； 国际信贷便利的使用。 

（3）逆差→融资政策→国际收支赤字改善→经济的稳定 

4、政策组合：以上政策的搭配使用 

 

第二节 内外均衡矛盾和政策搭配调节 

 

一、内外部均衡的冲突 

（一）内外部均衡的冲突 

 内部经济状况 外部状况 

1 经济衰退/失业增加 国际收支逆差 

2 经济衰退/失业增加 国际收支顺差 

3 通货膨胀 国际收支逆差 

4 通货膨胀 国际收支顺差 

（二）内外均衡矛盾产生的根源：经济的开放性 

1、封闭经济目标：（1）经济增长；（2）充分就业；（3）价格稳定 

2、 开放经济目标：（1）经济增长；（2）充分就业；（3）价格稳定；（4）国际收支 

3、开放与封闭相比较： 

（1） 政策目标的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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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封闭下的主要目标与国际收支的冲突是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4、 内外均衡冲突的原因： 

（1） 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 

（2） 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 

（3） 国际游资的冲击 

（三）内外均衡矛盾政策调节的原理 

1、丁伯根原理： 

2、 有效市场分类原理 

二、政策搭配 

（一）支出增减型与支出转移型政策（斯旺模式） 

（二）支出型政策与融资政策 

（三）支出增减型政策与供给型政策 

三、内外均衡的矛盾与政策搭配调节 

（一）米德冲突（内外均衡矛盾的经典论述） 

1、1951 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他指出，在汇率固定时，政府主要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调

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2、内外同时达到平衡未必是 优的。 

3、现实中很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以牺牲外部平衡来为本国获得 大的利益。如六七十年代德

国、日本的高额顺差便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二）丁伯根原则（关于政策协调） 

1、要实现若干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若干个效的政策工具 

2、丁伯根原则假定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供决策当局集中控制，从而通过各种工具紧密配合实现

政策目标；丁伯根原则没有明确指出每种工具有无必要在调控中侧重某一目标的实现。这两个特点

不尽与实际情况符合。 

3、丁伯根原理简评： 

（1） 经济具有线性结构 

（2） 决策当局可以集中控制各种政策工具，从而通过各种工具的紧密配合实现政策目标 

（3） 没有明确指出各种工具有无必要在调控中侧重于某一目标（权重） 

（三）蒙代尔政策搭配（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 

1、财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公债政策 

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 

3、财政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来影响国际收支，分别称为收入效应、利率效应和相对价

格效应（或称替代效应） 

4、逆差：双紧；顺差：双松 

（四）斯旺模式：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组合 

（五）支出转换政策： 

直接管制和汇率贬值同属于支出转换政策，属于全面性控制工具(General Controls)。 

1、汇率政策 

（1）汇率的升值和贬值、关税、补贴及直接管制 

（2）本币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常帐户或贸易收支上，其效果大小取决于两方

面： 

第一、名义汇率对实际汇率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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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出口弹性是否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或类似条件。 

2、直接管制 

（1）外汇管制和进口许可证 

（2）特点：比较灵活，针对具体不同的进出口项目和资本流动有区别地予以实施。 

（3）弱点：变显性赤字为隐性赤字。容易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造成本国产品生产的效率

低下，对外竞争力不振，引起官僚作风和贿赂风气的兴起。 

3、科技政策：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4、产业政策：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鼓励发展和扩大一部分产业，另一方面对一些

产业部门进行调整、限制、乃至取消。 

5、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企业制度改革，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节 国际收支理论 

 

一、弹性分析法 

1、马歇尔——勒纳条件：EX + EM > 1 

2、J曲线效应：  

1、 贬值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在马歇尔-勒纳条件下，贬值后贸易条件不能改善。 

2、 缺陷： 

（1）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的，它仅局限于分析汇率变化对进出口市场的影响。 

（2）忽视了对社会总支出和总收入的影响。 

二、吸收分析法 

（一）公式：B=Y-A 

（二）政策主张：改变总收入与总支出（吸收）政策 

1、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 

2、发挥作用的前提：必须有闲置资源存在；边际吸收倾向小于 1（吸收的增长小于收入的增

长，货币贬值才会改善国际收支） 

（三）评价 

1、缺陷： 

（１）因果的逻辑关系上自相矛盾 

（２）没有考虑国际间的经济联系（未考虑相对价格在调整中的作用） 

（３）充分就业假定条件下的分析，忽略资源运用效率 

（４）没有涉及国际资本流动 

2、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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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指出了弹性论的缺点 

（２）指出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宏观原因，注意到国际收支失衡的货币因素，为货币论打下了基

础 

三、货币分析法 

（一）特点 

1、货币论强调货币市场存量均衡的作用。 

2、从货币角度考察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3、假设 

（1） 货币需求是收入、利率等的函数。 

（2） 长期来看，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货币变动不影响产量。 

（3） 一国的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接近国际水平。 

（二）基本理论 

 

（三）货币论的经济意义 

1、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 

2、国际收支逆差是一国名义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名义货币需求量 

3、国际收支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实际货币余额（货币存量）对名义货币供应量的调整过程 

（四）政策主张 

1、既然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故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可由国内货币政策调节 

2、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顺差，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 

3、贬值、进口限额、关税、外汇管制等贸易和金融干预，只有当它们的作用是提高货币需求，

尤其是提高国内价格水平时，才能改善国际收支，且影响是暂时的 

（五）简评 

1、贡献： 

（1）在国际收支分析中对货币因素的重视 

（2）政策主张：所有国际收支问题都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即货币供应政策，膨胀性的货

币政策（使Ｄ增加）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Ｄ减少）可以减少国际收支逆差． 

（3）当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应注重国内信贷的紧缩 

2、缺陷： 

（1）颠倒国际经济的因果关系 

（2）货币论假定货币供给变动不影响实物产量的假设不严密 

（3）货币需求函数稳定的假设不严密（在短期，货币需求不稳定） 

（4）一价定律成立的困难性（长期来看，一价定律往往不成立） 

（5）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批评：牺牲国内实际货币余额或实际消费、投资、收入和经济增长来

纠正国际收支逆差。 

四、结构分析法 

结构论：国际收支逆差尤其是长期性的可以是长期性的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引起的 

（一）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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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结构老化论: 

2、 经济结构单一论: 

3、 经济结构落后论: 

（二）政策主张: 

1、 改善经济结构和加速经济增长 

2、 增加投资、改善资源的流动性、使劳动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 

（三）简评 

1、国际收支失衡有事先和事后两种，事先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得当家以避免，

即国际收支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制约力对经济长期均衡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是有好处的（居

安思危） 

2、事后是无法通过结构调整避免的 

 

本章重要概念 

价格—现金机制   收入机制   利率机制   需求增减型政策   需求转换型政策   米德冲突   

丁伯根原则   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

策的搭配   弹性   马歇尔—勒纳条件   J 曲线效应   贸易条件   闲置资源的作用   弹性论、

吸收论、货币论的基本公式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国际收支均衡和失衡？ 

2、哪些因素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 

3、简述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 

4、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哪些政策选择？ 

5、简述马歇尔－勒纳条件 

6、什么是 J曲线效应 

7、比较并评述国际收支弹性论、吸收论和货币论。 

 

课堂测验题 

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并分析我国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收支调节政

策？它与入世后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有什么异同？ 

 

参考书目 

1、戴金平著：《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潘国陵著：《国际金融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理论与国际收支理论研究》，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 年。 

3、周延军编著：《西方国际金融理论》，中信出版社，1992 年。 

4、Maurice Levi: “International Financ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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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汇和汇率 

 

重点内容：掌握外汇与汇率的基本知识，了解汇率决定的依据、汇率波动的影响及相关理论与

政策选择。 

难    点：汇率理论 

学    时：9学时 

 

第一节   外汇的基本概念 

 

一、外汇的含义 

1、外汇：以外币表示的、可直接用于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 

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一国货币不能在另一国流通，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债

权和债务在清偿时，需要进行本外币的兑换。 

2、含义：有动态和静态。 

（1）动态的外汇是指人们为了清偿国际间 的债权债务关系，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

的行为。 

（2）广义的静态外汇泛指可以清偿对外债务的一切以外国货币表示的资产或债权。狭义静态

外汇的前提条件有两个： 

第一，以外币表示的资产 

第二，可直接用于国际结算 

3、外汇的种类 

（1）可否自由兑换：自由外汇和可兑换货币；记帐外汇：清算外汇 

（2）来源：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 

（3）交割日期：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 

 

第二节  汇率的标价方法和种类 

 

一、汇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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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长期以来说是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支配的；中期是受利率、通胀、外贸收支和资金流动等

经济状况控制的；短期则是受游资或投机行为所影响的。 

二、汇率的表示方法 

汇率的表示方法包括：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美元标价法 

1、标价法中的基准货币和标价货币 

2、法定升值与升值 

3、法定贬值与贬值 

4、硬通货和软通货 

三、汇率的种类 

1、按制订汇率的方法不同，划分为基本汇率与套算汇率 

2、从银行买卖外汇的角度，划分为买入汇率、卖出汇率和现钞汇率 

3、按外汇的汇付方式不同，划分为电汇汇率、信汇汇率和票汇汇率 

4、按外汇交易交割日不同，划分为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 

5、按实际价值不同分为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和有效汇率 

6、按汇率制度不同划分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第三节  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一、国际收支状况：顺差-汇率上升，但注意其性质 

二、相对通货膨胀率：内部价值低，使外部价值也低 

三、利率差异：利率上升使汇率上升，主要影响短期汇率 

四、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汇率下降 

五、财政赤字：赤字的增加导致汇率的下降（利率） 

六、预期因素：心理预期改变汇率的方向 

七、国际储备：储备增加提高汇率 

 

第四节  汇率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一、对物价水平 

二、对外汇短缺 

三、货币替代和资金外逃 

四、对进出口贸易收支 

五、对国际贸易交换条件 

六、对总需求 

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第五节  汇率决定理论 

 

一、汇率决定理论演变与发展 

1、汇率决定理论研究的着眼点：是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受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 

2、本节讨论汇率决定的背景：实行货币自由兑换，汇率由市场来决定的国家。 

3、汇率决定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之一，随着经济背景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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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国际借贷说、购买力平价说、汇兑心理说、国际收支说和资产市场说几个

阶段。 

二、 购买力平价说 

1、瑞典学者卡塞尔（G.Cassel）于 1922 年出版了《1914 年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提出“购

买力平价说”。 

2、购买力平价说的思想：一国汇率水平和变化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 

3、购买力平价说的基本思想：国内外货币之间的汇率，主要取决于两国货币购买力的比较。 

4、购买力平价有两种形式：绝对形式（absolute version）与相对形式（relative version）。

绝对形式说明的是某一时点上汇率的决定，相对形式说明的是在两个时间内汇率的变动。 

一价定律与购买力平价的绝对形式 ：e=Pa/Pb 

相对形式 

 

 

 

 

5、对购买平价说的评论： 

揭示了汇率长期变动的根本原因，在分析汇率的长期变动上，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缺陷 ： 

（1）忽略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存在及其对汇率的影响。 

（2）它忽视了非贸易品的存在及其影响。 

（3）忽略了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对国际商品套购所产生的制约。 

（4）在计算购买力平价时，编制各国物价指数在方法、范围、基期选择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技

术性困难。 

三、利率平价说 

1、利率平价说说明了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2、而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则通过国际资金套利来实现，反映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于汇率决定

的作用。 

3、凯恩斯 初提出利率平价说时，主要用以说明远期差价的决定。后来，艾因齐格又补充提

出了利率平价说的“互交原理”，揭示了即期汇率、远期汇率、利率、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相互影

响。 

4、主要内容： 

一是相对于套补利率平价说； 

二是在非套补利率平价说中引入关于预期形成机制的各种假说； 

三是套补利率平价与非套补利率平价的相互关系 

5、套补利率平价理论 ： 

(1)远期差价是由各国利率差异决定的，并且高利率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贴水，低利率货

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升水。 

(2)公式：p(1+if)=p+pif * =id-if 或者 p≈id-if ，该式表明，远期升水率等于国内外利差。 

(3)套补利率平价理论的缺陷： 

第一，套补利率平价理论没有考虑交易成本。 

第二，套补利率平价理论假定资金在国际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perfect mobility）但事实上，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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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理论还假定套利资金规模是无限的，套利者能不断进行抛补套利，直到利率平价成立。

但能够用于抛补套利的资金往往是有限的。 

6、非套补利率平价理论：对非套补套利者而言，持有本币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同样是本币的利

息率(id)，但持有外币资产所获取的预期收益率不再是外币利息率(if)加远期外币升水率（p），而

是外币利息率加汇率上升率（Eρ）。 

7、利率平价说的应用： 

（1）即期汇率的决定 

id≈if+ Eρ 

该式表明，当前的汇率水平与汇率预期、外国利率成正比，与本国利率成反比。该公式还可以

用来引证“预期能自我实现” 的作用。就是说，一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对该种资产价值的

评价。 

（2）远期汇率的决定 

远期外汇汇率决定于远期外汇的供给和需求。远期外汇交易的参与者主要有三类：投机者、套

补套利者和进出口商。现代远期汇率决定理论认为，正是他们的投机和保值行为共同决定着远期汇

率的水平。 

8、利率平价理论评价 

（1）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指出了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现实外汇市场上

汇率的形成机制。 

（2）不是一个独立的汇率决定理论，它只是描述了汇率与利率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3）具有特别的实践价值，为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灵活调节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四 、国际收支说 

1、国际收支说的倡导者认为，在分析汇率决定时，可以从两方面对国际借贷说加以修正和改

进。一是将国际资本流动纳入汇率决定的分析。二是进一步应用贸易收支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有关理

论分析来探讨深层的汇率决定因素。 

2、国际收支说的基本模型－假设 

假定只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 

（1）外汇需求：均衡的汇率是使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和需求流量保持平衡的汇率。对外汇的

需求产生于本国对外国商品劳务和外币资产的需求，进口支出和资金外流构成了外汇需求。外汇需

求是汇率、本国国民收入、国内外物价水平、国内外利率和汇率预期的函数。 

（2）外汇供给：对外汇的供给产生于外国对本国商品劳务和本币资产的需求，本国的出口收

入和资金内流形成了外汇供给。外汇供给是汇率值、外国国民收入、国内外物价水平、国内外利率

和汇率预期的函数。 

（3）外汇供给与外汇需求的不同点：出口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国民收入的函数； 

除汇率外的其它各种变量对外汇供给的作用方向正好与对外汇需求的作用方向相反；外汇汇率

上升可能带来外汇供给的增加，也可能会造成外汇供给的减少。 

3、机制： 

（1）当本国国民收入上升或下降时，本国进口的增加或减少将引起 DD 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

从而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上升或下降，即本国在外汇市场的升值或贬值； 

（2）当外国国民收入上升或下降时，本国出口的增加或减少将引起 SS 曲线向右或向左移动，

从而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下降或上升； 

（3）当本国物价水平相对于外国物价水平下降时，本国的出口将增加，进口将减少。这将同

时通过 SS 曲线的右移和 DD 曲线的左移，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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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本国物价水平相对于外国物价水平上升时，本国的出口将减少，进口将增加。这将同

时通过 SS 曲线的左移和 DD 曲线的右移，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上升； 

（5）当本国利率相对于外国利率上升或下降时，资金的内流或外流将引起 SS 曲线或 DD 曲线

的右移，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下降或上升； 

（6）当市场预期外汇汇率将出现上升或下降时，资金的外流或内流将引起 DD 曲线或 SS 曲线

的右移，导致均衡外汇汇率的立时上升或下降。这是所谓“预期会自我实现”这一金融市场公理在

外汇市场的体现。 

五、资产市场说 

（一）资产市场说特别重视金融资产市场均衡对汇率变动的影响。 

资产市场说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是一般均衡分析。它较之传统理论的 大突破在于它将商品市

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结合起来进行汇率决定分析。在一个国家的三种市场之间，则有一个在受

到冲击后进行均衡调整的速度快慢对比问题。对替代程度和调整速度的不同假设，就引出了各种资

产市场说的模型。 

（二）汇率的货币论 

（1）国际货币主义的汇率模式： 

（弹性价格的货币论）重视货币供求的变动对汇率的影响。这一模式表明：外汇变动与本国货

币供给成正比，与外国货币供给成反比。外汇汇率与本国相对于他国的收入成反方向变动，与利率

成同方向变动。 

（2）汇率超调模式： 

汇率超调模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鲁迪格·多恩布茨(Rudiger Dornbusch)于 1976年提出

的。 汇率超调模式和国际货币主义汇率模式都强调货币市场均衡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同属汇率

的货币论。后者由于假定价格是完全灵活可变的，被称作弹性价格的货币论（flexible-price 

Monetary Approach），而汇率超调模式修正了其价格完全灵活可变的看法，被称为粘性价格的货币

论。 

多恩布茨的贡献：总结了汇率现实中的超调现象，并在理论上首次予以系统的阐述。汇率在短

期内不仅会偏离绝对购买力平价，而且还会不符合购买力平价说的相对形态。在汇率从短期均衡向

长期均衡过渡中，本国价格水平在上升，但外汇汇率却不升反降，即本币在外汇市场上反而升值。 

汇率超调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它将汇率波动完全归因于货币市场的失衡，而否认商品市场上

的实际冲击对汇率的影响，未免有失偏颇。它假定国内外资产具有完全的替代性。事实上，由于交

易成本、赋税待遇和各种风险的不同，各国资产之间的替代性远远还没有达到可视为一种资产的程

度。 

（三）汇率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式（Portfolio Balance Model of Exchange Rate） 

1、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中心论点：理性的投资者会将其拥有的财富，按照收益与风险的权衡，

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上。 

2、不足：商品市场的失衡如何影响汇率，没有纳入其分析中；它用财富总额代替收入作为影

响资产组合的因素，而又没有说明实际收入对财富总额的影响。 

 

课堂思考题 

1、近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有哪些？ 

2、如果纽约市场上年利率为 14%,伦敦市场的年利率为 10%,伦敦外汇市场的即期汇率为

1GBP=USD2.40, 求 3 个月的远期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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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要概念： 

外汇   汇率   直接标价法   间接标价法   基本汇率   套算汇率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单一汇率   复汇率   名义汇率   实际汇率   有效汇率   即期汇率   远期汇率   升水   贴

水   套利   货币替代   闲置资源   贸易条件   贬值税   金币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   金汇

兑本位制   黄金输送点   法币   金平价   铸币平价   法定平价   可贸易商品   不可贸易商

品   一价定律   绝对购买力平价   相对购买力平价   套补的利率评价   非套补的利率评价   

国际借贷说   国际收支说   资产市场分析法   弹性价格货币分析法   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   

汇率超调   资产组合分析法   有效市场   弱式有效市场假说   新闻 

 

复习思考题 

1、简述外汇的定义。外汇和外币的区别是什么？ 

2、请归纳在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和美元标价法下，根据远期差价计算远期汇率方法的相

同点。 

3、为什么名义有效汇率能够更综合地反映一国货币汇率的基本走势？为什么实际汇率能够反

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4、简述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5、汇率变动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6、简述购买力平价理论。 

7、如何理解套补和非套补利率平价模型？ 

8、评述购买力平价理论与国际收支说。 

9、资产市场说与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相比有哪些突破？ 

10、简述资产组合平衡汇率决定理论。 

 

参考书目 

1、阙澄宇主编：《国际金融》，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2、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 

3、易纲、张磊著：《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彼得·林德特著，范国鹰等译：《国际经济学》，第 9 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 

5、戴金平著：《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美）R.多恩布什，F.L.C.H.赫尔默斯主编，杨越、刘立群、沈进建译：《如何开放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7、（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刘伟等译：《国际经济学》，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8、 潘国陵著：《国际金融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理论与国际收支理论研究》，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 年。 

9、陈岱孙、厉以宁主编：《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年。 

 

本学期论文： 

题目：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字数：3000 字 

时间：12 月末 

格式：正式论文格式（打字或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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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汇率政策及相关政策 

 

重点内容：汇率制度的类型、汇率水平的管理、外汇管制政策、国际储备政策 

难    点：从汇率制度的演变中思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 

学    时：12 学时 

 

第一节   汇率制度 

 

一、汇率制度的类型 

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变动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汇率制度

制约着汇率水平的变动。 

 

（一）固定汇率制 

 

汇 率 制 度  

固 定 汇 率 制  

浮 动 汇 率 制  

金 本 位 下 的 固 定 汇 率 制  

纸 币 流 通 条 件 下 的 的 固 定 汇 率 制  

自 由 浮 动 和 管 理 浮 动  

单 独 浮 动 和 联 合 浮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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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和纸币流通条件下的固定汇率的共同点： 

（1）.各国对本国货币都规定有金平价，中心汇率是按两国货币各自的金平价之比来确定的。 

（2）.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水平相对稳定，围绕中心汇率在很小的限度内波动。 

2、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和纸币流通条件下的固定汇率的不同点： 

（1）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是自发形成的；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则是通过国际

间的协议(布雷顿森林协定)人为建立起来的。 

（2）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的金平价不会变动；而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各国货币的金平

价则是可以调整的。 

（二）浮动汇率制 

 

1、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和管理浮动(Managed Floating) 

（1）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又称“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意指货币当局对外汇市

场不加任何干预，完全听任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自由涨落。 

（2）管理浮动(Managed Floating)又称“肮脏浮动”(Dirty Floating)，指货币当局对外汇

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汇率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浮动。 

 

2、单独浮动(Independent Floating)和联合浮动(Joint Floating) 

（1）单独浮动(Independent Floating)又译独立浮动，指本国货币不与外国任何货币发生固

定联系，其汇率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单独浮动。例如美元、澳大利亚元、日元、加拿大元和少

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 

（2）联合浮动(Joint Floating) 指原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之间保持固定汇率，而对非

成员国货币则采取共同浮动的作法。例如欧元与暂且未加入欧元的原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

（如英镑）。 

（三）、其他汇率安排 

1、汇率目标区制：广义：汇率浮动限制在一定区域内；狭义： 

2、爬行钉住(Crawling peg)或滑动平价(Sliding Parity)：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指汇率可

以经常地、小幅度地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如智利、韩国、秘鲁等。 

3、货币局制（联系汇率制）：法律中明确规定本国货币与某一国外国可兑换货币保持固定的兑

换率，并且对本国货币的发行作特殊限制以保证履行这一法定的汇率制度。如香港的货币局制度。 

（四）、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比较 

（一）理论背景：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之争 

固定汇率制：罗伯特.蒙代尔 

浮动汇率制：弗里德曼 

（二）争论的焦点 

1、内外均衡的自动调节效率 

固定汇率制：货币当局调整外汇储备，并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进行调整。 

 

浮 动 汇 率 制  

单 独 浮 动 ( In d e p e n d e n t F lo a tin g )

联 合 浮 动 (Jo in t F lo a tin g )

 

浮 动 汇 率 制  

自 由 浮 动 ( F r e e  F l o a t i n g )  

管 理 浮 动 ( M a n a g e d  F l o a t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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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制：完全按照汇率变动来平衡外汇供求，进而调节经济运行，其效率体现在单一性、

自发性、微调性、稳定性几个方面。 

2、内外均衡的政策利益 

政策自主性：浮动汇率赞成 

政策纪律性：浮动汇率可以防止货币当局对汇率政策的滥用，固定汇率可以防止对货币政策的

滥用。 

政策效率的放大性：各自认为自己的制度具有政策放大的效用。 

3、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1）国际贸易、投资等活动的影响 

（2）通货膨胀国际传播的影响 

（3）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影响 

二、影响一国汇率制度的主要因素 

1、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分大国和小国 

2、特定的政策目标 

3、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 

4、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 

三、 适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背景：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之争 

1、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早于 1961 年提出 

2、货币区（currency area）的定义：货币区所指的区域是，区内各成员国货币相互间保持钉

住汇率制，对区外各种货币实行联合浮动。 

（二）建立货币区的准则 

1、罗伯特·蒙代尔：生产要素流动性准则 

2、麦·金农 ：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准则 

3、彼得·凯南（Peter Kenen）：出口商品多样化准则 

4、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准则 

5、罗伯特·赫勒（Robert Heller）：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经济因素 ①经济开放程度；

②经济规模；③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④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

场的一体程度；⑤相对的通货膨胀率； 

（三）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盯住美元汇率制度 

 

第二节 汇率水平的管理 

 

一、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 

（一）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贬值对经常账户收支的影响 

(1) 弹性分析法所强调的相对价格效应 

(2) 吸收分析法所强调的收入效应 

(3) 吸收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所注重的现金余额效应或者财富效应 

2．贬值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贬值对一国资本账户收支的影响情况，取决于贬值如何影响人们对该国货币今后变动趋势的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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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贬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１、贬值对产量的影响 

 

如果一国经济已处于充分就业，贬值只会带来物价的上升，而不会有产量的扩大，除非贬值能

通过纠正原先的资源配置扭曲来提高生产效率。 

２、贬值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3．贬值对物价的影响 

 

 

二、实际汇率的管理与国际收支调整 

（一）实际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定义 

1、标价法问题 

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 

2、实际汇率的类别 

 

 

（1）外向实际汇率和价格竞争力：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国内外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Pd   本国产品的价格 

 

纠正本币定值过高 
受歧视部门正常发展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取消超保护措施 
提高进口替代行业生产效率 

参与国际竞争 
提高效率 

贬值 

 

贬值 外向实际汇率上升 对外开放度提高

资源转移

 

贬值 
（前提） 

贸易收支改善 扩大总需求

闲置要素

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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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   外国产品的价格 

e    单位外币折合成本币的数额即汇率 

外国产品用本国产品表示的相对价格π表示为 

 

（2）内向实际汇率与出口供给、进口需求 

内向实际汇率（inward real exchange rate）：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Pt    贸易品的外币价格 

Pn    非贸易品的本币价格 

内向实际汇率（π2）为： 

 

 

 

（3）实际汇率：根据两个国家之间相对价格差别进行调整的名义汇率，通常按以下公式计算：

Srt=Snt*Pft/Pdt  其中，Srt 是实际汇率指数，Snt 是名义汇率指数，Pft 是国外价格指数，Pdt

是国内价格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测量一种货币对于一个货币篮子的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 

（二）实际汇率的管理 

1、确定均衡实际汇率或合意实际汇率 

（1）政策变量：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 

（2）外生的内外冲击（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变量 

在现实中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因素主要有：贸易条件的改变、国际间的转移支付、世界实际利

率的变化、贸易政策和外汇管制的变化、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化和技术进步。 

2、纠正实际汇率错位（Realignment） 

主要方法：名义汇率的调整 

关键：名义贬值后采取的政策搭配 

三、政府对外汇市场的管理 

（一）目的： 

1、防止汇率在短期内过分波动 

2、避免汇率水平在中长期内失调 

3、进行政策搭配 

4、其他目的：鼓励出口、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二）类型 

1、手段：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 

2、货币供应量：冲销式与非冲销式干预 

3、干预策略分三种： 

4、参与的国家：单边干预与联合干预 

 

第三节  外汇管制 

 

一、外汇管制的内容 

（一）定义 

f

d

f

d

P

P
e

eP
P

1

== ππ 或

n

t

P
eP

=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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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法令、规定和措施，对居民和非居民外汇买卖的数量和价格加以严格的行政

控制，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汇率，以及集中外汇资金，根据政策需要加以分配。 

（二）背景：始于一战 

（三）实施部门 

政府授权的政府机构 

中央银行指定的商业银行 

（四）对象：外汇的收、支、存、兑 

（五）手段 

 

 
(六）利弊 

二、货币的自由兑换 

（一)定义 

相对于外汇管制而言的，指国内外居民能够自由地将其所持有的本国货币兑换为任何其它货

币。实行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意味着外汇管制的放松和取消。 

 

（二）实行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基本前提（IMF 第 8 条成员国） 

1、 进出口弹性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2、 充分的外汇储备。 

3、 健全的货币管理机制。 

4、完善的金融市场。 

◆第 14 条成员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第四节 国际储备 

 

一、国际储备的涵义 

1、国际储备：一国货币当局能随时用来干预外汇市场，支付国际收支差额的资产。 

2、国际储备资产三特征： 

（1）可得性：(Availability)金融当局完全有能力获得的资产。 

（2）流动性：(Liquidity)变为现金的能力。 

（3）接受性：(Acceptability) 外汇市场上干预和国际清算时普遍接受。 

3、国际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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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清偿能力（内涵>国际储备）它反映了一国货币当局干预外汇市场的总体水平。 

（2）国际清偿能力=自由储备+借入储备 

（3）借入储备：一国向外借款的能力。从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商业银行持有

的外汇资产；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国外持有逆差国货币的意愿；提高利率或改变利率期限结构后，

吸引外资流入的程度。 

4、国际清偿力有两部分内容组成 

（1）无条件国际清偿力，即国际储备；unconditional 

（2）有条件国际清偿力，即筹措对外支付手段的能力。conditional?因此，国际清偿力是一

个比国际储备的内涵和外延更广的概念，能更完整地反映一国的对外支付能力。 

二、国际储备的构成 

1、黄金储备：国际储备中的黄金比重在减少。1950(69%)⇒1991(25.7%) 

（1）IMF 搞的“黄金非货币化”。 

（2）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脱下国家外衣的世界货币。目前还没有一种超国家的货币能在

危机时代替黄金。 

（3）各国中央银行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例：EMS, 美国， 中国等。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构成国际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1950(27.6%)⇒1991(69.2%)]的原因： 

（1）使用频率 高， 方便。（比较：Gold, SDRs, Eurodollar) 

（2）普遍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工具。长期以来形成的定价（价值尺度），观念的影响。 

（3）有国家的经济形象作为后盾，有具体的物质基础。 

3、IMF 该国的储备份额(普通提款权)： IMF≈股份制的储备互助会（普通提款权） 

（1）加入时缴纳份额（入股基金）： 

（2）25%可兑换货币；75%本国货币； 

（3）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提款：Reserve Tranche ( 原 Gold Tranche)无条件提取。Credit 

Tranche (分四档，每档为其认缴份额的 25%)条件也随提款增多而严厉。 

4、IMF 该国的 SDRs (特别提款权) 

（1）具体操作: 在基金组织的 SDR 的帐户上划拨。它只是用在政府间转帐，平衡国际收支。 

（2）SDR 的利率是 5 种货币的市场利率加权平均。它是靠国际纪律而创造出来的储备资产。

它缺乏作为货币的 关键的功能“流通手段”。 

三、国际储备的作用 

1. 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维持必要进口和对外支付。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 政府可以动用在外汇市场上对付投机性因素。 

3. 作为国家向外借款的保证。它也是国际银行贷款时评估国家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 

4. 储备货币国家可以获得“铸币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四、 适度国际储备量 

（一） 适度国际储备量:一国政府为实现国内经济目标而持有的用于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汇

率稳定所需要的 低限度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量。 

1、过多： 

（1）机会成本上升，利息损失。 

（2）本币有升值的压力。 

（3）易遭受汇率风险。(uncovered risk) 

2、过少：易引起国际支付危机，难对付突发事件。 

（二）确定 适度国际储备量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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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率分析法(Ratio Approach) Triffin (1947) 

 

 

经验性强，便于操作，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纳。根据对一些国家国际储

备和进口状况的长期观察，形成了所谓的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即当一国的国际储备与进口

的比率在 40%以上时就具有充分的能维持其货币的可兑性，当这一比率低于 30%时，一国政府就很

可能采取管制措施。后来，有些学者又在此基础上稍作推广，将国际储备的 优水平引申为能否满

足 3~4 个月的进口支付，即以 25~30%的储备与进口比率为标准，若过度偏离这一标准，就可认为

国际储备短缺或过剩。 

1、 成本—收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pproach) ：储备边际机会成本=储备边际收益 

这时的储备量便是“ 适度储备量”。 

机会成本：若将外汇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要素所能创造的国内总产值。 

储备收益：拥有储备的 低限度可以避免在国际收支逆差时过度紧缩而造成的国内总产值损

失。 

 

 

 

 

 

 

 

TB=效益总量  TC=成本总量  Qc=国际储备需求的临界点 

2、 临界点分析法(Critical Points) 

3、回归分析法(Regression  Approach) 

Y: (dependent variable)国际储备; 

X1: (independent variable) 国际收支变动量 

X2: 国内货币供应量 

X3: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 

X4: 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长期利率） 

X5: 进口水平和进口的边际效应 

α： 常数项 

β： 系数 

五、影响一国适度储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一）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投资规模和进口需求； 

1. 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状态 

2. 对外贸易和经济开放程度。 

3. 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 

4. 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 

5. 储备的机会成本与储备资产的盈利性: (略) 

6. 国际协调：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干预或借款） 

（二）国际储备多元化产生的原因 

1. 美元的不稳定性和日元和马克的坚挺。国际经济实力的重组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不平

个月进口额

外汇储备

进口额

国际储备

3
≈

T C - T B    T C
    T B

  0 Q o  Q c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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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所致。目前集中表现在科技水平。 

2. 国际浮动汇率制下的大背景所造成。“树欲静而风不止”。为避免外汇风险，储备货币要

多元化。 

3. 国际经济组织创立的“篮子货币”(SDRs, ECU)等也促使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 

（三）积极作用: 

1. 摆脱对美元的过分依赖；风险分散化。 

2. 为各国提供更大的选择储备货币的余地。 

3. 储备货币所在国的合作与协调使国际金融市场更加稳定。 

（四）消极影响: 

1. 增加了各国中央银行对汇率(basket)的监视和管理难度。各国对储备资产的调整会引起外

汇市场动荡。 

2. 没有来自储备货币国的配合，各国金融政策更加难以生效。 

3. 储备货币多元化易使国际储备额成倍增长，加剧世界性通货膨胀。 

（五）中国黄金储备 

从 1979 年到今年基本上保持在 1270 万盎司左右。一般不随意动用。 

1、中国的外汇储备占整个国际储备总额的 90%以上。分两部分。 

（1）国家外汇库存：是国家对外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支的差额。正差额表示收大于支，形成

国家外汇储备。 

（2）中国银行外汇结存：是中国银行的自有资金，加上其在国内外吸收的外币存款减去在国

内外的外汇贷款和投资后的差额。它还包括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

本市场筹集款项的未用余额。（有使用权，无所有权） 

2、中国国际储备管理的中心内容是外汇储备管理。 

3、外汇储备仍以国家外汇库存期末余额+中国银行外汇结存期末余额形式表示。而不是通过设

立后备资金形式出现。用外汇来源和外汇运用的期末轧差构成中国外汇储备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

随机性。 

4、作为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具体掌握和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所以，中国的外汇储

备管理并不具有独立性。 

 

课堂思考题 

1、 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什么汇率制度?分析其依据? 

2、 浮动汇率制有哪些弊端? 

3、 分析我国汇率制度的特点。 

 

辩论题 

正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反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 

 

本章重要概念： 

汇率制度   固定汇率制   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   管理浮动汇率制   稳定性

投机   非稳定性投机   羊群效应   棘轮效应   爬行盯住制   汇率目标区制   蜜月效应   离

婚效应   货币局制   汇率失调   直接干预   间接干预   冲销式干预   非冲销式干预   熨平

每日波动型干预   砥柱中流型干预   非官方盯住型干预   单边干预   联合干预   资产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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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效应   信号效应   广场宣言   卢浮宫协议   寻租行为   重负损失   经常账户下自由兑换   

第 8 条款国   资本与金融账户下自由兑换   货币逃避  高报进口   低报进口   货币替代   外

汇留成制   结售汇制   复汇率制   影子汇率   调剂汇率   国际储备   国际清偿力   自由储

备   借入储备   黄金储备   外汇储备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地位   特别提款权   备

用信贷   互惠信贷协议 

 

复习思考题 

1、讨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2、试分析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优劣。 

3、结合 适货币区理论探讨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 

4、你认为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均衡实际汇率？ 

5、讨论实行完全货币兑换的利弊和条件。 

6、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与利弊。 

7、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剩? 

 

参考文献 

1、 孙杰：《汇率与国际收支》，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 许承明：《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第 3 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 吴晓灵：《中国外汇管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第五章  国际金融市场 

 

重点内容：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种类、创新 

难    点：如何辩证地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品的理解、特点。 

学    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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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按照资金融通期限的长短： 

国际货币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 

2、按照经营业务的种类划分： 

资金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和黄金市场。 

3、按照金融资产交割的方式： 

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 

4、按照交易对象所在区域和交易币种： 

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离岸市场是目前 主要的国际金融市场。 

在岸国际金融市场：指非居民的境内货币业务和居民的境外货币业务。 

（1）外国债券市场： 

杨基债券：是美国以外的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国际组织在美国债券市场上发行的、以

美元为计值货币的外国债券。“杨基”债券一词英文为“Yankee”，意为“美国佬”，由于在美国

发行和交易的外国债券都是同美国人打交道，故名杨基债券。杨基债券的特点是期限长、数量大。

杨基债券的期限通常为 5～7 年，一些信誉好的大机构发行的杨基债券期限甚至为 20～25 年。 

武士债券市场：是在日本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外国债券，是日本以外的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

业和国际组织在日本国内市场上发行的以日元为计值货币的债券。“武士”是日本古时的一种很受

尊敬的职业，后来人们习惯将一些带有日本特性的事物同“武士”一词连用，“武士债券”也因此

而得名。武士债券一般都是无担保发行，典型期限为 3 年到 10 年， 一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 

（2）国际股票市场 ：国际股票市场就是筹措国际股票的国际金融市场。 

（3）离岸国际金融市场：指非居民之间的境外货币业务，即通常意义上的欧洲货币市场。境

外货币即非存贷发生地所在国的货币。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1、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空前增长 

2、世界金融市场全球化和一体化 

3、国际金融市场证券化趋势 

4、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增长远快于现货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远快于有组织的交易所。 

5、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日益重要 

 

第二节 国际货币市场 

 

一、国际货币市场的作用 

1、供求方：获得了投资的渠道 

2、需求方：满足短期的资金需求 

3、供需双方获益 

二、欧洲货币市场形成及作用 

（一）欧洲货币市场形成：20 世纪 50 年代 

1、涵义：是指在货币发行国境外进行的该国货币存储与贷放的市场。 

2、构成：欧洲货币市场就其构成而言可分为欧洲信贷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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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1）欧洲货币市场的发端是欧洲美元市场 

（2）东西方冷战和西方主要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促成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 

（3）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美元大量外流。 

（4）欧洲货币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进一步推动了该市场的发展。 

（二）欧洲货币市场特点 

1、所经营的对象已不限于市场所在国的货币，而是包括所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2、它的经营活动可以不受任何国家金融法规条例的制约； 

3、欧洲货币市场分布于全世界，欧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但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又将

各个中心的经营活动结成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 

（三）欧洲货币市场经营特点 

1、类型：一体型、分离型、走账型 

2、特点：市场范围广，不受地理限制；交易规模大，品种多，创新产品繁多；、利率结构独特；

管制少 

3、欧洲货币市场的信用创造机制 

（1）欧洲货币的信用创造能力，即欧洲货币倍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欧洲美元回流美国的速度。 

（2）目前对欧洲美元倍数的估计值不相同，大致在 1.05-7 之间。 

（3）欧洲银行基本上是金融中介机构，只有美国银行制度创造美元，欧洲银行创造存款，但

并不是支付工具 。 

4、欧洲银行信贷市场 

（1）欧洲银行信贷市场的国际信贷业务：短期信贷和中长期信贷。 

（2）短期资金借贷的期限 长不超过 1 年 ，该市场参加者多为大银行和企业机构。 

（3）中长期贷款是指期限在 1 年以上至 10 年左右的贷款。 

5、欧洲银行贷款主要有两种形式：期限贷款（Term Credits）和转期循环贷款（Revolving 

Credits）。 

6、欧洲中长期贷款的特点： 

（四）欧洲货币市场的作用 

1、积极作用：欧洲货币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过其众多离岸市场的 24 小时不间断的业务活

动，具体实现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 

2、消极作用：加剧了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大了国际贷款的风险；使储备货

币国家国内的货币政策难以顺利贯彻执行。 

（五）欧洲货币市场的监控 

1、《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1）确定银行资本的构成、资本与资产比率的计算方法和标准的比率 

（2）规定了国际银行各种类型的表外业务应按“信用换算系数”折算成资产负债表以内相应

的项目，进而计算银行为此类业务应保持的资本额。 

《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国际商业银行实施统一的风险管理，尤其是对表外业

务的风险管理，来稳定和健全国际银行业，并消除各国银行之间不平等的竞争。 

（3）1997 年 9 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发布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风险管理领域

扩展到银行业的各个方面，以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第三节  国际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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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指一年以上的中长期信贷市场，参与者有银行、公司、证券商及政府机构。 

二、构成 

1、信贷市场：政府机构和跨国银行向客户提供中长期资金融通的场所。 

2、证券市场： 

3、欧洲货币市场中的长期资本市场： 

4、国际租赁市场 

（1）操作租赁：租赁公司购置设备，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出租人负责维修、保养和零部件更

换工作，承租人所付租金包括维修费等。 

（2）金融租赁：融资租赁或财务租赁。指出租人融资，选定机械设备后购进或租进来，然后

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合同定期缴纳租金给出租人的一种融资或与融物相结合的经济活动。

租赁期满后，租赁可以续租、退租或留购。 

（3）杠杆租赁：衡平租赁，是金融租赁的一种特殊形式。出租人可向贷款人借贷相当于租赁

物购置费的 60—80%的贷款，本身出资设备价款的 20—40%，购置设备，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

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经济活动。 

（4）减税租赁：国家为了鼓励对大型设备的投资，给予特定设备的投资按其购置价款的一定

百分比直接抵免其所得税，从而降低其投资或出租成本的经济活动。 

（5）货币加成租赁：指承租人支付的租金还要加上初次租赁期终支付的附加利息，以弥补出

资人处理资产销售收入的不足，也就是说，除了分期偿还其全部成本外，还给予超过筹资总额的利

息。 

 

第四节  国际外汇市场 

 

一、外汇市场作用 

二、伦敦外汇市场 

三、纽约外汇市场 

四、东京外汇市场 

五、香港外汇市场 

 

第五节  世界黄金市场 

 

一、结构和工具 

实物黄金市场和黄金期货市场两类 

二、黄金市场的供需状况 

三、价格变化 

四、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 

五、中国的黄金市场现状：世界第 6 大产金大国 

 

第六节 金融期货与期权交易市场 

 

一、金融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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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期权市场 

三、国际金融市场创新 

四、金融衍生工具 

五、金融工程 

 

本章重要概念 

国际金融市场   外汇金融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  在岸金融市场 

辛迪加贷款  银团贷款   欧洲债券   外国债券   国际金融创新   金融衍生工具   远期交

易   期货交易   利率互换   货币互换   期权   利率上限与下限   票据发行便利   国际资金

流动 

 

复习思考题 

1、新兴的境外市场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相比，有何特色？ 

2、试述 8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3、试述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原因。 

4、欧洲银团贷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5、欧洲债券市场有何特点？ 

6、如何评价欧洲货币市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7、8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的主要金融创新工具有哪些？ 

8、什么是衍生金融工具？它有何特点？ 

9、什么是金融工程？推动金融工程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10、金融期货交易有哪些主要类型？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11、试比较远期外汇交易、外币期货交易和外币期权交易的异同。 

12、期权合同交易有哪些金融工具？ 

13、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参考书目： 

1、钱荣堃、马君潞主编：《国际金融市场与制度创新》，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 

2、（美）迈克尔·梅尔文著，欧阳向军、俞志暖译：《国际货币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 

3、（美）约翰·马歇尔、维普尔·班塞尔著，宋逢明、朱宝宪、张陶伟译：《金融工程》，清华

大学出版社，1998 年。 

4、Ian H.Giddy:“Global Financial Markets”,D.C. Health and Company,1994. 

5、John C.Hull:“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3rd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7. 

1、 Adrian Buckley:“ Multinational Finance”, Philip A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第六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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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内容：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及经济效应；分析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原因及对策； 

防范投机性冲击与货币危机 

难    点：理解货币危机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学    时：6学时 

 

第一节、国际资本流动概述 

 

一、 国际资金流动及类型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以使用权的转让为特征，以盈利或平衡国际收支为目的。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类型 

1、长期资本流动： 

（1）国际直接投资：创建新企业、收购（兼并）外国企业、利润再投资 

（2）国际证券投资：国际债券、国际股票、国际贷款 

（3）国际贷款：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国际银行贷款 

2、短期资本流动：贸易性资本流动、金融性资本流动、保值性资本流动、投机性资本流动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1、一战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2、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1）资本输出国：美国 

（2）输出方式：政府借贷 

（3）规模不大、地区流向、部门结构和资金流动方式等均较单一。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1）量：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膨胀,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增

长速度,也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 

（2）质：资本流向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输出方式由直接投资取代间接投资（80 年

代后有证券化的趋势）；资本结构制造业成为主体，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服务业投资所占的比

重迅速上升。 

4、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1）发达国家资金需求上升 

（2）转轨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资金需求旺盛 

（3）国际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地区分布有所变化 

（4）国际资本证券化趋势加强，债券和股票作用明显 

（5）国际资金流动的变化，私人资本挑战多边机构的贷款  和国际援助 

（6）国际游资规模日益膨胀（hot m0nery) 

（7）国际资本流动部门结构的变化 

（四）国际资本流动飞速增长的原因 

1、外在因素： 

（1）国际范围内与实际生产相脱离的巨额金融资产的积累。 

（2）各国对国际资金流动管制的放松 

2、内在因素： 

（1）收益率的差异：国际资金流动的流量理论 

（2）风险的差异：资产组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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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资金流动具有自发增加的倾向：货币乘数效应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和风险 

（一）长期资本流动的利益和风险 

1、长期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出国的积极作用： 

（1）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 

（2）有利于占领世界市场; 

（3）促进商品和劳务的输出; 

（4）有助于克服贸易壁垒; 

（5）有利于提高国际地位 

2、长期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入国的积极影响： 

（1）缓和资金短缺的困难 

（2）提高工业化水平 

（3）扩大产品出口数量 

（4）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5）缓解就业压力 

（二）短期资本流动的利益风险 

1、对国内经济的有利影响 

2、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3、对汇率的影响 

4、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5、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 

1、长期资本流动的风险 

（1）对资本输出国的风险 

（2）对资本输入国的风险 

2、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 

（1）短期投机资本对一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2）短期投机资本对国际经济的消极影响 

（四）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有利影响 

1、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2、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3、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4、对资金在国际间配置的影响 

 

第二节  货币危机 

 

一、相关概念 

1、涵义： 

（1）广义：一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在短期内超过一定幅度。 

（2）狭义：固定汇率制度下，市场参与者对一国固定汇率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通过外汇市场

进行抛售等操作导致该国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带有危机性质的事件。 

二、国际债务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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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危机：债务国不再具备还本付息的能力。 

2、国际债务衡量标准: 

（1）债务率=当年外债余额/当年国民生产余额×100%＜10% 

（2）负债率=当年外债余额/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100%＜100% 

（3）偿债率=当年还本息额/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100%≤20% 

（4）短期债务比率=一年及一年以下短期债务/当年债务余额×100%＜25% 

三、货币危机的分类 

1、由政府扩张性政策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墨西哥 1994-1995 年 

2、经济基础比较健康，主要由心理预期作用带来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所引起的货币危机：1992

年欧洲货币危机、英镑危机 

3、蔓延型货币危机：东南亚货币危机 

三、货币危机的危害 

1、货币危机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2、货币危机发生后经济条件会发生变化：综合危机、资金外逃、债务增加、汇率制度改变 

3、政府被迫采取补救性措施 

 

第三节 货币危机理论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财政赤字”货币危机理论 

1、两个假定: 

（1）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 

（2）中央银行允许国内资本（信贷）增加，却永远这样。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

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 

2、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 

（1）内部均衡：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中央银行购入国内资本（信

贷），即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 

（2）外部均衡：货币供给增加→利率降低→本币贬值→ 中央银行干涉外汇市场（售出国外资

本）以维持固定汇率→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国际收支赤字。 

3、投机冲击:汇率预期贬值增加→ 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

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购入国外资本,出售国内资本）。 

4、过程：央银自卫:中央银行售出国外资本→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 利率上升。 

危机爆发:外汇储备耗尽,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 

资本外逃：由于汇率预期贬值增加而导致的外汇储备耗尽，国外资本流出。投机冲击和汇率崩

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

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 

5、克鲁格曼模型特点 

（1）结论：外汇储备随着国内信贷的增长而持续流失，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间保持一定

比例。 

（2）起因：政府不合理的宏观政策：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它

是引发对固定汇率制的投机攻击并 终引爆危机的根本原因。 

（3）发生机制：储备急剧下降为零 

（4）防范机制：紧缩的财政政策：紧缩型财政货币政策是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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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政策主张 

（1）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

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 

（2）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

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 

7、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缺陷 

（1）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

大的不足。 

（2）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

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 

二、第二代“自我完成”货币危机理论 

1、假定： 

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 大优化其目标函数，固定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

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

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

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 

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

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

重均衡”. 

3、特点： 

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

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

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 

（1）成因在于预期。 

（2）恶性循环的发生机制：政府为抵御投机冲击而持续提高利率直至 终放弃固定汇率制。 

（3）隐含条件是宏观经济中有多重均衡存在。 

（4）防范措施是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性。 

（5）模型仍然注重经济均衡问题，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 

4、其它理论 

（1）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市场参与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的非理性而使金融市场

不完全有效。 

（2）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 

1、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强调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其原因: 

（1）金融中介机构(银行)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过度投资 

（2）金融体制的脆弱性 

（3）企业资产负债问题 

2、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理论 

（1）政府对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减轻风险承担的水平，使投资者倾向于高风险，

高利润投资项目。 

（2）在金融中介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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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利率的升高。 

（3）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资本项目开放），国内外金融中介机构在界资本

市场自由融资，那么由政府保险引发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过度金融积累。 

（4）危机发生前不一定要存在着高额的财政赤字。由于政府对银行、企业隐性担保，金融中

介机构和企业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 

（5）道德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好的经济条件下，得到政府隐性担保的金融中介机构过度贷款，

投资到风险高的股票市场，房产业等，提高该产业的价格上升，得到高利润。在坏的经济条件下，

泡沫破裂，价格下跌，金融中介机构缺少资金，停止项目，房产业萧条，金融中介机构陷入困境。 

四、三代货币理论的比较 

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研究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1、第一代着重讨论经济国内外均衡问题：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

溃是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1998 年

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问题引发的货币波动。 

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第二代的重点放在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上。认为政府

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

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

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1992 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3、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关键在于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亲缘政治（裙带关系）：1997

东南亚货币危机。第三代焦点则是金融体系与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 

 

本章重要概念 

克鲁格曼—弗拉德—戈搏模型   影子浮动汇率   预期自我实现   放大效应   羊群效应   

三元结构   套利性资金流动   避险性资金流动   投机性资金流动   货币危机   金融危机   

投机冲击  多重均衡   道德风险     金融恐慌 

 

复习思考题： 

1、 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是什么？ 

2、 简述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3、 简述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两者之间的关系。 

4、 简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 

5、 引发投机性冲击货币危机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6、 试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投机性冲击货币危机的特点。 

7、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预期汇率贬值一定会导致货币危机吗？IMF 汇率稳定政策是货币危机

发生后 好的对策吗？ 

 

课堂讨论： 

以实际案例来分析货币危机产生的原因、影响及解决对策 

 

参考书目： 

1、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2、钱荣堃、马君潞主编：《国际金融市场与制度创新》，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 

3、Maurice Levi: “International Financ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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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货币体系 

 

重点内容：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过程，掌握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崩溃的原因。 

难    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途径。 

学    时：6学时 

 

第一节  金本位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

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 

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分类： 

从储备资产的保有形式和汇率制度的形态两个角度进行区分 

1、金本位制度 

2、金汇兑本位制度 

3、金块本位制度 

三、对国际金本位制度的评价： 

从理论上说，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完美的。 

缺陷 

1、黄金供应和储备的有限性限制了货币供应，难以适应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需要 

2、牺牲国内经济，国内矛盾上升 

3、金本位制实行的条件会因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困难和不平衡而被放弃。 

4、金本位时期的价格波动与世界黄金产量波动直接相关。 

四、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特征 

1、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 IMF，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2、规定了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与美元挂钩 

3、IMF 向国际收支赤字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 

4、逐步废除外汇管制 

5、制定了稀缺货币条款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简要历程 

1、IMF 协定于 1947 年正式生效，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运行 ； 

2、从 1948—至 1952 年 ，美国开始了著名的马歇尔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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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8年西欧国家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来管理援助资金，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4、1959 年 1 月，主要西欧国家取消外汇管制，货币开始实现与美元的自由兑换。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内在原因： 

1、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

稳定。 

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 

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1、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混乱的国际货币

秩序，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国际贸易和国

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2、在国际清偿力的提供方面，它本身存在着特里芬难题所描述的固有的不稳定性。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由于运行规则得不到遵守，所以国际间始终没有形成正常的国际收支调节和资本流动的

秩序。 

 

第三节  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与内容 

1、浮动汇率合法化：可自由选择汇率安排 

2、黄金非货币化 

3、未来应以 SDRs 作为主要储备资产 

4、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 

5、增加会员国的基金份额 

二、牙买加协议后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特征 

1、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2、多种形式的汇率制度安排 

3、多样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方式 

4、对当前国际货币制度的评价 

 

第四节  欧洲货币一体化：区域性货币组织 

 

一、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二、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 

三、欧洲货币联盟与欧元 

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本章重要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金本位制   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   双挂钩   特里芬

两难   悬突额   美元危机   互惠信贷协议   借款总安排   黄金总库   黄金双价制   施密森

氏协议   调节对称性   牙买加体系   份额   贷款条件性   绝对主权论   相对主权论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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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及划分标准。 

2、试析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典型特征及崩溃原因。 

3、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4、怎样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内在的缺陷？ 

5、全面阐述布雷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 

6、简述牙买加协议后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 

7、分析当前国际货币制度中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 

8、你怎样评价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 

 

参考书目： 

1、陈彪如著：《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戴金平著：《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刘伟等译：《国际经济学》，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4、马君潞著：《国际货币制度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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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金融机构 

 

重点内容：了解主要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作用。 

难    点：掌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变及作用。 

学    时：6学时 

 

第一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生的背景： 

建立二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在本世纪后半叶的 50 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支撑世界经

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 

2、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源自于 1944 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

顿森林货币体系。 

“怀特计划” 与“凯恩斯计划”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 

1、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在国际金融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协作，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2、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和平衡发展； 

3、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和实际收入的高水平； 

4、促进国际汇兑的稳定，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防止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5、协助成员国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建立多边支付制定，消除妨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

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 

6、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

度。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项基本职能 

1、确立了有关汇率政策、与经常项目交易有关的支付以及货币可兑换性的行为准则； 

2、在成员国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或避免此一情况发生时，为确保其遵守该行为准则向其提供

融通资金； 

3、为成员国在货币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提供场所，通过组织的运作和协调来稳定汇率，消除

妨碍贸易的外汇管制，通过向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时会员国对外汇的暂时需

求，以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均衡发展，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目的。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 

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 

1、份额 

2、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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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托基金 

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活动 

1、特别提款权（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69 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

“纸黄金”， 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后称为“特别提款权”。 初每特别提款权

单位被定义为 0.888671 克纯金的价格，也是当时 1 美元的价值。 

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点 

1、基金组织在机制安排上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虽然基金组织多次出台提升小国份额的举措，

但发达国家的份额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 

2、对全球性的危机反应不及时、调节能力不足、经济流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等。 

3、但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形成了一套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接受或认可的国际规则，在一

系列金融动荡中基金组织充分展示了“ 后贷款人”的作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第二节 世界银行集团 

 

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1、性质：赢利性组织，不以利润 大化为经营目标 

2、组织结构：理事会与执行董事会 

3、资金来源：会员国缴纳的股金；国际金融市场上融通的资金；出让银行债权 

二、国际开发协会（IDA） 

1、1957 年，美国参议员迈克·门罗尼向美国参议院提出设立国际开发协会的建议。1959 年 9

月美国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正式向银行理事会提这一建议，并获同年 10 月举行的世界银行第十四届

年会通过。1960 年 9 月 24 日，国际开发协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11 月 8 日开始营业。国际开发协

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t Association,IDA）是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有时和世界银行一起

合称为“银行”（The Bank），它也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 

2、性质：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 

3、组织结构：理事会与执行董事会。 

4、资金来源： 

（1）会员国认缴的股本。 

（2）工业发达国家的补充资金。 

（3）世界银行从营业收入中拨出的款项。 

（4）协会本身的营业收入。 

5、贷款活动：只提供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三、国际金融公司 

1、性质：独立的经营实体，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 

2、组织结构：理事会与执行董事会。 

3、资金来源： 

（1）会员国认缴的股本。 

（2）世界银行及某些国家政府的贷款。 

4、贷款活动：负责向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贷款或直接参股投资。四、其他附属机构：

ICSID 

1、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2、多边投资保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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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清算银行（BIS） 

 

一、组织结构 

二、职能与业务 

1.中央银行的银行 

2.向各国中央银行提供货币合作三、我国与国际清算银行的关系 

 

第四节   区域性金融机构 

 

一、亚洲开发银行（ADB） 

1、宗旨：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合作，特别是协助本地区发展中成员以共同的

或个别的方式加速经济发展。 

2、亚行对发展中成员的援助主要采取四种形式： 

二、欧洲投资银行（ EIB） 

成立于 1958 年 1 月，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政府间的一个金融机构，总行设在卢森堡 。 

1、宗旨：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共同体内部资金，促进共同体的平衡和稳定发展。 

2、主要贷款对象：是成员国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项目。从 1964 年起，贷款对象扩大到与欧

共体有较密切联系或有合作协定的共同体外的国家。 

3、组织机构：该行是股份制的企业性质的金融机构。 

三、美洲（泛美）开发银行（ IDB） 

宗旨：“集中各成员国的力量，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并协助它们“单独地和集体地为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四、非洲开发银行（ ADB） 

宗旨：通过提供投资、贷款和利用非洲大陆的人才和资源，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和进步；优先

向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和扩大成员国间贸易的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研究、制定、协调和

执行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以便达成非洲经济一体化。 

 

第五节   国际金融协调 

 

一、国际金融协调含义及理论基础 

l、含义：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为促进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在国际磋商和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在国内政策方面进行相互进行的配合。 

2、内容：既包括全球性的常设机构进行的国际协调，也包括世界各国及各地区进行的，对国

际经济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协调。 

3、主体：各国政府和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 

4、目的：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维护各国的经济利益。 

5、特征：对象是国际金融活动，特征为各国保持一致的立场或采取联合的行动，协调成败的

关键是各国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内的金融政策做出牺牲，以及政府愿意动用多少国内资源进行干预。 

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 

相机性协调 

三、国际金融协调实践 

第一阶段：1974-1978 年：维持实际经济变量和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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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80-1985 年：抑制通货膨胀，非协调的政策制定时期。 

第三阶段：1985-1996 年：广场协议。七国财长会议决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进行经济政策

和磋商和政策回顾，选择七种经济指标。 

第四阶段：1997 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协调超出了传统的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和指定解决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措施。 

四、巴塞尔协议 

1、背景 

2、资本结构 

3、资本比例的标准 

4、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五、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 

 

本章重要概念： 

区域货币合作   区域货币同盟   通货区   适度通货区的单一指标   跛行货币区 联合浮

动   蛇形浮动   德洛尔报告   欧洲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单位   欧洲货币合作基金   欧洲货

币合作单位   稳定汇率机制   边际干预   边际外干预   9 月危机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  欧

元 

 

复习思考题：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和主要职能是什么？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对借款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3、世界银行集团各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4、简述世界银行贷款的主要特点。 

5、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对我国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罗平译：《国际金融手册》第五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年。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各期，中国金融出版社。 

3、《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各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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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从逻辑上讲由四个部分组成。第 1 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学习和了解统计的涵义、统计的

产生和发展；了解统计研究对象、特点和作用；掌握统计活动方法、过程、任务和组织；理解并记

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从而对本书有整体印象。 
第二部分包括 2．3．4．5 章，主要了解统计研究各个阶段及各种研究方法，即统计设计、统

计调查、统计整理、描述分析和推断分析的有关内容。各阶段既有一定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又紧密

联系，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认识过程。通过学习，要明确统计研究各阶段的任务和特点，

掌握各种统计研究方法，如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统计分组的方法、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计算和

运用等。 
第三部分包括第 8 章，主要介绍抽样推断的有关知识，包括抽样估计的意义和一般步骤、抽样

方案设计的基本准则和抽样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明确抽样调查的概念、特点、

作用；理解抽样误差的影响因素，掌握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方法、抽样估计推断和必要抽样数目的

确定方法，初步具备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抽样方法收集资料并据以做出正确推断的能力。 
第四部分包括第 9、10、11 章，介绍几种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即时间数列分析、统计指数分

析、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学习目的是明确时间数列和统计指数的概念、种类、作用和编制原则，

掌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特点和方法，从而更好地研究事物的变动趋势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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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分

析、解释和推断的科学。本章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统计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使我们对统计学有了初步

的认识。通过本章学习，应明确“统计”的涵义、统计的产生和发展；了解统计研究对象、特点和

作用；掌握统计活动方法、过程、任务和组织；理解并记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从而对全书

有整体印象。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学概述 

一、统计的含义 

（一）对现象的数量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活动过程。 
（二）通过统计实践活动取得的说明对象某种数量特征的数据。 
（三）是研究总体一定条件下的数量特征及其规律性的方法论学科。 
统计研究的对象是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它具有数量性和总体性

的特点。 
统计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涵义。统计有时指统计工作，即统计实践活动，是对社会

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全过程；统计有时指统计资料，即通过统计工作过程

所取得各项数据资料和与之相关的其他实际资料；统计有时指统计科学，即关于认识客观现象数量

特征和数量关系的原理原则和方式方法的科学。 
统计的三种涵义是密切联系的。统计工作和统计资料是统计活动和统计成果的关系，统计学和

统计工作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二、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 

统计是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为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从人们社会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统计”一词有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科学三种涵义。 
17 世纪末统计学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并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统计著作，开始形成不同的统计

学派，主要有政治算术学派、记述学派、数理统计学派、社会统计学派、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体系。 

三、统计学的分类 

（一）理论统计学，研究统计的一般方法和理论； 
（二）应用统计学，研究运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统计问题。 

    第二节  统计学的作用及学习方法 

一、为什么要学习统计学 

（一）统计学是通用的方法论科学，是通用的基础课。 
（二）统计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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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统计学的数学基础 

学习基础统计知识的数学基础：算术符号、分数、小数、四则运算、比例、乘方和开方、正负

数、零的运算规则和简化。 
学习高级统计知识的数学基础：平面解析几何、导数、微积分、概率论。 

三、学习统计学的方法 

理解统计思想、掌握统计术语、熟悉统计符号、记住统计公式、使用统计工具。 

    第三节  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一、统计总体与总体单位 

统计总体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客观存在的、在同一性质基础上结合起来的许多个别单位所

形成的集合。构成总体的基本单位称为总体单位，也称为个体。 

二、标志与变量 

总体单位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的名称称为标志。标志可分为品质标志与数量标志。数量标志通

称为变量，变量的各种不同的值称为变量值。 

三、标与指标体系 

 统计指标是反映自然与社会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的概念及其具体数值。指标可以分为数量指

标与质量指标，或分为总量指标、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 
指标体系指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一系列统计指标所构成的整体。 
统计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综合数量特征的科学概念或范畴。 
正确理解统计指标时应注意：①统计指标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②一个完整的统计指标应

该由总体范围、时间、地点、指标数值和数值单位等内容构成。 
统计指标和统计标志是一对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是： 
（一）指标是说明总体特征的，标志是说明总体单位特征的； 
（二）指标具有可量性，无论是数量指标还是质量指标，都能用数值表示，而标志不一定。数

量标志具有可量性，品质标志不具有可量性。 
标志和指标的主要联系表现在： 
（一）指标值往往由数量标志值汇总而来； 
（二）在一定条件下，数量标志和指标存在着变换关系。 
统计指标按其反映的数量特点不同可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数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规模水

平或工作总量的指标，也称总量指标，一般通过数量标志值直接汇总而来，用绝对数表示，指标数

值均有单位；质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体相对水平或工作质量的统计指标，又分为相对指标和平均指

标，分别用相对数和平均数表示，它们通常是由两个总量指标对比派生出来的，反映现象之间内在

联系和对比关系。 
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关系表现在：数量指标是计算质量指标的基础，质量指标往往是相应的

数量指标进行对比的结果。 
统计指标体系是各种互相联系的指标群构成的整体，用以说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各方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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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从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一个指标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它只能反映现象总体的某一侧面，只有使

用指标体系才能反映现象总体全貌。 
统计指标体系大体上可分为基本统计指标体系和专题统计指标体系两大类。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学的？怎样理解统计学与统计数据的关系？ 
2．怎样理解统计总体的内涵，总体与样本之间的区别？ 
3．有人说：“没有变异，就没有统计研究的必要”，此观点正确吗，为什么？ 
4．简述统计学与数学的联系与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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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计数据的收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数据是统计研究的起点，因此，如何收

集数据就成为统计学第一步要研究的内容。从数据收集的角度讲，数据可以分为原始资料和次级资

料。对原始资料的收集过程通常称为统计调查，次级资料的收集过程则基本上是一个阅览、查询的

过程，本章对两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分别进行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统计测量尺度和调查误差的有关

内容。学习本章时应重点掌握统计测量尺度的分类和应用、统计调查的分类、调查设计与问卷设计、

调查误差的产生原因与控制。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测量尺度 

一、统计测量尺度概述 

统计测量是使用某种方法使自然或社会事物量化，可以看作统计分类的过程。由于分类时依据

的标准有所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测量尺度。统计测量尺度通常分为四类，即定类尺度、定序尺度、

定距尺度和定比尺度。 
（一）定类尺度是对事物的性质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类变量的不同类别间地位平等，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定类变量的值是以文字表述的，不能以数字表述（或用数字表述，但只具有符号

上的意义）  。定类尺度的例子如按性别的分类。 
（二）定序尺度是对事物顺序性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序变量的不同类别间存在顺序性差

异，因此在表述或分析时不能随意排列，但其顺序性差异无法准确计量。定序变量确切的值也是用

文字表述的，不能用数字表述（或用数字表述，但只具有符号上的意义）  。定序尺度的例子如按

文化程度的分类。 
（三）定距尺度是对事物绝对差异进行的辨别与区分。定距变量的值以数字表述，有计量单位，

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但没有绝对零点，不能进行乘除运算。定距变量的例子如摄氏温度。 
（四）定比尺度是对事物绝对和相对差异进行的辨别和区分。定比变量的值以数字表述，有绝

对零点，可以进行加减运算和乘除运算。定比变量的例子如身高、产值等。 
测量尺度的作用 
（一）决定数据的整理、显示方法； 
（二）决定数据的分析方法； 
（三）决定计算机的处理方法。 

二、测量层次与测量尺度的正确应用 

从定类尺度依次到定序、定距、定比尺度，测量层次依次提高。在应用时应注意：对于不同的

事物，要正确选用测量尺度；对于同一事物，要尽量使用高层次的尺度；对于指标体系，要使用相

同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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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始数据的收集方法 

一、统计调查概述 

统计调查是按一定的方式收集原始数据的工作过程，它是统计过程的基础环节。统计调查是按

照预定的统计任务，运用科学的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客观实际搜集资料的过程。统计调查既是

对现象总体认识的开始，也是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环节。按照调查的组织方式不同可将统计

调查分为： 
（一）统计报表制度，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要求，自下而上地定期向国家和主管部门报

送基本统计资料的一种报告制度。 
（二）普查，指国家为详尽了解某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而专门组织的一次性全面调查。 
（三）抽样调查，指按照随机原则从调查对象中抽取一部分样本单位进行调查，再用样本资料

推断把握总体的数量特征的一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四）重点调查，指为了解总体基本情况，在调查对象中只选择一部分重点单位进行调查的一

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五）典型调查，在对调查对象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少数典型单位进行调查的

一种非全面调查组织方式。 

二、统计调查方案 

统计调查方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调查目的，即为什么调查，确定调查目的是任何一项统计调查方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调查目的需要不同的调查资料，不同的调查资料又有不同的搜集方法。调查目的明确了，搜

集资料的范围和方法也就确定下来了。 
（二）调查对象与调查单位。调查对象是调查的物质承担者，是一个总体，调查单位则是总体

中的每一个总体单位（注意区分调查单位与填报单位）  ，调查对象即统计总体，是根据调查目的

所确定的研究事物的全体。统计总体这一概念在统计调查阶段称调查对象。 
在确定调查对象时，还必须确定调查单位和报告单位。调查单位也就是总体单位，它是调查对

象的组成要素，即调查对象所包含的具体单位。调查对象和调查单位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

调查目的的不同二者可以互相变换。 
报告单位也称填报单位，也是调查对象的组成要素。它是提交调查资料的单位，一般是基层企

事业组织。 
调查单位是调查资料的直接承担者，报告单位是调查资料的提交者，二者有时一致，有时不一

致。如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每一工业企业既是调查单位，又是报告单位；工业企业职工收

入状况调查，每一职工是调查单位，每一工业企业是报告单位。 
（三）调查项目与调查表。调查项目即调查内容，若以规范的表格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调查

表, 调查项目即依附于调查单位（总体单位）的统计标志，其标志表现就是统计调查所得的资料。 
确定调查项目时，首先应注意所选择的项目能够取得确切资料，其次注意所选择的项目应有确

切的涵义和统一解释，另外要注意各项目之间的联系和衔接，便于核对和分析。 
（四）调查时间，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调查资料所属的时间，即数据是现象在哪一时点或哪一

时期的数量表现，二是调查全过程和每个调查阶段所需的时间，调查时间指调查资料所属时间。如

果调查的是时期现象，调查时间是资料所反映的起讫时间；如果调查的是时点现象，调查时间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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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的标准时点。调查时限是进行调查工作的期限，包括搜集资料和报送资料的整个工作所需要

的时间。如某管理局要求所属企业在 1996 年 1 月底上报 95 年工业总产值资料，则调查时间是一年，

调查时限是一个月；又如某管理局要求所属企业在 96 年 1 月 10 日上报 95 年产成品库存资料，则

调查时间是标准时间 1995 年 12 月 31 日，调查期限是 10 天。 
（五） 制定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计划。调查的组织工作包括明确调查机构、调查地点、选择

调查的组织形式等问题。 

三、统计调查的种类 

1．统计调查按组织形式，可分为统计报表和专门调查。 
统计报表是国家统计系统和专业部门为了定期取得系统、全面的统计资料而采用的一种搜集资

料的方式，目的在于掌握经常变动的、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指标的统计资料。专门调查是为了

了解和研究某种情况或问题而专门组织的统计调查，包括抽样调查、普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等

几种调查方法。 
2．统计调查按研究总体的范围，可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全面调查是对构成调查对象的所有单位进行逐一的、无一遗漏的调查，包括全面统计报表和普

查；非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中的一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包括非全面统计报表、抽样调查、重点调

查和典型调查。 
3．统计调查按调查登记的时间是否连续，分为连续调查和非连续调查。 
连续调查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变化进行连续不断的登记，如工业企业总产值、产品产量、原材料

消耗量等，在观察期内连续登记。连续调查所得资料是现象在一段时间内的总量。不连续调查是指

间隔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研究对象某一时刻的资料进行登记。如人口数、机器设备台数等资料短期

内变化不大，没有必要连续登记资料。不连续调查所得资料体现现象在某一瞬间所具有的水平。 
4．统计调查按搜集资料的方法分为直接调查、凭证调查、派员调查、问卷调查。 
直接调查又称直接观察，由调查人员到现场对调查单位直接查看、测量和计量；凭证调查是以

各种原始和核算凭证为调查资料来源，依照统一的表格形式和要求，按照隶属关系，逐级向有关部

门提供资料的方法；采访调查是通过指派调查员对被调查者询问、采访，提出所要了解的问题，借

以搜集资料；问卷调查是以问卷形式提问。 
此外，也有人根据调查工作时间的周期长短，将统计调查划分为经常性调查和一次性调查。 
所谓经常性调查是指调查周期在一年以内的调查，间隔超过一年的为一次性调查。这种划分和

调查对象没有关系，不要把经常性调查误以为是全面调查，也不要误以为经常性调查就是调查时期

现象，而一次性调查就是调查时点现象。 

四、统计调查方法 

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有统计报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它们各有其特点。

1994 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以必要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的抽样调查为主体，同

时辅之以重点调查、科学推算和少量的全面报表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1．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是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表式，统一的指标项目，统一的报送时间，自下而上逐级定期提

供基本统计资料的调查方式方法。我国大多数统计报表要求调查对象全部单位填报，属于全面调查

范畴，所以又称全面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具有统一性、全面性、周期性、可靠性等特点。 
目前我国统计报表，是由国家统计报表、业务部门统计报表和地方统计报表组成，其中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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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是统计报表体系的基本部分。 
2．普查 
普查是专门组织的不连续性全面调查。主要调查一定时点状况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总量，搜集那

些不能够或者不适宜用定期全面报表搜集的统计资料，以搞清重要的国情国力。 
普查的主要特点是不连续调查。 
普查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是组织专门的普查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普查人员，对调查单位直

接进行登记；另一种是利用普查单位的原始记录和核算资料，颁发一定的调查表格由调查单位自填

上报。 
普查按资料汇总的特点分为一般普查和快速普查。前者逐级上报资料，后者越过中间环节，由

基层单位将资料直接报送给 高领导机关。 
普查和全面统计报表都属于全面调查，但二者并不能互相代替。普查属于不连续调查，调查内

容主要是反映国情国力方面的基本统计资料；而全面统计报表属于连续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需要

经常掌握的各种统计资料。全面统计报表要经常填报，因此报表内容固定，调查项目较少；而普查

是专门组织的一次性调查，在调查时可以包括更多的单位、分组更细、项目更多。因此，有些社会

经济现象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经常调查，但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时，就可通过普查来

解决。普查花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较多，不宜经常组织，取得经常性的统计资料还需要靠全面统

计报表。 
3．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按随机原则从总体中选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观察，用以推算总体数量的一种非全面调

查。 
抽样调查的特点： ① 既是非全面调查，又要达到对总体数量特征的认识； ② 按随机原则去

抽取调查单位。 
抽样调查具有经济性、时效性、准确性、灵活性等特点。 
抽样调查的作用：一是能够解决全面调查无法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二是可以补充和订正全面调

查的结果，三是可用于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检查和控制，四是可用于对总体的某种假设进行检验。 
抽样调查是非全面调查中 完善、 有科学根据的方式方法。 
抽样调查的基本形式有简单随机抽样、类型随机抽样、等距抽样、整群抽样。 
4．重点调查（2，4，4） 
重点调查是专门组织的一种非全面调查，它是对所要调查的全部单位选择一部份重点单位进行

调查。 
重点调查的关键是选择好重点单位。所谓重点单位，是从标志量的方面而言的，尽管这些单位

在全部单位中只是一部分，但这些单位的某一主要标志量占总体单位标志总量的绝大比重。对这些

单位进行调查，就可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重点调查中重点单位的选择着眼于标志量的比重，因而重点单位的选择具有客观性。当调查目

的是掌握现象的基本情况，而部分单位又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所研究的项目和指标时，可用重点调查。

重点调查可以定期进行，也可以不定期进行，重点调查实际上是范围比较小的全面调查， 它的目

的是 反映现象总体的基本情况。 
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都是专门组织的非全面调查，具有调查单位少，省时省力的特点，在选取

调查单位时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调查单位的意义和取得方式不

同，重点调查是选择为数不多但标志量占总体标志总量绝大比重的单位进行调查；抽样调查中的样

本单位是按照随机原则从研究总体中抽取的、具有较高代表性。其次，二者研究目的不同。重点调

查是为了了解现象总体的基本情况，但不能推断总体总量；抽样调查的目的在于以样本量来推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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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总量。再次，适用场合不同。重点调查适用于部分单位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所研究的项目或指标的

场合；抽样调查 适合于不能或很难进行全面调查，而又需要全面数值的场合，在能进行全面调查

的场合也有独到的作用。 
5．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的任务目的，对所研究的现象总体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

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调查，借以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典型调查的特点一是深入细致的调查，既可以搜集数字资料，又可以搜集不能用数字反映的实

际情况；二是调查单位是有意识的选择出来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它更多地取决于调查者的主观

判断和决策。 
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比，前者调查单位的选择取决于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后者调查单位的选

择具有客观性；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典型单位的量推断总体总量，后者不具备用重点单位的量

推断总体总量的条件。 
典型调查在做总体数量上的推断时无法估计误差，推断结果只是一个近似值。 
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选取调查单位的方法不同。 

五、各种调查方式的结合运用 

不同的统计调查的方式方法，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并非单用一种方式方法，而

是多种方式方法的结合运用。这是因为： ①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复杂，国民经济门类众多，

必须应用多种多样的统计调查方法，才能搜集到丰富的统计资料； ② 任何一种统计调查方法，都

有它的优越性与局限性，各有不同的实施条件，只用一种统计调查方法，不能满足多种需要。 

第三节  二手资料的收集 

一、二手资料的概念与特征 

二手资料指已经被收集、整理的数据信息，如统计年鉴。次级资料的特征：已经加工成型；内

容广泛；时效性相对较差；可靠性相对较差。 

二、二手资料的主要收集渠道 

（一）查阅公开出版物； 
（二）向政府统计机构咨询； 
（三）向其他机构咨询； 
（四）网上查询。 

第四节  统计调查误差 

一、调查误差概述 

调查误差指收集的数据资料与真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调查误差的种类与产生原因 

按产生的原因，调查误差分为登记误差和代表性误差。 



统计学 

 723

（一）登记误差是由于人的主观故意或失误而产生的误差，如调查者在调查或整理过程中的错

误记录，或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有意隐瞒等。 
（二）代表性误差是用部分单位来推断总体时产生的误差，仅存在于非全面调查中。 

三、调查误差的控制与消除 

（一）消除登记误差的措施：加强对调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合理设计调查表，不使被调查者产

生误解；采用合适的调查组织方式，尽量避开人为因素的干扰。 
（二）消除代表性误差的措施：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或适当扩大样本容量。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调查?它与一般的社会调查有何区别? 
2．统计调查有哪些种类? 
3．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包括哪些内容? 
4．三种非全面调查有什么不同? 
5．说明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体系及其结合运用的目标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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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整理是统计工作的第三个阶段。统计调查所获取的统计资料主

要是反映总体单位特征的原始资料，比较分散、零碎，因此，需要对这些调查资料进一步进行加工

和整理。统计整理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把统计调查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加工，使之系

统化、条理化、科学化，从而得出能够反映事物总体特征的资料，它在整个统计工作中起着承前启

后的作用。通过本章学习，要明确统计整理的意义；了解统计分组的作用；理解并掌握统计分组的

基本方法；掌握变量数列的编制方法；了解常用的统计图和统计表的形式和应用。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统计整理与统计分组 

一、统计整理的意义和步骤 

统计整理是将统计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组和汇总形成综合统计资料的工作过程。

根据统计研究的任务与要求，对统计调查所搜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分组、汇总，使其条理化、系统

化的工作过程称统计整理。统计整理包括对原始资料和次级资料的整理。 
统计整理是统计调查的继续，是统计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统计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统计整理的步骤：制定统计整理方案→对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数据处理→制作统计表或统计

图。 

二、统计整理的基本方法——数据分组 

统计分组是将总体中所有单位按一定的标志分为性质不同但又有联系的若干部分的过程。 
（一）统计分组的种类 
1．统计分组按其任务和作用不同，分为类型分组、结构分组和分析分组。类型分组的目的是

划分经济类型，结构分类的目的是研究同质总体的构成，分析分组的目的是研究现象总体内部诸标

志间的依从和制约关系。 
2．统计分组按分组标志的多少分为简单分组和复合分组。简单分组是将总体按一个标志进行

分组，复合分组是将总体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志重叠起来进行分组。 
3．统计分组按分组标志的性质分为品质分组和变量分组。品质分组是将总体按品质标志进行

分组，如企业按经济成份、地理位置分组，职工按性别、文化程度分组等；变量分组是将总体按数

量标志进行分组，如企业按职工人数、劳动生产率分组，职工按工龄、工资分组等。 
（二）统计分组的主要步骤：选择分组标志→确定分组体系→总体单位归类。 
1．分组标志的选择 
分组标志的选择是统计分组的关键。分组标志，即将同质总体区分为不同组的标准或依据。分

组标志一旦选定，就必然突出了总体在该标志下的性质差别，其他的差别看不见了。分组标志选择

不当，不但无法显示现象的根本特征，甚至会混淆事物的性质，歪曲社会经济的真实情况。 
正确选择分组标志，必须根据统计研究的任务目的，抓住反映现象本质区别和内在联系的标志

作为分组标志。 
2．分组体系的确定。分组体系指对同一事物使用两个以上的标志进行分组时所形成的分组关

系，分为平行分组体系和交叉分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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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组后所形成的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组的整体称分组体系。分组体系有平行分组

体系和复合分组体系两种。平行分组体系是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志对总体进行一次次简单分组

后所形成的体系；复合分组体系就是复合分组后形成的体系。 
3．总体单位归类。归类的基本原则是保证任何一个总体单位或原始数据都能且仅能归属于某

一组，即符合互斥性和完备性。 

第二节  分布数列的编制 

一、分布数列的概念与种类 

分布数列是将总体各单位按某个标志分成若干组，列出各组的总体单位数或各组在总体中所占

的比重而形成的数列。分布数列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标志的不同取值，它反映现象的变化种

类或范围；二是次数或频率，表明总体单位在各组分布的情况。 
分布数列按标志的类型可分为品质数列和变量数列。 
（一）品质数列是将现象按品质标志分组而形成的分布数列，它的特征是标志的各种取值以文

字形式表述。 
（二）变量数列是将现象按数量标志分组而形成的分布数列。变量数列由两串数字组成，一串

数字为变量的不同取值，另一串为次数或频率。变量数列按每个组的变量取值形式不同，分为单值

数列和组距数列两种。 

二、变量数列的编制 

（一）品质标志分组方法 
品质标志分组一般较简单，分组标志一旦确定，组数、组名、组与组之间的界限也就确定。有

些复杂的品质标志分组可根据统一规定的划分标准和分类目录进行。 
（二）数量标质分组方法 
按数量标志分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确定各组在数量上的差别，而是要通过数量上的变化来区分

各组的不同类型和性质。数量标志分组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 
对离散变量，如果变量值的变动幅度小，就可以一个变量值对应一组，称单项式分组。如居民

家庭按儿童数或人口数分组，均可采用单项式分组。 
离散变量如果变量值的变动幅度很大，变量值的个数很多，则把整个变量值依次划分为几个区

间，各个变量值则按其大小确定所归并的区间，区间的距离称为组距，这样的分组称为组距式分组。 
也就是说，离散变量根据情况既可用单项式分组，也可用组距式分组。在组距式分组中，相邻组既

可以有确定的上下限，也可将相邻组的组限重叠。 
连续变量由于不能一一列举其变量值，只能采用组距式的分组方式，且相邻的组限必须重叠。

如以总产值、商品销售额、劳动生产率、工资等为标志进行分组，就只能是相邻组限重叠的组距式

分组。 
在相邻组组限重叠的组距式分组中，若某单位的标志值正好等于相邻两组的上下限的数值时，

一般把此值归并到作为下限的那一组（适用于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 
组距式分组使资料的真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组距式分组的假定条件是：变量在各组内的

分布都是均匀的（即各组标志值呈线性变化）。 
通过组距式分组以后，把各组内部各单位的次要差异抽象去了，而把各组之间的主要差异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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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这样，各组分配的规律性可以更容易显示出来。根据这个道理，如组距太小，分组过细，容

易将属于同类的单位划分到不同的组，因而显示不出现象类型的特点；但如果组距太大，组数太少，

会把不同性质的单位归并到同一组中，失去区分事物的界限，达不到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目的。因

此，组距的大小、组数的确定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经济内容和标志值的分散程度等因素，不可强求一

致。 
2．等距分组和不等距分组 
等距分组是各组保持相等的组距，也就是说各组标志值的变动都限于相同的范围。不等距分组

即各组组距不相等的分组。 
统计分组时采用等距分组还是不等距分组，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在标志值变动比较均

匀的情况下宜采用等距分组。等距分组便于各组单位数和标志值直接比较，也便于计算各项综合指

标。在标志值变动很不均匀的情况下宜采用不等距分组。不等距分组有时更能说明现象的本质特征。 
3．组限和组中值 
组距两端的数值称组限。其中，每组的起点数值称为下限，每组的终点数值称为上限。上限和

下限的差称组距，表示各组标志值变动的范围。 
组中值是上下限之间的中点数值，以代表各组标志值的一般水平。组中值并不是各组标志值的

平均数，各组标志数的平均数在统计分组后很难计算出来，就常以组中值近似代替。组中值仅存在

于组距式分组数列中，单项式分组中不存在组中值。 
组中值的计算是有假定条件的，即假定各组标志值的变化是均匀的（与组距式分组的假定条件

相同）。一般情况下，组中值=（上限+下限）÷2 
对于第一组是 “多少以下”， 后一组是“多少以上”的开口组，组中值的计算可参照邻组

的组距来决定。即：缺下限开口组组中值=上限—1/2 邻组组距，缺上限开口组组中值=下限+1/2 邻

组组距。 
等距数列的编制步骤： 

① 求变异全距：  

② 确定组距及组数：R≤组距（d） ×组数（m） 
③ 定组限 
计算次数 

三、分配数列的类型 

分配数列包括品质分配数列和变量分配数列，分别由品质标志分组和数量标志分组形成。变量

数列又有单项式数列和组距式数列，分别由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形成。 

四、频数和频率 

统计分组后各组对应的单位数称频数，也叫次数；各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称频率。

各组的频率大于０，所有组的频率总和等于１。 
在变量分配数列中，频数（频率）表明对应组标志值的作用程度。频数（频率）数值越大表明

该组标志值对于总体水平所起的作用也越大，反之，频数（频率）数值越小，表明该组标志值对于

总体水平所起的作用越小。 
组距数列中,影响各组次数分布的要素是组数、组距、组限和组中值。 
有时为了更简便地概括总体各单位的分布特征，还需要编制累计频数数列和累计频率数列。累

计有向上累计和向下累计的方法。向上累计是指将各组频数和频率由变量值低的组向变量值高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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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表明在这些数值以下所有数值所占的比重；向下累计是指将各组频数和频率由变量值高的组

向变量值低的组累计，表明在这些数值以上所有数值所占的比重。 

五、次数分布特征 

现象总体的性质不同，其次数分布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钟型分布  特征是“两头大，中间小”，即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多，靠近两边

的变量分布次数少，形若古钟。 
（二）Ｕ型分布  其特征与钟型分布正相反，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的次数少，靠近两端的变

量值分布次数多，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Ｕ字型分布。如人口死亡现象按年龄分布便是如此。 
（三）J 型分布   在社会经济现象中，一些统计总体分布曲线呈 J 型。 
（四）洛伦兹分布   洛伦兹曲线专门用以检定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拓展可运

用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研究总体各单位标志分布集中状况或平均性。洛伦兹曲线又称集中曲线，

其运作的条件是：现象总体各组频率与相应的各组标志总量的比重。 

六、累计次数与累计频率 

频率指各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累计次数或累计频率提供了取值大于（或小于）  某
个变量值的总体单位的数量或比重的信息。 

第三节  统计图表 

一、统计图 

以点、线条、面积等方法描述、显示统计数据的形式，一般由坐标系、图形、图例三部分构成。

常用的统计图有条形图、直方图、圆形图、线图、散点图。 

二、统计表 

统计表是用来显示经过整理的数据资料即统计数列的表格，统计表是纵横交叉的线条所绘制表

现统计资料的一种表格形式。广义统计表包括统计工作各阶段所使用的一切表格。 
从形式上看，统计表是由总标题，横行标题、纵栏标题和指标数值四部分组成；从内容上看，

统计表是由主词和宾词两部分构成。主词是统计表要说明的总体或总体分成的多个组，宾词是说明

主词的统计指标。 
（一）统计表的基本结构：总标题、主词栏、宾词栏、数据栏。 
（二）统计表的加工方法：主词栏的加工即对主体的分组，宾词栏的加工包括选择指标和分组

两项内容。 
（三）统计表的编制规则：选择合适的总标题；主词栏与宾词栏各归其位；表的上、下端通常

用粗实线或双线封口，左右两端开口；列数较多时，要在各列的文字标题下面设置编号加以标识；

数据栏不能有空白，不应当有数据的或没有数据的用横线填上。 

复习与思考题 

1．利用频数分布表可以说明总体那些特征？ 
2．编制一张频数分布表，通常要考虑那些因素？ 
3．简要解释全距、组距及分组中点值（组中值）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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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集一组你感兴趣的数据，编制一张频数分布表，然后对这组数据做出初步分析说明。 
5．统计整理的概念和重要性。 
6．统计整理的程序包括哪些方面? 
7．什么是次数分布?有什么作用? 
8．次数分布数列的意义有哪些? 
9．次数分布数列有哪两个基本要素? 
10．次数分布数列有哪些种类? 
11．常见的次数分布类型有哪几种?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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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量指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分析是 后的、也是 为复杂的统计研究工作阶段。本章介绍

的是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一种——描述方法，首先阐述了总量指标的概念、类型和计算方法等；第二

节介绍了相对指标的有关内容，即如何通过特定的相对数量关系来说明现象总体的某个特征。通过

本章学习，要理解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概念、作用和特点；熟练掌握几种相对指标的计算方法；

明确计算和运用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的原则。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总量指标概述 

一、总量指标的概念与作用 

总量指标是反映现象总体规模或水平的指标，即数量指标，也称为绝对数，它是对现象 基本

的描述，是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的基础。总量指标又称统计绝对数，它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的

总规模、总水平的综合指标。 

二、总量指标的基本分类 

总量指标的种类 总量指标的种类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按其反映总体内容的不同，分为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前者是总体内所有单位的总数,

后者是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的总和。总体单位是标志的直接承担者，标志总量不会独立于单位总量

而存在。在一个特定的总体内，只存在一个单位总量，而同时并存多个标志总量，构成一个总量指

标体系。同一总量指标在不同情况下可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对各企业工人总数指标来说，当研究企

业平均规模时，以企业为总体单位，企业总数为单位总量，各企业工人总数为标志总量；当研究企

业劳动效益时，以工人为总体单位，各企业工人总数为单位总量，这时企业的总产量成为标志总量。

所以说总体单位总量和总体标志总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随研究目的不同而变化。 
按其反映时间状况的不同，分为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时期指标是反映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一

段时间发展变化结果的总量指标；时点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某一时间（瞬间）状况上的总量

指标。 
按其所采用计量单位的不同分为实物指标、价值指标和劳动量指标。实物指标是以实物单位计

量的统计指标；价值指标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统计指标；按实物单位计算的指标 大的特点是它直

接反映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现象的具体内容，能具体表明事物的规模和水平，但指标的综合性能较差，

无法进行汇总。按价值单位计量的 大优点是它具有 广泛的综合性和概括能力，可以表示现象的

总规模和总水平，但它脱离了物质内容。二者要结合应用。劳动量指标是以劳动单位即工日、工时

等劳动时间计量的统计指标。 

三、计算方法 

实物总量指标的计算通常可以直接相加或折算相加计算，价值总量或劳动总量指标往往需要根

据相关要素进行平衡计算或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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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对指标 

一、相对指标的概念及作用 

相对指标是由数量对比形式表现的总体的数量特征，其本质特征在于 “数量对比”，即它所

反映的是一个数量比之于另外一个数量的关系。相对指标便于在总体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总体

的数量特征，便于进行对比分析。相对指标的基本表现形式为无名数形式，即没有计量单位。 
相对指标使不能直接对比的现象找到共同的比较基础，可用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评价经济活

动的状况。 

二、相对指标的种类 

（一） 结构相对数，反映总体当中的部分数值与总体数值的对比关系。 
结构相对数 = 总体部分数值/总体全部数值 
（二） 比例相对数，反映总体中某一部分数值与总体的另一部分数值的数量对比关系。 
比例相对数 = 总体中某一部分数值/总体中另一部分数值 
（三）比较相对数，反映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取值间的数量对比关系。 
比较相对数 = 某空间范围的某指标数值/另一空间范围的该指标数值 
（四）动态相对数，反映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上的数量对比关系。 
动态相对数 = 某指标报告期数值/该指标基期数值 
（五）计划完成程度相对数，用于检查各类计划的执行情况。 
计划完成程度相对数 = 某指标实际数值/该指标计划数值 
（六）强度相对数，将一个总量与另一个相关联的总量进行比较，用比较的结构来说明其中一

个总量所代表现象的强度、力度、密度、普及程度等内容。 
强度相对数 = 观察强度指标数值/承载指标数值。 

三、使用相对指标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选择对比的基础； 
（二）指标对比要有可比性； 
（三）相对指标要与总量指标结合运用； 
（四）多种相对指标结合运用。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总量指标?在经济应用中统计总量指标有什么作用? 
2．怎样区分时期总量指标和时点总量指标? 
3．什么是相对指标?有何作用? 
4．常用的相对指标有哪几种?如何计算? 
5．计算和运用相对指标应注意遵守哪些原则?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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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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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变量数列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统计数列是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其中变量数列是一种重要

的分组数列，它是从横的方面，即现象的截面上反映总体的数量特征。本章介绍的是变量数列分析

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测定变量数列次数分布的集中趋势，用统计平均指标反映；测定变量数

列次数分布的离中趋势，用标志变异指标反映。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正确理解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

的概念、意义、作用；明确其种类及其区别；掌握平均指标和变异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用原则和条

件。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集中趋势的测定 

一、集中趋势的涵义和测定意义 

集中趋势指总体中各单位的次数分布从两边向中间集中的趋势，变量数列的集中趋势可以用平

均指标来反映。 
测定集中趋势可以反映现象总体的客观规定性；对比同类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一

般水平；分析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 

二、平均指标的种类及计算方法 

平均指标也称为平均数，指同质总体中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所达到

的一般水平。平均数可以分为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众数、中位数。 
算术平均数 

 

（一）   算术平均数的基本形式： 
（二）  简单算术平均数，根据未分组资料计算的算术平均数，即将未分组资料中各单位的标

志值总和除以总体单位总数。公式： 

 

加权算术平均数，根据分组数列资料计算的平均数，对于单项式分组数列，它是各组标志值与

各组次数乘积的总和除以各组次数总和；对于组距式分组数列，它是各组的组中值与各组次数乘积

的总和除以各组次数总和。公式： 

 
（三）算术平均数的性质 
a.各标志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之和等于零； 
b.各标志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平方和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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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平均数 
调和平均数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倒数的算术平均数的倒数。 
（一）计算公式 

简单调和平均数：  

加权调和平均数：  

（二）  调和平均数的应用：当已知分组数列的各组标志值和标志总量时，可采用调和平均法

计算平均指标。 
（三）  求解比值的平均数的方法：需要将其还原为构成比值的分子、分母原值总计进行对比，

计算时需依据被研究指标的性质及具有的权数资料确定。 
几何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是 N 个比率连乘积的 N 次方根，适于计算现象的平均比率或平均速度，反映现象

比率的平均水平。计算几何平均数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各个比率或速度的连乘积等于总比率或总

速度；相乘的各个比率或速度不得为零或负值。 
（一）  简单几何平均数 
简单几何平均数是根据未分组资料计算的，公式为： 

 

（二）  加权几何平均数 
加权几何平均数是根据分组资料计算的，公式为： 

 

例、某月某企业按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低分组的生产班组数和产量资料如下： 

按工人劳动生产率分组（件／人） 生产班组 产量（件） 

50－60 10 8250 

60－70 7 6500 

70－80 5 5250 

80－90 2 2550 

90 以上 1 1520 

试计算该企业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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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列计算表如下： 
按工人劳动生产率分组（件／人） 组中值 产量件 人数 
50-60 55 8250 150 
60-70 65 6500 100 
70-80 75 5250 70 
80-90 85 2550 30 
90 以上 95 1520 16 
合 计  24070 366 

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 （件／人） 

注意本题计算中权数的选择。资料中“生产班组”可以是次数，但并不是合适的权数。因为本

题中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按件／人计算的，和生产班组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不能作为权数进行平

均数的计算。本题应以“产量”权数，进行加权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加权算术平均数与加权调和平均数是计算平均指标时常常用到的两个指标。加权算术平均数中

的权数一般情况下是资料已经分组得出分配数列的情况下标志值的次数。而加权调和平均数的权数

是直接给定的标志总量。在经济统计中，经常因为无法直接得到被平均标志值的相应次数的资料而

采用调和平均数形式来计算，使调和平均数的计算结果与加权算术平均数的计算结果相同，所以 

 

在实际应用加权算术平均数时，需注意权数的选择。 
应用平均指标必须注意的问题有：⑴计算和应用平均指标，必须注意现象总体的同质性；⑵用

组平均数补充说明总平均数；⑶计算和运用平均数时，要注意极端数值的影响，因为算术平均数受

极端数值的影响很明显。 
众数 
众数是指总体中出现次数 多的标志值。它是一种位置平均数，不受数列中异常标志值的影响。 
（一）  由单项式分组数列确定众数，出现次数 多的标志值即为众数。 
（二）  由组距数列确定众数，首先根据出现次数的多少确定众数所在的组，然后利用公式计

算近似值。公式为 

下限公式：  

上限公式：  

中位数 
将总体各单位的标志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处于数列中点位置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中位数的大

小仅取决于它在变量数列中的位置，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一）   由未分组资料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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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 确定中位数的位次，据此找出对应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 

（二）  由单项式分组数列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直接用公式 确定中位数的位次，再根据位次用较小累计或较大累计次数的方法将累

计次数刚超过中位数位次的组确定为中位数组，该组的标志值即为中位数。 
（三）  由组距式分组数列确定中位数的方法。 

下限公式：  

上限公式：  

第二节  离中趋势的测定 

一、离中趋势的涵义 

离中趋势指各单位标志值背离分布中心的规模或程度，用标志变异指标来测定。离中趋势可以

用来衡量和比较平均数代表性的高低，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均衡性和节奏性，测定变量数列次

数分布较之正态分布的偏离程度。 

二、全距 

全距也称极差，它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中 大值与 小值之差。全距越大，说明总体中标志值

变动的范围越大。全距的计算公式：  

 

3. 平均差 
平均差是变量数列中各单位标志值对其算术平均数离差绝对值的平均数，它反映了各单位标志

值对其算术平均数的平均离差。平均差越大，说明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越大。 
（一）   简单平均差的计算公式： 

 

（二）   加权平均差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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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差及方差 

标准差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与其算术平均数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标准差的平方称

为方差。 
（一）  简单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二）  加权标准差的计算公式： 

 

四、变异系数指标 

变异系数指标是标志变异指标与总体平均数的对比值，它消除了数列本身水平和性质的影响，

反映了离散的相对程度。计算公式： 

平均差系数     

标准差系数     

五、是非标志的标准差及方差 

只表现为是或否、有或无的标志称为是非标志。用来描述是非标志总体特征的统计指标主要有： 
（一）   成数。具有某种标志表现或不具有某种标志表现的单位数占总体单位总数的比重称为

成数。具有某种标志表现的单位数所占的成数： 

 
（二）   平均数。即具有被研究标志表现的单位数所占的成数， 

 

（三）  标准差及标准差系数。计算公式： 

 
例、两种不同水稻品种，分别在 5 个田块上试种，其产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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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品 种 乙 品 种 
田块面积（亩） 产  量（公斤） 田块面积（亩） 产  量（公斤） 

1.2 600 1.5 840 
1.1 495 1.4 770 
1.0 445 1.2 540 
0.9 540 1.0 520 
0.8 420 0.9 450 

要求： 
⑴分别计算两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 
⑵计算两品种亩产量的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 
⑶假定生产条件相同，确定哪一品种具有较大稳定性，宜于推广。 
解： 

甲  品  种 乙  品  种 
X f xf  x f xf   

500 1.2 600 — — 560 1.5 840 40 2400 
450 1.1 495 -50 2750 550 1.4 770 30 1260 
445 1.0 445 -55 3025 520 1.0 520 — — 
600 0.9 540 100 9000 450 1.2 540 -70 5880 
525 0.8 420 25 500 500 0.9 450 -20 360 
合计 5.0 2500 — 15275 合计 6.0 3120 — 9900 

注：  

⑴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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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因 V 乙<V 甲 
故乙品种具有较大稳定性，宜于推广。 

复习与思考题 

1．考察一个分布数列的特征时，为什么必须同时运用中心位置测度指标和变异性指标？两者

之间是何种关系？ 
2．若一个数据集是名词数据，你想要得到一个代表值，应选用哪种中心位置测度指标，为什

么？ 
3．试比较极差、平均差和标准差三种变异指标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标准差是 常用、 基

本的标志变异指标？ 
4．试比较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中位数与众数的特点。 
5．什么是平均指标?有什么特点和作用? 
6．常用的平均指标有哪几种?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7．应用平均指标应注意什么问题? 
8．什么是变异度指标?有什么作用? 
9．什么是标准差?什么是标准差系数?什么情况下要用标准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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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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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抽样推断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抽样推断又称抽样调查或抽样估计，它是从总体中按随机原则抽取

一部分单位进行观测，并根据这部分单位的资料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的一种方法。它具有三个特点：

按随机原则抽取调查单位；由部分推断全体；抽样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加以控制。本章介绍了四类

常用的抽样方法，即简单随机抽样、类型抽样、等距抽样、整群抽样。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明确抽

样推断的概念、特点、作用；理解抽样误差的影响因素，掌握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方法，抽样估计

推断和必要抽样数目的确定原理及方法；初步具备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运用抽样方法收集资料并据以

做出准确推断的能力。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抽样方案的设计 

一、抽样推断的一般概念 

抽样推断是在根据随机原则从总体中抽取部分实际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总体

某一现象的数量性作出具有一定可靠程度的估计判断。 
它是由部分推算整体的一种认识方法；它是建立在随机取样的基础上。它是运用概率估计的方

法；抽样推断的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加以控制。 
抽样推断的主要内容为：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二、抽样的基本概念 

（一）全及总体和样本总体 
全及总体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而样本总体则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对象，两者是有区别而又有

联系的不同范畴。全及总体又称母体，简称总体，它是指所要认识的，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许多单

位的集合体。样本总体又称子样，简称样本，是从全及总体中随机抽取出来，代表全及总体的那部

分单位的集合体。样本总体的单位数称为样本容量，通常用小写英文字母 n 来表示。随着样本容量

的增大，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越来越高，并且当样本单位数足够多时，样本平均数愈接近总体平均

数。 
如果说对于一次抽样调查，全及总体是唯一确定的，那么样本总体就不是这样，样本是不确定

的，一个全及总体可能抽出很多个样本总体，样本的个数和样本的容量有关，也和抽样的方法有关。 
（二）全及指标和抽样指标 
根据全及总体各个单位的标志值或标志属性计算的，反映总体某种属性或特征的综合指示称为

全及指标。常用的全及指标有总体平均数（或总体成数）、总体标准差（或总体方差 ）。 
由样本总体各单位标志值计算出来反映样本特征，用来估计全及指标的综合指标称为统计量

（抽样指标）。统计量是样本变量的函数，用来估计总体参数，因此与总体参数相对应，统计量有

样本平均数（或抽样成数）、样本标准差（或样本方差 ）。 
对于一个问题全及总体是唯一确定的，所以全及指标也是唯一确定的，全及指标也称为参数，

它是待估计的数。而统计量则是随机变量，它的取值随样本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样本容量和样本个数 
样本容量是指一个样本所包含的单位数。通常将样本单位数不少于 30 个的样本称为大样本，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740 

不及 30 个的称为小样本。社会经济统计的抽样调查多属于大样本调查。样本个数又称样本可能数

目。指从一个总体中可能抽取的样本个数。一个总体有多少样本，则样本统计量就有多少种取值，

从而形成该统计量的分布，此分布是抽样推断的基础。 
（四）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 

三、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是指由于随机抽样的偶然因素使样本各单位的结构不足以代表总体各单位的结构，而

引起抽样指标和全及指标之间的绝对离差。因此，又称为随机误差，它不包括登记误差，也不包括

系统性误差。 
影响抽样误差的因素有：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样本的单位数；抽样的方法;抽样调

查的组织形式。 
（一）抽样平均误差。抽样平均误差是反映抽样误差一般水平的指标，它的实质含义是指抽样

平均数（或成数）的标准差。即它反映了抽样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平均离差程度。抽样平均误差的作

用首先表现在它能够说明样本指标代表性的大小。平均误差大，说明样本指标对总体指标的代表性

低；反之，   )1()1(
N
n

n
pp

p −
−

=μ  

（二）抽样极限误差。抽样极限则说明样本指标对总体指标的代表性高。其次，平均误差还说

明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差别的一般范围。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是抽样极限误差。 
抽样平均误差的计算： 

重复抽样：    
nx
σμ =             

n
pp

p
)1( −

=μ  

不重复抽样：  )1(
2

N
n

nx −=
σμ 误差是指用绝对值形式表示的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偏差的

可允许的 大范围。它表明被估计的总体指标有希望落在一个以样本指标为基础的可能范围。它是

由抽样指标变动可允许的上限或下限与总体指标之差的绝对值求得的。 
由于总体平均数和总体成数是未知的，它要靠实测的抽样平均数成数来估计。因而抽样极限误

差的实际意义是希望总体平均数落在抽样平均数的范围内，总体成数落在抽样成数的范围内。  

基于理论上的要求，抽样极限误差需要用抽样平均误差 xμ 或 pμ 为标准单位来衡量。即把极

限误差 △x 或 △p 相应除以 xμ 或 pμ ，得出相对的误差程度 t 倍，t 称为抽样误差的概率度。于是

有： 

xx tμ=Δ  

xx tμ=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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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样估计的意义和一般步骤 

（一）抽样估计的定义 
按照随机原则从调查对象中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调查，并以调查结果对总体数量特征做出具有

一定可靠程度的估计与推断，从而认识总体的一种统计方法。 
（二）抽样估计的特点 
1．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单位； 
2．目的是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 
3．抽样推断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程度，抽样误差可以事先计算并控制。 
（三）抽样估计的运用 
1．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查时 
2．不必要进行全面调查时 
3．来不及进行全面调查时 
4．对全面调查资料进行补充修正时 
（四）抽样估计的一般步骤 
1．设计调查方案 
2．抽取样本单位 
3．收集样本数据 
4．计算样本统计量 
5．推断总体参数 
（五）样本指标 

样本平均数：  

样本标准差： 和  

样本成数：  

成数样本方差：  

抽样平均误差及抽样极限误差：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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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样方案设计的基本准则 

（一）随机原则 
（二）抽样误差 小 
（三）费用 少 

六、抽样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 

（一）编制抽样框 
抽样框指包括全部抽样单位的名单框架，仅对有限总体而言。分为名单抽样框、区域抽样框、

时间表抽样框。 
（二）确定抽样方法 
重复抽样：同一总体单位有可能被重复抽中，而且每次抽取都是独立进行。 
不重复抽样：同一总体中每个单位被抽中的机会并不均等，在连续抽取时，每次抽取都不是独

立进行。 
（三）确定抽样组织方式 
简单随机抽样——对总体单位逐一编号，然后按随机原则直接从总体中抽出若干单位构成样

本。 
类型抽样——将总体全部单位分类，形成若干个类型组，然后从各类型中分别抽取样本单位组

成样本。 
等距抽样——将总体单位按某一标志排序，而后按一定的间隔抽取样本单位。 
整群抽样——将总体全部单位分为若干“群”，然后随机抽取一部分“群”，被抽中群体的所

有单位构成样本。 
（四）确定样本容量 

重复抽样时：  

不重复抽样时：  

第二节  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误差测定 

一、抽样分布 

涵义：样本统计量所有可能值的概率分布。 
（一）平均数的抽样分布 

1．全部可能样本平均数的均值等于总体均值，即： 。 

2．从非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平均数，当 n 足够大时其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3．从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平均数不论容量大小其分布均为正态分布。样本均值的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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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标准差的 。 

（二）  比率的抽样分布 
1． 全部可能样本比率的均值等于总体比率，即： 。 
2． 从非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比率，当 n 足够大时其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3． 从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比率，不论容量大小其分布均为正态分布。 

4． 样本比率的标准差为总体标准差的  。 

二、抽样估计量的优良标准：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 

三、抽样误差 

指样本估计量与总体参数之间数量上的差异，仅指由于按照随机原则抽取样本而产生的代表性

误差，不包括登记性误差和系统偏差。 

四、抽样平均误差 

指每一个可能样本的估计值与总体指标值之间离差的平均数，即样本估计量的标准差。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五、抽样极限误差 

指在一定的概率保证程度下，抽样误差不允许超过的某一给定范围。 

重复抽样：  

不重复抽样：  

第三节  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估计 

一、点估计 

指直接以样本指标来估计总体指标，也叫定值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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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间估计 

（一）区间估计的定义和原理 
指根据样本指标和抽样极限误差以一定的可靠程度推断总体指标的可能范围；其中，被推断的

总体指标的下限与上限所包括的区间称为置信区间，估计的可靠程度也称为置信度。 
（二）总体平均数的区间估计 

表达式：  

其中 为极限误差 

（三）  总体成数的区间估计 

表达式：  

其中 为极限误差 

三、样本数目的确定 

重复抽样条件下：  

不重复抽样条件下：  

例 1．某学校进行一次英语测验，为了解学生的考试情况，随机抽选部分学生进行调查，所得

资料如下： 
 

考试成绩 60 以下 60-70 70-80 80-90 90-  
90-100 

学生人数 10 20 22 40 8 

 
试以 95。45%的可靠性估计该校学生英语考试的平均成绩的范围及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

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解：（1）该校学生英语考试的平均成绩的范围： 

6.76
100
7660

===
∑
∑

f
xf

x  

 

σ＝ 377.11
100

12944)( 2

==
−∑
f

f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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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
100

377.11
===

nx
σμ  

△x ＝ tμx＝2×1.1377＝2.2754 
该校学生考试的平均成绩的区间范围是： 
ｘ - △x≤Ｘ≤ ｘ＋△x 
76.6－2.2754≤Ｘ≤76.6＋2.2754 
74.32≤Ｘ≤78.89 
（2）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48
100
481 ===

n
n

p  

 

04996.0
100

)48.01(48.0)1(
=

−
=

−
=

n
pp

pμ  

 
△p＝ｔμp＝2×0.04996＝0.09992 
80 分以上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 
Ｐ＝p±△p＝0.48±0.09992 
0.3801≤Ｐ≤0.5799 
在 95.45％概率保证程度下，该校学生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重的范围在 38.01%—

57.99%之间。 
这是在简单抽样条件下进行区间估计的例题。从上面的解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一类计算题

的基本做法：先计算出样本指标，然后根据所给条件（重复抽样或不重复抽样）进行抽样平均误差

的计算，抽样极限误差的计算， 后根据样本指标和极限误差进行区间估计 
例 2  从某年级学生中按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40 名学生，对公共理论课的考试成绩进行检

查，得知其平均分数为 78．75 分，样本标准差为 12．13 分，试以 95．45%的概率保证程度推断全

年级学生考试成绩的区间范围。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将允许误差缩小一半，应抽取多少名学生? 
解：ｎ＝40    ｘ＝78.56     σ＝12.13     t=2 
（１） 

nx
σμ = = 92.1

40
13.12

=  

△x ＝ tμx＝2×1.92＝3.84 
全年级学生考试成绩的区间范围是： 
ｘ - △x≤Ｘ≤ ｘ＋△x 
78.56－3.84≤Ｘ≤78.56＋3.84 
74.91≤Ｘ≤82.59 
（２）将误差缩小一半，应抽取的学生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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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抽样，抽样估计包括哪些基本步骤？ 
2．中心极限定理说明了什么问题，样本容量的大小对样本统计量的分布有无影响？ 
3．为什么说在其他条件相同下，分层抽样效果更好？ 
4．抽样的组织形式有哪几种，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5．分层抽样中的分层和整群抽样中的分群有什么不同意义和不同要求？ 
6．点估计常用的方法有哪两种，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7．什么叫抽样误差?影响抽样误差的因素是什么? 
8．什么是抽样平均误差?如何计算? 
9．什么是抽样极限误差?与概率保证程度是什么关系? 
10．什么是必要样本容量?如何计算? 
11．影响必要样本容量的因素有哪些? 
12．参数估计有哪两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更为常用? 
13．类型抽样中的分组和整群抽样中的分群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和不同要求? 
14．假设检验的常用方法及其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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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相关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对客观现象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

系加以分析，分析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并且用一定的数量表现出来。

要掌握这种方法并能应用于实际。要掌握回归分析的概念及回归模型的确定方法。  
学时分配：9 学时 

第一节  相关分析 

一、相关关系的概念 

现象之间的确定性依存关系称为函数关系，对于自变量的每一个给定值，因变量都有一个确定

值与之相对应，并且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数学表达式反映出来。相关关系反映的是现象之间的不确

定性依存关系，当给定自变量的一个值时，因变量有若干个随机值与之对应，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一般来说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函数关系，一种是相关关系。函数关系是

指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值是确定的。相关关系是两个现象数值变化不

完全确定的随机关系，是一种不完全确定的依存关系。相关关系是相关分析的研究对象，而函数关

系则是相关分析的工具。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函数关系指变量之间的关

系是确定的，而相关关系的两变量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2）函数关系

变量之间的依存可以用一定的方程 y=f（x）表现出来，可以给定自变量来推算因变量，而相关关系

则不能用一定的方程表示。函数关系是相关关系的特例，即函数关系是完全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

是不完全的相关关系。 

二、相关关系的种类 

（一）按变量的个数，可分为一元相关和多元相关。 
（二）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可分为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 
（三）根据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向，可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 

三、相关关系的测定 

（一）定性分析，是依据研究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客观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以及何种关系做出判断。 
（二）定量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编制相关表、绘制相关图、计算相关系数与判定

系数等方法，来判断现象之间相关的方向、形态及密切程度。 
1．相关表：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用表格形式来反映，包括简单相关表和分组相关表。 
2．相关图，又称散点图，用直角坐标系的 x 轴代表自变量，y 轴代表因变量，将两个变量间

相对应的变量值用坐标点的形式描绘出来，用以表明相关点分布状况。 

四、相关系数 

在直线相关的条件下，用以反映两变量间线性相关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 
（一）相关系数的特点 相关系数是测定变量之间相关密切程度和相关方向的代表性指标。相

关系数用符号“γ”表示，其特点表现在：1．参与相关分析的两个变量是对等的，不分自变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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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因此相关系数只有一个。2．相关系数有正负号反映相关关系的方向，正号反映正相关，

负号反映负相关。3．计算相关系数的两个变量都是随机变量。 
（二）利用相关系数判别相关密切程度的方法。 
（三）相关系数的计算 利用相关系数的基本公式计算相当繁琐，但利用代数推演的 

方法可得到许多计算相关系数的简化式，如：  

 
r>0 为正相关，r < 0 为负相关； 
|r|=0  表示不存在线性关系； 
|r|＝1 表示完全线性相关； 
0<|r|<1 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线性相关： 
|r| < 0.4 为低度线性相关； 
0.4≤ |r| ＜0.7 为显著性线性相关； 
0.7≤|r| ＜1.0 为高度显著性线性相关。 

第二节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概述 

回归分析指根据相关关系的数量表达式（回归方程式）  与给定的自变量 x，揭示因变量 y 在

数量上的平均变化和求得因变量的预测值的统计分析方法。 回归分析是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或

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数量变化的一般关系进行测定，确定一个相应的数学表达式，以便从一个已知量

来推测另一个未知量，为估计预测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 
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 
（一）  理论和方法具有一致性； 
（二）  无相关就无回归，相关程度越高，回归越好； 
（三）  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方向一致，可以互相推算。 
区别： 
（一）  回归分析中必须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而相关分析中两个变量是完全对等的； 
（二）  相关分析中 x、y 均为随机变量，回归分析中只有 y 为随机变量； 
（三）  相关分析测定相关程度和方向，回归分析用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和控制。 

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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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截距 a 表示在没有自变量 x 的影响时，其他各种因素对因变量 y 的平均影响；回归系数 b
表明自变量 x 每变动一个单位，因变量 y 平均变动 b 个单位。 

参数 a、b 的确定： 小平方法 

基本数学要求：  

分别对函数中 a、b 求偏导，并令其为零，有： 

 
得到 a，b 的值为： 

 

 

例如，某企业上半年产品产量与单位成本资料如下： 

月 份    产 量（千件）    单位成本（元） 

１        ２         ７３ 
２         ３         ７２ 
３        ４         ７１ 
４        ３         ７３ 
５        ４         ６９ 
６        ５          ６８ 
要求：（１）计算相关系数，说明两个变量相关的密切程度。 
（２）配合回归方程，指出产量每增加 1000 件时，单位成本平均变动多少？ 
（３）假定产量为 6000 件时，单位成本为多少元？ 
解：计算相关系数时，两个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不须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考虑到要配和合回

归方程，所以这里设产量为自变量（ｘ），单位成本为因变量（ｙ）。 
 

月 份  产量（千件）单位成本  
2x      

2y      ｘｙ   

  ｎ    ｘ    （元） ｙ         

１    ２      ７３   ４  ５３２９  １４６ 

２    ３      ７２   ９  ５１８４  ２１６ 

３    ４      ７１  １６  ５０４１  ２８４ 

 ４    ３      ７３   ９  ５３２９  ２１９ 

５    ４      ６９  １６  ４７６１  ２７６ 

６    ５      ６８  ２５  ４６２４  ３４０ 

合 计  ２１      ４２６ ７９  ３０２６８  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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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计算相关系数 

[ ][ ]∑ ∑∑ ∑
∑ ∑ ∑

−−

−
=

2222 )()( yynxxn

yxxyn
γ  

 

[ ][ ]
9091.0

42630268621796
4262114816

−=
−×−×

×−×
=  

9091.0−=γ 说明产量和单位成本之间存在高度负相关。 

（２）配合回归方程 ｙ＝ａ＋ｂｘ 

∑ ∑
∑ ∑ ∑

−

−
= 22 )( xxn

yxxyn
b  =-1.82 

xbya −= =77.37 

回归方程为：ｙ＝７７.３７－１.８２ｘ 

（３）当产量为６０００件时，即ｘ＝６，代入回归方程： 
ｙ＝７７.３７－１.８２×６＝６６.４５（元） 
再如，根据某部门 8 个企业 产品销售额和销售利润的资料得出以下计算结果： 

∑ xy =189127    2x  =2969700    x =4290   2y =12189.11 y =260.1 

要求:（1）计算产品销售额与利润额的相关关系; 
（2）建立以利润额为因变量的直线回归方程并说明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 
（3）计算估计标准误差。 
解：（１）计算相关系数 

[ ][ ]∑ ∑∑ ∑
∑ ∑ ∑

−−

−
=

2222 )()( yynxxn

yxxyn
γ =0.9934 

（２）配合回归方程 ｙ＝ａ＋ｂｘ 

∑ ∑
∑ ∑ ∑

−

−
= 22 )( xxn

yxxyn
b  =0.742 

xbya −= =-7.2773 

回归方程为：ｙ＝-7.2772+0.742ｘ 

三、回归估计标准差 

（1）  回归估计标准差是因变量各实际值与其估计值之间的平均差异程度，表明其估计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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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际值代表性的强弱；其值越小，回归方程的代表性越强，用回归方程估计或预测的结果越准确。 

 
大样本条件下，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2）  离差平方和的分解 

 

称为总离差平方和（SST）  ，反映因变量 Y 的离散程度； 称为回归

离差平方和（SSR）  ，反映由于 Y 和 X 的线性依存关系所引起 Y 的变动部分； 称为

剩余平方和（Q）  ，反映其他因素对 Y 的影响部分。 
（三）  判定系数 

 
称为判定系数，用来衡量回归线对 Y 的总离差说明程度。判定系数的平方根即为相关系数。 

四、线性相关的显著性检验 

样本相关系数 r 的显著性检验（t 检验）  的目的是检验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是否显著。

其步骤为： 

（1）  提出假设： ； 

（2）  构造检验统计量： ； 

（3）  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确定临界值 ； 
（4）  确定原假设的拒绝规则： 

若 ，则接受 ，表示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不显著； 

若 ，则拒绝 ，表示总体两变量间线性相关性显著。 
（5）  计算检验统计量并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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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归估计与预测 

估计的前提：回归方程经过检验，证明 X 和 Y 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相关的。 
（一）  点估计：对于给定的 X 值，求出 Y 平均值的一个估计值或 Y 的一个个别值的预测值。 
（二）  区间估计：对于给定的 X 值，求出 Y 平均值的置信区间或 Y 的一个个别值的预测区

间。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与函数关系有何区别？ 
2．什么是单相关、复相关和偏相关？请各举一例说明。 
3．简述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联系与区别。 
4．在相关与回归分析时应注意哪些基本原则？ 
5．相关分析的作用是什么? 
6．什么是相关系数?如何计算? 
7．试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a+bx 中参数 a、b 的意义。回归系数 b 和相关系数 r 有何联系和

区别? 
8．什么是估计标准误差?如何计算?它和判定系数（r）有何联系和区别? 
9．应用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预测要注意些什么? 
10．曲线回归分析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统计学 

 753

第八章   时间数列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编制和分析时间数列是为了从动态上研究现象的数量方面及其发展

变化的规律性，它在社会经济统计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章的学习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数值

分析方面和因素分析方面。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以下内容：时间数列的概念、种类和编

制原则；时间数列的水平指标，即发展水平、平均发展水平、增长量、平均增长量；时间数列的速

度指标，即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平均增长速度；时间数列的因素分析，尤其是长

期趋势和季节变动的影响和测定。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时间数列概述 

一、时间数列的概念 

时间数列是把反映现象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数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起来所形成的统计数

列。它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现象发展水平的所需时间，一个是反映现象发展水平的统计指

标数值。 

二、时间数列的种类 

（一）按指标形式分为总量数时间数列、相对数时间数列、平均数时间数列。 
（二）按变量性质分为确定性数列和随机性数列。 
（三）按变化形态分为平稳性数列、趋势性数列、季节性数列。 

三、编制时间数列的原则 

编制时间数列的基本原则是保证指标数值的可比性。对于时期数列，整个数列中时期长短应该

相同；对于时点数列，要尽可能使各指标之间的间隔相等。时间数列中各项指标数值的计算方法和

计算单位也必须一致。 

第二节  时间数列的水平指标 

一、发展水平和平均发展水平 

（一）发展水平指时间数列中每个指标的数值。在绝对数时间数列中，发展水平是总量指标；

在相对数时间数列和平均数时间数列中，发展水平表现为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二）平均发展水平是在时间数列中，把各个时期（或时点上）  的指标数值加以平均而求得

的平均数，也称为序时平均数。 
（三）序时平均数的计算方法。 
计算绝对数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 
1．由时期数列计算，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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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时点数列计算 
a.     由连续时点数列计算 

间隔相等时：  

间隔不等时：  

b.     由间断时点数列计算 

间隔相等时：  

间隔不等时：  

计算相对数时间数列的序时平均数 

基本公式：  

①a、b 均为时期数列时 

 
②a、b 均为时点数列时 

 

③a 为时期数列、b 为时点数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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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长量和平均增长量 

（一）增长量是说明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增长的绝对数量的指标，它是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之

差。 
（二）平均增长量是说明某种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期增长数量的指标。 

第三节  时间数列的速度指标 

一、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 

（一）发展速度是指数列中某一报告期水平与基期水平之比，用以反映某一现象在报告期较基

期发展的相对程度。根据比较时期的不同，它可以分为定基发展速度和环比发展速度。定基发展速

度是报告期水平与某一固定基期水平之比，说明报告期水平对某一固定基期水平来说已经发展到多

少倍；环比发展速度是指报告期水平与前一期水平之比，说明报告期水平对前一期水平来说已发展

到多少倍。 
（二）增长速度是根据增长量与基期水平之比计算的，用以说明报告期水平比基期水平增加了

若干倍。根据所采用的基期不同，分为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 

二、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 

平均速度指标反映一个较长时期内逐年平均发展或增长变化的程度，可分为平均发展速度和平

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可以用几何平均法和方程法来计算。 
（一）  几何法 

 

（二）方程法 

的正根即为所求的平均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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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时间数列的因素解析 

一、时间数列的构成因素 

（一）长期趋势（T） 
长期趋势是指现象在较长时期内受某种根本性因素作用而形成的总的变动趋势，可能呈现向上

发展、向下发展或水平发展的态势。 
（二）季节变动（S） 
季节变动是指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客观现象在一年内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发生的有

规律的周期性变动。 
（三）循环变动（C） 
循环变动是指客观现象以若干年为周期所呈现出的波浪起伏形态的有规律变动。 
（四）不规则变动（I） 
不规则变动是一种无规律可循的变动，它又分为严格的随机变动和偶发性变动。 
时间数列的组合模型： 
加法模型：Y=T+S+C+I 
乘法模型：Y=T·S·C·T 

二、长期趋势的测定 

（一）移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通过平均每一个连续数列值来修匀时间数列，是平滑法的一种。具体做法是对时间

数列的各项数值，按照一定时距（项数）  进行逐期移动，计算出一系列序时平均数，形成一个派

生的平均数时间数列。在新的数列中，可以大大削弱不规则变动，特别是周期性变动，显示出数列

的长期趋势。 
移动平均法的步骤： 
1． 确定移动时距。一般选择奇数项进行移动平均，若原数列呈周期变动，应选择现象的变动

周期作为移动的时距长度。 
2． 计算各项移动平均值，并将其编制成时间数列。 
（二）趋势线拟合法 
通过数学方法对时间数列配合一条理想的趋势线，使其与原数列曲线达到 优拟合，即要求原

数列各期发展水平与各趋势值的离差平方和 小，从而较好地反映现象发展的长期趋势。 

直线趋势方程：  

曲线趋势方程：  

趋势线拟合法的基本程序：定性分析→判断趋势类型→计算待定参数→利用方程预测 

对于直线趋势方程 ，用 小平方法求解参数 a、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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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习与思考题 

1．何谓时间数列，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它在统计和经济分析中有何重要作用? 
2．比较时期数列与时点数列的不同。 
3．为什么计算平均发展速度不用算术平均而用几何平均？ 
4．给你一个时间数列，你如何将其主要因素测定出来，你准备如何完成这一工作？ 
5．常用的动态分析指标有哪些?它们如何计算?各有什么意义? 
6．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的水平法和累计法有什么区别? 
7．怎样测定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怎样测定循环变动?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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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计指数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理解统计指数的概念、作用和种类，掌握综合指

数的编制原则和方法；掌握平均指数的编制方法与应用；掌握平均指标指数的分析方法。对指数体

系的概念、作用及因素分析方法不仅要掌握、并能加以应用。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指数的概念和种类 

一、指数的概念和性质 

广义上的指数是指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变动的相对数，狭义的指数是反映复杂社会经济

现象总体数量综合变动的相对数，其中所谓复杂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是指那些由于各个部分的不同性

质而在研究其数量特征时不能直接进行加总或对比的总体。指数具有相对性、综合性和平均性的特

点。 

二、指数的分类 

（一）按照反映的对象范围不同，分为个体指数和总指数。个体指数反映由单一要素构成的简

单现象总体的数量变动状况，总指数反映的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现象总体的数量的综合变动情

况。 
（二）按反映指标的性质不同，分为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 
（三）按指数数列的基期不同，分为定基指数和环比指数。 
（四）按总指数的计算方法或表现形式不同，分为综合指数和平均指数。 
 

第二节  综合指数 

一、综合指数的基本形式 

综合指数是两个总量指标对比形成的指数，在总量指标中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素，将其中

被研究因素以外的所有因素固定下来，仅观察被研究因素的变动情况，其特点是先综合后对比。 
（一）拉氏指数，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均采用基期的同度量因素。 

拉氏价格指数  

拉氏物量指数  

（二） 帕氏指数，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均采用报告期的同度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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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氏价格指数  

帕氏物量指数  

（三）  马-艾公式（折衷公式）  。 

 
（四）  费氏公式（理想公式）  ，对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求几何平均数。 

价格指数  

物量指数  

二、综合指数的一般编制原则和方法 

（一）基本编制原理 
首先根据客观现象间的内在联系，引入同度量因素，把不能直接相加的指标转化为可以加总的

价值形态总量指标；其次，将同度量因素固定，以消除同度量因素变动的影响； 后，将两个时期

的总量指标对比，以测定指数化指标的数量变动程度。 
（二） 编制方法 
1．数量指标综合指数的编制 
编制数量指标综合指数的一般原则是采用基期的质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编制数量指标

指数应以质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且需要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基期。计算公式如下： 

 
2．质量指标综合指数的编制 
编制质量指标综合指数的一般原则是采用报告期的数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即：编制质量指

标指数应以数量指标作为同度量因素，且需要将同度量因素固定在报告期。计算公式如下： 

 

三、两种综合指数简介 

1．不变价格指数，采用不变价格作为同度量因素计算产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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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本计划完成指数，采用计划产量作为同度量因素计算产量综合指数。 

 

第三节  平均指数 

一、平均指数的概念 

平均指数是个体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分为综合指数变形权数平均指数与固定权数平均指数。 

二、平均指数与综合指数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在一定权数条件下，具有变形关系。 

指数名称 综合指数公式 加权算术 
平均指数公式 

加权调和 
平均指数公式 

数量指标 
总指数   

 

质量指标 
总指数   

 

 

区别： 
（一） 解决复杂总体不能直接同度量问题的思想不同。综合指数先计算总体的总量，然后进

行对比，即先综合后对比；平均指数则是在个体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总指数，即先对比后综合。 
（二）运用资料的条件不同。综合指数需要被研究总体的全面资料，而平均指数则既适用于全

面资料，也适用于非全面资料。 
（三）在经济分析中的具体作用不同。综合指数可同时进行相对分析与绝对分析，而平均指数

除作为综合指数变形加以应用的情况外，一般只能进行相对分析。 

三、平均指数的编制 

（一）综合指数变形权数的平均指数 
1．加权算术平均指数 

 

2． 加权调和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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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权数的平均指数 

 

第四节  指数体系及因素分析法 

一、指数体系的概念及基本形式 

指数体系是由若干个经济上具有一定联系的指数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狭义的指数体系是指不仅

经济上具有一定联系，而且数量上具有对等关系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指数所构成的一个整体。 
指数体系的基本形式： 
（一）  相对数形式，对象指数等于各个因素指数的连乘积。 

 
（二）  绝对数形式，对象指数的增减额等于各因素指数影响的增减额之和。 

 

二、指数体系的作用 

（一）利用指数体系可进行指数之间的相互推算； 
（二）对单个综合指数的编制具有指导意义； 
（三）利用指数体系可进行因素分析。 

三、指数因素分析法的种类及应用 

分类： 
（一）按分析现象的特点不同分为简单现象因素分析和复杂现象因素分析； 
（二）按分析指标的表现形式不同分为总量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相对指标变动因素分析、平均

指标变动因素分析； 
（三）按影响因素的多少分为两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应用： 
（一）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1．简单现象总体因素分析，即对象指标直接表现为因素指标的乘积。其特点是相对数分析可

以不引入同度量因素，但绝对数分析必须引入同度量因素。 
2．复杂现象总体因素分析，即对象指标表现为因素指标乘积的和。应注意：各因素指标的性

质具有相对性，需在两两比较的情况下判定；各因素指标应按照先数量指标后质量指标的顺序排列，

两两相乘要有经济意义；测定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时，要将其余所有因素按综合指数的一般编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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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固定。 
（二）平均指标变动的两因素分析 
1．平均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的定义 
利用指数因素分析法，从数量上分析总体各部分水平与总体结构这两个因素变动对总体平均指

标变动的影响。 

2．平均指标变动因素分析的方法  

即：总体平均水平同时受各组水平和各组结构两个因素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统计指数，有哪些种类?在经济应用统计中有什么作用? 
2．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何不同？ 
3．何谓同度量因素，它在总指数计算中有何作用？ 
4．什么是指数体系，指数体系的作用有哪些？ 
5．什么是综合指数?编制的一般原则如何表述? 
6．什么是平均数指数?它有哪两种平均方法?平均数指数和综合指数有何区别?各适用于何种情

况? 
7．怎样进行指数因素分析?试述因素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8．什么是平均指标指数?有哪三种形式?它们之间有何联系? 
9．我国现行的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如何?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统计学--21 世纪教材》上海财大出版社。 
2．《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黄良文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1。 
3．《应用统计学》胡健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4．《统计学》袁卫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 
5．《统计学教程》刘汉良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统计学的世界-第五版》，[美]戴维·S·穆尔，中信出版社，2003 年 6 月。 
7．《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8．《统计学--21 世纪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9．《描述统计--21 世纪统计学系列教材》，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 月。 
10．《Business Statistics by Example》，[美]Terry Sincich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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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是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 8 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应

作为必修课程和考试课程列入各专业的教学计划。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达到： 
1．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了解经济数量分析课程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了解经济数

量分析在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实际经济工作中的作用； 
2．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并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有概念性了解； 
3．能够建立并应用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使用常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 
4．具有进一步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模型的基础和能力。 
本课程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是： 
1．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

经济统计学。在本课程中用到的、属于先修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范围的知识，尤其是必需的数学基础

知识不出现在课程内容中，由学生自己复习与学习。 
2．本课程定位于初级与中级之间的水平上。计量经济学按照内容深度一般分为初级、中级和

高级三个层次。初级以计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学基础知识和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为主

要内容；中级以用矩阵描述的经典的线性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经典的线性联立方程模型理论与

方法，以及传统的应用模型为主要内容；高级以扩展的单方程模型理论与方法、非线性模型理论与

方法，以及动态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考虑到在我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一般只设置

一个层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而且学生基本掌握数理统计学基础知识，所以将课程定位于初级与中

级之间的水平上。 
3．理论与应用并重。计量经济学按照研究对象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理论计量经济学以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强调方法的数学基础，侧重于模型方法的

数学证明与推导；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以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

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本课程将在初级与中

级之间的水平上介绍其理论与应用。 
4．在理论方法部分，重在基本原理和方法思路，尽量精简复杂的数学推导与证明。 
5．加强练习。通过练习和综合练习，给学生以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综合能力，并学会使用一

种常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包。练习上机实践占 9 学时。 
 
本课程建议学时数： 
课内学时：54～72(每周 3～4)，课内/外学时比：1/2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第一章  绪  论（3 学时） 
§1．1  计量经济学 
§1．2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 
§1．3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 
第二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6 学时） 
§2．1  回归分析概述 
§2．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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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2．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应用：预测问题 
§2．5  实例：时间序列问题 
第三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6 学时）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3．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3．5  可化为线性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 
§3．6  受约束回归 
第四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放宽基本假定的模型（12 学时） 
§4．1  异方差性 
§4．2  序列相关性 
§4．3  多重共线性 
§4．4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第五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专门问题（12 学时） 
§5．1  虚拟变量模型 
§5．2  滞后变量模型 
§5．3  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5．4  从传统建模理论到约化建模理论 
第六章  经典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6 学时） 
§6．1  生产函数模型 
§6．2  需求函数模型 
§6．3  消费函数模型 
本课程拟设计 9 学时实践，包括上机与分组综合练习的 ppt 讲演。 
参考书目 
教材：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参考书： 
Damodar N. Gujarrati，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 2003 
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William H. Greene, Econometrics Analysis, 4th ed., 2000 
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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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课程的纲。 
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以及本课程涉及的内容，计量经济学的

主要应用，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工作步骤，学习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 
掌握：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以及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在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

每一步骤中应注意的关键，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数学和经济统计学的结合。 
应用：将本绪论的知识用于指导全课程的学习。 

§1．1  计量经济学 

一、计量经济学 

1．计量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为内容的分支

学科。弗里希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 
2．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二、计量经济学模型 

1．模型 
模型，是对现实的描述和模拟。对现实的各种不同的描述和模拟方法，就构成了各种不同的模

型，例如，语义模型（也称逻辑模型）、物理模型、几何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模型等。 
2．经济数学模型 
经济数学模型是用数学方法描述经济活动。数理经济模型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理论

关系，用确定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 
3．计量经济学模型 
计量经济模型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 

三、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体系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经济学科中居于 重要的位置，其理论方法已经形

成了庞大的内容体系。 
1．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侧重面不同，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理

论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理论与方法的数学证明

与推导，与数理统计联系极为密切。除了介绍计量经济模型的数学理论基础、普遍应用的计量经济

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外，还研究特殊模型的估计方法与检验方法，应用了广泛的数学知

识。而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以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经济

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 
2．广义的计量经济学和狭义的计量经济学 
广义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经济理论、数学以及统计学定量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计量方法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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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回归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在西方许多以“Econometrics”为

名称的书中，往往包含如此广泛的内容。狭义计量经济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计量经济学，以

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为目的，在数学上主要应用回归分析方法。 

四、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 

1．从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看 
弗里希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而且他明确提出，“计量经

济学与经济统计学绝非一码事；它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

定的数量特征；计量经济学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

理论和数学这三者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的数量关系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本身并非是充分条

件。三者结合起来，就是力量，这种结合便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2．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看 
3．从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过程看 
从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理论模型的设定、样本数据的收集，则必须

以对经济理论、对所研究的经济现象的透彻认识为基础；即使是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模型参数估计、

模型检验等，单靠数学知识也是难以完成的。 

五、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 

1．从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看 
2．从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看 
3．从现实经济研究中数量分析的重要性看 

§1．2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 

一、理论模型的设计 

1．变量的选择 
对所要研究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研究的目的，选择模型中将包含的因素，根据数

据的可得性选择适当的变量来表征这些因素，并根据经济行为理论和样本数据显示出的变量间的关

系，设定描述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即理论模型。 
2．理论关系式的设定 
选择模型数学形式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行为理论。 
3．待估参数数值范围的拟定 
理论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一般都具有特定的经济含义，它们的数值，要待模型估计、检验后，即

经济数学模型完成后才能确定，但对于它们的数值范围，即理论期望值，可以根据它们的经济含义

在开始时拟定。这一理论期望值可以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 

二、样本数据的收集 

1．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虚变量数据 
时间序列数据是一批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统计数据。截面数据是一批发生在同一时间截面上的

调查数据。虚变量数据也称为二进制数据，一般取 0 或 1。 
2．样本数据的质量：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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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即模型中包含的所有变量都必须得到相同容量的样本观测值。准确性，有两方面含义，

一是所得到的数据必须准确反映它所描述的经济因素的状态，即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本身是准确

的；二是它必须是模型研究中所准确需要的，即满足模型对变量口径的要求。可比性，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数据口径问题。一致性，即母体与样本的一致性。 

三、模型参数的估计 

模型参数的估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1．参数估计的任务 
2．参数估计的方法 

四、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 
2．统计检验 
统计检验是由统计理论决定的，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统计学性质。 
3．计量经济学检验 
计量经济学检验是由计量经济学理论决定的，目的在于检验模型的计量经济学性质。 
4．预测检验 
预测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稳定性以及相对样本容量变化时的灵敏度，确定所建立的

模型是否可以用于样本观测值以外的范围，即模型的所谓超样本特性。 

五、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过程中的几个关键 

1．经济学理论、数学方法和数据的正确运用 
2．计量经济学模型成功的三个要素：理论、方法和数据。 

六、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介绍 

1．EViews 
2．SPSS/PC 
3．SAS 
4．GAUSS 
5．PC-GIVE 
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计量经济学软件。学习应用软件的 好方法是实

践，是自己实际地采用一种软件去建立模型。 

§1．3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大体可以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检验与

发展经济理论。 

一、经济结构分析 

1．结构分析的含义和重要性 
经济学中的结构分析是对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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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分析的方法 
结构分析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弹性分析、乘数分析与比较静力分析。 

二、经济预测 

计量经济学模型作为一类经济数学模型，是从用于经济预测，特别是短期预测而发展起来的。 

1．经济预测的含义和重要性 
2．经济预测的方法 
3．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经济预测 
4．计量经济学模型用于经济预测面临的挑战 

三、经济证策评价 

1．政策评价的含义与重要性 
政策评价是指从许多不同的政策中选择较好的政策予以实行，或者说是研究不同的政策对经济

目标所产生的影响的差异。从宏观经济领域到微观经济领域，每时每刻都存在政策评价的问题。经

济政策具有不可试验性。 
2．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经济政策实验室”作用 
一是工具—目标法。二是政策模拟。三是 优控制方法。 

四、经济理论检验与发展 

1．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经济理论的检验 
2．为什么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理论 

本章思考题 

1．计量经济模型的简要工作步骤是（  ）。 
A. 设定模型，检验模型，估计模型，改进模型 
B. 设定模型，估计参数，检验模型，应用模型 
C. 估计模型，应用模型，检验模型，改进模型 
D. 收集资料，设定模型，估计参数，应用模型 
2．有人采用全国各省市农业总产值的截面数据，估计生产函数模型，然后用该模型预测未来

农业的产出量，这违反了数据的（  ）原则。 
A. 一致性                                 B. 准确性 
C. 可比性                                 D. 完整性 
3．计量经济学与一般经济数学方法有什么区别？它研究的经济关系有哪两个基本特征？ 
4．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经济统计学的结合？ 
5．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它在经济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它在经济研究

中的作用是什么？ 
6．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主要步骤如何？ 
7．下列假设的模型是否属于揭示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什么？ 

（1） 112.0 0.12t tS R= + ，其中 tS 表示第 t 年农村居民储蓄增加额（单位：万元）， tR 表示

第 t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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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432.0 0.30t tS R− = + ，其中 1tS − 表示第 t-1 年农村居民储蓄余额（单位：万元）， tR 表

示第 t 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3） 8300.0 0.24 1.12t t tRS RI IV= − + ，其中 tRS 表示第 t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

万元）， tRI 表示第 t 年居民收入总额（单位：万元）， tIV 表示第 t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

位：万元）。 
8．模型检验包括哪些方面？简述其具体内容。 
9．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哪些主要应用领域？各自的原理是什么？ 
10．指出下列假想模型中两个 明显的错误，并说明理由： 
RS RI IVt t t= − +8300 0 0 24 112. . .  

其中， tRS 为第 t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tRI 为第 t 年居民收入总额（亿元）（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总额之和）， tIV 为第 t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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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一元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运用矩阵描述、推导和证明与普通

小二乘法有关的参数估计过程和结论，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一元线性单方程模型的普通 小

二乘估计，独立完成建立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工作。 
掌握：关于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类违背基本假设的模型的经济背景；

大或然法的基本原理，以及与 小二乘法的区别。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2．1  回归分析概述 

一、回归分析基本概念 

1．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经济现象，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计量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就是要探寻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联系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另一类是不确定的统计相关关系。 
2．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主要研究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形式及相关程度。回归分析是研究

一个变量关于另一个（些）变量的依赖关系的计算方法和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后者的已知或设定

值，去估计和（或）预测前者的（总体）均值。 

二、总体回归函数 

在给定解释变量 iX 条件下被解释变量 iY 的期望轨迹称为总体回归线（population regression 

line），或更一般地称为总体回归曲线（population regression curve）。相应的函数称为（双变量）

总体回归函数（population regression function, PRF）。 

三、随机干扰项 

iμ 为观察值 iY 围绕它的期望值 )|( iXYE 的离差（deviation），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又称为随机干扰项（stochastic disturbance）或随机误差项（stochastic error）。 
在总体回归函数中引入随机干扰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代表未知的影响因素。 
2．代表残缺数据。 
3．代表众多细小影响因素。 
4．代表数据观测误差。 
5．代表模型设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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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量的内在随机性。 

四、样本回归函数 

回归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样本回归函数 SRF，估计总体回归函数 PRF。 

§2．2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一、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 1：解释变量 X 是确定性变量，不是随机变量，而且在重复抽样中取固定值。 
假设 2：随机误差项μ 具有０均值、同方差及不序列相关性。 

假设 3：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 
假设 4：随机误差项服从０均值、同方差、零协方差的正态分布。 
假设 5：随着样本容量的无限增加，解释变量 X 的样本方差趋于一有限常数。 
假设 6：回归模型是正确设定的。 

二、参数的普通 小二乘估计（OLS） 

1．普通 小二乘原理 
2．普通 小二乘原理的数学表达 
3．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计算公式的推导 
4．用离差形式表示的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计算公式 
5．随机误差项方差估计量的计算公式 

三、参数估计的 大或然法(ML) 

1． 大或然原理 
2．或然函数与对数或然函数 
3． 大或然估计的数学表达式 
4．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 大或然估计与普通 小二乘估计是等价的 

四、 小二乘估计量的性质 

1．线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线性估计量 
2．无偏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无偏性估计量 
3．有效性的含义 
证明：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有效性估量 

五、参数估计量的概率分布及随机干扰项方差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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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一、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顾名思义，是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程度。 
用来自回归线的回归平方和占 Y 的总离差的平方和的比例来判断样本回归线与样本观测值的

拟合优度。 

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1．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是统计推断的一个主要内容，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样本所提供的信息，对未知总体分

布的某些方面的假设作出合理的判断。 

假设检验的程序是，先根据实际问题的要求提出一个论断，称为统计假设，记为 0H ；然后根

据样本的有关信息，对 0H 的真伪进行判断，作出拒绝 0H 或接受 0H 的决策。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旨在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成立作出推

断，或者说考察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三、参数的置信区间 

假设检验可以通过一次抽样的结果检验总体参数可能的假设值的范围（ 常用的假设为总体参

数值为零），但它并没有指出在一次抽样中样本参数值到底离总体参数的真值有多“近”。要判断

样本参数的估计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近似”地替代总体参数的真值，往往需要通过构造一个以样

本参数的估计值为中心的“区间”，来考察它以多大的可能性（概率）包含着真实的参数值。这种

方法就是参数检验的置信区间估计。 

§2．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应用：预测问题 

一、 0̂Y 是条件均值 )|( 0XXYE = 或个值 Y 的一个无偏估计。 

二、总体条件均值与个值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1．总体均值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2．总体个值预测值的预测区间 

对于 Y 的总体均值 E( 0Y )与个体值 0Y 的预测区间（置信区间），（1）样本容量 n 越大，预测

精度越高，反之预测精度越低；（2）样本容量一定时，置信带的宽度当在 X 均值处 小，其附近

进行预测（插值预测）精度越大；X 越远离其均值，置信带越宽，预测可信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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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例：时间序列问题 

一、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模型 

1．建立一个实际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注意讲解数据的获取、口径，使用注意事项；模型的

理论基础，图形基础等。 
2．模型检验。这里专注于统计学检验。 
3．预测 

重点：EViews软件介绍，软件说明，个值、均值预测区间的软件计算方法。 

二、时间序列问题 

两个需注意的问题： 
第一，关于抽样分布的理解问题。 
第二，关于“伪回归问题”（spurious regression problem）。 

本章思考题 

1．样本回归函数（方程）的表达式为（ ）。 

A. 0 1i i iY Xβ β μ= + +                       B. 0 1( )i iE Y X Xβ β= +  

C. 0 1
ˆ ˆ

i i iY X eβ β= + +                        D. 0 1
ˆ ˆ

î iY Xβ β= +  

2． 小二乘准则是使（ ）达到 小值的原则确定样本回归方程。 

A. ˆ( )i iY Y−∑                        B. ˆ
i iY Y−∑  

C. ˆmax i iY Y−∑                      D. 2ˆ( )i iY Y−∑  

3． 大似然估计准则是从模型总体中抽取该 n 组样本观测值的（ ） 大的准则确定样本回归

方程。 
A. 离差平方和                       B. 均值 
C. 概率                             D. 方差 

4．参数β 的估计量 β̂ 具备有效性是指（ ）。 

A. ˆ( ) 0Var β =                        B. ˆ( )Var β 为 小 

C. ˆ( ) 0β β− =                        D. ˆ( )β β− 为 小 

5．下列哪个性质不属于估计量的小样本性质（ ）。 
A. 无偏性                             B. 有效性 
C. 线性性                             D. 一致性 
 
6．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与 大似然估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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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估计量（ ）。 
A. 完全一样                                B. 完全不同 
C. 小样本下不同，大样本下相同              D. 小样本下相同，大样本下不同 

7．在总体回归直线 0 1( )i iE Y X Xβ β= + 中， 1β 表示（ ）。 

A. 当 X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Y 增加 1β 个单位 

B. 当 X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Y 平均增加 1β 个单位 

C. 当 Y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X 增加 1β 个单位 

D. 当 Y 在增加一个单位时，X 平均增加 1β 个单位 

8．对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应用普通 小二乘法，会得到一组正规方程，下列方程中不是正规方

程的是（ ）。 

A. 0 1
ˆ ˆ( ) 0i iY Xβ β− − =∑                  B. 0 1

ˆ ˆ( ) 0i i iY X Xβ β− − =∑  

C. 2ˆ( ) 0i iY Y− =∑                        D. 0i ie X =∑  

9．以 Y 表示实际观测值， Ŷ 表示回归估计值，则用普通 小二乘法得到的样本回归直线

0 1
ˆ ˆ

î iY Xβ β= + 满足（ ）。 

A. ˆ( ) 0i iY Y− =∑                         B. 2ˆ( ) 0iY Y− =∑  

C. 2ˆ( ) 0i iY Y− =∑                        D. 2( ) 0iY Y− =∑  

10．用一组 20 个样本观测值估计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 1β 的显

著性作 t 检验，则 1β 显著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统计量 t 大于（ ）。 

A. 0.05 (20)t                         B. 0.025 (20)t  

C. 0.05 (18)t                         D. 0.025 (18)t  

11 ．考察某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农作物产值的关系，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X 表示农作物种植面积，Y 表示农作物产值），采用 30 个样本，根据 OLS

方法得到 1̂ 0.54β = ，对应标准差
1̂

0.045S
β
= ，那么 1β 对应的 t 统计量为（ ）。 

A. 12                              B. 0.0243 
C. 2．048                            D.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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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给定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 1β 显著地不等于零的条件是对应的 t 统计量大于（ ）。 

A. 1．701                         B. 2．048 
C. 1．697                         D. 2．042 

13．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的 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残差平方和 RSS=40.32，

样本容量 n=25，则回归模型的标准差σ 为（ ）。 
A. 1．207                         B. 1．324 
C. 1．631                         D. 1．753 
14．应用某市 1978-2005 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年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消费模

型 0 1i i iY Xβ β μ= + + ，估计的 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样本可决系数
2R =0.9938，总离差平方和

TSS=480.12，则随机干扰项 tμ 的标准差估计值为（ ）。 

A. 4．284                         B. 0.326 
C. 0.338                         D. 0.345 
15．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有哪些？ 
16．总体回归函数（四个方程的区别，课本第 2 题）。 
17．令 Y 表示一名妇女生育孩子的生育率，X 表示该妇女接受过教育的年数，生育率对教育

年数的简单回归模型为 

0 1Y Xβ β μ= + +  

（1）随机干扰项包含什么样的因素？它们可能与教育水平相关吗？ 
（2）这个简单回归分析能够揭示教育对生育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影响吗？ 
18．线性回归模型 

0 1i iY Xβ β μ= + + ， 1,2, ,i n= L 的零均值假设是否可以表示为
1

1 0
n

i
in
μ

=

=∑ ？ 

19．一个消费者分析论证了消费函数 i iC Yα β= + 是无用的，因为散点图上的点 ( , )i iY C 不在

直线 i iC Yα β= + 上，而且有时 iY 上升但 iC 下降。因此，他下结论： iC 不是 iY 的函数。请评价他

的论据。 

20．假定已经得到关系式 0 1Y Xβ β= + 的 小二乘估计，那么 

（1）假设把变量 X 扩大 10 倍，这样对原回归的斜率和截距有什么影响？如果把 Y 扩大 10 倍

呢？ 
（2）假设把变量 X 的每个观测值都增加 2，对原回归的斜率和截距有什么影响？如果把 Y 的

每个观测值都增加 2，结果又会怎样？ 

解：（1）设
*

10
XX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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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1

1
0

*
10

*
10

Y X
X

X

β β

β β

ββ

= +

= +

= +

 

解释变量扩大 10 倍，回归截距不变，斜率为原斜率的
1

10
。 

设
*

10
YY = ，则 

0 1

0 1

*
10

* 10 10

Y X

Y X

β β

β β

= +

= +
 

被解释变量扩大 10 倍，截距、斜率项都比原来扩大 10 倍。 
（2）设 * 2X X= + ，则 

0 1

0 1

0 1 1

( * 2)
( 2 ) *

Y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设 * 2Y Y= + ，则 

0 1

0 1

0 1

* 2
* ( 2)

Y X
Y X

Y X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在加法形式变化，造成原模型截距变化，而斜率不变。 

21．样本回归模型 0 1
ˆ ˆ

i i iY X eβ β= + + ，证明： 

（1）估计的 Y 的均值等于实测的 Y 的均值，即 

Ŷ Y=  

（2）残差和为零，残差的均值为零，即 

0ie =∑ ， 0e =  

（3）残差项与 X 不相关 

0i ie X =∑  

（4）残差项与估计的 Y 不相关 

ˆ 0i ieY =∑  

证明：（1）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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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1

1

ˆ ˆˆ

ˆ ˆ( )
ˆ ( )

i i

i

i

Y X

Y X X

Y X X

β β

β β

β

= +

= − +

= + −

 

所以， 

1
1ˆˆ ( )iY Y X X Y
n

β= + − =∑  

（2）由一元回归中正规方程之一 

0 1
ˆ ˆ( ) 0i iY Xβ β− − =∑  

即 

0ie =∑  

1 0ie e
n

= =∑  

（3）由一元回归中正规方程之二 

0 1
ˆ ˆ( ) 0i i iY X Xβ β− − =∑  

即 

0i ie X =∑  

（4） 

0 1

0 1

ˆ ˆˆ ( )
ˆ ˆ 0

i i i i

i i i

eY e X

e e X

β β

β β

= +

= + =

∑ ∑
∑ ∑

 

22．对一元回归，证明： ˆ ˆ( )( ) 0i i iY Y Y Y− − =∑  

0 1

0 1

0 1

ˆ ˆˆ ˆ ˆ( )( ) ( )( )
ˆ ˆˆ ˆ( ) ( ) ( )
ˆ ˆ( )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Y Y Y Y Y Y X Y

Y Y Y Y Y X

Y e e X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23．表 gujarati5e13 给出了 1977-1991 年间美国黄金价格、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纽约股票交易所

指数数据。（1）估计 1 2t t tgold CPIβ β μ= + + ，检验是否 2 1β = ，即黄金价格与 CPI 之间有 1 比

1 的关系（即，黄金是一种完美的保值工具）？ 

（2）估计 1 2t t tNYSE CPIβ β μ= + + ，检验是否 2 1β = ，即纽约股票交易所指数与 CPI 之间

有 1 比 1 的关系？投资于股票市场是防范通货膨胀的完美手段吗？ 
（3）在黄金与股票之间，应该选择哪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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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多元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运用矩阵描述、推导和证明与普通

小二乘法有关的参数估计过程和结论，应用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单方程模型的普通 小

二乘估计，独立完成建立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全过程工作。 
掌握：关于线性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类违背基本假设的模型的经济背景；

可化为非线形回归的多元回归模型、受约束回归。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3．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总体回归函数 
偏回归系数 
样本回归函数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设 1，解释变量 kXXX ,,, 21 L 是非随机的或固定的，且各 X 之间互不相关，即各 X 间无多

重共线性（no multicollinearity）。 
假设 2，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及不序列相关性 
假设 3，解释变量与随机项不相关 
假设 4，随机项满足正态分布 
假设 5，样本容量趋于无穷时，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趋于有界常数 
假设 6，回归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上述假设的矩阵符号表示。 

§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同一元回归模型的估计一样，多元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的任务仍有两项：一是求得反映变量之间

数量关系的结构参数的估计量 jβ̂ （j=1,2,…,k）；二是求得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估计
2σ̂ 。 

一、普通 小二乘估计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矩阵表示。 
2．普通 小二乘估计过程和结果的非矩阵表示。 
3．普通 小二乘估计过程和结果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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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规方程组。 
（1）正规方程组的概念。 
（2）正规方程组的两种导出过程。 
（3）正规方程组及其推导过程的矩阵表示。 

二、 大或然估计 

三、矩估计（Moment Method, MM） 

四、参数估计量的性质 

1．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满足基本假设的情况下，其参数的普通 小二乘估计、 大或然估计

及矩估计仍具有线性、无偏性和有效性。同时，随着样本容量增加，即当 n→∞时，参数估计量具

有渐近无偏性和渐近有效性，从而也具有一致性。 
2．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无偏性证明过程的矩阵表示， 
3．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有效性证明过程的矩阵表示。 

五、样本容量问题 

1． 小样本容量。 
2．满足基本要求的样本容量。 

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实例 

1．建立一个实际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用软件包完成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的计算。 

§3．3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一、拟合优度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的检验对象 
2．总体平方和、残差平方和和回归平方和的概念和计算 
3．R2 统计量的计算 
4．修正的 R2 统计量的计算 
5．对检验标准的认识 
6．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 

二、方程显著性检验 

1．假设检验 
2．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对象 
3．F 统计量的计算 
4．方程显著性的 F 检验过程 
5．从 R2 统计量与 F 统计量的关系对拟合优度检验的再认识 



计量经济学 

 785

三、变量显著性检验 

1．变量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对象 
2．t 统计量的计算 
3．变量显著性的 t 检验过程 

四、参数估计量的置信区间 

参数的假设检验用来判别所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性影响，但并未回

答在一次抽样中，所估计的参数值离参数的真实值有多“近”。这需要进一步通过对参数的置信区

间的估计来考察。 
1．区间估计的概念 
2．置信度与置信区间 
3．参数估计量是随机变量 
4．参数估计量置信区间的计算 
5．如何缩小参数估计量的置信区间 

§3．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 

对于模型 

βXY ˆˆ =  

如果给定样本以外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1( 02010 kXXX L=0X ，可以得到被解释变量的

预测值 

βX ˆˆ
00 =Y  

严格地说，这只是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的估计值，而不是预测值。 

一、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1．被解释变量预测值是随机变量 
2．被解释变量预测值置信区间的计算 

3．如何缩小被解释变量预测值的置信区间 

二、 )( 0YE 的置信区间 

( )1−α 的置信水平下 )( 0YE 的置信区间： 

0
1

0000
1

00 )(ˆˆ)()(ˆˆ
22

XXXXXXXX ′′×+<<′′×− −− σσ αα tYYEtY  

三、 0Y 的置信区间 

( )1−α 的置信水平下 0Y 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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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000
1

00 )(1ˆˆ)(1ˆˆ
22

XXXXXXXX ′′+×+<<′′+×− −− σσ αα tYYtY  

§3．5  可化为线性的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变量的关系是复杂的，直接表现为线性关系的情况并不多见。如著名

的恩格尔曲线(Engle curves)表现为幂函数曲线形式、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illips cuves）
表现为双曲线形式等。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处理，使之化为数学上的

线性关系，从而可以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处理。 

一、模型的类型与变换 

1．倒数模型、多项式模型与变量的直接置换法 
2．幂函数模型、指数函数模型与对数变换法 
3．复杂函数模型与级数展开法 

二、非线性回归实例 

零阶齐次性条件 

§3．6  受约束回归 

在建立回归模型时，有时根据经济理论需对模型中变量的参数施加一定的约束条件。模型施加

约束条件后进行回归，称为受约束回归（restricted regression） 

一、模型参数的线性约束 

二、对回归模型增加或减少解释变量 

三、参数的稳定性 

1．邹氏参数稳定性检验 
2．邹氏预测检验 

四、非线性约束 

1． 大似然比检验 
2．沃尔德检验 

3．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本章思考题 

1．在 n=30 的一组样本估计的、包含 3 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中，计算的多重可决系数为

0.8500，则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 ）。 
A. 0.8603                         B. 0.8389 
C. 0.8655                         D. 0.8327 
2．要使模型能够得出参数估计量，所要求的 小样本容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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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k+1                         B. n<=k+1 
C. n>=30                          D. n>=3(k+1) 

3．根据调整的可决系数
2R 与 F 的关系可知，当

2R =0 时，有（ ）。 
A. F=-1                         B. F= 0 
C. F=1                          D. F=+∞  

4．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量 β̂ 是随机变量 iY 的函数，即
1ˆ ( ' ) 'X X X Yβ −= ，所以 β̂ 是（ ）。 

A. 随机变量                            B. 非随机变量 
C. 确定性变量                          D. 常量 

5．半对数模型 0 1 lni i iY Xβ β μ= + + 中，Y 关于 X 的弹性为（  ）。 

A. 1

iX
β

                           B. 1

iY
β

 

C. 1 iXβ                          D. 1 iYβ  

6．半对数模型 0 1 lni i iY Xβ β μ= + + 中，参数 1β 的含义是（  ）。 

A. X 的绝对量发生变动时，引起因变量 Y 的绝对量变化 
B. Y 关于 X 的边际变化 
C. X 的相对变化，引起 Y 的期望值绝对量变化 
D. Y 关于 X 的弹性 

7．半对数模型 0 1ln i i iY Xβ β μ= + + 中，参数 1β 的含义是（  ）。 

A. X 的绝对量变化，引起因变量 Y 的相对变化率 
B. Y 关于 X 的弹性 
C. X 的相对变化，引起 Y 的期望值绝对量变化 
D. Y 关于 X 的边际变化 

8．需求量与价格的回归模型为 ˆ 32.44 0.45i iQ X= − ，且已知某个样本点对应的价格为 2．4

元，则在该点的需求弹性的估计值为（  ）。 
A. -0.034                           B. 0.034 
C. -0.45                            D. 0.45 
9．在多元线性回归中，t 检验与 F 检验各有什么意义？在一元线性回归中呢？ 
10．假定要求建立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说明在学校跑道上慢跑 30 分钟或以上的人数，以便

决定是否修建第二条跑道以满足所有锻炼者。现通过收集数据，得到两个可能的方程： 

1 2 3
ˆ 125.0 15.0 1.0 1.5Y X X X= − − + ，

2R =0.75 

1 2 4
ˆ 123.0 14.0 5.5 3.7Y X X X= − + − ，

2R =0.73 

其中，Y 为某天慢跑者的人数， 1X 为该天的降水量（单位：毫米）， 2X 为该天的日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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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小时）， 3X 为该天的 高温度（单位：度）， 4X 为第二天需交学期论文数。 

（1）这两个方程哪个更合理些？为什么？ 
（2）为什么用相同数据去估计相同的变量的系数却得到不同符号？ 
11．考虑以下预测的回归方程 

ˆ 120 0.10 5.33t t tY F R= − + + ，
2R =0.60 

其中， tY 为第 t 年的玉米产量（单位：吨/亩）， tF 为第 t 年的施肥强度（单位：千克/亩）， tR

为第 t 年的降水量（单位：毫米）。 
（1）解释系数 0.10 和 5．33 的含义； 
（2）常数项-120 是否意味玉米的负产量可能存在？ 

（3）假定 Fβ 的真实值为 0.30，则估计值是否有偏？为什么？ 

（4）假定该方程并不满足所有的经典假设，也即不是 佳线性无偏估计值，是否意味着 Rβ 的

真实值绝对不等于 5．33，为什么？ 
12．为考察工作与休息之间的替代关系，设定下面的模型： 

0 1 2 3sleep work edu ageβ β β β μ= + + + +  

其中，sleep 和 work 分别表示每周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单位：分钟），edu 表示受教育的程度

（年），age 表示年龄。利用调查的 706 个样本回归上述模型，估计结果如下（括号内的数字表示

参数估计量的标准差，Se 表示回归标准差）：（已知， 0.025 (702) 1.96t = ， 0.05 (702) 1.65t = ，如

何？10%呢？，对此应做如何解释 0.10 (702) 1.28t = ） 

3638.25 0.148 11.13 2.20sleep work edu age= − − +  
（112．3） （0.02）  （5．88）  （1．45） 
R2=0.11  Se=419．4 
回答下列问题： 
（1）计算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 Std、调整的拟合优度 R2、方程显著性检验的 F 统计量； 
（2）年龄越大，休息的时间越多吗？在 5%的检验水平下？ 
（3）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存在替代关系，那么多工作 1 分钟是否意味着少休息 1 分钟？（5%

的检验水平） 
（4）如果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均以小时计，重新估计方程，写出结果（包括参数估计量及其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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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放宽基本假定的模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这部分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教学，要求学生达到： 
了解：不满足经典假设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六方面。 
掌握：异方差，序列相关，多重共线性，随机解释变量问题等四种计量经济学检验的诊断与校

正。 
应用：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一个练习，自己选择研究对象，自己建立理论模型，自己收集

样本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后提交一篇报告。 

§4．1  异方差性 

对于不同的样本点，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不再是常数，而互不相同，则认为出现了异方差性。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异方差性 

1．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增大的例子 
2．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呈 U 型变化的例子 
3．随机误差项的方差随解释变量观测值增大而无规律变化的例子 
4．以截面数据为样本往往存在异方差性。 

二、异方差性的后果 

1．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当计量经济学模型出现异方差性，其普通 小二乘法参数估计量仍然具有线性性、无偏性，但

不具有有效性。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关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中，构造了 t 统计量，它是建立在随机误差项共同的方差
2σ 不变而正

确估计了参数方差
i

s
β̂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出现了异方差性，估计的

i
s
β̂
出现偏误（偏大或偏小），

t 检验失去意义。其他检验也是如此。 
3．模型的预测失效 
一方面，由于上述后果，使得模型不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另一方面，在预测值的置信区间中

也包含有参数方差的估计量
i

s
β̂
。所以，当模型出现异方差性时，仍然使用 OLS 估计量，将导致预

测区间偏大或偏小，预测功能失效。 

三、异方差性的检验 

1．检验方法的思路 
2．图示检验法 
3．戈里瑟检验 
4．戈德菲尔德-匡特（Goldfeld-Quand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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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怀特（White）检验 

四、异方差的修正 

1．用解释变量观测值的函数作权的加权 小二乘法 
2．用随机误差项方差矩阵作权的加权 小二乘法 
3．一般加权 小二乘法的步骤 
4．软件包中一般加权 小二乘法的应用 

§4．2  序列相关性 

如果模型的随机误差项违背了互相独立的基本假设的情况，称为序列相关性。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序列相关性 

1．经济变量固有的惯性 
大多数经济时间数据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惯性，表现在时间序列不同时间的前后关

联上。 
2．模型设定的偏误 
所谓模型设定偏误（Specification error）是指所设定的模型“不正确”。主要表现在模型中丢

掉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模型函数形式有偏误。如本来应该估计的模型为 

ttttt XXXY μββββ ++++= 3322110  

但在模型设定中做了下述回归： 

tttt vXXY +++= 22110 βββ  

因此，该式中 ttt Xv μβ += 33 ，于是在 3X 确实影响 Y 的情况下，这种模型设定的偏误往往

导致随机项中有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影响因素，使其呈序列相关性。 
3．数据的“编造” 
在实际经济问题中，有时为了需要，有些数据是通过已知数据生成的。因此，新生成的数据与

原数据间就有了内在的联系，表现出序列相关性。 

二、序列相关性的后果 

1．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根据 OLS 估计中关于参数估计量的无偏性和有效性的证明过程，可以看出，当计量经济学模

型出现序列相关性，其普通 小二乘法参数估计量仍然具有线性无偏性，但不具有有效性。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在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中，t 统计量是建立在参数方差正确估计基础之上的，这只有当随机误差

项具有同方差性和互相独立性时才能成立。如果存在序列相关，估计的参数方差
i

s
β̂
出现偏误（偏

大或偏小）， t 检验就失去意义。其他检验也是如此。 
3．模型的预测失效 
区间预测与参数估计量的方差有关，在方差估计有偏误的情况下，使得预测估计不准确，预测



计量经济学 

 791

精度降低。所以，当模型出现序列相关性时，它的预测功能失效。 

三、序列相关性的检验 

1．检验方法的思路 
关于序列相关性的检验方法有多种，例如冯诺曼比检验法、回归检验法、D.W.检验等。这些

检验方法的共同思路是，首先采用普通 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以求得随机误差项的“近似估计量”。 
2．图示法 

由于残差 te~ 可以作为 tμ 的估计，因此，如果 tμ 存在序列相关，必然会由残差项 te~ 反映出来，

因此可利用 te~ 的变化图形来判断随机项的序列相关性。 

3．回归检验法 

以 te~ 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种可能的相关量，诸如以 1
~

−te 、 2
~

−te 、
2~

te 等为解释变量，建立各种

方程： 

ttt ee ερ += −1
~~              t=2,…,n 

tttt eee ερρ ++= −− 2211
~~~       t=3,…,n 

… 
对方程进行估计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存在某一种函数形式，使得方程显著成立，则说明原

模型存在序列相关性。具体应用时需要反复试算。回归检验法的优点是一旦确定了模型存在序列相

关性，也就同时知道了相关的形式，而且它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序列相关性问题的检验。 
4．一阶序列相关(自相关)的 D.W.检验 
D-W 检验是杜宾(J. Durbin)和瓦森(G.S. Watson)于 1951 年提出的一种检验序列自相关的方法，

该方法的假定条件是： 
（1）解释变量 X 非随机； 

（2）随机误差项 tμ 为一阶自回归形式： ttt ερμμ += −1  

（3）回归模型中不应含有滞后应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即不应出现下列形式： 

ttkktt YXXY μγβββ +++++= −11110 L  

（4）回归含有截距项； 
①D.W.统计量的计算 
②从 D.W.统计量的计算公式理解为什么可用于一阶序列相关的检验 
③检验步骤 
5．拉格朗日检验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克服了 DW 检验的缺陷，适合于高阶序列相关以及模型中存在滞后被解释

变量的情形。它是由布劳殊（Breusch）与戈弗雷（Godfrey）于 1978 年提出的，也被称为 GB 检验。 

四、序列相关的补救 

1．广义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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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阶差分法 
（2）广义差分法 
（3）随机误差项相关系数的估计 
（4）软件包(例如 TSP6．5)中广义差分法的应用 
2．广义 小二乘法 
（1）随机误差项方差一协方差矩阵 
（2）用矩阵形式表示的广义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 
（3）广义 小二乘法的步骤 
（4）普通 小二乘法、加权 小二乘法是广义 小二乘法的特例 

五、虚假序列相关问题 

（1）什么是虚假序列相关 
（2）如何避免虚假序列相关问题 

六、应用举例——中国商品进口模型估计 

§4．3  多重共线性 

对于模型 

ikikiii XXXY μββββ +++++= L22110           i=1,2,…,n 

其基本假设之一是解释变量 kXXX ,,, 21 L 是互相独立的。如果某两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出

现了相关性，则称为存在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 
如果存在 

02211 =+++ kikii XcXcXc L           i=1,2,…,n 

其中 c 不全为 0，即某一个解释变量可以用其它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则称为解释变量间

存在完全共线性（perfect multicollinearity）。如果存在 

02211 =++++ ikikii vXcXcXc L        i=1,2,…,n 

其中 c 不全为 0， iv 为随机误差项，则称为近似共线性（approximate multicollinearity）或交互

相关（intercorrelated）。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多重共线性。 

1．经济变量相关的共同趋势 
时间序列样本中发生多重共线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基本经济变量存在相关的共同趋势。 
2．滞后变量的引入 
在经济计量模型中，往往需要引入滞后经济变量来反映真实的经济关系，如以相对收入假设为

理论假设，则居民消费 tC 的变动不仅受当期收入 tY 的影响，还受前期消费 1−tC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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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本资料的限制 
由于完全符合理论模型所要求的样本数据较难收集，在现有数据条件下，特定样本可能存在某

种程度的多重共线性。 

二、多重共线性的后果 

1．完全共线性下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不存在 
2．一般共线性下普通 小二乘参数估计量非有效 
方差膨胀因子 
3．参数估计量经济意义不合理 

如果模型中两个解释变量具有线性相关性，例如 1X 和 2X ，那么它们中的一个变量可以由另

一个变量表征。这时， 1X 和 2X 前的参数并不反映各自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而是反映

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共同影响。所以各自的参数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经济含义，于是经常表现出似乎

反常的现象。 
4．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 
存在多重共线性时，参数估计值的方差与标准差变大，从而容易使通过样本计算的 t 值小于临

界值，误导作出参数为 0 的推断，可能将重要的解释变量排除在模型之外。 
5．模型的预测失效 
变大的方差容易使区间预测的“区间”变大，使预测失去意义。 

三、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1．检验多重共线性是否存在 
（1）对两个解释变量的模型，采用简单相关系数法 
（2）对多个解释变量的模型，采用综合统计法 
2．判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范围 
（1）判定系数法 
（2）逐步回归法- 

四、克服多重共线性的方法 

1．排除引起共线性的变量 
2．差分法 
3．减小参数估计量的方差 

五、应用举例——中国粮食生产函数 

逐步回归法 

§4．4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如果存在一个或多个随机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则称原模型出现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对于随机解释变量问题，又分三种不同情况： 
1．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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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同期无关但异期相关 
3．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同期相关 

一、实际经济问题中的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耐用品存量调整模型 
合理预期消费函数模型 

二、随机解释变量问题的后果 

1．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的情形 
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一致估计量。 
2．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同期不相关，异期相关的情形 

如果 X 与μ 同期不相关，异期相关，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有偏、但却是一致的。 

3．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同期相关的情形 

如果 X 与μ 同期相关，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有偏、且非一致。 

三、工具变量方法 

1．工具变量方法的概念 
模型中出现随机解释变量并且与随机误差项相关时，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是有偏的。如果随机

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异期相关，则可以通过增大样本容量的办法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但如果是

同期相关，即使增大样本容量也无济于事。这时， 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 
variables）。 

2．工具变量的选取 
工具变量，顾名思义是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被作为工具使用，以替代模型中与随机误差项相关的

随机解释变量。那么，选择为工具变量的变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与所替代的随机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2）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3）与模型中其它解释变量不相关，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 
3．工具变量的应用 
对工具变量法，有三点需要特别指出： 
第一，经常产生一种误解，以为采用工具变量法是将原模型中的随机解释变量换成工具变量，

即改变了原来的模型。实际上，工具变量法并没有改变原模型，只是在原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中用

工具变量“替代”随机解释变量。 
第二，如果 1 个随机解释变量可以找到多个互相独立的工具变量，人们希望充分利用这些工具

变量的信息，就形成了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第三，要找到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而又与随机解释变量相关的工具变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但如果考虑到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的主要来源是由于同期测量误差引起的，就可以

用滞后一期的随机解释变量作为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4．关于工具变量法参数估计量的正规方程组 
5．工具变量法参数估计量的矩阵表示 
6．软件包(例如 TSP6．5)中工具变量方法的应用 



计量经济学 

 795

四、应用举例——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函数 

本章思考题 

1．若已知样本回归模型中残差的一阶自相关系数接近-1，则 DW 统计量近似等于（  ）。 
A. 4                                B. 2 
C. 1                                D. 0 
2．采用一阶差分模型克服一阶线性自相关问题适用于下列哪种情况（  ）。 
A. 0ρ ≈                                 B. 1ρ ≈  
C. 1 0ρ− < <                             D. 0 1ρ< <  

3．假设回归模型为 0 1i i iY Xβ β μ= + + ，其中
2 2( )i iVar Xμ σ= ，则使用加权 小二乘法估计

模型时，应将模型变换为（  ）。 

A. 0
1

Y X
X X X

β μβ= + +             B. 0
1

Y
X X X

β μβ= + +  

C. 0
1

Y
X X X

β μβ= + +                      D. 0 1
2 2 2

Y
X X X X

β β μ
= + +  

4．如果方差膨胀因子 VIF=15，则认为什么问题是严重的（  ）。 
A. 异方差问题                         B. 序列相关问题 
C. 多重共线性问题                     D. 随机解释变量问题 

5．假定正确的模型为 μβββ +++= 22110 XXY ，若遗漏了解释变量 2X ，且 1X 与 2X 线性

相关，则 1β 的 OLS 估计量（  ）。 

A. 无偏且一致                       B. 无偏但非一致 
C. 有偏但一致                       D. 有偏且非一致 

6．对于一元模型
*

0 1t t tY Xβ β μ= + + ，假定解释变量
*
tX 的实测值 tX 与之有偏误：

*
t t tX X e= + ，其中 te 是具有零均值、无序列相关，且与

*
tX 及 tμ 不相关的随机变量。 

（1）能否将
*
t t tX X e= − 代入原模型，使之变换成 0 1t t tY Xβ β υ= + + 后进行估计？其中 tυ 是

变换后模型的随机干扰项。 

（2）假设 tμ 与 te 之间，以及它们与
*
tX 之间无异期相关，证明 1( ) 0t tE X υ− = 。 

（3）能用什么工具变量对变换后的模型进行估计？ 
7．以某地区 22 年的年度数据估计的工业就业回归方程 

1 2 33.89 0.51ln 0.25ln 0.62lnY X X X= − + − +  

（-0.56）   (2．3)       (-1．7)       (5．8) 
（1）试证明：一阶自相关的 D.W.检验是无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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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 LM 检验的步骤。 
8．对模型 

0 1 1 2 2 3 1t t t t tY X X Yβ β β β μ−= + + + +  

假定 1tY − 与 tμ 相关，为了消除该相关性，采用工具变量法：先求 tY 关于 1tX 与 2tX 回归，得到

t̂Y ，再做如下回归： 

0 1 1 2 2 3 1
ˆ

t t t t tY X X Yβ β β β μ−= + + + +  

这一方法能否消除原模型中 1tY − 与 tμ 的相关性？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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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专门问题 

教学要求： 
本部分包含了解释特殊变量以及模型的设定、建模理论等内容，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 
了解：各种有代表性的建模理论，特别是“从一般到简单”的约化建模理论。 
掌握：虚拟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型的理论与估计；模型设定偏误的种类及检验。 
应用：选择一个研究对象，收集数据，建立有关中国某一行业的实际模型，考虑虚拟变量、滞

后变量，并对模型进行设定偏误检验。 

§5．1  虚拟变量模型 

许多经济变量是可以定量度量的，如商品需求量、价格、收入、产量等，但也有一些影响经济

变量的因素无法定量度量，如职业、性别对收入的影响，战争、自然灾害对 GDP 的影响，季节对

某些产品（如冷饮）销售的影响等等。为了在模型中能够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提高模型的精度，

需要将它们“量化”，这种“量化”通常是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来完成的。根据这些因素的属性

类型，构造只取“0”或“1”的人工变量，通常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记为 D。 
同时含有一般解释变量与虚拟变量的模型称为虚拟变量模型。 

一、虚拟变量的引入 

虚拟变量做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加法方式和乘法方式。 
1．加法方式 
模型中将虚拟变量以相加的形式引入模型。一个以性别为虚拟变量来考察职工薪金的模型如

下： 

iiii DXY μβββ +++= 210  

其中： iY 为职工的薪金， iX 为工龄， iD =1，若是男性， iD =0，若是女性。 

2．乘法方式 
加法方式引入虚拟变量，可以考察截距的不同，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斜率就有变化，或斜

率、截距同时发生变化。斜率的变化可通过以乘法的方式引入虚拟变量来测度。 
例如，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水平 C 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 Y，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的消

费倾向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战争等反常年份，消费倾向往往出现变化。这种消费倾向

的变化可通过在收入的系数中引入虚拟变量来考察。 

如，设
⎩
⎨
⎧

=
0
1

tD    
反常年份

正常年份
 

则消费模型可建立如下： 

ttttt XDXC μβββ +++= 210  

这里，虚拟变量 D 以与 X 相乘的方式引入了模型中，从而可用来考察消费倾向的变化。 
3．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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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生转折时期，可通过建立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模型来反映。例如，进口消费品数量 Y
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 X 的多少。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Y 对 X 的回归关系明显不同。这时，可以

*t =1979 年为转折期，以 1979 年的国民收入
*
tX 为临界值，设如下虚拟变量： 

⎩
⎨
⎧

=
0
1

tD    
*

*

tt
tt

<
≥

 

则进口消费品的回归模型可建立如下： 

tttttt DXXXY μβββ +−++= )( *
210  

二、虚拟变量的设置原则 

虚拟变量的个数须按以下原则确定：每一定性变量所需的虚拟变量个数要比该定性变量的类别

数少 1，即如果有 m 个定性变量，只在模型中引入 m-1 个虚拟变量。 
应避免所谓的“虚拟变量陷井”。 

§5．2  滞后变量模型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存在时间滞后效应。某些经济变量不仅受到同期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且也受到过去某些时期的各种因素甚至自身的过去值的影响。通常把这种过去时期的、具有滞后作

用的变量叫做滞后变量（Lagged Variable），含有滞后变量的模型称为滞后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

型考虑了时间因素的作用，使静态分析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动态分析。含有滞后解释变量的模型，又

称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s）。 

一、滞后变量模型 

一般税来，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不一定就在瞬时发生，可能存在时间的滞后，或

者说解释变量的变化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同样地，被解释变量

当前的变化也可能受其自身过去取值水平的影响，这种被解释变量受到自身或另一解释变量的前几

期值影响的现象称为滞后效应，表示前几期值的变量称为滞后变量。 
1．滞后效应与产生滞后效应的原因 
现实经济生活中，产生滞后效应的原因众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原因。 
（2）技术原因。 
（3）制度原因。 
2．滞后变量模型 
以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就得到滞后变量模型。 

二、分布滞后模型的参数估计 

1．分布滞后模型估计的困难 
对于无限期的分布滞后模型，由于样本观测值的有限性，使得无法直接对其进行估计。而对于

有限期的分布滞后模型，普通 小二乘回归也会遇到如下问题： 
（1）没有先验准则确定滞后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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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滞后期较长，将缺乏足够的自由度进行估计和检验； 

（3）同名变量滞后值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即模型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 

2．分布滞后模型的修正估计方法 
针对上述困难，人们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估计方法，但并不很完善。各种

方法的基本思想大致相同：即都是通过对各滞后变量加权，组成线性合成变量而有目的地减少滞后

变量的数目，以缓解多重共线性，保证自由度。 
（1）经验加权法 
对于有限期分布滞后模型，往往根据实际问题的特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给各滞后变量指定权数，

并按权数构成各滞后变量的线性组合，形成新的变量，再进行估计。权数据的类型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递减型。 

第二类，矩型。 

第三类，倒 V 型。 

（2）阿尔蒙（Ａlmon）多项式法 
该法的主要思想仍是针对有限滞后期模型，通过阿尔蒙变换，定义新变量，以减少解释变量个

数，然后用 OLS 法估计参数。 
（3）科伊克（Koyck）方法 

科伊克模型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一个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代替了大量的滞后解释变量

itX − ， 大限度地节省了自由度，解决了滞后期长度 s 难以确定的问题；二是由于滞后一期的被解

释变量 1−tY 与 tX 的线性相关程度可以肯定小于 X 的各期滞后值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而缓解了多重

共线性。 

但科伊克变换也同时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模型存在随机项 tv 的一阶自相关性；二是滞后

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项 tv 不独立，即： 0),cov( 1 ≠− tt vY 。这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三、自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1．自回归模型的构造 
（1）自适应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模型 

在某些实际问题中，因变量 tY 并不取决于解释变量的当前实际值 tX ，而取决于 tX 的“预期

水平”或“长期均衡水平”
e
tX 。自适应预期模型转化为一自回归模型。 

（2）局部调整(Partial Adjustment)模型 
局部调整模型主要是用来研究物资储备问题的。局部调整模型可转化为一自回归模型。 
2．自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1）工具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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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扰动项 tμ 同期相关（如考伊克模型与自适应预期模型），则 OLS

估计是有偏的，并且不是一致估计。因此，对上述模型，通常采用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一个新的经

济变量 tZ 作为 1−tY 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2）普通 小二乘法 

若滞后被解释变量 1−tY 与随机扰动项 tμ 同期无关（如局部调整模型），可直接使用 OLS 法进

行估计，得到一致估计量。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两变量 Y 与 X，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求估计以下回归： 

tit

m

i
i

m

i
itit YXY 1

11

μβα ++= −
==

− ∑∑                           （5．2．30） 

tit

m

i
i

m

i
itit XYX 2

11

μδλ ++= −
==

− ∑∑                           （5．2．31） 

可能存在有四种检验结果： 
（1）X 对 Y 有单向影响，表现为（5．2．30）式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而 Y 各滞

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2）Y 对 X 有单向影响，表现为（5．2．31）式 Y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而 X 各滞

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3）Y 与 X 间存在双向影响，表现为 Y 与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不为零； 
（4）Y 与 X 间不存在影响，表现为 Y 与 X 各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 
格兰杰检验是通过受约束的 F 检验完成的。如针对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这一假设，即针对

（5．2．30）式中 X 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的假设，分别做包含与不包含 X 滞后项的回归，记

前者的残差平方和为 URSS ，后者的残差平方和为 RRSS ；再计算 F 统计量： 

)/(
/)(

knRSS
mRSSRSS

F
U

UR

−
−

=                                （5．2．32） 

式中，m 为 X 的滞后项的个数，n 为样本容量，k 为包含可能存在的常数项及其他变量在内的

无约束回归模型的待估参数的个数。 
如果计算的 F 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 F(m,n-k)分布的相应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认为 X

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会

得到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因此，一般而言，常进行不同滞后期长度的检验，以检验模型中随机误

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滞后期长度来选取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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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经典计量经济模型的回归分析，都是对模型的估计以及对经典假设的相关检验，而较少关注模

型的具体设定形式。如果模型通过了所有相关检验，就认为得到了一个“满意”的模型估计结果，

从而可以进一步用于经济分析与预测。然而，如果我们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或者说是“有偏误的”

模型，即使所有的经典假设都满足，得到的估计结果也会与“实际”有偏误，这种偏误称为模型设

定偏误。 

一、模型设定偏误的类型 

1．相关变量的遗漏（omitting relevant variables） 
在建立模型时，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理论分析的缺陷、或者是有关统计数据的限制，可能

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某些重要变量。 
由于“正确”模型可能包含有被解释变量 Y 与解释变量 X 的滞后项，即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

型，因此，遗漏相关变量可能表现为对 Y 或 X 滞后项的遗漏。这类模型设定偏误也称为动态设定

偏误（dynamic mis-specification）。 
2．无关变量的误选(including irrevelant variables) 
无关变量的误选是指在设定模型时，包括了无关解释变量。 
3．错误的函数形式(wrong functional form) 
错误的函数形式是指在设定模型时，选取了不正确的函数形式。 常见的就是当“真实”的函

数形式为非线性时，却选取了线性的函数形式。 

二、模型设定偏误的后果 

1．遗漏相关变量偏误 

（1）如果漏掉的 2X 与 1X 相关，则使得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是有偏的，在大样本

下也是非一致的。 

（2）如果 2X 与 1X 不相关，则 0α 的估计是有偏的。 

（3）随机扰动项的方差估计
2σ̂ 也是有偏的。 

（4） 1α̂ 的方差是真估计量 1β̂ 的方差的有偏估计。 

2．包含无关变量偏误 
在多选无关解释变量的情形下，普通 小二乘估计量仍是无偏的、一致的，随机扰动项的方差

2σ 也能被正确估计，但 OLS 估计量却往往是无效的。 
3．错误函数形式的偏误 
这种偏误是全方位的。例如，如果“真实”的回归函数为幂函数的形式，而在模型估计时设定

的模型却为线性形式。显然，前一模型中的参数 1β 为弹性，而后一模型估计出的 1β̂ 却是对一个单

位 1X 变化带来的 Y 相应变化的测量。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估计结果一般也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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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偏误的检验 

1．检验是否含有无关变量 
对于无关变量的误选检验比较简单，可用统计检验中的 t 检验与 F 检验完成。检验的基本思想

是，如果模型中误选了无关变量，则其系数的真值应为零。因此，只须对无关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

行检验即可。 
2．检验是否有相关变量的遗漏或函数形式设定偏误 

（1）残差图示法 

对所设定的模型进行普通 小二乘回归，得到估计的残差序列 te~ ，做出 te~ 与时间 t 或某解释

变量 X 的散点图，从图形考察估计的残差序列 te~ 是否有规律地在变动，来判断模型设定时是否遗

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函数形式选取有偏误。 
（2）一般性设定偏误检验 
残差图示法能够帮助我们初步判定在模型设定时是否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或者是否设定了

有偏误的函数形式。但更准确更常用的判定方法是拉姆齐（Ramsey）于 1969 年提出的所谓 RESET 
检验（regression error specification test）。 

（3）同期相关性的豪斯蔓（Hausman）检验 
（4）线性模型与双对数线性模型的选择 
在设定模型时，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是选取线性模型还是双对数线性模型。对于一元回归可通

过变量的变化图形帮助确定，而对于多元回归，不同变量图形变化走势可能不同，比较难于判断。

这时也无法通过判定系数的大小来辅助决策，因为在两类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不同的。为了在两类

模型中进行比较，可用下面介绍的 Box-Cox 变换进行。 
第一步，计算被解释变量 Y 的样本几何均值。 

第二步，用得到的样本几何均值去除原被解释变量 Y，得到被解释变量的新序列
*Y 。 

第三步，用被解释变量的新序列
*Y 替代原序列 Y，分别估计双对数线性模型与线性模型，这

时得到的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是可比的，从而可通过比较它们是否有显著差异来进行判断。

Zarembka（1968）提出的检验统计量为： 

)ln(
2
1

1

2

RSS
RSSn  

其中， 2RSS 与 1RSS 分别为两个回归模型中对应的较大的残差平方和与较小的残差平方和，n

为样本容量。可以证明，该统计量在两个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无差异的假设下服从自由度为 1 的 2χ

分布。如果该统计量的计算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两个回归的残差平方和

无差异的原假设，从而应选择具有较小残差平方和的模型。 

§5．4  从传统建模理论到约化建模理论 

随着研究对象的日趋复杂，计量经济学建模方法与建模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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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70 年代中叶以来，出现了利莫尔（Leamer）的贝叶斯建模方法，西姆斯（Sims）的向量自回归

建模型法、亨德瑞（Hendry）的约化建模理论以及第 10 章将要学习的协整建模理论。这些现代建

模理论是在对传统建模理论的不断质疑与修正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亨德瑞的约化建模理论，吸收了

向量自回归建模法与协整理论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从一般到简单”的建模思想，在现代计量经济

建模理论方面有着较大影响。 

一、传统建模理论与数据开采问题 

传统计量经济学的主导建模理论是“结构模型方法论”，这种理论以先验给定的经济理论为建

立模型的出发点，以模型参数的估计为重心，以参数估计值与其理论预期值相一致为判断标准，进

行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建模过程（simple-to-general approach）。这种建模方法往往以一个简

单的模型为起点，该模型只包含按照已有的经济理论或先验假设而选择的少数被认为 主要有变

量，然后对其进行估计与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如有着较高的拟合优度、显著的 t 检

验与 F 检验值、较低程度的异方差性与序列相关性等，就将它作为 终模型；否则，增加新的变量，

再进行估计与检验，直到得到一个复杂的 终模型。 
然而，这种传统的建模方法却有着某些固有的缺陷。其中备受质疑的是这种建模过程的所谓“数

据开采”（Data minimg）问题。 
传统建模方法的另一问题是它的“随意性”。由于建模者初期并不知道 终模型是什么，只能

根据自已的先验知识设定模型，并经过上述“数据开采”过程建立自已所“认可”的模型。其结果

是，对同一研究对象，使用同一数据，但不同的建模者往往得出不同的 终模型。 

二、“从一般到简单”——约化建模型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模型的 初设定上，就设立一个“一般”的模型，它包括了所有先验经济理论

与假设中所应包括的全部变量，各种可能的“简单”模型都被“嵌套”（nested）在这个“一般”

的模型之中。然后在模型的估计过程中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后得到一个较“简单”的 终模

型。这就是所谓的“从一般到简单”（general-to-specific）的建模理论。 
约化建模理论提出了一个对不同先验假设的更为系统的检验程序；同时由于它的初始模型就是

一个包括所有可能变量的“一般”模型，也就避免了过度的“数据开采”问题；另外，由于初始模

型的“一般”性，所有研究者的“起点”都有是相同的，因此，在相同的约化程序下， 后得到的

终模型也应该是相同的。 

三、非嵌套假设检验 

1．包容性 F 检验（encompassing F tests） 
包容性 F 检验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为构造的一般模型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尤其在 H0

与 H1 分别反映两种对立的经济理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有可能出现同时接受或拒绝 H0 与 H1
的现象。另外，当 Z 与 W 高度相关时，往往导致既不能拒绝 H0，也不能拒绝 H1，因为在一般模

型中去掉任何一个变量，都不会使拟合优度下降很多。 
2．戴维森（Davidson）和麦金农（Mackinnon）J 检验（J test） 
与包容性 F 检验一样，J 检验仍然存在同时接受或拒绝 H0 与 H1 的现象。事实上，这是非嵌

套模型所带来的固有特性。 

四、约化模型的准则 

亨德瑞给出了一个约化模型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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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型必须具有数据一致（data-coherent）性，即模型能够正确地解释已有的数据。这不

仅仅是要有较高的拟合优度以及较小的残差平方和，更重要的是残差项确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性特

征，即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否则意味着有重要在相关变量被遗漏。这也正是一再强调的

在约化过程中需不断进行设定偏误检验的原因。 
第二，模型必须与经济理论相一致（consistent with economic theory）。由于经济理论主要描述

了变量的长期变化过程，这也意味着模型应具有合理的长期参数估计结果。 
第三，解释变量必须是弱外生的（exogenous），即解释变量应与随机扰动项不同期相关。否

则将导致模型估计量有偏且非一致。 
第四，模型具有恒定的参数（constant parameters）。否则，就不能保证所建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第五，模型具有包容性，即模型应包容相竞争的对手模型。它能够解释其他模型的结果，而其

他模型不能作为本模型的一种改进。 
第六，模型具有简洁性（parsimonious），即在具有相同解释能力的情况下，一个拥有较少解

释变量的模型优于拥有较多解释变量的模型。 
后需要指出，即使我们找到了满足上述准则的 终模型，我们也不应把它作为一个一成不变

的“正确”模型，毕竟，它也只是一个对现实的近似描述。现实是复杂的、多变的，因此，我们的

模型也应不断地进行修正。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滞后现象？为什么要建立滞后变量模型？ 
2．什么是虚拟变量陷阱？ 
3．什么是经验权估计法？常用的经验权数有哪些？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4．模型设定偏误的形式有几种？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何进行检验？ 
5．简叙传统建模理论与约化建模理论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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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单方程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 

教学要求： 
本部分是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可以视学时安排和专业要求选择 1～2 类以下推荐的应用模型

或者其他应用模型作为教学内容。 
了解：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的理论模型和估计方法；在中国建

立与应用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 
掌握：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需求函数模型、消费函数模型的理论模型是如何提出与发展的；

在实践中自己提出与发展新的模型的方法论基础；其他常用的单方程模型，例如投资函数模型和货

币需求函数模型的建模思路。 
应用：分别选择一个研究对象，建立中国的实际模型，例如某个行业的生产函数模型、某种商

品的需求函数模型、某类消费者的消费函数模型。 

§6．1  生产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概念 

1．生产函数的定义 
（1）定义 
生产函数是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同它可能的 大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

系的数学表达式。 
（2）生产函数模型的发展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生产函数估计的研究成果很多。 
（3）生产函数是经验的产物 
生产函数是以数据为样本，反复拟合、检验、修正后得到的。 
（4）生产函数的一阶齐次性 
如果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等非技术要素的投入量同时增长 k 倍，根据生产理论中规模报酬不

变法则，产出量也应该增长 k 倍，称为生产函数的一阶齐次性。 
2．要素替代弹性 
所谓要素替代弹性，是描述投入要素之间替代性质的一个量，主要用于描述要素之间替代能力

的大小。要素替代弹性是与研究对象、样本区间甚至样本点联系在一起的。 
（1）要素的边际产量 
边际产量是指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一种投入要素增加一个单位时导致的产量的增加量。一般边

际产量递减。 
（2）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要素的边际替代率指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某一种要素的增加与另一种要素的减少之间的比

例。 
（3）要素替代弹性 
要素替代弹性定义为两种要素的比例的变化率与边际替代率的变化率之比。 
3．要素的产出弹性 

要素的产出弹性指当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时，该要素增加1%所引起的产出量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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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进步 
从本质上讲，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是投入要素与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同样的投入要素，在不同的

技术条件下，产出量是不同的。 
（1）广义技术进步与狭义技术进步 
所谓狭义的技术进步，仅指要素质量的提高。 
所谓广义的技术进步，除了要素质量的提高外，还包括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对产出量具有重要影

响的因素，这些因素独立于要素之外。 
（2）中性技术进步 
如果劳动的产出弹性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同步增长，则称为中性技术进步。包括希克斯中性技术

进步、索罗中性技术进步和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 

二、以要素之间替代性质的描述为线索的生产函数模型的发展 

1．线性生产函数模型 
如果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无限可以替代的，则产出量与投入要素组合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线性

模型描述。 

0 1 2Y K Lα α α= + +  

2．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模型 
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完全不可以替代，则产出量与投入要素之间组合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模型描

述， 

min( , )K LY
a b

=  

成为投入产出型生产函数。 
3．C-D 生产函数模型 
1928 年美国数学家 Charles Cobb 和经济学家 Paul Dauglas 提出的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为 

Y AK Lα β=  
4．CES 生产函数模型 
1961 年，由 Arrow、Chenery、Mihas 和 Solow 多位学者提出了两要素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模型。 
5．变替代弹性（VES）生产函数 
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较为著名的是 Revankar 于 1971 年提出的模型和 Sato 和 Hoffman 于

1968 年提出的模型。 
6．多要素生产函数模型 
如果作为产出量的解释变量的投入要素多于 2 个，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关键在于要素之间

的替代弹性性质的认识。包括多要素线性生产函数、多要素投入产出函数、多要素 C-D 生产函数、

多要素一级 CES 生产函数、多要素二级 CES 生产函数、多要素三级 CES 生产函数等。 
7．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1973 年由 L. Christensen、D. Jorgenson 和 Lau 提出的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其显著特点是它的

易估计和包容性。 

三、以技术要素的描述为线索的生产函数的发展 

1．将技术要素作为一个不变参数的生产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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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进的 C-D 生产函数模型和 CES 生产函数模型 
3．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 
4．边界生产函数模型 

四、几种重要生产函数的估计方法 

1．线性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2．C-D 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改进的估计 
3．CES 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改进的估计 
4．VES 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5．二级 CES 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6．含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的估计 
7．确定性统计边界生产函数模型的修正的普通 小二乘法 

五、生产函数模型在技术进步分析中的应用 

1．技术进步速度的测定 
2．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 
3．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技术进步水平的比较分析 

六、建立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数据质量问题 

1．样本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2．样本数据的准确性问题 
3．样本数据的可比性问题 

§6．2  需求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概念 

1．需求函数的定义 
2．需求函数的 0 阶齐次性 
（1）需求的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互价格弹性 
（2）需求函数的零阶齐次性条件 
3．效用函数与需求函数 

二、几个重要的单方程需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线性需求函数模型 
2．对数线性需求函数模型 
3．耐用品的存量调整模型 
4．状态调整模型 

三、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1）模型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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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经济意义 
（3）模型估计中的困难 
2．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3．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的零阶齐次性的证明 
4．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的估计方法 

四、交叉估计问题 

五、大类商品的数量与价格 

§6．3  消费函数模型 

一、几个重要的消费函数模型及其参数估计 

1．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2．相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3．持久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4．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5．合理预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6．适应预期假设消费函数模型 
7．消费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 

二、中国消费函数模型建立与应用中几个实际问题的处理 

1．不同的消费主体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 
2．不同消费主体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 
3．消费函数模型实例 

本章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以要素之间替代弹性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生产函数模型。 
2．技术进步有哪些类型？如何利用生产函数进行纵向技术进步和横向技术进步比较研究？ 
3．什么是需求函数的零阶齐次性？ 
4．消费函数和需求函数的研究内容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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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大纲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熟练掌握一种计量经济学软件，能建立符合经济理论与实际模型，并能够检验、校正模型。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Eviews 软件基本功能 
2．回归分析 
3．计量模型的建立、检验与校正。 

三、实验教学内容 

见实验项目。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Eviews 软件的

基本使用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2 回归分析模型

的估计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3 计量经济学检

验与校正 3  实验课 计算机、

Eviews 软件 C116 

五、考核方式 

实验作业按平时成绩记入总分。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七、说明 

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实验，不懂的课堂提问，教师解答。 
 
实验项目一：Eviews 软件的基本使用 
1．预习要求 
统计课程中的描述统计，回归分析概念。 
2．实验目的 
熟悉 Eviews 软件基本使用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启动软件，创立工作文件，输入与编辑数据，查看数据特征，回归分析初步，保存实验结果。 
Eviews 的启动步骤：开始——程序——Eviews 3——Eviews 3．1 
创立工作文件： 
（1）打开一个已有的工作文件：File—Open--Work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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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一个 Workfile：点击菜单 File—New—Workfile 
输入数据有四种方式： 
（1）以菜单方式——单个序列方式 
（2）以菜单方式——群组方式 
（3）以命令方式——data/goup 
（4）以命令方式——Series 
查看数据特征： 
（1）相关系数矩阵 
（2）显示各序列的描述统计量 
（3）画图 
回归分析初步： 
（1）菜单方式：Quick—Estimate Equations 
（2）命令方式：ls 因变量 自变量 1 自变量 2……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实验项目二：回归分析模型的估计 
1．预习要求 
教材中回归分析的有关知识。 
2．实验目的 
熟练掌握 Eviews 软件基本使用功能，能够进行线性、非线性回归分析。 
3．实验内容和要求 
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包括数据、检验 
非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1）菜单方式：Quick—Estimate Equations，进入方程设定对话框，可以对方程、方法和样本

进行设置 
（2）命令方式：ls 因变量 自变量 1 自变量 2…… 
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检验模型的统计量 
预测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实验项目三：计量经济学检验与校正 
1．预习要求 
教材中违背经典假设的三个计量经济学检验，即序列相关、异方差、多重共线性。 
2．实验目的 
能够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并能对模型进行初步校正。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建立模型，并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与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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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相关检验 
一阶自相关 D.W.检验及一阶自相关的消除 
高阶自相关的检验及消除 
（2）异方差的检验与消除 
怀特检验、加权 小二乘法 
（3）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4．实验学时 
3 学时 
5．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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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财政学》是我校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作为一门理论应用性较强的课

程，也被作为部分文科类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内

容包括财政的概念与职能；财政支出理论与主要支出项目；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理论与主要

税制；公债制度及其管理；政府预算以及财政体制；财政政策以及国际财政理论等。本教学大纲是

规范《财政学》课程教学内容和考核范围的概要性提纲，是开展该课程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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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政一般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一方面从经济运行的角度了解财政现象，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考

察财政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进而抽象出财政的基本要素、本质及其属性，并 终归纳出财政的完

整定义。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的定义。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财政现象 

一、经济运行 

1．经济运行的概念。经济运行是社会中的无数个人、家庭、单位、团体和组织，他们之间围

绕经济利益及相关的其他各种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运作过程。 
2．两部门（家庭、企业）经济运行图。 
3．三部门（家庭、企业、政府）经济运行图。 

二、财政现象 

诸如税收、收费、公债，对国家机关各类经费拨付，对文教卫生等事业部门的经费拨付以及各

种补贴、救济补助等。 

第二节  财政的起源和发展 

一、财政的起源 

1．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2．财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继而

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二、财政的发展 

1．奴隶制国家财政。（1）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直接占有生产

劳动者——奴隶；（2）奴隶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王室土地收入、贡纳收入以及捐税，支出主要有

军事支出、维护政权机构的支出、王室的享用、宗教和祭祀等方面的支出，分配主要采用实物形式。 
2．封建制国家财政。（1）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

产劳动者即农奴，同时也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小私有经济；（2）封建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官

产收入、诸侯贡赋、捐税田赋、专卖收入和特权收入等，支出主要由军事支出、行政支出、皇室支

出以及封建文化宗教支出等，分配既采用实物形式也采用价值形式，并出现了公债与预算等新的财

政范畴。 
3．资本主义国家财政。（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

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2）资本主义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还有公债和通货膨胀等，财政

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防、行政、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经费支出需要，分

配主要采用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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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国家财政。（1）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第三节  财政要素 

一、财政主体 

国家或政府是财政分配活动的主体。 

二、财政客体 

财政分配的客体是一部分社会产品与服务，也即一部分国民收入。 

三、财政形式 

财政分配的形式既有实物和力役形式，也有价值形式。 

四、财政目的 

财政分配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第四节  财政本质 

一、两难冲突 

1、经济学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 
2、经济学主要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经常会出现的两难冲突问题，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 

二、财政本质 

1．财政本质的含义。从财政背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

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的本质。 
2．财政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关系：一是经济系统中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二是国

家机构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第五节  财政属性 

财政属性是指财政这一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 

一、公共性 

1．公共性的含义。公共性是指财政活动所具有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的属性，是财政活

动的共性，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国家财政所共同具有的性质。 
2．公共性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政府职能范围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异。 

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 

1．利益集团性的含义。财政活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它反映着参与财政分配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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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集团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因而具有利益集团性。 
2．财政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国家一般反映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

集团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财政从根本上反映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三、财政的完整定义 

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

以一部分社会产品与服务，即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

分配行为。财政在其本质上体现着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它具有公共性和利益集团型（或阶级

性）两个基本属性。 

复习与思考题 

1．财政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发展经历了那些阶段？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简述财政的四个要素。 
3．财政的本质是什么？财政分配关系包含哪两个基本方面？ 
4．财政的公共性和利益集团性分别指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社会主义财政学》编写组：《社会主义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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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政模式与财政职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提出财政模式这一概念的同时，分析了公共财政模式与国有资本

模式的产生条件及其内涵，在对两者的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

政模式是双重结构模式，并进而分析了这一财政模式下财政的四大职能。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两

种财政模式的特点与财政的四大职能。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公共财政 

财政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界定财政的活动范围或领域而确立的某种形式和

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是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相结合的双重结构财政。 

一、市场有效 

当社会上的每个市场都满足以下假定条件时，市场经济是 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1．市场上有众多的卖者和买者。 
2．各种资源能够自由流动。 
3．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完全信息。 
4．生产者所提供的同种产品是同质的。 

二、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或不足。主要包括： 
1．公共产品。 
2．外部效应。 
3．市场垄断。 
4．不完全市场。 
5．不完全信息。 
6．信息不公平。 
7．宏观经济总量失衡。 

三、政府干预与财政介入 

1．市场失灵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予以解决。 
2．作为直接计划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财政具有了合理性。 

四、公共财政 

1．公共财政的含义。公共财政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形式，

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或类型。 
2．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1）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 
（2）公共财政应当为市场活动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 
（3）公共财政具有非市场营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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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财政是法制化的财政。 

第二节  国有资本财政 

一、国有经济的划分 

1．国有经济的含义。国有经济一般指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两者统称为国有企业）

及其所支配的国有资产，通常还包括国有参股（但不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 
2．国有经济的两种类型：非营利性国有经济和营利性国有经济，后者又可称为国有资本。 

二、国有资本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1．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存在的论调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 
2．西方国家的实践活动并未提供取消国有资本的充分证据。 
3．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不佳既有承担大量改革成本的因素也有规模过大的原因。 
4．国有资本的运营要防止扩张的冲动，应把握合理的“度”。 

三、国有资本财政 

1．国有资本财政的概念。国有资本财政是指国家以国有资本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进行价

值管理和收益分配而形成的政府收支活动或分配行为。 
2．国有资本财政的内涵。 
（1）活动主体是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者和支配者的政府。 
（2）活动依据是政府所具有的国有资本所有权，这使其并不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而只为自

身的保值增值服务。 
（3）具有宏观经营性。 
（4）具有强制性和回报性。 

第三节  双重结构财政 

一、双重结构财政分析 

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相结合的双重结构财政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模式。 

二、双重结构财政的区分 

1．基本构成要素不同。 
（1）公共财政的主体是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国有资本财政的主体是作为资本所有者

的政府。 
（2）公共财政活动是以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为目的，国有资本财政以国有资本总

体的保值增值为目的。 
（3）公共财政以税收为其基本的收入来源，安排的是非营利性支出，服务于全社会的企业和

个人，国有资本财政以国有资本收益为基本收入来源，以营利性支出为基本内容，服务于营利性国

有经济。 
2．活动领域和范围不同。公共财政以市场失灵来限定其活动范围，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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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展开活动。 
3．财力运用不同。国有资本财政的财力运用，以企业为单位，具有保值增值能力，公共财政

则没有，并且不满足这一要求。 
4．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同。公共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间接的和外在的，国有资本财政

通过直接内在与市场的活动调控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状态。 

第四节  财政职能 

一、资源配置职能 

通过政府和公共财政的介入，确保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具体介入的范围和内容一般包括：

（1）国防；（2）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3）建造公共工程；（4）干预外部效应行为；（5）介入

自然垄断行业；（6）干预其他市场失效问题。 

二、收入分配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反映，包括集中组织收入和公平分配收入两方面的功能。 
1．集中组织收入功能。是指财政为实现国家职能，参与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而形

成收入的功能。 
2．公平分配功能。是指财政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调节收入悬殊，贫富不均，促进社会公正，改

善社会福利，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三、调控经济职能 

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能。财政政策的运用是该职能的具体表现，如

改变政府购买数量，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数量，调整税率等。 

四、监督管理职能 

财政在配置、分配和调控经济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活动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客观功

能。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财政介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2．公共财政的含义是什么？具有哪些特征？ 
3．双重结构财政的含义是什么？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之间有什么关系？ 
4．试述现代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四个职能。 

拓展阅读书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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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辨析与启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集中对于财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两种理论体

系与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对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进行梳理的同时，概括公共财政论对我

国传统财政学理论发展的若干启示。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相同与不同

之处。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析辨 

一、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 

1．关于财政的产生问题。 
2．关于财政与国家的关系。 
3．关于财政的基本要素。 
4．关于财政的本质。 

二、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 

1．关于财政的起因——市场失灵论。 
2．关于财政的对象——公共产品论 
3．关于财政的目的——公共需要论 
4．关于财政模式——公共财政论 
5．关于财政决策——公共选择论 

三、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比较 

1．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不同之处。 
（1）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分配论是本质论，公共财政论是现

象论。 
（2）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立论基础不同。国家分配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理论

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依据，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公共财政论以

社会契约论为国家学说基础，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依据，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之

上。 
（3）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分析思路不同。国家分配论在财政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上，采

用的是历史分析的思路，公共财政论采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思路。 
（4）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所指的财政对象不同。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活动分配的对象是

社会产品，公共财政论认为是公共产品。 
（5）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所探讨的财政活动的目的存在差异。国家分配论认为是国家需

要，公共财政论认为是公共需要。 
（6）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关注的财政模式有所不同。国家分配论关注于双重结构财政模

式，公共财政论只关注公共财政模式。 
2．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统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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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把财政看作是主体、客体、形式和目的四个要素的统一体。 
（2）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对财政活动现行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3）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都认为财政活动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平衡与财政管理

等一些基本内容构成。 

第二节  借鉴公共财政论 发展国家分配论 

一、必要性 

1．吸收、借鉴公共财政论是我国经济改革与财政改革的现实所提出的要求。 
2．吸收、借鉴公共财政论是我国财政理论与学科发展的要求。 

二、可能性 

1．我国逐步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为借鉴公共财政论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性。 
2．从两者的关系上看，研究各有侧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三、借鉴与发展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应当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政府财政配置方式为补充，以实

现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 
2．政府所取得的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应贯彻总体有偿的原则，根据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实际支出来确定收入的规模。 
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应当是法制化的财政。 
4．借鉴公共财政论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及数理、计量方法，丰富和发展我国传统财政学的研

究方法。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 
2．比较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区别于联系。 
3．试述我国当前借鉴公共财政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4．公共财政论对国家分配论的发展主要有哪些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现代西方财政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2．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叶振鹏、张馨： 《公共财政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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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政支出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从整体上介绍有关财政支出的基本原理，首先介绍了财政支出

的主要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于财政支

出的增长方式进行解释， 后介绍了几种财政支出效率的评价方法。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支

出增长的趋势及其理论解释，以及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评价方法。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财政支出分类 

一、财政支出理论上的分类 

1．按照财政支出的补偿性分类：消耗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 
2．按照财政支出的目的性分类：预防性支出和创造性支出。 
3．按照财政支出的可控性分类：可控性支出和不可控性支出。 
4．按照财政支出的受益范围分类：一般利益支出和特殊利益支出。 
5．按照国家职能的分类：国防支出、管理支出、经济支出和社会支出等。 
6．按照财政支出 终用途的分类：补偿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积累性支出。 

二、财政支出在预算上的分类 

我国政府预算所列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

理费等。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 

一、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 

1．财政支出规模的含义。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理解为财政支出的总水平。 
2．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1）绝对指标：财政支出的绝对金额，即财政支出总额 
（2）相对指标：财政支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 
3．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 
（1）财政支出规模绝对量的变化：增长 
（2）财政支出规模相对量的变化：增长 

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理论解释 

1．政府活动扩张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会相应扩大，财政支出必

然会相应增长。 
2．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说。尽管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约束条件，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

常时期，财政支出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非正常时期，由于替代效应和集中

效应，财政支出会猛增，而在经济恢复正常后，由于检查效应，财政支出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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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3．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的客观要求，因此财

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4．非均衡增长模型。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累进部门相比，作为非累进部门总要组成部分

的政府部门，因其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较慢，必然使其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上

升，从而导致政府财政的消耗性支出不断增长。 

三、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原因分析 

1．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分析。 
（1）政府职能的扩张。 
（2）物价的上涨。 
（3）科学技术的进步。 
2．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可能性分析。 
（1）经济的增长。 
（2）税制的完善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3）公债发行规模的扩大。 

第三节  财政支出效率 

一、机会成本分析法 

1．机会成本分析法的含义。在经济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配置经济资

源的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是以私人部门配置资源的减少，进而减少

经济收益为机会成本的。 
2．机会成本分析法的判断标准。一般而言，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与私人部门配置这

部分经济资源的机会成本相等，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数量以及公私部门配置资源的比例就是合理

的，整个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是 高的。 

二、成本效益分析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的含义。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根据政府确定的行动目标，提出实

现各项目标的各种方案，分析比较各种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与效益，选择 优方案的方法。 
2．财政支出中成本效益分析法与财务分析法的关系。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借鉴财务分析法发展起来的。 
（2）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分析的过程也基本相同。 
（3）两者所使用的成本与效益的范围不同，选优的标准也不同。 
3．财政支出成本分析法的主要步骤： 
（1）政府拟定备选项目和方案。 
（2）不同种类的成本与效益的列举。 
（3）成本与效益的计量。 
（4）成本与效益的折现。 
（5）项目或方案选优。 
4．成本效益分析法的简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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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费用选择法 

1．低费用选择法的含义。 
2．低费用分析法的步骤。 
3．对低费用分析法的简单评价。 

四、公共劳务收费法 

1．公共劳务的定义。公共劳务是指政府机构履行其职能而向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 
2．公共劳务收费法的含义。公共劳务收费法就是把商品买卖的等价交换原则引申到一部分公

共劳务的提供与使用之中，通过利用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高效实现。 
3．公共劳务的三种定价方法。 
（1）免费或低价法。 
（2）平价法。 
（3）高价法。 

复习与思考题 

1．了解财政支出的各种分类及其意义。 
2．财政支出增长的部分理论解释以及财政支出增长的现实原因。 
3．研究财政支出效率问题的必要性。 
4．了解财政支出效率分析的各种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1．苏明：《财政支出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2．王雍君：《中国公共支出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丛树海主编：《公共支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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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消耗性支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消耗性支出中国防支出和文教科卫支出两个主要项目，

并且介绍了提高消耗性支出效率的有效管理方法——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理。本章要求学生重点

掌握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理。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国防支出 

一、国防支出的内容与作用 

1．国防支出的内容：由直接国防支出和间接国防支出组成 
2．国防支出的作用。 
（1）政治方面的作用。保卫国家安全，直接维护国内社会秩序。 
（2）经济方面的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购买性支出，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国防支出的合理限度 

1．影响国防支出的因素。 
（1）国家的地域范围。 
（2）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3）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4）军事现代化的要求。 
（5）国家的综合实力。 
2．国防支出的理论分析 
（1）确定国防产品的供求模式存在实际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国防总需求难以确定，国防总效

益难以确定以及国防的合理负担难以确定等。 
（2）国防支出合理限度的分析相对而言是一种定性的、粗略的分析方法。 

三、与国防支出有关的两个问题 

1．军事订货与国防支出。 
2．兵役制度与国防支出。 

第二节  文教科卫支出 

一、文教科卫支出的含义与性质 

1．文教科卫支出的含义。文教科卫支出是我国财政用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出版、通

讯、广播、文物、体育、地震、海洋、计划生育等事业的经费支出的统称。 
2．文教科卫支出的性质。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文教科卫支出

属于非生产性支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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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与文教科卫事业的关系 

1．政府与教育事业的关系。教育事业从性质上讲具备私人产品的全部特征，但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教育在具有私人产品特征的同时，也显现出某些公共产品的特征。 
2．政府与科学事业的关系。就科学事业而言，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应由政府来承担，应用科

研的经费可由市场中的企业或个人来承担。 
3．政府与卫生事业的关系。就卫生事业来说，医疗服务的私人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支持的

重点在于公共卫生。 
4．政府与其他事业的关系。对于其他事业而言，政府的支持重点都应从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

性的特点上进行调整，既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事业的支出和一部分具有混合产品性质的支出由政府

承担，除此之外的应由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承担。 

第三节  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制度的概念与特点 

1．政府采购的定义。政府采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从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活动。 
2．政府采购制度的定义。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方法、程序、管理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

总称就是政府采购制度。 
3．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的差异。 
（1）采购的资金来源不同。政府采购的资金具有公共性，私人采购的资金具有私人性。 
（2）采购的主体不同。政府采购的主体具有特指性，私人采购的主体具有泛指性。 
（3）采购的目的不同。政府采购的目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商业性，私人采购的目的具有营利

性，商业性。 
（4）采购的对象不同。就某一具体的采购主体而言，政府采购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私人采购

的对象具有有限性。 
（5）采购行为的规范程度不同。政府采购具有规范性，私人采购具有非规范性。 
（6）采购的经济影响不同。政府采购对经济的影响相对大，私人采购对经济的影响相对小。 
（7）采购的政策性不同。政府采购具有政策性，私人采购不具有政策性。 

二、政府采购的作用 

1．政府采购在财政方面的作用：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2．政府采购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 
（1）调节经济。 
（2）促进就业。 
（3）保护民族产业。 
（4）保护环境。 

三、政府采购的方式 

1．招标式采购。 
（1）竞争性招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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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性招标采购。 
（3）限制性招标采购。 
2．非招标式采购。 
（1）国内或国外询价采购。 
（2）单一来源采购。 
（3）竞争性谈判采购。 
（4）自营工程。 
3．政府采购方式的选择。 

四、政府采购的程序 

1．确定采购需求。 
2．选择采购方式。 
3．执行采购方式。 

五、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与改革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防支出的经济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2．财政应承担哪些文教科卫事业的经费支出？理由如何？ 
3．什么是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和私人采购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4．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的作用，了解政府采购的方法与程序。 

拓展阅读书目 

1．丛树海：《财政支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马国贤：《中国公共支出与预算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邓力平译，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美]大卫·N·海曼著，章彤译：《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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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转移性支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转移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出和税收支

出三个项目，并结合这些项目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的改革以及税收支出的管理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财政补贴的类型以及税收支

出的形势与管理。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支出 

1．社会保障的含义。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面临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情况而出现

生活困难时，社会或政府给予金钱的或物质的帮助，以保障社会成员能维持 基本的生活水平。 
2．建立社会保障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3．社会保障的两个发展阶段：非规范化阶段和规范化阶段。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1）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财政安排得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保险，它一般由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老年保险、失业保险、死亡保险等内容组成。其

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的形式主要有完全基金制、现收现付制和部分基金制。 
（2）社会救济。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政府运用一般财

政资金，对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货币的或实物的救济，以使他们能维持 低水平的生活的制度。 
2．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2）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3）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问题。 
2．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问题。 

四、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1）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过窄，主要偏重对国有单位职工实行社会保障。 
（2）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制度相结合，且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平均主义严重，削弱了在职

者的劳动积极性。 
（3）“企业办社会保险”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4）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国家行政机关等国有单位人员的急剧增加，是政府财政的负担越来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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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的管理办法。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1）在改革的原则上，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保障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和城乡有别的三原则。 
（2）在改革的步骤上，应坚持有现有后，有重有轻的做法。 
（3）在改革的内容上，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筹资体制，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逐步将社会保障的筹资级次由地区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进一步完善和细

化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 

第二节  财政补贴 

一、财政补贴的概念、性质与特征 

1．财政补贴的概念。财政补贴是国家财政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

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或是想给予的补助或津贴。 
2．财政补贴的性质。财政补贴的实质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性质上看，属于财政支出的范

畴。理由是： 
（1）从 终结果看，所有的财政补贴都将减少国家的财政资金。 
（2）从目的上看，所有的财政补贴都是在执行国家的某些特定的政策，而不是为了减少财政

收入。 
（3）从国际上看，各国一般都是将其列为财政支出。 
3．财政补贴的特征。 
（1）政策性。（2）可控性。（3）特定性。（4）灵活性。（5）时效性。 

二、财政补贴的分类与作用 

1．财政补贴的分类。 
（1）从财政补贴的用途来看，可分为生活补贴、生产补贴和其他补贴。 
（2）从财政补贴的环节来看，可分为生产阶段补贴、流通阶段补贴和消费阶段补贴。 
（3）从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看，可分为价格补贴、政策性亏损补贴、财政贴息和税收支出。 
2．财政补贴的作用。 
由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形成的财政补贴，即体制型补贴，其作用在于： 
（1）支持和促进生产发展，调整生产结构。 
（2）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与提高。 
（3）稳定市场物价，减少经济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震荡。 
由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原因而形成的补贴，即机制型补贴，其作用在于： 
（1）可以鼓励和扶持公共产品的生产。 
（2）可以克服外部效应问题。 
（3）可以调节消费，实现收入再分配。 
（4）可以调节总供求，促进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三、我国财政补贴的现状与改革 

1．我国财政补贴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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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补贴的项目多、范围广、规模大。 
（2）财政补贴具有刚性，呈现出长期化趋向。 
（3）财政补贴的环节多、形式多。 
（4）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消极作用增加。 
2．我国财政补贴的改革。 
（1）对现行体制型补贴自身进行改革，如清理整顿现有财政补贴；调整补贴环节，改变补贴

方式等。 
（2）加快体制型财政补贴的配套改革。如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外贸

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企业制度，重塑微观基础；进一步改革价格体制，完善市场体系。 

第三节  税收支出 

一、税收支出的概念与特征 

1．税收支出的概念。税收支出是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制定与执行特殊的税收

法律条款，给予特定纳税人或纳税项目以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减少纳税人税收负担而形成的一种

特殊的财政支出。 
2．税收支出的特征。 
（1）法制性。（2）宏观性。（3）预算性。（4）定量性。 

二、税收支出的原则 

1．适度原则 
2．贯彻国家政策原则 
3．效益原则。 
4．遵从国际惯例原则。 

三、税收支出的形式 

1．税收豁免。是指在一定期间内免除某些纳税人或纳税项目应纳之税款。 
2．纳税扣除。是指允许纳税人把一些合乎规定的特殊开支，按一定比例或全部从应税所得中

扣除。 
3．税收抵免。是指允许纳税人将其某些合乎规定的特殊支出，按一定比例或全部从其应纳税

额中扣除。 
4．优惠税率。是指对特定的纳税人或纳税项目采用低于一般税率的税率征税。 
5．延期纳税。是指允许纳税人将其应纳税款延迟缴纳或分期缴纳。 
6．盈亏相抵。是指允许纳税人以某一年度的亏损，抵消以后年度的盈余，以减少其以后年度

的应纳税款；或是冲减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的部分税款。 
7．优惠退税。国家为了鼓励纳税人从事或扩大某种经济活动而给予的税款退还，典型的是出

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 
8．加速折旧。是指政府为鼓励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投资，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

提取较多的折旧，已提前收回投资。 
9．准备金制度。是指政府为了使企业将来发生的某些费用或投资有资金来源，在计算企业应

纳税所得时，允许企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定量的应税所得作为准备金处理，从应税所得总额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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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必纳税。 

四、税收支出的预算管理 

1．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 
2．重点项目的预算控制。 
3．全面的预算管理。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与作用。 
2．试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则、步骤与内容。 
3．什么是财政补贴？如何理解财政补贴的性质？ 
4．了解财政补贴的各种分类，分析财政补贴的作用。 
5．如何理解税收支出的概念？了解税收支出的主要形式及其预算管理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税收支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2．李珍： 《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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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政收入概述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财政收入的分类和形式，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收入的形

式。 
学时分配：1 

第一节  财政收入分类 

一、按价值构成分类 

财政收入的价值构成是 C、V、M 三部分。研究财政收入价值构成的重要意义在于，能从根本

上说明影响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二、按产业分类 

可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这种分类可以反映产业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便于根

据各产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合理的组织财政收入，开辟新的财源。 

三、按经济成分分类 

可分为来自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收入、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私营经济的收入、个体经济的收

入、外资企业的收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收入和股份制企业的收入等。研究财政收入的所有制构

成，是国家制定财政政策、制度，正确处理国家同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财政关系的依据。 

第二节  财政收入形式 

一、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取得的财政收入。 

二、国有经济收入 

国有经济收入是国家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采取上缴利润、租金、股息红利和资产占

用费等形式取得的财政收入。 

三、债务收入 

债务收入是国家以信用方式从国内、国外取得的借款收入。 

四、专项收入 

这是国家为特定的事业或项目建设需要所征收的财政收入。 

五、其他收入 

主要有事业收入、规费收入、罚没收入、国家资源管理收入、公产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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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财政收入进行分类？ 
2．不同形式的财政收入有何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解学智、刘尚希：《公共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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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税收制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是在介绍税收的形式特征，有关税收术语以及税收分类的基础

上，对我国建国后税收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现行税制的问题进行了介绍与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

掌握税收的三大形式特征、有关税收术语以及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税收概述 

一、税收的名称 

税收是历史上 早出现的财政范畴，又称为赋税、租税、捐税。 

二、税收的形式特征 

1．强制性。是指国家征税是凭借政治权利，通过颁布法律、法令进行的一种强制性课征。 
2．固定性。是指征税前预先规定了征税的对象以及统一的比例或数额，按预定标准征收。 
3．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之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不再直接归还给纳税人，也不向纳税人

支付任何代价或报酬。 

第二节  税制术语 

一、纳税人 

纳税人是课税的主体，是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指的是课税的客体，即对什么东西征税，它是税收制度 基本的要素，是一种税收区

别于另一种税收的主要标志。按照征税对象的性质划分，我国税收主要可分为对流转额的征税、对

所得额的征税、对财产的征税和对特定目的和行为的征税。 

三、税率 

税率是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它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税率主

要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 

四、纳税环节和纳税期限 

1．纳税环节。纳税环节是税法中规定的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环节，它规定纳税行为在什么

阶段发生，以及是单一环节课征还是多环节课征。 
2．纳税期限。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期限。 

五、税收附加、加成与减免税 

1．税收附加是政府在征税之外附加征收的一部分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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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加成是对特定纳税人的一种加税措施，即在依照既定税率计算出来的税额的基础之上

加收若干成税款。 
3．减免税是根据国家政策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减免税

措施主要有：规定免税和减税项目、免征额、起征点。 

六、违章处理 

违章处理是对纳税人的税务违章行为所采取的惩罚性措施。违章行为主要包括属于税收征管制

度方面的违章行为、属于税收制度法规方面的违章行为以及拖欠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等。 

第三节  税收分类 

一、以税收收入形式不同分类 

实物税和货物税 

二、以计税依据不同分类 

从量税和从价税 

三、以课税权行使方式不同分类 

经常税和临时税 

四、以课税对象不同分类 

对人税和对物税 

五、以税权的归属不同分类 

中央税和地方税 

六、以税负是否容易转嫁为标准分类 

直接税和间接税 

第四节  我国税收制度的演变 

一、1950—1957 年统一全国税政，建立、调整新税制 

1．1950 年，除农业税外，全国共有税收 14 种。 
2．1953 年修正后的工商税收为 12 种 

二、1958—1978 年改革工商税制 

1．1958 年改革工商税制，税种减少为 9 个，并统一了全国农业税制。 
2．1973 年对工商税制再次改革，但税种仍然为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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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9—1993 年税制重大改革时期 

1．通过 1983 年和 1984 年的两次利改税，实现了完全的以税代利。 
2．到 1993 年我国的税种共计 5 大类 42 种。 

四、1994 年以后实行新税制 

1994 年对税制进行了全面的和结构性的改革，建立起了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

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复合税制结构。 

五、中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1．1994 年税制存在的问题。 
2．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的思路。 
3．关于税种的完善。 

复习与思考题 

1．税收具有哪些形式特征？ 
2．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3．我国现行税制应做何改革？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佐：《中国税制五十年》，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年版。 
2．宁学平：《新税制与会计处理指南》，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4 年版。 
3．李齐云：《新编税收理论与税制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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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税收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税收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部分，即税收原则论、税收转嫁

与归宿理论、 优税收理论。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现代税收原则论、税负转嫁的一般规律以及

优税收理论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税收原则 

一、税收原则思想的发展概述 

我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治税思想，但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原则发端于西方。 

二、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 

1．平等原则 
2．确实原则 
3．便利原则 
4． 小征收费原则 

三、瓦格纳的税收原则 

1．财政收入原则 
（1）充足原则：税收收入应能充分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 
（2）弹性原则：税收收入要有弹性，能够随着财政需要的变动而变动。 
2．国民经济原则 
（1）税源的选择：税源的选择要有利于保护资本即税本，主张以所得为税源而尽量避免对财

产和资本的课税。 
（2）税种的选择：税种的选择要考虑税负转嫁问题，尽量选择难于转嫁或转嫁方向明确的税

种。 
3．社会正义原则 
（1）普遍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遍及社会上的每一成员，每一公民都有纳税义务。 
（2）平等原则：税收负担应力求公平合理，主张采用累进税制，并对 低生活费用免税。 
4．税务行政原则 
（1）确实：纳税的时间、方式、数量应预先规定清楚。 
（2）便利：纳税手续尽量简便，以方便纳税人。 
（3）节省：征收费用应力求节省。 

四、现代税收原则 

1．财政原则： 
（1）充分原则。 
（2）弹性原则。 
2．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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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的总体规模应符合整个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 优分布的效率要求。 
（2）税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率损失 小。 
（3）税收的征收成本 小化。 
3．公平原则： 
（1）利益原则：课税依照纳税人受益的多少而定，受益多的多纳税，受益少的少纳税。 
（2）能力原则：以支付能力作为征税依据，能力强的多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能力的判断

标准由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前者又有绝对均等牺牲、比例均等牺牲、和边际均等牺牲之分，后者

又经历过一人丁为标准的阶段、以财产为标准的阶段、以消费和产品为标准的阶段和以所得为标准

的阶段。 
4．稳定原则： 
（1）相机抉择的作用：通过自身主动地增加或减少，以依照经济周期的波动，有意识的对宏

观经济不稳定状态进行干预和调节。 
（2）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既定的制度下，税收能够自动的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动的调节

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 

第二节  税收负担与税负转嫁 

一、税收负担 

1．税收负担的概念。税收负担是指整个社会或单个纳税人实际承受的税款。 
2．宏观税收负担。 
（1）宏观税收负担的概念。宏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国家当年的课税总额与一国的社会产出总

量或总经济规模之间的对比关系，即社会的总体税负水平。 
（2）宏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负担率。 
3．微观税收负担。 
（1）微观税收负担的概念。微观税收负担主要研究单个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的税收与其产出的

对比关系，即企业或个人的税负水平。 
（2）微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有企业和个人两类税收负担衡量指标。仅就企业而言，又有

企业整体税负率和个别税种的税负率之分。 
4．我国的税收负担。 

二、税负转嫁与归宿 

1．税负转嫁与归宿的概念与形式。 
（1）概念。所谓税负转嫁，就是纳税人不实际负担国家课于他们的税收，而通过购入或卖出

商品价额的变动，将全部或部分税收转移给他人负担的过程。税负归宿是税负转嫁过程的终点，也

就是税收负担的实际承受着。 
（2）税负转嫁的主要形式有：前转、后转、混转、辗转转嫁、税收资本化、消转等。 
2．税负转嫁与供求弹性的关系。 
税负转嫁的主要途径是价格的变动，转嫁的幅度取决于供求弹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就供给

和需求的相对弹性来说，哪方弹性小，税负就向哪方转嫁，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时，税负由买卖

双方平均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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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最优税收理论 

一、最优商品税 

优商品税理论是要论证政府收入若全部通过商品税筹集该如何课税的问题，主要研究的是该

如何确定商品税税率，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超额负担 小，其结论是拉姆齐法则，即只有商品税的税

率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商品税的课征才能达到 优状态，此时，税额的少量增加，经会

导致全部商品的需求量以相同的比例下降。 

二、最优所得税 

1．埃奇沃斯模型。该模型意味着累进程度很高的税制结构，应从 高收入一端开始削减收入，

直到达到完全平等，即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为 100%。 
2．现代研究结论。 
（1）斯特恩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弹性越大， 优的所得税税率的值

越小，在 20%-80%之间。 
（2）维克里和米尔利斯的研究。基本结论是： 高收入阶层的 优边际税率为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税收原则理论的发展。 
2．简述税负转嫁的条件。 
3．研究税收负担有何意义？ 
4． 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西蒙.詹姆斯、诺布斯：《税收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3．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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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商品税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商品税的定义、特点与分类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三节内

容介绍了商品税中的主要税种：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的基本原理以及我国这三个税种的基本内容。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商品税的特点以及我国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和关税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商品税的理论分析 

一、商品税定义 

商品税是对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提供个人和企业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课征的税种的统

称，也称流转税。 

二、商品税特点 

1．税收负担的间接性。 
2．商品税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直接性。 
3．商品税的累退性。 
4．税收征收的隐蔽性。 
5．税收征管的相对简便性。 
6．商品税收入的稳定性。 

三、商品税分类 

1．按照课税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对绝大部分的流转额课税、对全部消费品流转额课税、

对部分选定的消费品流转额课税。 
2．按课税环节的多少，可以分为单环节课税和多环节课税。 
3．按课税的计税方式的选择，可以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 
4．按照课税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对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数量计征的流转税和根据课税商

品流通的是数量计征的流转税。 
5．按照流转税的课税对象选择的不同，可以分为周转税、销售税和增值税。 

第二节  销售税 

一、销售税概述 

销售税是商品税的一种形式，目前主要在单一环节征收。 

二、开征销售税的主要原因 

除易于管理和保证收入稳定的优点之外，还有： 
1．避免多环节征收抬高物价。 
2．避免不同的流转次数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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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销售税的效率与公平作用 

从公平分配角度看，传统看法认为一般销售税是累退的。 

四、中国的销售税 

1．消费税：对某些消费品的流转额可挣的一种税。 
2．营业税：是对在国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以及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

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 

第三节  增值税 

一、增值税概述 

1．增值税的定义。增值税使商品税的一种形式，其课税依据是课税商品或劳务在产销的每一

阶段新增的价值。 
2．增值税的优点。增值税与周转税相比，避免了重复课税，更符合税收的中性原则。根据计

税时，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金额能否扣除以及如何扣除，可以将增值税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

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后者 能体现增值税的优点。 
3．增值税的缺点。 
（1）受种种因素困扰，增值税税率难以实行单一税率，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增值税经济作用

的发挥。 
（2）增值税仍然有累退性问题。 
（3）增值税的征管难度较大，易造成税收收入流失。 

二、增值税的基本计算方法 

1．加法。 
2．减法。 
3．抵免法。 

三、增值税的特点 

1．可以只对有形商品销售课征，也可以对劳务供应课征。 
2．可以包括课税范围内的全部商品，也可以对某种商品免税。 
3．可以对某些类型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或规定零税率。 
4．抵免法有利于计税。 

四、增值税相关问题分析 

1．增值税的累退性问题。 
2．增值税的推广问题。 

五、现行中国增值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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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关  税 

一、关税概述 

1．关税的定义。关税是在边境、沿海口岸或国家制定的其他水、陆、空国际交往通道的关口，

对进出国境或关境的货物或物品征收的一种税。 
2．关税的分类。 
（1）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2）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 

二、现行我国关税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商品税具有什么特点？ 
2．增值税有哪些类型？ 
3．增值税的特点有哪些？ 
4．增值税的作用有哪些？ 
5．商品税是否具备成为未来主体税种的条件？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张维华：《增值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3．国家税务总局教材编写组：《消费税政策与法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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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所得税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商品税的定义、特点与分类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三节内

容介绍了所得税中的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的基本内容。本章要求学生

重点掌握所得的概念、特点以及我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

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所得税概述 

一、所得定义的探讨 

1．来源说：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

所得。 
2．净增值说：综合所得是纳税人个人消费综合加上其从所有可能来源中新得到的财富增加。 

二、所得税的特点 

1．它以一定的所得额为课税对象。 
2．它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3．应税所得的计算通常都要经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程序。 

三、所得税的类型 

1．分类所得税：是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所得，如对工资和薪金、对利息和股息等等，分别规

定不同的税率进行课征的那一类所得税。 
2．综合所得税：是将纳税人的各项不同性质的所得加以合并，综合计征的一类所得税。 
3．分类综合所得税：是对一定收入数量以下的所得，采用分类所得税办法征收，而当其各类

所得数额之和达到某一规定标准时，则再加征综合所得税。 

四、所得税的演变过程 

1．从临时税发展为永久税。 
2．从比例税演变为累进税。 
3．从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 

一、个人所得税概述 

1．对课税范围的确定有综合所得和分类所得之分。 
2．以符合条件的个人所得额作为课税对象。 
3．课税对象虽然是个人所得额，但并非全部。 
4．纳税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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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6．个人所得税既可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公平的实现，也可能对工作储蓄带来消极影响。 

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1．现行个人所得税制。 
2．中国所得税制的改革。 

第三节  企业所得税 

一、企业所得税概述 

1．企业所得税的定义。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所得按照一定税率课征的税。 
2．企业所得税的类型。根据课税范围的不同，企业所得税可以分为企业所得税类型和公司所

得税类型。 

二、公司所得税制的基本结构 

1．公司所得税税基。 
2．应税所得额。 
3．公司所得税税率。 
4．主要刺激措施。 

三、为什么要对公司征税 

1．公司是真正的独立主体。 
2．公司从社会中获得了许多特权。 
3．公司所得税维护了个人所得税的一体性。 

四、公司所得税的经济效应 

1．对资本配置的影响。 
2．对投资的影响。 
3．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五、公司所得税税负转嫁问题 

1．局部均衡中的税负转嫁。 
2．一般均衡中的税负转嫁。 

六、现行中国企业所得税制 

1．企业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七、中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 

1．企业纳税人标准的选择。 
2．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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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确定。 
4．税收优惠的确定。 

第四节  社会保障税 

一、社会保障税概述 

1．社会保障税的特点。 
（1）是一种目的税。 
（2）是一种累退性质的税。 
（3）是一种征收相对简便的税。 
2．社会保障税的归宿。 

二、社会保障税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你是如何理解“所得”的？ 
2．所得税的特点有哪些？ 
3．所得税有哪些基本类型？ 
4．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所得税？ 
5．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 
6．为什么我国也要开征社会保障税？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财政部税政司：《新个人所得税实用手册》，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3．蒋经法：《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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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税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对财产税的定义、特点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介绍的基础上，

在种类繁多的财产税体系中，选取了土地税、遗产与赠与税、资源税、污染税、印花税和农业税进

行了介绍。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产税的类型、特点以及遗产与赠与税和污染税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财产税概述 

一、财产税的种类 

1．财产税的定义。是指对纳税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征收的一类税。 
2．财产税的类型。 
（1）一般财产税。 
（2）特别财产税。 
（3）财产转移税。 

二、财产税的优点 

1．比较符合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 
2．可以起到财产所有者提高财产使用效率的作用。 
3．税负难以转嫁，有助于削弱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状态。 

三、财产税的缺点 

1．纳税能力的测度有困难。 
2．难以成为广泛的普及性税收。 
3．收入弹性较小。 
4．有碍于资本的形成。 

四、财产税相关问题分析 

1．财产税的负税人问题。 
2．资源配置效应问题。 
3．财产税是不是对地方服务的付费。 
4．财产税的征管问题。 

第二节  土地税 

一、土地税的定义 

土地税是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是世界上实行 广泛的特别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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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税的类型 

1．土地财产税：以财产税方式征收的土地税。 
2．土地所得税：以土地收益额为课税标准征收的土地税。 
3．土地增值税：以土地增值额为课税标准而征收的土地税。 

三、中国的土地税制 

第三节  遗产税和赠与税 

一、遗产税概述 

遗产税，也成为死亡税，是对死亡的课税。，死亡税以及与此相关的税收可以分为三类： 
（1）总遗产税：即狭义的遗产税，它是对死亡者遗留的财产总值课税，而不论遗产如何分配。 
（2）分遗产税：或称继承税，即对各个遗产份额课征的税，而不论总遗产是大是小。 
（3）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对人赠与所课征的税，它不是对遗产或死亡课税，但与遗

产税密切相关。 

二、遗产税开征的原因 

1．促进社会公平。 
2．激励作用。 
3．健全税制作用。 
4．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遗产税制的类型 

1．总遗产税制。 
2．分遗产税制。 
3．混和遗产税制。 

第四节  资源税 

一、资源税的定义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及其级差收入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类。 

二、资源税制的设计 

1．资源生产课税。 
2．资源消费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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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污染税 

一、污染税征收依据 

外部性理论是污染税征收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污染税在实施中的问题 

1．准确界定边际外部成本问题。 
2．管制部门不容易了解企业的边际私人净收益曲线。 
3．污染税的负税人问题 

三、污染税制的选择问题 

1．税基的确定。 
2．税率的确定。 

第六节  印花税 

一、印花税概述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国家规定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 

二、中国现行印花税制 

第七节  农业税 

一、农业税概述 

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并由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二、中国农业税制的演变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财产税难以成为一国主体税种？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何意义？ 
3．结合以前章节内容，阐述你对未来我国税制结构选择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财产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2．袁则军、王键：《资源和财产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3．胡怡建：《中国税制》，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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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有经济收入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首先介绍了国有资产的概念与国有资产收入形式的基础上，主要

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建国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介绍，并结合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对我

国国有经济收入的发展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国有经济的分类和形式。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 

一、国有资产的概念 

国有资产是以法律用语，指的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包括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

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的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接近于财产的意义。 
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包括自然资源、行政事业单位所占用的国有财

产以及国家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狭义的国有资产为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的并能为国家提

供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属于经营性财产。 

二、国有资产的分类 

1．按存在形态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2．按经济用途分为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3．按照形成方式分为自然资源资产和人类自身加工、改制、开发利用形成的资产。 
4．按国有资产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为境内国有资产和境外国有资产。 
5．按行政隶属关系分为中央政府国有资产和地方政府国有资产。 

三、国有资产收入 

1．国有资产收入的概念：就是指国家凭借所拥有的资产取得的财政收入。 
2．国有资产收入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和国有资产收益的概念区别。 

四、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 

1．属于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部分的形式。 
（1）利润。（2）租金。（3）股利。 
2．属于国有产权转让收入的形式。 
（1）国家通过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出售、拍卖、兼并等方式取得的收入。 
（2）国家通过国有资产使用却转让而取得的国有资产使用权转让收入。 
3．属于国家投资借款归还收入。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 

一、利润全额上缴 

也成为统收同志制度，是一种要求将国营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全额上缴给国家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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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基金制 

国家根据国营工业企业在完成国家规定的 8 项经济技术指标（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

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的情况和供货合同的情况，允许企业从实际利润中按职工

全年工资总额中提取不同比例的企业基金。 

三、利润留成制 

根据国营企业上年五项基金占同年利润总额的比例核实企业基数利润留成比例，一定三年不

变，增长留成比例按照不同行业确定。 

四、盈亏包干制 

国营企业按照国家核定的上缴利润任务实行包干，实现的利润超过计划利润包干任务的部分，

以其一部分或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对企业发生的政策性亏损实行亏损补贴包干。 

五、利改税 

把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交纳税金，税后利润由企业支配。 

六、含税利润承包制 

对国营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采用承包制，并同时取消国营企业利润所得税的上缴。 

七、税利分流 

国家在参与国有企业纯收入分配过程中，开征一道所得税，然后再通过税后承包上交利润、租

金或国有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第三节  国有经济改革与国有经济收入 

一、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 
二、收缩国有经济范围，实现国有资本项战略部门集中 
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经济收入 

复习与思考题 

1．国有资产收入的形式有哪些？ 
2．简述我国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变过程。 
3．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对国有资本收入有何影响？ 
4．国有经济改革对我国财政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黄少安、李齐云：《国有资产管理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李海波、孙桂芳：《国有资产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8 年版。 
3．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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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公  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公债的历史与作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债的发展介绍了

公债制度、公债市场和公债管理的基本内容。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公债制度和公债管理的相关内

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公债概述 

一、公债的一般概念 

公债是国家或政府举借的债，是指国家或政府以债务人的身份，采取信用方式，向国内外取得

收入的一种方式。 
1．公债是国家或政府信用的主要形式。 
2．公债是财政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 
3．公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二、公债的产生和发展 

1．公债在奴隶社会开始萌芽，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2．我国公债的产生与发展。 
（1）我国公债始于清朝末年。 
（2）建国后的公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950 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1958 年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81 年至今发行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及借入外债。 

三、公债的作用 

1．就财政观点而言，公债是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是弥补财政赤字、平衡预算和解决财政困

难的 可靠、 迅速的手段。 
2．以经济的观点来看，公债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1）调节积累与消费，促进两者比例关系合理化。 
（2）调节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3）调节金融市场，维持经济稳定。 
（4）调节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第二节  公债制度 

一、公债种类 

1．按发行期限划分，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 
2．按举借形式划分，可分为政府契约性借款和发行公债券。 
3．按发行地域划分，可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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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债券的发行市场划分，可分为上市公债和非上市公债。 
5．按发行的性质划分，可分为自由公债和强制公债。 
6．按发行主体划分，可分为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 
7．按公债的计量单位划分，可分为实物公债和货币公债。 
8．按公债用途划分，可分为生产性公债和非生产性公债。 
9．按由物理系和利息支付方式划分，可分为有息公债和有奖公债。 

二、公债发行方式 

1．公募法：指国家向社会公债募集公债的方法。 
（1）直接公募法：由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直接推销。 
（2）间接公募法：由政府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为经营。 
（3）公墓招标法：在金融市场上公开招标发行公债。 
2．包销法：又称承受法，是指国家将发行的债券统一出售给银行，再由银行自行发售的方法。 
（1）由中央银行承受。 
（2）商业银行承受。 
（3）金融集团包销。 
3．公卖法：是指政府委托经纪人在证券交易所出售公债的方法。 

三、公债的偿还 

1．买销法：由政府委托证券公司或其他有关机构，从流通市场上以市场价格买进政府所发行

的公债。 
2．比例偿还法：政府按照公债的数额，分期按比例偿还。 
3．抽签偿还法：政府通过定期抽签确定应清偿的公债的方法。 
4．一次偿还法：国家定期发行公债，在公债到期后一次还清本息。 

第三节  公债市场 

一、公债市场 

1．公债市场的概念：在证券市场中进行的公债交易称为公债市场。 
2．公债市场的类型：按照公债交易的层次或阶段可分为公债一级市场和公债二级市场。一级

市场是发行市场，二级市场是流通市场或转让市场。 
3．两级市场的关系：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互为作用。 

二、公债市场的作用 

1．能增强政府债券的流动性，提高其竞争能力。 
2．能为社会闲置资金提供良好的投资场所，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 
3．是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债券交易市场的类型和基本做法 

1．交易市场的类型。 
（1）交易所交易：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债券买卖，成为交易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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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柜台交易：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市场所进行的债券交易，也称店头交易或场外交易。 
2．基本做法： 
（1）交易所交易的基本做法。 
（2）柜台交易的基本做法。 

第四节  公债管理 

一、国内公债管理 

1．公债管理的概念。公债管理是政府对公债的运行过程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

监督和调节。 
2．公债管理的基本目标。 
（1）保证政府具有适当的偿债能力。 
（2）努力减少公债的“挤出效应”。 
3．公债管理中的基本指标。 
（1）公债规模指标。包括公债的承受能力，即国内各种应债资金水平，包含应债客体即国民

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和应债主体，即承购公债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和公债偿还能力，即公债

负担率和公债偿债率，前者用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后者用公债占财政收入表示。 
（2）公债结构指标。主要包括期限结构指标，即短期、中期、长期公债的比例；持有者结构

指标，即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各阶层居民各自占有公债的比例；公债利率水平与结构指标，即是否与

市场利率水平相协调。 

二、外债管理 

1．外债的主要形式。 
（1）外国政府贷款：是一国政府利用本国财政资金向另一国政府提供的贷款。 
（2）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是联合国系统下几个世界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主要由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世界银行集团贷款。 
（3）外国银行贷款：这是由国际上商业银行用自由外汇提供的商业性贷款。 
（4）出口信贷：这是国家专门机构或银行以利息补贴或信贷国家担保方式对出口贸易提供的

含有官方补贴性质的贷款。 
（5）发行国际债券：它是一国政府、政府机构、公司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国际或主

要国家国内债券市场上，以各种可兑换货币为面值发行的国际债券。 
2．确保适度的外债规模。 
（1）外债规模是否适当的衡量指标：偿债率、经济债务率、出口债务率。 
（2）确保适度外债规模的配套措施：资金配套、措施配套、物资配套。 
3．建立合理的外债结构。 
（1）外债的来源结构。 
（2）外债的期限结构。 
（3）外债的币种结构。 
（4）外债的利率结构。 
（5）外债借入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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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公债制度形成的条件有哪些？ 
2．阐述我国公债市场的发展问题。 
3．是结合现实分析我国的公债负担问题。 
4．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债管理？ 

拓展阅读书目 

1．李俊生：《公债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 
2．高坚：《中国债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年版。 
4．杨大楷等：《国债综合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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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政府预算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有关政府预算的概念与分类等基本知识之后，结合我国政

府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的具体组织方式，着重介绍了复式预算和部门预算的方法， 后介绍了预

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基本思路。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预算的各种形式，复式预算

与部门预算的编制方法以及有关费税改革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政府预算概述 

一、市场经济下的政府预算 

1．政府预算的概念。 
（1）政府预算是经立法程序批准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2）政府预算也称为政府公共预算，是国家以社会经济管理者身份取得的收入和用于维持政

府公共活动，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发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支出的预算。 
2．法制性是市场经济下政府预算的根本特性。 
（1）计划性。 
（2）法律性。 
（3）归一性。 
（4）政治程序性。 
（5）公开性。 
3．按法制性要求改革我国预算制度。 
（1）强化政府预算的计划性。 
（2）强化预算的法律性。 
（3）强化预算的归一性。 
（4）强化预算的公开性。 
（5）强化预算的政治程序性。 

二、政府预算的分类 

1．按收支管理范围分类：总预算和单位预算 
（1）总预算：是国家各级政府的基本财政计划，由各级政府的本级预算和下级政府总预算组

成。 
（2）单位预算：是政府预算基本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的直属机关就其本身及其所属行政事

业单位的年度经费收支所汇编的预算。 
2．按照预算的级次分类：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 
（1）中央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反映中央政府活动的财政收支计划。 
（2）地方预算：是指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反映各级地方政府收支活动计划的总称。 
3．按照编制形式分类：单式预算和复式预算 
（1）单式预算：即将国家一切财政收支编入一个预算，通过统一的一个表格来反映。 
（2）复式预算：将统一预算年度内的全部收入和纸船性质划分，分别汇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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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对照表，以特定的预算收入来源保证特定的预算支出，并使两者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 
4．按编织方法分类：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 
（1）增量预算：是指财政收支计划指标是在以前财政年度的基础上，按新的财政年度的经济

发展情况加以调整之后确定的。 
（2）零基预算：是指对所有的财政收支，完全不考虑以前的水平，重新以零为起点而编制的

预算。 
5．按投入项目能否直接反映其经济效果分类：项目预算和绩效预算。 
（1）项目预算：是指只反映项目的用途和支出金额，而不考虑其指出的经济效果的预算。 
（2）绩效预算：是指根据成本效益比较的原则，决定支出项目是否必要及其金额大小的预算

形式。 
6．按预算作用的时间分类：年度预算和中长期预算。 
（1）年度预算：预算有效期为一年的财政收支预算。 
（2）中长期预算：也称为中长期财政异化，一般一年至十年为中期计划，十年以上为长期计

划。 

三、复式预算 

1．复式预算的产生。 
2．复式预算产生的一般条件： 
（1）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2）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强化。 
（3）政府预算功能的扩大。 
（4）传统预算观念的突破。 
（5）借债等于创造资产的商业原则的引入。 

四、我国现行的复式预算 

1．实行复式预算的必要性。 
（1）实行复式预算是由单式预算的缺陷和复式预算的优点所决定的。 
（2）实行复式预算是国家两种职能的体现。 
2．我国的复式预算 
3．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复式预算。 

第二节  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与决算 

一、政府预算的编制 

1．实行部门预算是我国预算编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所谓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编制一本预算的政府预算制度。其意义在于： 
（1）实践上，有利于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形成。 
（2）制度上，有利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 
（3）理论上，有利于我国财政预算理论的革新。 
2．部门预算的主要内容。 
（1）收入预算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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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预算的测定。 
（3）财政资金的管理。 
3．部门预算与传统编制方法的异同。 
相同点： 
（1）仍然实行“两上两下”的编报方法。 
（2）各相关部门的预算分配权限未变。 
不同点： 
（1）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 
（2）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3）编制预算的方式不同。 
（4）编制预算的范围不同。 
（5）预算批复的方式不同。 
（6）采取计算机网络编报、审核部门预算。 
4．部门预算的编报程序 
（1）中央部门预算的总流程。 
（2）部门编报预算的流程。 
（3）财政部审核和上报预算的流程。 
（4）财政部批复预算的流程。 

二、政府预算的审批与执行 

1．政府预算的审批。 
（1）预算草案编制的时间。 
（2）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 
（3）预算审查的重点。 
（4）预算部分变更。 
（5）决算的审查和批准。 
（6）预算执行的监督。 
（7）违反预算审批与监督规定的法律责任。 
2．政府预算的执行 
（1）政府预算执行的特点： 
第一，预算执行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第二，预算的执行是实现预算各项收支任务的中心环节。 
第三，预算执行情况和结果是预算编制的基础。 
第四，预算执行过程中，需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组织新的平衡。 
（2）政府预算执行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三、政府预算的调整 

预算调整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通过改变预算收入来源、支出用途以及收支规模、组织新的平

衡的重要方法。 
广义的预算调整是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有对预算收支数额、范围、方式的修改、补充活动。

狭义的预算调整是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因追加支出或追减收入，动用全部预算费 弥补，收支仍

不能平衡而需要对原批准的预算进行的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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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决算 

第三节  预算外资金 

一、预算外资金的性质和特点 

1．预算外资金的含义： 
（1）预算外资金属于国家财政资金的范畴。 
（2）预算外资金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财政制度设置的。 
（3）预算外资金的财政性，决定了应将其纳入预算管理。 
2．预算外资金的特征： 
（1）法定性。 
（2）专用性。 
（3）分散性和繁杂性。 

二、预算外资金的范围 

1．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2．事业行政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3．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 

三、费改税 

1．什么是费改税？费改税是针对我国费大于税的不规范的政府收入格局而提出的一项政策主

张。 
2．为什么要费改税：费大于税的现象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混乱无序状态的典型表现之一。 
3．费改税的基本思路。以政府收支全面纳入政府预算，以及强化税法的权威性为基础，法制

化是治本之策。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预算的法制性？ 
2．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复式预算？如何完善我国的复式预算制度？ 
3．部门预算改革的意义。 
4．为什么要“费改税”？ 

拓展阅读书目 

1．陈共主编：《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王金秀、陈志勇编著：《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门惠英：《复预算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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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财政体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体制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

财政体制的四种类型以及具体的收支划分方法，并用一节的内容，介绍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沿革过程。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体制的类型以及我国 1994 年以来的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财政体制的内容 

一、财政体制的概念 

所谓财政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简称。它是在特定的行政体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调节政府

间财力分配的基本制度，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地方各级政权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

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 
广义的财政体制主要包括国家预算体制、税收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

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就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 

二、财政体制的内容 

1．在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 
2．各级财政的收支划分。划分原则主要有： 
（1）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2）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3）收支挂钩，权责结合。 
3．关于地方机动财力问题。 
所谓地方机动财力指的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由地方自行支配的一部分财政财力。主要内容

有： 
（1）地方预算的预备费。 
（2）地方预算执行中的收入超收和支出结余。 
（3）预算外资金。 

第二节  财政体制的类型 

一、财政体制的类型 

按照财政体制赋予地方财政的独立自主程度，根据我国的实践并参照国外情况，财政体制可分

为四种类型： 
1．统收统支体制。主要特征是： 
（1）全国各地的主要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金库，没有中央拨付命令不得动用。 
（2）地方的一切开支均需经过中央的核准，统一按月拨付。 
（3）财政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 
（4）留给地方少许财力，用以解决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和城镇市政建设以及其它临时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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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 
（1）在中央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和统一制度的前提下，按国家行政区划确定财政级次，实行

分级管理。 
（2）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并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隶属关系确定各级预算的支

出范围。 
（3）主要税种的立法权、税率的调整权和减免权集中于中央，由中央确定地方的收入指标。 
（4）由中央统一进行地区间的调剂，凡收入大于支出的地方财政，向中央上解收入，凡支出

大于收入的地方财政，由中央财政拨款补助。 
（5）地方预算的收支平衡，从总量上说，基本上是以支定收，结余可以留用。从结构上说，

基本上是中央下达指标，地方无权调剂。 
（6）体制的有效期是一年一定，而不是长期相对稳定。 
3．财政包干体制。主要特征是： 
（1）按照经济管理体制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 
（2）按照收支划分的范围，以包干制确定前一年的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确定地方财政的包干

基数，并确定两级财政间的上缴和补助数额，一定五年不变。 
（3）在此基础上，地方财政以收定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4）地方预算自行编制，但仍然要纳入全国的统一预算之中。 
（5）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给予特殊照顾。 
4．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主要特征有： 
（1）按照税种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 
（2）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出。 
（3）各级财政的主要收入以自有财源解决，主要是通过本级财政的税种来解决。 
（4）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立、自收自支、自求平衡。 

二、财政体制的收支划分形式 

1．比例分成法。首先要确定地方预算的支出指标和收入指标，然后按照收支差额确定分成比

率，组织地方预算收支平衡。比例分成有分类分成和总额分成两种形式。 
2．基数法。市和比例分成法相互关联的一种确定财政收支指标的方法，它是以上年预算实际

数或以前若干年的平均数作为预算年度的财政收支基数，并根据地方财政收支基数的差额确定分成

比例。 
3．因素法。是一具影响地方支出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来确定地方支出基数的一种方法。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般因素、社会发展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等。 
4．分税制。通过划分税种或税率来确定各级财政的收入，并且相应的形成中央税制和地方税

制。 
5．补助金制。这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的逆差，采取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补助，达

到该级财政的预算收支平衡的做法，主要有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和按成补助。 

三、我国实行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的根本原因 

1．税收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形式。 
2．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依靠法律的权威去规范和划分各级财政收入的，这只有在市场经济这种

法制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3．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可能实行真正的分级财政而又不危害近现代经济财政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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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财政体制沿革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财政体制 

1．建国之初，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 
2．1951 年实施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初步的分级管理。 
3．1954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采用分类分成办法。 
4．1958 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 
5．1959 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 
6．1961 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在原有财政体制基础上，实行相对集中的财政体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 

1．1977—1979 年江苏省实行“固定比例包干”办法。 
2．1980 年对广东、福建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的办法。 
3．1980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的体制，即“分灶吃饭”

体制。 

三、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 
2．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 
3．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 
4．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商界以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 
5．其他配套改革。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有哪些？ 
3．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拓展阅读书目 

1．李齐云：《分级财政体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卢洪友：《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3．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4．刘小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5．[美]罗伊·鲍尔：《中国的财政政策—税制与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关系》，许善达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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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财政平衡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

传统财政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西方总供求平衡理论的关系，并在 后结合我国实际对影响财政平

衡的公债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我国传统财政平衡理论与西方总供求理论的关

系，以及公债效应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5 

第一节  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 

一、财政收支矛盾 

财政收支之间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因为： 
1．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在财政领域经常反复出现，而公共财政也不一定非得坚持年度平衡不可。 
2．财政决策的失误，计划与实际的不一致也会引起财政收支矛盾。 
3．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管理水平的变化对财政收支产生影响。 
4．财政收支在实践和地区上的不一致，一般可在年度加以调整，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

当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5．某些意外事故，也会影响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 

二、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的规律性 

财政收支是彼此依存、互相统一的，因为： 
1．相同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代表相等价值的资源，都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

需要。 
2．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来源，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使用。 
3．财政支出又促进和影响财政收入，它是保证财政收入增加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条件有利于财政收支矛盾相平衡的转化。 
1．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的因素。 
2．财政收支平衡是经济稳定的标志之一。 

三、财政平衡的计算口径 

1．公债收支是否列为预算收支的差异。 
2．公债付息支出是否列入预算支出差异。 

第二节  我国传统的财政平衡学说 

一、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计划经济体制是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产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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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财政平衡学说的主要内容 

1．财政收支平衡与信贷收支平衡。 
（1）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的必要性。 
第一，财政性存款是信贷资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第二，银行需要用财政投资建立和充实自有资金。 
第三，专业银行运用财政资金进行信贷投资。 
第四，财政增拨信贷资金以弥步信贷差额 
第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如收不抵支则向银行透支。 
第六，银行向财政上缴税收利润。 
（2）财政、信贷统一平衡的实现。 
第一，共同承担公营企业再生产资金的需要。 
第二，正确处理财政结余。 
第三，正确处理税前还贷。 
第四，有计划的互相弥补收支差额。 
第五，避免财政“虚收实支”，银行“虚存实贷”。 
2．财政、信贷与外汇收支平衡 
（1）外贸外汇收支影响到财政收支平衡。 
（2）国外债务收支直接影响着财政收支。 
（3）外汇收支会影响国内货币流通量，而货币流通量又直接与现代收支和财政收支密切相关。 
（4）外汇收支也受到财政、信贷收支的制约。 
3．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平衡与物资供求平衡的关系。 

三、传统财政平衡学说的现实意义 

1．传统财政平衡学说反对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观点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立法建设仍有裨益。 
2．传统财政平衡学说从全社会资金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仍可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

控所借鉴。 
3．传统财政平衡学说将财政资金与可利用物资的多少联系起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收支矛盾的转化和社会总供求状况的调节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节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 

一、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平衡 

1．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对具有时空意义的概念。 
2．作为总供给的东西必须要有效用，既具有使用价值。 
3．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市场经济的范畴，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才有意义。 
4．整个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而真正能够实现的需求却受到人们既定的收入

水平的限制。 
5．总供给与总需求指标同国民经济总量指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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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关系 

1．财政平衡状况会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况。 
2．财政收支通过税收乘数和支出乘数影响总供求的平衡。 

第四节 公债的经济效应 

一、公债的“挤出效应” 

1．公债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指公债活动引起资本投资减少的现象。 
2．我国与西方公债挤出效应的差异： 
（1）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差异 
（2）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差异 
（3）计划性与市场性、强制性与资源性的差异。 
3．我国公债挤出效应的消极影响。 
（1）无法保证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2）我国公债挤出的基础是以否定市场及其机制对经济行为的调解为前提的，它使得社会资

金的流向不是经由资本市场，而是经由政府机构进行的，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 
（3）它否定了企业应有的独立自主地位。 

二、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 

1．公债对总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1）在增支公债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将增加社会总需求，如果商业银行购买

公债，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性作用，也有抑制性作用。 
（2）在减税公债的情况下，因减税能使民间消费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都增加，故公债融资会

刺激总需求。 
（3）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总需求既有扩张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2．我国公债融资与总需求的实证分析。 
（1）公债的资产效应在我国是存在的。 
第一，公债持有者在心理上把公债当成资产来持有，公债幻觉存在。 
第二，我国的公债负担率相当低，公债融资对社会需求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第三，短期公债的总需求效应比较大，但长期公债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总需

求。 
（2）我国公债的认购主体主要是居民个人，不征税的公债利息所得直接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

收入。 
（3）政府购买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而购买支出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公债。 
（4）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属于减税公债。 
2．改进我国现行公债管理的若干建议。 
（1）公债期限的选择应趋于多元化。 
（2）调整公债利率水平与结构，以期在降低公债负担的同时，促进公债杠杆的作用。 
（3）加大公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借以调节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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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总需求与产出水平、价格水平。 
2．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公债对产出的影响。 
（1）投资需求固定时，变动财政变量对产出的影响。 
（2）投资变动时，变动财政变量对产出的影响。 
3．公债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搭配适当，才会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 

四、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关于经济增长的几个模型。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3）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2．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谈起 
3．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公债政策效果。 
（2）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第一，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第二，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第三，公债融资对 优增长率的影响。 
（3）公债融资的流动效应 
第一，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第二，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第三，公债融资对 优增长率的影响。 
（4）我国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 
2．中西财政平衡计算口径的异同。 
3．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给及总需求平衡的关系。 
4．谈谈你对公债“挤出效应”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1．邓子基：《财政理论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2．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3．刘溶沧：《财政学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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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财政政策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财政政策的概念、目标、工具、类型以及财政政策乘数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思路。

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财政政策的乘数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模式。 
学时分配：2 

第一节  财政政策概述 

一、财政政策的定义与性质 

财政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已达到一定财政目标的经

济政策。具体而言： 
1．财政政策是国家有意识活动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2．国家可以利用财政政策达到自己的预定目标。 
3．都要通过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工具，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来贯彻。 
4．财政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 

二、财政政策目标与工具 

1．财政政策目标。 
（1）财政目标的定义：财政目标是国家或政府希望通过预定的政策的事实所能达到和实现的

目的。 
（2）财政目标的制约因素：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第二，国家的职能制约着财政政策目标的范围。 
第三，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财政政策目标的大小和实现程度。 
第四，财政政策的制定还受到不同时期的经济条件和形势的制约。 
（3）我国财政目标的内容： 
第一，维持社会总供求的平衡。 
第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第三，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财政政策工具 
（1）税收。（2）公债。（3）公共支出。（4）财政投资。（5）财政补贴。（6）预算。 

三、财政政策乘数 

1．私人投资固定时，财政政策的乘数模型： 
（1）不考虑税收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2）政府购买性支出固定时，征收总额税的乘数。 
（3）课征所得税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4）政府转移性支出的乘数。 
2．私人投资可变时，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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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衡预算乘数。 

四、财政政策的类型 

1．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政府依据宏观经济的波动状态，主动变动税收和支出已达到财政政

策目标的政策运作行为。 
2．自动作用的财政政策：在既定法律纲领规章制度下，财政按其要求被动进行收入和支出活

动所产生的政策效应。 

第二节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结合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1）财政与央行合理分工的理论依据导源于二者的差别性。 
（2）财政与央行密切合作的理论依据导源于两者的同一性。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一性的表现： 
（1）两者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 
（2）两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差别性的表现： 
（1）两者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 
（2）两者调节总需求和结构的功能不同。 
（3）两种政策调节的弹性不同。 
（4）两种政策的时滞长度不同。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模式 
（1）双松政策。 
（2）双紧政策。 
（3）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财政政策。 
（4）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 

二、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考察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基点。 
2．重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基础。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财政政策乘数效应。 
2．什么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作用的财政政策？ 
3．结合实际，谈谈你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模式的认识。 

拓展阅读书目 

1．樊丽明：《财政政策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2．邓子基：《财政理论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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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国际财政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在介绍了国际财政的概念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对国际财政中的重要

内容国际税收问题，特别是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间的避税与反避税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地介绍，

后结合税收竞争对我国税收政策的选择进行了分析。本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有关国际税收和税收

竞争的相关内容。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国际财政实践 

一、国际财政实践概述 

国际财政的两种观点： 
1．国际财政是从全世界获全球角度来看待财政的，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 
2．国际财政是国际经济中各国政府财政行为的相互交往关系。 

二、国际税收协定 

1．国际税收协定的定义。国际税收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协调、处理对跨国纳

税人征税方面的税收分配关系，清除或减轻国家双重征税而签订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 
2．国际税收协定的发展。 

三、关税同盟 

1．关税同盟的定义。关税同盟是指加入同盟的各国彼此之间取消关税，商品自由流通，对外

使用统一的关税。 
2．关税同盟的发展。 

四、财政一体化进程 

1．国际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2．税收一体化 
（1）各国税制趋同。 
（2）区域性国际税收协调迅猛发展。 

第二节  国际税收 

一、税收管辖权 

1．税收管理权。 
（1）国际税收的定义。国际税收是指两个获两个以上国家政府行使各自的征税权利，对跨国

纳税人进行课税所形成的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广义的国际税收是指各国相互间基于征税权力

对从事国际经济活动、具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关税以及商品税等所带

来的有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狭义的国际税收主要是指由于对跨国所得征收所得税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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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 
（2）税收管辖权的定义。税收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资助的管理税收的权利，是国家主权在税

收方面的体现。可分为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的税收管辖权。 
2．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应用。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主要有住所标准、居所标准和国籍标准。 
（2）法人居民身份的确定。主要由登记注册地标准、实际管理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总机构

所在地标准。 
3．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应用。 
（1）非居民营业性利润来源地的确认。 
（2）非居民投资和特许权转让所得来源地的确认。 
（3）非居民个人劳务所得来源地的确认。 

二、国际间双重征税的产生和消除 

1．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 
（1）国际双重征税的定义。国际双重征税是指两个获两个以上的国家各自依据自己的税收管

辖权就同一税种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在同一纳税期限内同时征税。 
（2）国际双重征税产生的原因。 
2．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基本方法。 
（1）免税法。是居住国政府对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并已向来源国政府交税的所得免于征税的

方法，有全额免税法和累进免税法。 
（2）扣除法。是居住国政府允许纳税人就境外所得向来源国缴纳的税款视为一般费用从国内

外应税所得中扣除的一种方法。 
（3）抵免法。居住国政府按照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国内外的全部所得计算应纳税额，但允许纳

税人从应纳税额中抵免以在收入来源国缴纳的全部或部分税款。又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方法。 

三、国际逃税、避税途径及防止措施 

1．国际逃税和避税的主要途径。 
（1）逃避税收管辖权。 
（2）转移和隐匿征税对象。 
（3）利用税法规定作出避税决策。 
2．国际逃避税的防止措施。 
（1）防止逃避税收管辖权。 
（2）运用正常交易价格原则，调整转让定价。 
（3）对利用低税国转移或隐匿征税对象的制约。 
（4）对改变经营形式避税的制约。 
（5）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四、国际税收协定 

1．协定适用的范围。 
（1）对人的适用。 
（2）税种的适用范围。 
2．协定基本用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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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征税的规定。 
4．国际双重征税免除的规定。 
5．特别规定。 
（1）税收无差别待遇。 
（2）相互协商程序。 
（3）情报交换。 

第三节  国际税收竞争与我国税收政策的选择 

一、国际税收竞争：合理与不合理判断 

每一个国家做出的税收政策选择可能是合理的，但个别的理性可能无法导致集体的理性。 

二、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认定 

1．对所得实行低有效税率和零税率。 
2．税收制度显得封闭保守。 
3．税收制度的运作缺乏透明度。 
4．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三、消除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办法 

惩罚过于优惠的涉外税收政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四、国际税收竞争与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选择 

1．国际税收竞争中我国涉外税收政策选择的原则。 
2．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选择：三阶段说 

复习与思考题 

1．你是如何理解国际财政的？ 
2．论述国际税收管辖权与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逃避税的关系。 
3．你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 

拓展阅读书目 

1．朱青：《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邓力平：《国际税收竞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3．[美]马丁·费尔德斯坦等：《税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译：《偷税和避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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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对于商学院的经济学本科专业和工商管理双学士属于必修课程，对于其它本

科专业学生属于选修课程。该课程以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提高分析能力，培养专业综合素质为基

本目的。 
由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存在差距，世界经济课程的内容结构设置也有所不同。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的各类专业特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经过长期在教学中的摸索和调整，在符合一般学

科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内容结构。为了便于我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世界经济概论，

特编写教学提纲。该课程以根据基本理论描述和预测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而见长。由于世界经济的

迅速发展，每学期的内容必然有所更新，不受此提纲所限。特此说明。 
该课程必修课设 54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试；选修课程设 36 学时，结业方式为期末考查。 
提纲编写者为世界经济概论的讲授教师，王一民、支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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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世界经济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掌握世界经济主体的构成和世界经济概论包

括的基本内容，熟悉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 

世界经济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中，世界经济学是指学科本身；概念中的“世界经济”，指的是当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阶段。 
国际经济关系主体的基本成分认定，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具有某种一致的经济利益；有基本

统一的经济政策；以独立的行为参加国际经济事务；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符合该条件的主

体包括：主权国家、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经济一体化组织、国际经济组织、较松散的经济阵营等。 
世界经济概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际商品关系、国际资本关系、国际货币关系和生产国际关系

等。它以政治经济学确定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为基础，以世界经济史的终点为起点，运用相邻经

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战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现象及趋势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

广义的世界经济还包括国别经济的研究。 

第二节  世界经济的形成过程 

一、无世界经济阶段 

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虽存在一些处于工业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工场，也存在一些

国家间的小额贸易，但基本上没有形成当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可以说这属于无世界经

济时期。 

二、世界经济萌芽阶段 

以蒸汽动力和机器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发展的一次飞

跃，它对世界经济的意义在于扩大了分工，使其突破了国家的界限；扩大了流通，开拓了世界市场。 
旧殖民体系的建立，使生产和消费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变成世界性的了。这是世界经济萌芽

的阶段。 

三、世界经济形成阶段 

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除了使生产和流通在

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扩大和深入之外，对世界经济有重大意义的是推动了资本越来越大

规模地输出，并使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超过了商品输出。 
如果说商品输出使各国以商品交换为媒介联系在一起的话，资本输出就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

上将世界各国全方位地联系在一起了。使各国的生产都成为世界性协作化、专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

将全世界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极。这是世界经济完全形成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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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经济遭到破坏 

两次大战期间，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每年 GNP 递增不足 1%（低于 3%视为不增长）。 

五、世界经济发展阶段 

战后新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史上的一次全面的突破，它不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开

创新的工业部门和科学领域，从而改变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同时将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这次生

产力的大变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人们的预料，这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发展

时期。 

第三节  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战后国际局势总体而言是和平的。虽然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但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并没

有产生全面的军事对抗；虽然核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头上，但世界大战并未爆发。正是有了

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才得以高速发展。 

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史称“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

它促进了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第三，它促进了生产性固定资本的投资。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

增长百分之八十是靠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取得的。 

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战后 初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而国际贸易额每年增长百分之七。

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均加入了 WTO，世界市场的扩大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趋势。 
同时，国际社会为协调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建立了各种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和跨国公司一起，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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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教学目地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影响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两大要素及其相关理论

和基本构成。正确理解影响国际分工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认识世界市场在统一

性和扩张性基础上的发展趋势，理解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国际分工 

一、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 

国际分工是各国生产者之间通过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相互的劳动联系，是国民经济内部

的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广泛发展的结果。 
国际分工的深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反映到世界市场上就是交换品种、

范围和规模的增加和扩大。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关系得到建立和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其一为进步性；其二为掠夺性和不平等性。 

二、影响国际分工的主要因素 

（一）自然条件 
自然禀赋决定的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等。西方经济学曾强调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决

定性作用，也曾成为建立旧殖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经济条件 
包括各国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三）二者

关系 
自然条件的禀赋为国际分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于社会经济

条件。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国际分工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自然条件引起的。 
1．现实的或潜在的生产力是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条件。 
2．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对自然界利用程度的认识。 
3．人类可以运用科技成果改造自然。 
其中，国际贸易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有： 
第一，国际贸易会改变一国的国内经济结构。 
第二，国际贸易不断改变着国际分工的格局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 
第三，国际竞争推动着国际分工格局更大规模地发生变化。 

三、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国际分工与国际生产力——国际分工 基本的经济利益 
2．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前者影响后者。 
3．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4．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5．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利益。 
6．对自然要素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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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各国人力资源利用的影响。 

四、国际分工的形式 

（一）垂直型国际分工。表现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的分工。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  悬殊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为垂直分工的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 
（二）水平型国际分工。指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生产。不仅包括不同

产业之间的分工，还包括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分工。 
（三）混合型国际分工。指一国在参加国际分工中，既有垂直型分工，又有水平型分工。 
以上三种国际分工形式概括了国际分工的一般发展进程。 

五、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 

（一）由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决定国际分工格局的规律 
国际分工的初期阶段，是西欧的老殖民主义者运用其先进武器在亚非拉的掠夺阶段。 
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是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业生产与世界的原料生产的分工阶段。 
国际分工的 终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同时使第二阶段的分工格局深化阶段。 
可见，形成一定的国际分工首先是先进国家的要求，更多地符合先进国家的利益。先进国家的

生产力发展更大动因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规律 
国际分工是人类劳动分工范围扩大的 高、 后的阶段，而分工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

一过程的基本趋势是深化趋势，即从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分工，发展到不同工业产品之间的分工，

直至一个产品的加工程序和零部件的加工。 
（三）国际分工不完全分工规律 
虽然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但是国际分工不可能是完全的，原因在于： 
1．地理的原因决定了运输成本的存在所造成的分工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 
2．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决定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3．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了一国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进行彻底的国家分工。 
4．国家规模上的差别使得自然资源类型比较全面、经济结构较为完整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的

重要性相对小一些。 
5．各国民族利益的综合的、长期的权衡。 
总之，分工是历史的进步，但分工的不完全规律也是历史的要求。 
（四）国际分工格局变动规律 
任何一种格局的国际分工都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特点：后进国家的跳跃前进；技术先进国的优势转移；先进国家的老产业向次先进国家的转移；

社会革命引起的变化。 

第二节  世界市场 

一、世界市场的概念 

世界市场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是指世界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场所和领域。

随着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日益发展成统一的、囊括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无所

不包的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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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市场的内容 

世界市场的主要内容是日益连接在一起的国际流通领域。国际流通领域主要包括两大体系，一

个是商品流通体系，另一个是资本流通体系。 
（一）商品流通体系 
商品流通体系也就是商品市场，用以流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以知识产权、劳务等为内容的

有形或无形商品。商品市场又分为有组织形式的市场和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前者以交易所为代

表，后者以拍卖市场为代表。 
1．交易所 
交易所是因传统工业的发展所长期形成的，流通较标准、较单纯的大路货的场所。长期以来初

级产品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 
交易所是价格的发出地和集中地，价格一旦形成，全世界基本统一。 
世界商品交易所的集中点基本形成于历史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或某种商品的产地国。现在都

以专业化的特点存在。 
2．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主要以定期、不定期拍卖的形式，流通形状、规格和品种不标准的现货。拍卖市场的

价格以交易双方商议决定。 
（二）资本流通体系 
资本流通体系由四个市场构成。 
一是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市场。包括：银行和商业信贷票据的贴现； 银行对工商业和交易

所经纪人的放款。 
二是资本市场，即长期信贷市场，一般以债券和股票形式在交易所流通。 
三是外汇市场。 
四是黄金市场。 

三、世界市场的价格确定 

从理论上讲，国际市场价格是商品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是依国际市

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国际价值发生的。但当今世界市场影响国际价格波动的因素非常多，综述

如下： 
1．垄断。资本主义刚进入垄断阶段时就是通过垄断组织间制定销售协定，达到对国际市场某

种产品价格的控制。发展到现在，跨国公司这种垄断形式已经控制了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商品的价格。

特别是许多新兴工业产品。这样就使国际市场价格按照垄断集团的需要大大背离了国际价值，并通

过这种垄断价格，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地位中总是处于优势，牟取垄断高额利润。 
2．经济周期。经济危机时，产品过剩，投资减少，失业出现，购买力下降，商品的国际市场

价格也是下降的；当世界市场进入经济恢复期时，需求增加，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会上升。但是，

战后各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加强，价格的变化又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 
3．政府干预政策。战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强。如采取赤字预算、通货膨胀政策、减免税

收、进出口管制、外汇政策、出口补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都可以使国际市场价格产生变化。 
4．供求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的情况一般发生在以不可再生自然资

源为基础的生产领域中，如石油及其它石油产品价格的变化等。当然这里也有人为的因素。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892 

四、世界市场的特征 

（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 
统一性集中表现为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在世界市场内部的可流动性，以及价

格、利润和利息的统一性。 
世界市场的一致性是相对的。 
（二）世界市场的扩张性 
目前的世界市场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是同时发生和互相促进的，

世界市场的扩张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引起的对市场的要求。 
决定世界市场扩大与发展的因素包括： 
1．交通运输的迅速革新和发展不仅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把世界市场开拓到越来越远的

地域； 
2． 资本输出不仅使世界市场包罗万象，而且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成为

了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支柱； 
3．科技进步使世界市场的内容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扩大； 
4．各国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扩大； 
5．人口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消费资料和精神消费资料的需求，是世界市场扩大的巨大

动力。 
一定程度的分工势必引起相应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基本上和国际分工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五、当代世界市场的发展 

1．世界市场参与过类型趋于多样化。 
2．世界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急剧扩大。 
3．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多样化。 
4．世界市场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5．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更趋激烈。 

参考题目 

1．目前世界经济中表现出来的国际分工种类有哪些？ 
2．世界市场的两大流通系统分别是什么？ 
3．世界经济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参考书目 

1．庄起善主编《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出版。 
2．宗则行、樊亢著《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3．钱俊瑞著《世界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4．仇启华著《世界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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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后新科技革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要了解战后新科技革命和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在主要标志和意义上的显著区

别，认识战后新科技革命不仅创建了一系列新兴工业，而且改造了传统工业，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

统工业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使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机会。 

第一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标志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 终为世界经济的

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的美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由于生

产力的巨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分工和交换，更重要的在于导致了资本输出形式与规模的扩大，使金

融资本成为了全球工业扩张前的主要工具， 终促进了统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 
两次工业革命主要解决机器动力的不足，满足商品生产量的需求，被称为延长了人们的四肢。 
战后新科技革命首先发生在当时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参与了这

一过程，后来其成果扩展到当时的西欧和日本。 
战后新科技革命不是以某个领域的创新为标志，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生物工程的

重要成就、现代通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新能源的发现、新材料的人工合成、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外

层空间的利用等为标志。它以全方位的技术变革淘汰和改造传统工业，建立新兴工业群，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变革，被认为第一次延伸了人

们的智慧。 

第二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动因 

一、社会生产的客观需求 

改变生产过程中的落后环节、解决生产过程中技术上不断出现的新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

动力，同时生产过程反过来又为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场所，前人的经验在生产中的运用

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由于自身的严密体系性和知识的相互关联性特点，使其具有加速度深入和蔓延发展的

趋势，如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引发了管理领域和通讯领域的巨大变革。 

三、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完善 

国际垄断资本对高额垄断利润的追求、对日益短缺的要素资源的有效控制和面对不断升级变化

的竞争压力，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必然利用国家机器通过财政、

外交、金融、外贸，甚至军事等手段，为科技前沿地位的争夺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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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国公司的发展 

拥有巨额资本和丰富资源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快速扩大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物质条件和企业制度条件。这往往是一个国家单靠财政分配所负担不起的。 

五、战后军备竞赛的升级 

战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升级，军费开支不断增加，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世界大军火商的出现

等，都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出现。 

第三节 战后新兴工业群的形成 

一、电子计算机 

在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前，一切技术手段的改进无非是人的四肢的延长。换言之，是以减轻人的

体力消耗为目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第一次延伸了人的大脑，开始以减轻人的脑力消耗为目的。在

未来技术革命中起带头作用的将是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巨型机和微型机技术。被称为“信息时代”的

今天，“信息就是资本”。计算机的应用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细胞工程、生物反应和发酵技术等。生物工程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分子

生物学产生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分子生物学标志着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深入到生物大分子的水

平上。生物工程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不仅能够从微观上认识生物的生命活动，而且能够支配和

改造生物的生命活动，并把它付诸于社会应用。 

三、现代通讯技术 

信息的发展不仅要求传递数字和文字信号，且要求传递图象、音频和视频信号。现代通讯手段

使信息量和内容形式均发生了变革。 
其一，光导纤维通讯。由于光波的性质特点，故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受电磁干扰，信号还原真

实性强，负载量大，节约大量金属材料，容易施工，原料来源广阔，不易腐蚀等。改造了传统通讯

领域。 
其二，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使信号存储媒介产生了由磁技术到光碟、硬盘技术的变革，成

本低，存储量大，信号不易丢失，易于保存。 
光导纤维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使网络技术成为跨越通讯、报业、广播、电视等传统行业的全

新媒体传播领域。便捷、宽泛、多向、个性化的特点使网络技术迅速得到普及。 

四、合成材料 

18 世纪炼铁，19 世纪炼钢，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人工合成材料。人工合成材料的特点：廉价、

成本低、耐高温、耐腐蚀、高弹性、应用领域广泛、可再生等。它们将带来各个领域中的大变革。 

五、再生性能源 

农业社会人们使用的是可再生性能源，即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工业社会人们使用的能源

是不可再生性能源——化石燃料，即煤、天然气、石油，这是靠亿万年来形成的地下贮藏补贴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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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能源。 
信息社会将完成能源使用中的一种螺旋状上升的循环，开发更高一级的再生性能源结构。产能、

供能方式由集中于某几种能源转变为分散到多元形式上。 

六、深海开发 

海洋工程是由于地球陆地资源短缺所形成的新技术领域。人们将改变传统的以捕捞和运输为主

的海洋利用观念，开始向海洋开发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潮汐发电、波浪发电、海水温差发电等，

海洋工程还向大洋深处开发各种矿藏、化学资源，为人类提供蛋白质食物。 

七、外层空间技术 

外层空间技术是伴随着战后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事争夺而形成的新技术领域。它囊括了卫星

通讯、航天材料、运载工具、燃料系统、生命保障、密封技术、控制导航等多学科、多领域、多体

系的综合高精尖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各类监测、预警、勘探、军事防御等领域。 

第四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特点 

一、科学技术日益加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技术本身就属于一种知识潜在的生产力，它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物化在生产工具、劳

动对象等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即：将科学成果应用在机器的发明、创造和改进上，应用于生产方

法的革新上，才能知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过去很长时间里，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技术上的变革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统一的。将科学成果运

用于实际生产中，或生产中的重大革新加以科学上的抽象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次科技革命与以往不同，由于现代生产技术本身就是前人及现代科学成果综合发展运用的结

晶，科学领域中单学科的发展已经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拓展。 
当代科学成果在提出新思想的同时，也能够指明实现这些新思想的途径。这是因为科学发展的

新课题，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提出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日益广泛地联系在一

起了，相邻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了。反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很

快掌握新技术，生产新产品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当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二、科学技术使整个机器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往工业革命的 高成就无非是完成“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革命。而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

代工业系统，实现了“用机器操纵机器” ，延伸了人在生产控制管理中的智能，使机器体系发生

了质的变化。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不仅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且减轻了人的脑力劳动，同时解决了在

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人们大量从事的是处理信息的工作，大大提高了机器生产效率的同时，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服侍机器到创新理念。 

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不是个别理论上、个别生产技术上的突破，而是几乎使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使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面貌为之一新，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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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生了一系列完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的新兴工业部门，即所谓“朝阳工业”

部门。并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工业部门。 
2．为制定相对正确的管理决策和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技术手段。 
3．现代科学技术以 先进的技术装备、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武装了农业，为农业生产过程实

现工厂化、电气化、自动化开辟了途径，使传统农业变为现代化农业。 
4．战后科技革命对军事技术的影响成为决定军事技术和整个军事活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

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五节  未来学理论 

一、历史的重新划分 

1．农业文明的建立 
从狩猎、畜牧到耕种，从群居、氏族到家庭，经过上千年，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到农业社会，

创建了以农业经济和农业文化为核心的农业文明。 
2．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 
从土地世袭到货币资本，从商人经济到机器工业，经过几百年的冲突，人类进入到了传统工业

时期，创建了以集中能源、生产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类在这

里只被简单的区分为生产和消费。 
3．工业文明和信息化文明的冲突 
“白领”超过“蓝领”，第三产业建立，经济周期缩短，无形资本开始对有形资本产生统治，

社会生活多元化等，经过几十年，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期——信息化文明。像前两次

文明的到来一样，人类要经历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但这次冲突主要表现为自身观念上的变

革。 

二、传统工业社会的潜在法则 

在对工业化社会（第二次浪潮）进行论述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迄今人类的

所有文明归结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即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第三次文明及现代正

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后工业文明。 
第二次浪潮把人类分成生产和消费两极，市场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整个社会被由机器工业生

产决定的潜在法则所左右。 
1．集权化 
高效率能源和强大动力的集中供应，和市场竞争对成本的衡量，使得生产必须服从金字塔式层

级集权的管理。 
2．集中化 
机械化流水线使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可以发生在更加集约的空间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管理

成本。 
3．专业化 
机械的单一化功能可以将商品生产过程无限细分成各种工序，使部件日益精细，产品品质日益

优良的同时，工具和生产者的技能也更具专业化。 
4．同步化 
前三个法则决定了机械工业生产是以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为基础的，它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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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和效率，也要求生产过程象军队一样令行禁止、整齐划一。 
5．标准化 
机械化的商品生产 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量的需求，制定生产及产品的标准并使其程度不断提

高，是迅速达到这一要求的便捷途径。但另一方面也使需求逐渐脱离了人的个性。 
6．好大狂 
资本、设备和员工的规模决定了传统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进而决定了市场竞争的实力，

传统工业组织形式在规模上毫无例外地追求扩张。 
在传统工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方面都渗透了这些潜在法则。 
但第三次浪潮使得这一切都受到冲击。 

三、信息化社会的观念 

1．社会关系网络化 
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受到冲击，等级森严的集权领导变为多元化领导，社会生产中的每个不同

角色共同结成网络中的点和结，在搏弈竞争中寻求达到更合理的均衡。 
2．传统观念的混淆 
传统工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观念全部混淆，向着反工业传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社会生

活更加符合社会生产的初衷——满足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生存与繁衍）。 
3．全球化经济 
全球网络一体化经营方式逐步确立，以地区意识和全球意识为基础的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建

立。 
4．资本泛化 
一切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的要素，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

本——无形资本——人力资本——要素贡献（资本）。 
5．权力重新确立 
权力的演变过程，暴力——金钱 + 暴力——知识。知识商品化导致知识资本化。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学者们提出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蹈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且相对工业化

国家来讲，它没有第二次浪潮的弊病，可以抓住时机直接赶上第三次浪潮。 

第六节  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改变了生产力的状态 
1．生产工具日益革新。 
2．生产对象不断拓展。 
3．生产者技能与素质迅速提高。 
4．促进了生产力结构的科学化，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技术、系统工程学为人和智能机器

相结合的“人——机系统”功能 优化的设计提供了科学原理和方法。 
二、促进了一系列新兴部门的兴起。 
三、扩大了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四、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五、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周期发生了一定的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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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战后爆发新科技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2．战后新科技革命在那些方面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 
3．战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阿尔温·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 
2．阿尔温·托夫勒著《财富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06 年出版。 
3．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世界经济概论 

 899

第三章  国际贸易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基本掌握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学习关税种类、主要非关税壁垒措施及多种

奖励出口措施等国际贸易措施的相关内容，认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区别和利弊。并通过了

解国际贸易组织基本贸易原则和贸易惯例发展趋势，认识我国的贸易竞争环境和贸易政策。 

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一、传统贸易理论 

（一） 绝对利益说 
是亚当·斯密以“地域分工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生产某种商品

的成本绝对低于他国时，应出口该商品；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绝对高于他国时，则应进口该商

品。参加国在贸易中是为获得绝对利益。 
绝对利益论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那些不具备任何绝对优势

的国家据此会被排除出国家贸易领域。 
（二）比较利益说 
大卫·李嘉图从理论上证明了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产品，只要一国与其他国家在

各种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通过专门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他自己生产相对成本

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相对利益。这就是国际贸易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能够存在的原因所

在。 
（三）保护贸易说 
汉密尔顿提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应适应其自身条件，在工业发展的幼稚期要采取关税壁垒方式

来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

阶段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在低水平发展阶段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入农工业阶段后应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以避免国外的冲击；进入农工商业 高发展阶段后可以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二、现代贸易理论 

（一）H-O 资源禀赋说 
H-O 资源禀赋说学说。 赫克歇尔和俄林从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出发发现，正是由于各国所拥

有的生产资源数量不同，同时也由于不同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投入比例不同，造成了各国生产

相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同。一国拥有量较为丰富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必然便宜，因而密集使用这

一丰裕要素的产品其相对价格也必然较低，反之则反是。俄林由此认为各国在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

产品生产中具有相对优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各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以交换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 
由此可见，H-O 资源禀赋学说进一步完善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

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但 H-O 学说仍是一种静态分析。 
（二）超保护贸易说 
凯恩斯主张加强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干预作用，并保持贸易顺差，反对逆差。同时他还提出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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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乘数理论。他认为，当一国外贸出现顺差时，贸易乘数的作用将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贸易乘数越

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越多，从而就业和经济危机问题就能解决得更好。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超

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维农认为，随着技术扩散，产品也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一般将产品

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长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衰退及完结阶段。

各国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进行比较利益的权衡，以改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此外，近年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部门内贸易理论开始出现。因此部门内贸易理论也称

为国家贸易发生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概念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也称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指国家间或地区间的商品交

换活动。 
另一说：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它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总和。 
前者强调只要是两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就可称为国际贸易。后者强调世界各国和地区对

外贸易的总和。从世界经济概论立足于宏观领域研究的角度看，后者概念更为贴切。 

二、国际贸易形式分类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其对外贸易。按照传统的外

贸形式，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方面构成。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就形成贸易顺差；

进口大于出口，则形成贸易逆差；进口和出口基本持平，则形成贸易平衡。这些内容通常都反映在

一国的外贸平衡表上。 
由于贸易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形成六种分类方法： 
1．从货物移动方向上分为出口贸易（Export Trade）、进口贸易(Inport Trade) 和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 
2．根据商品出入国境和出入关境分为总贸易(Gereral Trade) 和专门贸易(Special Trade) 。 
3．按商品形式分为有形商品贸易和无形商品贸易。 
4．根据货物运送方式分为陆路贸易、海路贸易、空运贸易、邮购贸易和网络贸易。 
5．依据是否有第三国参加分为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 
6．根据清偿工具的不同分为自由结汇贸易和易货贸易。 
战后贸易形式突破了传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诸如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租赁贸易等多

种形式。 

第三节  国际贸易基本政策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主张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旨

在通过无障碍的贸易形式，在掠夺原料、占领市场、牟取巨额利润方面占优势。但一般工业发展比

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防御和抵制发达国家贸易侵入，往往主张和推行

保护贸易政策。尽管 1947 年日内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建立，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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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员国减让关税等各方面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但由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极不平衡，许多

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自由贸易政策 

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进出口，

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 

二、保护贸易政策 

国际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

商品给予优待和津贴以鼓励出口。 
贸易政策通常由贸易措施来体现，如关税、非关税壁垒措施、政府补贴等。 
历史上工业化国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旨在建立无障碍的贸易环境，获取国外廉价原料和市场

份额；非工业化国家反而奉行保护贸易政策，旨在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阻碍外国工业品

进入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市场。 
当代世界经济情形表现得与历史相反，发达国家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保护本国的工业优势

和可能被贸易冲击的国内就业市场；发展中国家极力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力求以原料和劳动力优势

占有市场份额，同时将廉价优势与引进外资相结合，迅速发展本民族工业。 
随着国际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以巩固本国先进工业优势，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加紧贸易扩张为目的的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出现。 
WTO 是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 

第四节  国际贸易措施 

贸易政策是要靠贸易措施来实现的。或者说，各种贸易措施是不同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主要

贸易措施由关税、非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措施构成。 

一、关税 

关税是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商征收的一种赋税。 
征收关税的目的有两个：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财政关税；以保护

本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保护关税。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财政关税在财政收入

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保护关税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手段。常见的关税类型有：进口

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遍优惠制等。 
征收方法一般有从量税、从价税、混合税、选择税等 4 种。 

二、非关税壁垒措施 

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的措施。直接非关税壁垒由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

证等组成，即直接对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品种加以限制。间接非关税壁垒是对进口商品制订严

格的条例、规定，间接限制商品进口。 
常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有：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政府采购政策、 低限价和

禁止进口、进口押金制度、海关估价制度以及复杂苛刻的货物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和商品包装

与标签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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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 

（一）鼓励出口措施 
1．出口信贷 
一个国家银行对本国出口厂商、外国进口厂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的用于进出口商品的贷款。有

两种方式即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 
2．出口补贴 
国家政府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出口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

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现金补贴是直接的补贴。财政上的优惠措施可以是减免税。 
3．商品倾销 
国家在控制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甚至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

场抛售商品，打击竞争对手以占领国外市场。暂时的亏损可以用国家补贴、垄断加工个等方法弥补

过来。 
4．外汇倾销 
国家利用本国货币对外贬值的机会，争夺国外市场的一种特殊手段。当一国货币贬值后，出口

商品用外币表示的价格降低，竞争力提高，有利于扩大出口。但本国货币贬值也必然会带来国内市

场价格上涨。当价格上涨超过贬值程度时，外汇倾销的优势就消失了，故外汇倾销的措施必须抓住

贬值和国内价格上涨的间隙。 
（二）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单方面出口管制和多边出口管制。 

第五节  促进贸易发展的经济特区政策 

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范围，在其中建筑或扩建港口、仓库、厂房

等设施，并实行免税等优惠待遇，吸引外商从事贸易与出口加工等业务活动，鼓励转贸易和出口加

工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通行的经济特区有以下几种。 

一、自由港(Free port)、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在关境以外划出一定的地区，在此地区中对进出口商品全部或大部分免征关税，切准许在此地

区内的商品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实现本地区

的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保税区 

也称保税仓库。由海关设置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的特定地区和仓库。外国商品存入区内，可暂不

缴纳进口税，如再出口，不缴纳出口税。运入区内的商品可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加工

和制造等。 

三、出口加工区 

在港口、机场或临近港口、机场的地区划出一定范围，新建或扩建码头、车站、道路、机场、

厂房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鼓励外商在区内投资，加工以出口为主的商品加

工区。 
和自由港的区别在于出口加工区以工业为目的，自由港以商业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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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边境区 

一般设在边境的省或地区，对于在区内使用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消费品可以减免税进口，如

再转运到国内其它地区则照章纳税。 

第六节  贸易条约和协定 

贸易条约和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确定彼此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所缔结的书面

协定。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 

（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建议下，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 1946 年 10 月、11 月在伦敦召开世界贸易

与就业会议，讨论开展多边贸易谈判以求达到多边关税减让，并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ITO)监督减让。1947 年 4 月——10 月在哈瓦那召开第二次会议，在草拟世

界贸易组织宪章的同时，达成了 123 条关税减让的多边协定，为促成其尽快实施，作为宪章通过以

前的临时贸易措施先于签署，待宪章通过后，再与宪章汇为一体，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23 个签署国之中，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成为其一。1947 年 11 月 21 日哈瓦那再次会议，56 个与

会国家中 53 个就《哈瓦那宪章》签字。但美英等国，在履行国内批准手续时，以宪章有关条款与

国内法律冲突为由，没有获得批准。咎其原因，保护主义和表决方式（一国一票）对大国不利。

终，《哈瓦那宪章》没有实施，但 GATT 却于 1948 年 1 月 1 日——1994 年 12 月 31 日“临时”发

挥了 40 多年作用，直到 1995 年 1 月 1 日被 WTO 所取代。 
IMF、IBRD 与 GATT 被称为支持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对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

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GATT 所遵循的主要贸易原则： 
1．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原则。 
2．互惠原则。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应是非互惠的。 
3．非歧视原则。 

惠国待遇原则。缔约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任何贸易优惠与特权必须同时适用于第三方。 
国民待遇原则。进口商品享受同本国商品同样的国内待遇。 
4．关税为保护的唯一手段。 
5．贸易壁垒递减原则。 
6．公平贸易原则。针对倾销行为。 
7．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针对配额制。 
8．贸易法规统一透明。 
9．收支平衡、紧急保障、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安全、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属例外

条款。 
GATT 的多边贸易谈判称为“回合”。在 GATT 存在其间共进行过八个回合的谈判，先后就关

税减让、反倾销措施、非关税措施、框架关税、贸易规则、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纺织

服装、农产品以及建立 WTO 等众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谈判。 
（二）世界贸易组织（WTO） 
根据乌拉圭回合的决议，1995 年 1 月 1 日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GATT 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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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构成： 
1．货物贸易由 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下属十几个贸易协议组成。 
2．服务贸易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属金融、自然人、电信等贸易附件组成。 
3．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4．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 
5．争端解决机制（机构及程序）。 
WTO 所推行的基本原则同 GATT 大致相同，但 WTO 并不是 GATT 简单的替代，而是范围更

广泛、内容更深入、调节更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机制。 
WTO 目前有成员国 144 个国家和地区。 

二、中国“入世”谈判之路 

1．复关 1984 年—1994 年。 
2．入世 1995 年—2001 年。 
1995 年 5 月 5 日入世谈判“试水”，日内瓦会议吴仪重申中国入世的立场和原则，即不能超

出乌拉圭回合的协议基础。 
经过约 30 多次双边谈判，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大臣卡

迈勒启动中国入世程序，全体通过。 

三、自我改革与应对纠纷（世界经济新规则挑战传统秩序） 

（一）绿色 GDP 的倡导将重新审视成本概念。 
绿色 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

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 终成果，即将经济活

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 GDP 中予以扣除。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 GDP 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开展绿色 GDP 核算的研究。2004 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

正式联合开展了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 GDP 研究工作。 
绿色 GDP 核算中主要涉及的基本概念： 
1．绿色 GDP 总值（GeGDP）：绿色 GDP 等于 GDP 扣减具有中间消耗性质的自然资源耗减

成本。 
2．绿色 GDP 净值（EDP）：绿色 GDP 净值等于绿色 GDP 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和具有固定资

产折旧性质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成本。 
3．资源成本： 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 
4．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

能质量下降的代价。 
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 
（二）绿色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

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制订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

程序，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以及课征环境进口税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环境因素逐步成

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它作为一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必将以其隐蔽性强、

技术要求高、灵活多边多变等特点，被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 
绿色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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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关税制度。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对那些污染环境和对本国生态产生消极影响的进

口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目的在于通过提高进口产品的成本，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减少进口数量。 
2．绿色技术标准。这是绿色壁垒 主要和 典型的方式，也是发达国家经常采取的措施。他

们利用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制定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限制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 
3．绿色环境标志。指由政府或政府资助的认证机构依据环境保护标准或其他有关规定向资源

申请者颁发的，用以表明申请者之产品或服务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一些特殊标识。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进口国为确保人类健康和动植物免遭污染和破坏，对进口产品所含物

质进行卫生检查，限制或禁止超标产品进入市场。 
5．绿色包装制度。进口国要求进口产品所使用的包装既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又可节

约资源和能源。这种包装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到回收废弃整个过程均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易于回

收再生再用，或易于自然降解。 
6．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标准是为了预防在产品的生产中对环境造

成污染和破坏，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进行规定，使其符合一定的环境要求。 
（三）社会责任壁垒。 
SA8000 是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认证标准。它涉及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歧视、惩戒

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管理体系等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 的形势下，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

规则的影响，SA8000——第一个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正在逐步走近我国企业。 

参考题目 

1．世界上两种针锋相对的国际贸易政策是什么？ 
2．WTO 的基本贸易原则是什么？ 
3．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发展有什么新趋势？ 

参考书目 

1．黎孝先等主编《国际贸易与实务》，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年出版。 
2．《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年出版。 
3．谭地洲著《WTO 关贸冲击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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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金融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做必要的回顾，以求通过对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

系和牙买加体系建立、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阐明国际货币体系对稳定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章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一般性介绍，是要求学生对相关内容做

到框架式的了解和掌握，奠定进一步深入学习的基础。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引起国际支付、汇兑、信贷和结算等一系列活动，由此又产生了

国际间资金流动、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和建立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在世界范围

内，不论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两国之间；不论是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还是国家金融机构

的活动，在一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切资金流动总称为国际金融。 

第一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黄金本位制 

1816 年，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英国指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

行了金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对其货币规定有一定的含金量，各国货币以黄金量为基础彼

此进行兑换。因而，黄金具有了世界货币的职能。 
（一）金本位制度下，汇率是相对固定的，波动是有界限的 
故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波动的上限是黄金输出点，下限是黄金输入点。 
（二）金本位制充当国际货币制度必须具备的条件 
1．各国保证和黄金的自由兑换； 
2．各国货币发行额须受黄金储备的限制； 
3．各国允许黄金的自由输出输入。 
各国纸币发行及世界性经济危机使金本位制陷于崩溃。 
（三） 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和作用 
1．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用黄金来对他们的货币定制，币值比较稳定，给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

流动以准确的核算依据，这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信用的扩大，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各国货币都规定有含金量，它们之间的兑换率就由其货币的含金量比例来决定。 
3．国际金本位制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4．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四） 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缺陷 
1．国际金本位的自动调节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么完美，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2．在金本位制下，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要受黄金供应量的限制，而且世界黄金产量的波动直接

引起价格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并且金本位制不能保证货币供应量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相

应增加，从而有可能造成一国因通货不足而发生通货紧缩。 
3．在金本位制下，为了实现外部的经济平衡，要以放弃国内经济目标为代价。 
（五）金本位的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但美国在战后不久就恢复了黄金的自由兑换，实行金汇兑本

位制。然而，维持该制度十分艰难，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能也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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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 1931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终于瓦解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1937
年以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任何一种形式的金本位制。 

总之，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违背了金本位制要求的自

由竞争前提；二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黄金分配不均，削弱了部分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

三是货币黄金的供应量不能保持与世界经济生产同步增长。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 年 7 月二战结束前夕，44 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国家森林公园召开了联合

国货币金融会议，就金本位制以后汇率混乱、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问题进行讨论， 后由于美国经

济实力远远超出其它国家，会议通过了美国的方案，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统称为世界

银行。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因而，这个

会议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 
1．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给国际协商和合作提

供适当的场所，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2．规定了以美元作为 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其一，各国货币放弃黄

金比价，必须承认只有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1 盎司黄金 = 35 美元（也称黄金条款）；其二，各

国货币直接和美元挂钩，和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各国货币只能通过美元间接和黄金发生关系。 
3．IMF 规定了各国货币汇价的波动幅度，即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一般只能在平价上下各 1%

的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责任把他们的货币汇率维持在这一幅度以内，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

“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允许进行汇率调整。 
4． IMF 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协助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 
5．IMF 协定第八条规定会员国不能限制经常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要在

兑换性的基础上实行多边支付。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 
（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相互对立的局面，保

持了相当稳定的国际汇率，这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结构本身存在着国际清偿力短缺与信心的矛

盾，即“特里芬难题”。简单讲，日益增长的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要求美国增加其逆差，但逆差增

加又是美元持有者怀疑美元将对黄金贬值，从而引起信用危机。其次，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

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而美元是基准货币，即使美元汇率偏高或偏低也不便做出调整。另外，顺差国

也不愿其货币升值，逆差国不愿贬值。所以国际收支失衡难以依靠市场力量自发调节。再次，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汇率都与国内经济目标相矛盾。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地位基础之上的，美国为维持其自身利益进行大量的对外援

助和投资，而外援的后果却是美国经济和技术的逐渐丧失，从而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及美元地位

的衰落。60 年代以后，美元危机频繁爆发。 
1960 年 10 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 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 年 8 月 15 日，尼

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这样，不论是私人还是各国中央银行都不能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
黄金本位制就此失去其根基，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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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12 月达成了“史密斯协议”。协议没有恢复美元与黄金兑换，而是让美元对黄金贬值，

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并扩大了汇率的波动幅度。但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和美元储备资产

的不断外流，使美元再度贬值，各国货币均对美元浮动。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彻底

瓦解。 

三、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体系的建立 
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1972 年 7 月 2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有关问

题委员会”，由 9 个发展中国家和 11 个发达国家组成，简称“20 国委员会”，讨论有关储备货币、

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矛盾与分歧，两年之内只发表了一份《改

革大纲》。1974 年 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结束“20 国委员会”，成立专门研究国际货币制度

问题的临时委员会。 
临时委员会 1976 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签定了“牙买加协定”。在这个协定基础

上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 
（二）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 
1．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基本份额。 
2．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与货币分离，成为纯商品。 
3．浮动汇率合法化。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安排，即可以选择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一国货币对外国货币不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黄金平价，不再规定汇率波动

的上下限，其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外汇市场随着外汇的供求情况

自由波动。 
浮动汇率有 4 种类型： 
管理浮动：政府为了使市场汇率向对本国有利的方向浮动而对市场汇率进行各种干预。 
共同浮动：某些国家出于发展经济关系的需要，组成某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建立稳定的货币区，

对参加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制定出固定汇率和波动上下限，对经济联合以外的第三国货币则采取联

合浮动的办法。如经济一体化组织。 
钉住一种货币：由于历史的原因，将本国货币的汇率与某一种货币挂钩（即定出固定汇率），

然后随着该货币的汇率浮动而浮动。 
钉住“一篮子”货币：与几种主要国家的货币挂钩，与之保持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4．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使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

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成为二级储备，确立特别提款权本位。 
5．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用出售黄金的收入建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信托资

金”。 
（三）对牙买加体系的评价 
1．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 ,即信心和清偿力问题，能更

稳定地提供国际清偿力，使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不会影响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多元化的国

际储备体系下也有不公平，而且国际清偿力的增加并不能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 
2．牙买加体系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自由选择其汇率安排，并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时调

整。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联合浮动或单独浮动，发展中国家多数是盯住美元、法国法郎、

特别体乱圈或自选货币篮子。由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都经常干预外汇市场，因此可以把目前的汇

率安排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

剧烈，这就增加了汇率风险，又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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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牙买加体系中，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多种调节机制相互配合来进行调节，主要通过汇

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金融机构的调节和动用国际储备资产来进行。由于各种调节机制都有其局

限性，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又有限，所以自 1973 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非但没有改

善，反而日益严重。 
综上所述，牙买加体系只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实际发生的深刻变化部分的予以合法化，

并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它提供了 大限度的汇率安排的弹性，却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

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方法，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它们的义务。因此，

一些理论家认为，牙买加体系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体系”，而实际上它是靠浮动汇率制和多种储备

体系来运转的。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与改革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浮动汇率体系，牙买加

体系只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牙买加体系对维持现今的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秩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影响，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如汇率的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等。这就迫切需要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平等地参加国际货币改革的谈判，以便建立一种更为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 
以下是几种有重大影响的改革方案： 
（一）国际商品储备货币（简称 ICRC） 。1964 年，艾伯特·哈特，尼古拉斯·卡尔多尔和

扬·廷贝尔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创立 ICRC，以便解决初级商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国际储

备货币不稳定问题。 
（二）特里芬的《2000 年的国际货币制度》。这是伯特·特里芬教授于 1982 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主张在 2000 年建立集中的国际信用储备制。储备中心建立后就可以建立国际中心货币，并使

之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但他低估了建立中心货币的艰巨性，高估了各国中央银行放弃使用本

国印钞机主权的愿望，因此，这一方案带有很浓的空想色彩。 
（三）库珀的“单一通货制”。理查德·库珀在其著作《国际货币体系》中提出了该建议。其

要点包括：（1）建立一个货币发行银行；（2）货币的发行和储备信用的控制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

（3）发行银行通过行使 终贷款人的职责来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库珀方案的特点是建立一个超国

家的金融机构来控制单一通货的发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发达国家能

否放弃国内经济政策的主权来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货币合作。 
（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方案。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有：24 国蓝皮书计划、《阿鲁沙倡议》、波兰特计划、24 国

集团报告等。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办法是可行

的，但实施起来是需要艰苦努力的。 
（五）设立汇率目标区。 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魏福德·伊塞尔，其主要倡导者

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森。其基本内容是：选择一组可调整的基本参考汇率，制定一

个波动幅度并由各国政府加以维持，目标汇率应随经济状况而调整。目标区可以分为“软目标区”

和“硬目标区”。 
主张设立目标区的人们认为，目标区综合了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和浮动汇率制的灵活性，有助

于汇率的持续稳定，避免大规模的外汇投机行为，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的协调。但反对者也不少，主

要认为实行均衡利率很难确定；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能力有限运用货币政策来维持汇率会损害国内的

经济目标。尽管目标区的实施有不少困难，但它毕竟为稳定汇率提供了一种思路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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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集团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的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从目前国际货币的

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回到金本位制。各国纸币发行大大超过世界黄金储备；黄金产量远

不能满足国际贸易所需要的清偿能力；没有一种货币可以坚挺到足可以以此为中心恢复固定汇率

制。 
其次，国际外汇市场上汇价大起大落极不稳定。 
再次，地区性货币集团的扩大、合并，使建立相对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增加了。 
预计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在国际经济社会集团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美国、日本、欧洲三极

分立的局面，其发展趋势很可能形成三个 主要的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西太平洋货币区

（即日元区）。在各个货币区内，实行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同时，需要加强基金组织的监督作用，

使 IMF 成为一个凌驾于各个货币集团之上的全球性机构。因此。只要货币区内汇率相对稳定，而

货币区之间的汇率波动又得到有效控制，这样全球的汇率就处于一种可控状态下，由此必然促进世

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金融市场 

从广义上讲，国际金融市场是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领域和场所。 

一、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条件 

1．稳定的国内政局； 
2．实行自由外汇制度，无外汇管制或管制较宽松； 
3．金融制度与机构完备； 
4．现代化通讯设备； 
5．国际金融业务知识丰富全面的工作人员。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 

1．战前伦敦成为国际金融市场； 
2．战后纽约、伦敦、苏黎世成为三大国际金融市场； 
3．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日益具有国际性。 

三、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容 

（一）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就是外汇买卖的交易场所，参与者是各国的中央银行、经营外汇业务的各种机构、各

国外汇指定银行、进出口商、外汇买卖的客户、投机者等。主要业务是买卖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

以获取收益或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 
1．即期外汇买卖：也称现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在两个营业日内办理收付的外汇业务。

办理收付称为交割。买卖分电汇、信汇、票汇等。 
2．远期外汇买卖：即期汇买卖，指外汇买卖成交后，根据合同规定在预约期间办理交割的远

期外汇业务。 
3．套汇：利用不同的外汇市场、不同的货币种类、不同的交割期限在汇率上的差异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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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买卖，借以运用外汇资金，调拨外汇头寸，增加外汇收益，防止汇率风险， 
外汇头寸：经营外汇的机构，帐户上的外币余缺数额状况。头寸多，须抛出；头寸缺，须购进。

防止汇率变化造成损失，保持收支平衡。 
①地点套汇：利用两个不同地点外汇市场之间的某种货币汇率差异，同时在这两个外汇市场一

面买进一面卖出这种货币，以赚取汇率差额的一种套汇交易。 
②时间套汇：买进或卖出即期或近期外汇的同时，卖出或买进同等数额的远期外汇，以避免汇

率变动的风险。目的在于轧平外汇头寸，防止由于汇率变动而遭受损失，不为获利。这种业务行为

也称掉期。 
4．抵补保值或套期保值：卖出或购进价值等于一笔外国资产或负债的外汇，使这笔外国资产

或负债的价值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达到保值的目的。 
5．投机：投机者单纯期望从汇率变动中或利而进行的外汇买卖活动。投机者只需有少数保证

金即可，无须全额现付，但风险极大。 
①空头：预期下跌，卖出期汇，如期下跌，购现交割。先卖后买，空头即卖空。 
②多头：预期上涨，购进期汇，如期上涨，卖现交割。先买后卖，多头即买空。 
（二）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市场，货币市场根据不同的借债方式，一般分为银行短期信贷市场、短期

证券市场和贴现市场。 
1．银行短期信贷市场。对外国工商企业的短期信贷市场主要是解决临时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不

足的需要。 
2．短期证券市场。其基础是短期信用工具，各国信用工具大多有国库券、银行定期存单、银

行承兑汇票和商业票据等。 
3．贴现市场。贴现就是把未到期的信用票据打个折扣向贴现公司换取现金。它是短期资金市

场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贴现市场并无固定的交易所，是由贴现公司组成的。 
（三）、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市场。包括： 
1．银行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外国企业固定资本的更新、扩建和新建。 
2．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采用发行各种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的形式组织吸收国内外长期

资金，提供政府和工商企业所需要的财政和长期资金。 
（四）、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是世界各国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场所。世界上 4 大黄金交易市场是：伦敦、纽约、苏

黎世和香港。 
黄金市场的黄金主要来源于各国生产；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个人的抛售；各国发行

的金币等。 
黄金的主要用途为（官方）储备资产、工业用途和个人收藏。 

第三节  国际金融机构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

行集团）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被称为战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系世界经济秩序的 3 大

支柱。 
1944 年 7 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是建立战后国际金融机构的基础。根据这两个协议，1945 年 12 月 27 日，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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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属两个附属机构，即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

会，这 3 个机构统称为世界银行集团。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 

（一）IMF 基本情况 
创始会员国有 39 个国家，后经过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成为其会员国。 
会员国的基金份额称为“特别提款权”。按会员国认缴多少和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收支中

所占比重进行分配。 
会员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时可以用其换取外汇，但次年必须按份额补齐。 
（二）IMF 的基本业务 
业务活动分贷款业务和其它业务两方面。 
1．贷款业务： 
在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时，以卖给外汇的方式，为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贷款对象

为会员国政府；贷款额度受会员国缴纳份额限制；贷款方式是由会员国用本国货币申请购买外汇，

还款时用黄金或外汇购回本国货币。 
有 8 种贷款：普通贷款、出口波动补偿贷款、缓冲库存贷款、石油贷款、中期贷款、信托贷款、

补充贷款、扩大贷款等。 
2．其它业务： 
（1）设立常设机构。如：理事会年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日常会议，商讨国际货币问题，以促进

国际货币合作； 
（2）收集和交换货币金融情报； 
（3）出版专题刊物和论文集，公布研究成果； 
（4）参加国际会议，和其它国际组织保持联系。 
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为美国所控制，现在内部形成两大集团，1961 年发达国家成

立 10 国集团，1972 年发展中国家成立 24 国集团。 

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 

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IBRD），

现有成员国 144 个。 
世界银行成立初期，主要业务是面向欧洲提供贷款，帮助欧洲战后复兴，美国“马歇尔计划”

实施后，世界银行业务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部分发展资金。 
（一）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 
1．会员国认缴股金； 
2．在资本市场中发行中长期债权； 
3．出让债权。即将银行贷出款项的债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收回一部分资

金，以扩大银行资金的周转能力。 
（二）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 
1．有息贷款（硬贷款），贷款利率每半年浮动一次。 
2．会员国认缴股金。 
3．无息优惠贷款（软贷款）。 
世界银行规定贷款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世界银行的监督。 
世界银行的贷款用途一般为：交通运输、公用事业、能源开发、农林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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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题目 

1．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2．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和内容是什么？ 
3．简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参考书目 

1．陈彪如著《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 
2．周新民著《国际货币体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 
3．姜波克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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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投资关系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以

及相关经济理论，明确两种投资形式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及各国对策。充分认识和掌握跨国公司的组

织形式与经营策略。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全面认清国际竞争环

境。 

第一节  国际投资关系 

一、国际投资的概念 

国际投资一般是指某国的企业、个人或政府机构以资本增值或其他经济目的所进行的超出本国

疆界的投资。这种经济活动从国际角度看即为国际投资。从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角度看即为利用

外资或引进投资。 
广义的国际投资，泛指各种形态的资源的跨国界的流动，包括资本、物质、设备、智力、技术、

信息等形式。在实践上，国际投资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

年以上的投资；短期投资则一般是指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投资。从目的来看，国际投资是以获取

资本增值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流动，因此，商业性资本流动和赠与性资本转移等都不属于国际投资。 

二、国际投资方式 

目前的国际投资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1）国际直接投资；（2）国际间接投资；（3）
国际灵活投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

业和跨国公司；二是购买国外企业股权达到控制的比例；三是以利润进行再投资，即投资者把通过

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业的追加投资。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类型包括公

司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和国际信贷等。国际灵活投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贸易信贷、国际

租赁、信托投资、项目投资、项目贷款、技术转让、补偿贸易、对外加工装配与合作开发、国际工

程承包、劳务输出等等。 

第二节  资本国际化的进程与现状 

一、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投资是资本国际化的产物。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现象。

资本国际化进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

资本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国际化。 
第二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年。这一阶段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得到广泛而迅速的发

展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 
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突出特点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化，集中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按照不同的资本职能，资本国际化又可以分为商业资本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和产业资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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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 
商品资本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值，它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国

际贸易。当代的国际贸易不仅包括本国为主体与另一国相交换的双边贸易关系，而且还包括多边贸

易关系以及跨国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包括有形贸易，更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无形贸易。 
货币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资本运动与增值。国际借贷资本开

始是为满足商业资本国际化的支付职能的需要，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 
生产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国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生产的国际化。它是通过对外直接

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实现的。 
产业资本国际化是在商业资本国际化和货币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战后资本国际化的

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它标志着资本国际化进入了发达的阶段。 
战后随着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重要，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不可

小视的重要力量。 

二、产业资本国际化的原因 

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 
1．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巨额过剩资本的形成即资本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资

本向国外直接输出产业资本，投资建厂。 
2．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达到新的水准，为产业资本大规模国际化奠

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3．发达国家的经济条街对产业资本的国际化给予了有利的支持和保证。 
4．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为产业资本国际化提供了必需的资本来源。 
5．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主要发达国家利用直接投资推行新殖民主义，也推动了产业资本国际

化的进程。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向 

1．国际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际资本输出的增长很不平衡。除西欧各国的对外投资保持一般

增长外，日本异军突起，。 
2．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居重要地位。 
3．国际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80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多元化进一步深刻发展，并由此引起

国际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 
4．国际资本流向和投向改变，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得国际资金

来源变得广泛而且方便。 
5．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脱离商品劳务运动的趋势，国际投资市场呈现出全球一体化趋势。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国外创办企业或与当地资本合营企业，涉及生产要素诸如资本货

品、管理技术的直接卷入，投资者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拥有直接控制的权

力。它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在于投资者直接与企业的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相联系。 
国际直接投资是现代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投资的兴起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趋势

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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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一）在国外创办新企业，包括独资开办新工厂或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和东道国联合创办合资

式合营企业，主要包括独资企业、股份制合资企业和合同制合资企业。 
独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提供全部资金，创办或购买企业，独立经营并获得全部利润的国际直

接投资方式。 
股份制合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共同投资。但这种企业容易受市场状况、生产

技术发展、双方战略目标以及政治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合同制合资企业是指跨国投资者按照合同投入资本并获取一定利益，但不宜持有股份为主要目

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当地企业负责。其缺点是，由于双方合作关系难以长期化，短期行为的倾向比

较严重。 
（二）控制外国企业的股权，这里是指购买外国企业的股票并达到一定比例，从而拥有对该企

业控制的权利。在国际投资的股份购买行为上，直接投资与有价证券投资的区别直接集中在控制权

的问题上。 
（三）以利润进行再投资，是指投资者把通过直接投资所获得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

业的追加投资。随着国际投资的深入发展，海外利润再投资已越来越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基本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很多，除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外，经济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两大方面。 
（一）影响国际投资的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主要是指投资输入国的生产要素成本、市场规模和特性，外资政策以及汇率稳定与否。 
生产要素成本是指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和特性是决定能否吸引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大、消费

层次高，投资项目容易有较大吸引力。 
资本和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也会影响和制约国际投资行为。资本输出国的贸易政

策、税收政策和反垄断法影响资本的流出和投资者的投资战略。良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健全的

法律法规以及在税收、融资、外汇管理和关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国投资的有效手段。 
汇率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不如对国际直接投资重要，但汇率稳定仍是影响跨国公司

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的微观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项目的资本收益率和风险率以及投资者

本身的特点。东道国的行业利润率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收益率和奉献律师投资项

目可行性报告的必备内容，而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投资环境对国际投资风险起着决

定性影响。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输出的论断。 
马克思指出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

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资本输出则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输出理论。列宁认为，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的集

中和资本的积累，也加速了过剩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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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1．海默-金德尔伯格：垄断优势论。 
海默第一次论证了国际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金融资产投资，从理论上开创了以国

际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海默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仅是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包括非

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跨国公司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金德尔伯格强调市场结构

的不完全性和垄断优势。他们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拥有垄断优势。 
2．市场内部化理论。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发展并应用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他们认为是外部

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中间产品交易的低效率。跨国公司通过其有效的组织手段，变市场上的买卖关系

为企业内部的供需关系——使市场内部化，使中间产品在公司内部自由流动，提高了交易效率。正

是市场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3．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抽象出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位置优势和市场内部化

优势，从三者所构成的 OLI 模式出发，归纳出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外生产成本

比国内生产成本要低；二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比当地生产成本低。当跨国公司具备三大优势，又

符合这两个基本条件时就倾向于国际直接投资生产。 
4．小岛清：比较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系统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其主

要内容是：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以比较成本、比较利润率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到一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为核心。他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的发展保持其市场份额，而失去比较优

势的企业则应利用其标准化技术和雄厚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资。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并不是进行

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直接投资也应遵循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由于涉及到资本、专利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国际转移，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和作用。 
（一）国际直接投资加速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从外资引进过角度考虑，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东道国获得一种长期稳定的资

金来源，用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

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和资金积累，加速经济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如果投资项目是出口导向型的，

会引导国际收支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如果投资项目是进口替代型的，则可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

而外资企业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以减少外汇支付，则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也有消极影响。因为国际直接投资必然以东道国主权的部分丧失为代

价。跨国公司的活动使一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干扰。 
（四）从资本输出国的角度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它为国内过剩资本找到了

出路，带来了丰厚的海外投资利润。也能使投资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利用他国资源从而获得比

较利益。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影响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前面理论中所提到的直接投资可能

会由于优势输出，而阻碍母国的出口贸易发展，从而使母国的国际收支受到不利影响。又如国际直

接投资的过度发展会造成母国产业空心化，对母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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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一、跨国公司的概念 

目前国际上对跨国公司没有统一的概念。从 1974 年至今从联合国角度对跨国公司概念曾几次

做过修改。 
1980 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第 6 次会议决议重新确立跨国公司概念：“跨国公司的定义

应指这样一种企业：其一，包括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不管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领域

如何；其二，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进行经营，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的对策和共同战略；

其三，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它方式形成的联系，使其中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

影响，特别是同其它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基本意思是，首先不论分公司或子公司，

国有或私营，经营何种领域；其次，强调共同战略； 后，通过股权形式分享权利、义务和分担责

任。这个概念影响比较大。 
1993 年联合国再次确立跨国公司概念：“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实体组成的，在一个经营体系下

运营且通过股权与其它方式形成的企业，不考虑其规模。”对组织结构继续给予强调，但规模上特

意弱化。 
此外，欧美一些著名专家也有多个相关概念。如哈佛大学跨国公司概念：年产值为一亿美元，

至少在 6 个国家内投资经营的公司。 
从跨国公司概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从传统的垄断经营开始向多元化的竞争性经营发

展，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 

二、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 

（一）全球战略 
跨国公司进行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处在东道国的某一子公司的局部得失，经营过程中也不在乎

个别子公司的亏损，为了获得市场份额，有时甚至要以暂时的亏损作为手段，然后母公司通过其它

子公司或项目来平衡其全球利润，目的是为了整个公司的 大利益或长远利益，完成公司全球范围

内的战略目标。 
（二）海外投资的参与方式主要是股权安排和非股权安排。 
跨国公司母公司在其子公司中的股权拥有一般有 4 种情况： 
1．全部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95%以上，基本属于外商独资。 
2．多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94%之间。 
3．对等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50%。一般为占领潜在市场，或中小公司。 
4．少数拥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股权 49%以下。过时技术、产品的项目居多。 
非股权安排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子公司中不参与股份，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为东道国

提供各种服务，从中得到各种利益。这是跨国公司面对东道国的国有化政策和外资逐步退出政策而

采取的在发展中国家持续保持地位的一种措施。 
各种安排形式利弊不一，东道国必须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灵活运用。 
（三）转让价格（划拨价格）（Transfer Prices） 
这是跨国公司根据全球战略目标，在内部公司之间销售商品和劳务的一种内部价格。实施转让

价格的条件是该项价格已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如专项产品配套等，市场价格无法进行比较和竞争。 
目的在于：（1）通过调节成本来调节公司利润；（2）转移资金，逃避东道国外汇管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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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市场。（4）逃避税收。 
转让价格的实施对东道国往往造成极大损害，对中小东道国甚至可以造成瞬间的国际收支失

衡。故被国际惯例所禁止。 
（四）内部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实行国际化分工，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公司所不能比拟

的。包括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和混合分工。 
水平分工：公司内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阶段或同种产品的生产，其中

主要子公司的所在地则是其销售中心。 
垂直分工：国外子公司分别承担同一生产部门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任务。 
混合分工：公司之间分别经营不同的领域，没有生产环节的联系。主要加强资本规模和生产的

集中，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 
配置原则： 低的生产成本， 先进的技术， 高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五）本土化 
引入本土原料、技术、管理者，创建融入本土文化的公司经营理念，参与东道国的社区活动，

主动承担社会义务，是减少经营成本，减少冲突，加强东道国市场认同，长久占领东道国市场的有

效举措。 
（六）多样化经营 
多样化经营——集中经营——多样化经营的转变过程，表明了跨国公司经营观念的变化。当代

多样化经营是市场多元化发展的结果，跨国公司主动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从资本运作到经营方式，

再到市场份额占有，都决定了必须主动进行多样化经营。 
（七）开发和垄断技术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是为了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 
垄断技术、推迟市场进入，完全服从成本和利润的需要。 

第五节  国际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也包括国际长短期贷款。国

际间接投资是传统的国际投资形式，但在当代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一、国际间接投资的类型 

1．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信用工具之一。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 
2．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企业对外举债并承诺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所发行的借款凭证。 
3．政府债券。又称公债，是一国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困难，

支持资源开发和经济规划，以政府信用为保证在国际债券市场上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4．国际信贷。是指一国银行或企业向外国银行和工商企业提供贷款，是一种普遍简易的国际

间接投资方式。重要的国际贷款方式有： 
（1）国际银团贷款，即由若干家商业银行组成的贷款集团联合向一个贷款者提供相当数额资

金融通的贷款方式。 
（2）联合贷款，即由商业银行以及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贷款方式。

联合贷款在形式上类似于银团贷款，在性质上是官方外援信贷与商业银行贷款的组合。 
（3）项目贷款，是贷款人为某一特定项目提供的贷款。它的资金来源除了国际金融市场外，

主要有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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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因素 

1．利率。利率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规模和流向的主要因素。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于追

逐较高的资本利息收入。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往往是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 
2．汇率。汇率是影响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引起资本的流动。

一国政府为使资本流动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方向变化，往往采取政策限制或鼓励资金流入。 
汇率的稳定性也会引起国际间接投资流向的变化。一国汇率稳定交易吸引资金流入该国。 
3．风险。风险是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种证券或者贷款的风险是不同的。在

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者更愿意持有风险较小的金融资产。 

三、国际间接投资对投资的影响 

（一）国际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 
1．国际间接投资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2．国际间接投资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这为各国资金在国际间正常移动提供了便利

条件。 
3．国际间接投资一定条件下能促进资金在国际间的合理配置。资本不断以间接投资方式从相

对过剩的地区流向相对不足的地区， 终将使资金的国际配置趋于合理。 
（二）国际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外汇投机。在升贬值情景确定的情况下，外汇投机会随着国际间接投

资的增加而更为迅速地进行。 
2．国际间接投资加剧了国际信贷市场的波动。这同各国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相违背，不利于世

界经济的稳定。 
3．国际间接投资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效力。 

参考题目 

1．国际投资有哪三类主要方式？ 
2．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有哪些？ 
3．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催援民著《现代国际投资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年出版。 
2．李金轩主编《跨国公司》，北京华岭出版社，1993 年出版。 
3．刘跃生著《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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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建立完整的概念，同时对新格局的形成趋势有充分的科

学估计。通过对欧洲、北美和东盟一体化经济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和一体化措施的分析和了解，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和将来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不断提升经济地位的作用方式和难以推脱的历史责

任。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含义及综述 

对经济全球化至今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认识。目前，对经济全球化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有：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

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 
T·索维 1985 年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

资领域中的扩散。 
1997 年 IMF 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

及技术的迅速选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以上定义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它混淆了生产、投资、金融三者关系。第二，到底达到什么

程度才能叫做大规模活动，定义中并无明确界定。第三，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或重组，本身就是生

产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第四，整个定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描述，缺少理论抽象。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雷·D·萨克斯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四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促进

经济更快增长；第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第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四，对各国和国际政

治的影响。这个论断，显然也没有给出经济全球化明确的定义。 
教材定义：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过程，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三个阶段，以及与此相应的世界经济运行机

制的建立与规范化过程。 
经济全球化也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各国和地区的经济都融合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对外经济交

往中的对外贸易比重大大提高，生产领域中跨国公司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市场上外国货币

大量流通，资本跨国间流动加速，各国金融市场由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发达的交易网络系统联接成一

个整体。 
就总体和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基本成因 

（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

求。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又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为惯犯的发展空间。社会

生产力这种不断放大的正反馈效应，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获得持久动力的根本原因。 
（二）微观经济行为主体追逐利润的动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各国政府通

过签订各种协议，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正是对市场不完全所做出的反应，目

的是为了降低经济主体跨国界经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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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原因。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的经济自由化道路的选择，引起世界经济体制趋同与经济

全球化的持续升级、扩散。 
2．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高度流动引起了市区潜力的金融创新活动。 
3．跨国公司早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的双向套利活动，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微观经济基础。 
4．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技术革命，进一步缩短了全球的实践与空间距离障碍。 

三、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包括这样的趋势：经济行为主体跨国

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障碍越来越少，收益越来越高。一般来说，

经济全球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升入的动力。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在整个过

程中处于领先地位。 
（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微观主体。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一直是

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载体。 
（三）经济行为跨国界活动成本降低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不断升入与拓展的重要保证。科学技术

的发展客观上降低了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成本，人们积极降低经济全球化主观成本的努力，则从另一

方面保证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深入。 

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它们构成了由低级到

高级的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层层推进的关系。 
（一）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起点。贸易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已经使全

球商品市场形成一个整体。随着贸易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完成，生产全球化正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

要特征。 
（二）生产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分支机构在数量和地域覆盖上极大的

拓展，并借助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间多种形式的联系，实行组织和管理体制尚无国界规划，逐

步建立以价值增殖为基础的跨国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微观基础。 
（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

必然趋势。正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金融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从金融本身的发

展规律来看，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是西方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融资证券

化以及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等。 
金融全球化有如下特征： 
1．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2．资本大规模、高速度跨国流动。 
3．金融全球化使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变化。 
4．金融全球化加速了金融创新过程。 
5．以金融资产为特征的虚拟经济日益发展。 
6．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7．国际性金融机构兼并增多，跨国金融业务活跃。 
8．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得到进一步发展。 
9．金融监管与协调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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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过程对整个世界经济，对介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

响。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实际贸易、就业和投资的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拉大。 
（四）国家经济主权逐步弱化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直接影响。 
（五）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实现真正一体化。 
（六）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投资因素，增加了国际经济行为的风险，各国

经济安全随时受到挑战，面临考验。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根据相互达成的协议建立共

同机构，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内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调节，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 
传统的一体化概念是指旧殖民体系中由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国组成的经济发展形式。虽

然也是在再生产领域内向结成一体的方向发展，但它只围绕宗主国的利益发展，是建立在对附属国

的掠夺和相互间的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主权不平等是其典型特征。 
很多资料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描述为：国际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地理区域比较接近的国家

之间，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目前世界上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大多数由地理区域接近的国家之间组成。这是由于各国之

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国家间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然而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必然和所存

在的某种共同利益相关，这种共同利益往往首先是由于成员国处于同一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如很多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是为了保护和有效利用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而组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作用已经从经济方面拓展到政治、军事等方面。

有些一体化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力量。如历史上存在的经

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

墨集团）、正在形成的亚洲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十加三）等。一些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会

申请加入与地理区域无关的一体化组织。 
国际经济一体化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出现多样化，故概念上和传统有所不同。 

第三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一体化组织有各种形式，反映的一体化层次也有所不同。较低的只涉及到关

税的减免，较高的涉及到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甚至谋求政治上的联合。 
但一体化较高形式不是较低形式的发展必然，较低形式也不一定就是较高形式的雏形。各类一

体化形式所涉及的成员国共同利益内容不同，所结成的相应的一体化组织形式就不同。据此可将一

体化组织进行如下分类： 

一、特惠关税区 

特惠关税区规定成员国相互之间只课征远远低于对第三国所课征的关税，某些种类的商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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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免税。这是一体化的初级形式。 

二、自由贸易区 

美国称为对外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一体化水平较低的组织形式，指在每个成员国之间废除关

税和数量限制，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但每个成员国人保持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即对第三国各自保

留关税率。这是由签定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所组成的贸易集团（Free  Ttrade Zone. or Free Trade 
Area）。 

三、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在一体化程度上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包括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内容外，还规定了

成员国对第三国的统一关税率（Customs Union）和外贸政策。这方面的调节已经带有超国家因素。 

四、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势必关税同盟高一层次的一体化贸易集团。在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商品、

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实行自由流动，成员国对外采取统一的对外关税率。 

五、经济同盟 

经济同盟除了要达到共同市场的全部要求之外，还包括建立共同储备，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兑

换比率，甚至建立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劳动力、资本使用等经济政策，进而要求成员国在政治上

联合。 
由于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一体化组织，实行过程有相当的障碍。 

六、完全经济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的完成形式。此时，区域内各国在经济、财政、金融等政策完全一体

化，成员国之间完全消除商品、资本、劳动力流通的人为障碍，成员国经济在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

完全联合一致。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容易符合成员国的利益，实践中成员国较多在这个层次上结成联盟。经

济同盟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由于各国的经济条件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加入一体化组织的目的也

不同，实践中建立起来矛盾重重、进展缓慢。欧盟的建立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第四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一、战后最早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非市场经济国家在 1949 年建立了战后第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由前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于前苏联解体前一年解体。 

二、战后建立最多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民族独立的风潮兴起，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继

建立起来。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中，以出口原料或单一产品为内容的组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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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后成为典范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 

欧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发展 快、影响 大的。欧盟建立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长期的

发展，很多经济指标超过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总和，如外汇储备、对外贸易量、钢铁汽车产量等；在

一体化组织发展上处于世界 高层次，建立了统一的“欧洲货币单位”，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自

由流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等。 
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发行将欧洲的一体化层次进一步提高，使欧洲在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更加

紧密联结的良好态势，成为一支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力量。 

四、将形成鼎足之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十加三”有望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鼎足之势。 
欧盟面临的问题是对内能否将欧洲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使内部市场成为欧洲各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保障，目前是谨慎解决好适时东扩的问题，即接受东欧较贫穷国家为成员国；对外和北美进

行贸易抗衡的同时，将合作争夺的目标确定为亚洲板快。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宣布成立。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

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

和多边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第一个由 富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贸易

集团。这将促进实现“所有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面临的问题是：对内如何解决南美债务，进而将南美吸收为成员国以加强一体

化内部市场和实力；对外如何做到在世界霸主地位逐渐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既与欧盟相抗衡，又能

加强对亚洲板快的争夺。 
东盟（ASEAN）是于 1967 年 8 月 8 日于曼谷成立，共 10 个成员国。为加强化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关系，东盟于 1992 年的峰会中，采纳了强化经济合作关系架构协议，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

障碍，于 2003 年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关税从 0 到 5％，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效

益，生产力和竞争力。 
亚洲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的必要性十分重要，但亚洲的一体化经济发展存在很多不定因素，但

小范围的一体化经济却存在很大的可能，如两岸三地、朝韩、各自为政的“十加一”等。 
“十加三”的促进将要克服很多障碍，其中比较主要的是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如果亚洲没

有适时地形成一体化经济区域，被两大集团肢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五节 欧盟的形成与一体化措施 

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原因 

1．由于历史的原因，聚集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2．由于地理原因，国家市场狭小，资源短缺，对外依赖性强。 
3．美国借助于马歇尔计划支持西欧结成一体化组织。 
4．地理相连，文化渊源相似，经济结构相近，有利于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各国经济利益不同，也不可能所有欧洲国家建立一个一体化组织，只能根据共同利益所在

和演变发展成不同程度的一体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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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一体化经济发展过程 

1．1944 年《关税同盟》的签订是欧洲联合的萌芽。 
2．1952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础。 
3．签订于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共同形成《罗马条约》，

据此于 1958 年 1 月 1 日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或

称“西欧共同市场”（West European Common Market）。 
《罗马条约》阐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消除分裂欧洲的各种障碍”，“加强各成

员国经济的联结，保证它们的协调发展”，“在欧洲各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的基础”。 
根据《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超越各主权国家的管理机构，即：部长理事会，执

行委员会，议会和法院。 
4．1967 欧洲共同体 
1967 年 7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上述 4 大

机构（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会、法院）合并，总称为“欧洲共同体”。但原 3 大共同体仍

保持独立地位。 
虽“欧洲共同体”是由 3 大共同体合并而成，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至

欧盟成立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共有 12 个正式成员国。 
5．欧盟 
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

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 年 2 月 7
日，各国外长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 19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欧洲联盟成立。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共同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依然存在。“马约”生效后，欧共体未就

其称谓的变更问题作出决定，但欧共体内部和国际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欧洲联盟”（简称“欧盟”）。 
根据“马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在欧洲联盟组织中占有中心地位。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是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 
目前，欧盟共有 25 个欧盟成员国。 

三、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 

1．关税同盟的建立 
《罗马条约》规定共同体应以关税同盟为基础。 
2．共同农业政策。其中包括 3 项主要内容：① 统一成员国农产品价格。这是共同体农业政策

的中心，其中包括 3 种价格：目标价格、干预价格、门槛价格。②农产品关税壁垒：对第三国农产

品实行差价税。③ 共同农业基金：农业指导与发展基金。 
3．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建立。建立欧洲货币单位。 
4．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通过洛美协定的签定，与不发达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5．欧元。1969 年欧共体海牙会议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1991 年 12 月 10 日，欧共体

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将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

《马约》规定， 迟在 1999 年 1 月 1 日，经欧洲理事会确认，如达到“趋同标准”的成员国超过

7 个，即可开始实施单一货币。1994 年 12 月 15 日，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将欧洲单一货币定名为欧

元，取代埃居。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启动，1 月 4 日，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正式登场。 
6．《欧盟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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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宪法条约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在罗马由欧盟成员国元首及政府首脑签署。不论是通过议

会表决的方式还是通过公民表决的途径，如果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该宪法条约的话，它就将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生效。法国于 2005 年 5 月 29 日公投否决。 

四、欧洲经济一体化措施的借鉴 

1．稳定区域金融秩序 
2．强化对农业市场的保护 

第六节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贸易的增长 
（一）由于在一体化组织内部免除关税和贸易限额，使成员国之间贸易条件较第三国有利，从

而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二）由于一体化组织内部之间消除了关税壁垒，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有利于第三

国资本在一体化组织内直接投资，跨越关税壁垒，分享产品免税流通的利益。这也是一体化集团贸

易增长的因素。 
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部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以及国际技术合作的发展，促进了投资

水平的提高。 
三、经济一体化影响集团内部成员国的部门结构，促进了新工业部门的发展。 
四、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原本是独立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各集团之

间、各经济板块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改变了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 

参考题目 

1．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关系。 
2．区域经济一体化有那些组织形式？ 
3．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十加三”之间的格局分析。 

参考书目 

1．伍贻康、周建平主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2．李德明、江时主编《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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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它作为国际商务专业的必修

课程，是沟通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对于学生掌握金融市场运行原理和规律，动手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市场学的教学对象是已掌握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高等数学等理论知识的

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学生。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1．金融市场的基本知识。 
2．基本金融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 
3．股票、债券、期货、期权、远期交易、货币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的定价； 
4．各主体的行为（包括投资、套期保值、套利、政策行为和监管行为等）； 
5．科学计算软件的使用方法，并能够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学习和实际工作奠

定扎实的基础。 
本大纲的特点和要求： 
力求全面地反映成熟、前沿的金融理论。 
第一注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 
第二注重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熟练使用科学计算软件解决有关问

题）。 
第三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本课程课时数：54 课时，学时分配见各章节。 
本大纲由田文昭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商务教研组有关教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

感谢。 
各章教学要求及教学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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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基础知识 

第一章  金融市场概述 

教学要求：掌握金融市场的概念、分类，了解金融市场主体的作用，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和发

展趋势。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金融市场概念，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市场类型及功能。 

第一节  金融市场 

一、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指以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机制的总和。 

金融资产是一切代表未来收益或资产合法要求权的法律凭证，也称金融工具或金融证券。金融

市场的三层含义。 

二、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区别 

1．在金融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借贷关系或者

委托代理关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暂时分离或有条件的让渡； 
2．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资金； 
3．市场交易的场所大部分情况下是无形的，通过电讯及计算机网络等进行交易的方式已越来

越普遍。 

三、金融市场的作用：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四、金融市场的功能 

1．聚敛功能：引导众多的分散资金汇集成为可以投入社会再生产资金集合的功能。 
2．配置功能：（1）资源配置；（2）财富的再分配；（3）风险的再分配。 
3．调节功能：指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4．反映功能：金融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类型 

一、按标的物划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1．货币市场的定义和功能： 
货币市场是指以期限在一年及一年以下的金融资产为交易标的物的短期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保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便随时转换成现实货币。 
2．资本市场的定义、与货币市场的区别： 
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金融资产交易的市场。通常资本市场主要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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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在期限、作用、风险程度方面的区别： 
（1）期限的区别； 
（2）作用的不同； 
（3）风险程度的不同。 
3．外汇市场的定义、功能 
外汇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外汇市场是指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包括同一市场各银行间的交易、中央银行与外汇银行

间以及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活动。 
广义的外汇市场是指各国中央银行、外汇银行、外汇经纪人及客户组成的外汇买卖、经营活动

的总和。 
主要功能： 
（1）通过外汇市场的外汇储备和货币兑换业务，使各国间债务关系的货币清偿和资本的国际

流动得以形成，实现购买力的国际转移； 
（2）外汇市场集中了各国政府、企业、公司等单位的闲置资金，并对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商

进行借贷融资，从而加速了国际资金周转，调剂了国际资金余缺； 
（3）外汇市场所拥有的发达的通讯设施及手段，将世界各地的外汇交易主体联成一个网络，

缩短了世界各地间的远程货币收付时间，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 
（4）进出口商利用市场中的远期外汇买卖业务，可有效地避免或减少因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4．黄金市场的定义： 
黄金市场是专门集中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中心或场所。黄金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区别。 

二、按中介特征划分：直接金融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 

1．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的定义： 
直接金融市场指的是资金需求者直接从资金所有者那里融通资金的市场。 
间接金融市场则是通过银行等信用中介机构作为媒介来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 
2．直接金融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介机构的差异。在直接金融

市场中的中介不是资金的中介，而是信息中介和服务中介。 

三、按金融资产的发行和流通特征划分：初级市场、二级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 

1．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定义、两者的相互关系： 
资金需求者将金融资产首次出售给公众时所形成的交易市场称为初级市场、发行市场或一级市

场。 
证券发行后，各种证券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买卖流通所形成的市场为二级市场。 
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相互关系为，初级市场是二级市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初级市场就没有

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是初级市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无论从流动性上，还是从价格的确定

上，初级市场都要受到二级市场的影响。 
2．第三、第四市场的定义： 
第三市场是原来在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移到场外进行交易所形成的市场。第四市场是投资者和证

券的出卖者直接交易形成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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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成交与定价的方式划分：公开市场与议价市场。 

1．公开市场的定义： 
公开市场指的是金融资产的交易价格通过众多的买主和卖主公开竞价而形成的市场。 
2．议价市场的定义： 
在议价市场上，金融资产的定价与成交是通过私下协商或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方式进行的。 

五、按有无固定场所划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 

1．有形市场的定义： 
有形市场为有固定交易场所的市场，一般指的是证券交易所等固定的交易场地。 
2．无形市场的定义： 
无形市场则是指在证券交易所外进行金融资产交易的总称。 

六、按交割方式划分：现货市场与衍生市场。 

1．现货市场的定义： 

现货市场实际上是指即期交易的市场，是金融市场上最普遍的一种交易方式。现货交易包括现

金交易、固定方式交易及保证金交易。 
2．衍生市场的定义： 
衍生市场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交易的市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由原生性金融商品或基础性

金融工具创造出的新型金融工具。 

七、按地域划分：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 

1．国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义： 
国内金融市场是指金融交易的作用范围仅限于一国之内的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是金融资产的交易跨越国界进行的市场，进行金融资产国际交易的场所。它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 
2．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 
国内金融市场是国际级呢绒市场形成的基础，国际金融市场是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上

的产物。 

第三节  金融市场的主体 

一、从动机看，金融市场主体主要有筹资者、投资者、套期保值者、套利者、调控和监管。 
二、各类主体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 

第四节  金融市场的趋势 

一、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定义。 
资产证券化是指把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金融机构的一些长期固定利率放款或企业的应收帐款

等，通过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的集中与重新组合，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来发行证券，实现了相关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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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流动化。 
2．资产证券化的原因：（1）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发展；（2）国际债务危机；（3）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 
 

3．资产证券化的影响：（1）对投资者来说，资产证券化趋势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

的新证券种类，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资金额大小及偏好来进行组合投资；（2）对金融机构来说，

通过资产的证券化，可以改善其资产的流动性；（3）对整个金融市场来说，资产证券化为金融市

场注入了新的交易手段，这种趋势的持续将不断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加金融市场活力。 

二、金融全球化 

1．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 
2．金融全球化的原因：金融管制放松所带来的影响；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的

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投资主体的变化。 
3．金融全球化的影响。 

三、金融自由化 

1．金融自由化的主要表现： 
（1）减少或取消国与国之间对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 
（2）对外汇管制放松或解除； 
（3）放宽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的交叉； 
（4）放宽或取消对银行利率的管制。 
2．金融自由化的原因： 
（1）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 
（2）金融创新的作用； 
（3）金融证券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3．金融自由化的影响。 
4．金融工程化。 

核心概念 

金融市场 金融工具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外汇市场 直接金融市场 间接金融市场 初级市场 
二级市场 第三市场 第四市场 公开市场 议价市场 有形市场 无形市场 现货市场 衍生市场 资产

证券化。 

思考题 

1．什么是金融市场？其含义有几层？ 
2．如何理解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3．金融市场有哪些分类，哪些主体？ 
4．如何理解金融市场的功能？ 
5．结合实际经济把握金融市场发展的四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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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市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货币市场的定义及其结构，掌握同业拆借市场、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商业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回购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等的

基本交易原理。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

单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等及其交易原理。 

第一节  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一年期以内的短期金融工具交易所形成的供求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总和。 
货币市场的活动主要是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以便随时可以获得现实的货币。 
货币市场就其结构而言，可分为同业拆借市场、银行承兑汇票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大额可转

让定期存单市场、回购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市场等若干个子市场。 

第二节  同业拆借市场 

一、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也可以称为同业拆放市场，是指金融机构之间以货币借贷方式进行短期资金融

通活动的市场。同业拆借的资金主要用于弥补短期资金的不足、票据清算的差额以及解决临时性的

资金短缺需要。同业拆借市场交易量大，能敏感地反应资金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意图，影响货币市

场利率，因此，它是货币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同业拆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同业拆借市场产生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中央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而发

展。 
拆借交易不仅发生在银行之间，还出现在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 

三、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特征 

1．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原理： 
同业拆借市场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借贷在中央银行存款账户上的准备金余额，用以

调剂准备金头寸的市场。 
有多余准备金的银行和存在准备金缺口的银行之间存在着准备金的借贷。这种准备金余额的买

卖活动就构成了传统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资金借贷程序简单快捷，借贷双方可以通过电话直接联系，也可与市场中介人联

系。 
2．同业拆借市场的参与者： 
同业拆借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首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既是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又是主要的资金

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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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商、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等也是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它

们大多以贷款人身份出现在该市场上。 
3．同业拆借市场的拆借期限与利率： 
同业拆借市场的拆借期限通常以 1—2 天为限，短至隔夜，多则 1—2 周，一般不超过 1 个月，

当然也有少数同业拆借交易的期限接近或达到一年的。 
同业拆借的拆款按日计息，拆息额占拆借本金的比例为“拆息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比较

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借利率有三种，即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新加坡银行同业

拆借利率和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第三节  回购市场 

一、回购市场 

回购市场是指通过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资金融通交易的市场。 

二、回购协议及交易原理 

回购协议（Repurchase  Agreement），指的是在出售证券的同时，和证券的购买商签定协议，

约定在一定期限后按原定价格或约定价格购回所卖证券，从而获取即时可用资金的一种交易行为。 
从本质上说，回购协议是一种抵押贷款，其抵押品为证券。 
交易原理：当回购协议签定后，资金获得者同意向资金供应者出售政府债券和政府代理机构债

券以及其它债券以换取即时可用的资金。出售一方允许在约定的日期，以原来买卖的价格再加若干

利息，购回该证券。 
逆回购协议（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在逆回购协议中，买入证券的一方同意按约定

期限以约定价格出售其所买入证券。从资金供应者的角度看，逆回购协议是回购协议的逆进行。 

三、回购协议的市场交易及风险 

回购协议中的交易计算公式为： 
I=PP×RR×T/360 
RP=PP+I 
其中，PP 是本金，RR 是证券商和投资者所达成的回购时应付的利率，T 是回购协议的期限，

I 是应负利息，RP 是回购价格。 
回购协议的信用风险及其来源：如果到约定期限后交易商无力购回政府债券等证券，客户只有

保留这些抵押品。但如果适逢债券利率上升，则手中持有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客户所拥有的债券

价值就会小于其借出的资金价值；如果债券的市场价值上升，交易商又会担心抵押品的收回，因为

这时其市场价值要高于贷款数额。 

四、影响回购利率的因素 

1．回购证券的质地； 
2．回购期限的长短； 
3．交割条件； 
4．货币市场其它市场的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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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商业票据市场 

一、商业票据的历史。 

商业票据是货币市场上历史最悠久的工具，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大多数早期的商业票

据通过经纪商出售，主要购买者是商业银行。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商业票据的性质发生了一些

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商业票据的发行量迅速地增加。 

二、商业票据 

商业票据是大公司为了筹措资金，以贴现方式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短期无担保承诺凭证。 
由于商业票据没有担保，仅以信用作保证，因此能够发行商业票据的一般都是规模巨大、信誉

卓著的大公司。商业票据市场就是这些信誉卓著的大公司所发行的商业票据交易的市场。 

三、商业票据市场的要素 

1．发行者：商业票据的发行者包括金融性和非金融性公司。金融性公司主要有三种：附属性

公司、与银行有关的公司及独立的金融公司。 
2．面额及期限：面额一般在 100000 美元以上，期限一般较短； 
3．销售：商业票据的销售渠道有二：一是发行者通过自己的销售力量直接出售；二是通过商

业票据交易商间接销售。 
4．信用评估：美国主要有四家机构对商业票据进行评级，它们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标准普

尔公司、德莱·费尔普斯信用评级公司和费奇投资公司。商业票据的发行人至少要获得其中的一个

评级，大部分获得两个。 
5．发行商业票据的非利息成本： 
（1）信用额度支持费用； 
（2）代理费用； 
（3）信用评估费用。 
6．投资者：在美国，商业票据的投资者包括中央银行、非金融性企业、投资公司、政府部门、

私人抚恤基金、基金组织及个人。另外，储蓄贷款协会及互助储蓄银行也获准以其资金的 20%投资

于商业票据。 

四、商业票据市场的新发展 

首先，是其他国家开始发行自己的商业票据。1987 年 11 月，日本大藏省批准日本公司在国内

发行商业票据。日本公司发行的以日元标值的商业票据被称为武士商业票据。此外还有欧洲商业票

据，是指在货币发行国以外发行的以该国货币标值的商业票据。 
其次，是出现了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的商业票据、由储蓄贷款协会及互助储蓄银行发行的商业

票据、信用证支持的商业票据及免税的商业票据等新品种，使商业票据市场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供

求者。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46 

第五节  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一、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汇票：在商品交易活动中，售货人为了向购货人索取货款而签发的汇票，经付款人在票面

上承诺到期付款的“承兑”字样并签章后，就成为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经购货人承兑的汇票称商业承兑汇票，经银行承兑的汇票即为银行承兑汇票。 
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诺承担最后付款责任，实际上是银行将其信用出借给企业，因此，

企业必须交纳一定的手续费。这里 ，银行是第一责任人，而出票人则只负第二手责任。以银行承

兑票据作为交易对象的市场即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 

二、银行承兑汇票原理 

银行承兑汇票是为方便商业交易活动而创造出的一种工具，在对外贸易中运用较多。当一笔国

际贸易发生时，由于出口商对进口商的信用不了解，加之没有其他的信用协议，出口方担心对方不

付款或不按时付款，进口方担心对方不发货或不能按时发货，交易就很难进行。这时便需要银行信

用从中作保证。一般地，进口商首先要求本国银行开立信用证，作为向国外出口商的保证。信用证

授权国外出口商开出以开证行为付款人的汇票，可以是即期的也可是远期的。这样，银行承兑汇票

就产生了。 

三、银行承兑汇票的市场交易 

1．初级市场：银行承兑汇票不仅在国际贸易中运用，也在国内贸易中运用。 
2．二级市场：银行承兑市场被创造后，银行既可以自己持有当作一种投资，也可以拿到二级

市场出售。如果出售，银行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利用自己的渠道直接销售给投资者，二是利用货币

市场交易商销售给投资者。因此，银行承兑汇票二级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创造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

市场交易商及投资者。 

四、银行承兑汇票价值分析 

1．从借款人角度看 
首先，银行运用承兑汇票可以增加经营效益。 
其次，银行运用其承兑汇票可以增加其信用能力。 
最后，银行法规定出售合格的银行承兑汇票所取得的资金不要求缴纳准备金。 
2．从银行角度看 
首先，银行运用承兑汇票可以增加经营效益。 
其次，银行运用其承兑汇票可以增加其信用能力。 
最后，银行法规定出售合格的银行承兑汇票所取得的资金不要求缴纳准备金。 
3．从投资者角度看 
投资于银行承兑汇票的收益同投资于其它货币市场信用工具的收益不相上下。 
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对汇票持有者负不可撤销的第一手责任，汇票的背书人或出票人承担

第二责任，即如果银行到期拒绝付款，汇票持有人还可向汇票的背书人或出票人索款。因此，投资

于银行承兑汇票的安全性非常高。 
一流质量的银行承兑汇票具有公开的贴现市场，可以随时转售，因而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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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一、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概述。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s）：简称 CDs，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金融环境变革的产物。 
这种存单形式的最先发明者应归功于美国花旗银行。 
大额定期存单一般由较大的商业银行发行，主要是由于这些机构信誉较高，可以相对降低筹资

成本，且发行规模大，容易在二级市场流通。 

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种类。 

1．国内存单：国内存单是四种存单中最重要、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它由美国国内银行发

行。存单上注明存款的金额、到期日、利率及利息期限。国内存单以记名方式或无记名方式发行，

大多数以无记名方式发行。 
2．欧洲美元存单：欧洲美元存单是美国境外银行发行的以美元为面值的一种可转让定期存单。

欧洲美元存单市场的中心在伦敦，但欧洲美元存单的发行范围并不仅限于欧洲。 
3．扬基存单：扬基存单是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发行的一种可转让的定期存单。其发行

者主要是西欧和日本等地的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在美分支机构。扬基存单期限一般较短，大多在三个

月以内。 
4．储蓄机构存单：它是由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信用合作社）

发行的一种可转让定期存单。其中，储蓄贷款协会是主要的发行者。 

三、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市场特征 

1．利率和期限 
20 世纪 60 年代，可转让存单主要以固定利率的方式发行；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金融市

场利率发生变化，利率波动加剧，并趋于上升。20 世纪 60 年代存单的期限为三个月左右，1974 年

以后缩短为 2 个月左右。 
2．风险和收益 
对投资者来说，可转让存单的风险有两种：一是信用风险，二是市场风险。 
一般地说，存单的收益取决于三个因素：发行银行的信用评级、存单的期限及存单的供求量。

另外，收益和风险的高低也紧密相连。 
3．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投资者 
大企业是存单的最大买主。对于企业来说，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情况下，其现金管理

目标就是寻求剩余资金的收益的最大化。 
金融机构也是存单的积极投资者。货币市场基金在存单的投资上占据着很大的份额。其次是商

业银行和银行信托部门。 
此外，政府机构、外国政府、外国中央银行及个人也是存单的投资者。 

四、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价值分析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对许多投资者来说，既有定期存款的较高利息收入特征，又同时有活期

存款的可随时获得兑现的优点，是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的一种较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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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来说，发行存单可以增加资金来源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可视为定期存款而能用于中期放

款。存单发行使银行在调整资产的流动性及实施资产负债管理上具有了更灵活的手段。 

第七节  短期政府债券市场 

一、政府短期债券及发行 

1．短期政府债券：是政府部门以债务人身份承担到期偿付本息责任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务

凭证。从广义上看，政府债券不仅包括国家财政部门所发行的债券，还包括了地方政府及政府代理

机构所发行的证券。狭义的短期政府债券则仅指国库券（T-Bills）。一般来说，政府短期债券市场

主要指的是国库券市场。 
2．短期政府债券发行： 
政府短期债券以贴现方式发行，投资者的收益是证券的购买价与证券面额之间的差额。 
新国库券大多通过拍卖方式发行，投资者可以两种方式来投标：（1）竞争性方式，竞标者报

出认购国库券的数量和价格（拍卖中长期国债时通常为收益率），所有竞标根据价格从高到低（或

收益率从低到高）排队；（2）非竞争性方式，由投资者报出认购数量，并同意以中标的平均竞价

购买。 

二、政府短期债券的市场特征 

1．违约风险小：由于国库券是国家的债务，因而它被认为是没有违约风险的。 
2．流动性强：这一特征使得国库券能在交易成本较低及价格风险较低的情况下迅速变现。 
3．面额小：对许多小投资者来说，国库券通常是他们能直接从货币市场购买的唯一有价证券。 
4．收入免税：免税主要是指免除州及地方所得税。 

三、国库券收益的计算方法 

1．贴现收益率的计算： 
国库券的收益率一般以银行贴现收益率（Bank Discount Yield）表示，其计算方法为： 

%100360
000,10

000,10 ××= −
t

P
BDY  

其中： BDY  =银行贴现收益率，P=国库券价格，t=距到期日的天数。 

2．真实收益率的计算： 
真实年收益率指的是所有资金按实际投资期所赚的相同收益率再投资的话，原有投资资金在一

年内的增长率，它考虑了复利因素。其计算方法为： 

t
P

P
EY /365000,10 )](1[ −+=  

其中，YE=真实年收益率。 
3．等价收益率及其计算： 
债券等价收益率（Bond Equivalent Yield）。其计算方法为： 

%100365000,10 ××= −
tP

P
BEY  

其中，YBE=债券等价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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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等价收益率低于真实年收益率，但高于银行贴现收益率。 

第八节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 

一、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历史．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是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投资理财工具。共同基金是将众

多的小额投资者的资金集合起来，由专门的经理人进行市场运作，赚取收益后按一定的期限及持有

的份额进行分配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而对于主要在货币市场上进行运作的共同基金，则称为货币

市场共同基金。 

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市场运作 

1．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行及交易 
基金的发行可采取发行人直接向社会公众招募、由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承销或通过银行及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分销等办法。 
基金的初次认购按面额进行，一般不收或收取很少的手续费。其购买或赎回价格所依据的净资

产值是不变的，一般是每个基金单位 1 元。衡量该类基金表现好坏的标准就是其投资收益率。 
2．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中高质量的证券组合。 
（2）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一种有限制的存款账户。 
（3）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所受到的法规限制相对较少。 

三、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方向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一部分优势仍得以保持，如专家理财、投资于优等

级的短期债券等，但另一些优势正逐渐被侵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没

有获得政府有关金融保险机构提供的支付保证。 （2）投资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收益和投资于由

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创造的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的收益差距正在消失。 
即使货币市场基金今天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但货币市场基金并不会从市场上消失。它们仍

将和其它存款性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一道发展。 

核心概念 

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短期政

府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 

思考题 

1．货币市场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市场？ 
2．同业拆借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交易对象及利率形成机制？ 
3．回购市场的交易原理及与同业拆接市场的区别？ 
4．商业票据市场和银行承兑票据市场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5．大额可转换存单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特征？ 
6．为什么国库券市场有明显的投资特征？ 
7．了解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操作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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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本市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资本市场的概念和分类，掌握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的

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 

第一节  股票市场 

一、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中长期金融市场，其基本功能是实现并优化投

资与消费的跨时期选择。按市场工具来划分，资本市场通常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投资基金构成。 

二、股票的概念和种类 

1．股票的概念 
股票是投资者向公司提供资本的权益合同，是公司的所有权凭证。股票只是消失掉的或现实资

本的纸制复本，它本身没有价值，但它作为股本所有权的证书，代表着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因此

具有价值，可以作为商品转让。 
2．股票的种类： 
（1）普通股（Common Stock）：是在优先股要求权得到满足之后才参与公司利润和资产分配

的股票合同，它代表着最终的剩余索取权。 
普通股股东还具有优先认股权（Preemptive Right）。 
普通股的价格受公司的经营状况、经济政治环境、心理因素、供求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

波动没有范围限制。 
根据其风险特征可分成蓝筹股、成长股、收入股、周期股、防守股、概念股和投机股。 
（2） 优先股：是指在剩余索取权方面较普通股优先的股票，这种优先性表现在分得固定股息

并且在普通股之前收取股息。 
优先股股息是固定的，它主要取决于市场利息率，其风险小于普通股，预期收益率也低于普通

股。 
优先股可分为： 
按剩余索取权是否可以跨时期累积分为累积优先股与非累积优先股。 
按剩余索取权是不是股息和红利的复合分为参加优先股和非参加优先股。 
可转换优先股（Convertible Preferred Stock） 
可赎回优先股（Callable Preferred Stock） 

三、股票一级市场 

1．一级市场：也称为发行市场（Issuance Market），它是指公司直接或通过中介机构向投资者

出售新发行的股票。所谓新发行的股票包括初次发行和再发行的股票，前者是公司第一次向投资者

出售的原始股，后者是在原始股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份额 
2．一级市场的运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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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咨询与管理 
A 发行方式的选择：股票发行的方式一般可分成公募（Public Placement）和私募（Private 

Placement）两类。 
B 选定作为承销商的投资银行。 
C 准备招股说明书。 
D 发行定价。 
（2）认购与销售： 
具体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1．包销。2．代销 3．备用包销。 

四、股票的二级市场 

1．二级市场的结构：也称交易市场，是投资者之间买卖已发行股票的场所。这一市场为股票

创造流动性，即能够迅速脱手换取现值。 
二级市场通常可分为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和场外交易市场，但也出现了具有混合特型的第三市

场（The Third Market）和第四市场（The Fourth Market）。  
2．证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是由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为证券的集中交易提供固定场

所和有关设施，并制定各项规则以形成公正合理的价格和有条不紊的秩序的正式组织。 
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1）公司制证券交易所；（2）会员制证券

交易所。 
3．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度：为了保证证券交易有序、顺利地进行, 各国的证交所都对能进入

证交所交易的会员作了资格限制。各国确定会员资格的标准各不相同, 但主要包括会员申请者的背

景、能力、财力、有否从事证券业务的学识及经验、信誉状况等。 
4．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制度：股票的上市（Listing）是指赋予某种股票在某个证交所进行交易

的资格。 
各证交所的上市标准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①要有足够的规模;②要满足股票持有分布

的要求,私募股票通常无法满足这个标准因而不能上市;③发行者的经营状况良好等等。 
5．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优劣的判别标准：交易制度是证券市场微观结构（Market Microstructure）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起着关键的作用。 
交易制度的优劣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考察：流动性、透明度、稳定性、效率、成本和安全性。 
6．交易制度的类型： 
根据价格决定的特点，证券交易制度可以分为做市商交易制度和竞价交易制度。做市商交易制

度也称报价驱动（Quote-driven）制度；竞价交易制度也称委托驱动（Order-driven）制度。 
竞价交易制度又分为间断性竞价交易制度和连续竞价交易制度。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是实行混合的交易制度。 
对于大宗交易，各个证券交易所都实行了较特殊的交易制度，其中最常见的是拍卖和标购。 
7．证券交易委托的种类： 
证券交易委托是投资者通知经纪人进行证券买卖的指令，其主要种类有： 
（1）市价委托（Market Order）。 
（2）限价委托（Limit Order）。 
（3）停止损失委托（Stop Order）。 
（4）停止损失限价委托（Stop Limit Order）。 
8．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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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交易：又称垫头交易或保证金交易，是指证券买者或卖者通过交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得

到证券经纪人的信用而进行的证券买卖。信用交易可以分为信用买进交易和信用卖出交易。 
（1）保证金购买（Buying on Margin），是指对市场行情看涨的投资者交付一定比例的初始保

证金（Initial Margin），由经纪人垫付其余价款，为他买进指定证券。 
（2）卖空交易（Short Sales），是指对市场行情看跌的投资者本身没有证券，就向经纪人交纳

一定比率的初始保证金（现金或证券）借入证券，在市场上卖出，并在未来买回该证券还给经纪人。 
9．场外交易市场： 
场外交易是相对于证券交易所交易而言的，凡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的股票交易活动都可称作场

外交易。由于这种交易起先主要是在各证券商的柜台上进行的，因而也称为柜台交易（OTC，Over 
-The-Counter）。 

场外交易市场与证交所相比，没有固定的集中的场所，而是分散于各地，规模有大有小由自营

商（Dealers）来组织交易。 
场外交易市场无法实行公开竞价，其价格是通过商议达成的 
场外交易比证交所上市所受的管制少，灵活方便。 
10．第三市场： 
是指原来在证交所上市的股票移到以场外进行交易而形成的市场，换言之，第三市场交易是既

在证交所上市又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以区别于一般含义的柜台交易。 
11．第四市场： 
指大机构（和富有的个人）绕开通常的经纪人，彼此之间利用电子通信网络（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ECNs）直接进行的证券交易。 
12．股价指数及设计： 
股价指数（Indexes）：是反映不同时点上股价变动情况的相对指标。通常是将报告期的股票

价格与选定的基期价格相比，并将两者的比值乘以基期的指数值，即为报告期的股价指数。股价指

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简单算术股价平指数和加权股价指数。 
简单算术股价指数及其计算。 
加权股价指数是根据各期样本股票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加权，其权重可以是成交股数、总股本等。

按时间划分，权数可以是基期权数，也可以是报告期权数。以基期成交股数（或总股本）为权数的

指数称为拉斯拜尔指数。 
加权股价指数的计算。 
3．中国主要股价指数介绍： 
（1）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第二节  债券市场 

一、债券的概念与种类 

1．债券的概念： 
债券：是投资者向政府、公司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债权债务合同，该合同载明发行者在指定

日期支付利息并在到期日偿还本金的承诺，其要素包括期限、面值与利息、税前支付利息、求偿等

（Seniority）、限制性条款、抵押与担保及选择权（如赎回与转换条款）。 
2．债券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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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种类繁多，按发行主体不同可分为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三大类。 
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是指中央政府、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它以政府的信誉作保证，

因而通常无需抵押品，其风险在各种投资工具中是最小的。它包括： 
（1）中央政府债券。 
（2）政府机构债券。 
（3）地方政府债券。 
公司债券是公司为筹措营运资本而发行的债券，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 
（1）按抵押担保状况分为信用债券、抵押债券、担保信托债券和设备信托证。 
（2）按利率可分为固定利率债券、浮动利率债券、指数债券和零息债券。 
（3）按内含选择权可分成可赎回债券、偿还基金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带认股权证的债券。 
金融债券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筹集信贷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在西方国家，由于金融机构大多属

于股份公司组织，故金融债券可纳入公司债券的范围。它的信用风险要比公司债券低。 

二、债券的一级市场：是债券发行的场所。 

1．发行合同书（Indenture）：它一般可分成否定性条款（Negative Covenants）和肯定性条款

（Positive Covenants）。 
2．债券评级：为了较客观地估计不同债券的违约风险 ，通常需要由中介机构进行评级。 
3．债券的偿还：债券的偿还一般可分为定到期偿还和任意偿还两种方式。 

三、债券的二级市场 

债券二级市场是投资者之间买卖已发行债券的产所。可分为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第

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几个层次。证券交易所是债券二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

的债券主要是公司债券，但国债一般不用申请即可上市，享有上市豁免权。场外交易市场是债券二

级市场的主要形态 

第三节  投资基金 

一、投资基金的概念和种类 

1．投资基金的概念： 

投资基金，是通过发行基金券（基金股份或收益凭证），将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

业管理人员分散投资于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者的一种投资制

度。 
2．投资基金的种类： 
公司型基金，契约型基金，开放型基金，封闭型基金，收入型基金，成长型基金，平衡型基金，

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杠杆基金，对冲基金，雨伞基金，基金中的基金 

二、投资基金的设立和募集 

1．投资基金的设立：设立基金首先需要发起人，发起人可以是一个机构，也可以是多个机构

共同组成。 
发起人要确定基金的性质并制订相关的要件，报送主管机关，申请设立基金 
一般来说基金是由基金管理公司或下设基金管理部的投资银行作为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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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基金的募集：公募和私募。 

三、投资基金的运作与投资 

1．投资基金的运作：对于封闭型基金股份或受益凭证，其交易与股票债券类似，可以通过自

营商或经纪人在基金二级市场上随行就市，自由转让。对于开放型基金，其交易表现为投资者向基

金管理公司认购股票或受益凭证，或基金管理公司赎回股票或受益凭证。 
2．投资基金的投资：基金的投资就是投资组合的实现，不同种类的投资基金根据各自的投资

对象和目标确定和构建不同的“证券组合” 

核心概念 

普通股、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优先认股权、优先股、累积优先股、非累积优先股、可转

让优先股、可赎回优先股、公募、私募、包销、承销、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所、第三市场、第四

市场、做市商交易制度、专家、经纪人、竞价交易制度、报价驱动制度、委托驱动制度、连续竞价、

集合竞价、市价委托、限价委托、停止损失委托、停止损失限价委托、信用交易、保证金交易、卖

空、股价指数、股价平均数、债券、可转换债券、可赎回债券、零息债券、投资基金、开放基金、

封闭基金、公司型基金、契约型基金。 

思考题 

1．什么是资本市场？它与货币市场的区别？ 
2．股票与债券的区别有哪些？ 
3．什么是一级市场？什么是二级市场？两者的区别？ 
4．什么是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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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汇市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外汇市场的概念、特点、功能和构成，掌握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及其

基本原理。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外汇与汇率，外汇市场及构成，外汇市场交易及原理。 

第一节  外汇市场概述 

一、外汇市场的定义、特点 

1．外汇市场的定义： 
外汇市场，是指由各国中央银行、外汇银行、外汇经纪人和客户组成的买卖外汇的交易系统。 
按照外汇交易参与者的不同，外汇市场可以具体分为狭义的外汇市场和广义的外汇市场。 
按照外汇市场经营范围的不同，外汇市场有国内外汇市场和国际外汇市场之分。 
按外汇交易的方式来划分，外汇市场有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之分。 
2．外汇市场的特点。 
（1）宏观经济变量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作用日趋显著。 
（2）全球外汇市场已在时空上联成一个国际性外汇大市场。 
（3）外汇市场动荡不安。 
（4）政府对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日趋加强。 
（5）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二、外汇市场的参与者 

1．外汇银行（Foreign Exchange Bank）： 
是指经过本国中央银行批准，可以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外汇银行可分为

三种类型：专营或兼营外汇业务的本国商业银行；在本国的外国商业银行分行及本国与外国的合资

银行；其他经营外汇买卖业务的本国金融机构。 
外汇银行是外汇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者。 
外汇银行在两个层次上从事外汇业务活动。第一个层次是零售业务，第二个层次是批发业务。 
2．顾客： 
在外汇市场中，凡是与外汇银行有外汇交易关系的公司或个人，都是外汇银行的客户，他们是

外汇市场上的主要供求者，其在外汇市场上的作用和地位，仅次于外汇银行。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是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涉及到许多种货币的收入和支出，所以它进人外汇市场

非常频繁。 
3．中央银行及其他官方机构： 
中央银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持有相当数量的外汇余额作为国际储备的重要构

成部分，并承担着维持本国货币金融稳定的职责，所以中央银行经常通过购入或抛出某种国际性货

币的方式来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一个所希望的水平上或幅度内，

从而实现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意图。 
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范围与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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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汇经纪人： 
外汇经纪人是指介于外汇银行之间、外汇银行和其他外汇市场参加者之间，为买卖双方接洽外

汇交易而赚取佣金的中间商。外汇经纪人在外汇市场上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外汇交易的效率。这主

要体现在成交的速度与价格上。 

三、外汇市场交易 的三个层次 

根据上述对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分类，外汇市场的交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交易： 
1．银行与顾客之间的外汇交易。 
2．银行同业间的外汇交易。 
3．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 

四、外汇市场的作用 

实现购买力的国际转移，为国际经济交易提供资金融通，提供外汇保值和投机的场所。 

第二节  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一、即期外汇交易 

1．基本原理。 
即期外汇交易，又称现汇买卖，是交易双方以当时外汇市场的价格成交，并在成交后的两个营

业日内办理有关货币收付交割的外汇交易。交易惯例，交易程序。 
2．交叉汇率的计算。 
3．即期外汇交易的方式：电汇，信汇，票汇。 

二、远期外汇交易 

1．基本原理 
远期外汇交易，又称期汇交易，是指买卖外汇双方先签订合同，规定买卖外汇的数量、汇率和

未来交割外汇的时间，到了规定的交割日期买卖双方再按合同规定办理货币收付的外汇交易。远期

外汇交易原理。 
2．远期汇率的标价方法与计算： 
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远期汇水，升水，贴水。 
3．远期外汇交易方式： 
固定交割日的远期交易，选择交割日的远期交易。 

三、掉期交易 

掉期交易指同时买进和卖出相同金额的某种外汇但买与卖的交割期限不同的一种外汇交易，进

行掉期交易的目的也在于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 
1．即期对远期。 
2．明日对次日。 
3．远期对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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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汇交易 

套汇交易是指套汇者利用不同地点、不同货币在汇率上的差异进行贱买贵卖，从中套取差价利

润的一种外汇交易。套汇交易又可分为直接套汇和间接套汇，直接套汇和间接套汇。 

五、汇率决定理论 

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国际收支说，资产市场说，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汇率变化对经

济的影响。 

核心概念 

外汇，汇率，直接标价法，间接标价法，敞开头寸，基本点，即期汇率，买入价卖出价，交叉

汇率，远期汇率，远期汇水，升水，贴水，远期交易，套期保值，直接套汇，间接套汇，掉期交易，

一价定律，绝对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国际借贷说，国际收支说，资产市场说，单性价格

货币分析法，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汇率超调，资产组合分析法。 

思考题 

1．什么是外汇市场？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传统的外汇市场都包括哪些市场？它们之间的关系？ 
3．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有哪些？它们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 
4．结合现实分析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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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衍生市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金融远期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互换市场的基本知识，掌握衍

生市场和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课时安排：5 课时 
教学要点：衍生金融工具，远期、期货、期权、互换，衍生证券市场。 

第一节  金融远期市场 

一、衍生证券市场 

1．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Derivative Instruments），又称衍生证券、衍生产品，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本

（Underlying）标的资产价格的金融工具，如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 
2．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和功能： 
衍生证券是一种契约，其交易属于“零和游戏”，衍生证券的交易实际上是进行风险的再分配，

它不会创造财富 
衍生证券具有很高的杠杆效应，它是以小博大的理想工具。 这既会加大市场的风险，又会降

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二、金融远期市场概述 

1．金融远期合约的定义： 
是指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一确定时间，按确定的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某种金融资产的合约。 
我们把使得远期合约价值为零的交割价格称为远期价格（Forward Price）。它与远期价值是有

区别的。 
远期价值：远期合约本身的价值。 
2．远期合约的由来及优缺点： 
（1）在签署远期合约之前，双方可以就交割地点、交割时间、交割价格、合约规模、标的物

的品质等细节进行谈判，以便尽量满足双方的需要。因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是远期合约的主要

优点。 
（2）远期合约也有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远期合约没有固定的、集中的交易场所，不利于信息交流和传递，不利于形成统一

的市场价格，市场效率较低。 
其次，由于每份远期合约千差万别，这就给远期合约的流通造成较大不便，因此远期合约的流

动性较差。 
最后，远期合约的履约没有保证，当价格变动对一方有利时，对方有可能无力或无诚意履行合

约，因此远期合约的违约风险较高。 

三、远期利率协议 

1．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 Rate Agreements，简称 FRA）是买卖双方同意从未来某一商定的

时期开始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按协议利率借贷一笔数额确定、以具体货币表示的名义本金的协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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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利率协议的买方是名义借款人，卖方则是名义贷款人。 
2．交易流程。 
3．结算金的计算。 
在远期利率协议下，如果参照利率超过合同利率，那么卖方就要支付买方一笔结算金，以补偿

买方在实际借款中因利率上升而造成的损失。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B

D
r

B
D

kr

r
Arr

×+

××−
=

1
结算金  

式中： rr 表示参照利率， kr 表示合同利率，A 表示合同金额、D 表示合同期天数，B 表示天数

计算惯例（如美元为 360 天，英镑为 365 天）。 
4．远期利率。 
远期利率是指现在时刻的将来一定期限的利率。 
远期利率是由一系列即期利率决定的。一般地说，如果现在时刻为 t，T 时刻到期的即期利率

为 r，T*时刻（ TT >* ）到期的即期利率为 *r ，则 t 时刻的 TT −* 期间的远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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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续复利。 
6．远期利率协议的功能。 
（1）远期利率协议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固定将来实际交付的利率而避免了利率变动风险。 
（2）由于远期利率协议交易的本金不用交付，利率是按差额结算的，所以资金流动量较小，

这就给银行提供了一种管理利率风险而无须改变其资产负债结构的有效工具。 
（3）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场内交易的衍生工具相比，远期利率协议具有简便、灵活、不需

支付保证金等优点。同时，由于远期利率协议是场外交易，故存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这种

风险又是有限的，因为它最后实际支付的只是利差而非本金． 

四、远期外汇合约 

1．远期汇率：是指两种货币在未来某一日期交割的买卖价格。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关系。 
2．远期外汇综合协议的定义、交易流程和结算。 
（1）远期外汇合约（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是指双方约定在将来某一时间按约定的远

期汇率买卖一定金额的某种外汇的合约。 
（2）按照远期的开始时期划分，远期外汇合约又分为直接远期外汇合约（Outright Forward 

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s）和远期外汇综合协议（Synthetic Agreement for Forward Exchange ，简

称 SAFE）。 

五、远期股票合约 

远期股票合约（Equity forwards）是指在将来某一特定日期按特定价格交付一定数量单个股票

或一揽子股票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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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融期货市场 

一、金融期货合约的定义、特征和种类 

1．金融期货合约定义： 
金融期货合约（Financial Futures Contracts）是指协议双方同意在约定的将来某个日期按约定的

条件（包括价格、交割地点、交割方式）买入或卖出一定标准数量的某种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协议。

合约中规定的价格就是期货价格（Futures Price）。 
2．金融期货合约的特征： 
（1）期货合约均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双方不直接接触，而是各自跟交易所的清算部或专设的

清算公司结算。 
（2）期货合约的买者或卖者可在交割日之前采取对冲交易以结束其期货头寸（即平仓），而

无须进行最后的实物交割。 
（3）期货合约的合约规模、交割日期、交割地点等都是标准化的。 
（4）期货交易是每天进行结算的，而不是到期一次性进行的，买卖双方在交易之前都必须在

经纪公司开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 
3．金融期货合约种类。 
按标的物不同，金融期货可分为利率期货、股价指数期货和外汇期货。利率期货是指标的资产

价格依赖于利率水平的期货合约。股价指数期货的标的物是股价指数。外汇期货的标的物是外汇。 

二、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比较 

1．标准化程度不同。 
2．交易场所不同。 
3．违约风险不同。 
4．价格确定方式不同。 
5．履约方式不同。 
6．合约双方关系不同。 
7．结算方式不同。 

三、期货市场的功能 

1．转嫁价格风险的功能。 
2．价格发现功能。 

第三节  金融期权市场 

一、金融期权市场概述 

1．金融期权合约的定义与种类： 
金融期权（Option），是指赋予其购买者在规定期限内按双方约定的价格（简称协议价格）或

执行价格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某种金融资产的权利的合约。 
按期权买者的权利划分，期权可分为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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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权买者执行期权的时限划分，期权可分为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 
按照期权合约的标的资产划分，金融期权合约可分为利率期权、货币期权（或称外汇期权）、

股价指数期权、股票期权以及金融期货期权。 
2．金融期权的交易： 
期权交易场所不仅有正规的交易所，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场外交易市场。交易所交易的是标准

化的期权合约，场外交易的则是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 
对于场内交易的期权来说，其合约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9 个月，以 3 个月和 6 个月最为常见。 
为了保证期权交易的高效、有序，交易所对期权合约的规模、期权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期权

价格的每日最高波动幅度、最后交易日、交割方式、标的资产的品质等做出明确规定。 
3．股票看涨期权与认股权证比较： 
股票看涨期权：以股票为标的物的看涨期权。 
认股权证（Warrants）：是指附加在公司债务工具上的赋予持有者在某一天或某一期限内按事

先规定的价格购买该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两者的共同之处： 
（1）两者均是权利的象征，持有者可以履行这种权利，也可以放弃权利。 
（2）两者都是可转让的。 
两者的区别： 
（1）认股权证是由发行债务工具和股票的公司开出的；而期权是由独立的期权卖者开出的。 
（2）认股权证通常是发行公司为改善其债务工具的条件而发行的，获得者无须交纳额外的费

用；而期权则需购买才可获得。 
（3）有的认股权证是无期限的而期权都是有期限的。 
4．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的区别： 
权利和义务。 
标准化。 
盈亏风险。 
保证金。 
买卖匹配。 
套期保值。 

二、期权合约的盈亏分布 

1．看涨期权的盈亏分布 
看涨期权空头与看涨期权多头的盈亏分析。 
2．看跌期权的盈亏分布 
看跌期权多头与空头的盈亏分析。 

三、新型期权 

1．打包期权的概念和特征：打包（Package）期权是由标准欧式期权与远期合约、现金和（或）

标的资产构成的组合。 
2．非标准美式期权的概念：非标准美式期权的行使期限只限于有限期内的特定日期。 
3．远期期权的概念：远期期权是指期权费在现在支付，而有效期在未来某时刻开始的期权。 
4．复合期权的概念：就是期权的期权。 
5．任选期权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可由多头选择该期权为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的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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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障碍期权的概念：是指其收益依赖于标的资产价格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是否达到了一个特定

水平。常见的障碍期权 
7．两值期权的概念：当到期日标的资产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该期权作废，而当到期日标的

资产价格高于协议价格时，期权持有者将得到一个固定的金额。 
8．回溯期权的概念：回溯期权（Lookback Option）的收益依赖于期权有效期内标的资产的最

高或最低价格。 
9．亚式期权的概念：亚式期权（Asian Option）的收益依赖于标的资产有效期内至少某一段时

间的平均价格。 
10．资产交换期权的概念：是指期权买者有权在一定期限内按一定比率把一种资产换成另一种

资产。 

第四节  金融互换市场 

一、金融互换概述 

1．互换与掉期的区别。 
金融互换（Financial Swaps）是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按照商定条件，在约定的时间内，

交换一系列现金流的合约。 
互换与掉期的区别： 
（1）合约与交易的区别：掉期是外汇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方法，没有实质的合约，而互换则有

实质的合约。 
（2）有无专门市场不同：掉期没有专门的市场；互换则在专门的互换市场上交易。 
2．平等贷款、背对背贷款与金融互换： 
平等贷款：是指在不同国家的两个母公司分别在国内向对方公司在本国境内的子公司提供金额

相当的本币贷款，并承诺在指定到期日，各自归还所借货币。 
背对背贷款的概念：背对背贷款（Back to Back Loan）是为了解决平行贷款中的信用风险问题

而产生的。它是指两个国家的母公司相互直接贷款，贷款币种不同但币值相等，贷款到期日相同，

各自支付利息，到期各自偿还原借款货币。 
3．比较优势理论与金融互换。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David Ricardo）

提出的。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而且适用于所有的经济活动。只要存在比较优势，

双方就可通过适当的分工和交换使双方共同获利。 
互换是比较优势理论在金融领域最生动的运用。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只要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就可进行互换： 
（1）双方对对方的资产或负债均有需求； 
（2）双方在两种资产或负债上存在比较优势。 
4．金融互换的功能： 
（1）通过金融互换可在全球各市场之间进行套利，从而一方面降低筹资者的融资成本或提高

投资者的资产收益，另一方面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2）利用金融互换，可以管理资产负债组合中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3）金融互换为表外业务，可以逃避外汇管制、利率管制及税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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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互换的种类 

1．利率互换的概念及其原理。 

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s）是指双方同意在未来的一定期限内根据同种货币的同样的名义

本金交换现金流，其中一方的现金流根据浮动利率计算出来，而另一方的现金流根据固定利率计算。

互换的期限通常在 2 年以上，有时甚至在 15 年以上。 
2．货币互换的概念与原理。 
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s）是将一种货币的本金和固定利息与另一货币的等价本金和固定利

息进行交换。 
货币互换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各自国家中的金融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 
3．其他互换： 
（1）交叉货币利率互换：是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的结合，它是以一种货币的固定利率交换另

一种货币的浮动汇率。 
（2）增长型互换、减少型互换和滑道型互换。 
（3）基点互换：双方都是浮动利率，只是两种浮动利率的参照利率不同。 
（3）可延长互换和可赎回互换。 
（4）零息互换：是指固定利息的多次支付流量被一次性的支付所取代，该一次性支付可以在

互换期初也可在期末。 
（5）后期确定互换：其浮动利率是在每次计息期结束之后确定的。 
（6）差额互换：是对两种货币的浮动利率的现金流量进行交换。 
（7）远期互换：是指互换生效日是在未来某一确定时间开始的互换。 
（8）互换期权：从本质上属于期权而不是互换，该期权的标的物为互换。 
（9）股票互换：是以股票指数产生的红利和资本利得与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交换。 

三、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工程 

1．衍生金融工具的分解：复杂金融工具分解成简单金融工具。 
2．衍生金融工具的组合：基础金融工具组合成新金融工具。 

核心概念 

衍生金融工具，挤出证券，金融工程，金融远期合约，多方，空方，交割价格，远期价格，远

期价值，远期利率协议，连续复利，远期外汇协议，直接远期外汇协议，远期综合外汇合约，远期

利率，远期差价，金融期货合约，期货价格，初始保证金，维持保证金，结算价格，金融期权，看

涨期权，期权费，期权价格，欧式期权，美式期权，认股权证，实值期权，平价期权，虚值期权，

利率平价。 

思考题 

1．什么是衍生证券？它与基础证券的关系？ 
2．什么是衍生证券市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衍生证券市场有哪些？ 
3．简述教材中介绍的衍生证券的特征及交易原理。 
4．简述衍生证券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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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机制与定价 

第一章  利率机制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利率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掌握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决定原理，并学

会应用这些原理分析利率问题。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利率的基本概念，利率水平的决定，利率结构。 

第一节  利率概述 

一、利率的含义 

1．信用工具分类： 
简单贷款：贷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按照事先商定的利率水平，向借款人提供一笔资金（或称本

金）；至贷款到期日，借款人除了向贷款人偿还本金以外，还必须额外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息。 
年金：年金是指在一段固定时期内有规律地收入（或支付）固定金额的现金流。如养老金、租

赁费、抵押贷款等。 
复息债券：附息债券的发行人在到期日之前每年向债券持有人定期支付固定数额的利息，至债

券期满日再按债券面值偿还。在这种方式下，债券持有者将息票剪下来出示给债券发行人，后者确

认后将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者。 如中长期国库券和公司债券。 
贴现债券的概念：债券发行人以低于债券面值的价格（折扣价格）出售，在到期日按照债券面

值偿付给债券持有人。如美国短期国库券、储蓄债券以及所谓的零息债券。 
上述信用工具产生现金流的区别。 
2．现值、终值与货币的时间价值： 
（1）简单贷款终值和现值计算： 

如果一笔简易贷款的利率为 r，期限为 n 年，本金 0P 元。那么，第 n 年末贷款人可以收回的本

金和利息数额即相当于 P0 元 n 年期贷款的终值（ FV ）： 

nrPFV )1(0 +=  

如果 r 代表利率水平，PV 代表现值，FV 代表终值，n 代表年限，那么计算公式如下： 

nrV )1/(FVP +=  

（2）年金的现值和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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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P 是年金的现值，FV 是年金的终值，A 为普通年金，r 是利率，n 是年金的时期数。 
当 n 趋近于无穷大时，普通年金变成普通永续年金，其现值为： 

r
V 1AP =  

（3）附息债券的现值和终值：附息债券是年金和简单贷款的结合。根据简单贷款和年金的现

值和终值可计算出附息债券的现值和终值。 
（4）贴现债券的现值和终值的计算：计算原理与简单贷款同。 
3．各种到期收益率的计算： 
到期收益率，是指来自于某种金融工具的现金流的现值总和与其今天的价值相等时的利率水

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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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0 表示金融工具的当前市价，CFt 表示在第 t 期的现金流，n 表示时期数，y 表示到期

收益率。 
（1）简易贷款的到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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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代表贷款额，I 代表利息支付额，n 代表贷款期限，y 代表到期收益率。 
（2）年金的到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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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0 代表年金当前市值，C 代表每期的现金流，n 代表期数，y 代表到期收益率。 
（3）附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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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0 代表债券的价格，C 代表每期支付的息票利息，F 代表债券的面值，n 代表债券的期

限，y 代表附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债券的价格与到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债券价格与到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A．当附息债券的购买价格与面值相等时，到期收益率等于息票率。 
B．当附息债券的价格低于面值时，到期收益率大于息票率；而当附息债券的价格高于面值时，

到期收益率则低于息票率。 
C．附息债券的价格与到期收益率负相关。 
（4）贴现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66 

0

0

P
PFy −

=  

其中，F 代表债券面值，P0 代表债券的购买价格。贴现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与债券价格负相关． 
4．到期收益率的缺陷 
（1）到期收益率概念假定所有现金流可以按计算出来的到期收益率进行再投资。这只有在以

下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A．投资未提前结束 
B．投资期内的所有现金流都按到期收益率进行再投资。 
（2）有可能面临再投资风险（Reinvestment Risk） 

二、利率的折算 

不同周期的利率折算为年利率： 
比例法：简单地按不同周期长度的比例把一种周期的利率折算为另一种周期的利率。 
复利法：实际年利率=（1+半年利率）2 –1 

三、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 

名义利率的概念，真实利率的概念，事后真实利率，事前真实利率。 

四、即期利率与远期利率 

即期利率：即期利率是指某个给定时点上无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即期利率可以看作是与一个

即期合约有关的利率水平。 
远期利率：是指未来两个时点之间的利率水平，可以看作是与一个远期合约有关的利率水平。 

第二节  利率水平的决定 

一、可贷资金模型 

1．债券市场及其均衡。 
2．供求曲线的位移及其影响因素。 
3．均衡利率的决定。 

二、流动性偏好模型 

1．货币市场及其均衡。 
2．货币供求曲线的位移及其影响因素。 
3．均衡利率的决定。 

第三节  利率的结构 

一、预期假说：前提假定，基本命题。 
二、市场分割假说：前提假定，基本命题．。 
三、选择停留假说：前提假定，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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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年金，附息票债券，贴现债券，现值，终值，货币的时间价值，永续年金，到期收益率，名义

利率，真是利率，即期利率，远期利率，利率期间结构。 

思考题 

1．简述利率的基本含义。 
2．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的联系和区别。 
3．简述决定利率水平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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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险机制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金融风险的定义、种类和衡量方法，掌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及通过组

合投资降低风险的基本原理，结合科学计算工具给出最优投资组合。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金融风险，投资组合理论。 

第一节  金融风险的定义和种类 

一、金融风险的定义 

金融市场的风险是指金融变量的各种可能值偏离其期望值的可能性和幅度。 
金融风险与损失的区别：风险不等于亏损。 
金融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通常风险大收益也大，故有收益与风险相当之说。 

二、金融风险的种类 

1．按风险来源分为货币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营运风险。 
2．按会计标准分为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 
3．按能否分散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第二节  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一、单个证券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1．预期收益率的衡量—期望值： 
证券投资单期的收益率可定义为： 

1

1

( )t t t

t

D P P
R

P
−

−

+ −
=

 

风险证券的收益率通常用统计学中的期望值来表示： 

∑
=

=
n

i
iiPRR

1

 

其中，R 是收益率，t 是特定的时间段， tD 是第 t 期的现金股利， tP 是第 t 期的证券价格， 1−tP

是第 t-1 期的价格； R 是预期收益率， iR 是第 i 种可能的收益率， iP 是第 i 种可能的概率，n 是可

能性的数目。 
2．风险的衡量—方差或标准差： 
单个证券的风险，通常用统计学中的方差或标准差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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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i PRR

1

2 )()(σ  

方差是标准差的平方。其它符号意义同上。 

二、证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1．双证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双证券组合预期收益率： 

2211 RXRX +=pR  

双证券组合风险： 

1221
2
2

2
2

2
1

2
1

2
p X2XXX σσσσ ++=  

∑ −−=
i

22i11i12 )RR)(RR(σ  

表示两证券收益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除了协方差外，还可以用相关系数ρAB 表示，两者的

关系为： 

ρAB=σAB/σAσB   -1≤ρAB≤+1 
所以，两证券的风险还可表示为： 

211221
2
2

2
2

2
1

2
1

2
p X2XXX σσρσσσ ++=  

双证券组合收益、风险与相关系数的关系。 
2．三个证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三个证券组合收益： 

∑
=

=
3

1i
iip RXR  

三个证券组合的风险： 

∑∑
= =

=
3

1

3

1i j
ijji XX σσ ρ  

3．Ν个证券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是组成该组合的各种证券的预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是投资于

各种证券的资金占总投资额的比例，用公式表示： 

∑
=

=
n

i
iip RXR

1

 

证券组合的风险： 

∑∑
= =

=
n

i

n

j
ijji XX

1 1

σσ ρ  

随着组合中证券数目的增加，在决定组合方差时，协方差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方差的作用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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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 

三、系统性风险的衡量 

可以用某种证券的收益率和市场组合收益率之间的β系数作为衡量这种证券系统性风险的指

标： 

2
mimi /σσβ =  

由于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抵消,因此一个证券组合的β系数βi 等于该组合中各

种证券的β系数的加权平均数,权重为各种证券的市值占整个组合总价值的比重 Xi ： 

∑
=

=
N

i
iip X

1
ββ  

其中， iβ 是某种证券的 β 系数， pβ 是投资组合的 β 系数。 

第三节  证券组合与分散风险 

一、相关系数与分散风险 

相关系数与分散风险的关系。 

二、分散投资与非系统性风险 

证券投资数量与非系统风险的关系。 

第四节  风险偏好和无差异曲线 

一、不满足性与厌恶风险 

1．不满足性：给定标准差相同的组合，投资者总是选择收益率较高的组合进行投资。 
2．厌恶风险：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投资者总是选择风险低的组合进行投资。风险中性，

风险爱好。 

二、无差异曲线 

1．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一条无差异曲线代表给投资者带来同样满足程度的预期收益率和风险

的所有组合。 

2．无差异曲线的特征。 

三、投资者的投资效用函数 

目前在金融理论界使用最为广泛的是下列投资效用函数： 

2

2
1 σARU −=  

其中，A 表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度，其典型值在 2 至 4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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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风险，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预期收益率，标准差，协方差，相关系数， β 系数，风险分

散化，证券组合，最小方差组合，不满足性，风险厌恶，风险中性，风险爱好，无差异曲线，效用

函数。 

思考题 

1．什么是风险？投资组合理论中讨论的是哪些风险？ 
2．什么是协方差？它对投资组合整体风险有什么影响？ 
3．β 系数衡量的是哪种风险？ 
4．简述相关系数与风险分散的关系。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72 

第三章  资产的定价 

教学要求：掌握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

法，并学会应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检验现实生活中风险资产的定价效率。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可行集，有效集，最优投资组合， 

第一节  有效集和最优投资组合 

一、可行集 

可行集指的是由 N 种证券所形成的所有组合的集合，是现实中所有可能形成的组合。 

二、有效集 

1．有效集的定义：能同时满足同样的风险水平提供的最大预期收益率，同样预期收益率下风

险最小的组合的集合。 
2．有效集的位置：N、B 两点之间上方边界上的可行集就是有效集（如图所示）。 

A
Pσ

N
H

B
PR

A
Pσ

N
H

B
PR

 
3．有效集的特点： 
（1）有效集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2）有效集是一条向上凸的曲线。 
（3）有效集曲线上不可能有凹陷的地方。 

三、最优投资组合的选择 

最优组合是无差异曲线与有效集的相切点。最优投资组合是唯一的。 
厌恶风险程度越高的投资者，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越陡，因此其最优投资组合越接近 N 点。 
厌恶风险程度越低的投资者，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越小，因此其最优投资组合越接近 B 点。 

第二节  无风险借贷对有效集的影响 

一、无风险贷款对有效集的影响 

1．无风险贷款或无风险资产的定义： 
（1）无风险贷款相当于投资于无风险资产。 
（2）无风险资产应没有任何违约可能和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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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有到期日与投资期相等的国债才是无风险资产。但在现实中，为方便起见，人们常将

1 年期的国库券或者货币市场基金当作无风险资产。 
2．投资于一种无风险资产和一种风险资产的情形，预期收益率和风险分别为： 

∑
=

−−−

+==
n

i
fiip rXRXRXR

1
211  

11
1 1

σσσ XXX
n

i

n

j
ijji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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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果为： 

p
f

fp
rR

rR σ
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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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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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Pσ

B

A

PR

Pσ

B

A
 

上式所表示的只是一个线段，若 A 点表示无风险资产，B 点表示风险资产，由这两种资产构

成的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和风险一定落在 A、B 这个线段上，因此 AB 连线可以称为资产配置线。 
3．投资于一种无风险资产和一个证券组合的情形： 
4．无风险贷款对有效集的影响：引入无风险贷款后，新的有效集由 AT 线段和 TD 弧线构成。 

PR

T

Pσ

C

DPR

T

Pσ

C

D

 
4．无风险贷款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 

二、无风险借款对有效集的影响 

1．允许无风险借款下的投资组合。 
2．无风险借款对有效集的影响。 
3．无风险借款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974 

第三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一、基本的假定。 

二、资本市场线 

1．分离定理：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偏好状况与该投资者风险资产组合的最优构成是无关的。 
2．市场组合的概念。 
3．共同基金定理：如果我们把货币市场基金看做无风险资产，那么投资者所要做的事情只是

根据自己的风险厌恶系数 A，将资金合理地分配于货币市场基金和指数基金。 
4．资本市场线： 

资本市场线的斜率等于市场组合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差 )( fM RR −
−

除以它们的

风险之差 )( fσσ −M ，由于资本市场线与纵轴的截距为 Rf，因此其表达式为： 

p
M

fM
fp

RR
RR σ

σ
][

−
+=

−
−

 

由资本市场线无法知道单个证券预期收益率与总风险之间的关系。 

三、证券市场线 

在均衡状态下，单个证券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是： 

iM
M

fM

f

RR
RR σ

σ
][ 2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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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iMfMfi RRRR β)( −+=
−−

 

该式所表达的就是证券市场线。其中，市场组合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2/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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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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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jjMiMM XX σσ  

证券 i 跟市场组合的协方差等于证券 i 跟市场组合中每种证券协方差的加权平均数： 

∑
=

=
n

j
ijjMiM X

1

σσ  

资本市场线和证券市场线的关系。 
证券组合贝塔系数： 

∑
=

=
n

i
iMipM X

1
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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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Mβ 是证券组合的贝塔系数， iMβ 是证券 i 的贝塔系数。 

四、市场模型和β值的估算 

1．单因素模型。 
2．多因素模型。 

五、套利定价模型 

套利定价理论认为各种证券的收益率均受某个或某几个共同因素影响。各种证券收益率之所以

相关主要是因为他们都会对这些共同的因素起反应。因素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出这些因素并确定

证券收益率对这些因素变动的敏感度。 
单因素模型。两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套利组合及其应满足的条件。 
套利定价模型：投资者套利活动是通过买入收益率偏高的证券同时卖出收益率偏低的证券来实

现的，其结果是使收益率偏高的证券价格上升，其收益率将相应回落；同时使收益率偏低的证券价

格下降，其收益率相应回升。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各种证券的收益率跟各种证券对各因素的敏感

度保持适当的关系为止。 

核心概念 

可行集，有效集，有效组合，最小方差组合，最小方差边界，无风险资产，无风险借款，无风

险贷款，夏普比率，最优风险组合，最优投资组合，分离定理，共同基金定理，市场组合，资本市

场线，证券市场线，贝塔系数，特征线，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 

思考题 

1．什么是可行集、有效集、最优投资组合？ 
2．无风险贷款和无风险借款对有效集有什么影响？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意义是什么？ 
4．套利定价模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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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有效市场假说 

教学要求：掌握有效市场假说及相关概念。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有效市场假说，弱有效市场，半强有效市场，强有效市场，随机游走。 

一、有效市场定义和分类 

有效市场定义：如果一个资本市场在确定证券价格时充分、正确地反映了所有的相关信息，这

个资本市场就是有效的。 
弱有效市场：指当前证券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全部能从市场交易数据中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

包括过去的价格、成交量、未平仓合约等，所以弱式效率市场意味着根据历史交易资料进行交易是

无法获取经济利润的。 
半强有效市场：所有的公开信息都已经反映在证券价格中。这些公开信息包括证券价格、成交

量、会计资料、竞争公司的经营情况、整个国民经济资料以及与公司价值有关的所有公开信息等。 
强有效市场：指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在股票价格中。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公开信息，还包括各种私

人信息，即内幕消息。 

二、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 

1．有效市场假说的假设： 
（1）投资者是理性的，因而可以理性地评估证券的价值。 
（2）虽然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他们的交易是随机的，这些交易会相互抵消，因此不会

影响价格。 
虽然非理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具有相关性, 但理性套利者的套利行为可以消除这些非理性投

资者对价格的影响。 
有效市场与随机游走。有效市场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核心概念 

效率市场假说，弱有效市场假说，半强有效市场假说，强有效市场假说，随机游走。 

思考题 

1．什么是有效市场？三类有效市场的区别是什么？ 
2．随机游走与有效市场的关系。 
3．简述效率市场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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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价值分析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债券价值分析和债券定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学会应用这些原理和

方法对现实中的债券进行价值分析。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债券的价值分析，债券定价原理 

第一节  债券属性与价值分析 

一、到期时间与债券价值的关系。 
二、息票率与债券价值关系。 
三、可赎回条款与债券价值的关系。 
四、税收待遇与债券价值关系。 
五、流通性与债券价值的关系。 
六、违约风险与债券价值的关系。 

第二节  债券定价原理 

一、债券定价原理 

1．债券定价的 5 个定理。 
定理 1：债券的价格与债券收益率成反比关系。 
定理 2：当债券的收益率不变，债券的到期时间与价格的波动幅度之间成反比关系。 
定理 3：随着债券到期时间的临近，债券价格的波动幅度减少，并且以递增的速度减少。 
定理 4：对于期限既定的债券，由收益率下降导致的债券价格上升的幅度大于同等幅度收益率

上升导致的债券价格下降的幅度。 
定理 5：对于给定的收益率变动幅度，债券的息票率与债券价格的波动幅度之间成反比关系。 
2．凸性： 
凸度是指债券价格变动率与收益率变动关系曲线的曲度，等于债券价格对收益率二阶导数除以

价格：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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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为凸度，P 是价格。 

二、久期 

1．马考勒久期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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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是马考勒久期，B 是债券当前价格， )( tcPV 是债券未来第 t 期现金流的现值，T 是

债券的到期时间。 
2．马考勒久期定理： 
定理 1：只有贴现债券的马考勒久期等于它的到期时间。 
定理 2：直接债券的马考勒久期小于或等于它们的到期日。 
定理 3：统一公债的马考勒久期等于 ]/11[ r+ ，其中 r 是计算现值采用的贴现率，即： 

rD /11+=  
定理 4：到期日相同的条件下，息票率越高，久期越短。 
定理 5：在息票率不变的条件下，债券的到期收益率越低，久期越长。 
3．马考勒久期与债券价格的关系： 

yD
P
P

Δ−≈
Δ *  

其中，
P
PΔ

是价格变化，
*D 是修正的久期， yΔ 是到期收益率的变化。 

4．债券凸性与马考勒久期之间的关系。 

核心概念 

贴现债券，直接债券，统一公债，息票率，可赎回条款，可赎回收益率流通性，违约风险，信

用评级，可转换性，可延期性，马考勒久期，凸度。 

思考题 

1．债券有哪些属性？如何对债券进行价值分析？ 
2．家属债券定价的 5 个原理。 
3．什么是久期？马考勒久期与债券价格有什么关系？ 
4．什么是凸度？它描述了债券的哪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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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普通股价值分析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各种股息贴现模型和市盈率模型的基本分析方法，并学会把这些理论

和方法运用到实际中进行普通股价值分析。 
课时安排：2 课时 
教学要点：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三阶段增长模型，多元增长模型。 

第一节  收入资本法 

一、收入资本法的一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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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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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代表资产的内在价值，Ct 表示第 t 期的现金流，y 是贴现率。 

二、贴息贴现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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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代表普通股的内在价值，Dt 是普通股第 t 期支付的股息和红利，y 是贴现率，又称资

本化率。 

三、贴息贴现法的应用。 

第二节  股息贴现模型之一：零增长模型 

一、零增长模型的假定前提。 

二、零增长模型下股票价值的计算公式 

y/DV 0=  

其中，V 是价值， 0D 是股息（任何期间都不变）， y是贴现率， 1y0 << 。 

第三节  股息贴现模型之二：不变增长模型 

一、不变增长模型的假定前提。 
二、不变增长模型下股票价值的计算公式： 

)gy/()g1(DV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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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是价值， 0D 是当前的股息， y是贴现率，g 是股息增长率。 

第四节  股息贴现模型之三：三阶段增长模型 

一、三阶段增长模型 

1．假定前提。 
2．股票价值计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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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g 是第一个阶段股息的增长率， ng 是第三阶段的股息增长率， tg 是转折期内任意时点

的股息增长率，V 是价值， 0D 是当前时点的股息， 1-tD ， 1-BD ， y是贴现率。 

二、Η模型 

1．假定前提。 
2．股票价值计算公式： 

[ ])()1(
)(

0
nan

n

ggHg
gy

D
V −++

−
=  

其中，V 是价值， 0D 是当前的股息，ga 为股息的初始增长率，gn 是 2H 期后股息增长率，y

是贴现率。 

第五节  股息贴现模型之四：多元增长模型 

一、多元增长模型的假定前提。 

二、多元增长模型下股票价值的计算公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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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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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中，V 是价值， tD 是 t=1 到 T 期间的股息， 1TD + 是时点 T 之后的股息，g 是股息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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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市盈率模型之一：不变增长模型 

一、市盈率决定的第一层因素 

1．派息比率。 
2．贴现率。 
3．股息增长率。 

二、市盈率决定的第二层因素 

1．股息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2．贴现率的决定因素。 

三、市盈率模型的一般形式。 

第七节  市盈率模型之二：零增长和多元增长模型 

一、零增长的市盈率模型 

yy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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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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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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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P / 为市盈率， y 是贴现率。 

二、多元增长的市盈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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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P / 是市盈率，派息比率，股价增长率。 

核心概念 

贴息贴现模型，内部收益率，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三阶段增长模型，H 模型，多元增

长模型，市盈率模型。 

思考题 

比较本章几个股票价值分析模型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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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远期和期货的定价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掌握远期和期货定价的一般方法，掌握各种远期和期货合同定价的具体方

法，以及远期价格、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应用这些定价方法对现实中的各种远

期和期货合约进行定价。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远期和期货定价 

第一节  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一、基本的假设： 

二、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第二节  无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一、无套利定价法 

t)--r(TKe-Sf =  
其中，f 是合约价值，K 是交割价格，r 是无风险利率，S 是现价。 

二、现货-远期评价定理 

t)-r(TSeF =  
其中，F 是远期价格，S 是现价，r 是无风险利率。 

第三节  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一、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定价的一般方法 

t)--r(TKe-I-Sf =  
其中，f 是合约价值，S 是现价，I 是本金。 

二、中长期国债期货的定价 

1．长期国债现货和期货的报价与现金价格的关系。 
2．交割券与标准券的转换因子。 
3．确定交割最合算的债券。 
4．国债期货价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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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一、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定价的一般方法 

( ) ( )q T t r T tf S e K e− − − −= − 其中，q 为该资产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已知收益率，r 是无风

险利率。该式表明，支付已知红利率资产的远期合约多头价值等于 e-q（T-t）单位证券的现值与交

割价现值之差。 

二、外汇远期和期货的定价 

( )( )r q T tF S e − −=  

其中，S 表示以本币表示的一单位外汇的即期价格， fr 是连续复利的无风险利率。 

该式就是著名的利率平价关系。它表明，若外汇的利率大于本国利率，则该外汇的远期和期货

汇率应小于现货汇率；若外汇的利率小于本国的利率，则该外汇的远期和期货汇率应大于现货汇率。 

三、远期利率协议的定价 

( ) ( )* *

*F

r T t r T t
r

T T
− − −

=
−  

其中， Fr 是远期利率， *T 和T 是两不同的时间， *T >T ， r 即期利率。 

四、远期外汇综合协议的定价 

( )( )[ 1]fr r T tW S e − −= −  
W=F-S 
其中，W 表示 t 时刻到 T 时刻的远期差价，其它符号同上。 

第五节  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一、期货价格和现在的现货价格的关系 

1．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关系可以用基差（Basis）来描述。基差是指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

差，即： 
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2．期货价格的收敛现象： 
基差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但在期货合约到期日，基差应为零。这种现象称为期货价格收

敛于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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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关系 

1．期货价格与预期的未来现货价格的关系。 
2．期货价格与未来实际现货价格的关系。 

核心概念 

远期价格，期货价格，套利定价法，转换因子，交割券，价格最合算价格基差。 

思考题 

1．比较远期与期货的异同。 
2．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3．远期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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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期权的定价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期权价格的特征，掌握期权定价的理论：（1）布菜克—斯科尔斯期

权定价模型；（2）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并学会应用这些定价方法对现实中的各期权进行定价。 
课时安排：4 课时 
教学要点：布菜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第一节  期权价格的特性 

一、内在价值与时间价值 

期权价格=内在价值+时间价值。 
期权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是指多方行使期权时可以获得的收益的现值。 
期权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是指在期权有效期内标的资产价格波动为期权持有者带来收益

的可能性所隐含的价值。 
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期权的时间价值的计算。 

二、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 

1．标的资产价格与期权的协议价格。 
2．期权的有效期。 
3．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 
5．标的资产的收益。 

三、期权价格的上、下限 

1．期权价格的上限：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上限。 
2．期权价格的下限：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下限。 

四、提前执行美式期权的合理性 

1．提前执行无收益资产美式期权的合理性。 
2．提前执行有收益资产美式期权的合理性。 

五、期权价格曲线的形状 

1．看涨期权价格曲线。 
2．看跌期权价格曲线。 

六、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关系 

1．欧式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关系。 
2．美式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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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期权组合的盈亏分布 

一、标的资产与期权的组合的盈亏分布。 

二、差价组合 

差价（Spreads）组合是指持有相同期限、不同协议价格的两个或多个同种期权头寸组合（即

同是看涨期权，或者同是看跌期权），其主要类型有牛市差价组合、熊市差价组合、蝶式差价组合

等。 
差价组合在不同情况下的盈亏分布。 

三、差期组合 

差期（Calendar Spreads）组合是由两份相同协议价格、不同期限的同种期权的不同头寸组成的

组合。差期组合的四种类型 
差期组合的盈亏状况。 

四、对角组合 

对角组合（Diagonal Spreads）是指由两份协议价格不同（X1 和 X2，且 X1<X2）、期限也不

同（T 和 T*，且 T<T*）的同种期权的不同头寸组成。对角组合的八种类型。 
对角组合的盈亏状况。 

五、混合组合 

混合组合是由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构成的组合。混合组合的盈亏状况。 

第三节  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一、弱式效率市场假说与马尔可夫过程 

1．效率市场假说：弱式有效市场假说，半强有效市场假说，强有效市场假说。 
2．马尔可夫随机过程：马尔可夫过程，弱有效市场假说与马尔可夫过程的关系。 

二、布朗运动 

1．标准布朗运动： 

tz Δ=Δ ε  

其中， tΔ 为时间间隔， zΔ 为变量 z在 tΔ 时间内的变化。任意两不同时间段的 zΔ 值相互独立。

0t →Δ 时的布朗运动。 
2．普通布朗运动： 

bdzadtd +=x  
其中，a 是漂移率的期望值，b 是方差率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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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券价格的变化过程 

dzdtd σμ +=
S
S

 

其中，S 是价格，μ 是证券在单位时间内以连续复利计算的期望收益率，σ 是证券收益率在单

位时间内波动的标准差， dz 遵从标准布朗运动。 

四、伊托过程和伊托引理 

1．伊托过程： 
dztxbdttxdx ),(),( += α  

其中， dz 是标准布朗运动，a、b 是变量 x 和 t 的函数，变量 x 的漂移率为 a，方差率是
2b 。 

2．伊托引理： 

bdz
x
Gd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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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 是变量 x 和 t 的函数， dz 是标准布朗运动。 

五、证券价格自然对数变化过程。 

第四节  布菜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一、布菜克一斯科尔斯微分方程 

1．布菜克一斯科尔斯微分方程的推导和结果。 

rf
S

fSfrS
t
f

=
∂
∂

+
∂
∂

+
∂
∂

2

2
22

2
1

S
σ  

其中，f 是依赖于标的资产价格 S 的衍生证券价格，r 无风险利率，σ 是证券价格的标准差。 
2．风险中性定价原理： 
在对衍生证券定价时，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这就是风险中性定价原理。 

二、布菜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 

1．看涨期权定价公式： 

)()(c 2
)(

1 dNXedSN tTr −−−=  

其中，
tT

tTrXSd
−

−++
=

σ
σ ))(2/()/ln( 2

1 ， tTdd −−= σ12 。 )(xN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

累积正态分布函数。 
2．看跌期权定价公式： 

)()(p 12
)( dSNdNXe tT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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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是看跌期权的价格。 

三、有收益资产的期权定价公式 

1．有收益资产欧式期权的定价公式： 

)]()(F[c 21
)( dXNdNe tTr −= −−  

)](F)(X[p 12
)( dNdNe tTr −−−= −−  

其中，
tT

tTXd
−

−+
=

σ
σ )(2/)/Fln( 2

1 ， tTdd −−= σ12 。其它符号的意义相同。 

2．有收益资产美式期权的定价公式。 

第五节  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一、二叉树模型基本原理 

二叉树模型首先把期权的有效期分为很多很小的时间间隔，并假设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内证券价

格从开始的 S 运动到两个新值 Su 和 Sd 中的一个，其中，u>1，d<1，且 u=1/d。 

二、无收益资产期权的定价 

1．参数 p、u 和 d 的确定： 
2．证券价格的树型结构。 
3．倒推定价法。 

三、有收益资产期权的定价 

1．支付连续收益率资产的期权定价。 
2．支付已知收益资产的期权定价。 

核心概念 

协议价格，期权价格，实践价值，内在价值，欧式期权，美式期权，虚值期权，平价期权，实

值期权，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平价，差价组合，对角组合，混合组合，随机

过程，布朗运动，伊藤引理，风险中性定价原理，二叉树模型。 

思考题 

1．期权价格与期权的内在价值和实践价值有什么关系？ 
2．简述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 
3．弱有效市场与马尔科夫过程有什么关系？ 
4．试推导 B-S 期权定价公式。 
5．二叉树模型的基本原理。用二叉树模型对期权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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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主体行为 

第一章  投资行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投资的 5 个步骤，掌握投资分析、投资管理、投资业绩评价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并把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国际环境下的投资行为。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投资业绩评价。 

第一节  投资管理 

一、投资管理的基本概念和步骤 

1．投资管理的概念。 
2．投资管理的五个步骤：制定投资政策、进行证券分析、构建证券组合、个性证券组合、评

价证券组合的业绩。 

二、投资管理组织方式 

1．传统的投资管理。 
2．现代投资管理。 

三、证券组合的构建 

1．消极型管理和积极型管理。 
2．证券选择和资产配置。 

四、证券组合的修正 

1．成本——效益分析。 
2．互换操作。 

五、经理——客户关系维护。 

第二节  投资分析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 

1．必要性。 
2．重要性。 

二、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 

1．基本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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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分析法。 

第三节  投资业绩评价 

一、投资回报率的测度 

1．货币加权回报率。 
2．时间加权回报率。 
3．平均回报率、事后标准差和β值。 

二、风险调整后的业绩测度 

1．回报波动比率。 
2．回报变动比率。 

三、证券组合风险调整测度比较 

建立在事后证券市场线上的证券组合业绩测度与建立在事后资本市场线上的证券组合业绩测

度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四、市场时机选择。 

五、债券组合业绩的评估 

1．债券指数。 
2．时间序列比较法与抽样比较法。 
3．债券的市场线。 

第四节  国际环境下的投资行为 

核心概念 

夏普测度，特雷诺-布莱克模型，消极型资产组合，积极型投资组合，资产配置线估价比率，

时间加权收益率，资产加权收益率，算数平均收益率，詹森测度。 

思考题 

1．投资过程由哪几步骤组成？ 
2．简述投资回报率的两种风险调整方法。 
3．结合实际投资讨论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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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套期保值行为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了解运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进行套期保

值的基本方法，并学会运用这些原理和方法进行实际的套期保值。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一、套期保值的定义和原理 

1．套期保值的定义。 
2．多头套期保值。 
3．空头套期保值。 

二、套期保值的目标 

1．双向套期保值。 
2．单向套期保值。 

三、套期保值的效率 

1．套期保值的效率。 
2．套期保值的盈亏。 

第二节  基于远期的套期保值 

一、基于远期利率协议的套期保值 

1．多头套期保值。 
2．空头套期保值。 

二、基于直接远期外汇合约的套期保值 

1．多头套期保值。 
2．空头套期保值。 
3．交叉套期保值。 

三、基于远期外汇综合协议的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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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于期货的套期保值 

一、基差风险 

1．狭义的基差。 
2．拟保值资产与期货标的资产不一致而产生的基差。 

二、合约的选择 

1．选择合适的标的资产。 
2．选择合约的交割月份。 

三、套期比率的确定。 

四、滚动的套期保值。 

五、久期与套期保值 

基于久期的套期比率。 

第四节  基于期权的套期保值 

一、Delta 与套期保值 

1．Delta 值的计算及特征。 
2．证券组合的 Delta 值与 Delta 中性状态。 

二、Theta 与套期保值 

1．Theta 值的计算。 
2．Theta 值的影响因素。 

三、Gamma 与套期保值 

1．Gamma 的计算及特征。 
2．证券组合的 Gamma 值与 Gamma 中性状态。 
3．Delta、Theta 和 Gamma 之间的关系。 

四、Vega 与套期保值 

1．Vega 的计算及特征。 
2．证券组合的 Vega 值与 Vega 中性状态。 

五、RHO 与套期保值 

1．RHO 的计算。 
2．RHO 中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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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费用与套期保值。 

第五节  基于互换套期保值 

一、负债方的套期保值 

1．将固定利率负债转换成浮动利率负债。 
2．将浮动利率负债转换成固定利率负债。 
3．将外币的固定利率负债转换成本币的固定利率负债。 
4．将外币的浮动利率负债转换成本币的固定利率负债。 
5．将外币的固定利率负债转换成本币的浮动利率负债。 

二、资产方的套期保值。 

核心概念 

套期保值，Delta， Theta，Gamma，Vega，RHO。 

思考题 

1．简述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2．简述 Delta、Theta、Gamma、Vega、RHO 的计算公式及在套期保值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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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套  利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套利的基本原理，并学会应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进行套利交

易。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套利定价理论，各种衍生证券之间的套利 

第一节  套利的基本原理 

一、空间套利。 

二、时间套利 

1．资产价格的时间关系。 
2．资产价格的时间和空间均衡条件。 

三、工具套利 

1．各类金融工具之间的套利。 
2．同类金融工具之间的套利。 

四、风险套利。 

五、税收套利。 

第二节  套利实例 

一、基于远期和期货合约的套利 

1．股价指数期货套利。 
2．外汇远期和期货套利。 
3．利率远期和期货套利。 

二、基于期权的套利 

1．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套利。 
2．蝶式差价套利。 
3．差期套利。 
4．对角套利。 
5．复合差价套利。 

核心概念 

套利定价模型，时间套利，风险套利，税收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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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简述套利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异同。 
2．如何实现时间套利、风险套利、税收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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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市场监管 

教学要求：要求学生了解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了解金融监管的基本知识，并学会把这些理论

和知识应用于证券市场监管之中。 
课时安排：3 课时 
教学要点：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金融市场监管概论 

一、监管与金融监管 

1．监管的四大要素：主体、对象、手段、目标。 
2．监管的定义。 

二、金融监管的主体 

1．公共机构。 
2．民间或私人机构。 

三、金融监管的对象与范围 

1．监管对象。 
2．市场失灵。 
3．监管范围。 

四、金融监管的目标 

1．市场失灵的三个负面作用。 
2．政府对付市场失灵的三种选择。 
3．监管目标。 

五、金融监管的工具和监管原则 

1．金融监管与经济政策的区别与联系。 
2．金融监管的五条原则。 

六、金融监管体系 

1．监管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 
2．合规机制、防范机制。 
3．金融监管体系的三方面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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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基本内容 

一、证券监管导论 

1．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 
2．证券市场监管的特征。 

二、证券监管体制 

1．集中型监管体制。 
2．自律型监管体制。 
3．中间型监管体制。 

三、证券市场监管法规体系 

1．美国法规体系。 
2．英国法规体系。 
3．欧洲大陆体系。 

四、证券市场监管机制 

1．集中型证券监管体制下的证券监管机构。 
2．自律型监管体制下的证券监管机制。 

五、证券发行监管 

1．注册制。 
2．标准制。 

六、证券市场交易监管。 

七、证券商监管 

1．对证券商资格的监管。 
2．对证券商资金的监管。 
3．对证券商行为的自律监管。 

核心概念 

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体系。 

思考题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谈谈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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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编码：406020162 
英文名称：History of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 
先修课程：无 
授课对象：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 
开课部门：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编写人员：巫云仙 
周学时：  2 
总学时：  36 
学    分：2 

一、前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课程简介 

《西方管理思想史》是为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对管

理思想的背景、概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贡献进行综合的考察，阐述管理思想从 初的起源、

发展直至当代的演变过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有关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以及

管理学思想变化发展的脉络，为以后深入学习管理学的专业知识打下基础。 
本课程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开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

学等课程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对学生进行有关管理学专业的理论教育，为学生打下比较扎实

的专业理论基础，使学生能在专业学习上全面发展。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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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史》课程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过程和特点以及基

本内容，明确学习本课程的意义以及学习和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基本要求；端正学习态度，理解

西方管理思想史所更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重点和难点：要阐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特点、学科发展线索、学习意义和要求。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2 学时。 

第一节  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史》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管理、管理者和组织？ 

（一）什么是管理？ 
（二）什么是管理者？ 
（三）什么是组织？ 

二、为什么需要管理？ 

（一）人类活动的特点 
（二）管理的必要性 

三、管理的作用、实质、职能和属性 

（一）管理的作用 
（二）管理的实质 
（三）管理的职能 
（四）管理的属性 

四、什么是管理科学？ 

（一）什么是管理科学？ 
（二）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五、管理学与经济学关于市场问题的区别 

（一）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几乎忘了管理学的作用了 
（二）管理学对市场的看法是近距离的。 
（三）在企业如何运转的机制上，管理学与经济学也是有区别的 

第二节  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一、关于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一）研究不断发展的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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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管理思想的演进规律。 
（三）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管理思想的关系。 

二、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特点 

（一）管理思想史是一门边缘学科。 
（二）管理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出的史学特点。 
（三）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第三节  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学科发展过程 

一、零散研究阶段（1900 年之前） 
二、专门研究阶段（1911 年前后） 
三、独立发展阶段（1945 年以后） 

第四节  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一、学习管理思想史的意义 

（一）学习管理思想史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 
（二）学习管理思想史是我们吸收国外管理科学成果的有效途径。 
（三）学习管理思想史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 

二、学习管理思想史的基本要求 

（一）在探索共性规律的同时推进管理创新 
（二）从国情出发学习和理解管理思想史 
（三）积极挖掘和发展中国的管理思想 

复习与思考题 

1．管理学与西方管理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何区别？ 
2．西方管理思想史具有哪些学科特点？ 
3．简述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演进过程。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导言部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 Management, chapter1-2,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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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早期管理思想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西方早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和主要表现，古代西方文明社会如古

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产生的主要管理思想、管理实践

以及主要代表人物。 
重点和难点：重点要讲述古埃及、巴比伦、希腊、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管理思想。难

点是要讲清楚这些管理思想产生背后的文明发展过程、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状况，这样才能很

好地理解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3 学时。 

第一节  西方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 

一、古代埃及的管理思想 

（一）建立了以国王法老为首的一整套专制体制的管理机构 
（二）埃及金字塔的修建反映了古埃及时代在管理方面的重大成就 
（三）在埃及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管理思想 

二、古代巴比伦王国的管理思想 

（一）《汉穆拉比法典》 
（二）《汉穆拉比法典》反映的管理思想 

三、古希腊的管理思想 

（一）荷马时代的“一长两会制” 
（二）古希腊思想家的管理思想 

四、古罗马的管理思想 

（一）国家政治体制的集权、分权再到集权的实践 
（二）古罗马人意识到现代企业的某些性质，发展了一种类似工厂的体制，用建立公路体系的

办法以保障军事调动和商品分配 
（三）罗马人具备了遵守纪律的品格，以及以分工和权力层次为其基础的管理职能设计能力 
（四）一些奴隶主思想家在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著作中，也体现出了较为丰富的管理

思想 

五、宗教和古代管理思想（略） 

（一）《圣经》反映的管理思想 
（二）希伯来人的管理实践 

六、早期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法律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工具 
（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是早期国家管理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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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宗教来控制人和管理国家 
（四）在工程和军事管理方面表现出高超的组织管理能力 

第二节  中世纪的管理思想 

一、中世纪的社会环境 

（一）中世纪的社会有一套严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二）城市 
（三）行会 
（四）商业 

二、中世纪思想家的管理思想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管理思想 
（二）马基雅维利的管理思想 
（三）托马斯·莫尔的管理思想 

三、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经验 

（一）威尼斯兵工厂 
（二）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经验 
（三）合伙企业 

第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管理思想 

一、文艺复兴运动 

（一）什么是文艺复兴运动 
（二）文艺复兴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宗教改革 

（一）西欧宗教改革的背景和实质 
（二）德意志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三）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四）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 

三、文艺复兴对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发现——首先是人的发现 
（二）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文艺复兴打破了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促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 
（四）否定了封建特权 
（五）否定了君权神授 
（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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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西方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有哪些主要成就和特点？ 
2．中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有哪些主要的管理思想？ 
3．文艺复兴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何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一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新版。 
4．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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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方面的历史发展背景，认

识到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

物，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体现。 
重点和难点：重点要掌握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什么是

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伦理，工厂制度对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影响；难点是掌握古典管理理论的

萌芽表现，以及古典管理理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践与应用。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4 学时。 

第一节  古典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二）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三）法国大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了 

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管理思想产生的影响 

（一）解决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引发

了工业革命 
（二）解决了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的问题 
（三）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古典管理思想中的重要渊源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思想条件——资本主义精神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 

（一）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原则”和“精神气质”，而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

商业上的精明 
（二）赚钱表现着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

义务 
（三）在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 
（四）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三大伦理 

（一）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把上帝和尘世间的活动联系起来了。新教认为上帝将救助自助者，他们提倡积极的人

生观，每一个人都要积极的工作。 
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这是神的恩典的表示，而浪费和减少利润，或者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

事业都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只要人们不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在劳动中创造剩余，即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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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之外，剩余部分可投资到新的事业中去，或用来改造现有

的生产。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称之为由新教伦理而开创的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自制、勤奋和节约是美德，倡导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实现理想。 
（二）个人自由的伦理 
个人自由的伦理，就是追求个性解放，但是在中世纪之前，是没有个性解放的，有的只是奴性

和服从。 
洛克在政治上主张个人自由，在经济上主张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观点成为资本主义的信条。 
（三）市场伦理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年），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调节器，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能保证资源得到 佳配置，并发挥 大效能，每个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上使自身的利益实现 大化。 
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理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也是工厂制度的基础。 

三、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管理思想出现的基础 

（一）新教伦理——精神上的解放 
（二）个人自由伦理——政治上的解放 
（三）市场伦理——经济上的解放 
（四）科技的进步，使西方出现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第三节  英国工业革命——古典管理思想产生的产业条件 

一、英国的工业革命——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产业条件 

（一）什么是工业革命 
所谓工业革命，也叫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一个飞跃，即指资本

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它是生产领域里的一场大变革，又

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工业革命 早在英国发生，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于 19 世纪 40 年代。 
（二）英国工业革命的三个方面 
纺织机等机器的出现是工具上的革命。 
蒸汽机的发明是动力上的革命。 
工厂制度的产生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 

二、工业革命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的影响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工业化大生产背景 
（二）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成为古典管理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古典管理思想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市场中通过各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而取得 大利

润 

三、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其对管理理论提出的客观的要求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的实践条件 
（一）工厂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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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厂制度对管理思想提出的客观的要求 
（三）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 
（四）对技术和工人技能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 
（五）企业家问题的提出 

第四节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思想条件 

一、詹姆斯·斯图亚特 

（一）斯图亚特的生平与著述 
（二）斯图亚特关于管理思想的论述 
他先于亚当·斯密而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论述了工人由于重复操作而获得灵巧性。他比泰

勒早 100 多年指出了工作方法研究和刺激工资制的实质。他还提出了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分工问

题。 

二、亚当·斯密 

（一）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述 
（二）亚当·斯密对管理思想的贡献 
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 
论述管理中控制的职能，计算投资还本的必要。 
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的论述，分工有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 
分工在管理上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好处。 

三、大卫·李嘉图 

（一）大卫·李嘉图的生平与著述 
（二）大卫·李嘉图队早期管理思想的贡献 
在资本和管理技术的关系上提出了所谓的“工资规律”。 
提出了关于经济人的群氓假设：社会由一群群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每个人以一种计算利弊的

方式为个人的利益而行动；每个人为达到这个目的，尽可能地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行动。从这一个假

设出发的必然结论是，对这些群氓只能用绝对的、集中的权力来统治和管理。 

第五节  科学管理实践的初步尝试 

一、理查德·阿克赖特 

（一）理查德·阿克赖特的生平简介 
（二）理查德·阿克赖特的管理实践 
阿克赖特是当时先进管理实践的一个典型，在连续生产，厂址计划、机器、材料、人员和资本

的协调，工厂纪律，人事管理，劳动分工等方面的贡献标志着他是应用高效管理原则的一个先驱者。 

二、詹姆斯·小瓦特、马修·鲁宾逊·博尔顿 

（一）瓦特与博尔顿的家族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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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詹姆斯·小瓦特、马修·鲁宾逊·博尔顿对管理的探索 
进行市场研究和预测；有计划地选择厂址和布置机器，使之符合工作流程的要求；制订生产工

艺程序和机器作业标准；推行职工福利制度等。 

三、罗伯特·欧文 

（一）罗伯特·欧文的生平简介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作为一家大纺织厂的经理，在人

事管理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被人们誉为“人事管理之父”。 
（二）罗伯特·欧文在新拉那克工厂进行的管理试验 
（三）罗伯特·欧文的社会改革试验 

第六节  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欧管理思想的延伸 

一、经济学家的管理思想 

（一）让·巴蒂斯特·萨伊明确提出把管理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 
（二）塞缪尔·纽曼对企业家的论述 
（三）穆勒关于人的动作、工资形式的分析和论述 
（四）威廉·杰文斯第一个研究劳动强度和疲劳关系问题的人 

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与《战争论》 
（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事理论运用于商业领域 

三、安德鲁·尤尔 

（一）安德鲁·尤尔与管理教育 
（二）安德鲁·尤尔关于管理教育的主要论点 
尤尔在管理方面的主要著作是 1835 年出版的《制造业的哲学》，他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有三种

有机系统：第一是机械系统，指生产的技术和过程。第二是道德系统，指工厂中的人事方面。第三

是商业系统，指工厂企业通过销售和筹措资金来维持生存。 

四、查尔斯·杜平 

（一）查尔斯·杜平与管理教育 
（二）查尔斯·杜平关于管理教育的主要论述 
杜平是 早指出管理技术可以通过教学来获得的人之一。他把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

教学。 
杜平还提出了初步的工时研究、劳动分工、工作量平衡等问题。 

五、查尔斯·巴比奇 

（一）查尔斯·巴比奇的生平简介 
（二）查尔斯·巴比奇对管理学理论的贡献 
查尔斯·巴贝奇（1792—1871）是英国的数学家、发明家、现代自动计算机的创始人和科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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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先驱者。 
提出了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可能测定出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 
利用计数机来计算工人的工作数量、原材料的利用程度等，他把这叫做“管理的机械原则”。 
他制定了一种“观察制造业的方法”，这种方法同后来别人提出的“作业研究的科学的、系统

的方法”非常相似。 
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利益的思想，巴贝奇提出了“边际熟练”原则，——

即对技艺水平、劳动强度定出界限，作为报酬的依据。 
进行了有关工作时间问题的研究。 
在劳资关系方面，他强调劳资协作，强调工人要认识到工厂制度对他们有利的方面。 

六、工业革命以后管理思想的发展小结 

（一）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密不可分 
（二）与生产组织的变化、市场机制的成熟、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有关 
（三）管理思想和实践主要是围绕企业研究而展开的，研究的重点是技术和效率，而不是管理

本身 
（三）管理思想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新系统性，对微观管理问题的思考，也大多是为了缓和当

时的社会矛盾 
（四）出现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只是一些个人的行为，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起到一个带

头的作用 

第七节  美国的早期管理实践与思想 

一、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 

（一）所面临的大环境 
（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 
（三）管理的迫切性日益提出 

二、美国早期科学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 

（一）丹尼尔·麦卡姆勒 
制定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措施 
（二）亨利·普尔 
他在管理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两个方面： 
要建立一种管理的体系 
重视企业中人的因素，提出改革僵化的领导作风 
（三）亨利·汤 
他有多种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管理思想上和泰勒有着极为相似的认识，强调管理的重要性；支

持并推广科学管理运动；提出了一种激励职工的收益分享制度。 
（四）弗雷德里克·哈尔西 
哈尔西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奖金计划——收益分享制 
（五）亨利·梅特卡夫和奥伯林·史密斯 
他对工厂管理进行改革，在兵工厂实行了一套以系统和控制为依据的新的控制体系，收到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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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效果。 
建立了一套完整详细的卡片制度，以材料卡和工时卡两种方式，分类记载工作的详细情况，工

人完成工作后则把卡片交给工长，用以对工作做出评价，并保存下来作为资料。 

三、英美早期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区别 

（一）管理实践关注的行业不同 
（二）理论总结的系统化程度不同 
英国的科学管理实践集中于纺织业，而美国则集中于铁路，这充分说明了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紧

密关系。但是，先驱者往往是少数，加之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沟通、传播速度较慢，使得当时绝大多

数企业是凭借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进行管理，管理实践并没有上升为一般性的、具普遍意义的

管理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其精神伦理是什么？ 
2．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度对管理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3．管理思想在索霍工厂的尝试及其启示。 
4．亚当·斯密关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理论分析。 
5．科学管理和理论和实践准备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二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三、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3．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4．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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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科学管理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原因，掌握在科学管理理论的

形成过程中泰勒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要认识到，在科学管理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泰勒同时代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贡献，以及科学管理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应该

如何评价科学管理理论。 
重点和难点：重点要掌握在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泰勒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科学管理

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泰勒同时代的几个重要人物在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

贡献，应该如何评价科学管理理论。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4 学时。 

第一节  科学管理理论的为什么在美国出现（略） 

一、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危机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 
三、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 
四、工业革命以来管理思想的积累 

第二节  泰勒及其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探索 

一、泰勒其人 

（一）泰勒生平简介 
（二）泰勒对管理思想发展的独特贡献 
通过对工作过程的研究，泰勒把工作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并用秒表来衡量每一个部分工作的时

间，用科学的办法研究工人的合适的工作量，建立了科学管理理论。 

二、泰勒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 

（一）工人磨洋工 
（二）生产效率低下 

三、泰勒对科学管理的探索 

（一）搬运铁块的试验 
搬运生铁的试验研究，通过制定一套 优搬运方法、 优步距、 优工休间歇和仔细挑选工人，

认真训练他们严格按指定的要求从事作业劳动。 
（二）铁砂和煤炭的铲掘试验 
铁锹试验首先是系统地研究铲上的负载应为多大问题；其次研究各种材料能够达到标准负载的

锹的形状、规格问题，与此同时还研究了各种原料装锹的 好方法的问题。此外还对每一套动作的

精确时间作了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个“一流工人”每天应该完成的工作量。 
（三）金属切削试验 
金属切削试验前后共花了 26 年的时间，15 万美元的费用，写出了 3 万多份试验报告，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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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屑就过 80 万镑， 后取得了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泰勒进行科学管理试验的两个基本原理 
一是作业研究原理。包括：改进操作方法以提高工效，合理利用工时。 
二是时间研究原理。在动作分解与作业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工人完成每项动作需

要的时间，考虑到满足一些生理需要的时间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所耽误的时间，为标准作业方法制

定标准的作业时间，以确定工人的劳动定额，即每一天合理的工作量，这就是与作业研究原理相对

应的时间研究原理。 

第三节  学管理原理 

一、科学管理的基本假设前提 

（一）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能够通过科学管理而得到很好解决 
（二）假定工人也是“经济人” 
（三）单个人是可以取得 大效率的，集体行为反而会导致效率下降，科学管理是使单个人提

高效率的方法 

二、科学管理的四个基本原则 

（一）运用基于对工作任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代替传统的旧式管理方法 
（二）用科学的方法对工人进行挑选、培训和开发，而不是让其消极的自我训练和发展 
（三）与工人密切合作，以保证科学研究的方法能够得到很好地应用 
（四）对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任务进行相应地划分，这样可以使管理人员运用科学的管理原

则对工作进行很好地计划，工人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很好完成任务 

三、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作业管理 
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 
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 
实行激励性的工资制度 
（二）“差别计件工资制” 
1895 年，泰勒提出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首先要通过工时研究进行观察和分析，以确定

“工资率”即工资标准；其次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其三是“把钱给人而不

是职位”。 
（三）组织管理 
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取代传统的凭经验工作的方法 
职能工长制 
例外原则 
（四）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理念 
效率至上，即谋求 高的工作效率 
为了谋求 高的工作效率可以采取任何方法 

为追求效率 大化，劳资双方应该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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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人对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贡献 

一、卡尔·巴思被认为是泰勒的“嫡系追随者” 

（一）卡尔·巴思为泰勒的工时研究、动作研究以及金属切割试验等提供理论依据 
（二）帮助泰勒进行工时研究和疲劳研究，并在工厂中推行泰勒制 

二、亨利·劳伦斯·甘特对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 

（一）甘特生平简介 
（二）甘特图表的发明 
（三）甘特奖励工资制 
（四）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性 
（五）工业效率问题 
（六）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三、弗兰克·吉尔布雷斯与莉莲·吉尔布雷斯对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 

（一）弗兰克·吉尔布雷斯与莉莲·吉尔布雷斯简介 
（二）动作研究 
（三）疲劳研究 
（四）强调进行制度管理 
（五）探讨了工作、工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四、哈林顿·埃莫森对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 

（一）埃默森其人 
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1853—1931)，是美国机械工程、科学管理和组织理论的

先驱者之一。他的贡献在于把科学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引用到企业的具体管理实践中，以及向大众传

播效率思想。 
（二）参谋——职能组织理论 
（三）效率的十二个原则 
（四）埃默森奖励工资制 

五、莫里斯·库克对科学管理管理的贡献 

（一）莫里斯·库克其人 
（二）把科学管理原理应用于大学的管理 
（三）把科学管理原理应用于市政管理 
（四）较为重视人的因素 

六、亨利·福特的科学管理实践和贡献 

（一）亨利福特其人 
（二）制造方式标准化 
（三）流水式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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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服务大众作为宗旨 
（五）建立人事部门，关心员工生活 

七、拔佳对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 

（一）拔佳（Bata.Tomas）与拔佳制 
拔佳制是由拔佳在学习福特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合科学管理精神的管理制度。 
（二）拔佳制的基本原则 
“让工人思维，让机器工作” 
“建立自己的供产销系统和全球经营战略” 
“顾客是企业的主人”、“为公众服务” 
“生产和利润不是目的，而是改善职工生活的手段” 
“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是企业的首要职责” 

第五节  关于科学管理理论的评价 

一、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 

（一）弗雷德里克·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使管理思想成为一套思想体系 
（二）科学管理理论在管理哲学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三）泰勒将科学思想和理念引入管理领域，提高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 
（四）科学管理理论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五）科学管理运动加强了社会公众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心，促进了经营管理的科学研

究 

二、科学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一）科学管理理论的一个“经济人”假设 
（二）科学管理理论的诸项原则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三）泰勒对工会采取怀疑和排斥的态度 
（四）科学管理理论探讨的多半是关注生产领域的管理，对其他方面的管理，以及一般管理涉

及得较少 

三、对“泰勒制”的评价 

（一）它冲破了传统和落后的经验管理办法，将科学引进了管理领域，创立了一套具体的科学

管理方法 
（二）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发展，适应了资本主义地发展 
（三）企业中开始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管理工作 
（四）忽视了企业中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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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科学管理理论的传播 

一、工业管理教育 

（一）1900 年以前的工业管理教育情况 
（二）工业管理教育方面的三个代表人物 

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丘奇（略） 

亚历山大·哈密尔顿·丘奇是英国的效率专家、工程师和作者，他因为首先在商业组织领域提

倡运用科学的方法减少成本而闻名。 

三、奥利佛·谢尔顿（略） 

奥利佛·谢尔顿（1894-1951）是英国的管理学家，出版《管理哲学》（1923）一书，试图把

社会伦理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 
他提出了一个管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应该在于伦理和人的因素上，而不是单是把重点放在生产方

面。工业不是一堆机器和技术程序的结合体，而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复合体。 

四、玛丽·派克·福莱特 

（一）玛丽·派克·福莱特其人 
福莱特提倡在管理学研究中，应该给予人际关系与生产方面研究同样的关注，她很重视对泰勒

和弗兰克和莉莲等人开创的时间和动作研究。强调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应该互相依赖和合作，把管

理者和领导者看作为一个整体，领导者只不过是能够看到全部而不是局部的一个人，她是第一个把

组织冲突的思想引入到管理中来，因此有时她被称为“冲突解决之母”。她既概括了泰勒的许多思

想，又得出与后来的梅奥等人所作的“霍桑试验”的研究成果大致相同的结论，所以她成了这两个

时代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 
（二）玛丽·派克·福莱特对管理思想的贡献 
群体原则——一种“新心理学” 
情境规律——有关权力和权威的思想 
情境规律——有关控制的思想 
情境规律——有关领导方式的思想 

复习与思考题 

1．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 
2．泰勒“科学管理”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局限性。 
3．甘特对科学管理思想的主要贡献。 
4．亨利·福特的科学管理实践和贡献。 
5．泰勒之后的科学管理思想有哪些新的发展。 
6．如何评价科学管理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三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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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五、六、七、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管理百年：20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第一、二章，

海南出版社，2003 年。 
4．泰勒著：《科学管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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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典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教学目的和基本内容：进一步深入了解古典管理理论发展与演进过程，对法国、德国、英国和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厄威克和古利克等在管理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进行分析，

以便更好理解古典管理理论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了管理中的不同问题。 
重点与难点：本章内容的重点和难点是掌握和理解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即法约尔的一般管

理理论，以及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管理理论。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4 学时 

第一节  法约尔的一般组织管理理论 

一、亨利·法约尔生平与著述 

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是法国管理学家，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亦为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誉为“行为管理理论之父”。 
1916 年，在法约尔 75 岁时出版《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对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二、亨利·法约尔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贡献 

（一）法约尔概括了管理的一般原理 
（二）法约尔区分了经营和管理 
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经营之中，认为管理是一门具有独立规律的学科。 
（三）提出了 14 项“一般管理原则” 
（四）法约尔认为管理者需要重视五个方面的管理职能 
即计划 plan、组织 organize、指挥 command、协调 coordinate 和控制 control。 
（五）为整个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法约尔一般组织管理理论简评 

（一）亨利·法约尔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亨利·法约尔是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为止，法国贡献给管理运动的 杰出的大师，被后人尊称

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 
（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的重要影响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是西方古典管理思想的重要代表，后来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基础

（该学派将法约尔尊奉为开山祖师），也是以后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对管理理论

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历程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有助于使管理学走进大学讲堂 
（四）一般管理思想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强使其成为管理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二座丰碑 
（五）法约尔的主张和术语和一般管理理论在企业经营乃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法约尔与泰勒管理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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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官僚组织理论 

一、马克斯·韦伯生平和成就 

（一）马克斯·韦伯生平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的著名学者，古典行政组

织理论的代表人物。 
（二）韦伯的学术成就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著作涉及工业社会学、宗教社会学

和政府社会学、经济学。 

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管理学方面的贡献 

（一）理想的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体系的原文可以译为官僚集权组织，指的是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

位来管理，是一个有关集体活动理性化的社会学概念。 
他所说的“理想的”并不是指合乎实际需要的，而是指组织的“纯粹形态”，他所说的理想的

行政组织体系是一种标准模式。 
（二）权力的种类 
合理——合法的权力，它是以“法律”所确认的，或以被提升到掌权地位的人的权力为依据的。

之所以能对这种权力服从，是由于存在着依法建立的一套等级制度，它所对应的是“合理化——法

律化组织”，如企业、国家、军队或其他组织。 
传统的权力，它是以古老传统的不可侵犯性和执行这种权力的人的地位的合法性为基础的，它

所对应的是传统的组织。对这种权力的服从是对拥有这种不可侵犯的权力地位的个人的服从。 
“神授的”权力，它是以对个人的明确而特殊的尊严、英雄主义的或典范的品格的拥戴为基础

的。这种权力对应的是“神秘化组织”。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特征和结构 
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的思想是根据对教会、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经验的分析而得出的，他

确信等级、权力和行政体系(包括明确的规则、确定的工作任务和纪律)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 
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特征： 
有确定的组织目标。人员的一切活动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 
实行明确的分工。 
实行等级原则。 
实行考核和教育制度。 
行政管理人员领取的固定的薪金。 
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 
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 

三、马克斯·韦伯的行政官僚组织理论简评 

（一）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自出现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

要形式 
（二）韦伯的管理思想对后来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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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韦伯的理论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 

一、林德尔·福恩斯·厄威克对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和综合 

（一）厄威克生平简介 
厄威克是 20 世纪英国和欧洲富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是推动科学管理的关键人物，为科学管

理理论的综合做了大量工作，他试图把科学管理思想应用于各种组织，在管理学领域享有很高声望。 
（二）厄威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归纳和综合 
厄威克认为，管理过程由三个职能组成：计划、组织和控制。这三个职能的指导原则是预测、

协调和指挥。 
厄威克从控制职能中推论出了一些职能和原则。 
厄威克完整地采纳了法约尔关于计划职能的分析和穆尼关于组织职能的分析，认为组织职能有

着等级原则、授权和确定工作任务等三种派生职能。 
厄威克在对管理理论的综合中总结了管理的间接目标，即秩序、稳定、主动性和集体精神。 
（三）厄威克有关组织的八条原则 
目标原则、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

确性原则。 
（四）厄威克对领导问题的研究 

二、卢瑟·哈尔西·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 

（一）古利克简介 
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1892—1993)是公共管理学方面的杰出专家，在管理学发展史上，

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利克的管理七职能论 
古利克将法约尔有关管理过程的论点加以展开，提出了有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取其每种职能英

文词的首字而称作 POSDCORB，即 Planning (计划)、Organizing (组织)、Staffing (人事)、Directing (指
挥)、Coordinating (协调)、Reporting (报告)、Budgeting (预算)。古利克提出的这七种管理职能，以

后虽有人加以增减或修改，但基本上包括了到那时为止的有关管理过程的观点，并成为以后有关这

类研究的出发点。 

第四节  古典管理理论总结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演进 

（一）早期管理理论 
（二）传统管理理论 
（三）科学管理理论 
（四）古典组织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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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评价古典管理理论？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伟大意义 
古典管理理论确立了管理学是一门科学。 
古典的管理理论建立了一套有关管理理论的原理、原则、方法等理论。提出了一些管理的原则、

管理职能和管理方法，并且主张这些原则和职能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对企业管理有着很大的指导意

义，也为总结管理思想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典管理学家同时也建立了有关的组织理论。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是组织理论的基石。 
古典管理理论为后来的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学派奠定了管理学理论的基础，当代许多管理技术

与管理方法皆来源于古典的管理理论。古典管理学派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些仍然是当今管理上所要研

究的问题，都是对古典的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古典管理理论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古典管理理论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对人性的探索仅仅停

留在“经济人”的范畴之内。 
古典管理理论对组织的理解是静态的，没有认识到组织的本质。 
古典管理理论的着重点是组织系统的内部，而对企业外部环境对组织系统的影响考虑得就非常

少。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法约尔对管理要素的理解。 
2．法约尔著名的 14 项管理原则是什么？ 
3．简述马克斯·韦伯的行政官僚组织理论。 
4．如何评价古典管理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四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管理百年：20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第三章，海

南出版社，2003 年 
4．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 
5．法约尔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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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教学目的和基本内容：了解行为科学理论是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与古典管理思想

不同的特点，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发展和演进过程，特别是要了解梅奥及其主

持的霍桑实验对行为科学理论建立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要了解梅奥之后行为科学发展的脉络和理论

特点。 
重点和难点：掌握行为科学理论总的发展过程，梅奥及其主持的霍桑实验对行为科学理论建立

的意义，梅奥之后在个体行为理论方面马斯洛、克莱顿·奥尔德佛、赫茨伯格、弗鲁姆、波特和劳

勒、麦克利兰、麦格雷戈、埃德加·沙因等人的独特贡献。在群体行为和领导行为理论方面卡特·勒

温、亨利、坦南鲍姆和施密特，以及布莱克和默顿等人的独特贡献。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4 学时 

第一节  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早期提倡者 

（一）行为科学的提出 
行为科学产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它正式被命名为行为科学，是在 1949 年美国芝加哥的一

次跨学科的科学会议上。 
（二）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社会经济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

实行经济宏观调控政策。 
企业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采用了科学管理思想以后，效率是提高了，但是劳资矛盾和冲突

始终没有解决。 
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受到质疑，不少心理学家加入到管理研究的行列。 
（三）早期行为科学研究的提倡者 
罗伯特·欧文、玛丽·派克·福莱特、雨果·缪斯特伯格等人。 

二、缪斯特伯格与工业心理学 

（一）工业心理学的提倡者 
雨果·缪斯特伯格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因为将心理学运用于法律、商业、工业、医

学、教育、社会学的工作而闻名。 
（二）关于工业效率的三段论 
（三）将心理研究的信息应用于法律机构 

第二节  行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梅奥的霍桑实验 

（一）梅奥与霍桑实验 
梅奥（Mayo,1880-1949）是美国的管理学家，原籍澳大利亚，是早期的行为科学——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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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创始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霍桑实验是1924-1932年在美国西部电器公司在芝加哥的西塞罗霍桑工厂进行的一系列提高工

人效率的研究工作。 
（二）霍桑工厂的几个实验 
车间灯光照明实验 
继电器装配实验 
云母片剥离实验 
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实验室——群体实验 
工厂范围的大规模的访谈计——“访谈实验” 
（三）霍桑实验的重要意义 
开辟了管理学研究的新方向——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改变了泰勒以来工程学的研究

模式，开始向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转变，导致了后来“人际关系”和“组织行为学”的形成和发展。 
否定了传统管理理论对人性的假设，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他们的行为不仅仅

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率的 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发现了管理者的新角色，管理者=领导者、激励者、沟通者和工作环境的设计者。 
实验的参与者影响了管理学的发展方向，霍桑试验的结论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基本要点，也是行

为科学在以后发展的理论基础，并对以后的管理思想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 
（四）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指与调查者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有关的问题，也称“光圈效应”。在照明实验中

的女性作业者会试图取悦研究者，因为这些研究者相信有一个预期的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对不同灯

光的反应。 
霍桑效应被定义为在早期科学管理阶段被发现的一种趋势，即在研究的一定条件下，工人的生

产率是稳步上升的。 
（五）梅奥对管理思想发展的贡献 
梅奥主持并总结了霍桑实验的结果，并于 1933 年正式发表《工业文明中的人类问题》一书，

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早期行为科学。 

二、梅奥人际关系学说的基本要点 

（一）职工是社会人 
“社会人”是人际关系学说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每个人的行为并不单是为了追求金钱，还有社

会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需要。 
（二）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所谓正式组织就是传统管理理论所指出的，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规定企业各成员之间

相互关系和职责范围的一定组织体系。 
而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是相对而言的，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

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 
梅奥认为，在正式的法定关系掩盖下都存在着非正式群体构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体系。 
（三）新型的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 

新型的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以鼓舞职工的士气，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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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什么是行为科学 
行为科学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从人的需要、欲望、

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特别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

的关系，并借助于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以实现提高工作效率，达到组织的目

标。 
（二）行为科学的发展演变 
目前，行为科学理论包括：个体行为学、组织行为学、群体行为学、领导行为学。 

第三节  个体行为的研究 

一、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一）马斯洛简介 
马斯洛于 1943 年和 1954 年先后发表了《人类动机理论》和《动机和人》两部著作，阐述了他

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二）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需要才出现，五种需要层次包括：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二、克莱顿·奥尔德佛的生存关系及发展理论 

（一）克莱顿·奥尔德佛 
克莱顿·奥尔德佛（Clayton Paul Alderfer）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他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

一步扩展和修正。 
（二）嵌入团体关系理论 
1982 年，他提出嵌入团体关系理论 Embedded Intergroups Relations Theory，即在一个体系中考

察群体的行为。 
（三）对马斯洛人类需求理论的修正 
1973 年，奥尔德弗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人的基本需要不是 5 种，而是 3 种，即生

存、关系和发展这三种人类基本的需要。 

三、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一）赫茨伯格简介 
赫茨伯格 Frederick Herzberg (1923-2000)是美国心理学家，高级咨询人员和管理教育专家。 
（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赫茨伯格把使人满意的因素叫激励因素，使人不满意的因素叫保健因素。 
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即以对工作本身是否满意，工作中个人是否有成就、是否得到提

升为中心的。 
而保健因素则与工作的外部环境有关，属于保证工作完成的基本条件。 
如何激励员工：“踢一脚”的激励方式、其他激励员工的措施、职务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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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弗雷姆的期望理论 

（一）弗雷姆简介 
弗雷姆（Victor Vroom）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目前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组织

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教授。 
弗雷姆对于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 
一是深入研究组织中个人的激励和动机，率先提出了形态比较完整的期望理论模式，把期望理

论有定性分析推向了定量分析，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从分析领导者与下属分享决策权的角度出发，将领导方式或风格划分为 5 种，这种理论成

为推进后来权变理论的发展。 
（二）弗雷姆的期望理论 
弗雷姆的期望理论不仅仅考虑人的需要，而且考虑满足需要的途径以及组织环境的影响。 
弗雷姆的期望理论认为，在工作场所，员工有各种动机，假如满足以下条件，他们会有工作动

机。 
努力和成就要成正比 
良好的工作绩效与会导致好的结果 
员工对于工作结果的价值是可以确定的 
即激励力 = 效价 x 期望值。 
效价：是指一个人对某项工作及结果（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给自己带来满足程度的评价，即

对工作目标有用性的评价。 
期望值：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够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可能性估价，即对工作目标能够实现的概率

的估计。 

五、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理论（略） 

莱曼·波特和爱德华·劳勒是美国著名行为科学家。 
1968 年他们在《管理态度和成绩》一书中提出了波特——劳勒的综合激励理论。 
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

要的能力以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

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六、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一）麦克利兰简介 
麦克利兰 David Clarence McClelland (1917-1998) 是美国著名行为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计

量历史学的提倡者。1966 年他在《促使取得成就的事物》中提出成就动机理论。 
（二）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 
麦克利兰认为人有 3 类基本的激励需要，即对权力的需要（the need for power ）、对社交的需

要（the need for affiliation）、对成就的需要（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七、麦格雷戈的 X 理论和 Y 理论 

（一）麦格雷戈简介 
麦格雷戈 Douglas McGregor 1906-1964)是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是工业组织人际关系研究

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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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雷戈在其《企业组织的人性方面》一书中，提出了 X 理论和 Y 理论。创造了一种新的研

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要营造一种具有权威、指导、控制或者综合和自我控制的环境，使员

工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得到一种激励。 
（二）麦格雷戈的 X 理论和 Y 理论 
麦格雷戈提出的“X 理论—Y 理论”，提出了两大类可供选择的人性观。他对传统管理中人性

假设和行为科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加以系统归纳分析，指出了它们的要点和根本分歧。麦格雷戈把 Y
理论叫做“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结合”，认为它能使组织的成员在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

好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八、埃德加·沙因的复杂人假设 

（一）埃德加·沙因简介 
埃德加·沙因（Edgar H. Schein (1928-）是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在组织管理学方面的多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二）埃德加·沙因的四种人性假说理论 
埃德加·沙因在 1965 年出版的《组织心理学》中对人性进行了归类并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

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人的假说、自我实现人的假说、复杂人的假说。 

第四节  群体行为理论 

一、群体行为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理论来源 

（一）群体行为理论产生的背景 
科学管理理论不能解决有关人的需求和激励问题 
员工和企业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个体行为的研究已经展开 
（二）群体行为理论的理论来源 
人际关系学派 
完型心理学 
代表人物和理论：卡特·勒温的群体动力学 
假设前提：社会人、复杂人、自我实现的人 
研究内容：群体的行为和影响 

二、卡特·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 

（一）卡特·勒温简介 
卡特·勒温 Kurt Zadek Lewin （1890，9—1947，2）是出生于德国的心理学家，是社会心理

学领域的开拓者，在西方被称为“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是第一个研究群体动力以及组织发

展的研究者。 
（二）卡特·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 
一是群体动力学研究的群体是非正式的组织。 
二是勒温认为人们结成群体，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属于不断的相互作用。所谓群体动力，就

是群体中的各种力量对个体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群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实际上是一个集

体的个人，是一个集体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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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群体中处于均衡状态的各种力的“力场”，叫做“生活场所”、“自由运动场所”。 
四是在一个群体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有非正式组织。 
五是在非正式组织中也存在着不同的领导方式。 
六是非正式组织的规模小为好，以便成员之间互相交往、交流各种信息和感情，以维持群体的

长期存在。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规模。 
七是群体也会产生社会惰化效应。 

第五节  领导行为的研究 

一、领导者品质理论 

（一）亨利的领导者品质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亨利，1949 年提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 12 种品质。 
（二）鲍莫尔的领导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鲍莫尔提出领导者应具备的 10 个条件。 

二、领导方式理论 

（一）连续统一体理论 
这就是美国行为科学家坦南鲍姆和施密特两人提出来的选择领导模式的理论。他们从领导模式

的分类和选择方面进行研究，于 1958 年提出了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 
（二）二维领导模式 
俄亥俄大学企业研究局在 1945 年提出一种领导方式的模式——领导四象限理论。 
管理方格论：美国行为科学家布莱克等人（莫顿）1964 年提出的。 
管理方格理论指出，企业中的领导方式，存在着“对人的关心”和“对生产的关心”两种不同

的结合。他们提出的管理方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在企业管理的领导中趋于极端的方式，即或者是

科学管理，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人为中心；或者以 X 理论为依据，或者

以 Y 理论为依据。应该采取各种综合的领导方式， 
（三）威廉·大内的 Z 理论 
Z 理论（Theory Z）是由日裔美国学者威廉 大内（一译乌契，William Ouchi）在 1981 年出版

的《Z 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内容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

的关系。 

第六节  行为科学理论的总结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走向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演进 
梅奥建立人际关系学说以后，行为科学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三大方

面的理论，即个体行为研究、群体行为研究、领导行为研究。 
在个体行为研究方面有三大部分：——个体激励，而起到激励作用，以达到更高的组织效率。 
以社会人假设为前提的有：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弗雷姆的期望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麦克利兰德成就需要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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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实现人假设为前提的有：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关系和发展理论、

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 
以复杂人假设为前提的有：沙因的复杂人假说。 
在群体行为研究方面：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组织激励，以达到更高的组织效率。 
在领导行为研究方面有：——研究领导模式，以达到更高的组织效率。 
亨利的领导者品质理论 
坦南鲍姆和施密特的连续统一体理论——领导者行为理论 
二维领导模式和管理方格理论——领导者行为理论 
（二）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行为科学理论应用于管理学，主要是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研究。 
行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人的需要和动机的理

论；关于管理中的“人性”的理论；关于领导方式的理论；关于企业中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

系的理论。 

二、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强调人的行为和人性的研究 
（三）用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管理问题 

三、如何评价行为科学理论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贡献 
突出人的因素和对人的研究 
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成果形成了完善的学科体系 
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以提高管理水平 
行为科学引起了管理方法的转变 
（二）行为科学理论的缺点 
行为科学仍然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对人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那么深远，这门学科实

际上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管理学者们对人际关系理论，对梅奥主义的批评却未曾间断过，很少有管理理论受到如此之多

的批评。 
过于关注人性的规律，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管理技术和原则。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行为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脉络。 
2．梅奥的霍桑实验对行为科学理论的建立有什么意义？ 
3．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4．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的管理学含义是什么？ 
5．卡特·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6．20 世纪对领导行为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 
7．如何评价行为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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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和思潮 

教学目的核基本要求：主要介绍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新进展，了解

现代管理理论流派和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掌握管理理论的不同流派、特点和理论贡献，

以便更好地了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进过程。 
重点和难点：主要了解现代管理理论流派和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掌握管理理论的

不同流派、特点和理论贡献，特别要弄清楚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等十个不同流派和思潮的

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6 学时。 

第一节  现代管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现代管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现代管理理论产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战后经济格局的调整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企业结构发生变化 

二、现代管理理论产生的方法论基础 

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演变。现代科学理论“老

三论”和“新三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一）“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 
（二）“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生产方式的变化促使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二）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推动了管理思想的发展 
（三）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深化了对人的认识 
（四）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了市场观念，导致内外协调的管理的产生。 
（五）自然科学思想对管理科学的渗透，导致了以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管理思想的产生 
（六）管理科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二节  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流派和思潮 

一、管理过程学派 

（一）管理过程学派概述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为经营管理学派、管理职能学派，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哈罗德•孔

茨(Harold  Koontz, 1909-1984)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提出的，是在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36 

发展而来的，是西方历史悠久并有巨大影响力的一种主流管理理论。 
理论基础和来源：法约尔的古典管理理论：《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假设前提：社会人、复杂人、自我实现的人。 
（二）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詹姆斯·穆尼(J.D. Mooney, 1884-1957)，美国高级管理人员和会管理学家，《组织原理》 
拉尔夫·戴维斯(Ralph C. Davis)美国管理学家，《工业组织和管理》——偏重管理哲学 
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1908-1984)美国管理学家《管理学原理》、《管理理论丛林》、

《再论管理理论丛林》等。 
威廉·纽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教授，《管理过程：思想、行为和实务》。 
（三）管理过程学派的管理思想和特点 
管理过程学派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将管理理论同管理人员所执行的管理职能，也就是管理人

员所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 
（四）孔茨的职能管理 
孔茨把管理揭示为通过别人使事情做成的各项职能，他很强调管理的概念、理论、原理和方法，

认为管理工作是一种艺术，它的各项职能可以分成五类，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组织

的协调是五种职能有效应用的结果。 
（五）管理过程学派的基本方法 
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划分为一些职能：计划、组织、用人、领导、控制。 
对管理职能进行研究，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探究管理的基本规律，在分析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对

每项职能提出一些基本要求。 
（六）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贡献和缺陷 
主要贡献： 
一是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它是 为系统的学派。他们首先从确定管理人员的管理职能入手，

并将此作为他们理论的核心结构。 
二是管理过程学派确定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了基础。把管理的任务和

非管理的任务(如财务、生产以及市场交易)加以明显地区分，能使经理集中于经理人员的基本工作

上。 
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存在着一些普通运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发现的。

管理的原则如同灯塔—样，能使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辨明方向。 
管理过程学派存在以下缺陷： 
一是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出的管理职能不能适用所有的组织。 
二是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的职能，并不包括所有的管理行为 
三是在管理者日常管理中，一定是先有了目标和组织，然后进行管理，而不是先有一套典型的

职能，能够到处运用到不同的组织中去。 

二、社会系统学派 

（一）社会系统学派概述 
社会系统学派的形成以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 1886-1961)的现代组织理

论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社会系统学派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

作的系统，进而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系统。 
（二）社会系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社会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巴纳德。1938 年，他发表了《经理人员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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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对组织和管理理论的—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组织和管理理论

完全不同的观点。 
（三）巴纳德的组织协作系统观点 
一是组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组成的协作系统。 
二是组织是一个是由个人组成的协作系统，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下，同他人

协作才能发挥作用。 
三是巴纳德认为组织作为一个协作系统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信息交流、协作的意愿、共同的

目标。 
四是经理人员的作用就是在一个正式组织中充当系统运转的中心，并对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协

调，指导组织的运转，实现组织的目标。 
除此之外，经理人员还应该对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协调和控制。 
（四）社会系统学派的管理思想和特点 
一是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管理人员有些什么职能以及应当如何行使这些职能，是由组织的本质、

特性和过程来决定的。 
二是社会系统理论的特点是对组织本质（组织中人的行为）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三是社会系统学派不是把作业而是把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五）理论评析 
一是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是他的管理理论的基础，他对组织的定义提出了同传统的管理理论截然

不同的观点。巴纳德不是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而是从行为的角度对组织下定义。他把组织看成是一

个协作的系统，提出了构成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信息交流、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首次分析

了组织的组成要素。 
但巴纳德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不包括物和其他要素，所以对组织的研究就转变成对人的

研究。把财物排除在组织的组织要素之外，经理人员的职能没有对财物的管理职能。因此，巴纳德

对组织要素的划分，并没有得到管理学家的承认。 
二是巴纳德的管理职能理论和古典管理理论大不相同。古典组织理论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是

从对管理的过程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而巴纳德是以自己的组织理论为基础来展开管理职能的分

析，把管理者的职能归结为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个人付出必要的努力和规定组织的目标。 

三、决策理论学派 

（一）决策理论学派概述 
决策理论学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管理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是在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

展起来的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综合运用管理决策问题，形成了关于决

策和决策方法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2001)和詹姆斯·马奇

(James G. March)。 
赫伯特•西蒙是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获 1978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发展了巴

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并提出了决策理论，建立了决策理论学派，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

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著作有《管理行为》、《组织》、《管理决策的新科学》等。 
（三）决策理论学派的管理思想和特点 
决策理论学派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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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 
二是形成科学的决策概念。 
三是组织行为和个人决策的关系。 
四是决策的不同分类和准则。 
五是决策的四个过程。 
六是总结出 5 种决策方法。包括：经验判断法、专家意见法、数学模型法、模拟实验法、心理

方法——即决策中的心理机制。 
决策理论学派的思想特点： 
一是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决策是管理的核心。 
二是系统阐述了决策原理。 
三是在决策标准上，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 优化”准则。 
四是一个组织的决策根据其活动是否反复出现，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决策。 
（五）理论评析 
从管理职能的角度来说，决策理论提出了一条新的管理职能。 
首次强调了管理行为执行前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决策理论尽管提出了有许多其他理论所不具备的优点，但仍存在以下缺陷： 
管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仅靠决策也无法给管理者有效的指导，实用性不大。 
决策学派没有把管理决策和人们的其他决策行为区别开来。 

四、系统管理学派 

（一）系统管理学派概述 
在企业管理理论中，系统理论学派亦称系统学派，是指将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各项管理

业务看成相互联系的网络，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点、范畴以及一般原理，对组织或企业的管理活

动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以及进行系统管理的过程，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 
（二）理论基础和主要代表人物 
一般系统论是系统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般系统理论：贝达朗菲、维纳、申农、哈肯 
系统管理理论：理查德·约翰逊、弗里蒙特•卡斯特、詹姆斯·格黑尔·米勒和梅·萨洛维奇。 
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蒙特•卡斯特(F•E•Kast)、罗森茨威克(J•E•Rosenzing)和理查德·约翰逊

(R•A•Johnson)，他们三人合写了《系统理论和管理》，1970 年与罗森茨威克两人合写了《组织与

管理——一种系统学说》，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系统管理理论。 
（三）系统管理学派的管理思想和特点 
组织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人造系统；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外界

环境在不断地相互作用；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它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取得动态平衡，

组织同时要从外界接受能源、信息、物料等各种投入，经过转换，再向外界输出产品，具有系统输

入、输出和反馈功能。 
二是企业系统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系统管理学派将企业分为五个子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子

系统、技术子系统、社会心理子系统、组织结构子系统、管理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些系统还可以继续分为更小的子系统。 
三是系统动态学的观点。认为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

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人是主体，其

他要素则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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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的思想。如果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可以

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产出的是各种产品(或服

务)。 
系统管理学派认为，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都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但三者之间既有

联系，也有区别。 
（四）系统管理学派的管理方法 
就是采用模型分析法 
建立工业系统动态模型 
（五）系统学派理论评析 
首先，系统理论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体现了管理哲学的改变。 
其次，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 
系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组织，系统理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虽然在理论上是

正确的，但系统理论对组织的构成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其理论并未能提出具体的管理

行为和管理职能，只是笼统的提出一些原理和观点，初学者在实践中会无所适从。 

五、数量管理科学学派 

（一）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概述 
数量管理科学学派又称为管理科学学派、管理中的数量学派，也称之为运筹学。 
这个学派认为，解决复杂系统的管理决策问题，可以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寻求 佳计划方

案，以达到企业的目标。管理科学其实就是管理中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它主要用于解决能以数量

表现的管理问题，以弥补定性化研究的不足。其作用在于通过管理科学的方法，减少决策中的风险，

提高决策的质量，保证投入的资源发挥 大的经济效益。 
管理科学学派是泰勒管理学派的继续和发展，是近年来在西方管理学界形成的，称为现代的科

学管理。 
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以系统的观点，运用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

为现代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解决各项生产、经营问题。 
（二）主要代表人物 
兰切斯特、希尔、埃尔伍德·斯潘塞·伯法（Elwood S. Buffa）、霍勒斯·利文森。 
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研究管理科学和现代化

大生产管理方法的著名学者，在《现代生产管理》（1975）和《生产管理基础》中提出了关于数量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论点。 
（三）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系统管理理论的应用 
应用多种学科交叉配合的方法 
应用模型化和定量化来解决问题 
依靠计算机进行各项管理，强调使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和管理方法 
生产和经营各项领域的各项活动都以经济效果好坏作为评价标准，即要求 小的消耗取得 大

的经济效益 
（四）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 
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系统思维基础上的，系统观点是要求从系统的整体效果

出发进行考察、分析与解决问题，其目的是整个系统的总效果达到 优。 
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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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可行的方案均是以经济效果作为评价的依据。 
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 
关于组织的基本看法。 
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解决问题的步骤。 
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五）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理论评析 
数量管理科学学派的三个优点： 
第一，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

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

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

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

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

以进行合作。 
第三，管理科学学派借助于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重点研究的是操作方法和作

业方面的管理问题。 
基于管理科学的特征，大多数管理学家认为管理科学只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而不是一种管

理学派，它仅适用于解决特定的管理问题。 
此外，采用此种方法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和时间。由于人们考虑到费用问题，也使它往往

只是用于那些大规模的复杂项目。这一点，也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六、权变理论学派 

（一）权变理论学派概述 
权变理论学派是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经验主义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管

理理论。 
权变理论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

适用的“ 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该学派是从系统观点来考察问题的，它的理论核心就是通过组

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来确定各种

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

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 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 
（二）权变理论学派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系统理论和超 Y 理论，1970 年莫尔斯和洛希根据“复杂人”的假定，在《哈佛

商业评论》杂志上发表《超 Y 理论》一文，以及 1974 年出版了《组织及其他成员：权变法》一书，

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理论——超 Y 理论。这是一种既结合 X 理论和 Y 理论，又不同于 X 理论和 Y
理论，主张权宜应变的经营管理理论。 

（三）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观点 
英国学者伯恩斯和斯托克，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劳伦斯、洛希、卢桑斯、菲德勒、豪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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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女管理学家伍德沃德等人。 
（四）卢桑斯的权变管理理论 
权变理论就是要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环境是自变量，而管理的观念和技术是因变量。 
权变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环境变量与管理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是权变关系。 
（五）菲德勒对权变理论的论述 
计划制定的权变论，要求计划的制定者要灵活使用模糊性和明确性原则。 
权变理论的组织论，每一种组织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组织模型和管理原则，组织结构上的变数包

括：各种活动的结构、权力的集中化、工作流程控制线、支持部分的相对规模。 
权变理论的控制论，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者个性与领导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六）权变理论学派评析 
权变理论学派的重点是通过大量事例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 
强调权变关系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数之间的函数关系，权变管理是一种依据环境自变数与管理

思想和管理技术因变数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的对当时当地 有效的管理方法。 
同时，权变学派首先提出管理的动态性，使人们对管理的动态性有了新的认识。 
但权变学派存在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缺陷，即没有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强调变化，却否定管理的

一般原理、原则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 

七、经验主义学派 

（一）经验主义学派概述 
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案例学派，是以向企业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

科学方法为目标的管理学理论流派。经验主义学派认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研究企业的成

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加以总结归纳，找出有共性的东西，并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这种办法来学习

管理，并为管理者提供有益的建议。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彼得•德鲁克、欧内斯特•戴尔（Dale）、艾尔弗雷德·斯隆、

亨利·福特、威廉·纽曼。 
理论来源：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 
（二）主要代表人物——彼得·F·德鲁克（杜拉克）、斯隆 
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对世人有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以广泛实践为基

础，写出了 35 著作，奠定了其作为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的地位，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

管理之父”，是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 1875—1966)是美国的企业主和高级经理人

员，对管理学、特别是组织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事业部制的首创人之一，设计出了一种组织模式，

使集权和分权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较好的平衡。 
（三）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管理思想 
经验主义学派理论的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管理问题： 
管理的性质。管理是对进行管治的一种技巧，是一种特殊的独立活动，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知

识领域。 
管理应侧重于实际应用，而不是纯粹理论的研究。 
管理的任务。为了取得经济效果，管理者的任务是了解本机构的特殊目的和使命；使企业生产

和工作富有活力，使员工有成就感；处理本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责任。 
管理的职责。作为企业主要管理者的经理，有两项别人无法替代的职责。第一项职责是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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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的真正的整体，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整体，把投入于其中的各项资

源转化为较各项资源的总和更多的东西；第二项特殊职责是在其每一项决定和行动中协调当前的和

长期的要求。 
组织结构。组织机构不是“自发演变”的，组织机构的设计是需要思考、分析和系统研究的，

组织的战略决定结构。 
（四）经验主义学派的管理方法——目标管理 
实行目标管理的管理方法是一种使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在工作中自我控制并达到工作目标的

一种管理技能和管理制度。 
目标管理的基本要点：企业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以及方案和任务，分别

由企业中的各级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来制定。 
目标管理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高层人员的参与、下级人员必须积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

充分的情报资料、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对由于实行目标管理而带来的风险要予以激励、对

员工要有信心。 
目标管理的三个阶段：制定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对成果进行检查和评价。 
（五）经验主义学派理论评析 
经验主义学派的方法可以说在管理理论丛林中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主要代表人物兼任企业或组

织机构的重要职务，注意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注意吸收古典学派和人际关系学派的理

论。所研究的实践经验或案例有一些反映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但他们也受到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 
经验主义学派由于强调经验或案例，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原理和原则，无法形成统一完整

的管理理论，管理者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而无经验的初学者则无所适从。而且，过去所依赖的经

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 

八、经理角色学派 

（一）经理角色学派概述 
经理角色学派是 20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的一个管理学派，代表人物是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之所以被人们叫做经理角色学派，是由于它以对经理所担任角色的分析为中心来考

虑经理的职务和工作，以求提高管理效率。 
该学派所指的“经理”是指一个正式组织或组织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拥有正式的权力和职位，

而“角色”这一概念是从舞台的术语中借用的，是指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 
该学派对经理工作的特点、所担任的角色、工作目标及经理职务类型的划分，影响经理工作的

因素，以及提高经理工作效率等重点问题进行了考察与研究。他们采用日记的方法对经理的工作活

动进行系统的观察和记载，在观察的过程和观察结束以后，对经理的工作内容进行分类。 
（二）主要代表人物 
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是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 
主要著作：《经理工作的性质》（1973）、《组织的结构：研究的综合》（1979）、《组织的

内外权力》等。 
除了亨利·明茨伯格之外，还有乔兰、科斯廷、贝克斯、托马斯、比德尔等。 
（三）经理角色学派的主要管理思想 
经理工作的特征 
经理所担任的角色，分为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三类十种 
经理工作的六项基本目标和经理职务的 8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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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理角色学派的管理方法 
经理角色学派就如何提高经理工作效率提出 10 项要点。 
（五）经理角色学派理论评析 
经理角色学派理论来源于对传统管理职能的认识，明茨伯格认为传统的管理职能和人们所认识

的管理工作大不一样，传统的管理职能研究不能全面地理论结合实际，没有对经理的工作进行深入

的研究，缺乏有效的证据，不能反映出经理工作的真正面貌和实质。 
但是，经理角色学派对管理职能的归纳仍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经理角色学派得出的管理十种角色，靠归纳得出，对管理者的调查由于数量较少而受到

怀疑； 
其次，明茨伯格所得出的管理行为是否包含了所有的管理行为很值得怀疑。 

九、计算机管理学派 

（一）计算机管理学派概述 
该学派继承了系统学派的观点，认为一个组织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人造系统，

因此对于这个系统的管理就需要采用系统的工具和软件。随着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管理，出现了众多

管理系统平台和管理概念，如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管理信息系统(MIS) 、物料需求计划（MRP）、
制造资源计划（MRPII）、企业资源计划（ERP）、决策支持系统(DSS)、专家系统(ES)、客户关系

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企业流程集团（BPR）等。 
（二）主要理论观点 
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经历的三个阶段：单项数据处理阶段、数据的综合处理阶段、数据的系统

处理阶段。 
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的不同层次：上层管理（战略规划）、中层管理（管理控制）、基层管

理（作业管理、运行控制）。 
（三）计算机管理学派理论评析 
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由于提供了完整、准确的信息，提高了管

理工作的效率和决策水平，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此外，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还可以得到一系列的间接经济效果，如使管理体制合理化、管理

方法有效化、基础数据科学化等，这些都会给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会在更高的水平上推动企

业管理的全面进步。 

第三节  现代管理理论总结 

一、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相互联系 

（一）为什么称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在 1961 年 12 月发表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指出，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管理方面的学术论著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带来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

成为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相互盘根错节的一片丛林。 
孔茨认为，形成管理理论丛林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语义上的丛林”，对组织、领导、管理、决策等术语在用法和意义上的不同。 
二是由于在不同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情境下使用这些术语，造成了对作为一门知识整体管理在解

释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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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先验的假设”，或某些人倾向于抛开过去的观察和分析，因为他们的理论在性质上是先

验的。 
四是对原则的误解，当某一项原则不符合于实际时，就试图否定整个原则的框架。 
五是“管理理论家之间无能力或不愿意相互了解”，其原因是由于学科或个人之间的职业行话

之“墙”，以及维护个人意见或职业愿望。 
（二）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以完美与 优的原则为前提的技术性管理理论，如：数量管理科学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 
二是以合理和满意原则为前提的描述性管理理论，如：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

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 
所有的理论学派都以追求管理的 优境界为目标。 

二、现代管理理论的分类 

现代管理学派可概括分为行为学派和“管理理论丛林”学派。 
（一）孔茨的分类 
1961 年孔茨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将西方管理学派分为 6 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

经验学派、人群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理学派。 
1980 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指出西方管理理论有 11 个派别。即经验案例

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理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再加上早期的行为学派。 
（二）丹尼尔•A•雷恩德分类 
雷恩则把西方管理理论分为三大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 
（三）其他分类 
国内外多数学者同意将《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的诸家观点归纳划分为六大学派，即社会系统学

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以便于在理论

上对它们进行归纳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六个学派是彼此独立、截然分开的。 

三、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强调系统化研究，由封闭化系统向开放型系统转变。 
（二）重视人的因素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发挥非正

式群体在组织中的积极作用。 
（三）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转变。 
（四）广泛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和方法，并引入到管理理论、方法和实践中来，以利于管理水平

的提高。 
（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效率”和“效果”结合起来。 
（六）强调“预见”能力和不断创新。 

四、如何评价现代管理理论 

（一）现代管理理论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对人性的假设上，比以前有所发展。 
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有了科学性的进步，有助于帮助企业组织做出正确的决策。 
提供了各种管理工具和模型，对于了解组织的复杂性以及所处的环境更为精确，使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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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精确。 
现代管理理论的视野和角度都比较独特，系统化的观点和理念得到广泛的运用，涉及到了多个

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的知识。 
对管理思想的贡献在于提倡用战略、市场、变革、竞争、服务、专业化和多样化、经营的观点

等进行管理。 
现代管理理论是近代所有管理理论的综合和发展，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群，其本身还

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许多的理论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二）现代管理理论的缺点 
语义上的混乱。如对“管理”、“组织”、“决策”、“人际关系”等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解。 
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 而加以抛弃。 
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管理大师缺乏沟通。 

复习思考题 

1．简述现代管理思想流派和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2．分析现代管理思想流派和思潮的内在联系。 
3．分别列出不同学派对“人性的定义”。 
4．分别列出不同学派对“组织”的理解。 
5．分别叙述各个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七、八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二十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管理百年：20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第五、六、

七、八章，海南出版社，2003 年。 
4．哈罗德·孔茨著：《管理学原理》。 
5．巴纳德著：《管理人员的职能》（1938）。 
6．赫伯特·西蒙著：《管理行为》（1945）。 
7．彼得·德鲁克著：《经济人的目的》（1939）、《管理实践》（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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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教学目的核基本要求：主要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在当代发展的主要状况，在管理学理论方面有哪

些新的突破、发展和补充，每一种理论的产生的背景和所要解决的管理问题，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西

方管理思想演进的全过程，及其在当代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重点和难点：了解众多当代管理思想产生的不同背景、理论要点、解决的管理问题，及其对管

理思想发展的独特贡献，重点和难点在第二节的内容。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5 学时。 

第一节  当代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一）初级产品经济与工业经济脱钩 
（二）加工工业经济内部生产与就业脱钩 
（三）资本流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一）多元价值观 
（二）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三）科技和管理于经济发展 
（四）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 

三、当代管理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管理环境的变化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二）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节  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一、托马斯·彼得斯的管理思想 

（一）托马斯·彼得斯简介 
（二）托马斯·彼得斯的主要管理思想 
一是人受到“两重性”的驱动，他既要作为集体的一员，又要突出自己，他既要成为一个获胜

队伍中的一个可靠的成员，又要通过不平凡的努力而成为队伍中的明星；二是人又有“自愿性”，

只要人们认为某项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伟大的，那么他们就会情愿地为了这个事业吃苦耐劳。 
（三）彼得斯提出管理的 8 条原则 
（四）调动人的潜力的 5 条途径 
（五）彼得斯的管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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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 

（一）迈克尔·波特的行业结构分析 
（二）基本竞争战略 
波特认为，在与五种竞争力量的抗争中，蕴涵着三类成功型的战略思想，即总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专一化战略。 
（三）价值链 
价值链思想认为，企业的价值增值过程，按照经济和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可分为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联系的多个价值活动，这些价值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价值链。价值活动是企业所从事的物质上

和技术上的各项活动，不同企业的价值活动划分与构成不同，价值链也不同。 
价值链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 

三、约翰·科特的领导理论 

（一）约翰·科特的领导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约翰·科特的领导理论的主要内容 
美国经济发展的 3 个不同阶段要求有不同的管理理论 
新的规则和挑战 
领导和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领导的四要素：动力和精力、智力和职能、精神和心理健康、正直。 

四、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 

（一）彼得·圣吉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 
（二）学习型组织的 5 个组成部分 
系统思考（System Thinking） 
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 
改变心智模式（Improve Mental Models） 
建立共同愿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团队学习（Team Learning） 
（三）学习型组织的 8 个特征 
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组织由多个创造性个体组成 
善于不断学习 
“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结构 
自主管理 
组织的边界将被重新界定 
员工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领导者的新角色 
（四）学习型的真谛 
学习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企业的生存，使企业组织具备不断改进的能力，提高企业组织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学习更是为了实现个人与工作的真正融合，使人们在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 
（五）学习型组织理论评价 
学习型组织理论告别了传统管理理论中“忽视人”这一 要命的缺陷，充分考虑了人全面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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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可能，它只是围绕建立起学习型组织而设计了相应的研究课题，并且找到了清晰的发展脉络。 
学习型组织是关于企业组织形态的哲学层面的思考。是从理念层来定义组织的，而不是从结构

层或技术层来定义组织的，所以说学习型组织是关于企业形态的哲学层面的思考。 
学习型组织的建设要分步进行，不是一蹴而就的。 
学习型组织的建设不是独立的，而应与企业的一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 
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应与其他的管理技术相结合。 
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与绩效管理相结合。 
学习型组织的建设需要技术、方法、工具。 

五、戴明与朱兰——质量管理理论双子星座 

（一）戴明的质量管理法 
戴明的质量管理十四点 
戴明的 PDCA 循环 
（二）朱兰的质量管理理论 
朱兰质量管理三部曲 
朱兰“突破历程”的七个环节 
朱兰的质量环 
朱兰的“80/20 原则” 
朱兰的生活质量观 

六、企业战略和核心能力学说 

（一）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二）核心能力学说 
核心竞争能力是构成企业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基础的多方面技能、互补性资源和运行机制的

有机融合，使识别和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核心竞争能力的特征 
核心竞争能力是一种战略创新 
核心竞争能力的修炼 
（三）理论评析 
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三个发展线索 
将企业的愿景作为研究主题，并由此探索企业发展的路径； 
以企业发展的路径作为研究的主题，并以此规划企业发展的步骤；以产业发展研究为主题，将

产业置于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确定企业的长远目标，规划企业的发展步骤。 
存在的矛盾之处：战略规划的“刚性”与企业环境多变的“柔性”之间的矛盾；产业组织理论

分析与企业内部理论分析互相排斥的矛盾；企业能力理论与传统组织理论的矛盾等。 
如何增强战略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将成为战略管理的新方向。 

七、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企业文化理论概述 
企业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衰退，出现滞涨现象。而日本一跃而为

世界经济强国，形成独特的日本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大内的《Z 理论》、迪尔、肯尼迪的《企业文化：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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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精神支柱》、沙因的《组织文化和领导》、拉尔夫· 基尔曼的《摆脱救急观念》、约翰·波

特的企业文化理论。 
（二）企业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根据“同心说”将企业文化的构成分为三个层面。 
精神文化层。企业精神文化的构成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论理、

企业道德等。 
制度文化层。制度文化包括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这些规章制度所遵循的理念：包括人力资

源理念、营销理念，生产理念等。 
物质文化层。企业物质文化的构成包括：厂容、企业标识、厂歌、文化传播网络。 
（三）理论评析 
企业文化在管理中的独特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企业文化研究还存在众说纷纭的现象，由于各种

文化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缺乏“可复制性”，独特性是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其终极

形态的确立在理论上还比较困难。 

八、企业再造理论的探索与实践 

（一）企业再造理论概述 
理论来源和基础：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 
代表人物：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詹姆斯·钱皮(James A.Champy) 
（二）企业再造理论的主要观点 
企业再造的定义、目的、实施办法、内要内容、主要程序和效果与问题分析 
理论发展：MTP（流程管理的新方法） 
企业再造理论也被译为“公司再造”、“再造工程”，在西方国家被称为是“从毛毛虫变蝴蝶”

的革命，它是 1993 年开始在美国出现的关于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 
（三）理论评析 
再造理论从提出至今，得到迅速推广，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涌现出大批成功的范例。 
彻底改变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以作业流程组合的团队取代了以前的职能部门，核心

是对企业流程进行再造，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流程，还有信息技术、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等，是一个

大的系统工程。 
这个理论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它既可以适用于问题丛生的企业，给他们希望以改变

状况，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想求得更大发展的企业。 
但是，企业再造也有很高的风险。 

九、6σ理论 

（一）6σ理论概述 
通用电气公司、摩托罗拉等大型公司率先实践。 
含义：通过设计、监督每一道生产工序和业务流程，以 少的投入和损耗赢得 大的客户满意

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 
六西格玛是一项以数据为基础，追求几乎完美的质量管理方法。统计学上“σ”用来表示标准

偏差，即数据的分散程度。用“σ”度量质量特性总体上对目标值的偏离程度。 
（二）6σ理论的主要内容 
六西格玛的管理方法重点是将所有的工作作为一种流程，采用量化的方法分析流程中影响质量

的因素，找出 关键的因素加以改进从而达到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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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评析 
六西格玛是一种思考的模式 
六西格玛带来财务效益 
六西格玛同时又是一个管理哲学和方法 

第三节  当代管理思想总结 

一、当代管理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从过程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 
（二）从产品的市场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 
（三）人本管理思想的深入 
（四）以不断创新追求经济绩效 
（五）从行为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 

二、如何评价当代管理思想 

（一）当代管理思想的贡献 
重构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当代管理思想成为企业如何提升潜力和预测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思路和新工具，促使企业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革。 
（二）当代管理思想的缺点 
许多学说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紧跟形势变化的研究较多，管理哲学的研究较少； 
多以美日企业的管理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其它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管理经验。 

复习与思考题 

1．当代管理思想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2．当代管理思想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哪些方面？ 
3．当代管理思想流派和思潮之间有哪些内在的联系？ 
4．托马斯·彼得斯的管理理论对当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5．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对当代管理思想具有哪些启发? 
6．企业战略学说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7．什么是“归核理论”和“面向能力理论”？ 
8．企业再造理论的“再造”指哪些方面？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九、十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二十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管理百年：20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第五、六、

七、八章，海南出版社，2003 年。 
4．托马斯·彼得斯著：《追求卓越》。 



西方管理思想史 

 1051

5．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6．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著：《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 
7．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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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互动与融合 

教学目的核基本要求：主要了解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以及日本作为地理上的东方国家，而

经济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管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发展情况。 
重点和难点：掌握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及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日本的实践，重点在于

第二节。 
学时分配：本章内容为自学，没有安排讲授学时。 

第一节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精神 

一、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精神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渊源 
三、东方管理思想对管理理论的影响 

第二节  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日本的实践 

一、日本文化的特质 
二、日本企业管理三大支柱 
三、日本企业的市场战略分析 
四、日本企业管理的技巧和方法 
五、日本企业管理遇到的新难题 

复习思考题 

1．试述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2．比较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3．简述东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论”的主要内容。 
4．简述日本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5．简评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和实践。 

拓展阅读书目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十三、十四章，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管理百年：20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第十章，海

南出版社，2003 年。 
3．威廉·大内著：《Z 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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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课程总结——管理思想演变的发展趋势 

本章内容为课程总结，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整个课程的思想脉络，以及今后管理学发展的新

趋势和新方向。要把 新和 前沿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介绍给学生，并启发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具

体的实践中。 
学时分配：计划讲授 2 学时 

第一节  当代管理思想面临的挑战 

一、管理的新范式 
二、战略——新的必然趋势 
三、变革的引导者 
四、信息的挑战 
五、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六、自我管理 

第二节  当代世界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一、创新——管理的主旋律 
二、知识—— 为重要的资源 
三、企业再造——一场管理革命 
四、学习型组织的出现 
五、快速应变 
六、组织结构的倒置 
七、全球战略 
八、跨文化管理 
九、战略弹性 
十、管理 优境界的实现 

拓展阅读书目 

1．彼得·德鲁克：《21 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 
2．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 Management, 8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核心期刊： 
1．《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月刊 
2．《领导科学》，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半月刊 
3．《管理科学学报》，天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双月刊 
4．《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北京，月刊。 
网络联接资源： 
1． www.amanet.org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 www.mapnp.or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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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ww.tmcenter.org  (The Management Center Home Page) 
4． www.haas.berkeley.edu/news/cmr/  (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 www.csom.umn.edu  (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6． www.globalization.com  (Introduction to Globalization) 
7．www.pfdf.org  (Peter F. Drucker Foundation) 
8． http://www.peter-drucker.com/（web for Drucker） 
9． www.mce.be (Management Center Europe) 
10． http://www.eventuring.org/eShip/appmanager/eVenturing/eVenturingDesktop 
11． 40 Government Sites You Can't Live Without 
12．http://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0,4621,312036,00.html 
13．http://www.chinahrd.net/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30）

小计 
讲课 实验 上机 讨论/ 习题 

第一章 2    2 
第二章 3    3 
第三章 4    4 
第四章 4    4 
第五章 4    4 
第六章 4    4 
第七章 6    6 
第八章 5    5 
第九章 0    0 
第十章 2    2 
课程考核 2    2 
合计 36    36 

推荐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导言部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年。 
2．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 Management, chapter1-2,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 

教学方法：本课程利用多媒体教学条件以面授为主，中间穿插案例分析。 
考试方式：平时作业与期末考核成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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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商业法制课程，力图介绍商业经营活动的基本法制框架。 
本课程的目的是让管理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整体、高效地把握我国现有的商业法律环境的概貌，

掌握商业活动中需要运用的部门法律知识。商业企业既要在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规范经营，还可

以充分利用法律工具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保护交易安全，减少制度成本和法律障碍，谋求更高的经

营业绩。 
本课程跨越部门法的界限，针对商科学生的特点，侧重现实的法律应用，从商业经营的客观需

要出发，重新整理组合，从整体上介绍现代合格经理人 低限度需要了解的经营法律环境。包括，

经营主体法律制度，主要是公司法律制度；商业活动需运用的交易合同制度；交易安全担保制度以

及资本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等等。 
本课程为 3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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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公司治理 

第一章  公司的法律本质： 什么是公司？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 重要的主体,是 典型的企业法人。本章从公司的历史发展入手,介绍了公

司 重要的几个面向：公司法人的人格要素和法人能力、法人格否认、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营利企

业和公司社会责任等内容，使学生对公司与公司法有一个梗概性的了解。 
本章的学习重点在于公司的法律特征及其与其他企业形态的联系与区别、以及股东有限责任的

作用、一人公司的规定和公司分类中公司种类。难点在于准确理解公司的法人性质。 
学时要求：4 学时 

第一节  公司的历史与作用 

一、公司的沿革 

（一）公司的萌芽时期 
在公司出现以前，从事商业活动的除单个的个人以外，主要是独资企业和各种合伙组织。在古

代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独资企业是 原始的、主要的企业形式。合伙的形式有康曼达 Commenda
和陆上合伙两种形式。 

1．独资企业 
2．各种合伙组织 
（二） 早产生的公司是无限公司 
这种无限公司与以往的合伙团体相比较具有了法人地位，但实质上它与合伙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关无限公司的第一个立法是 1673 年法国路易十四颁布的商事条例。 
（三）两合公司产生 
15 世纪出现的康孟达组织演变而来。康孟达本是一种商事契约，是航海者与资本家合作的一

种商业合伙形式。按此种契约形成的企业组织即为康孟达组织。 终导致了两合公司的产生。从历

史顺序看，两合公司两合公司是在无限公司之后产生的另一种公司形式。 
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有限责任股东只提供资本，分享盈利，这使

得它能适应不同人的客观条件和需要，达到盈利的目的。但两合公司也有其不足。 
至于股份两合公司，则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以后，于 18 世纪末产生的一种公司形式。 
（四）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 
（五）中国的公司制度 

二、公司的作用 

（一）公司为拥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投资途径 
（二）限制投资风险 
（三）募集经营资金 
公司是筹集资金 为有效的组织形式。首先，组建和成立公司本身就是募集资金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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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司成立后亦具有优越的融资能力。其中 重要的就是公司可以发行股份和公司债券，使这

种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具有一般融资手段难以达到的融资效果。第三，公司的融资具

有融资成本低、融资手段灵活和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 
（四）实行科学管理 

第二节  公司具有法人人格 

一、公司的人格要素 

（一）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 
（二）公司设有独立的组织机构 
（三）公司名称 
（四）公司住所 
（五）要经过公司登记确认 

二、公司的法人能力 

（一）公司权利能力范围的限制 
1．性质上的限制 
2．法律上的限制 
（1）转投资对象的限制 
（2）担保的限制 
（3）借贷的限制 
3．目的上的限制 
（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 公司的行为能力是指公司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的资格 
2．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构成 
3．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构成要件 
（1）具有代表人的身份； 
（2）以法人的名义； 
（3）在权限范围内， 
（4）公司行为的外在推定形式 
法定代表人签章和公司印章； 
（三）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1．公司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公司的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 
（2）须公司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行为与公司职务有密切关系 
（3）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 
即过错、违法性、因果关系和损害等四个要件。 
2．公司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1）公司的责任：由公司直接承担，由公司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2）行为人（工作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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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意义 
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否定，而只是对这一制度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要件 
1．主体要件 
只能是公司积极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股东，而非消极股东），相对人是受损害的“公司债权

人” 
2．行为要件 
关键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的行为，并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了损

害，有限责任公司要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一人公司只要财产混同就可能被适用。 
包括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回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公司法人人格的形

骸化（财产混同、组织混同、业务混同）等。 
3．适用后果 
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节  公司的责任形态 

一、公司的独立责任 

（一）涵义：公司独立承担财产责任。公司以其自身拥有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公司的独

立责任是其独立人格的标志，是公司具有法人地位的集中表现。 
（二）内容：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立：其一，公司责任与股东责

任的独立。其二，公司责任与其工作人员责任的独立。其三，公司责任与其它公司或法人组织责任

的独立。 
（三）作用：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保障了投资者的安全，因而大大地增强了公司在吸收资

本方面的作用。在我国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公司成员的有限责任 

（一）有限责任的涵义 
1．是股东的有限责任 
是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早，在公司制企业发展过程中，是作为对出资

人的享有的优待。有特许公司逐渐扩展到一般的注册公司。它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础。 
以责任形式为准，股东针对债权人的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以责任数额为准，可分为

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 
（二）有限责任的作用 
1．鼓励投资 
2．有利于降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监督经营者的成本 
3．利于提高股份的流动性，推动现代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债权人因股东承担风险的合理性讨论 
1．每一个债权人都有债权无法满足的风险，债权人明知对方“有限公司” 
2．已经有投资资本作为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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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权人可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风险控制：担保、监督和合同订立 
（四）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 
当股东滥用公司法人资格时，则不适用有限责任。引起“法人格否认”的发生。 
（五）其他责任形态：倍数责任和比例责任 
倍数责任，是指股东以其投资的双倍或三倍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19 世纪美国曾采用。 
比例责任，是指股东按照其在公司中的投资比例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方式。它属于直接责任，

债权人可直接对股东主张债权。但此方法的困难在于，公司的债务总额难以确定，这种责任接近无

限责任。 

第四节  公司是营利企业 

一、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 

（一）独资企业的概念。 
1 特征：投资主体具有单一性、不具有法人地位、财产具有相对独立性、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 
2．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不同 
3．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三）独资企业与公司的区别在于： 
1．设立主体不同 
2．成员人数不同 
3．法律地位不同 
4．财产关系不同 
5．经营管理不同 
6．责任承担不同 

二、公司与合伙企业 

（一）合伙的概念和类型。 
合伙（Partnership），是指二人以上按合伙协议，各自出资、共同经营组成的营利性组织。类

型： 
1．民事合伙与商事合伙；2．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3．企业型合伙与非企业型合伙 
4．显名合伙与隐名合伙；5．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 
（二）合伙企业的法律特征 
1．以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为基础 
2．以共同出资为前提 
3．合伙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 
4．以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特征 
5．以合伙人共担无限连带责任为保证 
6．具有延续性 
（三）合伙企业与公司的区别在于： 
1．成立基础不同 
2．法律地位不同 
3．财产关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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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身关系不同 
5．管理权利不同 
与公司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可分为：（1）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事

务；（2）部分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3）合伙人分别执行合

伙事务。 
6．盈亏分配不同 
7．责任承担不同 
8．税收不同 

三、公司的种类 

1．无限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与两合公司 
2．封闭式公司与开放式公司 
3．人合公司、资合公司与人合兼资合公司 
4．母公司与子公司 
5．关联公司与公司集团 
6．本公司与分公司 
7．本国公司、外国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和离岸公司） 

四、一人公司与合资公司 

（一）一人公司的含义 
所谓一人公司，是指股东只有一人，全部股份由一人拥有的公司。 
各国公司法和理论学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完全承认；二是完全不承认；三是有限制

地承认； 
（二）一人公司的特别法律规则 
1．更高的 低资本额标准和更严格的出资交纳要求 
2．规定了设立一人公司的限制 
3．规定了特别的公示和透明要求 
4．规定了更简易的管理方式 
5．强调了会计审计的要求 
6．规定了财产独立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则 

第五节  公司的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 大限度的为股东们盈利为唯一目的，而应当兼顾股东利益

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1．经营活动必须守法，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利益。2．考虑适当的

伦理因素，进行负责任的营业行为。例如，不与污染企业交易、不买劳改产品等。3．为公众福祉、

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目的，而进行捐款。（这是美国法律研究院的定义的内容）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1．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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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益不仅是股东利益的集合，而是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甚至社区居民等利益

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集合。 
2．公司作用力理论 
现代公司经济力量强大，公司有可能滥用经济力量，制造社会问题，如，污染环境、侵害职工

利益、欺诈消费者等。人们希望公司能肩负起社会使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争论 

1．反对的声音 
（1）这种努力可能一事无成。（2）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很大程度上一提高产品价格的形

式由消费者承担。（3）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会降低股东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如果公司利润

大化，则股东财富增加，股东可以更好的作出贡献。（4）经理推卸经营不善的责任，影响公司发

展和社会财富增长。（5）我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适提倡社会责任。 
2．我国《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 
（1）第 5 条的社会责任宣示 
公司经营必须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

责任。 
（2）保护职工利益 
公司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依法组织工会，工会可以代表职

工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公司监事会中要有 1/3 以上的职工代表参加；等等。 
（3）保护债权人 
例如公司人格否定、公司资本制度的一些内容等。 
（4）其他社会责任 

复习与思考题 

1．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构成？ 
2．如何理解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 
3．一人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异同 
4．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法律地位有何不同？ 
5．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评价 

拓展阅读书目 

1．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41 页 
2．[日]大塚久雄著 胡企林等译《股份公司发展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1-469

页 
3．虞政平著《股东有限责任》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2—155 页 
4．刘连煜著《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商业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 

 1069

第二章  公司的设立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设立公司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完成一定的行为，为公司组织取得独立的主体资格，

从而进入市场参与商业经济生活。而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规则，是公司高效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

是公司、公司股东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则。设立公司必须表明公司拥有专门用于经营的财

产，这体现为公司的资本制度内容。 
本章的学习重点主要在于公司设立的条件、程序、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和公司的资本制度。本

章的学习难点在于区别公司的设立与成立、准确掌握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理解法定资本制和授

权资本制度。通过本章学习，应对上述学习重点熟练掌握，并能结合具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分

析和运用。 
学时要求：4 学时 

第一节  公司设立概述 

一、公司设立的涵义 

（一）公司设立的原则 
1．特许设立 
2．核准设立 
3．单纯准则登记设立 
4．严格准则登记设立 
我国现行的公司设立原则是严格准则设立主义 
（二）公司设立的方式 
1．发起设立 
（1）定义 
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可以有效缩短公司设立的周期，减少公司的

设立费用，降低公司的设立成本。不过，发起设立方式一般适合规模不大的公司。 
（2）法律限制 
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且均不得低于设立公司的 低资本下限，

有限公司 3 万，股份公司 500 万。 
2．募集设立 
（1）概念及种类 
募集设立，是指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或者向特定对

象募集而设立公司。充分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但设立程序较为复杂、不利于实现发起人对公司的控

制权等。包括两种方式：定向募集设立和公募设立方式。 
（2）法律限制和优缺点 
我国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三十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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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设立登记 

（一）公司登记概述 
1．公司登记的类型 
公司登记通常分为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解散登记等 
公司登记不同于营业登记。 
2．公司登记的机关 
我国的公司登记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 
无论是设立、变更、注销公司登记，均应在同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而且，虽然企业迁移或跨

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在其他登记机关登记，但还须在原登记机关做变更登记。 
3．公司设立登记的意义 
（1）公司取得从事经营活动的合法凭证 
（2）公司取得法人资格 
（3）公司取得名称专用权 
（4）便于国家管理 
（二）公司设立登记的程序 
一般而言，各种公司的设立登记应共同遵守的基本程序主要有下列各项： 
1．提出申请 
2．审查核准 
3．公告 
4．登记的更正和撤销 
（三）分公司的设立登记 
设立分公司的两种情形 
1．在公司设立的同时设立分公司 
2．在公司成立后设立分公司 

第二节  公司设立的条件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条件 

（一）主体条件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 50 个以下的股东出资设立。可以有一人公司。 
（二）财产条件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 低限额为人民币 3 万元。 
（三）组织条件 
组织要件包括公司的名称、住所、及依法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等。 
（四）订立公司章程 

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条件 

（一）主体条件 
我国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 2 人以上 200 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

国境内有住所。发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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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产条件 
1．资本 低限额要求 
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 
2．资本应划分为股份，并且各股金额一般应为均等。 
（三）组织条件及住所 
（四）设立行为和公司章程 

三、公司章程 

（一）公司章程的特征 
作为公司自治规则，公司章程即公司宪章 
1．法定性 
2．公开性 
3．自治性 
4．公司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区别 
（二）章程的制定、修改 
1．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由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采用募集方式的经创立大会通过。国有独

资公司章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或者批准。 
2．修改公司章程的权限专属于公司的权力机构，即股东会和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3．修改公司章程须以特别决议为之。公司变更章程须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否则，不得以其

变更对抗第三人。 
（三）公司章程的内容 
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2．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属于授权性的法律规范。事项一旦记载于公司章程，就要产生约束力。没有记载于公司章程的

事项不生效。 
3．任意记载事项 
4．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 
（四）公司章程的效力 
1．时间效力 
2．公司章程对公司 
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

当然认定合同无效。 
3．公司章程的对人效力 

第三节  公司设立的程序和设立结果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程序 

（一）发起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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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订立公司章程 
（三）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四）报经有关部门审核 
（五）认缴和实际缴纳出资 
（六）申请设立登记 
（七）登记发照 

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 

（一）签订发起人协议 
（二）制定公司章程 
（三）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四）认购股份 
（五）募集股份 
（六）召开创立大会并建立公司机构 
（七）设立登记 

三、公司设立完成 

（一）设立完成的一般效力 
意味着公司自此取得法律人格，可依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二）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设立中的公司是一种权利能力受限制的社团，成为非法人团体，该设立中公司只能从事与设立

法人公司有关的事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 终有设立后的法人公司承受。 

四、公司设立失败和无效 

（一）含义 
（二）发起人的责任 
1．连带赔偿责任 
设立费用及债务原则上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但当公司不能成立时，即由发起人对设立行为

所生费用和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 
2．对已收股款的返还责任 
（三）设立无效的原因 
1．设立公司的发起人违反主体资格的要求 
2．设立行为本身有瑕疵 
（1）章程欠缺或违法 
（2）公司的设立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3．其他原因 
如法院依职权根据股东申请无效而作的判定。 
（四）设立无效的提出 
（1）在公司设立登记后、营业开始前，任何人均可提出公司设立无效的主张。 
（2）在公司设立登记完成并开始营业后，由特定人在法定期间内通过诉讼程序提出公司设立

无效的主张。 
（五）设立无效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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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违反强制性规定等导致的，则公司进行清算，公司消灭。 
（2）无效原因只存在于某股东，可以保留该公司，而存有无效原因的股东退出公司。 
（3）法院判决公司设立有效，原告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对公司负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节  公司资本 

一、公司资本的含义 

又称股本或股份资本，是公司成立时章程规定的，由股东出资构成的财产总额。而且，资本是

公司自有的独立财产、是一个抽象的财产金额、是一个确定不变的财产数额。 

二、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 

（一）公司资本原则 
1．资本确定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作出明确规定，并须全部认足或

募足，否则公司即不能成立。 
2．资本维持原则 
又称资本的充实原则，它是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 
3．资本不变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公司的资本一经确定，即不得随意改变，如需增减，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 
（二）公司资本形成制度 
1．法定资本制 
（1）法定资本制含义 
（2）评价 
2．授权资本制 
（1）授权资本制含义 
（2）授权资本制的评价 
3．折衷资本制 
（1）许可资本制 
（2）折衷授权资本制 
（三） 低资本额制度及其法律意义 

三、公司资本募集的方式 

（一）发起人募集与认股人募集 
（二）公开募集与不公开募集 
（三）一次募集与分次募集 
（四）内部募集与外部募集 

四、增加资本与减少资本 

（一）增加资本 
1．增资的目的和意义 
2．增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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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资条件和程序 
有限公司增资的条件由公司自行决定。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公众性特点，法律对其增资予以必

要的限制。我国公司法第 134 条关于新股发行条件的规定同时也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条件。 
在法律程序上，公司增资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减少资本 
1．减资的目的和意义 
2．减资的方式 
（1）同比减资与不同比减资 
（2）返还出资的减资、免除出资义务的减资与销除股权或股份的减资 
（3）减少股份数额与减少股份金额 
3．减资的条件和程序 
（1）股东大会作出减资决议，并相应地对章程进行修改； 
（2）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3）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 
（4）债务清偿或担保 
（5）办理减资登记手续 

复习与思考题 

1．公司设立和成立有何区别？ 
2．公司章程和设立协议的区别 
3．以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须具备哪些条件？ 
4．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比较 
5．公司设立中发起人的责任？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 年修订 
2．周友苏著 《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6 版 108-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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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东与公司治理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股东享有股权，也是公司财产的 终的拥有者，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对股东具有直接地影响。

由此，股东有动力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行使股东的权利，监督经营者工作，改善提高企业

的治理水平。公司法把实现股东利益 大化作为价值取向，切实保护股东的权利不受侵犯，充分尊

重股东的意志自由，建立合理有效的股东权利实现机制。本章从股东和公司治理的关系入手，介绍

了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的出资制度、股东大会的职权和召集等制度。 
本章的学习重点主要在于股东的法律地位、股东的权利的内容、股权的概念及法律特征、股东

出资的形式和股权转让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的职权和召集等规定。本章的学习难点在于理解股权的

法律性质、股权转让的程序、股权的救济制度等。 
学时要求：3 学时 

第一节  股东与公司治理概述 

一、公司治理的概述 

（一）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 
1．委托-代理理论 
2．利益相关者理论 
（二）公司治理的模式 
1．什么是公司治理 
2．德国和日本的治理模式 
3．英美国家的治理模式 
4．其他模式 
（三）公司治理的现状和局限 
（四）股份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二、股东的含义 

（一）股东的构成 
1．参与公司设立或者认购公司首次发行股份或出资的原始股东。 
2．公司成立后因依法转让、继承、赠与或法院强制执行等原因取得股东地位的继受股东。 
3．公司成立后因公司增资而加入的新股东。 
4．隐名股东 
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表面不具备股东形式，如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中均把出资

记载为他人。隐名股东属于“实际控制人”一种，但不属于公司股东 
在公司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情况下，隐名股东需要与显名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二）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 
1．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 
2．股东资格的限制 
3．股东资格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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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资格的表征 
1．有限公司的出资证明书 
2．股份公司的股票 
3．股东名册 
4．股东登记 

三、股东权利和义务 

（一）股权的类型 
1．自益权和共益权 
2．固有权和非固有权 
固有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不得以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予以剥夺或限制的权利。非

固有权是指依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可剥夺或可限制的权利。 
3．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 
4．一般股东权与特别股东权 
（二）股权的法律性质 
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所有权说、社员权说、股东地位说、独立民事权利说等 
（三）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 
（四）股权的行使 
1．委托代理行使制度 
2．股权的转让 
（五）股权的救济 
1．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之一：股东直接诉权 
（1）撤销决议之诉 
（2）损害赔偿之诉 
（3）请求行使查阅权之诉 
（4）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之诉 
（5）解散公司之诉 
2．股权的司法救济之二：股东代表诉讼 
（六）股东的义务 
1．一般股东的义务 
2．控股股东的义务 
（1）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2）限制控股股东表决权条款。 
（3）直接规定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第二节  股东出资 

一、股东出资责任 

（一）股东出资义务：按行为方式不同，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可表现为完全不履行、未完

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三种形式。 
（二）出资违约责任。救济手段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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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缴出资 
2．催告失权。又称失权程序。 
3．损害赔偿 
（三）资本充实责任， 
1．认购担保责任 
2．缴纳担保责任，亦称出资担保责任 
3．对其他发起人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二、股东出资的形式 

（一）法定股东出资形式的条件 
1．可以用货币估价。 
2．可转让性 
（二）股东出资的法定形式 
1．货币出资 
2．实物出资 
3．知识产权出资 
4．土地使用权出资 
5．其他出资形式问题 
股权、债权、劳务、信用、经营权、采矿权、承包经营权等各种财产权的出资，需要研究。 
（三）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 
1．出资的价值评估 
2．出资的比例结构 
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3．出资的履行原则 
（1）足额缴纳 
（2）分期缴纳 
4．出资的履行方式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银行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

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5．出资的验资 

三、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的转让 

（一）转让的方式及限制 
1．公司内部的出资转让。 
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

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二）出资转让的程序 

四、股份公司出资转让 

（一）股份转让的限制 
1．对股份转让场所的限制 
2．对发起人所持股份的转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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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3．对公司负责人：董事、监事、经理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转让限制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对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所持股份的转让限制 
5．对公司收购自身股份的限制 
6．持有 5%股份的股东的限制 
7．股东在法定的“停止过户期”的时限内不得转让股份 
（二）股份转让的方式 
1．记名股的转让 
2．无记名股的转让 
（三）记名股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处理 
可以公示催告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而后，股东可以向公司申请补发股票。 

第三节  股东大会 

一、股东（大）会的含义 

股东会，也称为股东大会，是指依法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作为公司的组织

机构之一，是公司的 高权力机关；是公司依法必须设立的公司组织机构；股东会须由全体股东组

成  这里需要区分作为公司机关的股东会与作为股东会议的股东会。 

二、股东会会议的种类 

（一）定期会议 
（二）临时会议 
（三）类别股东会 
类别股东会只是一种会议，非股东大会也非公司机关。我国公司法没规定。 

三、股东会的职权 

股东会为公司 高权力机构，因此，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一般是针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股东会有

法定职权和章程规定职权两类，公司可以以章程的形式规定除法定职权以外的其他职权，自我赋权。 

四、股东会的召集 

（一）召集人 
董事会召集、首次会议由出资 多的股东召集、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的股东可以。 
（二）召集时间 
（三）召集通知 
（四）股东大会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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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董事会制订股东大会议程并有提案；监事会有提案权。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

提交董事会； 

五、股东会的决议 

（一）股东法定出席比例 
（二）投票方式 
1．本人投票制与委托投票制 
2．现场投票制与通讯投票制 
3．直接投票制与累积投票制 
（三）决议通过的法定比率 
1．普通决议 
2．特别决议 
适用特别决议的事项主要有：（1）修改公司章程；（2）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3）公司的

分立、合并或者解散（4）变更公司形式。（5）上市公司在一年内买、卖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资产总额 30%的，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通过，等等。 

复习与思考题 

1．股东具有哪些权利？ 
2．简述股东的资本充实责任 
3．股东出资的形式有哪些？ 
4．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事项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俊海著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江平、孔祥俊著《论股权》载于《中国法学》199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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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经营者与公司治理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公司经营者控制公司的日常运营，处于公司治理的中心地位。激励和监督公司经营者的工作，

是攸关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公司内部组织机构除股东（大）会外，通常得由决策与代表机构、执

行机构、监督机构等构成，各机构合作分工，执掌公司不同的权力。但各国公司的组织机构并不不

一致。本章介绍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这三种公司基本组织机构的职权和职责，探讨了董事

的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及独立董事的地位和职权。本章的论述兼而介绍了外国公司法的一些规

定，以使学生对各国公司的组织机构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本章学习的重点在于公司董事会的职权与决议、监事会的职权、经理的职权以及董事、监事、

经理的忠实、善管义务与民事责任。本章学习的难点在于分析各种公司组织机构如何在激励与约束

中达到权力制衡以及董事和高管的义务和责任。 
课时要求：3 课时 

第一节  董事会 

一、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与公司的组织机构 

（一）组织机构的地位和基本构成 
（二）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原则 
1．股东权力原则 
2．激励与约束并举的权力制衡原则 
3．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原则 
4．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原则 
5．其他原则。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还应当贯彻分权制衡原则、效率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等。 

二、董事会 

（一）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 
（二）概念与特点 
董事会是指依法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公司并行使经营决策权的公司常设机关。董事会具有

以下特点： 
1．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 
2．董事会是公司法定的常设机关 
3．在我国，董事成员为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董事。 
4．公司董事会其组成人数应当是单数。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由 3－13 人组成，或者

设一人执行董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由 5－19 人组成。 
（三）职权 

三、董事 

（一）董事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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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董事（也称执行董事） 
同时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的董事为内部董事。 
2．外部董事（也称非执行董事） 
在担任董事职务的公司不再同时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 
3．独立董事 
4．执行董事 
5．职工董事 

（二）董事的任职资格限制 
（三）董事的任期和董事的延时履职制度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

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四、董事长职权 

五、董事会秘书 

六、董事会会议 

（一）董事会会议的种类 
1．普通会议 
2．临时会议 
3．专门委员会 
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二）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董事会由董事长、或者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或者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

名董事召集。得票数 多的董事召集第一次董事会会议。 
（三）董事会的决议 

七、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 

成员为 3 人至 9 人，一是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部门委派或者更换；二是由公司职工民主

选举产生。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包括经授权的股东会的部分职权。 
对国有独资公司的负责人规定了专任制度。 

第二节  监事会 

一、监事会的概念、地位 

在实行“单层制”的英美法国家，没有监事会这一机构，其职能由其他机构执行。 
监事会是依法产生，对董事和经理的经营管理行为及公司财务进行监督的常设机构。它代表全

体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行使监督职能，是公司的监督机构。 
监事会的特点如下： 
1．监事会是由依法产生的监事组成的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082 

2．监事会是对公司事务进行监督的机构 
3．监事会行使职权的独立性 
4．监事个人与监事会并行行使监督职权 

二、监事会的设置与功能探讨 

三、监事会的组成 

1．监事会由监事组成 
2．关于监事会的监事数目 
3．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 
4．撤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监事连续两次不能亲自出席监事会议，应予撤换。此外，

每届任期 3 年。 
5．监事的延时履职制度。 

四、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 

成员不得少于五人，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

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 
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成员中的股东代表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是公

司的外部机构，是针对公司内部不设监督机构而采取的一项监督公司财产保值增值的措施。 

五、监事会的职权 

关于监事的职权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具体规定。我国《公司法》规定：“监

事会或者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

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

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五）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经  理 

一、经理的含义 

1．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负责组织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公司常设业务执行机关。 
2．公司经理不同于公司董事、监事，他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3．国外公司法中，许多国家没有经理职位的规定或者作为任意性的辅助职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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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理的任职资格 

我国公司法对于经理消极方面所作的资格条件限制与董事、监事任职条件限制是一致的。 

三、经理的职权 

不同公司的经理的实际权限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是由董事会授权和公司章程来决定。 
各国公司法规定的经理的职权主要是业务执行权。我国公司法 50 条规定：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此外，经理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 

四、经理的激励和自我保护 

（一）经理的报酬决定 
（二）经理激励和企业价值 

第四节  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 

一、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 

（一）忠实义务 
1．其一是董事、监事、经理（主要指董事、经理）与公司签订商业合同，这也称与公司之间

的抵触利益交易，自我交易。 
批准程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董事须及时披露其在该交易中的利益性质。二是经过公司

有权机关的批准。有权批准该交易的机关大多是董事会和股东会。 
2．其二是董事、监事、经理利用在公司的机会谋取个人利益，也称篡夺公司机会。即公司董

事、高级职员或者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而从中取利。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3．挪用公司资金； 
4．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5．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

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6．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7．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经理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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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务，为实现公司 大利益认真、努力工作。 
1．接受股东的质询的义务和配合监事会工作的义务 
2．《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的规定。如亲自行使职权；需在授权范围内行事；认真阅读公司

报告领结公司经营状况；等 
（三）竞业限制义务 
竞业禁止义务理论上应从属于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经理不得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具有

竞争性质的业务。如果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则公司可以依法行使归入权。 
而我国则采取相对允许的态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不得自营

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四）守法经营，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董事、监事、经理的民事责任 

（一）确认行为无效 
（二）停止侵害 
（三）赔偿损失 
（四）收入归公司 
当董事、监事、经理违反上述义务时，公司或者股东有权对他们提起追究民事责任的诉讼，包

括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董事会的职权 
2．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义务 
3．董事的任职资格限制 

拓展阅读书目 

1．[美] 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著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2．林国全著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民事赔偿责任之追究》载于《月旦民商法研究》第 1 辑 27-4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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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的并购和终止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公司的并购是现代市场竞争中的重要现象。而公司的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则是公司资本运营

和控制权转移的重要法律形式。上市公司收购是公司并购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公司因解散和破产而

终止，则是公司退出市场的法律机制。本章介绍了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的法律含义和程序，

并介绍了公司终止前的清算程序和公司终止的两种原因。 
本章的重点在于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概念、吸收合并（兼并）的方式、公司分立后的债务承

担、要约收购的基本规则、协议收购的基本规则、公司破产程序、公司清算程序等问题，而难点在

于公司清算的法律效力、公司合并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和要约收购的规则。 
课时要求：5 课时 

第一节  公司的合并 

一、公司并购的理论 

（一）公司并购的控制权理论 
1．企业收购与合并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控制权运动的过程。 
企业控制权， 主要指决定公司董事人选进而决定公司经营业务的权利。 
2．企业控制权运动是对公司经营者的一种制约机制和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机制（资源由低

效配置者向高效配置者流动）。（1965，曼尼原理） 
（二）改变企业控制权的方式 
1．代理权（proxy right），即投票权的代理 
2．购买股票，包括直接购买、私下购买和公开出价收购（标购） 
3．合并和（资产）收购 
（三）合并的意义：主体行为动因分析 

二、合并的含义 

（一）分类 
公司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订立合并协议，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不经过清算程序，直

接合并为一个公司的法律行为。公司合并可分为： 
1．吸收合并（Merger），也称兼并，是指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被吸收的公司解散。A+B=A 
2．新设合并（Consolidation）是指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A+B=C 
（二）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的合并之限制 
（三）公司合并与公司并购的差异 
1．公司并购（Merger & Acquisition）的含义 
是指一切涉及公司控制权转移与合并的行为，它包括资产收购（营业转让）、股权收购和公司

合并等方式。 
2．公司合并与资产收购的资产转移、债务承担、股东地位、法律后果、法律性质都不同 
3．公司合并也不同于公司的股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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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的方式 

（一）资产先转移 
1．以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2．以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二）股权先转移 
1．以现金购买股份的方式 
2．以股份购买股份的方式 

四、合并的程序 

（一）订立合并协议 
（二）通过合并协议 
（三）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四）通知债权人和公告 
（五）办理公司变更或设立登记 

五、合并的法律效果 

（一）公司的消灭 
公司合并后，一方公司或双方公司无须经过清算，公司法人人格直接消灭。 
（二）公司的变更或设立 
（三）权利和义务的概括承受 
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新设的公司承继。 
六、公司合并中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理论基础 
罗伯特·克拉克归纳回购请求权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期望落空理论，二是基于大宗公司交易

中不公平待遇的威胁理论，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对象 
消灭公司的股东和存续公司的股东均应享有回购请求权。 
（三）我国法律的规定 

第二节  公司的分立 

一、分立的含义 

（一）概念 
公司分立是指一个公司通过签订协议，不经过清算程序，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的法律行

为。1966 年法国公司法首次创立公司分立制度。 
（二）公司分立与营业转让（资产转让或资产剥离）的区别 
（1）内容不同 
（2）对股东地位的影响不同 
（3）法律性质不同 
为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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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以 100 万元现金转投资出资设立 B 公司 
A 公司派生分立出 B 公司，B 公司股本 100 万元 
两者的差别在于：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不同 
（2）对股东地位的影响 

二、分立的方式 

公司分立主要有派生分立和新设分立两种形式。 
派生分立，也称存续分立，是指一个公司分离成两个以上公司，本公司继续存在并设立一个以

上新的公司。 
新设分立，也称解散分立，是指一个公司分解为两个以上公司，本公司解散并设立两个以上新

的公司。 
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还规定了一种较为复杂的分立形式——合并分立，它指一个公司以其

资产的一部分或分成若干份的全部资产，同另一个或几个公司的部分资产共同成立一个或几个公

司。如《澳门商法典》第 293 条规定。 

三、分立的程序 

（一）作出决定和决议 
公司分立需经股东会（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二）订立分立协议 
由原公司股东订立分立协议 
（三）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四）通知债权人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

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与合并不同，但没有给与债权人权利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五）办理登记手续 
在派生分立，原公司的登记事项如注册资本等发生变化，应办理变更登记，分立出来的公司应

办理设立登记；在新设分立中，原公司解散，应办理注销登记，分立出来的公司应办理设立登记。 

四、分立的法律效果 

（一）公司的变更、设立和解散；在派生分立，原公司的登记事项如注册资本等发生变化，并

产生新的公司人格——分立出来的公司；在新设分立中，原公司解散，人格消灭，但产生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新的公司（分立出来的公司）。 
（二）股东和股权的变动 
（三）债权、债务的承受 

第三节  上市公司收购 

一、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及特征 

（一）上市公司收购概念 
是指收购人通过法定方式，取得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发行在外的股份，以实现对该上市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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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者合并的行为。 
（二）上市公司收购的分类 
1．要约收购、协议收购 
2．敌意收购和友好收购 
3．自愿收购与强制收购 
4．部分收购和全部收购，或称控股收购和合并收购。 
5．现金收购和换股收购 
（三）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 
1．目标公司股东待遇平等原则 
2．充分披露原则 
（1）大额持股信息披露 
（2）收购人应将收购意图、收购要约以及与收购有关的信息予以充分的披露 
（3）目标公司管理部门应对要约收购发表意见并公告，以供股东参考，目标公司管理部门还

应披露存在的利益冲突 
3．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原则 

二、上市公司一般收购 

（一）特点 
1．收购方是持有或潜在持有上市公司发行在外 5%以上股份的投资者。 
2．不必发出收购要约，按照交易所一般交易规则实施。 
3．一般收购的收购比例 5%-30% 
4．一般收购具有股票交易的属性，但受到特殊规则的约束。如慢走规则。 
（二）权益公开制度 
持股信息公开。持有 5%时，3 日内报告并公告。 
持股变动公开。持有 5%后，每变动 5%，报告和公告。 
对此评价 
（三）慢走规则 
是指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达到 5%或超过后，每增减 5%时，在法定期间不得在买卖该种

股票的规则。 

三、要约收购 

（一）要约收购的含义 
1．主体的特定性：一方持股 30%以上 
2．形式的特定性：收购要约形式进行 
3．收购规则的特殊性：（1）遵守信息批露规则，但不受慢走规则约；（2）不受集中竞价规

则约束 
（二）要约收购的程序 
1．制备并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2．公告收购要约 
3．预受与收购 
4．收购结束报告与公告：15 日内报告、公告 
（三）要约收购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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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股 30%比例。 
2．继续进行收购。 
（四）要约的效力与要约收购的后果 
1．要约的效力 
2．要约收购的法律后果 

四、协议收购 

（一）协议收购的含义 
（二）协议收购的程序 
1．谈判并拟定收购协议草案 
2．经协议双方或各方有关机构批准 
3．签订收购协议 
4．报告与公告 
5．委托中介机构保存股票与存放资金 
6．过户 
7．收购结束报告与公告 
（三）协议收购与其他收购方式比较 

第四节  公司的终止 

一、公司终止的含义 

（一）公司终止的概念 
（二）根据我国《公司法》公司终止的原因包括： 
1．破产 
2．解散 
（三）意义 
1．公司终止的法律意义 
2．公司终止必须依据法定程序进行 
3．公司终止必须要经过清算程序，只有在以公司财产对债务进行清偿并对剩余财产分配完毕

之后，公司方可以 终消灭。 

二、公司终止之一：解散 

（一）解散的含义 
1．定义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结构，本书采用后一种概念定义及分类方式，将解散定义为公司因发生

章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以外的解散事由而停止业务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过程。 
2．解散的特征为： 
（1）公司解散的目的和结果是公司将要永久性停止存在并消灭法人资格和市场经营主体资格。 
（2）债权人或有关机关在作出公司解散决定后，公司并未立即终止，其法人资格仍然存在，

一直到公司清算完毕并注销后才消灭其主体资格。 
（3）公司解散必须要经过法定清算程序。在公司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时，则不必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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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散的分类与原因 
1．任意解散 
任意解散的具体原因包括：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公司未形成延长营业期限的决议。 
（2）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3）股东会形成公司解散的决议 
（4）公司合并或分立 
2．强制解散 
强制解散是指因政府有关机关决定或法院判决而发生的解散。具体分为： 
（1）行政解散 
（2）司法解散 

三、公司终止之二：公司破产 

（一）破产案件的申请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申请的条件 
（二）破产案件的受理 
1．管辖 
2．审查及裁定 
3．受理的法律意义 
（三）债权申报与债权人会议 
1．申报人 
2．债权申报的期限与效力 
3．债权人会议 
（四）和解 
（五）破产宣告 
（六）破产清算 
1．对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的清偿 
2．对破产债权的清偿 
（七）破产终结 

第五节  公司的清算 

一、清算的概念与法律意义 

（一）公司清算的概念 
是指公司解散或被宣告破产后，依照一定程序了结公司事务，收回债权、清偿债务并且分配财

产， 终使公司终止消灭的程序。可以保护股东利益、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职工的利益 
（二）法律效力： 
1．清算期间，公司仍具有法人资格，只是业务活动范围有所限制。 
2．清算期间，公司的代表机构为清算组织 
3．清算期间，公司不得再进行新的经营活动，公司的全部活动应局限于清理公司已经发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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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了结的事务，包括清偿债务、实现债权以及处理公司内部事务。 
4．清算期间，公司财产按法定程序清偿 
5．公司清算的 终结果是导致公司法人资格消灭，公司终止 

二、清算的分类 

（一）任意清算与法定清算 
（二）破产清算与非破产清算 
（三）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 

三、清算组织 

清算组织也称清算机构，是清算事务的执行人。 
（一）清算组织的成立和组成 
公司除因分立合并解散外，都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二）清算组织的职权、职责 
1．清算组织的 7 项职权 
2．清算组成员的忠实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四、清算程序 

（一）清理公司财产 
（二）通知、公告债权人并进行债权登记 
（三）提出财产估价和清算方案 
（四）分配财产 
清算的核心是分配财产。财产法定分配顺序依次为：1．支付清算费用、2．职工的工资；3．社

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4．缴纳所欠税款，5．清偿公司债务；6．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

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复习和思考题 

1．简述破产案件对债权人清偿的顺序 
2．简述清算的法律意义 
3．简述公司吸收合并的四种方式； 
4．比较公司派生分立与公司转投资的区别； 
5．公司在分立前所产生的债务在公司分立后应如何承担？ 
6．简述清算组织的职权 
7．要约收购的概念及特征 
8．要约收购的基本程序、适用的条件 
9．协议收购的概念及特征、程序 

拓展阅读书目 

1．郑厚斌著《收购与合并—企业产权交易及其市场组织》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2．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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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证券法 

第六章 证券法和证券市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现代经济的发展使证券市场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的证券种类日益增多，极大地

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和生产要素的转移。法律强调市场的自治和公开，尤其要求市场主体充分的信息

批露。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等机构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它们是筹资者

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共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学习本章，应重点理解和掌握证券的概念、特征与种类、证券市场的概念与构成、证券法的基

本原则、信息批露的内容、证券市场各主体的职能等内容。本章的难点在于，证券公司的禁止行为

和禁止担任证券公司董、监事和管理人员的规定。 
课时要求：4 课时 

第一节  证券和证券法概述 

一、证券的概念 

（一）证券（security）的定义 
世界各国证券法规范的证券不同。我国市场上的有 7 种投资品种：1．股票；2．公司债券；3．可

转换公司债；4． 政府债券；5．证券投资基金份额；6．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7．权

证。 
（二）证券的特征 
1．它是一种投资权利凭证 
2．它是一种权益凭证 
3．它是一种流通性的权利凭证 
4．它是一种标准化凭证 

二、证券种类 

（一）股票 
1．含义 
2．股份的分类 
（1）普通股和特别股 
（2）记名股与无记名股 
（3）面额股和无面额股 
（4）其他特殊类型的股份（票） 
（二）债券 
1．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含义 
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就是指以公司

债券形式表现的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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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与普通公司债务比较 
3．  公司债的主要种类 
（1）无担保公司债和担保公司债。 
（2）可上市的公司债和非上市的公司债。 
（3）国内公司债和境外公司债。 
（4）实物债券、凭证式债券、记帐式债券。 
（5）可转换公司债和不可转换公司债。 
（三）证券种类之三：基金券 

三、证券市场的含义 

（一）概念：证券市场是证券发行与交易活动场所的总称。它由金融工具、交易场所以及市场

参与主体等要素构成。 
1．按照证券市场的功能，分为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流通市场。 
2．按照证券市场的组织形式，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3．按照证券市场交易对象的种类，分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衍生证券市场。 
（二）证券市场的作用 
1．证券市场是联系资金供应者与资金需求者的桥梁 
2．证券市场为企业提供了筹集社会资金的重要渠道 
3．证券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4．证券市场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途径。 

四、证券法的原则 

狭义的证券法，是指一国制定的关于证券的专门法律。从广义上讲，凡调整证券关系的法律规

范都属于证券法范畴。 
（一）公开原则 
1．理论基础。 
2．证券法的公开原则所包含的内容。 
（二）公平原则 
机会平等，它体现为公平的市场准入和市场规则 
其次，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平等待遇。 
再次，同等地受法律保护。 
（三）公正原则 
（四）诚信原则 
（五）效率与安全兼顾原则 

第二节  信息披露概述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念与意义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念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 
1．能有效地约束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行为，防止信息滥用和证券欺诈行为。2．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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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3．有助于规范证券中介机构和人员的行为，提高其社会形象。4．便于证券

市场的监管机构加强管理，督促检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达到法定的要求。 
（三）对披露的信息的基本要求 
1．真实性；2．准确性；3．完整性；4．公正性；5．及时性 

二、信息披露方式和事务管理 

（一）从披露的途径角度，信息披露的方式可分为（1）公布或公开；（2）备案；（3）备置；

（4）章程约定的其他方式； 
（二）从披露的目的角度，信息披露的方式可分为初次信息披露和持续信息披露 
（三）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 
1．公司应当指定专人（两名授权代表）负责信息披露事务，应有 1 名是公司董事会秘书。 
2．公司除在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和网站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和网站上披露

信息,但必须保证：时间及时和信息内容一致。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内容 

（一）证券发行文件 
1．招股说明书及股票发行文件 
2．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及公司债券发行文件 
（二）上市公告书和证券上市文件 
（三）定期报告（Periodical Reports）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法定期限内制作完毕并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它分为年度报告与中期报告。 
（四）临时报告（Temporary Reports）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发生可能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而发

布的公告。1．重大事件公告；2．收购公告 

四、信息公开的监管 

（一）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意见，监事会提供审核意见。 
（二）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监、高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无过错除外。 
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也连带赔偿责任。 
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给与警告，处以罚款。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 

一、证券交易市场概述 

（一）证券交易市场的含义 
又称流通市场、次级市场或二级市场，指已经发行并被投资者认购的证券进行转让、买卖、流

通的市场。 
交易市场和发行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证券交易市场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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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场所和非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场所 

二、证券交易所的概念 

（一）证券交易所类型 
按照其组织形式，通常分为会员制和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按照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分为营

利性证券交易所和非营利性证券交易所。 
（二）证券交易所的特征 
1．证券交易所是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 
2．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竞价交易提供服务的固定场所。 
3．证券交易所是非营利法人。 
4．证券交易所是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三、证券交易所的基本职能 

四、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机构 

（一）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 高权力机构。由理事会召集，一般每年召开 1 次年会。会员

大会须有 2／3 以上会员出席，其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过半数以上会员表决通过后方为有效。 
（二）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人数为 7 至 13 人，其中非会员理事人数 1/3-1／2。 
（三）总经理在理事会领导下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为法定代表人，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四）理事会设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 3 年。监察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行使监察职权。 

五、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 

（一）证券交易所的设立。 
一是特许制。二是登记制。三是承认制。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属于特许制。设立证券交易所

必须制定章程。证券交易所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二）证券交易所的解散 
有两种情形：一是自愿解散。二是强制解散。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解散，由国

务院决定。 

六、证券交易所的行为规则 

（一）不得以盈利为目的证券交易所在其存续期间，不得将其积累分配给会员 
（二）会员代理交易制 
（三）设立风险基金 
（四）交易保证金管理制度存入开户银行专门账户，不得擅自使用。因其不属于证券交易所财

产， 而属于保证金缴纳者。 
（五）回避制度 
（六）不得改变交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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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证券公司 

一、证券公司的含义 

在我国，证券公司（Securities Corporation）是指依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从事证券经营

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1）证券经纪；（2）证券投资咨询；（3）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4）证券承销与保荐；（5）证券自营；（6）证券资产

管理；（7）其他证券业务。 
为控制风险，证券公司不得兴办实业，不得购置非自用不动产 

二、证券公司的分类 

（一）综合类证券公司 
（二）证券经纪证券公司 
（三）证券承销商 
（四）证券自营商 

三、证券公司的设立条件 

四、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 

（一）不得担任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  
2．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证券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3．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

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4．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

公司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招聘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员，不得在证券公

司中兼任职务。 
（二）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 
1．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2．交易风险准备金 
（三）证券公司的禁止行为 
1．非经批准，证券公司不得从事融资、融券交易 
2．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的全权委托 
3．证券公司不得对投资者利益做出非法承诺 
4．证券公司不得私下接受委托 
5．证券公司必须将其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承销业务、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分开

办理，不得混合操作。 
6．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进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6 种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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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和证券业协会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概念 
1．含义。 
2．特征：（1）属于非营利的公益法人。（2）为证券发行与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

算服务的专业机构。（3）是特许法人。 
（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设立条件 
（三）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职能 
（四）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权利义务 
1．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权利 
有权拒绝他人随意查询；有权要求结算会员缴纳结算风险基金；有追偿的权利等 
2．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义务 

二、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又称证券投资顾问公司，是指对普通证券投资者、证券发行人和证券交易者筹资活动、投资交

易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公司。 

三、证券资信评估机构 

也称资信评估机构，是指对公募发行的有价证券的质量进行评价，测定该种证券投资价值的一

项制度。其中专门从事证券资信评级工作的机构即为资信评级机构。 
目前，我国的资信评级尚无一致标准，在实践中一般采用 9 级制。 

四、其他证券交易服务机构 

（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二）会计师事务所 

五、证券业协会 

（一）证券业协会的性质 
其性质属于行业自律性社团法人。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于 1991 年 8 月 28 日。 
（二）会员 
凡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和兼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团

体，均可成为协会的团体会员。但我国证券公司应当加入证券业协会。 
证券市场管理部门有关领导及从事证券研究及业务工作的专家、学者为协会的个人会员。 
（二）证券业协会的组织机构 
1．会员大会 
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由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会员大会每二年举行一次，必要时经常

务理事会决议可临时召开。 
2．理事会 
协会的执行机构。每届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理事长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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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会议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讨论通过方可生效。 
3．监事会 
是协会工作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协会的业务和财务，并向会员大会提出报告。 

复习和思考题 

1．简述证券的基本特征 
2．论述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3．我国证券信息批露的制度内容 
4．简述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5．简述证券公司禁止从事行为的种类 

拓展阅读书目 

1．吴谦立著《公平批露：公平与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梁定邦著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监管的若干问题》载于《证券法律评论》法律传版社  2001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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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证券发行、上市与交易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证券发行与承销制度是证券进入进入证券市场的开端，关系到证券市场中的证券的品质。而证

券交易制度，是证券市场 为复杂，也 为完整的一套证券游戏规则，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操作性。

本章重点阐述了证券发行的概念、分类、方式；介绍了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和程序；分析了

证券发行审核制度、证券承销及其特征，分析了证券承销的资格、证券承销的方式和证券承销协议。

证券上市制度包括证券上市的条件与程序，证券上市的暂停与终止、证券交易的基本程序与种类等。

本章的难点在于证券发行保荐制度、公司债持有人的保护制度以及证券交易的程序与种类，以及证

券交易的强制性规则等。 
课时要求：4 课时 

第一节 股票发行 

一、证券发行概述 

（一）证券发行的概念和种类 
1．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 
2．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 
3．直接发行和间接发行 
4．初次发行和增资发行 
5．平价发行、溢价发行和折价发行 
6．通常发行与特别发行 
（二）股票公开发行的方式 
1．市值配售的方式 
2．上网定价的方式 
3．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的方式 
4．全额预缴款和与储蓄存款挂钩的方式 
（三）证券发行价格的确定 
1．市盈率法：以每股利润与市盈率一定倍数乘积作为证券发行价格。市盈率=股票价格÷每股

盈利 
2．竞价确定法：由承销机构投标，由出价 高者获得股票发行总经销权的做法。 
3．市场询价法：指发行人和承销商向投资者询价得到反馈意见，商定证券发行价格。 

二、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1．公开主义的注册制与准则主义的核准制。 
2．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运作和职责 
2003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有关专家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

表决，依法审核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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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股票发行的条件 

（一）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条件 
（二）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 
1．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 
3． 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4．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司对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必须按照招股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擅自改变用途而未

作纠正的，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的，不得公开发行新股。 

四、股票发行程序 

（一）募集设立发行股票的程序 
1．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募股申请和文件 
2．在提交申请文件后，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3．募股核准 
4．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发行证券的信息依法公开前，任何知情人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

行募集文件前发行证券。 
5．证券公司承销股份 
6．验资并召开公司创立大会 
（二）新股发行程序 
1．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2．聘请主承销商和有关专业机构出具法律意见书 
3．申请新股发行和证券监督管理机关核准 
4．公告新股发行文件 
5．股份承销和交付股票 
6．登记和公告 

第二节  公司债券的发行与转让 

一、发行主体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是各国的通例。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我国是有条件地允许有限责任公

司发行公司债券的。 

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一）积极条件：1．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

产额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2．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 40%；3． 近三年平均可分

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4．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5．债券的利率不得

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用于审

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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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极条件 
1．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 
2．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 
3．违反本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三、发行程序 

（一）由董事会制订方案，股东会作出决议 
（二）审批 
（三）公告 
（四）承销发行 

四、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 

（一）发行条件 
除应当符合公司债发行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本法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并报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二）公司债转换的法律后果 
发行公司与持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持有人由原来的发行公司债权人转换为发行公

司的股东。 
（三）转换权的行使 
发行公司负有将可转换公司债券换发为发行公司新股的义务。但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者不

转换股票有选择权。 

五、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一）公司债券的担保责任 
发行人应提供保证担保、发行可转换债还可以抵押、质押担保等。 
（二）违约责任 
（三）公司变更和清算中公司债券持有人保护 
（四）公司债券持有人整体利益保护制度 ：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持有人代表等 

第三节  证券承销制度 

一、证券承销简介 

（一）证券承销的方式 
1．证券承销方式分为证券代销和证券包销。证券包销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形式。 
2．证券代销和证券包销的主要区别 
（二）证券承销资格 
承销业务资格分为承销商资格和主承销商资格。证券经营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应当依照有关规

定注册登记为保荐机构。 
（三）证券承销协议 
1．证券主承销协议的内容 
证券主承销协议是指证券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合主承销商承销证券时，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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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签订的包销或者代销协议。主承销协议的条款分为必备性条款和任意性条款。 
2．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一方为经过核准或审批证券发行人，另一方为具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

综合性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 
（2）客体的特定性：依法核准或审批的公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3）证券承销协议须采用书面形式 
（4）承销协议主要内容的法定性 
（5）承销协议的生效以证券获准发行为条件。 
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证券票面总值超过人民币 5 000 万元的，应由承销团承销，即由两个以上的

证券经营机构组成承销团。 

二、证券承销的法定要求 

（一）禁止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 
（二）不得事先预留所承销的证券 
（三）保证公开发行证券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四）及时承销备案制度 

三、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 

（一）含义：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保荐人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和上市证券，并对该

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和承诺提供指导和信用担保的制度。 
（二）保荐人的职责 
1．保荐人辅导职责：保荐机构担任主承销商，对募集文件进行核查，并向证监会提供保荐意

见。 
2．推荐职责。推荐发行上市时，依法要对发行人及其发起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

调查、审慎核查，编写申请文件和推荐文件。 
3．独立审核判断职责 
4．持续督导职责。在证券发行上市后的合理期间内，承担对发行人及相关活动的持续监督和

指导。Ipo 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和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其他的，为当年和其后一个会

计年度。 
（三）保荐人的管理 
保荐人分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其的不当行为的处罚为除名和拒绝接受推荐。 

第四节  证券上市 

一、证券上市含义 

（一）证券上市概念 
是指公开发行的有价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或其他依法设立的交易市场公开挂牌交易的行为。 
证券上市与证券发行、证券交易的区别 
（二）证券上市的意义 
（三）证券上市的种类 
1．核准上市和认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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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通上市（发行后另择日期申请上市）和首次发行上市（在公开发行证券同时计划上市并

在发行成功后合理时间内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3．第一上市和第二上市 
4．股票上市和债券上市 

二、证券上市条件 

（一）股票上市条件 
（二）公司债券上市的条件 

三、证券上市程序 

（一）证券上市审核权 
（二）上市保荐和上市申请 
（三）安排上市 
（四）证券上市协议 
（五）上市公告和挂盘交易 

四、上市暂停与终止 

（一）证券上市暂停与终止意义 
1．证券上市暂停的含义。 
2．证券上市终止的含义。 
3．意义。 
（二）股票上市暂停和终止的情况 
1．因法定事由（违法等），由主管机关决定或核准其证券停止交易或终止；（1）公司股本总

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2）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可能误导投资者； 
（3）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4）公司 近 3 年连续亏损。等等。 
（5）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在增发股票或发放股票红利期间、重大信息发布时的自动暂停上市； 
3．证券交易所在市场监管中发现上市证券有异常交易情况，须调查对该证券做技术性暂停上

市（上交所 9 个月）或终止； 
4．上市公司申请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 
（三）公司债券上市暂停与终止条件 
暂停其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1．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2．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3．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不按核准的用途使用； 
4．未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履行义务； 
5．公司 近二年连续亏损。 
公司有前条第 1 项、第 4 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或者有前条第 2 项、第 3 项、第

5 项所列情形之一，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或者公司解散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

公司债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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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证券交易程序与种类 

一、证券交易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特点是，1．场内交易占垄断地位；2．集中竞价占垄断地位；3．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4．电
子化交易； 

二、证券交易程序 

（一）开立证券交易账户 
证券投资者开立的账户分为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 
（二）委托手续 
1．委托当事人。投资者和与证券公司建立证券托管与交易代理关系。 
2．委托内容：交易证券的种类、数额（一手和大宗交易）、交易价格（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有效期间。 
3．委托方式：柜台委托和自助委托（电话委托、刷卡委托、热健自助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 
（三）竞价与成交 
委托指令的竞价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竞价原则进行。 
任一证券的竞价分为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个阶段。 
（四）清算与交割 
二级清算交割体制；交割时间 
（五）证券登记过户 

三、场外交易 

指在证券交易场所以外的交易。一般采用非集中竞价交易例如，拍卖、协商等方式。 
（一）柜台交易方式 
自营买卖；代理买卖 
（二）报价系统交易方式：电脑、订单等 
（三）其他场外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拍卖市场等 

四、证券交易种类 

（一）以时间为标准划分的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 
（二）以是否有选择权为标准划分的期权交易与非期权交易； 
（三）以有无保证金为标准划分的保证金交易与普通交易。 

五、证券交易的强制性规则 

（一）交易场所的限制 
（二）交易方式的限制 
目前对证券交易方式以现货交易为主。 
（三）特定主体证券转让期限的限制 
1．发起人股份的转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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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限制。 
3．短线交易禁止。 
（四）法定人员持股与买卖股票限制 
1．证券服务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 
2．证券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3．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 
（五）专业机构及其人员的股票交易限制 
为股票发行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在该

股票承销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种股票。 
该服务机构和人员，自接受上市公司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内，不得买卖该种股

票。” 

复习和思考题 

1．简述证券发行的概念和性质。 
2．证券发行的基本分类有哪些？ 
3．股票发行的条件有哪些？ 
4．简述证券发行保荐制度的内容 
5．证券上市的概念与标准。 
6．股票上市的条件与程序。 
7．公司债券上市的条件与程序。 
8．股票上市暂停与终止的情形。 
9．证券交易的基本程序。 
10．我国证券法对证券交易作了哪些限制性规定？ 

拓展阅读书目 

1．徐杰主编《证券法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0 版 
2．李玉基、楼晓主编《证券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高如星、王敏祥著《美国证券法》，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4．郭锋主编《证券法律评论》（第四卷）法律出版社 20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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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证券市场监管和证券违法行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证券监管制度的基本问题是监管目标和原则的确立，而核心问题则是监管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即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划分及其相互协调。证券违法行为可以归纳为两类：一般的违法行为

和严重的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应由当事人通过行政程序或民事诉讼程

序，采取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对于构成证券犯罪的行为，应由司法机关依照《刑法》、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因此，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法律责任共同构成证券

法的责任体系。 
本章的重点是对证券违法行为中的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行为及其法律

责任问题，还有监管的目标、体制，证券监管体制的概念及类型等。难点就是内幕信息和内幕人员

的概念和操纵市场的违法行为类型。 
课时要求：2 课时 

第一节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一、证券监管目标 

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即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正、透明和有效，维护证券市场的安全与

稳定。 

二、证券监管体制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类型 
1．市场主导的自律型监管体制； 
2．政府主导的他律型监管体制； 
3．中间型监管体制。 
（二）我国证券管理体制的确立 
我国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并与证券业自律性管理相结合。 

三、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一）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二）依法审批或者核准证券发行。 
（三）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四）对证券发行人和市场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 
（五）监督管理证券从业人员。 
（六）对证券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七）查处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四、证券监管机构的执法权 

（一）现场检查权。 
（二）调查取证权。即有权进入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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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询问权。即有权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

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和封存权。 
（五）查询账户与申请司法机关冻结权。 
（六）限制买卖。在调查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证券违法行为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证券买卖，但限制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个

交易日；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十五个交易日。 

五、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 

（一）公开义务。 
（二）移送义务。证券监管机构只有对证券一般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发现证券违法

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出示证件义务。应当出示有关证件，并且不得少于两人。 
（四）忠于职守义务。 
（五）兼职禁止义务。 
（六）保密义务。 

第二节  证券违法行为和责任 

一、证券违法行为的概述 

（一）证券违法行为的种类 
证券违法行为的种类包括证券犯罪和一般证券违法行为。根据行为的性质进行区分，证券违法

行为可以分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欺诈客户等行为和其他证券违法行为。 
（二）证券法律责任 
1．证券民事责任 
2．证券行政责任 
3．证券刑事责任 

二、虚假陈述及其法律责任 

（一）虚假陈述的含义 
1．虚假陈述是特定主体实施的行为 
2．虚假陈述的具体形态 
在披露文件中作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不正当批露。 
3．必须是重大事件 
4．虚假陈述的文件 
（二）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1．损害赔偿的当事人 
2．责任形态 
3．赔偿范围：投资差额损失及该部分地佣金和印花税 
（三）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 
1．责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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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责任主体 
（四）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 

三、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 

（一）内幕交易的含义 
（二）内幕人员的概念 
内幕人员，又称知情人员、内部人员，内幕人员包括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

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三）内幕信息的形式 
1．证券法第 67 条第 2 款所列重大事件；2．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3．公司股权结构

的重大变化；4．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5．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

过该资产的 30%；6．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7．上
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8．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

要信息。 
（四）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 

四、操纵市场的法律责任 

（一）操纵市场的含义 
（二）操纵市场的行为方式 
1．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

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

证券交易量； 
3．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4．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三）操纵市场的法律责任 

五、欺诈客户的法律责任 

（一）欺诈客户的含义 
（二）欺诈客户行为的主要类型 
1．混合操作 
2．违背指令 
3．不当劝诱 
4．过量交易 
5．其他欺诈客户的行为 
（三）证券公司欺诈客户的法律责任 

复习与参考题 

1．证券监管的目标是什么？ 
2．证券监管应遵循哪些原则？ 
3．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4．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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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虚假陈述的责任认定方式。 
6．内幕人员和内幕信息的范围 
7．如何认定操纵市场的行为？ 
8．欺诈客户行为的主体包括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周正庆主编《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版。 
2．郭锋主编《证券法律评论》（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叶林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版。 
4．杨志华著《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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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合同法 

第九章  合同概述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一

致的协议，是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本章着重介绍合同制度

的基本理论。重点问题包括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合同的形式、合同的成立和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合

同的分类等。难点问题在于合同成立的要约和承诺内容以及合同缔约者的义务种类。 
课时要求： 4 课时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一、合同的含义 

（一）合同的定义。 
（二）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点： 
1．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所实施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2．合同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和宗旨。 

二、合同关系 

（一）合同关系的含义。 
1．合同是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合同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债

权人和债务人。 
（二）合同相对性主要内容 
1．主体的相对性。 
2．内容的相对性 
（1）合同规定由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及于第三人； 
（2）合同当事人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 
（3）合同权利与义务主要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某

些行为行使撤销及代位权，以保护其债权，合同的保全也可以看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现象。 
3．责任的相对性 
（1）违约当事人应对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违约后果承担责任，债务人应对其履行辅助人的行

为负责。 
（2）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

务人在承担违约 责任以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3）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 违约责任。 

三、合同的分类 

（一）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 



商业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 

 1111

1．双务合同的含义。 
2．单务合同的含义。 
3．区分单务合同和双务合同的意义： 
（1）在是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上不同。 
（2）在风险负担上是不同的。 
（3）因一方的过错所致合同不履行的后果不同。 
（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1．含义。 
2．有偿合同与无偿合 同的区分意义 
（1）在于确定某些合同的性质。 
（2）义务的内容不同。 
（3）主体要求不同。 
（三）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 
1．含义。 
2．无名合同类型，学者一般将其归为三类：（1）纯无名合同；（2）混合合同；（3）准混合

合同， 
3．区分意义 
（四）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1．含义。 
2．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的区别，二者成立与生效的时间不同。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1．含义。 
2．要式与不要式合同的区别：合同的形式要求会影响合同的生效。 
（六）主合同与从合同 
1．含义。 
2．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 

第二节  合同的形式 

一、合同形式的概述 

（一）合同的形式定义。 
又称合同的方式，是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部表现，是合同内容的载体。从

合同法的历史发展看，在合同的形式上明显地表现出从重形式到重意思的变化规律。现代合同法兼

顾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二项价值，已经不同程度地将要式合同的运用范围加以扩大，对某些重要的

合同、关系复杂的合同强调书面形式。定式合同的普遍推广更能说明问题。　 
（二）我国现行法对合同形式的态度。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 10 条）。总的说来，在我国，

合同形式分为约定形式与法定形式，法律兼采要式与不要式的原则。 

二、口头形式 

（一）含义。是指当事人只用语言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而不用文字表达协议内容的不同形式。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12 

（二）评价。 

三、推定形式 

当事人未用语言、文字表达其意思表示，仅用行为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接受该要约，以作出

一定或指定的行为作承诺，合同成立。例如商店安装自动售货机，顾客将规定的货币投入机器内，

买卖合同即成立。 

四、书面形式 

（一）含义。 
（二）书面合同的表现形式 
1．表格合同； 
2．车票、保险单等合同凭证不是合同本身，它的功能在于表明当事人之间已存在合同关系。

合同凭证是借以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载体。虽然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未完全反映在合同凭证上，

但因法律及有权机关制定的规章已有明确规定，因而可以确认合同凭证标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3．合同确认书。 
4．定式合同。 
5．关于公证、鉴证、登记、审批是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范畴，还是合同的生效要件，我国现

行法的态度不一。 

第三节  合同成立的概念和要件 

一、合同的成立含义 

（一）合同成立的概念 
（二）合同的成立条件： 
1．存在双方或多方订约当事人。 
2．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3．合同的成立应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 

二、要约 

（一）要约的含义　 
1．要约的效力 
2．要约的主要构成要件如下： 
（1）由具有订约能力的特定人发出。 
（2）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 
（3）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其缔结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 
（4）内容必须具体确定。 
（二）要约邀请 
1．要约邀请的概念及与要约的区别 
要约邀请又称为引诱要约，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2．典型的要约邀请行为 
（1）寄送的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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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卖公告。 
（3）招标公告。 
（4）招股说明书。 
（5）商业广告。 
（三）要约的法律效力 
1．要约开始生效的时间 
（1）发信主义 
（2）到达主义 
2．要约的存续期间 
3．要约法律效力的内容 
（1）要约人即受到要约的拘束，不得随意撤销或对受要约人随意加以限制、变更和扩张。 
（2）受要约人在要约生效时即取得依其承诺而成立合同的法律地位。 
（四）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五）要约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凡是在要约中明确规定了承诺期限的，则承诺必须在该期限内做出，超过了该期限，则要

约自动失效。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变更。 

三、承诺 

（一）承诺的涵义和条件 
1．承诺含义。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换言之，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

的条件以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的法律效力在于一经承诺并送达于要约人，合同便告成立。 
2．承诺条件 
（1）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做出。 
（2）承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要约人。 
（3）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

外。 
（二）确定承诺生效的标准 
1．到达主义和送信主义 
2．两者的区别 
（1）在合同成立的时间上。 
（2）在承诺的撤回上。 
（3）在承诺的迟延方面。 
（三）承诺迟延和承诺撤回 
1．承诺迟延 
2．承诺撤回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114 

（四）关于确认书和合同的实际成立 
1．确认书及其性质 
2．合同的实际成立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2．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合同的条款 

一、提示性的合同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质量和数量 
（四）价款或酬金 
（五）履行的期限 
（六）履行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是促使当事人履行债务，使守约方免受或少受损失的法律措施，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

重大，合同对此应予明确。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和特意待定条款 

（一）合同的主要条款含义 
是指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欠缺它，合同就不成立。 
（二）特意待定条款。 
（三）合同的普通条款 
1．非法定条款。 
法律未直接规定，亦非合同的类型和性质要求必须具备的，当事人无意使之成为主要条款的合

同条款。例如关于包装物返还的约定和免责条款等均属此类。 
2．默示条款。 
当事人未写入合同中，甚至从未协商过，但基于当事人的行为，或基于合同的明示条款，或基

于法律的规定，理应存在的合同条款。英美合同法称之为默示条款。它分为以下种类： 
（1）该条款是实现合同目的及作用所不可少的，只有推定其存在，合同才能达到目的及实现

其功能。 
（2）该条款对于经营习惯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即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公认的商业习惯或经营习

惯。 
（3）该条款是合同当事人系列交易的惯有规则。 
（4）该条款实际上是某种特定的待业规则，即某些明示或约定俗成的交易规则在待业内具有

不言自明的默示效力。　 
（5）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而成为合同的普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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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合同内容：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 

一、合同权利 

（一）合同权利的含义。 
又称合同债权，是指债权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向债务人请示给付并予以保有的权利。　 
1．合同债权是请求权 
2．合同债权是给付受领权　 
3．合同债权是相对权 
4．合同债权具有平等性　 
5．合同债权具有请求力、执行力、依法自力实现、处分权能和保持力 
（二）不安抗辩权 
（三）选择权、解除权和追认权　　 

二、合同义务 

（一）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简称为主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2．从给付义务 
简称为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

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 大满足的义务。 
3．原给付义务和次给付义务。 
原给付义务，又称第一次给付义务，是指合同上原有的义务。次给付义务，又称第二次给付义

务，是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特殊事由演变而生的义务。　 
4．其他义务。 
（二）附随义务。 
1．附随义务的内容 
合同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发生给付义务，还会发生其他义务。 
例如照顾义务、保管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保护义务等。　 
2．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区别 
3．附随义务的分类 
（1）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 大可能的满足（辅助功能）。 
（2）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的利益保护功能。 
（三）不真正义务。 
其主要特征在于权利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该义务的

一方遭权利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例如，守约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就是不真正义务。 
（四）先合同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指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各种说明、告知、注意

及保护等义务。违反它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应负有某种

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学说上称为后合同义务。

违反后合同义务，与违反一般合同义务相同，产生债务不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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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关系的有机体性与程序性 
1．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的整体　 
2．程序性 

复习和思考题 

1．试述合同的成立条件 
2．试述要约与承诺的构成要件 
3．缔约过失责任 
4．合同的条款 
5．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 
6．合同的形式 

拓展阅读书目 

1．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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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担保法 

第十章  担保法概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的介绍和讲解担保物权的本质和特殊功能，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和让与担保权的各

自法律特征与基本内容。要求把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让与担保权的设定方式和实现方式。重

点内容着重掌握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的概念、特征、权利设定、权利实现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等具体内容。难点在于抵押和质押的区别以及抵押权的效力等内容。 
课时要求：3 课时 

第一节  担保物权 

一、担保物权的含义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 
（二）担保物权的种类 
担保物权有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抵押合同、质押合同。 
（三）担保物权的特征 
1．价值权性 
2．期待性或附条件性 
3．不可分性 
4．物上代位性 
5．从属性 
6．时间性：不受约定和登记担保期间的限制。 
7．与诉讼时效的关系：《担保法解释》第 12 条。 
（四）担保物权产生的背景 
1．债权具有平等性，而担保物权具有优先性 
2．人道主义对债务人责任的减轻 
3．债权的无追及性 
4．物权担保的稳固性 
5．作为社会融资的手段间接促进经济繁荣 
（五）担保物权的分类 
1．法定担保物权与意定担保物权 
2．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清偿性担保物权 
3．动产担保物权、不动产担保物权、权利担保物权 
4．特定财产担保物权和非特定财产担保物权 
5．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6．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 
7．定限性担保物权与权利移转性担保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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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权 

三、质权 

（一）质押权概述 
1．质押权的概念。 
2．分类 
（1）动产质押、权利质押和不动产质押 
（2）民事质权、商事质权、营业质权（当铺业质权） 
（二）动产质押 
1．动产质押的含义 
2．动产质押的设定 
（1）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 
（2）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3）标的物须具备一定条件 
（4）流质契约之禁止 
3．动产质押的效力 
（1）质押权的效力范围 
（2）质权人的义务 
（3）质权人的权利 
（4）出质人的权利义务 
（三）权利质押 
1．权利质押的概念 
是指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让与财产权为标的质权 
2．确定可以质押的权利的原则 
（1）质押的权利必须是财产权利 
（2）必须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的财产权利 
（3）必须是可以交付的权利 
3．权利质权的效力 
（1）出质人的权利义务 
（2）质权人的权利义务 

四、留置权 

（一）概念及性质 
（二）成立要件 
1．留置权成立的一般要件 
（1）债权人需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2）债权人所留置的财产应当是属于债务人所有或合法占有的产生该债权的法律关系的标的物 
（3）债权已届清偿期而债务人不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超过一定期限 
2．不得行使留置权的情形 
（1）双方有不得行使留置权的特别约定的 
（2）行使留置权将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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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使留置权将与留置权人所应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 
（三）留置权的效力 
1．留置权人的权利 
2．义务 
（四）留置担保的范围 
（五）留置权的实现 
（六）留置权消灭的原因 
1．债权消灭或者债权清偿期延缓 
2．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并被债权人接受 
3．留置物灭失 
4．留置权实现 
5．留置权人丧失占有 
6．留置权人抛弃留置权 

五、担保物权竟合理论 

担保物权竟合时的处理原则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含义 

（一）抵押权概念 
（二）特征 
1．是一种担保物权 
2．不移转标的物占有 
3．是约定担保物权 
（三）抵押权的性质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3．物上代位性 
（四）社会发展对抵押权性质的影响 

二、抵押权的设定 

（一）抵押权的主体 
（二）抵押权的客体 
（三）设立抵押权的方式 
1．必须用书面形式订立 
2．抵押合同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如果不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的，可以补正 
3．流质契约之禁止 
（四）抵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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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权的效力范围 
1．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范围 
2．抵押权效力及于标的物的范围 
即抵押权人在实现抵押权时可以依法予以变价的标的物的范围。 
（二）抵押权的保全效力 
1．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限制 
2．抵押物受损价值减少及抵押权的补救 
（三）超出抵押： 
1． 债权超出抵押物价值 
2． 抵押物价值超出债权 

四、抵押权的实现 

（一）抵押权实行的条件 
1．在抵押权实行时，抵押权仍然有效存在 
2．债务到了清偿期，非因债权人方面的原因，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第三人也没有代替债务

人履行债务 
（二）抵押权实现的方式 
1．拍卖、变卖 
2．折价取得 
3．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价款低于抵押

权设定时约定价值的，应当按照抵押物实现的价值进行清偿，不足清偿的剩余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三）抵押权实现的顺序 
1．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按（1）实现抵押权的费用。（2）主债权的利息；（3）主债权。 
2．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清偿顺序 

五、抵押权的消灭原因 

（一）被担保债权完全、绝对消灭 
（二）抵押物灭失且未因灭失而得赔偿金。 
（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四）抵押权实现 

六、特殊抵押权 

（一） 高额抵押 
1． 高额抵押定义 
2．法律特征 
3．我国的 高额抵押的适用范围 
（二）财团抵押 
财团，是由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成的集合体。财团抵押担保是指以财团作为标的的抵

押制度。 
1．财团抵押担保的作用 



商业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 

 1121

2．财团抵押的类型 
（三）所有人抵押 
所有人抵押，是指抵押物的所有人在该抵押物上设定的自己的抵押权。 
（四）共同抵押 

第三节  债的担保 

一、债的担保的概念和种类 

（一）债的担保的概念 
（二）债的担保的种类 
1．人的担保。 
2．物的担保。 
3．金钱担保。 
4．反担保。 

二、保证 

（一）保证的概念和种类 
1．保证的概念 
保证是指保证合同。 
2．种类 
（1）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 
（2）单独保证和共同保证 
（3） 高额保证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的资格 
2．保证合同的内容 
3．保证合同的形式 
（三）保证的效力 
1．保证担保的范围 
2．主债权人的权利 
3．保证人的权利 
先诉抗辩权及其行使、追偿权 
（四）无效保证及其法律后果 
1．无效事由。 
2．无效后果。 
（五）保证责任的免除 

三、定金 

（一）定金的概念和种类 
1．定金概念 
2．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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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违约定金。 
（2）立约定金。 
（3）成约定金 
（4）解约定金 
（二）定金的成立 
（三）定金的效力 
1．违约定金的效力。 
（1）定金罚则 
（2）定金罚则按比例适用 
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 
（3）适用于不履行 
（4）免责 
2．立约定金的效力 
3.成约定金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

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 
4．解约定金的效力 
约定了解约定金，就等于获得了单方解除权。 

复习和思考题 

1．什么是担保物权？担保物权的法律特征如何？ 
2．抵押与质押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3．抵押权和留置权有何区别？ 
4．质押权和留置权有何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1．坤著 《担保物权司法解释的缺陷》载于《法商研究》2002 年 3 期 
2．刘宝玉主编 《担保法疑难问题研究与立法完善》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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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业经济学导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讲解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介

绍主要研究方法，并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学习产业经济学的意义。 
学时分配：5 

第一节  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溯源 

一、产业经济学产生的物质基础 

（一）在古代，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社会化分工。 
（二）在近现代，人类历史上又出现过四次大的产业革命。 

二、产业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

是它的理论基础。 
（二）如果追根溯源，一般认为马歇尔(A. 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

其后如 20 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P. 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 Robinson)的垄断竞

争理论、克拉克(J. M. Clark) 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当

时的产业组织理论还处于萌芽阶段。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一）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又称

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

经济学 活跃、成果 丰富的领域之一。 
（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经济学）产生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距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 
（三）产业组织学（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伴随着上个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

的大量涌现，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 
（四）产业经济学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

结构。 
1．业经济学哈佛学派的兴起 
2．哈佛学派的的衰落与芝加哥学派崛起 
3．可竞争市场理论 
4．新奥地利学派 
5．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应用 

四、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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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产业的概念和主要分类 

（一）产业的主要概念 
1．产业是一种同一属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同一属性的产品和服务、同一属性的企业的集合。 
2．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按照一定社会分工原则，为满足社会某类需要而划分的从事产品生产和

作业的各个部门。 
（二）产业的分类 
1．关联方式分类法 
2．三次产业分类法 
3．标准产业分类法 
4．其他分类法 

二、欧美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产业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从大的范围来说的。具体说来，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自身、

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规律。 
（一）欧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欧美，经济学界将产业经济学等同于产业组织理论。尤其在美国，一般不提产业经济学，而

是说“产业组织理论”。 
（二）日本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曾经用图表示了产业经济学具体的研究对象及主要的学科内容。 
1．产业组织理论：以产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联系规律为研究对象 
2．产业关联理论：以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技术经济联系规律为研究对

象。其产业划分根据是产业之间的细划分 
3．产业结构理论：以产业与产业之间数量关系结构及技术经济联系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其产

业划分根据是产业之间的粗划分，其研究的产业的范围产业关联理论要广 

三、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内容的界定，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一种认为产业经济学应该是产业组织理论。受欧美影响较大。 
（二）一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布局理论等纳入产业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体系中。受日本影响较大。 

第三节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产业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方法 
（二）统计计量研究方法 
（三）均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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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际分析方法 
（五）博弈论分析方法 
（六）产业实验室研究方法 

二、产业组织理论各流派研究方法之间的比较 

学派名称 理论基础 研究重点 研究方法 

哈佛学派 信息完全、垄断竞争理论 市场结构 案例研究，统计计量研究，跨部

门交叉分析 

芝加哥学派 信息完全、经济自由主义、

达尔文进化主义 市场绩效 案例研究，新古典主义的价格长

期均衡分析 

新制度学派 交易费用理论 企业内部产权结

构与组织结构 
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边际

分析方法 

新奥地利学派 信息不完全 创新和竞争的过

程 行为主义分析方法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2．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请归纳一下产业的涵义。 

拓展阅读书目 

1．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2．刘志彪主编：《现代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3．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 
4．邬义钧，胡立君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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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组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产业组织理论以价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及规模经济的关系和矛盾的分析，着力研究企业理论、传统产业组织

理论的 S-C-P 分析范式、静态竞争和动态竞争策略等主要理论。 
学时分配：12 

第一节  产业组织的理论演变 

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建立 

1．1940 年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概念所谓有效竞争，就是原有利于维护竞争又有利于发挥规模

经济作用的竞争格局。其中，政府的公共政策将成为协调两者关系的主要手段。 
但是克拉克没有解决有效竞争评估标准和实现条件，后来，许多产业组织者对有效竞争的定义

和实现条件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 
2．比较完整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形成的。 
1938 年，梅森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产业组织研究小组。 
3．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将有效竞争标准从二分法扩展为三分法，即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

标准，市场绩效标准。 

二、哈佛学派的 SCP 分析框架 

按照三分法标准，哈佛学校构造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

绩效（performance）”。 
1．内容：产业组织理论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基础部分和政府的产业组织政

策组成。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因此，为了

获得理想市场绩效， 重要就是通过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直接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1）市场结构：对市场内竞争程度及价格形成等产生战略性影响的市场组织特征。决定市场

结构因素主要是市场集中程度、产品差别化程度、进入壁垒高低。 
（2）市场行为：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的关系基础，所采取各种决策行

为。包括定价策略，产品与广告策略，研发和挤竞争对手的行为等。 
（3）市场绩效：指在一定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 终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主

要有：资源配置效率，利率水平，消费规模等等。 
2．结构定义： 
SCP 根据所依据：微观经济理论是将完全竞争和垄断作为两极，将现实的市场置于中间进行分

析的自马歇尔以来新古典学派价格理论。因而这一分析将市场中企业效益的多寡作为相对效率的改

善程度的判定标准，认为随着企业数的增加，完全竞争状况接近基本就能实现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

效率，由于哈佛大学将市场结构作为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重点，因而信奉哈佛的人为认为“结构可

义者”。 
3．政策取向 
哈佛学派认为，寡占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寡占的市场行为，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特别是资源

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主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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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规制政策。 
直接应用——美国反垄断政策 
4．衰退 
80 年代开始，这种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政策在美国失去了主导地位，原因如下： 
（1）美国传统一些优势产业受到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冲击，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而实施世

界 严厉的反垄断政策被认为是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后因之一。绩效对技术和结构也会产出反馈影

响，动态效率创造了有效的技术，利能力决定了进入市场的吸引力大小，对市场结构具有动态效应。 
（2）大型反托拉斯案件带来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如 IBM 公司前后诉讼 13 年，花费了纳税人

和 IBM 公司 10 亿美元。 
（3）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展开了有力批判。 

三、产业组织理论发展 

（一）芝加哥学派 
1．形成于 60 年代后期对哈佛学派批判中掘起的代表人物：施蒂格勒，德姆塞茨等。 
2．观点 
（1）即使市场中存在着某些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只要不存在政府的进入规制，这种高集

中度产生的高利润会因为新企业大量进入而消失。 
（2）如果一个产业持续出现高利润率，这完全可能是该产业中企业高效率和创新的结果，（并

不是哈佛学派所认为的产业中存在着垄断势力），即使市场是垄断的或高集中寡占，只要市场绩效

是良好的，政府规制就没有必要。 
芝加哥学派特别活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看是

否损害了竞争（效率主义者） 
（3）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或市场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技术和进入自由这两个因素决

定市场结构. 
（4）施蒂格勒把进入壁垒定义为新进入企业必须负担市场中的现存企业不需负担的成本，即

新企业比老企业多承担成本，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看来，除了政府进入规制以处，真正的进入壁垒

在实际中几乎不存在。 
（5）坚信只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才是提高产业活动效率，保证消费者福

利 大化的基本条件。 
3．政策取向 
（1）生产日益集中在大企业手中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

可能是经营活动高效率的结果而与市场垄断势力无关，因此主张放松反托拉斯法实施和政府规制政

策。 
（2）除个别部门，是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市场结构干预，反对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对长期存

在的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采取分割政策法。他们认为，大企业形成和生产集中是通过企业内部或外部

增长来实现的，企业内部增长这无非表明这些企业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生产效率，如果对这种大企

业进行分割，就等于破坏了效率增长源泉。 
（二）可竞争市场理论 
1．提出：鲍莫尔等人在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2．观点：解释完全可竞争市场和沉没成本的概念 
完全与竞争市场，是指市场内的企业从该市场退出时完全不用负担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从而

企业进入和退出完全自由的市场。市场是否是完全可竞争，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而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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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企业数量的多少无关。 
沉没成本，指企业进入市场所投入的资本，当企业退出 市场不能收回一部分。沉没成本沉没

的程度主要取决所投入资本向其他市场转移或资产。出让回收的能性，而与所投入固定费用的大小

无关。无论固定费用有多大，只要能够回收，就不是沉没成本。 
3．解释——“打了就跑”策略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沉没成本为零，因而潜在进入者为了追求利润会迅速地进入任何一个

具有高额利润的部门，并能够在现存企业对进入作出反应前无摩擦地快速撤出。这种形成被称为“打

了就跑 ”策略。因此，即使是独家垄断的企业，也只能制定超额利润为 0 的可维持价格，以防止

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与其发生竞争。 
4．政策取向 
在近似完全可竞争市场中，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规制政策更为有效政府的竞争政策与其说重视

市场结构，不如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确保竞争压力存在关键是尽可能降低沉没成

本。 

第二节  企  业 

一、西方观点：什么是企业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1．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被理解为效用函数，企业被理解为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一般记

为：Q=f (x1,…,xn) 
2．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是在下述两个前提条件下展开的： 
（1）厂商被认为具有经济理性 
（2）企业或厂商被看作是在时常经济中业已存在的、完全有效运转的、为赚取利润而从事商

品生产活动的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 
（二）现代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观点） 
1．市场和企业是执行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两种机智，企业 显著的特征

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 
2．无论运用市场机制还是运用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 
3．市场经济中之所以存在企业的原因在于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所花费的成本

要低。 
4．市场机制被替代是由于市场交易有成本，企业没有无限扩张成世界上只有一家的巨大企业

则是因为企业组织也有成本。 

二、东方观点：什么是企业 

（一）东方人本主义企业理论 
1．企业的性质 
2．企业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 
3．企业生存的依据 
（二）东方企业的特点 
1．家庭风格与超血缘意识共存 
2．企业目标与个人利益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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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理论与制度理性并用 

三、企业在产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的地位 
1．企业是产业分析和研究的出发点 
2．企业行为本身就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对象 
（二）企业的作用 
1．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2．企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 
3．企业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节  市  场 

一、市场结构 

（一）市场结构的类型 
1．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2．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 
3．寡头垄断市场结构 
4．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二）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 
1．市场集中度：HHI 指数 
（1）优势：HHI 包含了所有企业规模信息，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出集中度的差别；由于“平方

和”计算为“放大性”，HHI 对规模 大的前几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反映特别敏感，因此，HHI
指数能够真实地反应市场中企业之间规模上差异大小。 

（2）缺陷：为了计算某个指定市场的 HHI，必须收集到该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信息，

必须承认，这次工作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2．产品养异化 
（1）涵义：指由于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服务等方面存

在差异所导致的产品间不完全替代的状况。 
（2）产品差异化对市场结构影响 
3．进入和退出壁垒 
（1）进入壁垒 
（2）退出壁垒（Barriers to exit）：是企业在退出某个行业市场时所遇到的阻碍。其构成因素

包括： 
①资产专用性和沉没成本 
②解雇费用。 
③政策法律限制，政府为了一定的目标，经济通过制定政条和法规限制某些行业的企业从市场

上退出。 

二、市场行为 

（一）市场行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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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上为实现其目标（如利润 大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等，而采取的适

应市场要求不断调整其行为）。 
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中企业的市场行为。 
（二）市场竞争行为 
1．定价行为 
（1）掠夺性定价：（驱逐对手定价），某企业为了把对手挤出市场和挤退试图进入市场的潜

在对手，而采取降低价格（主要是低于成本）的策略行为。 
①掠夺性定价中出现的价格下降，一般的暂时性的。如果价格降低到成本以下，发起企业就应

承担亏损，但是把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之后，发起企业往往会再度把企业价格提高到获得收益的水

平，这个过程是“先亏损后赢利的”。 
②在掠夺性定价中企业发动暂时性降价，实质目的是缩减供给量，而不是扩大需求量。因而只

有在有效控制供给量的前提下，发起企业在驱逐对手之后才进行提价。 
③一般情况下，采用掠夺性定价策略都是市场上势力雄厚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具备长期忍受

低价造成亏损的能力。 
（2）限制性定价（阻止进入定价） 
①短期限制性定价，指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卖方将价格定在足以获得经济利润，但又不致于引起

新企业进入的水平上。因此，企业采用限制性定价，直接目的是阻止新企业进入市场，但实质上这

是一种牺牲部分短期利润以追求长期利润 大化。因此同掠夺性定价一样，都是企业长期定价的策

略性行为。所不同的是采用限制性定价的企业短期内仍有“利润”，而采用掠夺性定价的企业在短

期内处于亏损状态。 
②动态限制性定价 
做法：市场主导企业是定立一个高价，然后 随着新企业进入逐渐降低价格。现实经济中，我

们可以看到，新产品刚刚导入时价格定得很高，然后迅速回到竞争性价格水平。 
2．广告行为 
广告行为是企业在市场上经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的非价格竞争方式。广告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广告与产品差异。广告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差异信息的 重要的手段，因此企业通

过广告中的有效诉求，可以让消费者认识其产品与众不同之处，从而与竞争者的产品区别开来。 
（2）广告与进入壁垒。广告会增强进入壁垒。产业内原有企业通过大量的广告投入影响消费

者客观偏好，建立本企业及品牌知名度，甚至可以说他们投入的广告费用已经成了无形资产，潜在

的进入者必须广泛地做广告，以克服原有企业所建立商誉，并且它的投入将更大，这将使新企业在

竞争中处于成本劣势。 
3．兼并行为 
（1）定义：企业兼并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依据法律通过行立契约而结合成一个

企业的组织调整行为。 
（2）特点：企业兼并及资本集中的两种基本形成，它的特点是：伴随产权关系转移；通过兼

并，原有企业的业务将集中到合并后的新企业中；多家企业的财产合成一家企业财产，多个法人合

为一个法人。 
（3）类型：横向兼并（水平兼并），进行兼并的企业属于同一产业，生产同一产品或处于同

一加工工艺阶段；纵向兼并（重型兼并）指进行兼并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垂直方向（前向或后向）的

联系，分别处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如：生产整车的企业和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混合兼

并（复合兼并）指分属不同产业，生产工艺上没有关联关系，产品也完全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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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产电脑的企业和房地产。 
（三）市场协调行为 
1．卡特尔 
2．价格领导 
3．有意识地进行调整 

三、市场绩效 

（一）定义 
市场绩效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以及技

术进步等方面的 终经济成果。 
（二）绩效指标 
1．利润率（收益率）指标 
2．勒纳指数 
3．贝恩指数 
（三）市场绩效的综合评价 
1．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1）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指标：在产业组织学的研究中，常常会使用利润率作为衡量行

业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我们提到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通

过资源在产业间和企业间的自由流动，各产业、各企业的长期利润趋于平均化，所有的产业和企业

都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因此可以使用利润率作为衡量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 
（2）产业的市场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市场竞争

越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是帕累

托 优的。尽管这个定理本身也有某些不严密性，受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但是对于完全竞争的市

场结构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 优状态这一点，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是深信不疑的。 
2．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 
（1）低效率状态。即产业市场上未达到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所必须的经济规模的企业是市场的

主要供应者。这种状态表明该产业未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益，存在者低效率的小规模生产。 
（2）过度集中状态。即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超过经济规模的大企业。由于过度集中，无法使

产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降低，这种情况下，大企业的市场力量得到了过度的增强，反而不利于提高产

业资源配置效率。 
（3）理想状态。即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达到和接近经济规模的企业。这表明该产业已经充分

利用了规模经济效益，产业的长期平均成本达到 低，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达到了 优状态。 
3．产业的技术进步 
（1）技术进步的三个阶段：发明、创新和技术转移 
（2）企业规模与技术进步 
（3）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研究产业组织和技术进步关系的重

要内容。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 

四、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 

1．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三大主题。 
2．从短期考察，可以把市场结构看成是既定的要素，作为企业市场行为的外部环境，市场结

构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而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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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长期考察，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企业市场行为长期作用的结果，有

时市场绩效的变化也会直接导致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市场结构、市场行

为和市场绩效之间是双向的因果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试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所考察的组织与其他经济理论中组织概念的区别？ 
2．试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3．简述静态竞争策略性行为。 
4．简述动态竞争策略性行为。 

拓展阅读书目 

1．于立、王询著：《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东北财经大学 1996 年版。 
2．金碚著：《产业组织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年版。 
3．王俊豪著：《.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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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业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产业结构理论先从“质”的角度动态揭示了产业间技术经济联

系方式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接着又从“量”的角度，静态考察了产业间的“投入”与“产

出”的量化比例关系，然后介绍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 后对产

业布局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 
学时分配：12 

第一节  产业结构的理论发展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产业结构的涵义 
1．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 
2．这种产业间的联系与联系方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是从“质”的角度 
二是从“量”的角度 
（二）产业结构理论形成与发展 
1．历史背景 
2．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 
3．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对象及理论体系 
（三）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规律 
1．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 
2．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考察 
（四）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1．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2．需求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3．国际贸易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4．国际投资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5．其他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 

一、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一）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前者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

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后者主要遵循产业

结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 
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就是通过政府的有关产业政策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

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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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容 
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对象、措施（手段）、政策等。从产业结构优化的对象角度来说，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供给结构的优化 
2．需求结构的优化 
3．国际贸易优化 
4．国际投资优化 

二、产业结构效应 

产业结构效应，是指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所产业的效果。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之所

以能够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就是产业结构效应在起作用。 
（一）产业的关联效应 
产业的关联效应就是指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通过它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

向关联关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二）产业的扩散效应 
罗斯托在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扩散效应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回顾效应 
2．旁侧效应 
3．前向效应 

三、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涵义与特征 
1．涵义：产业结构高度化主导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的发展，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 
2．特征：根据产业结构推进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如下特征： 
（1）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第一、二、三产业优势地位顺向前进的方向推进。 
（2）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分别占优势地位顺

向递进的方向推进。 
（3）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价值产业方向推进。 
（4）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低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向高加工度产业占优势地位方向推进。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标态 
1．“标准结构”法 
该方法是将一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平均高度进行比较，以确定本国产业结构的

高度化程度。 
2．相似系数法 
（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动因——创新 
1．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 
2．创新带来新的市场需求 
（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表现形式——主导产业的有序更替 
1．实践表明主导产业的转换和发展经过五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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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主导产业部门 主导产业群 

第一阶段 棉纺工业 纺织工业、 有工业、采煤工业、早期制造 业
和交通运输业 

第二阶段 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 
钢铁工业、采煤工业、造船工业、纺织工业、

机器制造、钢铁动力业、轮船运输业及其他

工业 

第三阶段 电力、汽车、化工和钢铁工业 
电力工业、电器工具、机械制造业、化学工

业、汽车工业、以及第二个主导产业群各产

业 

第四阶段 汽车、石油、钢铁和耐用消费品

工业 
耐用消费品工业、宇航工业、合成材料工业

以及第三个主导产业群各产业 

第五阶段 信息产业 新材料，新资源、生物工程度等新兴产业，

以及第四个主导产业群各产生 
2．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和相应的主导产业 

经济成长阶段 相应的主导产业 

传运社会阶段 绝大部分从农业为主体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能以农业为主体 

起飞阶段 纺织工业、铁路、建筑 

向成熟推进阶段 钢铁工业，电力工业 

高额大众消费阶段 汽车工业 

追求制质量阶段 服务业，城效建筑业 

（五）主导产业的选择 
1．主导产业的概念 
主导产业也叫主导增长产业，它是指那些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对其他产业的发展

有着广泛的影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并由此而获得较高的和持续的发展速度的产业。 
2．主导产业的特征 
（1）导入了创新并创造市场需求 
（2）具有持续的高增长率 
（3）具有突出的扩散效应 
也就是罗斯托所说的“回顾效应”、“前向效应”、“旁侧效应” 
3．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 
（1）产业关联基准 
（2）需求收入弹性基准 
（3）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4）过密环境基准和丰富劳动内容基准 
（5）其他基准 

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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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的合

理化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相互适应问题；三次产业以及各产业内部各部门之

间发展的协调问题；产业结构效应如何充分发挥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容 
协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心内容。产业之间是否处于协调状态，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观察和分析： 
1．看产业素质之间是否协调，即相关产业之间是否存在技术水平的断层和劳动生产率的强烈

反差。如果存在着断层和强烈反差，产业之间就会产生较大的磨擦，表现为不协调。 
2．看产业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否协调。协调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

相互服务，即各产业部门在投入产出联系的基础上互相提供帮助；二是相互促进，这意味着一个产

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另一产业的发展为代价。如果各产业之间能够做到相互服务和相互促进，那它

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就是协调了。 
3．看各产业之间的相对地位是否协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各产业的经济作用以及相

应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因而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处地位也不同，从而形成各产业之间有序的排

列组合。如果各个产生主次不分、轻重无序，则产业之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协调的。 
4．从供给是否与需求相适应来判断产业之间是否处于协调状态。 
在需求正常变动的前提下，供给适时做出调整，使供需之间的矛盾弱化；若供给迟迟不能做出

反应，造成长时间的供需不平衡，则说明产业间的结构是不协调的。 
（三）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准 
1．国际基准 
即以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倡导的标准产业结构为依据，来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的产业结

构是否达到了合理化。以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 回归所得出来的产业发展的标准产业结构，确定能

够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从而可以被用来作为认识和判断各国产业结构变动是否合理的参

照系。 
2．需求结构标准 
即以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程度作为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两者适应程度越

高，则产业结构越合理；相反，两者不适应，则产业结构不合理。 
3．产业间比例平衡基准 
即以产业间的比例是否平衡作为判断产业结构合理是否标准。但是，也不能将此基准绝对化，

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产业结构都要保持这种比例平衡才合理。事实上，在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情况下，

各产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高速增长，有的低速增长，一般情况下，这是正常的。只有

那种超越一定界限的结构失衡，才会导致经济不能正常运行。 
（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 
1．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过程及收益 
2．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的机制和动力 
（1）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 
（2）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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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产业关联 

一、产业间的关联关系 

（一）涵义：产业关联是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技术经济联系。 
（二）投入产出方法 
1．投入产出表 
投入产出表就是全面反映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国民经济个产业的投入来源及其产品

去向的一种表。按产品的实物单位来进行计量的投入产出表就是实物型投入产出表。而价值型投入

产出表则全部用货币计量中间产品价值、 终产品价值、增加值以及总产值，它是实物型投入产出

表基础上所做的扩充。 
2．消耗系数 
（1）直接消耗系数 
（2） 完全消耗系数 

二、产业间的结构分析 

（一） 结构分析的原理 
产业结构分析就是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产业结构或比例关系作出科学懂得、合乎客观实际的分

析。 
(二)中间需求和中间投入分析 
“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不仅是反映各产业部门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个重要指标，

也是区别不同产业群和产业类型的重要标志。 
1．  中间需求率 
2．  中间投入率 

三、产业间的波及效果分析 

（一）投入系数表与波及效果分析 
投入系数表是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生产技术上的联系的一览表。投入系数 aij 又称生产技术系数、

物质消耗系数。 
（二）逆矩阵系数表与波及效果分析 
（三）感应度系数和与影响力系数 
1．感应度系数 
2．影响力系数 

第四节  产业布局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期——19 世纪初~20 世纪中叶 
1．杜能的《孤立园》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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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大战后产业布局理论的发展 
1．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以生产成本 低为准则来确定产业的 优区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韦

伯，韦伯之后是胡佛。 
2．市场学派理论 
3．成本—市场学派理论，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 
（1）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 
（2）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4．以后起国家为出发点的西方产业布局理论 
（1）增长极理论 
（2）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内容 
1．产业布局条件 
即产业布局时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条件、经济地理区位、人口条件等。 
2．产业布局特点 
3．产业布局层次（全国性产业布局和地区性产业布局） 
4．产业布局机制（产业布局的市场机制，产业布局的计划机制） 
5．区域产业结构 

二、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一）原材料，市场和运输 
对于使用大量原材料的制造产业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大大减低原材料的重

量、体积及使用易变质的原材料，将此类产业建于原材料产地附近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终产品的重量，体积将大大增加，或产品易变质的情况下，将该类产业

建在消费市场附近就比较有利。 
如今，随着原材料处理，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制造业的构成由重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原

材料的运输方式及成本不再是产业布局中，非常重要因素，相反，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更快

地了解顾客偏好、服务要求、竞争者信息等） 
（二）劳动力 
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 
（三）外部规模经济性：城市化规模经济性；本地化规模经济化 
1．城市化规模经济性 
2．本地化规模性 
（四）政府 
1．直接划定产业布局政策 
2．性产业布局政策 
3．导出的布局政策 

三、中国的产业布局政策与实践 

（一）1949—1978 年：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二）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1．非均衡产业政策对我国的积极的影响 
2．非均衡产业布局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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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的产业布局 
1．梯度推移战略 
2．反梯度推移战略 
3．点轴开发战略和均长极战略 

复习与思考题 

1．产业结构演进有哪些规律性？ 
2．简述产业关联的涵义、方式和类型。 
3．产业结构的不协调表现在哪些方面？ 
4．概述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孙天琦著：《产业组织结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史忠良、柯维达著：《产业兴衰与转化规律》，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年版。 
3．李悦著：《产业经济学》（研究生用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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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业管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主要掌握产业政策的内涵、起源、类型和演变规律

等基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产业规制、产业安全、行业管理等内容作出重点分析。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产业政策概述 

一、产业政策的涵义 

（一）产业政策的定义 
1．产业政策一词 早出现的标志，是 1970 年日本通产省代表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日本产业政策》的演讲。此后，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不断扩展，并逐步在各国

政界和学术界受到关注。 
2．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由于研究角度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人们对产业政策所作的解释

也是多种多样的。 
3．概括地讲，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或地区政府为了其全局和长远利益而主动干预产业

活动的各种政策总和。 
（二）产业政策的构成要素 
构成要素包括：政策对象，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措施，政策实施机构，以及产业政策的决策

程序和决策方式。 
（三）产业政策的作用 
1．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2．实现超常规发展，缩短赶超时间。 
3．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实现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4．加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5．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四）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1．就促进产业发展的目标而言，产业政策并非对任何产业都有同等的作用。有研究表明，“产

业政策只对那些弹性值高，生产效率好，在国际贸易上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效果明显，而对其他产业

并非如此”。 
2．产业政策本身并非是万能的，片面夸大产业政策作用是不行的。日本经验表明，产业政策

成功需要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健全的企业制度等相关条件，将日本经济成功

完全归结为产业政策的功劳是违背事实的 
3．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成本和代价，通常产业政策力度越大就越需要有相应政策投入

（包括资金人力资源）作保障。 
4．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行为，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导致产业政策失败的主要因素有：政策目

标违背经济规律，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不配套，政策执行不力，政策内容脱离具体国情等。 
（五）产业政策的目标体系 
1．实现经济振兴和经济赶超，以此为总目标时产业政策目标体系主要包括： 
（1）形成 有利的产业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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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和扶植战略产业，通过重点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全面繁荣 
（3）促进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提高产业效率 
（4）促进生产集中，保障规模经济效益，防止大量小企业过度竞争 
（5）协调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异 
2．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总目标时，产业政策目标体

系包括： 
（1）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 
（2）组织衰退产业的生产力转移，防止产业内部的过度竞争 
（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行公害防治和环保政策 
（4）逐步将出口重点转向发达国家，力争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5）强化对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6）重视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7）强化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推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 
（8）协调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充分

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双重目标 
3．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 21 世纪各国产业政策的总目标 
（1）增加对新兴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产业化的投资，保证科研和产业技术领先 
（2）加强国家技术创新基础建设，支持科技型小企业的发展，增强经济活力 
（3）加强国家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信息化 
（4）在信息化、网络化的基础上推动企业之间战略联盟和企业内部组织的“扁平化”，提高

整个产业的组织效能 
（5）扩大知识资本的投入比重，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 
（6）扩大科技、经济和贸易领域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7）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六）产业政策的手段 
1．直接干预。包括政府以配额制、审批制、政府直接投资经营等方式，直接干预企业资源分

配。 
2．间接诱导。指通过提供行政指导、信息服务、税收减免、融资支持、财政补贴等方式，诱

导企业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服从政府产业政策目标 
3．法律规则。通常适用于比较成熟和比较稳定的产业政策，是以立法方式来严格规范企业行

为，以保障预定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二节  产业政策类型 

一、产业组织政策 

所谓产业组织政策，是指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效果，由政府制定的干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

调节企业见关系的公共政策。 
（一）产业组织政策分类 
1．鼓励竞争，限制垄断的竞争促进政策，它着眼于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即反垄断，反托

拉斯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2．鼓励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着眼于限制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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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组织政策的手段 
1．控制市场结构，如依法分割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型企业，降低市场集中度，降低市场进入壁

垒，对中小企业实施政策扶持。 
2．控制市场行为，即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实施监督和控制，扼制垄断势力的扩大，保障公平竞

争。如禁止和限制竞争者的共谋，对厂商的价格实行监督等。 
3．直接改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这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是“市场失灵”的直接干预。如政府

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瓶颈产业”，对赢利不多或风险较大的重大技术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援助。 

二、产业结构政策 

所谓产业结构政策，是政府制定的通过影响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

政策。 
（一）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内容 
幼小产业保护政策，主导产业选择政策，战略产业扶植政策和衰退产业调整政策。其中战略产

业扶植政策和衰退产业调整政策是 基本的产业结构政策内容，我们将展开论述 
（二）战略产业的扶植政策 
战略产业是指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它首先是一种新兴产业，但并

非所有新兴产业都能够成为战略产业。要成为战略产业必须具备三大基本特征：一是能够迅速有效

的吸收创新成果，二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能够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三是同其他产业的关联系

数较大，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1．日本的战略产业扶植政策包括两大类： 
（1）直接的行政干预（如配额制度、技术引进管制、政府直接投资） 
（2）间接诱导（如税收减免、融资支持、信息与技术援助） 
2．美国的产业扶植政策 
美国政府不曾明将某一产业指定为扶持对象的“略产业”但是在美国的新经济中，以信息产业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成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美国扶植未来主导产业的基本手段有： 
（1）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加快新技术的研究开支和成果应用 
（2）促进国防工业转产，规划民两用技术的发展 
（3）财政、税收政策和法规，支持新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 
（4）要求各联邦机构，国家实验室大学研究机构同产业界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共同推进新

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5）加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6）增加对尖端军事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中关键技术

的开发投资。 
（三）衰退产业调整政策 
衰退产业调整政策的立足点是帮助衰退产业实行有秩序的收缩、撤让，并引导资本存量的高增

长率产业部门有效转移。 
衰退产业调整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 
1．设备折旧。通过制定和实施衰退产业设备的报废量、报废时间表，采取促进折旧的特别税

制，对因设备折旧而产生的损失提供补偿等政策措施，来加速其设备折旧。 
2．市场保护、援助。政府可以通过限制竞争品的进口剧增对衰退产业实施一定的保护，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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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调整、生产资本与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时机，政府还可以通过价格补偿和参与采购，促销活动，

对衰退产业实施援助 
3．促进转产，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指定某个衰退产业部门减少或停止生产某些产品，协助选择

转产方向 
4．技术与经营支持，对衰退产业转产目标领域提供及时的技术和经营的指导 
5．转岗培训 

三、产业技术政策 

（一）产业技术政策的内容和手段 
1．产业技术政策的内容 
（1）确定产业技术发展目标和具体计划，包括制定各种具体的技术标准、技术发展规划公布

重点发展的核心技术和限期淘汰的落后技术项目清单 
（2）技术进步促进政策，包括技术引进政策、技术扩散政策、技术开发扶植政策 
2．产业技术政策手段： 
（1）直接干预 
（2）间接干预 
（二）产业技术政策发展趋势 
1．政策目标体系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2．政策措施和手段越来越具体、务实 
3．突出了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 

第三节  产业规制 

一、产业规则的概念 

产业规则是政府或社会为实现某些社会经济目标而对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作出的各种直接和

间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或准法律约束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当代的产业规制的三种模式 

（一）民间主导型产业规制 
1．民间主导型产业规制制度的主要特征 
（1）比较强调自由企业制度。市场经济自由的重点落在企业自由上，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拥有比较完整、充分的自由。 
（2）企业决策基本服从于市场调节。政府不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过程，企业对透过市场传导

过来的政府影响可以作出自己的独立的选择。 
（3）政府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市场，市场仍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 
（4）宏观调节手段偏重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5）宏观透明度较高。 
2．例证分析 
（二）政府主导型产业规制 
1．政府主导型产业规制的特征 
（1）强调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企业在政府调控的直接规范下自主程度相对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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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决策既受市场支配又受政府影响，具有双重决策参数。因而经济决策在长时间内很

难与政府意图相左 
（3）政府宏观调控直接指向企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所下降 
（4）宏观调控手段侧重于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追求力度和时间效应 
（5）宏观调控的透明程度较低，属于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日本、韩国 
2．例证分析 
（三）政府民间平衡型产业规制 
1．政府民间平衡型产业规制的特征 
（1）强调保证健全的市场机制运转状态，政府的职责是保证、保护市场内在的效力，由市场

引导企业，政府一般不并直接规制企业活动。 
（2）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实现，同时用社会安定来保障。 
（3）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和社会进步被

纳入了目标体系。 
（4）宏观调控手段侧重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 
（5）宏观调控透明度很高。这里高度强调了政府规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是一种比较特殊

的产业。 
2．例证分析 

第四节  产业安全 

一、产业安全的概念 

所谓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中，本国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

控制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贯彻的彻底。 

二、经济开放条件下面临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在当今经济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面临着许多不安全因素，表现为： 
（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蕴涵着不安全性 
（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 
（三）按照国际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 

三、经济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要求 

（一）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二）提高综合国力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基础 
（三）强化法律、法规的作用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 

四、外资利用与产业安全 

（一）学派纷争：依附理论学派和现代化理论学派 
1．依附理论—形成于对拉美的研究中 
（1）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存在着利润外流起过新的资本引进的问题 
（2）应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导致新的失业 
（3）忽视较贫困地区和较落后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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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决策 
2．现代化理论—以开放经济体系下的东亚新兴工业国为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意味着新资源的流入，就业机会的增加，对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进，开辟进入国

际市场的渠道，市场将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 
3．关于跨国公司国籍争论 
（1）无国籍（多国籍）国际公司理论—G .W .鲍尔 
（2）公司国际单一明确化理论 
（二）争端的延续：“经济开放”与“产业保护”能否兼容 
1．体制论——否认开放与保护的兼容性 
2．结构论——开放与保护可以兼容 
（三）如何利用外资发展本国民族工业 
1．地区导向政策 
2．产业导向政策 
3．经营活动监管 
4．业绩要求 

第五节  行业管理 

一、产业管理概述 

（一）行业管理的意义与职能 
1．行业管理的三个发展层次 
（1）行业管理仅仅作为行业管理组织的职能，其全部内涵就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规划、协调、

沟通和服务。 
（2）行业管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管理的一项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突破行业局限性而成

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各个不同行业进行统一规划、协调的一种职能。 
（3）行业管理的内涵得到 大限度的延伸。 
2．行业管理的定义 
行业管理就是按行业规划、按行业组织、按行业协调，以及行业沟通的一种产业管理体制。 
3．行业管理模式 
（1）行业协会 
（2）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行业管理的职能。 
（3）产业界与政府相互作用 
（二）大型公司与行业管理 
1．公司是形成行业的 重要的实体 
在大型公司的形成过程中，反映出大型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的两个显著特征 
（1）集中性 
（2）聚合性 
2．大型公司的局部行业管理职能 
大型公司的局部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对所属厂商、企业生产经营的规划、协调和指导上，同时

也表现在对大量的协作配套企业的引进和影响上。 
3．行业协会与大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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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组织形式上，大型公司是行业协会的骨干成员，其全行业的管理离不开大型公司的管

理。 
（2）行业协会全行业管理目标的建立离不开大型公司的局部行业管理，需要大型公司的协作

和配合。 
（3）全行业管理的规划实施以及协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型公司的局部行业管理。 
（4）就大型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的发展，局部行业管理的成功也往往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

业协会的全行业管理的指导、协调、沟通和服务。 

二、行业协会 

（一）行业管理组织的发展 
（二）行业协会的功能及其运行方式 
1．行业组织的性质极其作用 
2．中国行业协会的特点 
（三）中国行业协会的现状与问题 
1．现状 
（1）与政府的关系 
（2）行会职能 
（3）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 
（4）行业协会内部结构 
（5）行业协会经费来源 
（6）行业协会的自身建设 
2．阻碍中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因素 
（1）行业协会的地位、职能模糊，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不顺。 
（2）行业协会的官方色彩较浓，与受原部门制约较多的现象并存。 
（3）行会设置混乱，交叉重复时有发生 
（4）经费困难 

三、中国行业管理的总体构想 

（一）中国行业管理的总体建设 
1．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 
（1）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具体表现： 
①重复建设，盲目发展。 
②专业化程度低，企业结构不合理 
③各自为政，严重阻碍技术进步 
④影响对外竞争，主要表现在进口和出口的两方面 
⑤形不成完整的信息反馈系统，决策比较乱 
（2）建立行业管理的理论依据 
2．中国行业管理的总体建设 
（1）中国行业管理的总目标和模式 
总目标是要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出发，彻底改革我国长期

以来的部门集中管理体系，改变部门规划割裂行业规划，部门管理阻碍行业管理，只有部门管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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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业管理的不合理状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管理体制。 

行业管理模式的选择 

从行业管理的总目标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看，我国的行业管理应当采用第三种模式，即产

业界与政府相互作用的行业管理模式。 
3．行业管理的组织建设 
（二）中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趋势 
1．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各司其职 
2．行业组织的改革办法 
（1）行业组织的调整、发展和完善。 
（2）建立科学的组织网络体系 

复习与思考题 

1．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有何关系？其理论依据分别是什么？都包括哪些政策目标和

手段？ 
2．试比较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规制模式的异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3．行业管理的发展层次与模式有几种类型？ 
4．请论述我国利用外资与产业安全之辨证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李贤沛、胡立君主编：《21 世纪初中国的产业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年版。 
2．王俊豪著：《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 
3．周新生著：《产业分析与产业策划方法及应用》，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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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产业发展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首先探讨有关产业发展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单个产业

发展和总体产业发展两个不同角度论述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发展的模式，然后，从研究

产业发展动力的角度出发，揭示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后，探讨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知识产业的相关前沿问题。 
学时分配：3 

第一节  产业发展概述 

一、产业发展的含义 

1．经济发展意味着伴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等的变化。 
2．经济增长内涵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

包含质量的概念。 

二、产业发展的模式 

1．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论 
由刘易斯提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和

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强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即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作用，这会造成农业

的停滞。二是忽视了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因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

先决条件。 
2．经济发展阶段论——罗斯托的“起飞”理论 
罗认为，所谓“起飞阶段”是一种产业革命，他直接关系到生方法的剧烈变革。起飞阶段的重

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实现起飞的条件： 
（1）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 
（2）要建立起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3．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理论 
（1）平衡增长理论包括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和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 
（2）不平衡增长理论 
①“引资 大化”理论 
②“联系效应”原理 
③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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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涵义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长，既可以用国民生产总

值是增加来表示，也可以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来表示。 

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1．基本假设：任何经济单位的产出，不管是个别公司，一个产业，还是一个国家，取决于向

该单位投入的资本量。 
2．若用 Y 表示产出，K 表示资本存量，于是产出与资本存量的关系：Y=K/k 
其中 k 是一个常数，叫做资本—产出比率 
∆Y/Y=（∆K/K）/k 
那么，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关系式为：g=s/k 
3．其表达的基本观点为：用于厂商设备等的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原因，

而人们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变为可能。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出现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其

存在的缺陷，即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定不合理，因为它否定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不符

合实际情况。索洛、斯旺等人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改，发展为一个“新古典模型”，

即索洛——斯旺模型。 
2．基本假设：资本和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因而资本——劳动比例可以改变；产出的增长主要

是由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因素推动，并且资本与劳动的边际力呈递减趋势。 
3．Y=F（K，L） 
其中，Y 代表产出，K 代表资本，L 代表劳动。这一总量生产函数表明：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

函数，即产出水平决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的大小。 
若考虑产出的增加量（∆Y），则上式可写为：∆Y=∆K•MPK+∆L•MPL 
上式两边同除以 Y，可得到一个关于产出增长率的公式： 
∆Y/Y=∆K•MPK/Y+∆L•MPL/Y=∆K/K•K•MPK/Y+∆L/L•L•MPL/Y 
令 α= K•MPK/Y， β= L•MPL/Y 
原式可化为：∆Y/Y=α•∆K/K+β•∆L/L 
这就是索洛——斯旺模型的基本公式，其含义为：经济增长率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及边际

生产力所决定。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 

1．80 年代以来，罗莫、卢卡斯等人将人力资本因素系统的一如经济增长模型中，创立了“新

经济增长理论”。 
2．新经济增长理论正确的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并揭示了经济

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和积累，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更具有解释

力，对各国经济增长实践个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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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知识产业发展 

一、知识经济的涵义 

1996 年，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题名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

的报告中正式使用“知识经济”的概念。它被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

的经济。 

二、知识资本的理论 

1．知识资本的涵义 
知识资本是指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有价值的知识。它的价值可以用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帐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来衡量。 
知识资本具体体现在员工拥有的知识和技能、顾客的忠诚度和公司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度运作过

程中所包含的集体知识上面。 
2．知识资本的构成 
西方学者认为，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和顾客资本这三者之间。因此，

也可以说，知识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和顾客资本这三者构成。 
3．知识资本的管理方法 
对知识资本的管理，就是有效的实现知识的创造、传递、利用和保护，这已成为知识企业获得

并保护自己竞争力的战略手段。 
在对企业知识资本的管理过程中，要以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为前提和出发点，以结构性资本为

保障和支持，促使个人知识的创造并将个人未编码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编码知识，即知识资本。 
根据知识资本的理论，企业应在下列四个方面加强对知识资本的管理： 
（1）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转化为知识资产后，即成为企业的财产，而在

得到法律保护后则成为知识产权。 
（2）结构性的经营资本与创新活动结合，促成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使其迅速走向市场。 
（3）提高企业利用与增殖其各种知识产权的能力。 
（4）努力在员工、顾客忠诚度和包含在企业文化、制度和流程中的集体知识方面发现和培育

知识资本。 
4．建立知识密集型组织的方式： 
（1）组织机构小型化； 
（2）提倡并经常开展有关工作设想的对话活动。 
（3）要善于发现在组织内部能经常提出新思想与新观念的知识创新明星，让他们担任组织的

领导人，来推进知识创新工作。 
（4）合理录用与配备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 

三、知识经济的特征 

1．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工业经济之上，并广泛渗透于其中的新经济形态； 
2．知识经济是一种信息化经济； 
3．知识经济是一种网络化经济； 
4．知识经济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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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识经济是管理和决策知识化经济； 
6．知识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 
7．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支撑型经济； 
8．知识经济是知识产业化经济； 
9．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四、知识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知识产业发展的现状 
美国知识产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用“新经济”这一词来表达。从 80 年代初起，美国在计算机

和通信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 20%以上。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美国信息产业正成为 大的

产业，信息技术和产业对总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不仅比传统产业的作用要大，而且比其他高技术产业

的作用都要大，信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欧盟知识产业发展的现状 
年增长率为 7%~8%的信息和电信工业是全世界发展 迅速的部门。正是在这一个关键领域，

欧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欧洲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资金投入不足； 
2．欧盟研究力量分散，重复劳动严重，研究结构同企业条块分隔现象也十分严重； 
3．在推广新技术方面存在许多障碍； 
4．缺乏刺激风险投资的机制。 

五、发展知识产业的国家对策 

（一）政府在发展知识产业中的主导作用 
（二）知识产业的发展对策 
1．知识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策 
2．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策 
3．用新知识改造传统产业的对策 

复习与思考题 

1．产业发展的涵义是什么？ 
2．三种比较典型的经济（或产业）发展模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3．请论述产业发展的趋势，并具体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史忠良、柯维达著：《产业兴衰与转化规律》，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年版。 
2．周新生著：《产业兴衰论》，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 
4．刘志彪主编：《现代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5．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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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与课程性质 

     商务英语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活动及日常业务中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课程内

容多与商务活动紧密相连，用于培养学生在一般商务活动及公务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国际商务沟通

能力，信息获取、整合及应用能力。是一门专业核心基础课。 

二、课程教学目标 

在基础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巩固、扩大学生的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侧重介绍与商务活动及

日常业务相关的语言及语言技巧的运用。 
商务英语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活动及日常业务中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课程内容多

与商务活动紧密相连，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相关的商务背景知识、商务会议情况及商务环境中

不可避免的一些基本工作内容；广泛接触商务英语词汇；侧重培养学生听、说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国际商务英语 

 1165

Lesson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e objective of this lesson is to teach the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English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read relevant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hopefully, to 
express relevant ideas in English. Each lesson consists of text and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ercises 
are provid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text. But they are only optional, students can do all 
or some of them depending on their specific conditions. 

学时分配：3 

Part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ts difference with domestic business 

一、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fers to transaction between part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Sometimes 
business across the borders of different customs areas of the same country is also regarded as import and 
export, such as busines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二、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volves more factors and thus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domestic 
business. The following are som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一) The countries involved often hav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and one or more parties will have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operat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reign law. 

（二） Different counties usually use different currencies and the parties concerned will have to 
decide which currency to use and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as regards conversion etc. Uncertainties and 
even risks are often involved in the use of a foreign currency. 

三、Cultural differences including language, customs, traditions, religion, value, behaviour etc. often 
constitute challenges and even traps for people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四、 Countries vary in natur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may have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mak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ore complex than domestic business. 

Part 2  the important for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一、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rst took the form of commodity trade, i.e.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goods 
produced or manufactured in one country for consumption or resale in another. This form of trade is also 
referred to as visible trade. Later a different kind of trade in the form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banking, insurance, consulting, information etc. gradually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二、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supplying capital by residents of one country 
to another, known 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Such investm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kind of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r FDI for short is made for returns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enterprises or assets invested in in a host country. 

Part 3  The kinds of investments  

一、The first kind of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r FDI for short is made for returns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enterprises or assets invested in a host country. The host country is a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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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where the investor operates, while the country wher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investor is located is 
called the home country. 

二、The second kind of investment, portfolio investment, refers to purchases of foreign financial 
assets for a purpose other than controlling. Such financial assets may be stocks, bonds or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Part 4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management contracts 

Government policies often have a lot to do with management contracts. When a government forbids 
foreign ownership in certain industries it considers to b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but lacks the expertise for 
operation, management contracts may be a practical choice enabling a foreign company to operate in the 
industry without owning the assets. 

Part 5  Some knowledges about an international turnkey project 

一、By contract manufacturing, a firm can concentrate on their strongest part in the value chain, e.g. 
marketing, while contracting with foreign companie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their products. Such firms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their resources devoted to manufacture and benefit from location advantages 
from production in host countries. However,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ay give rise to 
problems in respect of quality and time of delivery. 

二、For an international turnkey project, a firm signs a contract with a foreign purchaser and 
undertakes all the designing, contracting and facility equipping before handing it over to the latter upon 
completion. Such projects are often large and complex and take a long period to complete. Payment for a 
turnkey project may be made at fixed total price or on a cost plus basis. The latter way of payment shifts 
the burden of possible additional cost over the original budget onto the purchaser. 

三、BOT is a popular variant of the turnkey project where B stands for Build, O for operate and T for 
transfer. For a BOT project, a firm operate a facility fo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building it up before finally 
transferring it to a foreign company. Making profit from operating the project for a period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BOT and the common turnkey project. Needless to say, the contractor has to bear the 
financial and other risks that may occur in the period of operation. 

复习与思考题 

一、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In late 1978 the Chinese leadership began moving the economy from a s________, inefficient, 

Soviet-styl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o a more market-ori______ system. Whereas the system operates 
within a political framework of strict control, the economic influence of non-stat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citizen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he authorities switched to a system of household and 

village responsibility in agriculture in place of the old collect__________, increased the authority of 
local officials and plant managers in industry, permitted a wide variety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 in 
services and light manufacturing, and opened the economy to increased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result has been a qua_________ of GDP since 1978. Measured on a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basis, 
China in 2003 stood as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S, although in per capita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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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 is still poor.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have posted major g________ especially in coastal areas, where foreign 

investment has helped spur output of both domestic and export goods. The leadership, however, often has 
experienced bureaucracy and lassitude as well as growing income disparities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China thus has periodically backtracked, retightening central c_________ at intervals. The government 
has struggled to (a) sustain adequate jobs growth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________ off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igrants, and new entrants to the work force; (b) reduce corruption and other 
economic crimes; and (c) keep afloat the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y of which had been shielded 
from competition by subsidies and had been losing the ability to pay full wages and p_________. Another 
long-term threat to growth is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China continues to lose arable land 
because of ero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jing says it will intensify efforts to stimulate growth 
through spending on infrastructure - such aswater supply and power grids - and poverty relief and through 
rural tax reform. Ac__________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elps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strong growth rates but at the same time puts additional pressure on the hybrid system of strong political 
controls and growing market influences.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a huge expansion in computer 
in________ use. Foreign investment remains a strong element in China's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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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Income Level and the World Marke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ome level and the 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features of high income, middle income and low income markets. Special analyses are 
made on Triad, i.e. the markets of North America,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s well as other market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China.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Definition of GNP and GDP 

In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a market, people often look at its income level since it provides clues 
about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its residents. The concepts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product have 
roughly the same value and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if our interest is in their sum total which is 
measured as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total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 of an economy in a given period, 
usually a year. The difference is only in their emphasis. 

Part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DP and GN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NP and GDP is that the former focuses on ownership of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 latter concentrates on the place where production takes place. 

For example, the dividend returned by the subsidiary of Microsoft in China is included in the US 
GNP but not in its GDP.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same subsidiary is included in China’s GDP but not in 
its GN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NP and GDP can be ignored since it is very small in most cases . 
People can use whichever term that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and they can compare a country’s GNP and 
another country’s GDP without worrying that the result would be terribly distorted. 

Part 3  the significance of per capita income in assessing a market 

In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a country as a market, people often look at per capita income. Similar to 
the case of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ita income and per capita GDP do not have much 
difference. So let’s use per capita GDP to illustrate an economy’s income level. It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its total GDP by its population. 

Part 4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an economy 

Business people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a market i.e. the proportions of 
its rich, middle income and poor people. Producers of quality electrical appliances such as color TVs are 
interested in the size of a country’s middle class, while manufacturers of expensive cars such as 
Rolls-Royces may want to know the number of its millionaires. 
 



国际商务英语 

 1169

Part 5  The standard for high-incom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一、Countries of the world are divided by the World Bank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high-incom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economies. Those enjoying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9386 and above 
are classified as high-income countries. This group comprises three types of countries. 

二、Countries with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below $9,386 but above $765 are regarded as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are most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most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ix OECD members (Czech Republic, Greece, Hungary, 
Mexico, Turkey) that are not up to the level of high income countries, quite a number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some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sia, such as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三、Among the African countries, South Africa and oil-producing Libya, Nigeria and Algeria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Chin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over $1100 is a middle-income country though it was a 
low income country just a few years ago. 

四、Lower income countries are those that have per capita incomes of only $765 or even less. Most 
African countries, some Asian countries and a few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group. 

Part 6  Triad and its extension Quad 

一、The term Triad refers to the three richest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hat offer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y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must 
bear Triad in mind if they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ld market. 

二、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about ＄30,000,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ough the per capita income of a few small countries like Switzerland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U.S economy of about ＄10 trillion GDP,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 total, coupled with its political stability puts the country on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world. It accounts for about 15% of world visible and invisible trade. 

三、The U.S. dollar is the invoicing currency for about 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of the world. 

四、The second component of Triad is Western Europe that mainly refer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an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of over ＄20,000, all the  members before its eastward expansion are 
classified as high income countries. 

五、Its total GDP of over 10 trillion US dollars is the largest,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rance, Britain and Italy are the 4 richest, most populou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of EU. These 
countries are each an attractive market, and combined they constitute the largest rich market in the world. 

六、Japan is the third component of Triad and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It is an 
important supplier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a major importer of raw materials. While exports have 
greatly spurred Japan’s development, trade only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small proportion of its GDP. 

七、With mutually complementary economy, Japan and China are major trade partners, and the two 
countries are close neighbours separated only by a strip of water. Sino-Japanese business rela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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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countries. 
八、Some people extend the scope of Triad to include Canada and name the broadened grouping 

Quad. With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territory, Canada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export 
accounts for nearly 40% of its GDP. The percentage is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and suffice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rade to the country. Sharing a very long common 
border along which most of the Canadian people liv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rich market, enjoy the largest single bilateral trade in the world. 

Part 7  The policy for develop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一、So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other markets we shoul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are those 
around us: the Four Tigers, the ASEAN countries, Russia, India, and a bit farther away Australia. These 
countries or regions either have rich consumers and offer goo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r are developing 
fast with very promising market potential. 

二、And their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o China is a great advantage for us in developing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them. Despite the above observations, it does not mean we can neglect other market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Explain the concepts of GNP and GDP respectively and point out their major difference. Can we 

use them interchangeably? 
2、What are meant by high income, middle incom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Cite some examples for each group. 
3、Why are high income countries important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Should we neglect low income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In what different ways are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significant in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a 

particular market? 
5、Was China a low- income country a few years ago? How about now? 
6、What does the term “TRIAD” refer to? What is meant by QUAD? 
7、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OECD? Please make a brief account. 
8、What is the best policy for China to develop business opportunities? 
二、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Government-industry cooperation, a strong work ethic, mastery of high technology, and a 

comparatively small defense allocation (1% of GDP) helped Japan advance with extraordinary rapidity to 
the rank of second most technologically-powerful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S and third-largest 
economy after the US and China. One notab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nomy is the working together of 
manufacturers, suppliers, and distributors in closely-knit groups called keiretsu. 

Japan maintain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ishing fleets and accounts for nearly 15% of the global 
catch. For three decades overall real economic growth had been spectacular: a 10% average in the 1960s, 
a 5% average in the 1970s, and a 4% average in the 1980s. Growth slowed markedly in the 1990s, 
averaging just 1.7%, largely because of the after-effects of over-investment during the late 1980s.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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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是表明一国收入的两个重要概念。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生

产要素的所属权而后者着重于进行生产的国家。 
2．要估评某一市场的潜力，人们往往要分析其收入水平，因为它为那里居民的购买力高低提

供了线索。 
3．世界各国被世界银行分为三大领域：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4．中国现在的年人均收入为 1100 美元以上，但几年前它还是个低收入的国家。 
5．就中国来说，周围还有其它应特别关注的市场，如亚洲四小虎，东盟国家，俄罗斯等国，

这些国家都具有前景看好的市场潜力，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商机。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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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International Trade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eals with general trade related knowledge including various of 
world trad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trade barriers, as well as major types of invisible trades. 

学时分配：3 

Part 1  Why trade occur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一、International trade can be defined as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in one country 
with those produced in another. In the complex economic world, no country can be completely 
self-sufficient. The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uneven. Some countries are abundant in resources, 
while elsewhere reserves are scarce or even nonexistent. And a country may be rich in some resources but 
poor in others. For instance, Britain has large reserves of coal but lacks some metal reserves. 
Kuwait has vast oil deposits but little farm produce. And Japan relies heavily on import for most of the 
primary commoditie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international trade first began. 

二、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there arose another incentive for trade, 
i.e.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one country producing more of a commodity than it uses itself and 
selling the remainder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specializatio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三、Where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basic capabilities at producing goods, 
other basis for trade among them may still exist. First, patterns of demand may differ among nations. 

四、Second, trade may occur out of economies of scale, that is, the cost advantages of large-scale 
production. For example, Country A and Country B may have the same capability in producing cars and 
computers, but the cost for the production of both commodities will decrease if the goods are produced on 
a large scale. 

五、Third, trade takes place because of innovation or style. Even though Country A produces enough 
cars at reasonable costs to meet its own demand and even to export some, it may still import car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r innovation or variety of style. 

Part 2  Why complete specialization may never occur despair the advantage? 

In reality, however, complete specialization may never occur even when it is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For strategic or domestic reasons, a country may continue to produce goods for which it 
does not have an advantage. The benefits of specialization may also be affected by transport cost. 
Goods and raw materials have to be transpor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cost of the transport reduces the 
benefit of trade. The case will be more serious with transporting bulky or perishable goods. Protectionist 
measures which are often taken by governments are also barriers to trade, and typical examples are tariffs 
and quotas. 

Part 3  The forms of trade barriers 

一、Tariff barrier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trade restriction. A tariff is a tax levied on a 
commodity when it crosses the boundary of a customs area which usually coincides with the area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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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 customs area extending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to include two or more independent 
nations is called a customs union. 

二、Import duties are tariffs levied on goods entering an area while export duties are taxes levied on 
goods leaving an area. Tariff barrier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trade restriction. A tariff is a tax 
levied on a commodity when it crosses the boundary of a customs area which usually coincides with the 
area of a country. 

三、The former type is more common than the latter as most nations want to expand export and 
increase their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Import duties may be either specific, or advalorem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ompound duties. The term drawback refers to duties paid on imported goods 
that are refunded if the goods are re-exported. 

四、The term most- favored- nation (MFN) treatment refers to a tariff treatment under which a 
country is required to extend to all signatories any tariff concessions granted to any participating country. 
However, MFN treatment is not really special but is just normal trading status. 

五、Quotas or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non-tariff barriers. A quota 
limits the imports or exports of a commodity during a given period of time. 

Part 4  Different kinds of invisible trade 

In addition to visible trade, which involv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there is also invisible 
trade, which involves the exchange of services between countries. 

一、Transportation service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invisible trad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involves different means of transport such as ocean ships, planes, trains, 
trucks and inland water vessels. 

二、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is maritime ships. When an exporter arranges shipment, he 
generally books space in the cargo compartment of a ship, or charter a whole vessel. Some countries such 
as Greece and Norway have large maritime fleets and earn a lot by way of this invisible trade. 

三、Insurance is another important kind of invisible trade. In the course of transportation, a cargo is 
vulnerable to many risks such as collision, pilferage, fire, storm, explosion, and even war. 

四、Tourism is yet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invisible trade. Many countries may have beautiful 
scenery, wonderful attractions,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or merely a mild and sunny climate. 

五、The fourth type of invisible trade meriting attention is called immigrant remittance. 
This refers to the money sent back to home countries by people working in a foreign land. Import 

and export of labor service may be undertaken by individuals, or organized by companies or even by 
states. And this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kind of invisible trade for some countrie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How would you define international trade? 
2.Why did international trade first begin? 
3.What is the new incentive for trade that aro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4.Are there other bases for trade when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i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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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Mention some of the bases. 
5.What is economy of scale?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of scale and trade? 
6. What doe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eek to answer? 
7.Will complete specialization occur in reality? Why? 
8.What is meant by tariff barriers? What is a customs area and what is a customs union? 
9.What is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Is it a very special treatment? Why? 
10.What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non-tariff barriers? Explain it in a few words. 
11.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isible trade and invisible trade? Give a few examples of 

invisible trade.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key development to watch_______ trade is the relationship______ the  industrialized and the 

developing nations. Third world countries export their mineral deposi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e, w_____ 
bring them desired foreign ex_____. Tourism has also been greatly responsible _______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me developing nations. 

World nations w______ high unemployment and l_______ wages have seen an emigration of 
workers to the de______ nations. Western Europe has received millions _______ such workers from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______ when these workers bring their savings and 
their acquired technical skills b______ hom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benefit when Western nations 
establish manufacturing in their countries to take ad______ of cheap labor.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MFN means most-favored –nation which is a tariff treatment. It is bilaterally given and provides for 

the lowest tariff in the tariff cod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term most –favored –nation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tariffs involved are the lowest, it is in fact not the case. MFN is not really special 
but is just normal trading status. 

GSP (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establishes even lower tariffs than MF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nted MFN status to all but a few countries. MFN only gives a country the 
lowest tariffs in the tariffs schedule, but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have lower tariffs. Nevertheless,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MFN si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FN tariff and the general tariff is very big. 

For instance one of the largest Chinese export items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toys. And the tariff on a 
toy doll is only 6% if a country has MFN, whereas the tariff is as high as 70%, more than ten times greater 
without  MFN.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re would be a sharp drop in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hina lose its MFN status, and it would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一件商品的成本会因生产规模扩大而减少。 
2.在实际中，即使完全的专业化在经济上有利，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3.配额或者数量限制是最常见的非关税壁垒。 
4.有形贸易指货物的进出口贸易，而无形贸易涉及的是国家间的劳务交换。 
5.国家从事的贸易种类是多样的、复杂的，往往是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的混合。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国际商务英语 

 1175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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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  International Paymen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wells on the general feature of an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discusses the common instruments of payment that is graphed, as well as some forms of payment focusing 
on documentary collection. 

学时分配：3 

Part 1  various factors that make international payment more complicated than 
domestic trade 

一、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not very difficult for buyers and sellers in domestic trad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financial statu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nd payment is likely to be made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say by remittance or by debiting the debtor’s accou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ings are 
far more complicated. 

二、Purchase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re carried out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which makes 
it rather difficult for the parties concerned in the transaction to get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each 
other’s financial standing and creditworthiness. Therefore, mutual trust is hard to build. Both the exporter 
and importer face risks as there i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ther party may not fulfill the contract. 

三、For the exporter there is the risk of buyer default. The importer might fail to pay in full for the 
goods. He might go bankrupt. His government might, for various reasons, ban trade with the exporting 
country or ban imports of certain commodities. The buyer might run into difficulties gett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to pay for the goods.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the buyer is not reliable and simply refuses to pay 
the agreed amount on various excuses. 

四、On the part of the importer, there is the risk that the shipment will be delayed, and he might only 
receive them long after payment. The delay may be caused by problems in production or transportation, 
and such delays may lead to loss of business.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wrong goods might be sent as a 
result of negligence of the exporter or simply because of his lack of integrity. 

Part 2  Political risks 

Political risks such as war, quotas,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commercial risks like market change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even language barriers all add up to the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ecause of these problems and risks, exporters are hesitant to release their goods before receiving 
payment, while importers prefer to have control over the goods before parting with their money. 

Part 3  Various methods of payment 

一、Various methods of payment have been developed to cope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makes payment 
uncertain or when the buyer’s credit standing is dubious, the exporter may prefer cash in advance or 
partial cash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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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f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know each other well, they may decide to trade on open account. This 
means that no documents are involved and that legally the buyer can pay anytime. The seller loses all 
control over the goods once they have been shipped. 

三、If the exporter wishes to retain title or ownership to the goods, he can enter into consignment 
transactions. This means the exporter has to send his goods abroad and will not get payment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If not sold, the goods can be shipped back.. Therefore, this arrangement should only be 
made with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involved and is preferably to be limited to stable countries 
where the exporter has a trusted agent to look after his interest. 

Part 4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payments 

一、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re paid for by means of the draft, which,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bill of exchange, is an unconditional order to a bank or a customer to pay a sum of money to someone 
on demand or at a fixed time in the future.The person who draws the draft, usually the exporter, is called 
the drawer, and the person to whom the draft is drawn is called the drawee. 

二、There is yet another party payee, i.e. the person receiving the payment, who and the drawer are 
generally but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person, as the drawer can instruct the drawee either to pay “to the 
order of ourselves” or to the order of someone else, for instance, the bank. 

三、A draft is either a sight draft or a usance draft. 
The former calls for immediate payment on presentation to the drawee while the latter is payable at a 

later date, e.g. 30, 45, 60, or 90 days after sight or date. A draft is either clean (without documents) or 
documentary. In the latter case, the draft is accompanied by the relevant documents such as the bill of 
lading, the invoice, the insurance policy etc. 

Part 5  Documentary collection 

一、In documentary collection, the exporter sends the draft and the shipping documents representing 
title to the goods to his bank, which forwards them to another bank in the importer’s country, which in 
turn contacts the customer. 

二、The former requires immediate payment by the importer to get hold of the documents. The latter 
gives the importer a certain period after presentation of the documents, but documents are not released to 
him until he actually pays for the merchandise. 

三、So far as the exporter’s interest is concerned, D/P at sight is more favorable than D/P after sight, 
and D/P is more favorable than D/A. In actual trade, payment by collection should be accepted with 
discretion.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y is it difficult to effect payment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 Mention some of the risks the exporter and the importer may face in trade. 
3.Explain briefly the following methods of payment: cash in advance; open account; consignment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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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hat is a draft? Does it have another name? What are the relevant parties in relation to a draft ? 
5.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ight draft and a usance draft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lean draft and a documentary draft? 
6.What is meant by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What are D/P at sight and D/P after sight? Which is 

more favorable for the exporter? When does the importer get the shipping documents in the case of D/P 
after sight? 

7.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A and D/P after sight? Which is safer for the exporter? 
8.Is payment by collection very comm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ention some cases when collection 

is used.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How does an exporter know if the customer can afford to pay_______ the goods? The credit- 

worthiness of a customer, and ______ some cases, of his country, is often difficult to assess. The ordinary 
credit report, which may be sufficient for home sales is usually not en_____ when considering credit 
terms in an export market . 

E______ the most willing and credit worthy customer cannot complete payment if his country runs 
i_____ foreign exchange difficulties and imposes restrictions u_______ payment abroad. Recently most 
countries have exercised foreign exchange ______. The bank of China is the leading authorized bank 
dea_____ in foreign exchanges and implementing the regulations on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can______ delays in settlement or even a complete loss which might happen if the 
government policy regarding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changes abruptly in t_____ of economic recession. 
So the economic,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t______ is importing the goods must be 
t_____ into account before credit is extended abroad.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Documentary collection is a means of ensuring that the goods are only handed over to the buyer 

when the amount shown on a bill of exchange is paid or when the customer accepts the bill as a contract 
to pay by a specified date. 

The exporter send the bill of exchange and the shipping documents to his bank, which forwards them 
to a bank in the customer’s country. This bank, or the exporter’s agents in the country concerned, takes 
the documents to the customer. If it is a sight bill the customer pays the amount directly. If it is a time bill 
he signs the bill, which means he has “accepted” it for payment within a certain specified time. In return 
for either payment or acceptance of payment, the customer is handed the shipping documents which give 
title to the goods. 

The customer now has authority to collect the goods, which may already have arrived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customer’s bank forwards the money, which it has received, to the exporter’s bank, 
which pays the exporter for the good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双方都面临风险，因为总存在对方不履约的可能。 
2.为处理国际贸易中的不同形势，各种支付方法便发展了起来。 
3.许多国际交易是通过汇票支付的， 汇票是对银行或顾客的支付命令。 
4.即期付款交单要求进口商立即付款以取得单据。 
5.就出口商而言，即期付款交单比远期付款交单有利，付款交单比承兑交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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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knowledg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uch as its types, and every type’s development, function and role.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type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一、The first and loosest form is the free trade area. Members of a free trade area removes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among themselves while each member still adopts its own policy as 
regards to trade with outsiders. In other words different members may have different tariff rates or quota 
restrictions. 

二、The second form is the Customs Union that goes a step further by adopting the same trade policy 
for all the members toward countries outside their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abolishing trade barriers 
among themselves. Since im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tariff no matter which 
member they export to, it is impossible for non-members to get into the market of the customs union in a 
detour as they possibly do in the case of trade with a free trade area. 

三、The highest form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called the economic un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policies of its members in respect of economy, finance etc. in addition to 
absence of trade barriers, practice of common external policy and free production factor mobility. 

四、A still higher form of integration —— the political union, members of which will not only be 
integrated economically, but also harmonize their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defence. With that realized, 
the members would more or less come together and form a new political entity. 

Part 2  The European Union 

一、The European Union is so far 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 Its history dates back to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The first community,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 was established in 1952 which set the stage for more ambitious integration 
efforts. 

二、The signing of the monumental Treaty of Rome in 1957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the aim of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services, labor and 
capital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Ten years later in 1967, 
the European Community was formed by merging EEC, ECSC and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三、1992 was a landmark ye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 when it became a true common market 
as envisaged by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 Then on January 1, 1994 the European Union (EU) came into 
being on the strength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四、The membership increased to 15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ustria, Finland and Sweden in 1995.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99 most of the members began to use the common European currency for 
accounting and settlement and in 2002, euro banknotes and coins were put into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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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he European Union is a full-fledged  entity.Its executive body i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osed of 20 commissioners overseeing 23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different affairs. 

Part 3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一、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has caugh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or the past 
decade, especially in China since the country is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it. 

APEC was set up at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held in the Australian capital Canberra attended by 12 
members of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New Zealand and six 
ASEAN countries. 

As put by the “Seoul Declaration” passed in 1991, its tenet and objectives are “inter-dependence, 
mutual benefits, adhering to an open an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reduction of regional trade 
barriers”. In 1991, China joined APEC as a sovereign state while Chinese Taipei and Hong Kong joined it 
as territory economies. Now APEC has altogether 21 members including all the major Pacific Rim 
countries and regions. 

二、APEC has a five-layer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一)The first is the Informal Meeting of Economic leaders held annually. China hosted the 2001 

meeting in Shanghai and made a great success. 
（二）The second is the Dual-Ministerial Meeting attended by foreign ministers and ministers in 

charge of foreign trade. 
（三）The third is the Meeting for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The fourth is the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attended by vice ministers, departmental directors or ambassadors to implement decisions 
by economic leaders and ministerial meetings. 

（四）The fifth layer refers to the four subordinate committees under SOM, i.e. committee o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Committee,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Sub-committee of SOM and 
Budget Management Committee. 

三、Beside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ountries may form a commodity cartel to control the 
production, pricing and sale of particular goods so as to seek higher and more stable prices for the relevant 
good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a free trade area?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st notabl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world. 
2. In what way is a customs union different from a free trade area? 
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on market？Which organization remained a common 

market for some years in the past? 
4.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an economic union? Can members of an economic union keep all 

of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5.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 
6. 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of the EU? What is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EU? How does 

it operate? 
7.Explain briefly the five lay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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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hat are the tenet and objectives of APEC? What is meant by its two wheels? 
9. What are the nature and objectives of OPEC?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vision of a unified Europe has a long history.  The idea has at different times been promoted by 

philosophers, monarchs, politicians and religious leaders and can be traced _______ at least as far as the 
Roman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w this dream sh________ by the two world wars that ravaged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However, WWII served to reaffirm that "antagonistic nationalism" was a potent cause of violent 
conflict on the continent. 

Winston Churchill, in a speech de_______ in Zurich on September 19, 1946, suggested moving 
forward with a plan to unify Europe ______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oon after, in 1949, the Council 
of Europe was founded to foster politic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two main actors i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unification were Altiero Spinelli 
and Jean Monnet.  Spinelli, an Italian federalist, advanced the idea that local, __________, national, and 
European authorities should “cooperat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a union.  Spinelli endorsed the 
“Federalist Approach” to European unification. Monnet, on the other hand, ad________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which suggested a “gradual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independent Europe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oth these approaches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mbined in the contemporary vis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at vision is ________ on the conviction th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need to be 
matched by independent European institutions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areas in which joint ac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ction by individual states.  These areas include the s_______ market, monetary 
polic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and the cre________ of an area of freedom 
and justice”.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Before examining the EU-US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brief look into the foundations and dominant 

features of this profoundly important, mutually productive partnership will be tak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njoy the world’s largest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and are 

each other’s largest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 
In 2003, two-way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EU15 and the US amounted to USD 593.2 

billion. 
EU15 investment in the US has likewise grown steadily: by the end of 2003, EU15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amounted to USD 855.669 billion, or 62.1 percent of to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Similarly,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15 amounted to USD 844.698 billion, or 47.2 percent of total 
US FDI.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theEuropean market for American investors is enhanced by the 
maturing Single Market and by the single currency, the euro, which was launched on January 1, 1999 and 
is shared by 12 of the 25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过去的几十年，地区经济一体化越来越重要。 
2.最著名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它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于 1991 年建立的。 
3.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不仅要在税收、政府开支、企业策略等方面保持一致，而且还应使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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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 
4.欧洲委员会是欧盟的管理机构之一，此机构将提议呈交给部长理事会做决定，并监督各成员

国根据所制定的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 
5. APEC 建立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当时有 12 位成员国出席，

分别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朝鲜、新西兰和东盟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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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WTO and China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get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WTO and its objectives, and why China 
should gain accession to the WTO. 

学时分配：3 

Part1  The origin of the WTO 

The origin of the WTO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post World War II years. To guard against the 
threat of trade wars, major trading nations sent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Havana in 1947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objective was, however, 
not realized for controversy over the extensiveness of the powers of the proposed ITO, mainly for the 
refusal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ratify the charter of the stillborn organization. 

Part 2  GATT 

一、Headquartered in Geneva, GATT provides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re conducted toward creating global trade rules and a consultativ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settling disputes under those rules. 

It also provides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form of seminars and training 
courses on trade policy issues. 

二、The general aims of GATT are the improvement of standards of living, full employment, a large 
and steadily growing volume of real income and effective demand, the full us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and the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三、It is the specific task of GATT to contribut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through 
arrangements directed to the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other trade barriers and to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四、Initially, GATT consisted of only three basic parts. In part 1 the basic obligations which are to be 
fulfilled by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are laid down —the most-favored nation clause and the schedules of 
tariff concessions. Part 2 constitutes a code of fair trade and contains the essential trading rules of the 
Havana Charter. Part 3 deals with the applications, membership and withdrawal, amendments to the 
Agre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Havana Charter. 

Part 3  The WTO has three major objectives: 

一、To promote free trade by encouraging members to adopt nondiscriminatory, predictable trade 
polices; 

二、 To further reduce trade barriers through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三、 To establish more effective trad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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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WTO differs from its predecessor in several prominent dimensions 

一、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GATT is only an agreement, or more exactly an interim secretariat, 
rather than an organizational entity in the true sense, while the WTO is a full-fledged permanent 
organization, with the biennial ministerial meeting as its supreme decision-making body, affording  it 
more political clout and a higher international profile. And its subsidiary bodies specialize in different 
areas. 

二、 the WTO has a much broader mandate.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commodity trade which used 
to be the focus of GATT, the WTO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service trad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rader-related investment. 

三、 the WTO has far greater enforcement powers. 
Unlike GATT，the new organization has a clearly defin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ts verdict 

is binding on all its members. In this respect, the WTO is akin to a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or world 
trad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legal mandate to implement its decisions. 

Part 5  China’s efforts to gain accession to the WTO 

一、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en China wa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WTO, the pros and cons of 
entry into the organization was a subject of topical interest. There were worries as well as great 
expectations. Now that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t is time to review 
China’s performance as a WTO member. 

二、As a responsible large nation, China has been doing a lot in honoring its commitments for 
entering the WTO. In a short span of three years, China amended over 2300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which 
over 800 were abolished. The overall tariff level was lowered from about 40% to 10.5%. Non-tariff 
measures including quota and import license were removed step by step. 

三、The sector of service trade has been opened further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considerably strengthened. All these efforts have produced positive results both for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WTO and for China itself who has made good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organization.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TO (including its predecessor). When 

did it formally start operation? 
2. What is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all the GATT negotiations in respect of tariffs? 
3. Explain the principles of GSP. How and when was it established? 
4. How many rounds of negotiations were held under GATT? What important decision was made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Uruguay Round? 
5. What are the three major objectives of WTO? 
6. Is the WTO a mere replacement of GATT？How does WTO differ from its predecessor? 
7. What has China done to honour its commitments for gaining accession to the WTO? 
8. Does it pay for China to devote such a lot of efforts for WTO membership? Mention som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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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performances in respec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9. Are all the worries before China’s entry into WTO groundless? What major challenges does China 

still face despite all its achievements?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In the initial period after China enters the WTO, people will not se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ntry, but 

rather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s to fulfill commitments. These changes will 
include reducing c_________ duties, eliminating non-tariff trade b________ and allowing foreign 
companies to compete in most of China's markets. 

China will not only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but will also s_______ its exports and imports grow. 
Eliminating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in 2005 will stimulate expor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China. This 
will create a readjustment in China's current account. Along w_______ a growth in imports, 
reorganization and adjustment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ill be inevitable. 

Between 1992 and 2000, the average import customs duty dr _______ from 43% to 17.5%. 
China reduced import customs duties on industrial products from 45% to 17% and on basic products 

including r_______ materials and farm products from 36% to 18%. In addition, China has substantially 
shortened the list of taxable product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ariffs has also dropped f________ 32% 
to 13%. Through tariff reduc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lowered import customs duties to zero for 
nearly 75% of all imported products.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Allowing foreign bank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ill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domestic banks, 

making Chinese banks more competitive,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nd providing 
additional funds. 

But in the short and not-so-long term future after foreign banks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banks will be able to use lower prices and efficient services, 

including such services as tele-banking, to win over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ers from domestic 
banks, especially prized customers. This will result in a cut in the amount of funds in the hands of 
domestic bank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will face will be to eliminate bad debt, implement 
cautious and standard risk management models, and tighten up bank administration so that domestic 
banks can adapt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some domestic banks will 
choose to partner with foreign banks. This will allow foreign banks gain a foothold in the Chinese 
monetary market, allow domestic banks to learn from foreign peers and allow domestic banks to obtain a 
greater pool of funds from their foreign partner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关贸总协定体系（现为世界贸易组织）是通过一系列的贸易谈判或回合发展起来的，它最初

有三个基本目标。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有益，因为它将促进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降低商品成本和服务费用，刺激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法制。 
3.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并建立更有效的贸易纠

纷解决机制。 
4.有形贸易指货物的进出口贸易，而无形贸易涉及的是国家间的劳务交换。 
5.国家从事的贸易种类是多样的、复杂的，往往是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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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7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grasp the reas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ormat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rganization and way of operation. 

学时分配：3 

Part 1  Economic integration 

一、Economy is not the only element involved in globalization since it also has an important bearing 
on politics, culture, value and way of life. While many people are acclaiming the benefit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re are also loud voices of opposition, sinc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eoples 
do not enjoy balanced benef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enables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boom of other 
countries but also makes them more vulnerable to the adverse events across globe. 

二、As development of such business activities grew rapidly, they had not only been variously 
defined in different studies, but also labeled with different names. However a typic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hall be defined as a business organization which owns (whether wholly or partly), controls and 
manages assets, often including productive resources,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 through its member 
companies incorporated separately in each of these countries. 

三、Each member company is known as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Each MNC purports to 
represent certain interests (or to fulfill certain goal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is linked to one 
another within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the sam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f the MNC is the 
original investing corporation, it is known as the parent MNC, which is normally also th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of the MNE. 

Part 2  The multinationals have the follow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一、Firstly, MNEs are generally enormous in size. For instance, General Electrics established in 1892 
now has subsidiaries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more than 300,000 employees. In 2001 its 
business volume reached 126 billion US dollars. In China alone, it has 30 joint ventures or solely owned 
subsidiaries with over 8000 employees. 

二、Another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large MNEs is their longevity and rapid growth. Some MNEs 
have a history of many years and their double digit growth rate of revenue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DP of many countries. 

三、The behavior of MNEs is very much determined by their needs. These needs are often identified 
as goals.The purpose of organization is to facilitate the MNEs’ operations and the purpose of its 
operations is to achieve its organization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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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organization and way of operation. 

一、The first type is called multi-domestic corporation that is a group of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ubsidiaries. The parent company delegates sufficient power to each subsidiary to manage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 the host country for the needs of local customers. 

二、The second type is the global corporation which operates under an opposite principle from the 
first type and views the world market as an integrated whol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re concentrated at 
the headquarters that manages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o achieve the economies of scale as much as 
possible. 

三、The third type,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ims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he above two 
ways of operation so as to achieve both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四、The fourth type can be referred to as world companies as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are blurred to a 
large extent. Very few companies, if any, have reached this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basic feature and major rol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2. Mention some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it? 
3. What is the formal definition of a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ow can you tell whether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s a parent or just an affiliate? 
4. Describe brief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NEs. 
5. What is the commonly recognized objective of MNEs? 
6. Why is security so important to MNEs? 
7. Do you think “wide geographical spread” of MNE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usiness? Why? 
8.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NEs and their host countries ? 
9. What are the four typ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escribe each of them briefly. 
10. Are there many world companies at present? Imagine their future role in complete globalization ?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Successful MNCs eventually must learn____ to inter-relate their subsidiaries with the p____ 

company, how to delegat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how to develop satisfactory methods of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____ most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tructure, 

in w____ communication w___ the parent company is channeled th___ a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In 
the global structur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division for overseas activities; instead, the entire top 
management becomes involved ____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____ matters. The global approach unifi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i____ one global division. It therefore eliminates the danger of 
competition be____ a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a domestic one.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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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made up of vast numbers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companies in 
which over 50 percent is owned by the parent company. Like all corporations, MNCs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goals they set for themselves. They strive to retain access to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raw material, manpower, and capital. 

Furthermore, they try to grow through global cooperation by increasing their access to world 
resources. This leads them to expand their foreign market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to increase their 
market share. MNCs grew into strong entities by reinvesting their profits prudently so as to further 
increase access to resources. They had to hire more and more talented local people abroad, and they had to 
purchase raw materials in foreign countrie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会，同时也使各经济体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影

响。 
2.跨国公司是在一个以上国家拥有、控制和经营资产的商业组织。 
3.许多人欢呼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同时也有强烈的反对声音。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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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The Business Contrac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wells on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ypes of business 
negotiations, the items for a formal agreements, and The stipula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contract.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nature of contract 

A contract is an agreement which sets forth binding obligations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It is 
enforceable by law, and any party that fails to fulfill hi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may be sued(to make a 
legal) and forced to make compensation, though most contracts do not give  rise to disputes. 

Part 2  The bases of negotiation 

一、The contract is based on agreement, which is the result of business negotia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business negotiations: oral and written. The former refers to direct discussions conducted at trade 
fairs or by sending trade groups abroad or by inviting foreign customers. Business discussions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unk call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二、Written negotiations often begin with enquiries made by the buyer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goods to be ordered such as quantity, specifications, prices, time of shipment and other terms. An enquiry 
is made without engag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enquirer. 

三、In response to an enquiry, a quotation may be sent by the exporter which should include all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the enquiry. Sometimes, the exporter may make an offer to an importer 
voluntarily. 

四、The validity period is indispensable to a firm offer. An offer is considered open until after a 
stipulated time or until it is accepted or rejected. 

Part 3  Setting up a contract 

The setting up of a contract is similar to that of a trade agreem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formal 
agreements. It generally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tems ： 

1.The title. The type of the contract is indicated in the title such as Sales Contract, Purchase Contract, 
Consignment contract，etc. The number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date are given bellow the title to the right 
side. 

2.The contract proper. This part includes 
A.the full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buyer and seller. 
B. Th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cluding quantity, quality, specifications, packing, etc. 
C.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greed upon such as the price, total amount, terms of payment,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etc. 
D. indication of the number of original copiesof the contract, the languages used, the term of validity 

and possible extensions of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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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signature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indicating their status as the seller or the buyer. 
4. The stipulations on the back of the contract ar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contract and are equally 

binding upo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se may include the shipping documents required, force majeure, 
arbitration, claims etc.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sort of risks can arise when goods are being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f risks do 

occur, what consequences would they bring about? 
2. Explain briefly the terms FOB, CFR and CIF. 
3. In what areas are substantive changes made with Incoterms2000?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risk for loss of or damage t______ the goods, as w______ as the obligation to bear the costs 

rel______  to the goods, passes from the seller to the buyer a_______ the seller has fulfilled his 
obligation to deliver the goods. Since the buyer should not be given the possibility to delay the 
tran______ of the risks and costs, all terms stipulate that the passing of risks and costs sh_______ occur 
even before delivery, 

if the ________ does not take delivery as agreed or fails to give instructions (with respect to time for 
shipment and/ or place for delivery) as the seller may require in ________ to fulfill his obligation to 
sh_______ the goods. This requirement is m_______ important under EXW, since under all other terms 
the goods would normally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intended for the buyer when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for their dispatch.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ly, the on board bill of lading has been the only acceptable document to be presented by 

the seller under the terms CFR and CIF. The bill of lading fulfills three important functions, namely: 
Proof of delivery of the goods on board the vessel,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 and A 

means of transferring right to the goods in transit by the transfer of the paper document to another party. 
It is customary to issue bills of lading in several originals but it is, of course,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a 

buyer or a bank acting upon his instructions in paying the seller to ensure that all originals are surrendered 
by the seller. This is also a requirement under the ICC Rules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The transport document must evidence not only delivery of the goods to the carrier but also that the 
goods were received in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Any notation on the transport document which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goods had not been in such 
condition would make it “unclean” and thus unacceptable . In spite of the particular legal nature of the bill 
of lading it is expected that it will be replaced by EDI procedur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1990 version of 
Incoterms has taken this expected development into proper account.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包装需要按运输的要求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卖方明确知道把货物安全地运倒目的地所需

要的包装。 
2.在许多情况下，应通知买方在卖方将货物启运之时或之前安排验货。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否

则买方必须支付为其自身利益而安排的验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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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口商可以通过可转让的运输单据将货物在运输途中卖给新的买方，这类可转让单据用起来

非常方便。 
4.在所有条款中，买卖双方各自的义务排列在 10 项标题下。 
5. 2000 年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修改考虑了无关税区的发展，商务活动中电子通讯使用

的增加，以及运输方式的变化。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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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Modes of Trade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deals with the counter trade and its variants. The presumed 
advantages in counter trade.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general mode of trade 

一、counter trade and its variants are perhaps the most popular modes of trade. 
Counter trade is a peculiar form of transaction allegedly popular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t has become the generic term to describe a set of cross-border contracts 
that link a seller’s exports to imports from the buyer, and i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olicy objectives of 
relevant economies like dealing with foreign exchange shortages and promotion of exports. 

二、The terminology counter trade employed today can be traced to the pre- World War II years 
when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ere breaking down. Following German hyperinflation，competitive 
devaluations and protectionism meant a global collapse in trade and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banking 
markets. 

三、 Current counter trade partners are not necessarily familiar partners and goods exchanged are 
sometimes vertically related. 

Part 2  Current counter trade can b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一、Barter: The direct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is comple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e. 
g., an exchange of frozen lamb from New Zealand for Iran crude oil. 

二、Counter purchase: The assumption by an exporter of a transferable obligation through separate 
but linked contract to accept as full or partial payment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importer or importing 
country. 

三、The contract is usually stipulated to be fulfilled with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e. g. 5 years, and 
the goods or services received in return are usually pre-specified in a list and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changes made by the original importing country. In essence, then, counter purchase is an 
intertemporal direct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四、Buyback: An agreement by an exporter of plant and equipment to take back in the future part of 
the output produced by these goods as full or partial payment.The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er 
purchase and buyback is that in buyback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ken back are tied to the original goods 
exported whereas that is not the case in counter purchase. 

Part 3  The several presumed advantages in counter trade 

1. Counter trade is implemented because it helps a country to deal with foreign exchange shortages. 
2. Counter trade can be used to promote exports. 
3. Counter trade can be used to reduce uncertainty regarding export rece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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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nter trade is used to bypass an international price agreement like, for example, that of OPEC. 
5. Counter trade may help those nations with serious debt problems to continue to import goods 

while, in effect, concealing export earnings from creditor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counter trade? Why has it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 
2. How did counter trade originate? And what was the nature of early counter trade? 
3. Why should Britain use bilateral clearing arrangements after World War II? 
4. What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counter trade? Can you summarize the categories briefly 

under current counter trade? 
5. What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er purchase and buyback? 
6. What is meant by bundling? What is the opposite way of doing business? 
7.Since bundling is not an efficient way of getting business done, why should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goods as well as services still be bundled? 
8.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unter trade? 
9. Wha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counter trade to exist? 
10. What are the other modes of trade mentioned the text?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Apparently, counter trade can be used to promote ex_______, Barter and counter purchase deals can 

be seen as sales of dom______ goods for bundles of foreign. The exc______ makes use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a foreign firm in marketing and re_______ the domestic producer’s market  
making and research costs. Presumably, then, exports are expanded. 

However, when for_______ firm’s marketing skills are used, the domestic producers do______ 
acquire much market knowledge. Using counter trade to promote or stimulate is a short-cut that s_______ 
marketing costs on the one hand but sacrifices learning on the other. This strategy may t________ have 
undesirable long-run implications. In any case, if export promotion is the underlying r_______ for counter 
trade, we would expect counter trade activities to decline o_______ time as a nation’s exports establish a 
foothold in the world market.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Counter trade is more popular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and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s 

these economies lack mature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role of counter trade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In such an environment counter trade can be viewed as a national form of contracting to deal 
with transaction difficulties. 

The practical advantage exist due to the peculiar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counter trade usually 
takes place. 

They quite likely disappear when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as is happening now in many countries. 
Restructu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may therefore mean that the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counter  trade usually takes place is changing so as to reduce its frequency. Reduced ownership 
restrictions are likely to shif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toward joint ventures and wholly owned production 
facilities. Improved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legal enforcement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will lik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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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longer term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plicit transaction contract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对销贸易一般是与有关国家的政策目标相互联系的，如应对外汇短缺和扩大出口之类的问

题。 
2.实质上，反向贸易指的是各种货物和服务的直接交换。 
3.回购贸易和互购贸易之间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回购贸易一般比互购贸易要延续更长一段

时间。 
4.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中，由于使用货币及市场手段，货物的买与卖是分别进行的。 
5.尽管有很多好处，反向贸易可能是风险很大的事。 
6.在其他贸易方式中还有加工贸易、寄售、租赁贸易、代理等。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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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0  The Letter of Credit（1）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Lessons 11 and 12 are on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pay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etter of credit. This lesson focuses on its definition contents, process of operation as well 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学时分配：3 

Part 1  what is a L/C, and why it is introduc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一、In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ch payment with physical delivery of the goods, 
which constitutes conflicting problems for trade, since the exporter prefers to get paid before releasing the 
goods and the importer prefers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goods before paying the money. The letter of 
cred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s objective is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payment by 
means of the credit-worthiness of the bank. 

二、This method of payment offers security to both the seller and the buyer. The former has the 
security to get paid provided he presents impeccable documents while the latter has the security to get the 
goods required through the documents he stipulates in the credit. This bilateral security is the unique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Part 2  makes clear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operation of L/C beginn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一、The operation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starts with the importer. He instructs his bank to issue an L/C 
in favor of the seller for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二、The bank that adds its confirmation to the credit is called the confirming bank which is 
undertaken either by the advising bank or another prime bank. 

三、The advising bank then also becomes the paying bank which acts as the agent of the opening 
bank and gets reimbursed by the opening bank after paying the beneficiary. 

Part 3  paragraph 4 is about the contents of L/C 

Letters of credit are varied in form, length, language, and stipul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the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ontents: 

1. The number of the credit and the place and time of its establishment. 
2. The type of the credit. 
3. The contract on which it is based. 
4. The major parties relevant to the credit, such as the applicant, opening bank, beneficiary, advising 

bank. etc. 
5. The amount or value of the credit. 
6. The place and date on which the credit expires. 
7.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including name of commodity, quantity, specifications, packing,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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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price terms etc. 
8. Transportation clause including the port of shipmen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time of shipment, 

whether allowing partial shipments or transshipment. 
9.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draft. 
10. Stipulations concerning the shipping documents required. 
11. Certain special clauses if any. e.g. restrictions on the carrying vessel and the route. 
12. Instructions to the negotiating bank. 
13. The seal or signature of the opening bank. 
14. Whether the credit follows “the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 

Part 4  briefs on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L/C 

一、The letter of credit provides security to both the exporter and the importer. However, it only 
assures payment to the beneficiary provide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dit are fulfilled. 

二、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merchandise shipped, although specified in the documents,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seller who has manufactured, packaged, and arranged shipment for the goods.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What constitutes conflicting problem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espect of payment? Why? 
2. What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How does it offer security to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3. When was the modern letter of credit introduced and when did it have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other name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4. Explain briefly the following terms: A. applicant; principal; B. opening bank; issuing bank; 

establishing bank; C. beneficially; D. advising bank; E. confirming bank. 
5. Why does the exporter sometimes require a 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 Who usually adds 

confirmation to the credit? 
6.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a letter of credit? Mention at least 10 items. 
7. What are the banks concerned with in credit operations? Does a credit guarantee that the goods 

invoiced are those purchased? 
8. In case of problems with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of the goods, who shall the buyer contact so long 

as the documents comply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dit?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A documentary credit is a letter is______ by a bank_______ the request of an importer of goods in 

w______ the bank promises to pay a ben______( usually, though not always, the exporter of the goods) 
upon pre______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is________ of the goods. _______letter of credit is 
sometimes just called credit, or L/C _____ short. 

The com_____ letter of credit is always documentary credit in that it specifies the documents 
required such_____ a bill of lading, an invoice and an insurance document plus one _______ two other 
documents. If these documents are in or______ and shipment has been m______ as specified in the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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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 will pay for the consignment in exchange _____ the documents or will accept a bill of ex_____ 
and, possibly, negotiate it.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letter of credit is not a guarantee of payment to 

anyone. Its existence only assures payment to the beneficiary i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are fulfilled. In addition, a letter of credit does not insure that the materials purchased will be those 
invoiced or shipped. Banks issuing letters of credit deal in documents not in merchandise. 

They have no legal obligation to inspect the actual merchandis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merchandise shipped, although specified in the documents submitted to the bank as required by the letter 
of credit terms,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hones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eller who has manufactured, 
packaged, and arranged for shipment of the merchandise. If the buyer discovers that the merchandise has 
been mislabeled or the cartons are empty, he must sue the seller, not the bank.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在国际贸易中几乎不可能使付款和实际交货同时进行。 
2.信用证付款方式对买卖双方都提供保障。 
3.现代信用证在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4.要么因为信用证金额过大，要么因为对开证行不完全信任，出口商有时可能要保兑的信用证。 
5.信用证的形式、长短、语言和规定各不相同。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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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1  The Letter of Credit（2）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This lesson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one, it dwells on the major types of L/C,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s. The limitations and drawback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are also 
discussed briefly in the last paragraph.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types of letters of credit 

一、 the major types of credit: 
1. Clean credit and documentary credit: 
Credits that only require clean draft, i.e. draft not accompanied with shipping documents, for 

payment are clean credit. 
2. Revocable credit and irrevocable credit: 
二、 Irrevocable credits are those that cannot be amended or revok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all the 

parties concerned. Safe and reliable, this type is extensively used in world trade. 
三、Confirmed credit and unconfirmed credit: 
If a credit is confirmed by a bank other than the issuing bank, it becomes a confirmed credit. The 

confirmation is undertaken either by the advising bank or by another leading bank. 
四、 Sight credit and usance credit: 
A sight credit is one by which payment can be made upon presentation of the draft and impeccable. 

Most of China’s export contracts stipulate for sight credit in payment terms. Obviously, a sight credit calls 
for a sight draft. 

五、Transferable credit and non-transferable credit: 
If a credit can be transferred by the original beneficiary to one or more parties, it is a transferable 

credit. The original beneficiary is called the first beneficiaryand the party (or parties) the credit is 
transferred to is called the second beneficiary. It is usually used when the first beneficiary is a middleman 
and does not supply the goods himself. 

六、Non-draft credit: 
There is a modern tendency for payment to be made by presentation of the documents without the 

formality of drawing and presenting a draft. Such credits are non-draft credit. They mainly include 
payment credit and deferred payment credit which are respectively similar to sight credit and usance 
credit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no draft is drawn and presented in the case of non-draft credit. 

七、Revolving credit: 
If a credit stipulated that its amount can be renewed or reinstated without specific amendment to the 

credit being made, it is then a revolving credit. It is particularly useful when the buyer and seller have 
regular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deal in a specific quantity of goods each month or any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The second part, the last paragraph is a brief discussion in the presentations and the drawbacks on 
the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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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The limitations and drawbacks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It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that the letter of credit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and promoted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like any other methods of payment, it is not perfect. It cannot provide 
absolute security for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seller may sustain losses because of the buyer’s delay 
even failu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t. The buyer may suffer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documents 
presented by the seller which do not truly represent the goods shipped.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ean credit and documentary credit. Where is the former generally 

used? 
2. What is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f a credit is not specified as revocable or irrevocable, what 

type should it be regarded? 
3. By whom confirmation undertaken in the case of a 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 
4. Since a confirmed credit provides the greatest degree of security to the beneficiary, it should be 

used for all transaction. Is this statement right? Why? 
5.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a letter of credit to the beneficiary? 
6. What does the beneficiary do in the case of a usance credit if he wishes to get payment before the 

maturity of the draft? 
7. How many times and to how many parties can credit be transferred? 
8. In what situation is a revolving letter of credit most useful? 
9. Can the letter of credit provide absolute security for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hat losses may the 

seller or the buyer still sustain? 
10. What is a non-draft credit? How many types can it be classified into?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letter of cred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pay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a kind of b_______ 

credit instead of commercial credit like remittance or collection. 
The L/C is a wr_______ document issued to the exporter by the bank at the re______ of the importer. 

The bank sh______ guarantee the payment. The credit can assure the seller that he will be paid, 
and the buyer will not _______ to pay until the merchandise has been shipped. In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fter the contract is signed by the seller and buyer, the buyer will apply ______ his 
bank for a letter of credit. P______ that the bank is sure of the buyer’s reasonable credit and the financial 
sta_______, it will open a credit to the seller, and promise to pay ag_____ documents. The seller then 
makes the shipment of the goods and prepares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He also draws a draft, attached to 
the documents, and presents it to the bank _______ payment.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he transferable credit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t enables a 

middleman who is receiving payment from a buyer under a documentary credit to transfer his claim under 
that credit to his own supplier. In this way he can carry out transactions with only a limited outlay of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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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funds. 
A transferable credit may only be transferred once. The second beneficiary may not further transfer it 

unless there is an express provision to this effect in the original credit. This limit on transferability is 
intended to prevent abu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st beneficiary can transfer fractions of the original 
credit to several suppliers, provided that partial shipments are allowed. The aggregate of these partial 
transfers constitutes one transfer.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信用证按其作用、形式 和机制分不同的种类。 
2.光票信用证主要用于非贸易结算，而在商品贸易中一般使用跟单信用证付款。 
3.在即期信用证情况下，提示汇票和正确无误的单据后便立即付款。 
4.远期信用证显然要使用远期汇票。付款期限可为 30 天、60 天甚至可长达 180 天。 
5.如果信用证可以由原受益人转让给另一个或几个人，那么这种信用证即为可转让信用证。原

受益人称作第一受益人，接受转让的人称作第二受益人。 
6.对于一笔具体交易来说，信用证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付款方式。缔约双方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

最好的选择。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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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2  Major Documents Required in World Trade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This lesson is about the major documents used in import and export, 
including the necessities of correct documentation, and the contents and function of various shipping 
documents. 

学时分配：3 

Part 1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correct docu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easons why different document are required. 

一、On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trade and foreign trade is documentation. Every 
shipmen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number of correct documents. 

二、In the case of documentary letter of credit, any discrepancy, even in minor details, between the 
documents presented and those specified in the credit may lead to refusal by the bank to make payment. 

Part 2  the commercial invoice and packanist that is the document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good shipped. 

一、The commercial invoice：Generally called “the invoice” for short, this document is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goods and the unit and total price. 

二、A commercial invoice norm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ontents: Invoice number and the dat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contract number and credit number;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including name of the commodity, quantity, specifications, etc.; unit price, total price, price terms, and 
commission and discount if any; terms of delivery and terms of payment; packing, shipping marks, etc.; 
and seal or signature of the exporter. 

三、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in the invoice must comply with the credit 
while in other documents the goods can be described in general terms, and that the total invoice value 
should not exceed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overing L/C . 

Part 3  dwells on the function, contents and type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related to marine transportation.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bill of lading include: 
1. the carrier, i. e. the shipping company ; 
2. the shipper or consignor, it is normally the exporter; 
3. the consignee. It is generally either the importer or made out “to order”； 
4. the notify party , i. e. the party to be advised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It 

is often the agent of the consignee or the consignee himself.； 
5.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including the name, number of packages, weight, measurement 

etc ; 
6. shipping marks—are printed on the out of the package of the goods, as signs of identificatio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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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ded either through mutual agreement or by the seller if it not specified previously; 
7. the port of shipment and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 
8. the freight, for CIF and CFR it should be “freight prepaid”, or “freight paid”, for FOB it should be 

“freight to collect”, or “freight to be paid”, or “freight payable at destination”； 
9. the place where the bill of lading is issued ; 
10. the date when the bill of lading is issued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time of shipment and can by no 

means be later than that stipulated in the credit. 

Part 4  the contents and functions of insurance documents 

一、The insurance policy and the insurance certificate are similar in function,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the latter is a bit simpler than the former. The main contents of such insurance documents 
include: 

1. the insured. Under CIF terms, the insured is generally the beneficiary of the credi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while under CFR and FOB terms，the insured is usually the importer. 

2. cargo description including name, quantity, weight, shipping marks etc . 
3. the amount insured and the risks covere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urrency of the amount 

insured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credit. 
4. contents concerning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the carrying vessel, the port of shipment and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sailing date etc. 
5. the place where claims are to be settl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e credi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is taken as the place for settling claims. 
6. the date on which the document is issued. It can be made earlier but by no means later than the 

date of the bill of lading. 
二、The major types are certificate of quality; certificate of weight; certificate of quantity; certificate 

of health; certificate of disinfection; veterinary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of origin;etc. 
三、Other documents that may be required are customs invoice, consular invoice, consular visa, 

shipping advice etc.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incorrect documentation? 
2. What factors decide the types of documents required for a particular transaction? 
3. What is a commercial invoice?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invoice and other 

documents? Mention some of the major contents to be included in a commercial invoice. 
4. Mention 2 types of shipping documents that are similar in function to the packing lis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 packing list? 
5. What are the 3 major functions of the bill of lading? 
6.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consignee”. Who is possibly to be the consignee in a bill of lading?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exporter should always it a firm rule of business policy only to issue completely tru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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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______ invoices. In practice ,t exporter is sometimes requested by the buyer abroad to insert inaccurate 
particulars _______ the invoice. The buyer may ask for a reduction of the pr______ for the goods in the 
invoice and a corresponding augmentation of the charges for ins______ and freight 

because import d________ in his country is calculated on the value of goods and does not contain 
these charges. The buyer may ask that the invoice price be increased above the tr_______ purchase price 
so that he may transfer the excess to an account outside his ______ country, thus evading local control on 
the transfer of funds abroad. F_______ invoicing always has different but importer motives. A contract 
accompanied by issuance of a false ______ is enforceable in 1_______.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A straight bill of lading is made out so that only the named consignee is entitle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 goods under the bill. This consignee is designated by the shipper. The carrier has to hand over the 
cargo to the named consignee, not to any third party i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This kind of bill of lading is 
not transferable. 

The shipper can’t pass the bill to a third party by endorsemen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functions, this 
bill is in very restricted application. When goods are shipped on a non-commercial basis, such as samples 
or exhibits, or when the goods are extremely valuable, a straight bill of lading is generally issued.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正确的单据很重要，否则进口商提货时会遇到困难。 
2.商业发票，一般称“发票”， 这种单据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单价和总价进行概括性描述。 
3.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风险损失，需要办理货物保险。 
4.已装船提单表明货物已实际装上开往目的港的承运船只。 
5.清洁提单指货物在表面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装船，这意味着提单上未加任何有关包装或货物外

表不良的批注。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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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3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sson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discusses its types, 
function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Three types of carrier ownership and four factors that are 
chang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re also touched upon in this lesson. 

学时分配：3 

Part 1  gives the definition and generalized function of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is funda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It permits 
the specialization of work effort necessary to achiev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eographically distant 
resources become accessible with transportati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ny society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vaila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A society without an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remains primitive. 

Part 2  5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 freight system includes several distinct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called modes. The modes differ 
in terms of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apabilities, giving them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five major modes are water, rail, truck, pipeline, and air. Each mode enjoys what 
might be called natural product provinces. 

Part 3  the specific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一、Transport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t allows the entrepreneur to 
assemble more easily the raw material and labor inputs needed to make a specific product. The same 
transportation system moved intermediate products to other producers for subsequent use in their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oves finished products to consumers. 

二、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transportation has made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that, by 
widening the market areas that a producer can reach, it has encouraged the introduction of more efficient, 
larger-scale production techniques. Substantial economies of scale have been achieved, and these have 
resulted in reduced unit production costs. This saving in per-unit production costs has often more than 
offset the per-unit transportation cost involved in reaching more distant markets. 

三、As a society, we enjoy a richer and more leisurely life than we would if small communities had 
to be totally self-sufficient. Transportation has also allowed us to trade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is commercial intercourse has helped to eliminate many barriers between nations. 

Part 4  briefs on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One thing that makes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different from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i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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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between countries are accompanied by many more documents than is the case for domestic 
shipments. The amount of documentation. 

Part 5  the four factors that are chang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一、Transportation is an exciting and dynamic aspect of our economy. 
It has been changing at an ever-accelerating pace since the 1980s. Every indication was that this 

trend has continued. There are four factors that are substantially chang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二、 the growing utilization of just-in-time inventory systems. 
They are based on a production approach in which the firm maintains very small quantities of 

production inputs. The utiliz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placed great pressure on the supplier’s transportation 
system because the supplier must be able to deliver products exactly when the customer requires them. 

三、Competition Based on High Levels of Customer Service 
Many areas of business are mature, which means that product innovations do not take place 

frequently. Therefore, from a marketing point of view, competition often shifts to price considerations.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compete on the level of customer service that is provided to each customer. This 
service involves ensuring that the product will arrive when wanted,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and in 
undamaged condition. 

四、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A final factor that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nsportation function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purchase their production inpu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best quality for the price can be found. The entire world is a potential market for their products. In this 
worldwide environment, the transportation of both production inputs and finished products presents a 
special challenge to distribution managers, and for all the companies the need to competitively serve 
world markets will require a more sophisticated logistics system.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Do you agree that a society without an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uld remain primitive? 

Can you give one example? 
2. What are the major modes of the moder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system? 
3. What is “contract carriers”? 
4.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to the3 society? 
5.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mentioned 

in the text? 
6.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documentation required? 
7. What are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trend among business firms to provide their own transportation 

capability? 
8. Can you summarize briefly the factors that have caused the changes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9.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ransportation deregulation? Give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deregulation. 
10. The 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has not only made transportation more important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Do you agree to the above statement? Could you give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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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viewpoint?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In spite _______ a shrinking share of total transportation, railroads re_______ the nation’s largest 

transportation carrier, accounting f______ 30 percent of the nation’s total cargo ton-miles. Rail-roads are 
one of the ______ cost-effective modes for shipping carload quantities of bulk products such as coal, sand, 
minerals, farm and forest products o_____ long land distance. The rate costs for shipping merchandise are 
quite complex. 

The lowest r_______ comes from shipping carload rather t_______ less-than-carload quantities. 
Manufacturers will attempt to combine shipments ______ common destinations to take adv______ of 
lower carload rates. Railroad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increase customer-oriente3d services. They have 
designed new equipment to ha_______ special categories of merchandise more efficiently, provided 
flatcars for carrying truck trailers by rail, and provided in-transit services s_______ as diversion of 
shipped goods to other destinations en rout and processing goods en route.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In choosing a transportation mode for a particular product, shipper consider as many as six criteria: 

speed, frequency, dependability, cap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cost. Thus if a shipper seeks speed, air and 
truck are the prime contenders. If the goal is low cost, then water and pipeline are the prime contenders. 
Shipper are increasingly combining two or more transportation modes, thanks to containerization. 
Containerization consists of putting the goods in boxes or trailers that are easy to transfer between two 
transportation modes. 

Each coordinat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offers specific advantages to the shipper. For example, 
piggyback is cheaper then trucking alone and yet provides flexibility and convenience.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毫无疑问，一个没有先进的运输系统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原始落后的社会。 
2.这些方式在运作特点和性能方面不同，从而使他们各有比较优势和劣势，五种运输方式分别

是 ：水路、铁路、公路、管道及航空。 
3.过去 10 年,公司自己提供运输能力的倾向越来越大。 
4.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完全自给足时更富裕、更消闲。 
5.最近几年运输功能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零库存系统。这种系统是以公

司保持很少数量的生产投入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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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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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4  Insurance （1）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Lesson 15 is about the nature, necessity, mechanism of insurance, and one 
major type of insurance – cargo insurance. 

学时分配：3 

Part 1  Insurance’s definition, nature and necessity 

一、A brief survey of insurance literature reveal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concerning how the term 
should be defined. 

二、Insurance is a risk transfer mechanism, whereby the individual or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can 
shift some of the uncertainty of life onto the shoulders of others. In return for a known premium, usually a 
very small amount compared with the potential loss, the cost of that loss can be transferred to an insurer. 

三、Even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his house becoming one of the loss statistics is extremely low, the 
average house-owner will nevertheless select to spend, say $ 50 to $ 60 on house insurance, rather than 
face the extremely remote possibility of losing a house worth $ 200,000. 

Part 2  the mechanism of insurance that is to pay claims of losses from a 
common pool. 

一、The insured’s premium is received by the insurer into a fund or pool for that type of risk, and the 
claims of those suffering losses are paid out of the common pool.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clients 
in any particular fund or pool the insurance company can predict, with reasonable accuracy, the amount of 
claims likely to be incurred in the coming year. 

二、There will be some variation in claims costs from year to year and the premiums include a small 
margin to build up a reserve upon which the company can draw in bad years. 

三、In overseas trade the geographical gaps are great, and the transport multi-modal---that is to say, 
we must combine road, rail, sea and air in almost all cargo movements to some extent. 

Part 3  Cargo insurance and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as it is often called 

一、Goods do not go overseas solely by sea—air transport takes an increasing share of cargo these 
days. Similarly export cargo moves to the docks by road, rail and inland waterway, while import cargo 
moves to the hinterland in the same way. 

二、Cargo insurance therefore is an activity aimed at moving the burden of risk from the shoulders of 
the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nd placing it upon the shoulders of specialist risk-bearing underwriters. 

三、The important point to realize about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is that it is “the handmaiden of 
commerce”. Trade would not cease if there was no method of insurance available, but the losses would be 
suffered by those who were unfortunate, and not shared out equally among all t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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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meant by “potential loss”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2. Without insurance what kind of uncertainty may be experienced by an individual or an enterprise? 
3. “ There will be some variation in claim costs from year to year and the premiums include a small 

margin to build up a reserve upon which the company can draw in bad years.” Paraphrase the above 
sentence and explain especially the implication of “bad years”. 

4.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insurance? 
5.What is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Why is it so important? 
6.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erm “marine insurance” into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Why and why not? 
7.Why do businessmen like to pay a premium into an insurance pool even though trade did exist 

when there was no method of insurance available in the past? 
8. Explain the underlined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 he does not want to scoop the pool”.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Implied Warranties 
The word “ implied” means that the law will regard these warranties _______ having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ract wh______ in fact an actual stipulation on the point was made or ______ . 
There are two implied warranties in marine insurance. 

One is the warranty tha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the venture is legal and in so far as the 
assured can control it, will re______ legal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insurance; _______ breach of 
this warranty will render the policy void. The o______ is the implied warranty that the vessel is seaworthy. 
Although seaworthiness does not mean the vessel is “ absolutely safe” but only that it is fit for the 
proposed voyage it is about to undertake, 

breach ______  an implied warranty of seaworthiness in a voyage policy w_______ allow the 
insurance to avoid the contract f_______ the moment the vessel sails in an unseaworthy condition. In a 
policy issues for a period of time, which usually relates to the insurance of the v______ rather than ,  the 
cargo it is carrying, the position is somewhat different, and if the vessel sails in an unseaworthy c______, 
insurance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______ attributable to the unseaworthiness.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he order is the instruction to the broker to effect insurance. It may be communicated orally, directly 

or by telephone, or in written form by letter or telex. It will include all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effect 
the insurance, and enable the broker to disclose with the utmost good faith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isk. 

Proposal forms are not customary in cargo insurance, but many firms do use a transit application 
form which lists the information they require. Since the fullest information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any 
breach of utmost good faith, it is better to supply full details than to restrict oneself to the bare minimum. 
Failure to disclose a material matter may result in the policy being avoided by the insurer. 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must be disclosed and what is “material” will depend upon the facts of every consignment.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通过保险个人或企业可以将生活中一些不确定因素转移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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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公司宁可付已知的费用即保险费来转移风险，而不愿面对不确定

的风险损失。 
3.对企业来说损失的价值要比个人高很多。因此保险费也比一栋房子或一辆车高出许多。 
4.企业投保的主要刺激是他们可以腾出资金， 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 
5.因此，货物保险是一种目的在于把风险从进口商和出口商的肩上转移到承担风险的保险人一

方的活动。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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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5  Insurance （2）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This lecture is a continuation of lesson 14. It dwells on three main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that is, insurable interest, utmost good faith and indemnity, and two subsidiary principles of 
contribution and doctrine of primitive cost  . 

学时分配：3 

Part 1  a brief intoduction of principles and doctrine of insuranc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like all forms of insurance, conforms to certain basic principles. 

Part 2  dwells on the first main principle, that is, insurance interest. 

一、Insurable interest holds that no one may insure anything unless he has an interest in it, which 
means that if the thing insured is preserved he will derive a benefit from its preservation, but if it is in any 
way damaged or lost the assured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二、Every contract of insurance requires an insurable interest to support it, or otherwise it is invalid 
and any claim made upon it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三、The interest passes with the documents. In cargo insurance we know who has an interest in the 
cargo at any particular point of time, if we know the terms of sale which have been arranged. We can 
work out who will suffer loss by discovering at what point the property passes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Part 3  the third main principle of insurance,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In a normal policy of insurance the compensation payable is sufficient only to restore the insured to 
the position he was in before the loss occurred — not to a better position. Cargo policies are often issued 
for an agreed value and are therefore called “valued” policies. 

Part 4  dwells on the two sub-principles of insurance contribution and 
subrogation. 

Contribution is a sub-principl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ndemnity. It holds that a person cannot be 
allowed to insure twice for the same risk, and claim compensation from both insurers. To do so would 
amount to restoring the insured to a better position than he was in when the loss occurred. It would be a 
breach of indemnity, and against public policy. 

Part 5  the last paragraph is a brief expression 

The doctrine of proximate cause— when an insurance policy is made out to cover a certain risk, a 
claim becomes payable only if that risk occurred as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loss suffered. The 
proximate cause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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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that firms must follow when they seek cover for goods? 
2.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insurable interest”? 
3. How important is insurance interest? 
4.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 about “utmost good faith”? 
5. How are cargo policies usually calculated for values to be covered? 
6. Can you briefly describe subrogation? 
7. Will the insure compensate the claim for loss for which the risk covered is not the proximate 

cause?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The broker will now approach further underwriters and try to persuade them to accept a share of the 

risk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leader. This may be easy--- since all under writers are ke______ to add their 
names to a “good ship” where under writers have already taken up w_____ they consider to be a prudent 
amount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insurance. 

A certain amount of “obliging” takes pl______ in such circumstances, an underwriter helping out a 
broker who is having difficulties, in return no doubt ________ a chance to get better business o_______ 
some future occasion. It is usual to “overplace” the risk. This means that the broker invited more 
underwriters to accept the risk than are really ne_______. It enables him to repay his obligations to 
underwriters who have helped him previously on a difficult risk, and expands his connections for 
fu______ occasions when the cover to be obtained is of a similar type but larger in value. The result of 
overplacing is that, when the final policy is drawn ______ and the “risk closed”, aafter notification of 
shipment the actual lines written will be reduced to  conform w______ the actual value to be covered. 
This “reducing a line” is an inevitable process in any event, for an actual sh______ will usually vary from 
the cover originally arranged.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insurance in marine transportation: ） 
1.F. P. A.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This is a very limited cover confining the insurer’s liability, strictly speaking, to only total loss of the 

insured cargo, and parti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cargo is answerable only where the carrying vessel is 
grounded, sunk or burnt. 

2.W, A. ( or W. P. A. ) ( With Particular Average ) 
This type has a wider coverage than the F. P. A. Parti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insured goods is 

excluded only where the loss is under a specified percentage. Any loss exceeding such a percentage is 
answerable by the insurer in full. 

3.All Risk 
This cover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f the three. The insurer is responsible for total or partial loss 

or damage to the insured goods arising from natural elements or from sea perils, including all losses 
caused by accidents to the carrying vessels or craft or by any external causes. But it does not, as its name 
suggests, really cover all risks. It does not include coverage against war, strikes, rio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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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没有可保利益的保险合同是无效的。而任何根据这类合同提出的索赔都不会被受理。 
2.尽管错误的陈述是无意的，但保险人还是受到欺骗。从而保险合同无效。 
3.将受损失人的利益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况的合同就是保险合同。 
4.赔偿金额一般包括发票金额加上运输费用及保险费再加上一个商定的百分比，为 10%。 
5.如果投保的险别不是造成损失的直接原因,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216 

Lesson 16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Exchange 
Rate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know some basic knowledge about gold standard,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Underst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change rate, what 
measure can be takend to intervene in the price of its currency.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earlie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一、The earlie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gold standard under which 
countries pledged to change their paper currencies into gold when requested to do so. The gold standard 
created a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as each country pegged establish its par value. For most of the 19th 
century till the end of the 1st World War,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followed this system and the British 
Poun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urren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hence the term sterling-based gold standard. 

二、The pressure caused by the 1st World War on economy coupled with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ut an end to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The Bank of England was no longer able to 
redeem its paper currency for gold at par value and allowed its value to be determined by supply and 
demand. With Britain abandoning the gold standard, there appeared different areas in the world. 

三、This period witnessed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s some major 
countries vied to devaluate their currencies to make their export goods more competitive. 

Part 2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一、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presentatives of 44 countries gathered at Bretton 
Woods to renew the gold standard on a greatly modified basis. ne important fruit of the conference is the 
cre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二、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established a US dollar based gold standard. 
Because of the domina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llar replaced 

the sterling as the major vehicle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三、The country concerned had to intervene if the market value of its currency goes beyond the rang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country was allowed to adjust the par value of its currency. 

Part 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change rate include the following: 

一、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It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oreign 
exchange. The value of one’s own currency will go up with favorabl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drop with 
BOP deficit. 

二、Inflation.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l value of the currenc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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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y. When inflation intensifies,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will drop relative to foreign currencies 
and vice versa. 

三、Interest rate.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high interest rate will attract short term international fund, 
increasing the exchange rate of one’s own currency and vice versa. 

Part 4  The common measures taken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price of its 
currency. are: 

一、When the price of a foreign exchange goes too high, the central bank may increase its supply by 
selling it out of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in the opposite case, it can buy the currency in the 
market to increase its reserves. 

二、When the price of a foreign exchange goes too high, the government may raise the discount rate 
to absorb foreign fund to increase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of the country and vice versa. 

三、In case of acut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 government may have to resort to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or raise foreign loans to make up its balance of payment deficit and lower the demand for foreign 
exchange. 

Part 5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foreign exchange price 

一、The buying rate refers to the rate by which a commercial bank buys a currency. The selling rate 
is the rate by which a bank sells a currency. The medial rate is the average of the two. It is used in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banks and is not applicable to common custom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ying rate and the selling rate varies from   1 per mil to 5 per mil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ofit of the 
bank. 

二、In the case of direct quote, the first figure after the fixed amount of foreign currency is the buying 
rate and the second figure is the selling rate. And in the case of indirect quote the first figure after the 
fixed amount of home currency is the selling rate and the second figure is the buying rate.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Explain briefly the meaning of the gold standard? What kind of exchange rate system did it 

create? 
2. How much can you tell abou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What is meant by “adjustable peg? 
3. What is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How was it created? 
4. What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exchange rate? Explain briefly. 
5. What is meant by clean float and dirty float? What are the common measures taken for 

intervention in exchange rate? 
6. Illustrate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and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Since foreign trade affects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every people, all countries have a vital inter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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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exchange of national currencies and the re_________ and conditions that govern its working. 
Because these monetary transactions a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 nations must agree on the basic rules 
that govern the exchanges if the system is to work smoothly. When they do not agree, and when single 
nations and small groups of nations attempt by special and different regulations of the foreign 
ex_________ to gain trade advantages, the result is instability, a reduced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and 
damage to national economies. This course of action is likely to lead to economic warfare and to 
en_______ world peace. 

The Conference has therefore agreed that broad international action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an 
international m________ system that will promote foreign trade. The nations should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and should outlaw practices that are agreed to be harmful to world prosperity, and they should assist 
each other to overcome s_______ term exchange difficulties.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nations that post-war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rapid. Likewi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s of particular regions is in the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 Programs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ll speed economic progress everywhere, ai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foster peace.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has agreed that expand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 portion of the capital necessary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has further agreed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cooperate to increase the volum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or these purposes, made through normal business channel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cooperate to share the risks of such foreign investment.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金本位制建立了固定汇率制，每个国家通过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来

确定其货币的平价。 
2. 1944 年 44 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署了协议，计划在世界贸易和货币方面实现更好

的合作。 
3.弹性汇率制从没有真正地“干净”或自由地浮动过。因为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采取了各种措

施对货币价格进行干涉。 
4.在特定条件下，提高利率可以吸引国外短期资金，提高一国的外汇汇率。 
5.外汇汇率有三种形式，即：买进汇率，售出汇率和两者的平均值——中间汇率。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国际商务英语 

 1219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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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understand what factors influencing a firm’s decision to undertake FDI. The 
major motivation for firms to undertake FDI, the means for a MNE to enter a new market. 

学时分配：3 

Part 1  Why firms engag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一、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the major 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hereby residents of one 
country acquire assets in a foreign country for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and managing them. Why does 
FDI occur? An instinctiv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y many people may be that the rates of investment 
returns are higher in a foreign country. 

二、Controlling costs is the first major motivation for engaging in FDI.  And lowering production 
cost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 foreign country may have lower land prices, tax rates or cost of 
labor, all of which will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s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making foreign locations 
more attractive. 

三、Gaining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is another major motivation for firms to undertake FDI. 
Integrated oil companies, for example, often invest abroad to obtain access to new oil deposits when 
domestic reserves are decreasing. 

四、Sometimes it may be more advantageous to invest in foreign firms for the purpose of utilizing 
their exis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han to engage in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technologies. 

五、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supply factors, there are also some factors on the demand side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make investment abroad. 

（一）The first of these factors is the necessity to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in the market that 
provides easy access to customers. 

（二）Another motivation for FDI is customer mobility. When an important client of a company 
engages in FDI and starts a factory in a foreign market, the firm, either a parts supplier or service provider, 
may very likely follow its client and make FDI overseas so as not to lose the business to its competitors. 

六、Two political factors may also be at work in a firm’s choice to operate directly abroad through 
FDI. The first is to get around trade barriers such as quotas set by foreign countries or even VER imposed 
by one’s home country. Saving tariff, the major form of trade barrier, is needless to say, an obvious 
motivation for undertaking FDI. 

Part 2  FDI is mainly practised in three forms: Building new enterprises, 
purchasing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forming joint ventures. 

一、Building new enterprises is often called “the green field strategy”. The firm builds new facilities 
on land bought or leased in a foreign country before starting its new operation. Such a firm can make its 
own choice in respect of the site, and install up-to-date facilities. The relevant costs are often lower 
because of the incentives offe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二、Moreover, the new enterprise operates free from such troubles as existing debts, back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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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and outmoded management procedures. But of course, such a wholly foreign-own enterprise 
will have some difficulties to operate all on its own efforts. It has to face the local culture such as laws,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and has to recruit and train local employees. 

三、Purchasing existing facilities is known as acquisition. This is a common means of entering a new 
market.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do you understand FDI? Please explain it with one or two specific examples. 
2. What are the possible factors on the supply side that influence a firm’s decision to undertake FDI? 
3. Is controlling costs a major motivation for firms to undertake FDI? Why? 
4. Are there any factors on the demand side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make investment abroad? 

What are they? 
5. What is meant by JIT? How does it affect the turnover of the supply of the goods? 
6. Does a firm have to put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aking  choice of 

investment overseas? What are these factors? 
7. Illustrate with examples what “the greenfield strategy” is? 
8. What is acquisition? What is a joint venture? Please explain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pitfalls?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Several trends are reinforcing traditional impulse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ch as a________ 

to natural resources, markets, and low-cost labor. With the rise of glo_________,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llows for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into more discrete phases, often across national barrie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gether with improved log_________, allow for 
production to be close to markets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production locations. 

The resources gathered under this topic look at the many different methods used by policymakers to 
attract FDI,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Some countries rely on targeted financial incentives, such as tax 
c__________, cash grants and specific subsidies. Others have chosen a broader approach that focuses 
________ improving their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to meet the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still __________ have sought to improve the general business climate of a country by 
decreasing administrative b__________ and red tape. Many governments have created state agencies to 
help investors through this administrative paperwork, as well as to promote FDI broadly.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o start with, the scope of efforts to attract FDI must encompass all economic sectors. The tendency 

in the past was to focus almost exclusively on infrastructure and on efficiency-seeking and tariff-jumping 
FDI in manufacturing. In the future more and more FDI will be market seeking investment in service 
sectors as well as investment in tourism and offshore services.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e to restrict FDI in service sectors. For example, India does not 
allow FDI in retail, yet is ready to waste fortunes to attract efficiency-seeking FDI for manufacturing in an 
uphill battle again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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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general misconception that market-seeking FDI in domestic sectors such as retail yields 
little development impact. The opposite is true. FDI in retail has been a key driver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Brazil, Poland, and Thailand, resulting in lower prices and higher consumption. Large-scale foreign 
retailers are also forcing wholesalers and food processors to improve. And they are now becoming 
important sources of exports: Tesco in Thailand and Wal-Mart in Brazil are increasingly turning to local 
products to feed their global supply chains. Retail also happens to be a pillar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一国居民为进行督控和经营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另一国

的资产。 
2.控制成本是一些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而降低生产成本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

面。 
3.直接在国外经营提高一个公司产品的能见度，使当地客户对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更加放心。 
4.即时库存管理系统的引进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库存从而提高经营效率。 
5.国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建立新企业，购买现有设施和建立合资公司。 

拓展阅读书目 

1)Fujita, Masahisa; Krugman, Paul and Venables, Anthony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Markusen, James; Melvin, James; Kaempfer, William and Maskus, Keith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McGraw-Hill. 

3）Leamer, Edward E. and Levinsohn, James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Evidence". In: 
Grossmann, G. and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New York. 

4)Mark Neville, Free Trade Agreements Viewed from Afar , InterMart, Inc.. 2007 
5) Sue Senger, What to Include on a Commercial Invoice, InterMart, Inc.. 11/27/2006 
6) Prema Nakra, International Marketers Dilemma: To License or Not to License!, InterMart, Inc, 

2006. 
7) Catherine J. Petersen, Terms of Trad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INCOTERMS 2000—Part 

2, InterMart, Inc.. 2006. 
8) Sue Senger, The Top 10 Questions About NAFTA, InterMart, In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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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Know the world bank’s objectives, functions, and th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学时分配：3 

Part 1  the ma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一、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oth of which were created by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Both ar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both are headquartered at Washington DC. 

二、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World Bank is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The Bank and its three affiliate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and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a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World Bank Group. 

三、The common objective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to help raise standards of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channeling financial resources to them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Part 2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一、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stablished in 1945, is own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180 member countries. The IBRD, whose capital is subscribed by its members, 
finances its lending operations primarily from its own borrowings in the world capital markets.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IBRD’s resources also comes from its retained earnings and the flow of 
repayments on its loans. 

二、IBRD loans generally have a grace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are repayable over fifteen to twenty 
years. They are directed toward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more advanced stag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The interest rate the IBRD charges on its loans is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 guideline 
related to its cost of borrowing. 

三、The IBRD’s charter spells out certain basic rules that govern its operations. It must lend only for 
productive purposes and must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hich it lends. 

Part 3  Oth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一、Membership in IDA is open to all members of the IBRD. The funds used by IDA, called credits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IBRD loans, come mostly in the form of subscriptions, general replenishments 
from IDA’s more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ed members, and transfers from the net earnings of the IBRD. 
The terms of IDA credits, which are traditionally made only to governments, are ten-year grace periods, 
thirty-five- or forty-year maturities, and without interest. 

二、The IFC was established in 1956. Its function is to assi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by promoting growth in the private sector of their economies and help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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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e domestic and foreign capital for this purpose. Membership in the IBRD is a prerequisite for 
membership in the IFC. Legally and financially, the IFC and the IBRD are separate entities. The IFC has 
its own operating and legal staff, but draws upon the Bank for administrative and other services. 

三、MIGA, established in 1988, has a specialized mandate: to encourage equity investment and other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the mitigation of noncommercial investment 
barriers.To carry out this mandate, MIGA offers investors guarantees against noncommercial risks; 
advises developing member governments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programs, and 
procedures related to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spons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and host governments on investment issues. 

Part 4  The world bank’s function 

一、The Bank’s efforts to reduce poverty cut across sectoral lines and include investments to improve 
education, ens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strengthen 
population planning, health, and nutrition services, and develop the private sector. The Bank’s support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many of its borrowing member countries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that the 
precondition for restoring economic growth—the cornerstone of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is structural adjustment. 

二、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 created in December 1945 to overse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y country accepting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 eligible for 
membership. The deposit paid by each member to the Fund is called a quota that generally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a member’s economy. 

The quota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a member’s voting power in and borrowing power from 
the IMF，and serves as part of its official reserves. In 1967,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was created to settle 
official transactions at the IFM in addition to the common drawing right of the IMF members. 

三、The major function of the IMF is in the area of providing temporary financing for countries 
suffering cyclical, seasonal or random shocks that would weaken its currency. 

复习与思考题 

一、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nstitutions does the World Bank Group consist of ? 
2.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le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3. What is meant by hard loans and soft loans? What institutions are they associated with 

respectively? 
4. Why are the funds used by IDA called credits? What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the credits? 
5.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IFC? Wha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 country to be a member of IFC? 
二、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an appropriate word: (Some words are given the first 

letter or letters.) 
In addition  _____ multilateral aid institutions l_____ the World Bank and its af_____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engage _____ bilateral aid. The first massive 
bilateral aid program was the 1974 Marshall Plan. In this case on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gave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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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individual European Nations (e.g., France, or Italy, or Holland). 
In 1961 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was c_____ to centraliz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_____ given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ID m_____ grant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loans 
available. Before 1969 it stipulated that the proceeds of l_____ could only buy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ed products. In 1969 this restriction ______ abolished for Latin America. 

三、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 is a unique institution. Many of its operations are of 

types normally performed by a commercial bank, but it is owned principally by central banks, and 
managed by central banks and its principal customers are central banks. The objects of BIS are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mong central banks and to provide additional fac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The 
BIS holds deposits for about 80 central banks and some 10% of the worl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managed through its facilities. 

It is generally engaged in a wide range of banking transactions and operations for its own accounts or 
as agent or correspondent of central banks. The Bank has helped to solve the debt problems of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ssisted global monetary cooperation. The BIS, in addition to performing 
financial operations, also engages in research, both general research on monetary matters and research 
requested by central bank clients.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BIS are widely read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insight it provides and have been influential on government policy in many countries. 

四、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这些机构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把发达国家的资金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帮助这些国家提高生活水

平。 
2.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资金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它的留存赢余以及偿还贷款的不断流入。 
3.该银行的贷款是向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向那些在付款方面有困难的基金会员国提供中期贷款。 
5.为了承担这项使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担保以防范非商业性风险，向发展中成

员国政府提供咨询，并为国际商业界与东道国政府就投资问题安排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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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商务英语写作为商学院三年级学生的选修课。 
写作是人用来交际的具有保留性、创造性、证据性、文本性的语言运用体系，它在人的交流活

动中诞生，并随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文本形式而得到完善。商务英语写作过去在许

多院校被细分为外贸函电、外贸应用文等课程。该课程把商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写作任务融为

一体，并尽量反映英美国家商务写作方面的最新内容。从商务交际原则出发，强调写作过程中注重

读者的商业心理和心理接受过程，突出商务写作的特点，强调通俗易懂、简明完整、清楚正确的写

作风格和原则。写作文本形式是记录和反映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的主体形式，是一个民族思想

和文化的直接体现。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变迁、文化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语言的写作形式自然也

在发展。商务英语写作正是商学院商务方向的一门重要课程。此课程涵盖了商务基本写作类型，涉

及到常用的备忘录写作，及商务谈判流程中的商业信函，图表和商务报告的写作，并有针对性的讲

解了简历，求职信及广告写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写作技巧和实战训练机会。商务英语写

作是商务专业基础阶段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传统的商务书信写作和商务备忘录、电

子邮件、商务报告、新闻稿、操作说明、商品宣传、商务合同等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写作文体，将写

作知识、写作技能与实际的业务活动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写作范本。 
因而制定本大纲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词汇学与其它人文及自然科学的关系，了解词汇研

究不仅是多学科之间交叉的问题，更应从相关学科的各种体系中获得启示并汲取其内在逻辑及精华

之升华。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张和军。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通过学习商务英语写作，学生们能够运用商务信函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商务信函

及商务报告的写作练习，学生们能够在实际商业运作，尤其是商务谈判中，发挥一定优势，帮助其

解决问题；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培养更多的英语专业应用型及商业实战型人才，让英语这一国际

商业语言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实效性。 
树立商务观念，很好的利用纯英语学习中打下的坚实基础，以英语为工具学习商务写作技；熟

悉常用商务写作语句，能够较快较好的完成信函写作；发挥英语专业语言功底扎实的特点，将语言

与商务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语言优势。本课程主要要求学生学习英语写作的有关基础理论和一些

实际运用的知识，侧重分析研究现代英语写作的各种现象，揭示现代英语写作的规律以及发展趋势，

指导英语语言实践。 

本课程旨在帮助商学院商务专业高年级学习者强化英语知识，系统地了解现代英语写作的过

去、现状和未来，把握英语写作的学习与写作的规则和特点。既培养学生理解语言现象和分析语言

问题的理论水平，又要提高学生运用写作形式来表达英语语言操作的实际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对英

语写作现象的创新性操作能力。商务英语写作的一个最主要的目地在于与收信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而

不是破坏这种关系，即使没有如期所愿做成一桩生意。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买卖不成，仁义

在。为了使商务写作达成善意友好这个目标，写作的原则要为这个中心服务。并不一定在一篇成功

的商务写作中发现所有的原则，然而，学生至少会找到一条或更多条原则渗透在一篇优秀作品的内

容与结构中，打造学生作品形成的语气氛围，它决定着商务写作的质量并能创造出亲切语气氛围。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商务信函写作，首先从理论上对各种信函（贸易书信、社交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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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简历、推荐信、通知、便条等）的写作原则和方法加以阐述，然后结合实例给予说明。第

二部分为现代商务英语写作的基本原则，主要阐述在商务英语写作中如何针对读者心理，进行合理

选词，如何组织清楚的句子和段落，以及如何达到有效写作的组织技巧等。第三部分为应用写作，

介绍较短的非正式报告（备忘录、意向书及其他非正式报告）和正式报告。各部分后均配有注释、

讨论题和应用题。讨论题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每章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应用题的目的

是让学生针对给予的具体情况练习写作，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三大部分相互融通，必须放在一起讲，按学期划分在第五学期全部完成教学任务，共用 18 周，

每周二课时，主要分布是： 
（第 1 周）商务信函写作的要求：1 商务信函写作的风格。2 询盘和回复。3 定单及确认函。

重点难点：询盘和回复，定单及确认函。 
（第 2-4 周）写作技巧和原则：7cs（1）重点难点：语言档次打造。 
（第 5 周）写作技巧和原则：7cs（2）重点难点：受众对象选择。 
（第 6-7 周）商务信函写作：1 催款信的写作。2 付款信的写作。重点难点：催款信格式，付

款信格式 。 
（第 8-9 周）商务信函写作：1 投诉信或索赔信。2 投诉信或索赔信的回复。重点难点：投诉

信格式，理赔信格式。 
（第 10-12 周）求职型写作：1 如何写简历。2 如何写求职信。3 求职广告。重点难点：简历

格式，求职信格式 
（第 13-15 周）应用型写作：1 通知。2 社交信函。重点难点：通知的类型，各种社交信函的

格式。 
（第 17 周）课堂写作训练。 
（第 18 周）考试。 

四、相关教学环节 

在教学活动中，首先对写作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指导性地给出正式文体和非正式文体写作中的规

则、格式和不同的语言应用，另外还介绍通知、备忘录、报告、求职信和其他书信等各类文体的写

作。 
以课程讲授法和课堂训练法为主，辅以案例分析法，各个教学环节注重介绍写作的各种语境处

理技巧，并结合课堂实践重点进行分析，加强学生的语言解析力。 
实践活动是以五到六人为单位，就所学习的材料内容，提出自己的理解并在组内交流，然后推

出一组代表在课下或者课堂上与其他组的代表交流，并进行理论评估。如此比较揣摩，互相讨论以

加深学生的写作理论、处理技巧、语境实战的主体意识，提高他们与时俱进把握语境的水平。 
每章节课程内容包括课堂写作练习，学生须对所学内容进行巩固，并完成相关练习。根据具体

情况设置课后练习任务，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单独完成。课程考核：本课程通过平时考核、期中考

核、期末开卷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学习结果，评定学生的综合成绩。综合成绩=平时成绩+期中成

绩+期末成绩。分别占 10%、20%、70%。 
主要参考资料：建议教材：石定乐 蔡蔚：《实用商务英语写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主要参考资料：曹德骏 《英语商务函件》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罗恩霍特尔 《国

际商业书信》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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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roduction and Requirements to the Course and 
sts’ Preparation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Business Writing Principles 

 
1. Introduction 

A. Your roles? 
B. Mastering the principles of writing and using thes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C. Mastering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being able to use it into practice.  
D. Mastering words, phrases, and drills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foreign business.  
 

2. Business Writing Principles: 
 

A/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examples and tell me which is better and give your reason. 
 
1) Dear Mr. Piper: 
 Recently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the Ideal Home Exhibition where I saw a sample of your 
plastic title flooring. This type of floor would, I think, be suitable on the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houses 
here. In reply we are venturing to write you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said commodity. 
 We would be pleased to know the colours and designs which you are in a position to supply from 
stock, the discount you allow, and the special preparations needed for the underflooring. 
 If the information you supply is favorable to our needs, we should consider placing an order with you.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by return mail. 
                                                                                     
Sincerely, 
 
2) Dear Mr. Piper: 
 We are interesting in your plastic title flooring displayed at the Ideal Home Exhibition. Please tell us 
whether you can supply them from stock. Also, please give u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What special preparation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he underflooring? 
 (2)Are the title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rising dampness? 
 (3)In what colors and designs can the titles be supplied? A catalogue would be appreciated. 
 (4)Are discounts given for orders amounting to U>S> $100,000 or more? 
 We would appreciate your prompt reply. 
                                                                     Sincerely, 
 
3) Dear S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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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beg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esteemed inquiry of the 3rd inst., for which we thank you. 
 We enclose herewith our illustrated price list. As you will note on pursuing it our plastic kitchenware 
is superior to any other on the market and our prices and terms are competitive. 
 If you wish to ensure delivery by spring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place your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as the demand is heavy. 
 Hoping to be favored with your early instructions. 
                                                                 Yours faithfully, 
 
4) Dear Sirs,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of May 3. We are sending  you the requested price list. 
 We also enclose details of 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ale. 
 As you evidently realize, plastic kitchenware is here to stay--it has already replaced the heavy metal, 
glass, and china-ware in the modern kitchen. Dealers who have made special window-displays of our 
brightly colored ware have reported good sales even during this season when hard ware sales are usually 
at their lowest. 
 After studying our prices and our liberal terms,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we are working to capacity 
to meet the demand. We would suggest you, therefore, let us receive your order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especially if you are interesting in having a stock of these attractive lines by early spring.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of serving you. 
                                                                            Yours 
faithfully, 
 
B/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 
 

 There is more control in the writing process. Writing encourages deliberation and precision in  
phrasing, fixes responsibility for authorship, permits editing and review, helps to prevent 
distortion and consequent misunderstandings, and it produces a legally valid record. 

 It is mechanically efficient. Messages can be set down by hand or dictated, and can be 
conveniently transcrib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filed and retrieved. Copies in any number are 
also easy to make and distributed at relatively low cos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email. 

 It is convenient. The writer can do his writing or dictating at a convenient time. Conversely, the 
receiver of the correspondence can put it aside until ready to give it full attention. The reader can 
also reread the message and make port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 

  
C/ The absence of immediate response i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studying written communication.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us to write effectively in the course of foreign trade because: 
 

 Effective written communication is the life line of modern business and it is more so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 great deal of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is conducted through written 
communication. 

 Any piece of writing you do represents you. Since you are not there in person, the reader forms 
an initial impression of you or your corporation through the style of your writing an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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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language. In order to present a correct image of you or your corporation, you must be a good, 
effective communicator. 

 Writing leaves a permanent record. Great care must be taken, as anything in writing can be used 
to seal a contract or can, in case of a dispute, be used as a reason for breaking a contract. 

 Effective written communication saves money, time and energy. 
 “Don’t just write.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is not a product (such as a letter), but a process, and process implies change.In 
communication it is not what we present that is important, but what our reader(s) perceive(s) --what they 
understand, believe, and accept.Our objective in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to write a letter or send a 
report.Our objective is to help our readers understand or see for themselves what we hope their response 
should be. Our message is not an end, but only a means to a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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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7Cs Principle: Completeness and Conciseness 

 
7Cs PPrriinncciippllee  11::  CCoommpplleetteenneessss  
7Cs Principle 2 : Conciseness 

 
Completeness 
Conciseness 
Consideration 
Correctness 
Clarity 
Courtesy 
Concreteness 
 
1. 7Cs Principle1: Completeness 
  
Keep in mind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to write completely 
1) Try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asked. 
Whenever you reply to a letter containing one or more questions, try to answer all of them--stated or 

implied. 
If you have no information on a precise question at the moment, just say so clearly and sincerely, 

instead of leaving out the answer.If you have unfavorable news in answer to one or more questions, 
handle your reply with both tact and honestly. 

When saying no, be courteous and polite, but firm. 
Eg.1 We can not deliver the goods until May 1. (poor) 
  We can deliver the goods on May 1. 
Eg.2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deny your request for credit. 
  For the time being we can only serve you on a cash basis. 
 
Dear sirs: 
 Many thanks for your order of October 12.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to 
approach another manufacturer for the products you desire. To produce the machine required according to 
your specifications would mean setting up special equipment at our factory. This would not only be 
impossible to accomplish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but would seriously interrupt our production 
schedule.  We are sorry not to be more helpful, but hope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Please 
contact us again. We will be pleased to serve you in the future. 
                                                             Yours sincerely, 
2) Volunteer sth. Extra which, you think, may be of some use to your reader now o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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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Do you think it is enough to tell just the prices of the bicycles in the reply? 
 We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mporters of bicycles in Lagos, Nigeria, and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business relations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let us know the prices of your first-rate bicycles available 
for export to this country? 
3) Check for the 5W2H and any other essentials. 
5W2H: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How, How much 
eg. In a letter of ordering goods, we must tell clearly: 
  What(What we want) 
  When(When we need the goods) 
  Whom and Where(to Whom and Where the goods to be sent) 
  How(How payment will be made? How we would like them to be packed and shipped) 
  How much(How much goods do we need) 
For some letters---especially those that bring bad new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A message that answers the question why is more likely to motivate the correspondent to take the 
desired action than the one that does not explain why. 
 
2. 7Cs Principle 2 : Conciseness 
 
Conciseness ------communicating an idea in the fewest words without sacrificing completeness and 
courtesy. 
Guidelines to write concisely 
 
1) Omit trite expression 
 
eg. Not This                                       But Thi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write to us                 Please write us 
 due to the fact that                               because  
 during the year of 2003                           during 2003 
 in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in due course                                   soon 
 for the reason that                               since; because 
 in the event that                                 if 
 this is to advise you                              5 wasted word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s 
 for a price of $200,000                           for $200,000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request                    as you requested; as requested 
 
2) Avoid wordy statements and unnecessary repetition. 
 
Eg.1 I am writing you at this time to enclose in this letter a tentative plan for the forthcoming visit to 
California by our Director Mr. Nei next August when we might get together to discuss matters of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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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39) 
 Here is a tentative plan for Mr. Nei’s visit to California next August. (13) 
eg.2 We hereby wish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fully appreciate the confidence you have reposed in our 
products. (19) 
 We appreciate your confidence in our products. (7) 
 
3) Remove all the irrelevant facts in your message. 
 

Major causes of irrelevancy mainly includes: 
Not coming to the point. 
Including information obvious to the reader. 
Using big words to make an impression. 
Being excessive polite. 
Making too many unnecessary explanation 
Not revising the first draft of a long, complicated message 
eg.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you would allow us to extend the time of shipment for twenty 

days, and if you would be so kind as to allow us to do so, kindly give us your reply by cable without 
delay. 
 (better)Please reply by cable immediately if you will allow us to delay the shipment untiL Apri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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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7Cs Principle: Consideration and Concreteness 

 
7Cs Principle 3—Consideration 
Some notable exceptions where you attitude is not suitable Some 

notable exceptions where you attitude is not suitable  
7Cs Principle 4--Concreteness 

  
1) 7Cs Principle 3—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you prepare every message with the recipient in mind, trying to put yourself in his 

place. 
Suggestions: 

 Use “you”attitude instead of “We” attitude 
eg. (we attitude) We are happy to have your order for Gentlemen shirts, which we are sending today 

by CAAC Flight No. 345.  
  (you attitude) Your selection of Gentlemen shirts should reach you by Saturday, as they were 
shipped today by CAAC Flight No. 345. 

 
2) Some notable exceptions where you attitude is not suitable. 
 When the reader has made a mistake. 

Eg. (poor) You failed to enclose your pamphlet in the envelope. 
  (better) The envelope we received did not have your pamphlet in it. 
 
 When the reader has expressed an opinion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Eg. (poor) You are entirely wrong in your attitude concerning our claim. 
  (better) We’d like to explain in more detail why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our ordered 
goods. 
 
3) 7Cs Principle 4--Concreteness 
 Concreteness----being specific, definite, and vivid rather than vague and general. 
 Guidelines to write concretely 

A. Use specific facts and figures 
Eg1 These brakes stop a car within a short distance. 
These Type XYZOI power brakes stop a 2.5- ton car travelling 70 miles an hour, within 250 feet. 
Eg2 We wish to confirm our telegram dispatched yesterday. 
We confirm our telegram of January 16. 
Eg3 As requested in your recent letter we have already sent the samples to you. 
As requested in your letter PH-789 of Feb. 11, we sent you the samples by air parcel on Feb. 18. 
B. Use verbs of action 
Put action in verbs instead of nouns or infin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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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hiding in “quiet nouns”:              Action in the verb: 
We will give a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to 
your suggestions. We will consider your suggestions favorably. 

They have made their first installment 
payment for the goods. 

They have paid their first installment for the goods

The contract has stiptlation that….. The contract stipulates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ministry is to regulate 
and to supervise the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ministry regulates and supervise the the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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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7Cs Principle: Clarity, Courtesy and Correctness 

 
7Cs Principle 5--Clarity  
7Cs Principle 6--Courtesy 
7Cs Principle 7--Correctness 

 
1. 7Cs Principle 5--Clarity 

 Guidelines to help write clearly: 
 
1). Avoid using words or structures that cause ambiguity 
 
eg. 1 As instructed, we should send to your branch office in Shanghai 2 barrels of Turpentine Oil 

containing 25 gallons. 
   As instructed, we shall send to your branch office in Shanghai two barrels of Turpentine Oil each 
containing 25 gallons. 

As instructed, we shall send to your branch office in Shanghai two barrels of Turpentine Oil 
containing 25 gallons each. 

eg. 2 We are sending you in the enclosed list five samples of the goods for your market which we 
think suitable by air freight. 

As in the enclosed list, we are sending you by air freight five samples of the goods which we think 
suitable for your market. 

Eg.3 Fluctuations in the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sale will be for the buyer’s account. 
 Any increase in the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sale will be for the buyer’s account. 
Any change up or down(or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the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sale will be for the 

buyer’s account. 
 
2) Be careful of the position of the attributives 
 
eg.1  We shall be able to supply 10 cases of the item only. 
We shall be able to supply only 10 cases of the item. 
Eg.2 The goods we received contrary to our instructions are packed in wooden cases without iron 

hoops. 
The goods we received are packed in wooden cases without iron hoops contrary to our instructions . 
Eg.3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of May 6 an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received we believe that the firm 

referred to is quite a reliable one of this city.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received, we believe that the firm referred to in your letter of May 6 is quite 

a reliable one of this city. 
 
3) Be attentive to the position of nouns and p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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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1They informed Messrs. John & Smith that they would receive an answer in a few days. 
They informed Messrs. John & Smith that the latter would receive an answer in a few days. 
Eg.2We are willing to leave this matter to the company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unknown to us. 
 We are willing to leave the company this matter,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unknown to us 
eg.3Referring to your letter of Nov. 29, we enclose herewith two copies of the certificate of 

measurement as requested which were made out immediately upon discharge. 
As requested in your letter of Nov. 29, we enclose herewith two copies of the certificate of 

measurement which were made out immediately upon discharge. 
  
4) Carefully paragraph 
Eg.1 
Dear Sirs, 
 It is reported in a domestic newspaper that the Iranian      Central Bank has instructed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suspend their business of opening a new letter of credit as from the 3rd May for 
financial reason of foreign currency. Although it is said that this arrangement would be a temporary one 
and with establishment of new import policy this emergency arrangement would be lifted, we are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outcome of this movement toward restriction of import to Iran and shall be obliged if 
you will kindly keep us well advised of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arrangement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import from France. 

                                                               Yours sincerely, 
Eg.2 
 Dear Sirs, 

 Import to Iran 
It is reported in a vernacular newspaper that the Iranian Central Bank has instructed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suspend their issuing new Letter of Credit as from 3rd May because of its decreasing foreign 
currency funds.  

Furthermore, it is said that the suspension seems a temporary one and will be released with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mport policy. We are much concerned , however, about the outcome of this 
movement towards restriction of import to Iran. 

We, therefore, shall be obliged if you will keep us well informed of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state of 
affairs,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imports from France.  

                                                                         Yours 
sincerely, 

 
Eg. 3  
Gentlemen: 
                    Canvas Wooden Folding Chair 
 We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nvas Wooden Chairs. 
 We estimate our requirement to be about 20,000 to 30,000 pes. for the current year. 
We would like to place a trial order for 600 pes. only, in equal numbers of green, black and orange 

canvas, all white finished wood, port of discharge San Francisco. 
As stated in your letter of March 25,2002 (Ref. No. 127/187) the price is RMB 12.00 per pc. C&F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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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We will open a letter of credit for 600 pes. as soon as this trial order is confirmed. 
If for some reason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you to ship only 600 pes., please let us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wait your reply. 
Yours sincerely, 
 
Eg. 4 
Gentlemen: 
         Canvas Wooden Folding Chair (Art. No. W71-72) 
We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nvas Wooden Folding Chairs. We estimated or 

requirement to be about 20,000 to 30,000 pes. for the current year.  
We would like to place a trial order for 600 pes. only, in equal numbers of green, black and orange 

canvas, all white finished wood, port of discharge San Francisco. As stated in your letter of March 
25,2002 (Ref. No. 127/187) the price is RMB 12.00 per pc. C&F San Francisco.  

 We will open a letter of credit for 600 pes. as soon as this trial order is confirmed.  
If for some reason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you to ship only 600 pes., please let us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wait your reply.  
Yours sincerely,  
 

2. 7Cs Principle 6--Courtesy 
Courtesy---to give the receiver a feeling of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1). Answer your mail immediately 
2). Be sincere and naturally tactful, thoughtful and appreciative. 
3). Avoid using expressions that may irritate your reader 

3. 7Cs Principle 7--Correctness 
Correctness means the writer should: 
----Choose the correct level of language 
----Have a good command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Use only accurate facts, figures and words 
1) Choose the correct level of language 
A. Formal: Top-level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papers,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legal document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writings. 
B. Informal: Business letters, newspaper and magazine articles publication for general use, and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C. Acceptable only among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usually among the uneducated. 
Formal:                       Informal: 
anticipate                      expect 
ascertain                       find out 
deem                          think (believe) 
terminat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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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eavor                       try 
interrogate                      ask 
procure                         get 
utilize                          use 
2)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Figures and numbers should be correct 
A.  “以上”, “以下”, “以前”, “以后”的表达法 
二美圆和二美圆以上             60 打和 60 打以上 
 $2 or (and) above (over)          60 dozen or (and) up (upward,upwards) 
 $2 or (and) less (below)           60 dozen or (and) down (downwards) 
2%和 2%以上 
2% or (and) more  
50 罗或 50 罗以上的定单          不少于 50 罗的定单  
an order for 50 gross or upward     an order for not less than 50 gross 
B. “从……到……”的表示法 
5%到 10%(包括 5%和 10%)  5% up to 10% both inclusive 
5%到 10%(包括 10%)  over 5% up to 10% inclusive 
不包括 3%  any excess over 3% 
any amount over and above 3% 
a sum exceeding 3% 
a sum above 3% 
3) Chief Punctuation Marks and their uses 
A. The Comma (,) 
Nature: The shortest stop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s used to denote a brief pause in the sense of 

a passage when used: 
a) After brief, distinct statements combined in one sentence. 
Eg. Customs duties are also levied on drinkables, such as tea, cocoa, coffee, chicory, wine, spirits and 

things made of or containing spirit. 
b) When a number of nouns, adjectives, verbs, or adverbs are used together without conjunctions. 
Eg. English, French, Dutch, Spaniards and Russians frequented this important produce exchange. 
c) Before or after nouns in apposition. 
Eg. Billy, the barber, shaved his father. 
d) Before and after adjective clauses, introduced by “who” or “which”. 
Eg. The chairman, who was waiting for his opportunity now rose to take the vote. 
e) Before and after words and phrases introduced parenthetically, such as “therefore,” “in my 

opinion,” “nevertheless,” etc. 
Eg. We must, therefore, insist upon the immediate payment of the amount. 
B. The Semi-colon (;)--- Nature: This indicates a longer pause than one indicated by a comma. When 

used: 
a) To make a break in a long sentence containing many commas. 
Eg. The articles on which import duties are levied may be arranged in three categories; first, tobacco, 

cigars, and  playing cards; second, drinkables, such as tea, cocoa, wines, and spirits; third, drie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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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ams, sugar, and things made with sugar, such as confectionery. 
b)To make off separate statements that, having some natural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are 

concluded in a larger statement. 
Eg1. If I have stated my claim correctly; if I have reasoned it out clearly; if I have proved my right to 

the remuneration I request; how can he withhold the payment? 
Eg.2 The first column shows the date; the second, the name of the employee; the third,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and fourth, the amount of wage due to him. 
C. The Colon(:)---Nature: This is a stronger stop than the semi-colon, and denotes a longer pause. It is 

not much used now, for the semi-colon has generally taken its place. When used: 
a) To separate balanced sentences. 
Eg. Before him stretched the vision of a new world: behind lay the ruins of the old. 
b) Without or with a dash before a enumeration,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expression, “as follows,” 

“thus,” “the following,” when they introduce a series of particulars. 
Eg. The printing on the letter heading was as follows: 
                  ___ Telegraphic Addresses: __ 
                         London : “Cole.” 
                         Liverpool: “Cola.” 
                         Manchester: “Colon.” 
D. The Full Stop (.)---Nature: This is the longest pause in the language, and is used to make off a 

complete sentence. When used: 
a) At the end of every sentence. 
Eg. We shall send you the cheque tomorrow. 
b) At the end of every abbreviation. 
Eg. Inst. -------instant   Com. -----Bachelor of Commerce 
E. Correctly use capital letter 
A) North, South, East, West 
Eg. Cotton is the principal crop in the South; it is also grown extensively in the Southwest an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eastern Ohio, Southern Indiana 
b) Name of commodity 
Eg1. We have seen your advertisement in the “Textile World” and should be glad if you would send 

us patterns of Ladies’ Woolens with your best terms. 
Eg2.  We quote you 14 Family No. 3  
c) Name of files 
Eg.1 We have quoted our best terms on the enclosed Price List. 
Eg.2 Please let us have a Credit Note for the difference. 
Eg.3 The equipment about which you inquire is illustrated and described on page 20 of Catalogue 

E-35. 
d) 公司, 团体, 城市名称省略时用大写 
Eg.1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1000 annuity. 
Eg.2 The Association willgive you detailed information upon it. 
Eg.3 We have been representing Messrs. Snow & Co. of your city. 
e) 职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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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There is enclosed a letter from Mr. H. A. Anderson, Presiden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f) 船名 
Eg. We have shipped the goods by the “London Maru” of OSK. 
   We have shipped the goods via the SS POINT LO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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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The Layout of A Business Letter and Export/Import 

procedures 

 
Full block style Full block style  
Modified block style  
Modified block,Indented Style/Conventional Indented style  
Business letters: standard and optional parts 

 
1. Full block style 
(letterhead) 
 
April 21, 20_ _   
 
Mr. Paul A. Smith, President        
Smith &Sons, Inc.  
3107 Western Avenue   
New London, Connecticut 06320 

 
Dear Mr. Smith: 
Subject: Invoice 2011 
 
 
Sincerely, 
Calvin C. Dewitte 
 
2. Modified block style  

(letterhead)                        
April 21, 20_ _   

 
Mr. Paul A. Smith, President        
Smith &Sons, Inc.  
3107 Western Avenue   
New London, Connecticut 06320 

 
Dear Mr. Smith: 
Subject: Invoice 2011 

 
                                                                                               

Sinc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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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C. Dewitte 
 
3. Modified block, Indented Style /Conventional Indented style 

(letterhead) 
                                                                                                

April 21, 20_ _   
 
Mr. Paul A. Smith, President        
Smith &Sons, Inc.  
3107 Western Avenue   
New London, Connecticut 06320 
 
Dear Mr. Smith: 
Subject: Invoice 2011 

                                                                                           
Sincerely,   

Calvin C. Dewitte 
4. Business letters: standard and optional parts 
1) standard parts:  
Heading 
Date 
Inside address 
Salutation 
Body 
Complimentary close 
Signature 
Complimentary close formal  to   informal 
respectfully, truly, cordially, sincerely/faithfully,  
best wishes, warmest regards, regards,best,  yours 

 GUIDANCE ASSOCIATES 
                                       1695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 Y. 10023 
                                                                                                
May 3, 20_ _ 
The Jones Corporation 
1234 Seventh Avenue  
Tanpza, Florida 33606 
 
Attention: Mr. James Johnson, Personnel Director 
 
Ladies and Gent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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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he business letter 
 
This letter is an example of modified block style. All of the parts of the letter are included. Although 

the example shows the date to the right, it could be centered as well. The complimentary close and 
signature are typed to the right. They too could be centered. 

                                                                                                
Sincerely yours,   
David H. Walker 
Sales Manager 
DHW:feh 
Enclosure: 
cc Mr. Robert Martin 
P.S. 

2) optional parts:  
Reference section 
Attention line 
Subject line 
Enclosure notation 
Copy Notation 
Postscript 
5. Export/Import procedures---a broad outline 
 Preparation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Sampling  
 Making an offer 
 Bargaining 
 confirming a sale:  

 quality/quantity/weight 
 terms of payment 
 terms of packing 
 placing an order 
 signing contract 

 Preparing goods and making shipment 
 Insurance 
 Getting paid 
 Claims and Arbitration 

 
1) Preparation: Finding Market for Export Product 
 Using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 
 Example of the use of trade statistics as an initial step in market selection : 
 Suppose you are one of the market researchers in on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trade corporations. 

Your corporation has been selling a certain product to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early 2000. The corporation is planning a major sales drive to extend market coverage in Europ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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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The management is considering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Finland, Britain,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and Portugal.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on total imports of the product has been obtained: 

 Country        1996        1997           1998           1999 
                $ 000       $ 000          $ 000           $ 000 
 Finland         4000        5000           7500            30 
 Portugal         1500        1600           1000            5 
 Spain            900         1200           1500            5.5 
 Sweden          10000       12000          12500           45 
 Switzerland      12500        15500          15000           45 
 Britain          45000        50000          55000           180 

 
Country    Market      Market       Unit         Total        Final       size         
growth      value       ranking        Priority        (a)        (b)        (c)         
(d)            (e)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a+b+c   
1999       1998/1999   

Finland     4       1(+50%)       5($250)      10              4 
Portugal    6       6(--37%)       6($200)      18              6 
Spain      5      2(+25%)       4($272)       11              5 
Sweden    3      4(+4%)         3($277)      10              4 
Switzerland  2       5( 3%)        1($333)       8             2 
Britain    1       3(+10%)       2($305)       6              1 

2) More information needed to build up a market picture: 
(1)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stoms 
(2) Geography and communications 
(3) Legal environment 
(4) Economic conditions 
(5) Political risk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3) Selecting purchasing market and supplier for import Product 
Select supplier 

from political friendly country to avoid political risk 
from those that have good commercial reputation and sound financial standing 

Select product 
advanced  
good quality 
appropriate price and terms of trade 

4) Where to get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literature 
Banks 
Export promotion organization: eg.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ment department: eg.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ial Counsellor‘s Office  商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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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 of Commerce  商会 
Trade Directory  工商行名录 
Internet 
Friends in Business Circle 
Periodicals 
Advertisements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出口商品交易会 
Guangzhou fair  广交会 
Exhibition  展示会 
Mutual visits  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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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First Inquiry Letter 

A well-planned inquiry letter A well-planned inquiry letter  
Two contrast examples  
Reply to the first inquiry letter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1. A well-planned inquiry letter, especially to a client you have not done business before,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ell where and how you have heard about the company 
2. Introduce your area of business, financial standing, and the potential market at your end. 
3. Stated clearly what is needed, along with specific requirements if necessary. 
4.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prices that will lead to substantial orders in the future. 
5. Refer to discounts and other terms, such as method of payment and delivery requirements. 
6. Conclude cordially with a request for an early reply. 
2. Two contrast examples: 
Dear Mr. Piper: 
Recently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the Ideal Home Exhibition where I saw a sample of your 

plastic tile flooring. This type of flooring would, I think, be suitable on the ground floors of the houses 
here,. IN reply we are venturing to write you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aid commodity. 

We would be pleased to know the colors and designs which you are in a position to supply from stock, 
the discount you allow, and the special preparation needed for the underflooring. 

If information you supply is favorable to our needs, we shall consider placing an order with you.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by return mail. 
 
Dear Mr. Piper: 
We know you at the Ideal Home Exhibition, and now are interested in your plastic tile flooring. 

Please tell us whether you can supply them from stock. Also, please giv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What special preparation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he underflooring? 
(2) Are the title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e rising dampness? 
(3) In what colors and designs can the titles be supplied? 
(4) Are discounts given for orders amounting to $100.000 or more? 
We would appreciate your prompt reply. 
3. Reply to the first inquiry letter: 
1). Answer in time, usually within 48 hours.  
2). Appreciation of the inquiry. 
3).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asked. 
4).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useful to the reader. 
5). In case you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quirer, tell politely and tactfully. 

If possible, you try to recommend a factory or company that can offer the goods he needs. 
Eg. Dear Mr.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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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March 5, 2001. 
Unfortunately Fairchild Industries does not manufacture the items to which you refer. I believe that 

these items are manufactured by 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 Corporation, located at 1191 Jefferson 
Davis Highway, Suite 304, Arlington, Virginia 22202(Attention: Mr. Budhyatt). 

I suggest you forward your inquiry to them. Although the two companies at one time were the same, 
that is not the case now. I regret that we can not assist you at this time but look forward to being of help in 
the future. 

4.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A. Importance of investigating on financial standing ( a story) 
Early April 2002, a fax from one province of our northeast China appeared on the table of the ou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office of Consulate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The fax said: 
An American company promises to invest over 10 million dollars to buy a big hotel located in the 

downtown of the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This hotel was built in early 1980s and was onc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welcome visitors. For some time the hotel is losing money. The local 
government wants to renew the hotel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capital. S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no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any, it requires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office of Consulate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help to investigat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done by an investigation firm asked by ou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office shows that that American company just registered on March 2002 with home address as its 
registration address. No office, no staff and no business connection reflected on its accou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ells that that American company is nothing but a habitual lier. It has successfully obtained 
money through cheating. When it was given the right to operate the fixed asset, it raised mortgage on 
these fixed asset from the bank. And by pretending to buy machines from abroad these money was 
remitted out. Investigation on financial standing prevented the local government from losing. 

B. Where does an exporter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his customer’s credit rating? 
Commercial Counselor's Office of Embassy or Consulate Office 
Investigation firm, for example, Dun & Bradstreet which investigates all major companie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publishes their ratings in a directory and also makes individual reports to subscribers. 
Your bank, which can consult its correspondent bank in the customer’s country. 
Your agent in the customer’s country, if you have one. 
A fellow exporter or manufacture with some experience in the customer’s country. 
A credit - rating organization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organization, which often include provisions in their polici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customer’s credit status and for setting limits on the credit.  
 Inform/advise/notify 
 Inform sb. Of sth. 
 Eg1.We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 time of shipment. 
 Inform –that clause/be informed of/that 
 Eg1.We informed you that the business was concluded at CIFUS$20 per ton. 
 Eg2.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 samples requested have been posted. 
 Keep sb. Informed of/that 
 Please keep us informed of any possible change in the marke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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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s:  condition with regard to price, payment, etc. 
 We sell garments at reasonable terms. 
 We find your price terms unacceptable. 
 Literature   资料总称 
 pricelist   
 bulletin  简单的小册子 
 brochure/ pamphlet 
 catalogue 
 manual/instruction: 
 operation manual,  
 precaution(药的说明） 
 application manual 

    C. Telephone:  
 Operator                   general                       extension 

        接线员                    总机                          分机 
 Give give me (extension No.) ……. 
 Please put me through (extension No.) ……. 
 There is nobody here by that name. 
 Please hold the line. I’ll get him for you. 
 Just a minute. 
 You are wanted on the phone. 
 There is a phone for you. 
 He is occupied by  sth. now. 
 The taxi is occupied. 
 He is in conference now. 
 He won’t be available for some time. 
 May I have your name so that I can tell him to call you later? 
 Can I take a message? 
 Someone is speaking over the line. 
 The line is cut off. 
 We are cut off. 
 You are connected.       You are in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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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Inquiries and Offers    

 
Inquiry/Enquiry  
Examples of a firm offer  
Make/send/cable/telex an offer at (price) 
Setting export price  
Cost considerations  
Techniques of export pricing 

 
1. Inquiry/Enquiry 
Keep it short and keep it to the point 
Offer:firm offer--promising 
         non-firm offer--inducement 
offerer----offeree 
addresser---addressee 
valid time 
the time of validity 
2. Examples of a firm offer 
EG1:  Dear Mr. … 
We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of 8 October and enclose our quotation for electronic toys. 
We have sent you our latest illustrated catalogue today by parcel post. Their attractive design and the 

reasonable prices at which we offer them will, we hope, convince you that our toys are really good value. 
Provided we receive your order by 30 October, we make a firm offer for delivery by the middle of 
November at the prices quoted. 

On orders for 300 pieces or more we allow a special discount for 4% and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order. 

EG2:  Dear Mr. Yee: 
We were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of July 17, 2002, and appreciate your interest in our Brown 

Crystal Sugar. 
At your request, we are quoting you, subject to our final confirmation, as follows: 
1). Commodity: Brown Crystal Sugar. 
2). Packing: To be packed in new gunny sacks of 11 kgs. Each. 
3). Quantity: Ten Thousand (10,000) metric tons. 
4). Price: One hundred and five U. S. Dollars (U.S. $ 105) per metric ton, FAS Manila. 
5). Payment: 100% by irrevocable and 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 to be opened in our favor through 

the Bank of China in Shanghai and to be drawn at sight. 
6). Shipment: Three to four weeks after receipt of letter of credit by the first available ship sailing 

directly to Shanghai. 
We do not have much ready stock on hand. In order to enable us to effect early shipment, your letter 

of credit should be opened quickly if our price meets with your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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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wait your immediate reply. 
3. Make/send/cable/telex an offer at (price) 
Now we are making an offer for 100metric tons of cement at $70 per metric ton  CIF London. 
Please make us your lowest quotation CIF London. 
We are glad to make an offer at a proper price on a CIF basis. 
on the basis of CIF. 
Please tell us the quantity you want, so that we can work out the offer.  
Offer/quote 
Please offer us your lowest quotation for cement on a FOB basis. 
We offer you the iron nails at an attractive price. 
We offer you an attractive price for the iron nails. 
Please quote us walnuts. 
我们很高兴地向你们报盘：10，000 公吨尿素每公吨包括理仓费在内的 天津港船上交货价 135

美圆。 
We are pleased to make you an offer at $135 per-metric ton FOBS Tianjing for 10,000 metric tons of 

urea. 
我们很高兴地向你们报盘：5，000 吨花生每吨运费加成本中国港口价 130 美圆。 
We are pleased to make you an offer at $130 per ton CFR Chinese port for 5,000tons of 

peanuts/groundnuts. 
请报 50 吨铜智利港到岸价。 
Please give us an offer for 50 tons of copper CIF Chilean port.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有 50 吨的火柴棍可供出口。此报盘 1 月 15 日起 10 日内有效。 
Now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re are 50 tons of matched-sticks available for export. We 

will keep this offer open for a further ten days from 15th Jan. 
4. Setting export price 
Cost considerations 
Techniques of export pricing  
exchange of pricing for different trade terms 
an exercise for pricing 
5. Cost considerations 
1). Cost of production 
2). Selling and delivery cost  
3). Insurance premium 
4). Taxes and tariffs 
6.  Techniques of export pricing 
1).break-even pricing 
2).Cost-plus pricing 
3).Marginal cost pricing 
4).Profit maximization 
A. break-even pricing 

 This is a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quantity of sales at which the firm’s revenues will 
equal its costs identifying a breakeven point at the specific price. If more units are sold 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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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he firm makes a profit. If fewer units are sold the firm incurs a loss. 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break-even quantity is as follows: 

 Quantity                       Total Fixed Cost 
 of Product=   Unit price -- Average Variable Cost 
 eg. A firm intends to sell a product at a unit price of ￥80. The total fix cost is ￥300,000 

with average variable cost of ￥30. The break-even quantity can be calculated with the given 
equation. 

 Quantity of product = 300,000/(80-- 30)=6,000 (unit) 
 By the same token, if the firm has determined the total cost for producing and selling any 

given quantity of products, the break-even price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equation: 
 Unit Price = Total Fixed Cost / Quantity of Sales + Average Variable Cost = Average Fixed 

Cost + Average Variable Cost 
 Use the above example. If the quantity of a product is 6,000 units, the unit price at which 

the firm can break even is as follows: 
 unit price = 300,000/ 6,000 +30 =50 + 30 = 80 (￥) 

B. Cost-plus pricing 
 This is a technique used extensivel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involves taking a basic cost 

figure and adding to it an amount to cover profit and other unassigned costs, then to arrive at a 
selling price.  

 For example, a Chinese Foreign Trade Company may purchase shirts from garment 
factories at a price of ￥10 each, and then add ￥5 to the original price to arrive at a CIF selling 
price of ￥15 for one shirt. The mark- up rate is 5/15. The cost- plus pricing is similar to mark-up 
pricing which is the simplest pricing technique. It is also frequently used by wholesalers and 
retailers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But in cases where the basic costs can not be clearly defined, this pricing policy will 
become quite complicated. 

C. Marginal cost pricing 
 Question: 
 Sometimes the export price is lower than the domestic price. Does that mean that there is 

no or low profit margin on the export sales. Why should the firm bother to export if more profit 
can be earned on home sales? Is exporting not worthwhile? 

 Answer: 
 In many cases a firm has more production capacity than the home market can absorb. If the 

firm does not export, it will not exploit the idle capacity. As a result, the firm has to spread all the 
fixed cost over the home sales because whether or not it exports, it incurs these overhead costs. 
However, it may dawn on the exporter that his fixed costs are already covered  by his home 
sales. What he has to do when pricing his export products is only to calculate the extra production 
costs involved ---- the variable costs for producing the extra products. These costs represent his 
marginal costs. The unit cost of the extra export products is lower than the domestic unit cost. 
This means that the break-even price to exports can be far lower than if the exporter calculated it 
on the basi8s of both fixed and variable costs. This enables the exporter to price his exports at 
lower prices so as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 and still get additional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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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Marginal costing is valid only to a certain point. The exporter can only increase his 
production to reach the full capacity of the plant. When he has to make additional investment to 
raise the capacity of the plant for producing export goods, the fixed costs like that of the new 
equip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marginal costs, which will be much higher 
than before the new equipment is installed. 

D. Profit maximization 
 Option A         Option B        Option C 
 unit price         ￥3.00           ￥ 2.50           ￥ 2.00 
 Expected number    100             200                 250 
 of units sold 
 Expected sales     ￥ 300           ￥ 500            ￥ 500 
 revenue 
 Total cost         ￥ 200           ￥ 300             ￥ 350 
 profit            ￥ 100            ￥ 200             ￥ 150 

 
 Theoretically the firm should stop producing or selling when the extra revenue brought by 

the last product equals the marginal cost of producing this product. 
 Among the above options, the profit will be the largest when the unit price is set at 

￥ 2.50. 
 Identifying this point is what the exporter should strive to do in order to earn more foreign 

exchange . 
E. An exercise for pricing 

 Question: 
 Xinxing company was asked by an Australian company to give quotation for 1,000 units of 

Sleeping Bag. Please make an offer on CIFC3% basi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domestic purchasing cost for one unit of Sleeping Bag is ￥50, Total expenditure of all 

other domestic expenditure is ￥5000. The Sleeping Bags were packed in cartoon, each 
containing 20 units of the commodity. Ocean freight from shipment port to Sidney is $20 per 
cartoon. The goods were covered against All Risk with premium rate at 0.8% ( $1 = ￥8) 

 
 Answer: 
 FOB = Cost + expenditure + profit 
         = (50 + 5000/1000 ) x 110% 
         = 60.5 ( $/unit) = 7.56 ($/unit) 
 freight = $ 20 /20 = $ 1 (per unit) 
 CFR = FOB + F 
         = 7.56 + 1 = 8.56 ( $/unit) 
 CIF = CFR / (1-- 110% x premium ) 
        = 8.56 / (1-- 110% x 0.8%) 
        = 8.64 ($/unit) 
 CIFC3% = CIF net / (1-- 3% ) 
                = 8.6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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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1 ($/unit) 
 We are pleased to make you an offer at $8.91 per unit CIFC3% Chinese port for 1,000 

units of sleeping 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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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On Price 

 
Language Used  
On Price  
Factors Considered  

 
1.Language Used  
Per : for each, for every; through, by means of 
eg. At fifty cents per yard. 
Shipment per steamer during August/ September with transshipment at Copenhagen. 
 
Stand up to  
eg. This carpet stands up to the wear and tear of continued use. 
The economy would not stand up to wartime pressures. 
 

2. On Price 
A. Group One 
1). 对这样的大的购买量，你应给我方折扣。 
2). 当然，我们只对大量的订货才有折扣。 
3). 我们经常能从欧洲的进口商得到 4%的折扣。 
4). 我们订了这麽大批的货，3%的折扣远远不够。 
5). 正是考虑到你方大量的订货，我们破例同意给你 3%的折扣。 
6). 由于我们已报给你我方的最低价，所以不能再给你方任何折扣。 
7). 考虑到这是新产品，所以再给你方 1%的折扣。 
8). 由于这是你方的新产品，你方能否考虑为了打开市场再增加一些折扣？ 
1). You should give us a discount for such a big quantity. 
2). As usual, discount is allowed for a big order. 
3). We usually get a 4% discount from the European exporters. 
4). We are placing such a big order, so such a 3% discount is far from enough. 
5). Considering your large order, we make an exception now and agree to give you a 3% discount.  
6). Because we have offered you our rock-bottom price, we cannot give you any more discount. 
7).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new product, we make an exception to give you a further 1% 

discount. 
8). As this is a new product of yours, would you consider increasing your discount to 

open/explore/enlarge market. 
B. Group Two 

 感谢贵方 8 月 20 日的报价及寄给我们的鞋样品 。 
 我们很欢你们鞋子的质量。但可惜即使考虑到这种质量你们的价格高了。很遗憾这种

价格下我们无法下定单。 
 尽管如此，我们很欣赏这些鞋的质量，希望能与你方做成交易。我们建议你们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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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些折扣以便我们将你们的产品介绍给我们的顾客？ 
 Thank you for your quotation of 20 August and for the samples of shoes you sent us. 
 We appreciate the good quality of your shoes. But unfortunately your prices appear to be 

on the high side even for shoes of this quality. We regret that at these prices we can not place an 
order. 

 We, however, like the quality of your shoes and would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May we suggest that you make some allowance on your quoted prices so as to 
introduce your goods to our customers? 

 感谢贵方 8 月 22 日的来信。很遗憾你方觉得我们的价格太高了，我们的报价使我们

仅有微利可图。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从老顾客那儿接到许多定单，我们甚至不能按此价格供

货。 
 我们的价格已经给大定单以充分的折扣。诚如你们所知，我们是在高竞争的市场中，

这使我们不得不将价格降到最低。我们希望价格能再降些，但遗憾做不到。 
 尽管我们不能再降价了，我们还是希望能接到你们的定单。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22 August. We are indeed sorry you find our prices too high. 

Our quoted prices leaves us with a small profit an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regular orders we receive 
from a number of our customers, we could not have quoted for supplies even at those prices. 

 Our prices already make full allowance for large orders and, as I am sure you know, we 
operate in a high competitive market in which we have been forced to cut our prices to the 
minimum. We wish we could lower our prices but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do so. 

 Despite our inability to offer you lower prices, we still hope we may receive an order from 
you. 

C. Group Three 
 从贵方 8 月 22 日的来信中我们遗憾地获悉你们觉得我们的价格太高。我们尽了最大

的努力尽可能地降低价格。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断的寻求制鞋的新方法。 
 考虑到鞋的质量我们认为我们的报价一点也不高，但考虑到双方长期的商业往来，我

们决定对金额超过￥10，000 的定单再给予 3%的特别折扣。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我们能做

的最大让步。我们希望更改后的价格能促使你们下定单。 
 We are sorry to learn from your letter of 22 August that you find our prices too high. We do 

our best to keep prices as low as possible without sacrificing quality. To this end we are 
constantly enquiring into new method of making shoes.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the shoes offered we do not feel that the prices we quoted are at 
all excessive, but bearing in mind the long sta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our firms, we have 
decided to offer you a special discount of 3% on an order exceeding $10,000. We make this 
allowance because we should like to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but we must stress that it 
is the furthest we can go. We hope this revised offer will now enable you to place an order. 

 E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sth. Is done or towards which you are doing 
 To that end the committee is trying to developing a formula which will be accepted to all 

concerned. 
 their use of industrial power for political end. 

3. Factors Considered 
 Cost price   成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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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y price/ manufacturer price  出厂价 
 Purchase price 
 Sale price 
 Wholesale price 
 Retail price 
 Cash price 
 Unit price/ piece price 
 Favorable/preferential price price 
 Maximum /ceiling price 
 Minimum/rock bottom /lowest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Keen price   克己价，薄利价 
 EG: 我们只对高质量的产品感兴趣。 
 W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superior products. 
 The superior goods are of interest to us. 
 这件产品的质量比那件好。 
 This quality is superior to that. 
 随着圣诞来临，市场一定会上升。 
 With the Christmas coming, the market is bound to go up. 
 从长远看这种经济合作一定会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 
 In the long ru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promote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作为答复现通知你这种产品的供应已被一日本厂家垄断。 
 In reply, we inform you that the supply of this goods in our market has been monopolized 

by a Japanese maker. 
 Your price is really too high.  
 on the high side. 
 prohibitive. 
 rather excessive. 
 你的价格太高了。 
 I am sure that your price is really on the high side. 
 价格比去年提高了 25%。 
  It increased by 25% compared with that of last year. 
 我们经不起如此杀价。 
  We can not stand up to such a big cut of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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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Ordering 

 
An order letter  
Language  
Expressions in Quality  
Weight  

 
1. An order letter 
Dear Sirs: 
We thank you for your quotation of 3 October and the sample garments you sent us.We find both 

quality and prices satisfactory and are pleased to place an order with you for the following: 
1,000   MJ Blouses 
            (five colors and five sizes) 
2,000   CP Suntops 
            (also five colors and five sizes)   
The terms agreed upon with Mr. Wang during my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his morning are as 

follows: 
a. Prices as stated in your quotation of 3 October to include delivery to final destination. 
b. Payment to be made in Sterling to your London representative within one month of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Liverpool. 
c. Insurance to be arranged by you with a Lloyd’s broker through your London representative. 
We should appreciate prompt shipment and hope to establish a regular connection for the future if 

this first consignment proves to conform to samples supplies. 
2. Language:  

 Trial order     试定单    
 initial order          首批定单    
 New /fresh order          新定单 
 Fresh order/ offer/business  
 New product/brand  
 Out standing /pending order   未完成定单 
 Repeat order    续定单 
 Duplicate order    重复定单 
 Firm order    不可撤消的定单 
 Backlog    积货 
 Indent house   定货行                      indent（有委托行的）订货 

We wish this initial order conduce to/lead to /pave the way for many repeats. 
on order 
The goods you want are on order. 
Dispatch/dispatch 
Please try your best to dispatch the goods of our order No.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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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o your best to hasten the dispatch of … 
 Order 
 We order from you. 
 We order from you the goods in your quotation. 
 If you order at once, we will arrange 5,000 cases of machines for you. 
 Place/book an order with sb. 
 Reject an order 
 We appreciate your order of/for 1,000 tons of beans. 
 Commit  v.     
 Commitment   n. 承诺，承约 
 commit sb. to do sth. 
 Commit sb. doing sth. 
 We will do our best to advance the shipment, but we can not commit ourselves. 
 我们会尽力提前装运，但我们不能保证。 
 Our factory is heavily/fully committed for the forth quarter. 
 我们厂第四季度的定单（承诺）很多。 
 We are not committed to make delivery in August. 
 Book   
 定货单  booking the order 
 定船舱  booking shipping space 
 定仓单  booking note/memo 
 由于大量定货，目前我们不能再接受新的定单。 
 Owing to the heavy bookings/orders, we cannot accept any new/fresh orders. 

3.  Expressions in Quality 
A. P/C= Purchase Contract/purchase Confirmation 
S/C= Sales Contract/ Sales Confirmation 

Trade mark  商标 
Brand      品牌 
Tolerance   公差 
F.A.Q. Fair Average Quality        良好平均品质（大路货） 
G.M.Q. Good Merchantable Quality  良好可销品质 
Sale by trade mark or brand        凭商标或品牌买卖 

             specification                    凭规格买卖 
             description or illustration          凭说明书或图样买卖 
             buyer’s sample                  凭买方样品买卖 
             counter sample                  凭对等样品买卖 
             grade                          凭等级买卖 
             standard                       凭标准买卖 
B. 品质优良 quality is excellent,  superior,  very good,  good,  fine,  best,   high,    

wonderful,  supreme,   attractive 
C. 品质低劣   quality is bad,  inferior,  not good,  poor,  imperfect,  defective,  faulty,  

second-rate,  lower,  un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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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品质保证 
retain the good quality 
keep up to the standard quality 
obtain a good quality 
attain the best quality 
secure an excellent quality 
E. 物品已达标准品质 
An article is up to the standard quality 
An article is of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standard 
An article is equal to the standard quality 
An article is the same as the standard quality 
 物品在标准以下 
 An article is below the standard. 
 物品在标准之上 
 An article is above the standard. 
 物品与标准一样 
 An article is up to the sample. 
 An article is equal to the sample. 
 An article tallies with the sample. 
 An article corresponds with the sample. 

EG:  
 本公司将在 8 月 10 日前寄出契约数量。 
 We will deliver the contract quantity by August 10.  
 由于这笔订单数量很大，本公司希望贵方能给予数量折扣。 
 As this is a large order, we would like you to give us your quantity discount. 
 交货数量是 560 吨，和契约数量有出入。 
 The delivered quantities are 560 tons and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act quantity. 
 由于定单众多，本公司能出售的最高数量是 100 台。 
 Owing to the rush of orders, the maximum quantity we could sell is 100 sets. 
 由于生产系统的关系，销售的最低数量是 10 台。 
 For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 the minimum quantity that could be sold is 10 units. 
 这项产品有很多需求，请告知贵公司的现货数量。 
 We have many inquiries for this item. Please give us your quantity available. 
 本公司计划大量购买这项商品。 
 We are planning a quantity purchase for the merchandise. 
 本公司对这项物品，准备下一张大数量的定单。 
 We are prepared to make a quantity order for this article. 
 这笔定单本公司准备追加 10 台。 
 We will have an additional quantity of 10sets for this order. 
 本公司的存货充足，足以提供给贵方。 
 We have a stock of sufficient quantity to supply you. 
 请惠知本公司贵方可交货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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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et us know what your workable quantity is. 
 该交货的数量中，不足数是多少？ 
 What will be the deficiency of the quantity delivered? 
 和契约上的数量有出入。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quantity from the contract. 
 比契约上的数量少 1 台。 
 There is a shortage of quantity of one set from the contract. 
 至于超额的数量，请在销售后清算。 
 As to the excess quantity, please settle it after the sale. 
 我们不想以一般的装船数量为条件，而改采卸货数量为条件。 
 We would like to adopt landed quantity terms deviating from the ordinary shipped quantity terms. 
 关于这份定单，本公司希望贵方能允许依契约数量有 5%的误差。 
 Concerning this order, we would like you to grant us 5% more or less terms on the contract 

quantity. 
 由于这是本公司第一次和贵方做生意，因此本公司希望知道贵方可能接受的最大和最小数

量。 
 As this is our first business with you,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maximum acceptable quantity 

and minimum acceptable quantity 
4. Weight 
ISU SI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Metric System 
British System : short ton 
U.S. System: long ton 
Gross weight     毛重 
Net weight       净重 
Freight weight    运费吨 
Measurement ton  尺码吨 
Weight ton       重量吨 
Tare             皮重 
Actural /real tare       实际皮重 
Customary tare        习惯皮重 
Average /standard tare  平均皮重 
Computed tare        约定皮重 
net net weight         实物净重 
Theoretical weight 理论上的重量 
Conditioned weight 公重 
Shipping weight   离岸重量 
Landing weight    到岸重量 
Gross for net      以毛作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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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Pack and Terms of Payment  

 
Most Frequently Used Expressions in Packing  
Terms of Payment  

 
1. Most Frequently Used Expressions in Packing 
1)Pack 
 Packing: packing charge 包装费用 
 Packing instruction  包装要求 
 Exporting packing  出口包装 
 inner./outer packing  内/外包装 
 Neutral packing  中性包装 

2)Packing 
 Seaworthy packing  适合海运的包装 
 strong export packing  
 wooden packing case 
 paper box               carton box  纸箱  
 wooden case  木箱 
 plywood case 三夹板箱 
 Crate 板条箱 
 Bag 包                     bale 布包           
  Barrel 琵琶桶            cask 桶           keg 小圆桶 
 Poly-bag 塑料编制袋     gunny bag 麻袋 
 drum 鼓状容器       flask  瓶状容器 
 tin/can 听/罐    
 multiply craft-paper bag 多层牛皮纸袋 
 C.K.D.=complete knock down  全拆卸包装 
 S.K.D.= semi-complete knock down  半拆卸包装 

3)Egs: 
 这种物件是易碎品，请以耐用包装来装箱。 
 As this article is fragile, please case it into durable packing. 
 这项物品的损坏很明显是由于包装不良。 
 The damage on this article is apparently due to inferior packing. 
 这件物品的价格已包含了包装费。 
 The cost of this article is packing included. 
 这些货物要装入内衬有铝箔的木箱内。 
 The goods should be packed in an aluminum--foiled wooden case. 
 请以双层塑料袋来包装这批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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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ack the goods in a double polyethylene bag. 
 这些货物请用有包装带加强的坚固纸板盒来包装。 
 Please pack the goods in a strong cardboard box secured with string. 

4) Translation 
 请将这部机器以坚固木箱包装，并将机器的所有光滑部分以大量填塞物包装，以免磨损或

与箱子碰撞。 
 同时，请将这部机器装入大约 10 立方米的箱子里，外部再覆以防水布，并以金属带纵横包

起来。另需在箱子上开出气孔，以减少水蒸汽凝结。 
 Venthole 通风口，出气口    condensation 凝结      scratch 擦 
 Please pack this machine in a strong wooden case and wrap and pad generously all polished parts 

of the machine to avoid scratches and knocks against the container. 
 Also please put the machine in a case of about 10 cubic meters covered with waterproof cloth and 

strapped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with metal bands and cut ventholes in the case to minimize 
condensation. 

 Pad:用软物填塞，衬垫 
5) Usages:  
 装在某容器中，只有货物，没有数量或数量为一，用 in 
 Walnuts are packed in double gunny bags. 
 Walnuts are packed in double gunny bags, each containing 100 kilograms. 
 Walnuts are packed in double gunny bags of 100 kgs. each. 
 提到数量超过一用 to 
 Each pair of socks is packed in a plastic bag, ten plastic bags to a box. 
 A dozen pair of nylon socks is/are packed in a box, and ten dozen to a wooden box. 
 Twelve pieces of pens are packed to a box and 200 boxes to a wooden case. 
 Pens are packed 12 pieces to a box. 
 Two pieces of folder-chairs(折叠椅） are packed to a crate. 
 Folder-chairs are packed in crates of two pieces each. 
 In…(包装工具) of …(数量) each 
 EG. In wooden cases of 50 dozen each 
 用木箱包装，每箱装 50 打 
 in…(包装工具), each containing …(数量) 
 in wooden cases, each containing 50 dozen 
 in … (包装工具), …(数量) to one (包装工具) 
 in wooden case, 50 dozen to one case 

2. Terms of Payment  
1). Payer         payee/beneficiary 
Cheque/check   支票 
Promissory note  本票 
Banker’s promissory note  银行本票 
Commercial promissory note  商业本票 
Draft/bill of exchange  汇票   当事人如下： 
Dra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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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ee 
Payer 
2) Bill of Exchange:  
Drawn under—A Bank L/c No.***-----（出票缘由） 
Dated --------------payable with interest-----------% 
No.-------Exchange for USD -2888.00-Shanghai, China-Dec. 31,20— 
At-------sight of this First of Exchange(Second of Exchange being unpaid) 
Pay to the order of –EVERBRIGHT BANK OF CHINA（收款人/出口商银行）—the sum of—US 

DOLLAR TWO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EIGHTY EIGHT ONLY— 
To ----A Bank---（受票人/付款人/进口商银行） 
                                        （出票人） SHANGHAI GARMENT CO. 

                                                           Signed  (出票人签字） 
3. Terms:  

A. Banker’s draft/bill of exchange 
 Commercial draft/bill of exchange 
 Clean draft 
 Documentary draft 
 Sight draft  
 Time/usance draft 
 banker’s acceptance draft  银行承兑汇票 Commercial acceptance  商业承兑汇票 
 Payable at 12 days after sight  见票后 12 天付款 
 Payable at 12 days after date  出票后 12 天付款 
 pay Payable at 12 days after bill of lading  提单 12 天后付款 
 At a fixed date   固定日付款 

B. 指示性抬头  Pay to the order of  
 限制性抬头  Pay to ….only           Pay to the bearer/holder 
 合法持票人 Bona Fide bearer 
 Pay to the Bank of China or the order/its order 

C. remittance   汇付 
a) M/T    mail transfer   信汇 
b) T/T     telegraphic transfer    电汇 
c) D/D    demand draft    票汇 

D. collection  托收 
a) D/P     b)      D/A 

E. Letter of credit (L/C) 
L/c: （Sample given to students and content of L/C studied) 
applicant/ principal 
Opening/issuing/establishing bank 
Informing/advising/notifying bank 
Beneficiary    Negotiate 
Negotiating bank     Paying bank 
Reimbursement  偿付   Reimbursing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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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ypes of L/C: 
 Clean L/C 
 Documentary L/C 
 Irrevocable L/C 
 Revocable L/C  
 Sight L/C     Time/usane L/C 
 Buyer’s time L/C 
 Confirmed L/C 
 Unconfirmed L/C 
 Transferable /negotiable L/C 
 Untransferable /non-negotiable L/C 
 Revolving L/C 
 Back to back L/C 
 Stand by L/C 

4. Buyer instructs bank: 
We enclose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documentary credit and shall be glad if you will arrange to open 

for our account with your office in London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for $30,000 in favor of the Urban 
Trading Company, the credit to be valid until Nov. 11. 

The credit which evidences shipment of 2000 tons of Steels may be used against presentation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Bills of Lading in triplicate, one copy of Commercial Invoice, Packing List,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and Certificate of Origin. The company may draw on your London office at 60 d/s 
for each shipment. 

5. Bank agrees to open credit 
Dear sirs, 
As instructed in your letter of 2 May we are arranging to open a letter of credit with our office in 
London in favour of the Urban Trading Company, valid until 30, November. 
Please check our enclosed telex opening the credit to ensure that it agrees with your instructions. 
As soon as the credit is used we shall debit your account with the amount notified to us as having 
been drawn against the LC. 
We shall see to it that your instructions are carefully carried out. 
Yours faithfully, 

6. Buyer notifies exporter 
现通知你方我们已经让伦敦 ABC 银行开立了以你方为受益人的金额为 30，000 美元的不可

撤消的信用证，有效期至 11 月 11 日。 
该信用证授权你方发货后从伦敦的银行支取 60 天的远期发票金额。在接受汇票前，银行会

要求你们出示下列单证：一式三份提单，一份商业发票，装箱单，保单及原产地证书。我们期待你

方 11 月中旬的货物。 
We writ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now opened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n your favor for 

$30,000 with ABC bank, London, valid until 11 Nov. 
The letter of credit authorizes you to draw at 60 days  on the bank in London for the amount of 

your invoice after shipment is made。 Before accepting the draft , the bank will require you to produc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Bills of Lading in triplicate, one copy of Commercial Invoice, Packin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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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and Certificate of Origin. We expect your consignment about the middle of 
November. 

7. Amend L/C 
When checking L/C, pay attention to two kinds of errors: 
1) careless errors: 
eg. 1) Type of L/C: irrevocable? Confirmed? At sight or nuisance? 
2) Are parties concerned (seller and buyer) correctly given? 
3) Are contract number and L/C number correct? In L/C       
there are two numbers. One is contract number, and another is L/C number. 
4) Are unit price, total value, terms of payment, shipping time, shipping port and destination port, etc. 

in agreement with the contract? 
By checking carefully, this kind of errors can easily be found and corrected. 

 
Assignment for Students（课后作业布置） 

1. Finish all the exercise following each chapter,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2. Write an article with the theme of the related topic.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大纲 

赵洪芳、田力男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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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商务英语》作为大学英语高级模块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生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 
程后的公共选修课。 
《商务英语》教学是在外语教学理论指导下，以商务理论、语言与实务为主要内容，遵循语言

教学的客观规律，集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专业英语教学体系。 
《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旨在为培养我国商贸领域所需的既能熟练掌握英语又能从事对外商贸活

动的复合型人才，帮助那些具备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继续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向他们传授国际商务

基础知识，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商务沟通能力，使其能够利用英语直接从事和研究

对外经贸的实践和理论工作。 

本课程主要教科书为：王玉章编著，《现代国际商务英语》，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一

版；廖瑛等编著，《国际商务英语－商务理论、语言与实务》，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赵洪芳、田力男。 

一、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商务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 
1、使学生掌握商务术语的英语表达方法。 
2、使学生了解国际商务英语的文体风格和语言模式，包括商务英语的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

国际商务写作的语言模式和写作方法，并能够熟练地书写商务英语信函，与国外商务人士进行商务

交流和谈判。 
3、使学生掌握国际商务基础知识，尤其是国际贸易知识。 
4、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商务沟通能力。 
5、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和对国际商务事务的基本感悟

力。具体地说，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词汇 
领会式掌握 5500 单词和 1200 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其中复用式掌握的积极词汇为 2500 单

词 (包括中学所掌握的单词和词组)，并具有按照构词法识别生词的能力。能识别和运用基本的商

务英语词汇。 
2）听力理解能力 
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谈话和讲座；能听懂语速为每分钟 150 词左右、题材熟悉、

句子结构不太复杂、篇幅较长的国内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讲授的专业

课程；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领会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并能进行基本分析、推

理和判断。能听懂关于商务英语谈判的会话。 
3）口语表达能力 
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或就某一主题进行讨论，较好地掌握会话策

略；能基本表达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和基本陈述事实、事件、理由等，表达思想清楚，语音、

语调基本正确。能与外国商务人士进行基本的商务谈判会话，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4）阅读理解能力 
能顺利阅读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性题材的文章和基本阅读英语国家报刊杂志的一般性题材文

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80 词；在快速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的材料时，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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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词，并能就阅读材料进行略读或寻读；能够基本读懂商务英语方面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

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5）书面表达能力 
能写日常应用文；能写出商务英语论文的英语摘要；能借助参考资料写出与本专业相关的报告

和论文，结构基本清晰，内容较为丰富；能描写各种图表；能就某一主题在半小时内写出 160—180
词以上的短文，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文理通顺。能准确地书写商务英语信函。 

6）翻译能力 
能借助词典翻译一般英美报刊上题材熟悉的文章和摘译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文章或信函；能借

助词典将内容熟悉的汉语文字材料和商务英语专业论文译成英语，理解正确，译文基本通顺、达意，

无重大语言错误；英译汉速度为每小时 350 英语单词；汉译英速度为每小时 300 汉字。 

二、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内容包括国际商务总论（国际商务定义，活动范围，国际风险，国际商法，商业信用，

国际商务管理，世界贸易组织简介），商务组织（概述，独资商，合股商，公司，合资企业），贸

易术语（FCA, CIF, CPT, CIP, FOB, DDP, etc.），经营方式（批发，零售，特区经营权，代理，电

子商务），海运保险（FPA, WA, SR&CC, etc.），提单，国际贸易支付（电汇，信汇，支票，汇票），

跟单信用证，仲裁，外汇，国际贸易组织，国际商务英语的写作原则和语言特点，国际商务电报、

电传、传真和电子邮件文稿的语言模式和写作方式，询盘、报盘、还盘、递盘与反还盘，抱怨，索

赔与理赔。 
本课程共 12 周，每周 3 课时，共 36 课时，具体课时分配如下： 
第一章：国际商务简介，包括商务的概念、国际商务的概念、国际商务活动的种类、国际商务

风险、国际商法、国际商务管理、WTO 简介等内容。（3 课时） 
第二章：国际商业组织形式，内容包括商务合作形式概论、一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独

资企业、合股公司、联合公司等。（3 课时） 
第三章：销售形式，内容包括国际销售形式简介、批发、零售、授权经营、代理和电子商务等

等。（3 课时） 
第四章：国际贸易术语，内容包括背景介绍、1990 年《通则》中对贸易术语的定义、进出口

商品的定价、币种的选择、佣金和折扣等。（6 课时） 
第五章：提单，内容包括提单的定义、作用和提单的种类等。（3 课时） 
第六章：海运保险，内容包括劳埃德保险者协会简介、海险的种类和应用等。（6 课时） 
第七章：国际贸易付款与结算，内容包括信用证、汇票、本票、支票和汇款等。 （3 课时） 
第八章：跟单信用证，内容包括跟单信用证的定义、跟单信用证的特点和跟单信用证的使用程

序等。（3 课时） 
第九章：世界贸易组织，内容包括简要介绍、世贸组织的机构设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

组织的商业规则等。（3 课时） 
第十章：国际商务函电与谈判，内容包括商业关系的建立、询盘与报盘、反报盘、订货、付款、

销售合同、招标、申诉与赔偿等。（6 课时） 

三、相关教学环节 

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应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应体现

英语教学的实用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相融合的原则，应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确立学生在英语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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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彻底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真正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

加强过程管理，注重实际效果，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教学模式。教师提前公布教学内容，

要求学生充分预习课堂教学内容，积极运用图书馆、网络等各种信息资源查找、理解课堂教学内容。

课堂上，教师的角色主要是启发式的，引导大家一起讨论相关教学内容的难点、重点。 
（二）以主题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以学生为中心，围绕主题设计现实社会

中真实的、具有挑战性的相关事情为任务，如商务谈判，商务英语翻译，商务英语信函写作等。以

任务为途径、动力、刺激、目标、手段、内容，让学生在课堂内外应用语言及交际策略去完成任务，

然后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来汇报和总结任务。具体地将，要求每个学生就某个专题做口头报告，然

后大家讨论，评议，以促进学生商务英语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考核评估 

教学评估是商务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估体系对于实现

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

是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手段。 
教学评估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 
（一）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因素。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目的是激励

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

形成性评价有利于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 
本课程的形成性评价具体方式包括： 
1、课堂学习活动评价，即学生对彼此的发言及口头报告做出评议，然后教师进行点评。 
2、平时测验，就某个章节的学习内容进行课堂测验，并分析测验结果，提出下一步的学习教

学改革方案。 
3、调查问卷与访谈，主要是了解学生对本课程或课堂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以期进一步改进教

学，提高教学效果。教师要根据评价结果与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流，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鼓励

学生自我反思、自我提高。 
（二）终结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是检测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是反映教学效果，学校办学

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终结性评价必须以考查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目标，力争科学地、全面地

考查学生在经过一段学习后所具有的语言水平。 
1、测试是终结性评价的重要部分，是检查教学大纲执行情况、评估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

是获取教学反馈信息的主要来源和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测试重点考核学生的语言基础和商务

英语知识理论基础，特别是商务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测试须做到

科学、公平和规范。 
2、期末论文是终结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考察学生对某个专题的理解、领悟能力，

并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3、终结性评价的结果应结合形成性评价给定学生的最终学业成绩。具体比例为形成性评价

（20%），终结性评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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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1. What is Business? 
 Traditionally, exchange or trade for things people wanted or needed 
 Technically,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goods and service for a profit 
 The primary goal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s creating profit or economic surplus 

2. What 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 a field of management training, it deals with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business activities that 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cluding movements of goods, services, capital, or personnel;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r data, or even the supervision of employees.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eld encompasse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commodities,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intangible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data,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uch as banking and transportation. It give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__ an 
enterprise based in one country and operating in one or more other countries__ and the full methods 
open to such enterprises for do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 

3.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Physical goods ---- products from mining, petroleum,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Transactions in service ___ construction, hotel, tourism, business consulting, and retailing and 

wholesaling, transportation 
 Financial areas ___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banking,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Communication media__ radio, television, telegraph, telephone, magazines, books, newspapers, 

news services, networks and movies.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__ investment that give the investor effective control and are accompanied 

by managerial participation. 
* portfolio(有价证券) investment ___ for the sake of obtaining investment income or capital  gains 

rather than entrepreneurial income. 
*different ways of financing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___ not through capital movement abroad, 

but by borrowing locally, reinvesting foreign earnings, by the sale to the foreign affiliate of non-financial 
assets such as technology, or through funds generated by licensing fees and payments for management 
services to the parent company. 

* direct investment includes whole ownership and a joint venture with one or more partners, who 
may be private firms or governments in the host country or other international firm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4. International Risk 

 Include financial, political, regulatory, and tax risks 
 Financial risk elements involve balance-of-payments considerations, varying exchange rates, 

differential inflation trends among countries, and divergent interest rates. 
 Political risks include the risk of expropriation and other adversary national policies. 
 regulatory risks arise from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s, and dissimilar policies 

that influenc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In the tax field, unforeseen changes in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application of tax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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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The movement of people ____ visa, work permit, employment agreement, and employment 

termination clauses 
 The movement of goods___ tax, antitrust, packaging and advertising 
 Transfers of information ___ patent and trademark 
 Domestic laws of the home and host states, trade rules of regional groups(EU, WTO), and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eaties between the home and host states 
6. Commercial Credit 

 Credit ___ means who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ying money and surrendering the shipping 
documents which represent the title to the goods in handing over the transacted goods and paying the 
above said money. 

 A.  Commercial credit___ remittance (汇付)and collection (托收)，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to make 
payment, the seller to surrender documents. 
B.  banker’s credit ___ letter of credit (L/C 信用证)， the banker is responsible to pay money and 
tender documents on behalf of both parties. 

 The buyer can adopt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remittance when he sends the money to the seller 
through a bank: 

1）Mail Transfer (M/T 信汇) 
The buyer gives money to his local bank. The local bank issues a trust deed for payment(付款委托书), 
then sends it to a correspondent bank at the seller’s end by means of mail and entrusts him to pay the 
money to the seller. 

2）Telegraphic Transfer (T/T 电汇) 
At the request of the buyer, the local bank sends a trust deed for payment by cable directly to a 

correspondent bank at the seller’s end and entrust him to pay money to the seller. 
This method is quicker than mail transfer. The seller can receive the money at an early date. But the 

buyer has to bear more expenses. 
3）Demand Draft (D/D 票汇) 
The buyer buys a bank draft (汇票)from his local bank and sends it by mail to the seller.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bank draft, the seller or his appointed person takes the money from the relative bank in 
his place. 

 Collection (托收) 
The seller issues a draft, to which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re attached, forwards the draft to a bank 

in his place (i.e., the remitting bank 托收银行或受托银行), makes an application for collection and 
entrusts the remitting bank to collect the purchase price from the buyer through its correspondent bank 
abroad (i.e., the collecting bank 代收银行). 

Because the remitting bank instructs the collecting bank not to part the documents with the latter 
until the draft is accepted or paid(承兑或支付), the buyer’s lack of commercial integrity is guarded 
against. 

 D/P ____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付款交单) 
The exporter is to ship the goods ordered and deliver the relative shipping documents to the buyer 
abroad thorough the remitting bank and the collecting bank with instructions not to release the 
documents to the buyer until the payment for the goods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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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cannot the buyer directly send cash or banker’s draft with his order to the seller? 
1. the buyer’s capital will be tied up from the time of remitting it until the goods arrive and are sold, 

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the goods ordered can only be shipped by the seller months or years after 
placing the order. 

2. The seller may be unknown to the buyer, and his commercial integrity may be questionable. 
 Insurance policy (保险单)—— a document issued by the insurer, setting out the exact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n insurance transaction __ the name of the insured, the name of commodity insured, 
the amount insured, the name of the carrying vessel, the precise risks covered, the period of cover, 
and any exceptions there may be. It is also a written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 the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 insured. 

 Insurance certificate(保险凭证)— is a simplified insurance policy. It has the necessary items of an 
insurance policy, but it doesn’t set out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 detailed insurance clauses of a formal insurance policy. In insurance certificate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n insurance policy. 

 Weight memo(重量单) ___ is made out by a seller when a sale is affected in foreign trade, indicating 
the net and gross weights of each package, which enables the consignee or the customs office to 
check the goods. 

 Packing list(装箱单)—— is made out by a seller when a sale is affected in foreign trade, indicating 
the name of the goods, the net weight, the gross weight and complete inner packing specifications 
and contents of each package. It enables the consignee to declare the goods at the customs office, 
distinguish and check the goods when they arrive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s. 

7. On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Regardless of the specific job, most managers perform five basic functions. 

1. planning__ involves determining overall company objectives and deciding how these goals can best 
be achieved. 

2. Organizing __ is the process of putting the plan into a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 allocating 
resources, especially human resources, deciding on the positions to be created and determining the 
associated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3. The day-to-day dir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employees __ make the full of the potentials of the 
employees and achieve the company goals. 

4. Coordinating__ to bring into proper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of the company. 
5. Controlling ___ managers evaluate how well company objectives are being met. If not met, then 

changes are necessary in the company’s organizational or managerial structure. Then re-plan, 
reorganize, redirect, re-coordinate. 

8. Brief Introduction of WTO 
 WTO was established on 1 January 1995. It is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t provides the principal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determining how 
governments frame and implement domestic trade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And it is the platform 
on which trad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evolve through collective debate, negotiation and 
adjudication 

 It is based in Geneva, Switzerland. 
 Its essential function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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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administer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multilateral and plural-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hich 
together make up the WTO; 
__ acting as a forum for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__ seeking to resolve trade disputes; 
___ overseeing 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nd 
___ cooperating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global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TO is dominated by its highest authority,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composed of representatives of all WTO members, which is required to meet at least every two years 
and which can make decisions on all matters under an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9. Brief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actice 
 Preparatory work, business negotiation, signing of business contrac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siness contract. 
1. Business preparatory work---- marketing research abroad; to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prospective dealers, credit inquiry 
2. Business negotiation----- inquiry(询盘)、offer(报盘)、counter-offer and counter-counter offer(还盘及

反还盘)、acceptance (接受) 
3. The signing of a contract 
4. The performance of an export contract---- goods preparation; inspection application; reminding, 

examination and amendment of L/C; chartering, space booking and shipment; customs clearance; 
insurance; documents preparation for negotiation; claims and adjustments 

5. The performance of an import contract --- I/C issuance; vessel dispatch for taking over deliveries; 
insurance; other aspects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and payment, customs clearance, check and 
acceptance of the goods and claims for the impo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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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Business Organization 

1. Introduction 
 The majority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re corporations, others are general partnerships(一般合伙企

业), limited partnerships（有限合伙企业）, and sole proprietorships（独资企业）. Less common are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s（专业公司）, joint-stock companies（合股公司）, business trusts（商业

信托） and joint ventures（合资企业）. The factors to be weighted in making the decision are ease of 
formation,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le, control, taxation, management skills available, ability to raise 
capital, continuity, and legal capacity. 

2. Sole Proprietorship__ is owned by a single person. 
 The principal advantage of the sole proprietorship is that the owner has exclusive control over its 

operations without accounting to board members, partners, or stockholders. 
 Disadvantages___ first, the owner is exposed to unlimited liability. Second , it is normally not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raise large sum of money. Third, the lack of continuity. If the owner dies, or becomes 
too ill to continue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there is no separate legal entity in existence with which 
the public, creditors, or suppliers can deal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the business. 

3. General Partnership __ is an association of two or more persons to carry on, as co-owners, a business 
for profit. (the common law does not recognize a partnership as a legal entity, but usually as an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s. Thus, unlike a corporation, a partnership is not a fictional person with a 
distinct legal existence apart from its members.) 

 Does not require a formal written agreement, an agreement in writing contains names of the partners, 
name, location, purposes, duration of the partnership, allocation of profits and losses among partners, 
capital contributions by partners, partner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dissolution procedures. 

 Dissolution by act of the parties___ 1) by agreement; 2) withdrawal or addition of a partner; 3) 
violation of the partnership agreement by one of the parties; of 4) accomplishment of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partnership was formed. 

 Dissolution by operation of law___ 1) by the death of a partner; 2) the bankruptcy of a partner or the 
partnership; 3) the illegality of the partnership; or 4)by order of a court. 

 Termination__ even though the partnership is dissolved, it does not actually terminate until the 
partnership affairs are completed. 

 Liquidation ___ occurs between dissolution and termin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business affairs are 
put in order, receivables are collected, accountings are made, payments to creditors are made, and the 
remaining assets are distributed to the partners as provided in the Uniform Partnership Act. 

4. Limited Partnership ___ one or more partners in the limited partnership have limited liability, that is, 
their li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investment in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limited partners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 everyday management of the partnership. The limited partnership involves 
passive investors who are like shareholders in a corporation. Thus limited partnership has features of 
both a general partnership and a corporation. 

5. Joint Stock Company __ is an unincorporated business enterprise with the ownership interest 
represented by shares of stock. It can be created with little formality and no initial capital outlay is 
required. (they are rarely seen now.) The shareholders are personally liable for all the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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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gations, while they share the profit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is controlled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6. Corporations 
 Features: 

1) a corporation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for all purposes. 
2) it is not mortal theoretically. It continues until dissolved, merged, or otherwise terminated. 
3) the owners of the corporation, called shareholders, enjoy limited liability. 
4) it is easy to transfer ownership interests by buying or selling shares of stock freely. 
5)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from management. 
6) it pays taxes on its earnings. 
7) the corporate form requires compliance with an array of formalized procedures. And government more 
closely supervises corporations than partnerships or sole proprietorships. 

 Types of corporations 
6. public corporation___ are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eg. The U.S. Postal Service) 
7. quasi-public corporations__ are public service companies, such as public utilities. 
8. Private corporations___  are those established for private interest. Private corporation may further be 

divided between nonprofit and profit. Nonprofit ones are formed for charitable or religious purposes. 
Profit ones are usually formed to carry out business. 

9. Profit corporation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professional(专业公司), closely held（私募公司）, and 
publicly held（公募公司）. 

 Corporation management 
Shareholders elect a board of directors to manage the corporation. The board, in turn, delegates the 
day to day operations to officers. The directors and the officers compris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policy of the company, declaring 
dividends, proposing amendments to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nd bylaws, proposing candidates for 
the board and removing officers. Officers are appoin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ursuant to the 
bylaws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of the board and for the oversight of the 
day to day operations of the business. Officers include a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s,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Shareholders 
i. Common shareholders  and preferred shareholders 

ii. Preferred shareholders are entitled to  receive their dividends before common shareholders. On 
dissolution, preferred shareholders are entitled to distributions of assets before common 
shareholders. Common shareholders have voting rights whereas preferred stockholders 
normally can vote only on extraordinary matters. 

 Dividends __ are portions of corporate earnings distributed to shareholders. A board maintains 
almost absolute discretion to declare or not declare dividends. Dividends may be in the form of cash 
o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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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Ways of Business 

1. Introduction 
Many producers  v.s.  wholesaling and retailing (very little risk and minimal investment) 
One half of American retail sales  v.s.  Franchise ( away from management headaches) 
International trade  v.s.  agency 

2. Wholesaling__ includes all marketing transactions in which purchases are intended for resale or are 
used in making other products. It is not exchange with ultimate consumers, but with industrial, 
reseller and institutional users, including other wholesalers who act as intermediaries in buying 
products for, or selling products to, other middlemen. 

3. Retailing___ retail exchanges are entered into for personal, family, or household purposes. It may 
take place in a store, or in-home selling, vending machine, or mail-order catalogues. 
a) By providing assortments of products that match consumer’s wants, retailers create place, time 

and possession utilities. 
b) Product assortments 
c) Major types of retail stores: department stores, mass merchandisers and specialty stores, 

non-store retailers, franchisers, planned shopping centers. 
4. Franchising(特许经营权)___ is a license to operate an individually owned business as though it were 

part of a chain of outlets or stores. 
a) Three types: 

i. product franchise—eg. Car dealers and gasoline station 
ii. manufacturing franchise ___ eg. Soft-drink bottling plant 

iii. business-format franchise ___ fast food chains 
 advantages of franchise 

1) to the franchiser 
2) to the franchisee 
3) to the public 

 disadvantages of franchise__ no guarantee of wealth, cost more to buy a franchise, pay royalty to 
franchiser, little independence 

5. Agency__ an agent acts on behalf of another. The party for whom an agent acts is the principal. 
Agents have authority to bind their principals. Agents may enter into contracts on behalf of their 
principals. And principals are liable for the tortuous acts committed by agent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agency. 
a) Three types of agents 

i. ordinary agents 
ii. general agents 

iii. sole agents 
6. Electronic Commerce 

a)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commerce (open fo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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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1. Introduction 
What are the basic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quality, quantity, packing, price, delivery, insurance, terms of payment, 
inspection, claim and arbitration. For an example, USD2000/MT CIF C4% London. 
2. Definition of the Trade Terms in Incoterms 1990 

i. EX WORKS (… named place)工厂交货价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when he places the goods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uyer at the seller’s 

premises or another named place (i.e., works, factory, warehouse, etc.) not cleared for export and not 
loaded on any collecting vehicle. 

ii. FCA(Free Carrier … named place)货交承运人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fulfils his obligation to deliver when he has handed over the goods, cleared 

for export, into the charge of the carrier named by the buyer at the named place or point. 
iii. FAS (Free Alongside Ship … named port of shipment)船边交货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when the goods are placed alongside the vessel at the named port of 
shipment. The buyer has to bear all costs and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from that 
moment. 

iv. FOB (Free On Board  … named port of shipment) 离岸价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fulfils his obligation to deliver when the goods have passed over the ship’s 

rail at the named port of shipment. The buyer has to bear all costs and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from that moment. 

 FOB Liner Terms： FOB 班轮条件 
 FOB Under Tackle： FOB 吊钩下交货 
 FOB Stowed (FOBS)： FOB 卖方负责装船并理舱 
 FOB Trimmed (FOBT)： FOB 卖方负责装船并平舱 
 FOB Stowed and Trimmed (FOBST) 卖方负责理舱和平舱 

v. CFR (Cost and Freight … named port of determination)货值加运费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must pay the cost and freight necessary to bring the goods to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but the risk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s well as any additional costs due to 
events occurring after the time the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on board the vessel,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seller to the buyer when the goods pass the ship’s rail in the port of shipment. 

 CFR Liner Terms：CFR 班轮条件 
 CFR Landed ；CFR 卸到岸上 
 CFR Ex Ship’s Hold :CFR 舱底交货 

vi.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货值，保险费加运费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has the same obligation as under CFR but with the addition that he has to 

procure marine insurance against the buyer’s risk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during the 
carriage. The seller contracts for insurance and pays the insurance premium. 

vii. CPT(Carriage Paid to …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运费付至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pays the freight for the carriage of the goods to the named destin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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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s well as any additional costs due to events occurring after 
the time the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to the carrier,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seller to the buyer when 
the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into the custody of the carrier. 
viii. CIP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运费和保险费付至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has the same obligation as under CPT but with the addition that he has to 
procure cargo insurance against the buyer’s risk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during the carriage. 
The seller contracts for insurance and pays the insurance premium. 

ix. DAF (Delivered at Frontier … named place) 边境交货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when the goods ar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uyer on the arriving 

means of transport not unload, cleared for export, but not cleared for import at the named point and 
place at the frontier, but before the customs border of the adjoining country. 

x. DES (Delivered Ex ship …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目的港船上交货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when the goods ar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uyer on board the 

ship not cleared for import at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seller has to bear all the costs and 
risks involved in bringing the goods to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before discharging. 

xi. DEQ (Delivered Ex Quay …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目的港码头交货 
 It means that the seller delivers when the goods ar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buyer on board the 

ship not cleared for import on the quay (wharf) at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seller has to 
bear all the costs and risks involved in bringing the goods to the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and 
discharging the goods on the quay (wharf). The DEQ term requires the buyer to clear the goods for 
import and to pay for all formalities, duties,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upon import. 

xii. DDU (Delivered Duty Unpaid …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未完税交货 
 It means the seller delivers the goods to the buyer, not cleared for import, and not unloaded from any 

arriving means of transport at the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The seller has to bear the costs and 
risks involved in bringing the goods thereto, other than, where applicable, any duty(this term 
includ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nd the risk of the carrying out of customs formalities, and the 
payment of formalities, customs duties,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for import in the country of 
destination. 
xiii. DDP (Delivered Duty Paid …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完税交货 

 It means the seller delivers the goods to the buyer, cleared for import, and not unloaded from any 
arriving means of transport at the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The seller has to bear the costs and 
risks involved in bringing the goods thereto including, where applicable, any duty(this term includ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nd the risk of the carrying out of customs formalities, and the payment of 
formalities, customs duties,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for import in the country of destination. 

3. How to Determine the Price for Imports and Exports? 
 Fixed pricing 
 Flexible pricing 
 Partial fixed price and partial unfixed price 
 Floating pricing 

4. Selection of Money of Account 
5. Commission and Discount 
6. Other Non-price Commercial Technical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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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信用证，Back-to-back Credit 转开信用证，B/E (Bill of Exchange)汇票，B/D(Bank Draft)银行汇

票，CAD(Cash Against Document) 凭单付现，D/A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承兑交单，D/P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付款交单，S/D (Sight Draft)即期汇票，IP（Insurance Policy）保险单，

B/L(Bill of Lading) 提单，CL B/L (Clean Bill of Lading) 清洁提单，Inland B/L(Inland Bill of Lading) 
内陆提单，O B/L (Ocean Bill of Lading)海运提单，On Board Bill of Lading 装船提单，Delivery Note
交货单，D/O(Delivery Order) 提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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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Bill of Lading 

1、definition---or blading for short, it is a document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of a carrying 
vessel, certifying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received on board in good order for transportation and delivery 
as specified in the document. 
1. functions 

 First, it serves as a receipt for goods signed by the shipping company (carrier) and given to the 
shipper (consignor); 

 Second, it’s evidence of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the consignor; 
 Third, it conveys a document of title because the legal owner of the bill of lading is the owner of 

the goods it covers. 
2. consignee 

a. the buyer’s name 
b. “to order” in the consignee space, and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agent underneath “to order”, 

then the agent can endorse the bill of lading to the buyer. 
3. process___ the shipper fills in the form and sends it to the ship, then the officer of the shipping 

company checks the goods and signs the Bill. The shipping company sends the Bill of Lading to the 
exporter or his bank. These negotiable Bills of Lading are used for payment. They are passed on to 
the buyer or the exporter’s agents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Then the Bills of Lading together with 
other shipping documents are presented to the shipping company when the ships arrives. The shipping 
company compares the negotiable Bills of lading with their copy on the ship. Then the buyer can 
obtain the goods from the ship. 

4. different types 
 clean Bill of Lading(清洁提单) 

--foul or claused Bill of Lading(不清洁或备注提单)___ if defects are unavoidable, what to do 
--straight Bill of Lading (记名提单) 
--order Bill of Lading (指示提单) 
--on-board Bill of Lading (已装船提单) 
--received-for-shipment Bill of Lading (备运提单) 
--blank (open, bearer) Bill of Lading (不记名提单) 
--direct  Bill of Lading (直达提单) 
--transshipment Bill of Lading （转船提单） 
--through Bill of Lading （联运提单） 
--long form Bill of Lading （全式提单） 
--short form Bill of Lading （略式提单） 
--air waybill (空运单) __ a receipt for goods and a record of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of carriage 
--railway consignment note (铁路托运单) 
--liner waybill (班轮运单) 
--charter-party bill of lading (租船契约提单、包租船提单) 



商务英语翻译 

 1287

Chapter 6  Marine Insurance 

1. The history of insurance and Lloyd’s(劳埃德保险者协会) 
2. Insurance policy___ the insured, the insurer, insurance man or insurance broker, ownership, value, 

length of time, coverage, premium, compensation 
3. General Average(共同海损)___ a voluntary and deliberate loss and refers to sea hazards that affect all 

the cargo on a ship. It means that whichever shipper loses all or part of his cargo, all the others will 
club together to recompense him for his loss. 

4. Particular Average（单独海损）___ is an involuntary and accidental loss, a particular loss which is 
suffered by the one whose goods are partly lost or damaged, but not voluntarily incurred, such as by 
jettisoning, which are covered by General Average. 

5. Total Loss (全损)— the total loss of the entire shipment resulting from the perils on the sea such as 
beaching, grounding, stranding`, collision, natural calamities, fire, etc. 
Actual total loss (实际全损)— the thing insured is completely lost or so badly damaged that is not 
worth repairing.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推定全损）— the ship or cargo is so badly damaged that the cost of repair 
would be greater than the market value. 

6. Free of Particular Average (F.P.A)平安险— the goods are covered only against hazards to which all 
the consignments on the same vessel(or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 are subject, and not against hazards 
affecting only the insured’s consignment. 

7. With Particular Average (W.P.A.) or With Average (W.A.)水渍险 — it means that in addition to 
General Average and total loss, goods are covered against partial loss due to major perils, but not due 
to minor perils. 

8. All Risks — the insurer is responsible for all total or partial loss of , or damage to, the insured goods 
arising from natural elements or form sea peril, 

9. general additional risks（一般附加险）__ theft, pilferage, and non-delivery (TPND), fresh water or 
rain water damage, short weight, intermixture and contamination, leakage, breakage, hook damage, 
rust, sweating and heating, etc. 

10. special additional risks（特殊附加险）__ Failure to Delivery Risk, War Risk, and Strikes, Riots and 
Civil Commotions (S.R.& C.C.) 

11. floating policy & cover policy 
12. adjustment of the claim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288 

Chapter 7  International Payments & Settlements 

1、Introduction 
What ar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and settlement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and settlements are a financial activity conducted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n 
which payments are effected or funds are transferred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in order to settle 
accounts, debts, chains, etc.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economic or cultural contacts among them. 
1. Risks 

1. The exporter’s risk 
2. The importer’s risk 

2. Three basic methods of payment in foreign trade 
i. Cash in advance__ in cases where the buyer is unknown or whe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buyer’s country make the payment uncertain. 
ii. Open account __ when there is complete trus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buyer. The seller 

dispatch the goods, debits the purchaser’s account and sends his invoice. At some agreed 
period of time, the buyer sends a remittance to the seller to settle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on 
the account. 

iii. Payment against documents __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re exchanged with the bank 
representing the importer. That includes documentary Bills of Exchange and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3. Credit Instruments 
1) What is meant by credit instruments 

a credit instrument is a written or printed paper by means of which funds are transferred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Credit instruments most commonly used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and settlements are 
bill of exchange(汇票), promissory notes（本票） and cheques（支票）. These three are also known a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Credit instruments may also take such forms as traveler’s cheques(旅行支票), 
certificates of deposit（可转让定期存单）, treasury bills（国库券）, treasury bonds(国库债券), etc. 
2）Functions of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1） as a means of payments__ Under non-cash settlements,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o be commonly 
used as a payment instrument are bills of exchange,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ques, among which 
bills of exchange are most widely used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and settlements. 

2） as a credit instrument 
3） as a negotiable instrument__ it may be negotiated to another person either by mere delivery or by 

endorsement and delivery. All rights and property embodied therein can pass free from the 
transferor to the transferee, provided the latter takes the instrument in good faith and for value. 

3) Parties to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i. drawer 出票人___ is the person who draws a bill of exchange or a cheque upon the 

drawee for the payment of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ii. Drawee 付款人__ is the person upon whom a bill of exchange or a cheque is drawn.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addressee of a draft.) 
iii. Payee 收款人__ is the person to whose order the drawee is to make payment or to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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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ey is to be paid. 
iv. Acceptor 承兑人— If and when the drawee agrees and assents to the order in writing 

addressed to him on a bill of exchange by signing his name on its face, indicating that he 
will pay on due date, the drawee will become an acceptor. 

v. Endorser 背书人__ when a payee or a holder signs his name on the back of an instrument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erring it to another person, he is called an endorser. 

vi. Endorsee 被背书人__ is the person to whom an instrument is endorsed. He is the holder 
of an instrument which has been transferred by an endorser. 

vii. Acceptor for honor 参加承兑人__ is the person who himself is not a party liable on a bill 
of exchange bu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holder may intervene and accept the bill supra 
protest(拒付前), for the honor of any party liable thereon and for the honor of the person 
for whose account the bill is drawn. 

viii. Guarantor 保证人__ is the person who guarantee the acceptance and the payment of a bill 
of exchange, though he is not a party liable thereon. 

ix. Holder 持票人__ is the possessor of an instrument, namely the payee, endorsee or bearer. 
x. Holder for value 付对价持票人— is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an instrument for which 

value has been given by himself or by some other person. 
4. Bill of Exchange__ or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a draft, is defined as “ an unconditional order in 

writing addressed by one person to another, signed by the person giving it, requiring the person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to pay on demand or at a fixed or determinable future time a sum certain in 
money to or to the order of a specified person or to the bearer.” 

5. Drawer, drawee, payee, 
6. Promissory Note and Check 
7. Remit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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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Documentary Credits 

1. What is Documentary Credits? 
A letter is issued by a bank at the request of an importer of goods. The bank promises to pay a beneficiary. 
The bank will pay or accept draft or negotiate it if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ispatch of the goods are in order ( a bill of lading, an invoice, an insurance 
document, one or two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shipment has been made as specified 
2. Advantages of Documentary Credits 
For bank 

• lend its name and its good offices to the importer 
• putting itself in the place of the importer 
•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 favor of exporter 
• taking the risk  that it is unable to be reimbursed  by the importer 

For exporter 
• documentary L/C is a most satisfactory method of payment 

For importer 
• Some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 Pay the bank’s charges for opening the credit 

3. The exporter must check the credit in his favor on 
--the spelling of both the exporter’s and the importer’s names 
-- the mount of the credit (sufficient!) 
--irrevocable or revocable, confirmed or unconfirmed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quantity (about , circa) 
--permission of shipping the goods on deck 
--consideration of getting all the documents required by the buyer, such as a certificate of quality and 
consular invoice 
4. Proced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ocumentary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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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WTO 

1．Introduction 
WTO is short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ich is a huge umbrella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that have been negotiated in the 
Uruguay Round, providing th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trades, now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Simply speaking, it’s a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ealing with trades 
between nations. 
Loc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Established: 1 January 1995 
Created by: Uruguay Round negotiations (1986-94) 
Membership: 149 countries (on 11 December 2005) 
Budget: 175 million Swiss francs for 2006 
Secretariat staff: 635 
Head: Pascal Lamy (Director-General) 
Functions: 
• Administering WTO trade agreements 
• Forum for trade negotiations 
• Handling trade disputes 
• Monitoring national trade policies 
•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ina&WTO 
China was one of the 23 original signatories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in 
1948. After China's revolution in 1949,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announced that China would leave the 
GATT system.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never recognized this withdrawal decision, nearly 40 
years later, in 1986, China notified the GATT of its wish to resume its status as a GATT contracting party. 
China has been a member of WTO since 11 December 2001. 
Services 
---Telecoms 
Upon China's accession, foreign service suppliers will be permitted to establish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 
without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and provide services in several citie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joint 
venture shall be no more than 25%. Within one year of accession, the areas will be expanded to include 
services in other cit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shall be no more than 35%. Within three years of accession, 
foreign investment shall be no more than 49%. Within five years of accession, there will be no geographic 
restrictions. 
---Insurance 
Foreign non-life insurers will be permitted to establish as a branch or as a joint venture with 51% foreign 
ownership. Within two years of China's accession, foreign non-life insurers will be permitted to establish 
a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Upon accession, foreign life insurers will be permitted 50% foreign 
ownership in a joint venture with the partner of their choice. For large scale commercial risks,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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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ational marine, aviation and transport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upon accession,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equity of no more than 50% will be permitted; within three years of China's accession, 
foreign equity share shall be increased to 51%; within five years of China's accession, wholly 
foreign-owned subsidiaries will be permitted. 
---Banking 
Upon accession,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mitted to provide services in China without client 
restrictions for foreign currency business. For local currency business, within two years of accession,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mitted to provide services to Chinese enterprises. Within five 
years of accession,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mitted to provide services to all Chinese 
clients. 
2.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ading system 

• Non-discriminatory Principle 
• Principle of Tariff Concession 
• Principle of Trade Protection 
• Principle of Trade Facilities, Transparency and Competi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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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Correspondence and Negotiation 

1. Introdu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of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Create goodwill 
-Leave a good impression 

Rules of writing: 
Keep it brief, specific, reasonable, to the point 

2. 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Channels for those who wants to open up a market to sell something to or buy something from firms in 
foreign countries: 

• Communication in writing 
• Attendance at th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s 
• Contact at the exhibition held at home or abroad 
• Mutual visits by trade delegation and group 

Contents of the letter: 
--The sources of the writer’s information 

--His intention 
--The business scope of his firm and also its branches and liaison offices, if any 
--The reference as to his firm’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integrity 

3. Enquiries and Reply 
From regular customers 
---maybe very simple 
---only the name and /or specifications of commodity 
From others 
---in great details 
---name of commodity 
---quality 
---specification 
---quantity 
---terms of price 
---terms of payment 
---times of shipment 
---packing method 
---discount 
4. Offers and Bids 

• Making an offer is a most important step in negotiating a transaction. 
• An offer is a promise to supply good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tated. 
• Firm offer v.s. non-firm offer 
• The offer made by the buyer is called Bid. Bid is a kind of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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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tisfactory offer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An expression of thinks for the enquiring, if any 
--Name of the goods, quality of specification, quality, details of prices, discounts, terms of payment, 

and packing conditions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 offer is valid if it is from office. 
--Favorable comments on the goods themselves 
--A supplementary short paragraph to draw. 
--An expression of hopes for an order 

5．Counter-offer, bid and counter-counter-offer 
When the buyer draft the letter of partial rejection, he should cover the following points: 

• Thank the seller for his offer 
• State reasons for express regret at inability to accept the offer. 
• Make a counter-offer if , in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appropriate 
• Suggest other opportunities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6．Order 
To make your order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you should list: 
--Name of commodity, model number, size, color, or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Quantity 
--Date and method of shipment. 
--Price per item. 
--Packing 
--Payment 

7. Contract 
 Usual forms of contracts for import/export trade of Chinese FTCs: 

--Purchase Contract and Sales Contract, with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 overleaf, usually for business 
involving considerable amount. 
--Purchase Confirmation of Sales Confirmation, as short from contract, used mainly for trade of odd 
goods. 
--Agreement, such as Agency Agreement, Exclusive Sales Agreement (包销协议） 
--Order, signed by importer or end-user. 
--Indent, used usually by agents or midman in other countries. 
--Memo, attached to contract, indicating that both parties agree on the correction of certain points of 
contract. 

 A typic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 of agreement usually contain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Preamble: 
Title, Number of the Contract, Date of Signing, Signing Parties, Place of Signing, Each Party’s Authority, 
Recitals of Whereas Clause 
--Body (Including Definition Clause, Basic Condition and General Terms) 
Name of Commodity(Specification), Quality, Quantity, Price, Packing, Insurance, Shipment&Delivery,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 & Patent, Payment, Inspection, Training, Confidential, Guarantee, Claim, 
Breach & Rescission of Contract, Arbitration, Force Majeure, Applicable Laws, Miscellaneous 
--Witness (Ending)：concluding Sentence, Signature,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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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mplaints , Claims and Adjustments 
 The First Kind of Complaints of Claims 

The wrong goods may have been delivered 
The quality may have been found unsatisfactory 
The shipment may have been found damaged, short, missing or late 
The prices changed may be excessive or not as agreed 

 Usually a complaint or claim letter should follow the under-mentioned outline: 
--The opening states the problem to complain by regretting, and mentions the date of the order, the date of 
delivery and the goods complained about 
--The body gives, if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hy it is necessary to write, why and how you are 
inconvenient, etc., in order to state your reasons for being dissatisfied and ask for an explanation. 
--The body also states what you want to be done what you consider a reasonable demand to satisfy your 
claim. 

 The following rules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seller when dealing with a complaint: 
--The first thing t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whether the complaint is justified if it is so, the sellers have to 
admit it readily, express his or her regret and agree to the buyer’s request. 
--If the complaint or claim is not justified, point this out of politely and in agreeable manner. It would be a 
wrong policy to reject the customer’s request. 
--If the seller cannot deal with a complaint promptly, acknowledge it at once; explain that the matter is 
being investigated and a full reply will be sent latter. 

Discussion Questions 

1.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today? 
2. What’s the basic purpos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3. What feature do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al with? 
4. What is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5. What are the special risk elements confron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6.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isk? 
7. What are the major disadvantages of sole proprietorship? 
8. What are the chief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l partnership and limited partnership? 
9. Why is it desirable to have articles of partnership as far as partnership is concerned? 
10. What has to be dealt with between the dissolution and termination of a partnership? 
11. Why are the limited partners in a limited partnership like shareholders in a corporation? 
12. What are the m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join-stock company? 
13. Make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sole proprietorship, partnership and corporation. 
14. What is economics? 
15. What are the basic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6.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erm among the basic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 
17. How to determine the price for imports and exports? 
18. What is the contract term whereby the seller undertakes to pay for the cost of transport of the goods to 

a specified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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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term when the seller pays for the goods to be loaded on board the 
container ship, but does not pay freight or insurance? 

20. What is contract? 
21. What is the nature of contract? 
22. What 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 
23. Tell us as you know as possible how many kinds of business contracts there are in our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24. What parts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a formal business contract consist of? 

Further Reading 

1、丁蘅祁等编写，《商务英语谈判-语言技巧与商业习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廖英，《国际商务英语：理论学习与实践翻译》，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3、廖英，《实用外贸英语函电》（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4、檀文茹，《国际贸易专业英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关富等编著，《商务英语阅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王艳，《全方位商务英语口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7、王玉章，《现代国际商务英语》，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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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  言 

一、课程信息 

1．课程名称：电子商务概论 Electronic Commerce 
2．课程类别：必修课程 
3．学时：54 学时 
4．学分：3 学分 
5．先修课程：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数据库技术，营销学、管理学等 
6．适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二、课程性质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且是工商

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互联网电子商务的 新概念，方法，和技术。内

容涵盖有关企业电子商务战略，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的软硬件及其安全，

以及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网络营销等具体电子商务技术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通过电子商务

拓展新的商业空间，电子商务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

素，技术投资项目的商业计划等等。在本课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到电子商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理

解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并且掌握运作、设计和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的能力。 
在本课程的助学或教学中应当尽可能采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并使用金融、商业、工业和政

府机构中的例子，以便学生能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实际中。课程主要结合案例助学或教学。通过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掌握阅读、分析电子商务案例的技巧。这些方法包括： 
（1）综合阅读技巧； 
（2）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技巧； 
（3）SWOT 分析法（S/W/O/T 分别指优势、弱点、机会、威胁）。 
在电子商务专业的助学或教学中，建议采用案例教学和案例考核方法。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

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使学生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还使他们能够 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三、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书由浅入深全面介绍了当代电子商务的渊源、新理论、技术和方法，具体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学生应该达到： 
1．了解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 
2．了解电子商务的技术基础及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各种应用； 
3．了解电子商务的相关软件和工具及其应用； 
4．了解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和网络营销的原理及其在企业的应用 
5．了解实施电子商务的主要业务计划 
6．正确评价企业的电子商务决策以及电子商务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7．将电子商务理论与企业电子商务的 新实践联系起来； 
8．为进一步学习电子商务其他课程和知识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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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时分配 

电子商务概述              4 学时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4 学时 
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4 学时 
电子商务的安全            4 学时 
电子结算系统              6 学时 
案例分析                  4 学时 
在线零售                  4 学时 
网络营销                  6 学时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6 学时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4 学时 
客户关系管理和供应链管理  4 学时 
案例分析                  4 学时 

五、考核方式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分数：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线）。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卷分数分配：识记部分约占 33%；领会部分约占 33%；应用部分约占 34%。 
试题覆盖考试大纲中涉及到的所有内容。同时本课程设有课程实践考核。 
正如大纲所描述的那样，学生需要应用自身掌握的实践经验分析说明来自于电子商务领域内的

各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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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具体章节介绍 

第一章  电子商务概述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掌握电子商务的概念，并通过考查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间的差异进一步了解电子商务。学生还应掌握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电子

商务的行业构成、类型及商业应用，以及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学生只有对电子商务的初步认识后，才能在以后的章节中深入学习电子商务的各个方面。本章

是学习其余章节的基础。 
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包括： 
第一节  互联网和 WWW 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概念、电子商务的概念、电子商务发展的四个时

期：EFT 时代、电子报文传送技术、联机服务和 WWW。 
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差异、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第三节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经济力量、顾客交互和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融合。 
第四节  电子商务行业除了各种电子商务应用外，还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多媒体内容和网络出

版、消息传送和信息发布、公共的商业服务基础设施，而公共政策和技术标准是所有电子商务应用

和基础设施的两大支柱。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类型包括企业间（B2B）电子商务、企业内部电子商务、企业与消费者间

（B2C）的电子商务，此外还有在线中介和商业应用、在线中介的类型和职能。 
第六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问题；价值链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影

响。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互联网和 WWW 的概念；探讨电子商务的概念并了解电子商务发展的四

个时期：EFT 时代、电子报文传送技术、联机服务和 WWW。了解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差异和电

子商务的优劣势进行分析。了解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顾客交互和技术驱动的数字

化融合等。了解电子商务的行业构成和主要类型。了解电子商务对经济影响的主要表现。 
本章的主要难点：电子商务的主要类型：企业间（B2B）电子商务、企业内部电子商务、企业

与消费者间（B2C）的电子商务，此外还有在线中介以及各自的主要作用。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欧洲委员会（1997）对电子商务的定义是：“电子商务就是以电子方式进行商务交易。它以数

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的电子处理和传输为基础，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活动（如商品服务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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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贸易、数字内容的在线传输、电子转账、商品拍卖、协作、在线资源利用、消费品营销和售后服

务）。” 
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地探讨它的概念： 
1．从通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通过电话线、计算机网络或其他方式实现的信息、产品/服务

或结算款项的传送。 
2．从业务流程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实现业务和工作流自动化的技术应用。 
3．从服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要满足企业、消费者和管理者的愿望，如降低服务成本，同

时改进商品的质量并提高服务实现的速度。 
4．从在线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指提供在互联网和其他联机服务上购买和销售产品的能力。 

二、电子商务发展简史 

按照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不同技术，我们可以将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EFT 时代 
电子资金转账是指通过企业间通讯网络进行的账户交易信息的电子传输，这是电子商务 原始

的形式之一，也是 普遍的形式。 
第二阶段：电子报文传送技术 
从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早期，电子商务以电子报文传送技术（如电子数据交换 EDI）的形式

在企业内部得到推广。 
第三阶段：联机服务 
第四阶段：WWW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WWW 应用，这是电子商务的转折点。WWW 为信息出

版和传播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 

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 

一、传统商务 

传统的商务活动就是至少有两方参与的有价物品或服务的协商交换过程，它包括买卖各方为完

成交易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二、电子商务 

有人把使用互联网或 WWW 作为数据交换媒体的电子商务称为互联网商务。例如，IBM 把电

子商务描述为“通过使用互联网技术对企业主要业务所作的改变。”这与前面我们给出的定义有所

差别。 
了解电子商务的关键在于理解企业是如何利用电子商务来适应商务和技术的变革。特别适用于

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包括商品的销售。所谓商品是指标准化的并为消费者所熟知的产品或服务。如

果业务流程既具有商品化的特征，又需要消费者的亲自接触，这种业务就要求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

的结合。 

三、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优势：对企业来说，电子商务的优势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电子商务可以增加销售额并降低成本。 
①企业在销售商品和处理订单时，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询价、提供报价和确定存货等活动的处



电子商务概论 

 1307

理成本。 
②电子商务给买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买主可以考虑更多卖主的产品和服务。 
③电子商务的好处可以惠及整个社会。 
劣势：今天电子商务的大部分缺点是由于关键技术的不成熟造成的。 
①实现电子商务的前提是大量的潜在顾客拥有互联网设备并愿意通过互联网购物。 
②实施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收益很难定量计算。 
③很多企业在实施电子商务时还会遇到文化和法律上的障碍。 
④国际化的电子商务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第三节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 

一、经济力量 

经济力量首先源于对经济效率的渴望。 
1．外部集成 
电子商务的外部集成是将供应商、政府机构和公司集成为一个共同的社区，使它能在任何计算

机平台之间进行通信。 
2．内部集成 
电子商务的直接应用就是企业业务的内部集成。内部集成确保了关键数据能以数字化方式进行

存储，而且存储的格式和媒体都便于快速检索和电子传输。 

二、市场营销和顾客交互 

电子商务可为企业提供营销渠道，选定目标市场，创造新的顾客服务和支持渠道来提高顾客满

意度，还可帮助企业为目标顾客提供更详细的产品和服务信息。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各行各业的营销

人员提供与顾客沟通和服务的新方法。 

三、技术和数字融合 

融合是指将多个现存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比原有技术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新技术，从而形成新

的技术能力。技术和数字的融合为电子商务的 终实现提供了可能。融合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的融

合和传输技术的融合。 
经济因素、营销因素和数字化融合已影响到各个行业的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为了利用新机会，

包括创造全新的服务渠道、为现有产品开发新市场以及为在线环境开发基于信息的新产品。 

第四节  电子商务行业的构成 

一、基本术语 

信息高速公路有许多不同的传输系统，事实上它是多种高速网络传输的综合，包括有线电话、

无线电话、带调制解调器的 PC 机和卫星传输方式。信息传输还需要各种软硬件工具，以提供与不

同网络终端设备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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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体内容和网络出版 

信息高速公路是内容传输的基础。在传统运输过程中，产品在运输前先要存在配送中心里。而

传输内容的系统与这种系统类似，只是这里的产品是内容，而服务器相当于配送中心。目前 常用

的内容传输结构是 WWW。 

三、消息传送和信息发布 

网络上传输的内容包括文本、数字、图片、声音和图像。消息传送的载体称为中间件，它位于

WWW 服务器和 终用户应用之间，消息传送和信息发布还包括数据格式的转换程序。信息传送载

体为非格式化（非结构化）数据和格式化（结构化）数据提供了通信方法。 

四、公共的商业服务基础设施 

公共的商业服务基础设施包括为在线购买和销售过程提供便利的不同方法。 

五、其他重要的支持层 

公共政策和技术标准是所有电子商务应用和基础设施的两大支柱： 
1．公共政策 
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共政策涉及信息访问权、隐私和信息定价等问题。 
2．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指的是对信息出版工具、用户界面和信息传输的具体规定。为了确保整个网络的兼容

性，就必须采用同样的标准。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类型 

电子商务应用有三类：企业间（Business-to-Business）的电子商务、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企

业与消费者间（Business-to-Customer）的电子商务。 

一、企业间（B2B）的电子商务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有助于实现下列商业应用： 
1．供应商管理 
2．存货管理 
3．配送管理 
4．渠道管理 
5．结算管理 

二、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维持有助于让渡顾客价值的各种关系。这类电子商务

应用的重点是企业内各种职能的集成，它包括以下应用： 
1．工作组的通信 
2．电子出版 
3．销售队伍生产率 
在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中增长 快的领域就是企业内部网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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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与消费者间（B2C）的电子商务 

在企业与消费者间的电子商务中，顾客可通过电子出版内容来了解产品，通过电子结算系统购

买产品，并通过网络接收信息商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电子商务促进了： 
1．社交 
2．个人理财 
3．购买产品和信息：使消费者能找到介绍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在线信息。 
通过电子商务，消费者总是想以更低的价格更便利地购买产品和服务。 

四、中介和电子商务 

中介（即电子经纪）是处于交易双方之间的经济代理，其任务是执行合同履行所必需的职能。

金融服务业中大多数企业都是中介，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其他常见的中介形式

还有经纪人和代理等。 

第六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组织结构变化的影响作用 

企业和个人采用电子商务可以改善信息的流动、协调不同活动、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

成本。通过降低收集潜在买主和卖主信息的成本、增加潜在市场参与者的数量，电子商务可以转移

很多企业对垂直一体化的注意力。 
电子商务可以使这种主要依赖信息共享的网络更容易建设和维护。 
电子商务使企业的等级制组织结构转向网络结构。 

二、电子商务对价值链的影响作用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企业会发现电子商务可以降低成本、改进产品质量、找到新的顾客或供应

商、开发销售现有产品的新渠道。 
价值链的概念是从总体上考虑企业战略的有效途径。如果企业准备实施电子商务，价值链分析

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考察业务单位内部和产品生命周期其他部分的业务流程。价值链的使用会强化

企业的这样一种观念，即电子商务应该是一种业务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一项为了实施而实施的技

术。 

三、管理问题 

电子商务为消费者和企业开辟了新的天地，同时也要求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如果运用得当，电

子商务能改善顾客维系、完善产品和服务并提高经营效率， 终提高企业的利润。 
管理者需要在电子商务中解决的 重要问题主要包括竞争压力、外部威胁、组织结构和效率与业绩。 

思考题 

1．简述电子商务的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异同分别表现在哪里？适合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进行销售的商品应该

具备哪些共同的特点？ 
3．电子商务的实施对企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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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有哪些影响？ 

实践要求 

1．查看实际的电子商务网站，了解销售业务流程。 
2．查找典型的 B2B、B2C 和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实例，并进行简要地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 

1．长虹 B2C 网站建设案例 
2．案例来源：http://www.21echina.com 
3．从长虹电子商务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课堂知识扩展 

1．电子商务的价值链问题（重点业务单元的价值链和行业价值链）。 
2．Internet 环境下的重要资源和服务系统。 

参考文献 

Amor, D., The E-business （R）evolution. Prentice Hall, 1999. 
Carpenter, P., eBrands: Building an Internet Business at Breakneck Spee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 
《电子商务基础》梅绍祖、吕殿平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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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互联网

的应用、标注语言、WWW 技术、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以及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包括： 
第一节  包交换网的起源、工作原理和优势， 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

HTTP、SMTP 与 POP、IMAP（互联网信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 
第二节  了解互联网的三个代表性的应用即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 
第三节  了解三种基本的标注语言：SGML、HTML 与 XML；掌握相关的概念、应用并可以

进行简单的分析。 
第四节  了解 WWW 技术结构，主要包括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客户机/服务

器是 WWW 体系结构的核心。信息集成是 WWW 交互式应用的关键。同 HTML 相比，数据库与

WWW 能够实现更快和更灵活的查询。 
第五节  了解内部网和外部网的概念和主要作用；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

络（VPN）。 
第六节  了解 Internet 接入服务商（IAP）、Internet 服务商（ISP）；带宽；不同接入方案的特

点。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了解互联网的三个代表性的应用即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了解 WWW

技术结构，主要包括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了解内部网和外部网的概念和主要作用；

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本章的主要难点：三种基本的标注语言：SGML、HTML 与 XML；包交换网的起源、工作原

理和优势，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HTTP、SMTP 与 POP、IMAP（互联网信

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Internet 接入服务商（IAP）、Internet 服务商（ISP）；带

宽；不同接入方案的特点。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 

一、包交换网 

互联网采用包交换技术来实现在两点之间传输数据。在包交换网络中，将文件和信息分解成包，

在这些包上打上信息源和目的地的电子标签。这些包在网络中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

直至抵达目的地。目的地的计算机再把这些包集中起来，并把每个包中的信息重新集合成原先的数

据。 
早的包交换网叫做 ARPANET，这是互联网的前身，它采用的是网络控制协议（N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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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CP/IP 互联网协议 

TCP/IP 是一种双层程序。它包括网络上的计算机用来建立和断开连接的规则。TCP 控制信息

在互联网传输前的打包和到达目的地后的重组。IP 控制信息包从源头到目的地的传输路径。IP 处

理每个信息包的所有地址信息，确保每个信息包都打上了正确的目的地地址标签。 

三、互联网的其他协议 

1．HTTP 
HTTP 是超文本传输协议的缩写，它是负责传输和显示页面的互联网协议。HTTP 运行在 TCP/IP

模型的应用层。 
2．SMTP、POP 和 IMAP 
互联网上传送电子邮件是通过一套称为邮件服务器的程序进行硬件管理并储存的。SMTP 和

POP 是负责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式发送和检索电子邮件的协议。 
互联网信息访问协议（IMAP）是一种优于 POP 的新协议。和 POP 一样，IMAP 也能下载邮件、

从服务器中删除邮件或询问是否有新邮件，但 IMAP 克服了 POP 的一些缺点。 
3．FTP 
文件传输协议（FTP）是 TCP/IP 的组成部分，它在 TCP/IP 连接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采用

的是客户机/服务器模式。FTP 允许文件双向传输；FTP 既可以传输二进制数据，也可以传输 ASCII
码文本； FTP 可以一次传输一个文件，也可以一次传输多个文件。 

第二节  互联网的应用 

互联网的三个代表性的应用——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 

一、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1972 年雷·汤姆林森（Ray Tomlinson）编写了一种通过

ARPANET 网收发信息的程序。 
电子邮件的一个吸引人的优点是，传输的信件可附带文件、图片、电影、电子表格和其他重要

的信息。电子邮件 大的缺点是垃圾邮件。 

二、Telnet 

Telnet 是一种让你登录到互联网上的远程计算机的应用软件。Telnet 可以让你使用远程主机的

命令和程序。通过执行终端仿真程序的功能，Telnet 将你键入的命令和其他字符串直接传输到远程

主机。 

三、FTP 

FTP 是计算机间传输数字化业务信息的 快途径。FTP 的 广泛应用也许是销售和交付软件包

及更新软件。不管是使用浏览器还是 FTP 客户机程序，你都可以下载图书、手册和完整的软件包。 

第三节  标注语言 

本节将介绍三种标注语言：SGML（标注语言的鼻祖）、HTML（SGML 的派生物）以及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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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L 的 新变种）。 

一、标准通用标注语言（SGML） 

1986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了一种叫做标准通用标注语言（SGML）的特殊语言作

为标准。作为一种编程元语言，SGML 提供了一套标注文档的系统，该系统独立于其他任何应用软

件。它还包括一套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同设备和机器无关的电子文档表示方法。SGML 对那

些需要标准化的机构来说是非常有效并且非常适合的，同时它还提供了多种选择。 

二、超文本标注语言（HTML） 

HTML 特别适用于页面的显示。HTML 是一种文档生成语言，它包括一套定义文档结构和类

型的标记，用来描述文档内文本元素之间的关系。超文本标注语言是一种可以显示数百万计这种页

面的语言，HTTP 协议用于在服务器和用户之间传输页面。 
HTML 的基础是 SGML。HTML 是一种特殊的 SGML 文档类型，它比 SGML 更容易学习和使

用。 

三、扩展标注语言（XML） 

扩展标注语言（XML）也是从 SGML 发展而来的。XML 是目前 新的语言，用来定义数据结

构，这种数据结构对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大规模数据传输是非常重要的，而 HTML 只确定页面如

何显示。XML 使设计者很容易地以标准化的、连续的方式来描述并传输来自任意应用程序的结构

化数据。 
XML 可以描述页面的内容。此外，XML 还有数据跟踪能力，这将改变数据共享的方式以及检

索数据库和文件的方式。 

第四节  WWW 技术 

一、互联的文档 

WWW 上共享的文档包括文本和 HTML 代码。位于同一计算机或不同计算机上的文档之间的

HTML 超链接构成了互联文档的 WWW。 

二、WWW 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 

WWW 的电子商务技术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客户机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

方服务。客户机浏览器与 WWW 服务器进行交互，WWW 服务器再与第三方服务进行交互，发挥

的是一种中介作用。 
WWW 服务器功能主要有信息检索、数据管理和事务及安全管理。第三方服务是另外的 WWW

服务器，提供内容、信息处理工具和电子支付系统。 
客户机/服务器是 WWW 体系结构的核心。WWW 客户机（即浏览器）提供了访问和显示 WWW

内容的图形用户界面。信息集成是 WWW 交互式应用的关键。同 HTML 相比，数据库与 WWW 能

够实现更快和更灵活的查询。 

三、交互式 WWW 应用 

1．交互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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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上的交互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WWW 只是实现了共享静态文件（如

技术手册、论文、软件等）；用户对交互式网页的需求驱动了 WWW 第二个阶段的发展；Java 等

高级脚本语言的出现开创了 WWW 交互的第三个阶段。脚本可使 WWW 上的文件包含有动态内容

或根据用户的请求即时创建的内容。 
2．交互性和信息集成 
信息集成是开发基于 WWW 的交互式应用的关键。WWW 提供了四种集成形式： 
● 链接不同服务器提供的数据 
● 为客户机提供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 包容新的数据类型 
● 对新的辅助应用程序或插件程序进行集成 
3．WWW 为交互式应用而实现的扩展 
交互式应用实现的扩展，主要包括数据库集成、脚本编辑和可移动的小应用程序、发布漂亮外

观的文件及包括三维虚拟和音频/视频扩展在内的多媒体扩展。 

四、WWW 与数据库的集成 

1．WWW 数据库类产品 
2．HTML 表格和 CGI 程序 

五、WWW 的多媒体扩展 

WWW 比较重要的扩展有 VRML、RealAudio 和网络电话。 
1．虚拟现实建模语言（VRML） 
虚拟现实建模语言的目的是将 HTML 扩展到三维世界中。 
2．RealAudio 
开发的 RealAudio 允许用户边下载声音文件边收听。 
3．网络电话 
用麦克风和 PC 机在互联网上打电话、发传真和寻呼正成为很重要的业务机会。 

第五节  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 

一、内部网 

从技术上讲，内部网和互联网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访问内部网需要授权。 
1．内部网能实现高效、节约和环保（“绿色”）的内部交流： 
内部网能够改善两种类型的企业沟通： 
● 一对多的应用 
● 多对多的应用 
2．内部网的成本很低 
3．内部网还加快了应用软件的分发和升级。 
管理和维护企业的 PC 软件花费很高。通过减少软件维护和升级费用，内部网可降低网络系统

总成本（TCO）。 
目前内部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用途： 
1．使企业内部沟通变得更迅速、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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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需要相互协作的工作更顺利地完成。 
3．联机事务处理对复杂业务的管理更为容易。 
4．联机分析处理使管理决策支持更为有效。 
5．应用程序的发布和维护改进了系统管理。 

二、外部网 

外部网把企业及其供应商或其他贸易伙伴联系在一起。外部网可以是下列几种网络类型中的任

何一种：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1．公共网络 
如果一个组织允许公众通过任何公共网络（如互联网）访问该组织的内部网，或两个或更多的

企业同意用公共网络把它们的内部网连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公共网络外部网。 
2．专用网络 
专用网络是两个企业间的专线连接，这种连接是两个企业的内部网之间的物理连接。专线是两

点之间永久的专用电话线连接。 
3．虚拟专用网络（VPN） 
虚拟专用网络（VPN）外部网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它采用一种叫做“IP 通道”或“数据封装”

的系统，用公共网络及其协议向贸易伙伴、顾客、供应商和雇员发送敏感的数据。这种通道是互联

网上的一种专用通路，可保证数据在外部网上的企业之间安全地传输。 

第六节  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专门为企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公司企业叫 Internet 接入服务商（IAP）或 Internet 服务商

（ISP）。ISP 所提供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于连接带宽。带宽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一条通讯线路的数据量。

带宽越大，数据文件的传输速度就越快。 

一、调制解调器 

与 ISP 建立连接的常用方法是通过电话服务商。传统的电话服务（POTS）使用现有的电话线

和模拟调制解调器，可提供大约每秒 56K 的带宽。有些电话公司提供更高级的服务，称作数字用

户服务或数字用户线路（DSL）协议。通过调制解调器速度很慢，内容提供商的连接必须向高速连

接发展。顾客可选择的高速技术有两种，即 ISDN 服务和线缆调制解调器。 

二、ISDN 

综合数字业务网（ISDN）的主要魅力在于能利用现有的电话线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ISDN 连接绕开了数字-模拟的转换，直接将用户的计算机与 POP 连接起来，数据速率能达到 64Kbps
或 128Kbps，压缩后速率会更高。ISDN 在同一个网络上集成了声音、数据和图像服务，它是一种

多用途的系统，被称为第二代远程通信服务。 

三、线缆调制解调器 

为解决电话带宽的限制，有线电视公司推出了线缆调制解调器。电缆传送数据的速度可以达到

电话线的 1000 倍。用一条双绞线和一个以太网卡连在 PC 机上，就可用线缆调制解调器与 ISP 建

立相对低成本和高带宽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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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DSL 

线缆的带宽会随网络用户数目的变化而变化，而 ADSL 则不同。ADSL 是一条专用线路，没有

竞争者争夺线路资源。在网络通讯的高峰期，在用户很多的网络中数据的传输速度会大大下降。 

五、T1 和 T3 

那些在互联网上通讯量很大的大公司与 ISP 建立连接时，使用的是名为 T1 和 T3 的更大带宽

的电话连接。T1 线路的带宽是每秒 1.544M，T3 线路的带宽是每秒 44.736M。这两种连接比 POTS
或 ISDN 的连接要贵。 

思考题 

1．互联网的基本协议有哪些？其基本发展脉络如何？ 
2．互联网的基本应用有哪些？ 
3．三种基本标注语言的发展和功能是什么？ 
4．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的区别和联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5．简述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实践要求 

1．上网查看 HTML 的标准和版本资料。 
2．从网上了解外部网的实现方案。 
3．从网上查找并比较各种互联网的接入方案。 

课堂知识扩展 

1．了解超文本服务器技术和超文本链接技术。 
2．了解动态超文本标记语言（DHTML）。 
3．了解 ADSL 的工作原理。 

参考文献 

1．电子商务教程与案例 （美） Allan Afuah, Christopher L. Tucci 著/李明志等译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5 
2．电子商务/章学拯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电子商务概论/陈德人, 李小东, 冯雁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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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如何决策是否采用自营主机，如何选择服务器硬件，如何

使用不同的测试程序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进行基准测试；接下来是学习服务器软件

的功能，了解如何选择服务器的软件；对其它服务器工具也要了解；了解如何选择电子商务软件，

了解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了解主机托管的优点和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基本功能软件的功

能；了解基本功能软件包和中档软件包之间的区别，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

间的区别和企业级电子商务软件的功能； 
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包括： 
第一节  WWW 服务器硬件的选择，主机托管，操作系统，Windows NT 或 UNIX 的优缺点，

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的基准测试，基准测试程序。 
第二节  WWW 服务器功能，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

引程序服务，WWW 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动态内容，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

网服务器，WWW 服务器程序，Apache，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
（NES）。 

第三节 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第四节 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的因素，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工

具。 
第五节  主机托管的优点，基本功能软件包，在线商店的模板，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 
第六节  中高档软件包，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WebSphere Commerce Start，Commerce 

Server，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间的区别。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了解互联网的三个代表性的应用即电子邮件、Telnet 和 FTP；了解 WWW

技术结构，主要包括浏览器、WWW 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了解内部网和外部网的概念和主要作用；

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本章的主要难点：三种基本的标注语言：SGML、HTML 与 XML；包交换网的起源、工作原

理和优势， 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HTTP、SMTP 与 POP、IMAP（互联网

信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Internet 接入服务商（IAP）、Internet 服务商（ISP）；

带宽；不同接入方案的特点。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WWW 服务器的硬件 

一、自营主机与主机托管的选择 

想进行 WWW 展示并开展电子商务服务的企业首先要决定是自营主机，还是使用第三方或 ISP
的主机托管服务。网站的可访问性和带宽也会影响企业是否自营主机的决策。使用主机托管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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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主机就意味着公司的需求要由主机托管商来满足。 

二、WWW 平台选择 

企业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高性能或低性能的服务器，选择服务器硬件时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是在服务器上可能发生的内部（即内部网）和外部的信息访问量或交易数。 
硬件决策、操作系统选择和应用服务器软件选择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决定了 WWW

系统的性能。 

三、WWW 服务器性能评价 

WWW 服务器是电子商务的关键。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的基准测试可以使你在

做出企业网络系统决策时有足够的信息。基准测试是用来比较硬件和软件性能的一种测试方法。 
硬件和操作系统是基准测试的主要领域。 
影响 WWW 服务器性能的另一个因素是连接速度。 
还有一个应考虑的因素是服务器可处理用户的数量。测量服务器页面传输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吞

吐能力和响应时间。 
后，系统应客户机的要求所传输的页面的组合和类型也会大大影响服务器的性能。 

第二节  WWW 服务器软件 

服务器软件维护登录记录，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人员每次访问服务器的时间、日期和 URL
信息。根据所用软件包的不同，WWW 服务器程序的功能可有很多差异。WWW 服务器功能分为：

核心功能、网站管理、应用构造、动态内容和电子商务。 

一、核心功能 

服务器软件的核心功能就是对用 HTTP 协议发来的 WWW 客户机请求进行处理并作出响应。

如：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引程序服务、获取访问者的信

息服务；数据分析服务等。 

二、网站管理 

WWW 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企业的网站应该定期检查指向企业 WWW 网站内部和外部页面

的链接。应用构造是使用 WWW 编辑软件和扩展软件来生成静态或动态的页面。动态内容是响应

WWW 客户机的请求而构造的非静态的信息。 

三、网站开发 

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包括 HTML 或可视化 WWW 页面编辑软件、软件开发套件和 WWW 页面

上载支持。代表性的工具有FrontPage、Dreamweaver、Cold Fusion、PageMill、HoTMetal Pro和Netscape 
Composer。 

四、电子商务 

虽然电子商务服务器和 WWW 服务器不一样，但 WWW 服务器也可以支持电子商务软件。有

的软件包还提供电子商务模板，这些模板可简化图形、产品和企业信息以及购物车的创建工作，甚

至可以简化信用卡的处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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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WW 服务器软件和工具 

WWW 服务器市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网服务器。三种 流行的

WWW 服务器程序是 Apache HTTP Server、微软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和网景的 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它们各有特点。 

第三节  其他 WWW 服务器工具 

除了 WWW 服务器硬件和软件外，还应该了解 WWW 服务器的其他工具。四种特别重要的工

具是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一、网络门户（也简称为门户） 

网络门户是 WWW 上的“网络之门”， 它好比是一个为用户定制的主页，用户通过它开始自

己的检索、漫游和其他 WWW 活动；门户通常包含常规信息，可帮助你找到 WWW 上的任何信息。

门户不是针对特定的用户。 

二、检索引擎 

检索引擎是一种特殊的 WWW 页面软件，可找到与用户输入的单词或短语匹配的 WWW 页面。

你所输入的单词或短语叫做检索词，它包含告诉检索引擎进行检索的指令。有些 WWW 网站还包

括有目录。检索引擎和目录之间存在区别。 
检索引擎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称作网络蜘蛛、网络爬虫或网络机器人的程序；网络蜘蛛

所找到的所有内容都放入检索引擎的第二部分——索引。检索引擎实用程序就是检索引擎的第三部

分。 
所有的检索引擎都包括了这三个部分，检索引擎之间的差异在于每种引擎执行任务的方式不

同。 

三、推式技术 

推式技术是自动地把特定的信息从 WWW 服务器传输到用户计算机的硬盘上。推式技术以一

种温和的方式将定制的信息直接又及时地传输到用户的计算机上。有两种方法可以收到推式信息：

频道订阅和 WWW 页面订阅。 

四、智能代理 

所谓代理、智能代理、软件代理或软件机器人实际上都是同一种程序，它可以代表个人或组织

完成信息收集和过滤等工作（在后台运行）。比较有名的代理系统包括 AuctionBot、BargainFinder、
Firefly 和 Kasbah。 

第四节  电子商务软件功能 

只要在网上开展电子商务，就会面临软硬件解决方案的多种选择。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

的因素有多种，其中 重要是企业规模、预计的访问量和销售量。另一个因素是预算。还有明

确电子商务受众。另一个需要事先进行的决策是：利用 ISP 提供的整体服务还是自行维护电子

商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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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包括：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

工具。 
许多企业间商务系统必须与现有的信息系统连接起来，这些系统可能是企业资源规划（ERP）

软件包；大多数电子商务软件包都提供自动帮助系统，以帮助创建模板页面，其中包括主页和联系

页面等。 

第五节  主机托管服务 

WWW 主机托管服务使企业投入少许就可开展电子商务。专业的主机托管提供了可靠的服务

器、强大的功能和不间断的技术支持，而且收费合理。与自营主机相比，主机托管有很大的成本优

势。 

一、主机托管的优点 

专业的主机托管提供了可靠的服务器、合理的收费、强大的功能和不间断的技术支持。若签的

是按月服务，还可随时中止合同。由于不需要雇人维护网站，也不用在硬件上投资，总成本是很低

的。 

二、主机托管的成本分析 

与自营主机相比，主机托管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三、基本功能软件包 

基本功能软件包是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的免费或廉价的电子商务软件。 
有些主机托管服务商为销售品种较少（50 种左右）并且交易率较低的小企业提供免费或廉价

的商务服务。这类主机托管服务为在线商店和基于表的订购（没有购物车）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

但一般不提供交易处理服务。 
一些主机托管网站都提供创建在线商店的模板。如果使用模板，用户花半小时就可建成商店。

这类主机托管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顾客订购交易得用电子邮件完成。另一个问题是页面上的广告对

顾客视线的骚扰。 
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可为在线商店提供很好的服务（包括易于使用的 WWW 创建工具），

这种主机托管还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工具，如电子商店模板、非常好用的界面、页面快速生成工具和

页面维护工具。免费的主机托管网站和全面服务主机托管网站有若干重要的差别。这类主机托管服

务的例子有很多，如 Yahoo!Store、GeoShops、ShopBuilder 和 Virtual Spin Internet Store。 

第六节  中高档软件包 

基本功能软件包和中档软件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中档软件包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特点。首

先，中档软件包所支持电子商店的店主对商品销售规划、网站布局、内部结构、远程和本地管理方

案都有很好的控制能力。另外，中档软件包同基本功能软件包在功能、价格、数据库连接能力、软

件便利性、软件定制工具及对店主的计算机知识要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中档软件包可同复杂的数据库系统连接起来，并存储商品目录信息。将商品目录信息存储在数

据库中会使商品维护更为方便和简单。所有中档软件系统都是在电子商店店主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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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三种中档电子商务系统，即 INTERSHOP 通讯公司开发的 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IBM 公司开发的 WebSphere Commerce Start 和微软公司的 Commerce Server。 

一、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 

INTERSHOP 商店版（Merchant Edition）是 INTERSHOP 通讯公司提供的四种电子商务软件包

之一，其他版本包括开发版（Developer Edition）、企业版（the Enterprise Edition）和主机托管版

（Hosting Edition）。 

二、IBM 公司的 WebSphere Commerce Start 

商店创建的自动工具可以创建三种类型的商店：称为 One Stop Shop 的简单的商品目录服务、

功能更强的称为 Personal Delivery 商店和一个称为 Business-to-Business 的商店，后者的目标市场是

从事企业间贸易的公司。 

三、微软公司的 Commerce Server 

微软公司的 Commerce Server 只能在 Windows NT 服务器上运行，它有大量支持 WWW 上销售

商品或服务的工具与程序。Commerce Server 不是一个黑箱式的解决方案。你可用它的自动帮助工

具按部就班地创建一个网站，然后定制代码来满足你的特殊需要。它提供了用于建立系统的后台管

理的工具和用于创建电子商店的工具。 

思考题 

1．自营主机与主机托管的选择时要考虑哪些影响因素？ 
2．WWW 服务器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3．WWW 服务器的其他工具主要有哪些？ 
4．对主机托管服务进行优缺点分析并简述其基本功能。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家的主机托管方案。 
2．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软硬件平台。 
3．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种 WWW 服务器软件。 
4．比较流行的检索引擎的功能特点。 

课堂案例分析 

白云机场提升电子商务管理水平案例分析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byte.com 
内部电子商务系统的建立对白云机场的发展创造那些有利条件？ 

课堂知识扩展 

1．创建企业内部网系统的基础设施。 
2．IBM 公司开发的 WebSphere Commerce Start 
3．微软公司的 Commerc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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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子商务的安全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要了解计算机有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分别分析存在的四种安全威

胁和相应的安全措施，即版权和知识产权、客户机、通信信道和服务器，使学生对电子商务可能遇

到的种种安全问题和应该采用的防范措施有全面的了解。 
知识点 
第一节 计算机安全的含义和类型，保密、完整和即需的含义，安全措施、安全策略的含义和

内容。 
第二节 版权的含义，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区别，保护数字化版权

的方法。 
第三节 客户机易受到的安全威胁，活动内容如何导致安全问题，Java、Java 小应用程序和

JavaScript 如何导致安全问题，Active X 和电子邮件的附件如何导致安全问题，信息隐蔽，数字证

书，Cookie 的处理和限制，防病毒软件。 
第四节 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电子邮件信息受到的安全、完整和即需的威胁，通讯保密性、

消息完整性和信道可用性，加密，加密程序，解密程序，加密算法，加密的类型，散列编码、对称

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第五节 服务器的安全威胁，公用网关接口，安全漏洞，WWW 商务服务器软件，商务服务器

的安全解决方案，访问控制和认证，防火墙，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计算机安全的类型，保密、完整和即需的含义，安全措施、安全策略的含

义和内容；版权的含义，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区别；客户机易受到的安

全威胁，活动内容如何导致安全问题，Java、Java 小应用程序和 JavaScript 如何导致安全问题，Active 
X 和电子邮件的附件如何导致安全问题；电子邮件信息受到的安全、完整和即需的威胁，通讯保密

性、消息完整性和信道可用性。 
本章的主要难点：保护数字化版权的方法；信息隐蔽，数字证书，Cookie 的处理和限制；加

密，加密程序，解密程序，加密算法，加密的类型，散列编码、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安全套接

层（SSL）系统和 S-HTTP；访问控制和认证，防火墙，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概  述 

计算机安全就是保护企业资产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篡改或破坏。主要有两大类的安全：

物理安全和逻辑安全。物理安全是指可触及的保护设备，如警铃、保卫、防火门、安全栅栏、保险

箱、防爆建筑物等。使用非物理手段对资产进行保护称为逻辑安全。对计算机资产带来危险的任何

行动或对象都被称为安全威胁。 
计算机安全分成三类，即保密、完整和即需。保密是指防止未授权的数据暴露并确保数据源的

可靠性；完整是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修改；即需是指防止延迟或拒绝服务。 
安全措施是指识别、降低或消除安全威胁的物理或逻辑步骤的总称。。根据资产的重要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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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安全措施也有多种。如果保护资产免受安全威胁的成本超过所保护资产的价值，我们就认为

这种资产的安全风险很低或不可能发生。 
要保护自己的电子商务资产，所有组织都要有一个明确的安全策略。安全策略是明确描述对所

需保护的资产、保护的原因、谁负责进行保护、哪些行为可接受、哪些行为不可接受等的书面描述。

制定安全策略时，首先要确定保护的内容（如保护信用卡号不被窃听）；再确定谁有权访问系统的

哪些部分，不能访问哪些部分；然后确定有哪些资源可用来保护这些资产。安全小组了解了上述信

息后，才能制定出书面的安全策略。 后要提供资源保证来开发或购买实现企业安全策略所需的软

硬件和物理防护措施。 
综合安全意味着将所有安全措施协同起来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资产暴露、破坏或修改。安全策略

必须包含着对安全问题的多方面考虑因素。安全策略一般包含认证、访问控制、保密、数据完整性、

审计。 

第二节  对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对知识产权的安全威胁 

版权是对艺术的保护，一般包括对文学和音乐作品、戏曲和舞蹈作品、绘画和雕塑作品、电影

和其他视听作品以及建筑作品的保护；知识产权是思想的所有权和对思想的实际或虚拟表现的控制

权。同对计算机的安全威胁一样，对版权的侵犯也会带来破坏；但同对计算机安全的破坏不一样，

侵犯版权的范围比较狭窄，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要小一些。 

二、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不同。传统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国内法律甚至国

际法来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所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网站上发表知识产权作品同时又能保护这些

作品，但绝对的保护是不现实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PO）一直在推进和监督国际数字化版权的问题。也有些公司为数字化

版权持有人提供第一、二代的保护产品。美国信息技术协会（ITAA）提出了主机名阻塞、包过滤

和代理服务器等方案。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可用 IP 阻塞、包过滤或代理服务器来阻止某个违

法网站的访问。但这些方法无法防止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的盗窃。 
还有些方法也许能保护数字化作品，例如软件测量、数字化水印和数字信封（有时也叫信息认

证码）。人们还在不断开发新的方法。其中一个很有前途的技术是用信息隐蔽法来生成数字水印。

数字水印是隐蔽地嵌入在数字图像或声音文件里的数字码或数字流。可对其内容加密或简单地隐藏

在图像或声音文件的字节里。 

第三节  保护客户机 

一、对客户机的安全威胁 

在可执行的 WWW 内容出现前，页面是静态的。静态页面是以 WWW 标准页面描述语言 HTML
编制的，其作用只是显示内容并提供到其他页面的链接。在活动内容广泛应用后，这个状况就发生

变化了。 
对客户机的安全威胁主要可以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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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动内容：是指在页面上嵌入的对用户透明的程序，它可完成一些动作，如显示动态图像、

下载和播放音乐等。在这些合法的指令中可能会隐藏着有恶意指令，从而导致安全问题。活动内容

包括 Java 小应用程序、Active X 控件、JavaScript 和 VBScript、图形和 WWW 浏览器插件以及电子

邮件附件。 

二、保护客户机 

要保护客户机（一般指 PC 机）不受网上下载的软件和数据的安全威胁。下面介绍一些内置的

防止或减少客户机安全威胁的保护机制。 
1．数字证书是电子邮件附件或嵌在网页上的程序，可用来验证用户或网站的身份。另外，数

字证书还有向网页或电子邮件附件原发送者发送加密信息的功能。下载的程序内有数字证书，就可

识别出软件出版商（以确认软件出版商的身份同证书相符）并确认证书是否有效。 
2．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在浏览器内部提供了对客户机端的保护。Internet Explorer 除了为

防止儿童接触成人网站而提供内容警告外，还可对基于 Active X 或 Java 的活动内容做出反应。

Internet Explorer 采用微软公司的 Authenticode 技术来验证所下载活动内容的身份。 
3．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可以允许你控制是否将活动内容下载到客户机上。如果你决定用

Navigator 下载活动内容，就可查看附在 Java 或 JavaScript 控件上的签名（Active X 控件不能在

Navigator 上运行）。 
4．处理 Cookie 
Cookie 既可存储在你的计算机上，也可在一次浏览会话中创建、使用并删除。Cookie 只可由

创建它的网站来检索，Cookie 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它是以不为人觉察的方式收集或存储信息。 
5．使用防病毒软件 
防病毒软件只能保护你的计算机不受已下载到计算机上的病毒攻击，所以它是一种防卫策略。

不论选择哪家厂商的产品，你都得不断更新防病毒软件的数据文件。这些文件存储的是用于检测病

毒的病毒识别信息。 

第四节  保护通讯信道的安全 

一、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 

在互联网上传输的电子邮件信息都会受到对安全、完整和即需的侵犯。 
保密是防止未经授权的信息泄露，保密是要求繁杂的物理和逻辑安全的技术问题，它与隐私有

一定的区别。隐私是保护个人不被曝光的权利；保密是要求繁杂的物理和逻辑安全的技术问题，隐

私则需要法律的保护。 
对完整性的安全威胁也叫主动搭线窃听。当未经授权方改变了信息流时就构成了对完整性的安

全威胁。破坏了完整性也就意味着破坏了保密性，因为能改变信息的窃听者肯定能阅读此信息。完

整性和保密性间的差别在于：对保密性的安全威胁是指某人看到了他不应看到的信息，而对完整性

的安全威胁是指某人改动了传输的关键信息。 
对即需性的安全威胁也叫延迟安全威胁或拒绝安全威胁，其目的是破坏正常的计算机处理或完

全拒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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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电子商务的通道 

提供电子商务通道的安全意味着保证通讯保密性、消息完整性和渠道可用性。 
1．交易的保密 
加密就是用基于数学算法的程序和保密的密钥对信息进行编码，生成难以理解的字符串。将这

些文字（称为明文）转成密文（位的随机组合）的程序称作加密程序。接收方收到消息后对其解码

或称为解密，所用的程序称为解密程序。加密程序的逻辑称为加密算法。按密钥和相关加密程序类

型可把加密分为三类：散列编码、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是用互联网进行安全信息传输的协议。 
安全 HTTP（S-HTTP）是 HTTP 的扩展，它提供了多种安全功能，包括客户机与服务器认证、

加密、请求/响应的不可否认等。 
2．保证交易的完整性 
电子商务 终要涉及客户机浏览器向商务服务器发出结算信息、订单信息与结算指令人以及商

务服务器向客户机返回订单确认信息。可用多种技术的组合来创建能防止修改同时能认证的消息。 
3．保证交易传输 
拒绝或延迟服务攻击会删掉或占用资源。加密和数字签名都无法保护信息包不被盗取或速度降

低。但 TCP/IP 中的传输控制协议（TCP）负责对信息包的端到端的控制。当 TCP 在接收端以正确

次序重组包时，会处理包丢失的问题。TCP/IP 的职责会要求客户机重新发来丢失的数据。 

第五节  对服务器的安全威胁 

一、服务器的安全威胁 

对企图破坏或非法获取信息的人来说，服务器有很多弱点可被利用。其中一个入口是 WWW
服务器及其软件，其他入口包括任何有数据的后台程序，如数据库和数据库服务器。也许 危险的

入口是服务器上的公用网关接口（CGI）程序或其他工具程序。 
软件越复杂，包含错误代码的概率就越高，有安全漏洞的概率也就越高。安全漏洞是指破坏者

可因之进入系统的安全方面的缺陷。 
一种对 WWW 服务器的攻击可能来自服务器上所运行的程序，如互联网蠕虫引起的溢出会消

耗掉所有资源，直到主机停机。另一种就是攻击程序地址的内部寄存器来恢复执行。还有一种攻击

是邮件炸弹。 
WWW 商务服务器软件包括 FTP 服务器、WWW 服务器、电子邮件服务器、远程登录服务器

和主机上的操作系统。商务服务器的安全解决方案有：访问控制和认证是指控制访问商务服务器的

人和访问内容。认证就是验证期望访问计算机的人的身份，通常是用数字证书进行验证。防火墙在

需要保护的网络同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互联网或其他网络之间建立了一层保护，通常也是第一道保

护。防火墙分成若干类，包括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思考题 

1．目前电子商务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2．客户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如何避免对客户机造成威胁？ 
3．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哪里？怎样对通讯信道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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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 

1．上网查看各种活动内容的技术特征。 
2．从网上了解各种安全措施的实现。 
3．了解实际网站的安全措施的实现方案。 

课堂案例分析 

通用电气（中国）网站维护案例分析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byte.com 
通用电气（中国）是如何进行网站安全维护的？对我们进行电子商务安全维护有何启示？ 

课堂知识扩展 

1．了解散列编码、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相关知识。 
2．了解数字证书的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1．Carpenter, P., eBrands: Building an Internet Business at Breakneck Spee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 

2．[美]Ravi Kalakota、Marcia Robinson:《电子商业——通往成功之路》,潇湘工作室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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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子结算系统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推动电子结算系统发展的力量和电

子结算系统优势，电子代币的概念和对它们的评价方法；了解电子现金的概念、优势和特点，使用

的方法、工作原理、安全保障；了解电子钱包的功能、特点和优势以及电子钱包的两种标准；了解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类型，SET 的原理和特点；了解其它几种结算工具的特点和使用情况。 
知识点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目标；消费者的网上采购过程；传统结

算工具的局限性；小额结算；电子代币的概念；先付代币；后付代币；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 
第二节 电子现金的概念；电子现金的特点；电子现金的持有办法；电子现金的优缺点；电子

现金的工作原理；电子现金的安全保证；各种电子现金的状况。 
第三节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优点；几种电子钱包的特点；W3C 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的

“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ECIG 草案的框架；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 
第四节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基于信用卡的结算的类型；结算卡的安全机制；结算卡交易的步

骤；封闭系统；开放系统；安全电子交易（SET）；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SET 的特征和使

用；SET 的局限性。 
第五节 智能卡；Mondex 卡；电子支票。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主要目标；消费者的网上采购过程；电子代币的概

念；先付代币；后付代币；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电子现金的概念；电子现金的特点；电子

现金的持有办法；电子现金的优缺点；电子钱包的功能和优点；几种电子钱包的特点；结算卡的安

全机制；结算卡交易的步骤；封闭系统；开放系统； 
本章的主要难点：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电子现金的安全保证；W3C 的电子商务组（ECIG）

制定的“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ECIG 草案的框架；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安全电

子交易（SET）；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SET 的特征和使用；SET 的局限性；智能卡；Mondex
卡；电子支票。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6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述 

电子结算就是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在线资金交换。推动电子结算发展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技术

成本的降低、经营成本和处理成本的降低、在线商务的增加。电子商务的主要目标则是要影响消费

者进行结算的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是实时的电子传输、票据清算和结算系统。 
为更好了解电子结算，需要先了解消费者的采购过程，即浏览商品——挑选商品——向消费者

显示订货表——消费者选择结算的方法——提交订货表——结算授权——装运和结算的确认——

装运货物——结算。 
传统结算工具的局限性包括：传统结算工具不能进行实时结算；缺乏便利性；缺乏安全性；使

用范围太窄；缺乏合格性；不能进行小额结算。传统结算工具的种种缺陷使它无法适应电子商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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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几家企业正在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如数字现金、电子货币和电子支票。

这些金融工具的共同点就是采用了电子代币的概念，并支持小额结算。电子代币是由银行或金融机

构支持的数字结算方式，它分为先付代币（实时代币）和后付代币两类。 
先付代币是在卖方和买方之间交换的。用户要预先支付一定金额购买代币。交易是通过电子货

币的交换进行结算。先付代币结算机制包括数字现金、借记卡和存放电子货币的电子钱包。后付代

币的使用要依照买卖双方之间交换的资金转账指令。后付代币包括电子支票、加密信用卡和第三方

授权机制。 
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要考虑：某种电子代币适用于哪种交易？使用什么结算手段？结算

系统的安全、匿名和认证方法是什么？谁在何时承担什么风险？ 

第二节  电子现金 

一、电子现金概述 

电子现金也叫数字现金，它不仅具有计算机化带来的便利，而且具有纸制现金不具有的安全性

和隐私保护。电子现金的广泛适用性为它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任何电子现金系统都必须具

备四个共同特点，包括货币价值、互可操作性、支取性和安全。除了上面的特性以外，电子现金还

具有其它一些特点：如独立性、便携性、可分解性和方便性。电子现金的独立性是指它和任何网络

或存贮设备无关。可分解性是电子现金同真正的通货的一个区别。可分解性决定支付单位的大小。

电子现金 重要的特点也许就是它的方便性了。 
目前现金持有办法是在线存贮和离线存贮。在线现金存贮意味着消费者不需要亲身拥有电子现

金，而是由一个可信赖的第三方参与到所有的电子现金转账过程中，并持有消费者的现金账号。离

线现金存储是在消费者自己的钱包里保存虚拟货币，消费者自己持有货币，不需要可信的第三方参

与交易。 

二、电子现金的优缺点 

电子现金比其他结算方式更为有效，在互联网上现金转账的成本要比处理信用卡的成本低。而

且电子交易的距离不是问题。电子现金也不像信用卡交易所要求的特殊认证。电子现金也有缺点，

如互联网征税；无法跟踪，这就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洗钱。电子现金还可以被伪造。 

三、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 

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是：要拿到电子现金，消费者必须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并提供证明身份

的证件。以后，当他想用电子现金消费时，他就可通过互联网访问银行并提供身份证明。人们通常

把认证中心颁发的数字证书用作数字身份证明。在银行确认了消费者的身份后，就会发给消费者一

定量的电子现金，并从消费者的账户上减去相同的金额。 

四、为电子现金提供安全保证 

为电子现金提供安全保证包括采用复杂的双锁技术来避免重复消费，或增加电子序列号来跟踪

电子现金。复杂的加密算法是追踪电子货币持有人并防止篡改的关键技术。完全匿名的电子现金要

求银行在所发行的电子现金上嵌入一个序列号，以实现对电子现金的数字签名，同时也消除了电子

现金同特定消费者之间的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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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过去和现在的电子现金系统 

目前的电子现金有 Checkfree、Clickshare、CyberCash、DigiCash、eCoin 和 MilliCent，它们各

有特点。 

第三节  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实际钱包一样，可存放信用卡、电子现金、所有者的身份证书、所有者地址

以及在电子商务网站的收款台上所需的其他信息。电子钱包提高了购物的效率。消费者选好商品后，

只要点击自己的钱包就能完成付款过程，大大加速了购物的过程。 
目前的电子钱包有 Agile Wallet、eWallet 和 Microsoft Wallet，它们各有特点。 
Agile Wallet 技术由 Agile Wallet 安全服务器提供。这是 CyberCash 开发的服务器，可处理消费

者结算和购物信息，提供快速和安全的交易。 
Launchpad 技术公司的 eWallet 是一个免费的钱包软件，消费者可下载并安装到自己的计算机

上。它不像其他钱包那样存在中心服务器上。和其他钱包一样，eWallet 将顾客个人信息和结算信

息存在钱包里。 
Microsoft Wallet 预装在 Internet Explorer 4.0 及以上版本里，当然，不会预装在网景公司的

Navigator 中。其功能与大多数电子钱包一样，在用户需要时可自动填写订单表。Microsoft Wallet
是微软公司为钱包的标准化而推出的。 

WWW 共同体（W3C）已提出了电子钱包的建议标准，这个标准会影响各商家所提供的电子

钱包产品。W3C 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了“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草案， ECIG 的建议

标准是以可扩展的、互可操作的方式将小额支付信息嵌入到页面中的指南。 
目前 ECIG 草案的框架如下：客户机（客户的浏览器）通过向商务服务器请求信息来开始小额

支付活动。客户机的浏览器包括浏览器、称为每种付费链接理程序（PFLH）的模块和一个或多个

电子结算的钱包构成。在客户机/服务器组的商家端是 HTTP 服务器。W3C 的方案建议了用新的

HTML 标记来表示所嵌入的小额支付信息。 
由 IBM 公司、微软公司、VISA 公司和万事达公司组成的一个协会提出了另一个标准，以解决

目前电子商务多标准的状况。所组成的协会就名为 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的技术达成了协议。

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用户可将其信用卡号和地址信息一次性输入支持 ECML 的电子钱包中。

用户控制对 ECML 电子钱包的访问。 

第四节  结算卡 

目前，在线购物大部分是用信用卡和签账卡来进行结算的（以下统称结算卡）。信用卡结算有

两个步骤。CyberCash、VISA 和 First Virtual 等美国公司已实现了若干结算系统，但这些方案都在

设法成为标准。 
基于信用卡的结算可以分为三类：使用未加密信用卡细节信息的结算；使用加密信用卡细节信

息的结算；使用第三方证明的结算。使用加密信用卡细节信息的结算是把信用卡信息输入浏览器或

其他电子商务设备，并加密后通过互联网从买方安全地传送给卖方。 
结算卡为商家提供了内置的安全机制。当商家收到通过安全套接层（SSL）所保护的页面上传

来的顾客结算卡信息时，结算卡交易遵循下列的步骤： 
1．商家必须验证结算卡以保证其有效性，不是盗窃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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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家和消费者的结算卡发行公司验证消费者的账号上有足够的资金，并根据本次交易额冻

结相应的资金； 
3．在所购商品送达消费者之后，相应的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转账到商家的账户上，交易完成。 
在某些结算卡系统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作用相当于持卡人和商家之间的经纪人。这类系

统称为封闭系统，因为没有其他机构参与交易。如果交易由第三方处理，此系统就称为开放系统。 
在线商家要在互联网交易中处理结算卡，必须设置一个商家账户。结算卡的处理可由电子商务

软件包所附带的软件来完成，也可外包给第三方来完成所有的结算卡处理业务。有很多公司提供这

种结算处理服务，如 Internetsecure 公司等。 
安全电子交易（SET）是万事达国际组织和 Visa 国际组织在微软公司、网景公司、IBM 公司、

GTE 公司、SAIC 及其他公司的支持下联合设计的安全协议。SET 的目的是为通过互联网在商家网

站和处理银行之间传输信用卡结算信息时提供安全保证。SET 标准的安全程度很高，它结合了数据

加密标准（DES）、RSA 算法、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和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S-HTTP），

为每一项交易都提供了多层加密。SET 是很必要的。SET 的特征有信息的机密性、数据的完整性、

消费者账户认证、卖方认证和互可操作性。在 SET 交易前，交易双方都必须在一家使用 SET 的金

融机构开立账户，这家金融机构还必须拥有能使用 SET 的软件。SET 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例如，

SET 只能接收信用卡和不需要个人身份号码（PIN）的借记卡。 

第五节  其他新型金融工具 

智能卡就是嵌入了一个微处理芯片的塑料卡，在芯片里存储了大量关于持卡人的信息。智能卡

比传统信用卡更易防止滥用，因为智能卡上的信息是加密的。它需要用密钥来打开加密的信息，不

需要窃贼能得到的结算卡号或可模仿的签名。另外智能卡还具有便于携带及方便使用的好处。 
Mondex 卡是能存储电子现金的智能卡，Mondex 卡上有一个微处理芯片，可直接从用户的银

行账户上接收电子现金。另一个优点是顾客在各类自动售货机上都能找开钱。当然它也有缺点。它

需要一个特殊设备，接受 Mondex 卡的商家必须在结账台上安装专用的刷卡器。互联网用户可用

Mondex 卡在网上转账，但必须在 PC 机上连一个刷卡器。这些要求形成了 Mondex 卡普及的一个障

碍。 
电子支票以纸制支票为模型，用电子方式生成，它使用数字签名进行签名和背书，而且要求用

数字证书来确认付款人、付款人的银行和账户。电子支票可通过电话线直接传输，也可以通过公共

网络来传送。电子支票款项（存款）可通过银行收取，通过现有的银行渠道进行结算。银行的基础

设施与公共网络的集成是电子支票的基础。 
电子支票的优势包括： 
1．可为新型的在线服务提供便利。 
2．电子支票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支票相同，简化了顾客的学习过程。 
3．电子支票非常适合小额结算；电子支票的加密技术使其比基于非对称加密的系统更容易处

理。 
4．可为企业市场提供服务。 
5．电子支票要求建立准备金，而准备金是商务活动的一项重要要求。 
6．电子支票要求把公共网络同金融结算网络连接起来，这就充分发挥了现有的金融结算基础

设施和公共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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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对传统结算工具和电子结算系统进行比较分析。 
2．简述电子现金的工作原理，并对目前存在的电子现金类型进行分析。 
3．电子支票的优势有哪些？ 
4．如何解决电子结算系统的安全性问题。 

实践要求 

1．根据实际网站所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合的结算工具。 
2．从网上了解各种电子钱包的特点。 
3．从网上了解并比较 CyberCash、VISA 和 First Virtual 等美国公司目前流行的结算工具。 

课堂案例分析 

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模式分析 
资料来源：http://www.industry.ccindnet.com 
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经验有哪些? 

课堂知识扩展 

1．了解安全电子交易（SET）安全协议的相关知识。 
2．“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草案的基本内容。 
3．了解电子现金的三方支付模型。 
4．了解电子现金盲签名系统的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1．Carpenter, P., eBrands: Building an Internet Business at Breakneck Spee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 

2．[美]Ravi Kalakota、Marcia Robinson:《电子商业——通往成功之路》,潇湘工作室译,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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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线零售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

种形式和在线零售商的类型；了解消费者类型，购买行为类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和在线

零售成功的关键；了解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邮购

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了解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了解在线定单履行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了

解 WWW 销售的各种业务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情况；了解在线零售带来的各种新的管理问题；了解

网上拍卖的类型和成功的经验。 
知识点 
第一节 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重要因素；线零售渠道的三种形式；电视购物的优势；基于光盘

的购物；在线零售商的类型。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两个角度；消费者类型；购物经验的类型；购买行为类

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消费者寻找；组织寻找；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 
第三节 邮购的起源；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

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 
第四节 从目标市场、产品和品牌、分销、价格、促销、环境等方面评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

适合在线销售。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订单履行的含义；困难的原因；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在

线企业选择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 
第六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销售知识产权的模式；广告支持的业

务模式；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交易费用模式。 
第七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

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

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第八节 网上拍卖；拍卖的种类；网上拍卖站点的三种主要类型；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卖家出

价拍卖；集体购买网站。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线零售渠道的三种形式；邮购的起源；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

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在线企业选择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

（在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

局、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本章的主要难点：消费者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两个角度；购物经验的类型；消费者商业模型

的三个阶段；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从目标市场、产品和品牌、分销、价格、促销、环境等方面评

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适合在线销售。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销售知识产

权的模式；广告支持的业务模式；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交易费用模式。网上拍卖站点的三种主要

类型。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6 学时。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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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线零售的潜力分析 

在线零售是电子商务中很有潜力的部分，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商场过度建设

和相对过剩的供应；消费者人口特征的改变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种形式： 
1．电视购物 
电视购物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从范围和广度来看，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通过有线

电视、广播和卫星接收信号。第二，电视购物的目标受众一般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绝大多数是

妇女。在线受众大部分都比较富裕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电视购物成功的秘诀在于充分利用了电子媒体的特点，利用了主持人的名望和个人魅力，说服

受众购买产品。 
2．基于光盘的购物 
光盘制作和分发的成本相对较低，是传统印刷商品目录的替代品。使用光盘的目的在于可用它

为商店和制造商树立品牌形象。光盘商品目录的优势在于：首先，光盘目录基本上是传统商品目录

的变形，而且有多媒体功能，能通过声音、图片和动感图像展示产品。其次，光盘可以互动，顾客

可挑选某类商品或显示某些图像。 
3．基于在线的购物。 
在线零售商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开始建立在线店面的传统零售商；第二类是关注在线商品目

录的商品目录零售商；第三类是“新生代”零售商；第四类是探索直接面对消费者销售的制造商。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 

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决定了消费者与零售商间的交互，这就使零售商不必各自建立不同的业务流

程而采用比较一致的模式，从而为消费者带来便利。 
商业模式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商业模式要明确购物者在购买产品

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先后顺序，了解这种顺序有助于开发电子商务软件。从零售商的角度来看，

商业模型要明确订货管理循环，即内部为履行顾客订单而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总的来看，消费者可分为三类： 
（1）冲动购买者，他们决定购买产品的速度很快； 
（2）耐心购买者，他们在进行比较后才购买产品； 
（3）分析购买者，他们在决定购买产品前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了解消费者类型是为了深入了解各种购买类型（冲动购买、强制购买、橱窗购物、单纯浏览等）

的驱动因素。购物经验归纳为两类：功利主义的购物体验和享乐主义的购物体验 
购买行为类型分为专门计划购买、简单计划购买、提醒者购买和完全无计划购买。 
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为：购前准备、购买完成和购后交互。在购前准备阶段，消费者要

经历多个步骤：考虑、比较和协商。寻找过程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消费者寻找，第二

类是组织寻找。在购买完成阶段，消费者找到需要的产品后，买卖双方需进行某种形式的交互，以

便实际完成商业交易。商业交易指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换，随后才是必要的结算过程，可以交

换由第三方（中央银行）支撑的货币，或传送信用卡结算组织（VISA 或 MasterCard）的授权。购

后交互阶段会对顾客价值、价格和成本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是树立品牌、减少存货、降低成本、利用定制营销和正确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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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线零售与邮购 

可以用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模型评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适合在线销售。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

模型涉及七个方面的 30 个指标。 
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省时方便；大多数邮购商和在线零售商都没有传统的

仓库和零售店铺；受欢迎的零售商品种类相似。但在线购物相比邮购有更多地优势： 
1．结算的优势 
2．成本的优势 
3．交互性的优势 
4．实时的优势 
5．受众范围的优势 
6．展示的优势 
7．信息比较的优势 
8．管理的优势 
在线零售可从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互联网作为新型零售渠道的出现很快得到了邮购商的关

注，虽然他们还对进入在线领域有一些担心（如技术问题等），但在线零售却是大势所趋。从邮购

到在线，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有： 
1．认清它们的实质 
2．机会存在，但也有例外 
3．区分客户和品牌是成功的关键 
4．没有一种单独的零售形式能取代所有的形式 
5．只有价格很低时，零售市场份额才会发生变化 
在线零售要夺取传统零售的市场份额，必须兼备低价和方便两个优势。 

第四节  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 

互联网目标市场营销模型涉及 30 个因素，可用来预测在线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成功的可能性。 
在目标市场方面要考虑待售品是否定位在计算机用户？待售品是否定位在技术早期采用者？

是否定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士（或其子女）？是否定位在平均教育水平之上的人士（或其子

女）？面向男性还是女性购买或使用？目标市场在互联网上是否易于识别和送达？互联网用户属于

目标市场吗？ 
在产品和品牌方面要考虑待售品与计算机有关吗？在作出购买决策前是否需要观察、“试用”

或触摸待售品？待售品是否易于了解、配置和定货——整个过程是否能自动化？待售品是有形产

品、有形服务、无形服务还是知识产权？待售品属于高技术还是低技术？是否为商品？待售品是否

为具有独特功能/性能的新产品？待售品是否是全球性的？是否为全球化的补缺性待售品？是否为

著名公司的名牌产品？ 
在分销方面要考虑本地是否已经存在采用传统销售渠道（如零售店）的竞争性待售品？公司目

前待售品的分销是全球范围的，还是只局限于本地或本国市场？ 
在价格方面要考虑待售品便宜还是昂贵？待售品价格是否需要经常变动？ 
在促销方面要考虑传统宣传和广告手段与互联网工具是否能相互受益？ 
在环境方面要考虑互联网是否能降低待售品的市场营销、交货和支持的成本？在互联网上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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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之外是否有竞争产品？待售品是否合法并有很大需求？待售品是否为社会接受并且需求量

大？待售品是否能从匿名购买中获益？人们是否能完全自由地访问你在互联网上的待售品？经济

状况如何及待售品的销售是否处在经济状况的顶峰或低谷？目标市场的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技术环

境是否先进？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订单履行 

在线赢得顾客和维系顾客意味着让顾客对从 初的承诺开始到送货上门为止的整个过程完全

满意。在线订单履行比离线订单履行更为困难，因为它对订单履行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线零

售商必须迅速、准确地回答顾客的问询（同时了解顾客的购买习惯和偏好）并充分利用交易过程中

所产生的数据。此外，在线零售商必须整合在线和离线的订货与退货过程，并且在整合时保证小额

订单的送货上门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 
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 
1．控制顾客数据 
2．整合在线和离线订单 
3．提高送货的成本效益 
4．处理退货。 
面对这些挑战，电子商务企业往往会演变成外包者、选择性的营造者或集成者。外包者将订单

履行任务交给有经验的第三方，以加快送达市场的速度。有选择的营造者往往是具有深度而不是广

度的传统公司，它们发掘现有的优势并将“商品流转”作业外包。集成者靠其内部控制的价值，建

立自己的作业系统来管理交易的各个方面。 
在线企业选择哪种战略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顾客同产品和卖方进行交互的性质；企业目前的

能力；具备“商品流转”作业的能力，但企业无法在这些能力上保持竞争优势；以及在时间和控制

权之间的折衷。 

第六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 

在 WWW 上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业务模式是基于在 WWW 之前就存在的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

将邮寄目录的模式扩展到 WWW 上就是企业用网站上的信息来替代商品目录的分发。目前大多数

成功的 WWW 商品目录销售企业都是曾在邮寄商品目录行业中获得成功的公司，他们只是把自己

的业务扩展到 WWW 上。 
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认为 WWW 是新兴的高效分销机制。 
广告支持的业务模式是美国电视网络所采用的模式，他们提供带广告信息的免费节目。广告收

入用于支付电视网络的运营和节目制作成本。WWW 广告的成功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是没有

测量网站访问的统计方法。另一个对吸引广告主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粘附力，网站的粘附力是吸引访

问者在网站驻留以及吸引重复访问的能力。访问者在某个网站停留的时间越长，就会收到越多的广

告信息。第二个问题是很少有网站能够吸引到让大广告主感兴趣的访问者数量。 
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已被报纸和杂志应用了多年，订阅者付一笔费用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广告。

采用这种模式在 WWW 上销售的企业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交易费用模式是通过支持一个交易来收取费用，如旅行社从它所售的机票、预订的旅馆、租用

的汽车和导游活动中收取佣金，佣金由交通或住宿服务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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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 

虽然零售业的变化是由技术推动的，但要实现在线零售，还要求管理者有远见。在线零售要想

取得成功，在线技术就必须与企业管理战略和经营战略相互补充。 
零售战略中涉及的步骤包括：搜寻潜在顾客、确定顾客的价值、了解顾客的需求、了解顾客的

购买过程、选择展示方法、进行展示、根据顾客反应调整展示、应付反对意见、与顾客协商价格、

完成销售并通过服务建立长期关系。其中每一步都需要在在线环境中重新考虑和重新检查。零售战

略还必须能够刺激需求。 
当制造商进入在线环境来销售产品时，就与其传统的分销伙伴成了对头。所有零售商都需要用

某种渠道把产品或服务送交到消费者手中。在线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既能为顾客提供直接的访问，

又提高了顾客满意度，因此，在线经济会威胁到中间商的地位。 
在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接入定价类似于顾客为获得进入商店购物

的权利而向商店付费。消费者很少会多花钱购买没经过检验的新服务，零售商不能指望消费者会支

付很多的“接入费”来购买产品。只有当虚拟商店的购物成本与在传统商店的购物成本相当时，在

线零售商才会获得足够多的顾客。 
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

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虚拟商店会对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要想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虚拟零售业必须提供更好、更快、

成本更低、更有娱乐特点的购物体验。商店的陈设还依赖于制造商给零售商的激励和货位补贴。 
第八节 网上拍卖 
互联网的一个优势就是能把具有同类兴趣而在地理上分散的人们聚集起来。网上拍卖在许多方

面为网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业务机会。网上拍卖业务本身有收入，又能卖广告，因此想在早期就盈

利会相对容易些。 
拍卖的历史很久远，拍卖的种类分为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密封递价 高价拍卖、密封递价

次高价拍卖、（维氏拍卖）、开放出价双重拍卖、密封递价双重拍卖，这六种拍卖方式各有特点。 
在英式拍卖中，出价人叫一个比前一个出价更高的价格，直到没人出更高的出价为止。这时，

拍卖人就宣布，这件物品按 后一个出价，卖给了出价 高的出价人。这类拍卖也被称为“出价逐

升式拍卖”。 
荷兰式拍卖是开放式拍卖的一种形式，它的出价从高价开始，一直降到有出价人接受这个价格

为止。因为价格要降到有出价人要这件拍卖品为止，所以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出价逐降式拍卖。 
在密封递价拍卖方式中，出价人各自递交自己的出价，通常不允许相互协商。在密封递价 高

价拍卖中，出价 高的出价人获胜。密封递价次高价拍卖和密封递价 高价拍卖类似，只是出价

高的出价人是按照出价第二高的出价人所出的价格来购买拍卖品。 
在双重拍卖中，买家和卖家都向拍卖人同时递交价格和数量来出价。拍卖人把卖家的要约（从

低价开始上升）和买家的要约（从 高价开始下降）进行匹配，直到要约提出的所有出售数量都

卖给了买家。 
网上拍卖站点还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类型：普通消费品拍卖、特殊消费品拍卖和企业间的拍卖。

EBay 是拍卖网站中的佼佼者。 
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包括代管契约服务、拍卖目录、提供拍卖检索和价格监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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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在线零售渠道的三种主要形式并进行优缺点分析。 
2．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主要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3．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4．在线零售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方面面临哪些难题？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在线零售网站的业务、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2．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拍卖网站的拍卖方式、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3．根据在线零售网站所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特点设计网站的功能。 
4．了解拍卖网站中的佼佼者 EBay 的成功关键有哪些？ 

课堂案例分析 

拍卖网站 EBay 的成功网上拍卖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 

1．Forrest, D., Internet Marketing Research: Resources and Techniques. McGraw-Hill, 1999. 
2．电子商务/（美） Ravi Kalakota, （美） Andrew B.Whinston 著/查修杰, 连丽真, 陈雪美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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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网络营销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网络营销的环境；了解网上调查的概念、优势和方法；了

解如何在 WWW 进行展示，以及 WWW 展示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了解作为媒体的网站如何与

顾客进行沟通和接触；了解如何在网上创立和维系品牌；了解建立网站的十七个阶段的内容和实施

的方法；了解网站在营销过程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实施外向营销的战略； 后学习如何将网络营销

与传统营销整合起来以达到 佳的效果。 
知识点 
第一节  目标群体；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 
第二节  网络市场调查的本质；与传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一手和二手资

料的市场调查；检索工具和目录。 
第三节  WWW 展示的目的和方法；可用性测试。 
第四节  WWW 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和特性；如何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第五节  品牌的要素；WWW 媒体的特性；关联营销；如何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第六节  网络营销规划的目的；网站建设的十七个阶段的任务和运作方法。 
第七节  外向营销战略的概念；外向营销的方法。 
第八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的原因和方法。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目标群体；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网络市场调查的本质；与传

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一手和二手资料的市场调查；检索工具和目录。网络营

销规划的目的；网站建设的十七个阶段的任务和运作方法。外向营销战略的概念；外向营销的方法。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的原因和方法。 
本章的主要难点：WWW 展示的目的和方法；可用性测试。WWW 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

地位和特性；如何识别和送达消费者。品牌的要素；WWW 媒体的特性；关联营销；如何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6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网络营销环境 

目标群体是指企业网络营销工作所面向的群体。网络营销战略应该定位于多个不同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应该既包括潜在顾客，也包括现有顾客、股东、雇员、潜在的雇员、咨询人员或新闻媒体

等。 
网络规则包括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 
互联网的休闲规则起源于互联网非商业性的历史根源。互联网随意的环境会影响用户对营销信

息送达方式的感受，因此营销人员在制定产品/公司名、公司沟通、广告、新闻出版、支持战略、

所提供产品与服务时，考虑休闲规则对营销工作的影响。 
免费规则源于互联网传统的非商业性，人们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得免费的信息。免费规则能吸引

潜在用户、增加好感和信任、获得宣传、进行营销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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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须遵循的网络规范有： 
（1）不能向讨论组邮寄广告，除非明确允许。 
（2）不能将相同的广告邮寄给不同的讨论组（即连带邮寄）。 
（3）不要冒冒失失地邮寄电子邮件。 
（4）不要建立需要名录对象作出否定表示才能删掉自己名字的邮件名录。 
用户必须遵守互联网的网络规范，否则会导致严厉的报复。 

第二节  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 

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的本质是：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种调查工具，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就

是指借助互联网对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的市场调查。与传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有：

互动性、价格低廉、速度快、实时监督、可以进行匿名调查。 
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可看作是搜寻互联网上的信息资

源。如果将互联网视为一种营销工具的话，那么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查可看作是对互联网作为营销

工具本身的特征和效率进行调查。这方面的调查内容包括互联网用户在网上的行为方式、对公司网

站的意见和态度、在公司网站中的逗留情况等。 
在网络上进行一手资料的调查时有多种方法，但要注意遵循网络规范。二手资料的市场调查是

指已由其他组织或政府机构完成的调查。对于二手资料的调查来说，讨论组也是极有价值的信息来

源。二手调查的内容包括：互联网用户人口统计特征、人口统计、专利和商标调查。 
检索工具和目录包括 WWW 检索工具（如 AltaVista 搜索引擎）、搜索引擎中转网站（如

Search.com 网站）、使用互联网目录进行调查和访问新闻出版信息 

第三节  WWW 展示 

有效的网站是指创建一个能满足公司的目标并且很有吸引力的网站。这些目标包括： 
 吸引访问者； 
 构造有趣的网站，使访问者留连忘返； 
 说服访问者按网站的链接来寻找信息； 
 创建一个与公司期望一致的印象； 
 增强访问者对组织的正面印象。 

构造 WWW 展示的企业必须决定网站必须完成的目标，确定其中 重要的任务。WWW 能够

把增强企业形象和提供信息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有些组织来说，这种综合的形象增强能力是 WWW
展示的一个关键的目标。 

公司要认识到网站的每个访问者都是一个潜在的顾客。公司在规划 WWW 展示时应关心的首

要问题是访问者特征的差异。要满足访问者各种各样需要的 好解决方案是使网站的界面有更大的

灵活性。 
过去网站上往往只有企业的基本信息，网站应当使访问者能容易地访问到组织的历史、目标和

任务、产品或服务信息、财务信息和与组织的沟通方式等内容，还应该注意交互性，满足网站访问

者不用的需要。要满足访问者各种各样需要的 好解决方案是使网站的界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企业

可以对网站进行可用性测试。 



电子商务概论 

 1341

第四节  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企业 WWW 展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同顾客或潜在顾客建立联系。 
大多数公司对个人接触和大众媒体这两种常用的识别和送达顾客的方法都比较熟悉。在个人接

触模式下，公司的员工自行寻找潜在顾客，检查是否符合一定标准，然后进行接触，这种方式有时

也叫探测法。公司若使用大众媒体法，要准备好公司自己及产品或服务广告与促销材料，然后通过

电视、电台、广播、杂志、报刊、路牌广告或邮寄等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潜在顾客。 
WWW 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它正好处于采用大众媒体所覆盖的大市场和用个人接触

销售与促销技术所覆盖的高度集中的小市场之间。用 WWW 同潜在顾客进行沟通，既具有个人接

触的许多优点，同时还有大众媒体的低成本优点。WWW 具有双向沟通特性及跟踪能力，这就使企

业所能收集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信息比用微观营销方法时多得多。 
WWW 具有双向沟通特性及连接跟踪能力，这就使公司所能收集的消费行为和偏好信息比用微

观营销方法时多得多。通过 WWW 进行促销和销售时可以获得消费者行为、偏好、需要和购买模

式等详细信息，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价格和谈判策略、改进促销活动、改善产品特性，从而能够定

制同顾客的关系。 
要在 WWW 进行成功的营销，必须支持潜在顾客更方便地寻找信息，并且能够为顾客定制信

息的深度和性质，而且能够鼓励顾客的购买。企业应跟踪并考察网站访问者的行为，并利用这些信

息在虚拟市场中提供定制的、增值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第五节  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知名的品牌带给潜在顾客的是对质量和价值的保证。知名品牌更易进行广告和促销，因为每种

产品都从品牌声望中受益。 
品牌的要素是差异化、关联性和认知价值。产品差异化是创建一个产品或服务品牌所必须满足

的条件。公司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同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区别开。关联性是指产品为潜在顾客提供的可

用性程度。品牌的第三个要素即认知价值，这是创建一个有价值品牌的要素。即让公司的产品同市

场上的其他产品存在差异。 
企业一直在创建和维系品牌的广告和促销活动中采用感性诉求。但感性诉求很难在 WWW 上

应用，因为 WWW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顾客控制的主动媒体，因此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时，

营销人员会为 WWW 用户提供某种帮助以交换他们看广告，不是用类似电视广告的感性诉求而是

采用提供实际帮助的理性诉求。理性的品牌创建也并不是 WWW 创建品牌的惟一方法。还可以采

用关联营销。在关联营销中，一家企业的网站（即关联企业）上有另一家企业的网站上所售产品的

描述、评价、评级和其他信息及到后者的链接。 
把现有品牌转移到 WWW 上或用 WWW 维系现有品牌，这会比在 WWW 上创建新品牌容易而

且成本低。像商标一样，企业必须保护好网站名。 

第六节  面向营销的网站建设 

网络营销的规划应集中在提高销售、降低业务成本、加强同所有目标群体的沟通，这样既能提

高销售同时又能降低成本。 
网站建设前要考虑网站开发的十七个阶段，还要决定由谁来负责整体战略，将各种专业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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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营销、技术支持到沟通——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 
开始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决定网站设计的哪个阶段能向目标市场提供 大的利益；使公司具备战

略优势；使企业资产和能力 大化，确定域名和接入商。 
储备阶段就是企业把现有的文件和数据转成 WWW 格式，包括产品介绍、出版物、公司报告、

年报、技术资料及公司其他的知识产权内容。 
链接阶段即创建超文本链接同其他公司的页面链接起来。 
完善阶段就是在完成了信息初步储备和内外部链接后，网站开始使用互联网的高级技术。 
交互阶段可使企业建立起同目标市场、潜在顾客、顾客和业务伙伴间的沟通联系。 
数据库阶段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企业数据从市场上获利。 
高级储备阶段可以确保企业网站上的信息不断更新。 
高级交互阶段可使企业与目标市场实现自动交互。 
大量定制阶段是按顾客的要求建立定制的页面信息。 
外向阶段是与 WWW 访问者保持连续的关系，WWW 战略由“拉”转变成“推”。 
集成阶段是将企业页面同其他网站集成起来。 
贸易阶段是利用基于 WWW 上的订购系统、目录、购物送货软件进行商业交易。 
个性化阶段是将企业网站变为个性化的网站。 
应用阶段是用 WWW 接口来扩展公司应用程序范围，使公司现有的应用程序和核心功能发挥

作用。 
全球化阶段是页面翻译成多种语言；提供满足特殊地区需要的信息；建立本地化的信息，用本

地货币标出价格；提供全球化的支持。 
战略同盟阶段是在价值链上的商业伙伴间建立合作关系。 
反馈阶段监控、反馈和分析网站的运行情况，进行改进。 

第七节  外向营销与电子邮件 

多数公司在互联网上销售产品时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网站。他们坐等访问者发现其网

站，并希望这些访问者会发现其内容如此吸引人，以至于经常自愿地重访，这就是内向的营销战略。

外向营销战略是指能够主动地使企业走向消费者，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消费者到来的所有互联网的技

术。外向营销的方法可以有三种。一是利用电子邮件；二是在网络上进行外向营销，第三是互联网

之外的外向营销。 
利用电子邮件创建主动的互联网外向营销战略包括： 
1．提示通知；可用来突出公司的有关活动、新的公告、网站增加的内容和详细信息所在的 URL。 
2．定制信息流；外向营销的关键在于根据用户的需要提供“定制”的信息。 
3．参与和创建讨论名录；这对于树立公司品牌形象、推动潜在顾客进入购买阶段、提高公司

网站的访问量并销售产品都是很有力的工具。 
4．签名文件； 
5．尽量扩大企业在讨论组的影响。 
在互联网上开展主动营销可以考虑的战略有： 
1．多媒体外向战略；HTML 电子邮件的多媒体功能使 HTML 邮件比基于文本的电子邮件信息

更能提高公司网站访问量。 
2．互联网自动回复程序；互联网自动回复程序可自动让用户通过电子邮件来检索信息。 
3．参与讨论组：（1）电子邮件分发名录软件；（2）UseNet 名录和讨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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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外的主动营销有联机服务、BBS 等其他电子营销渠道和光盘、磁盘等其他电子分销战略。 

第八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的整合 

将网络营销战略与传统营销战略集成起来称作实现“有形互联”，也称为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

的整合。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并不矛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用，可形成多种优势。 
互联网与传统营销的集成战略有： 
1．在传统沟通媒体上提供有关企业网站情况；把互联网信息强制性地印到所有说明书、直邮

品、传单、商品目录和各种广告、促销商品、技术报告、产品包装、零售柜台和公司的卡车上面。 
2．在顾客支持媒体上提供企业网站情况；把互联网信息强制性地印到所有手册和技术报告上

面。 
3．在网站提供有形证明，建立用户信任感，消费者的顾虑是互联网商家的不可知性和其生存

能力。所以公司要运用一些技巧来建立公司的信誉并提高网站的销售量。 
4．在网站提供传统媒体宣传材料，传统媒体的宣传有助于公司扩大知名度，网站应该随时跟

踪传统媒体对公司的正面宣传，并及时反映在网站中。 

思考题 

1．在网络上进行市场调研具有哪些优劣势？ 
2．公司如何进行 WWW 展示来增强网站的吸引力？ 
3．如何在 WWW 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4．怎样实现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的有效集成？ 

实践要求 

1．从网上了解优秀网站的页面设计方式。 
2．从网上了解并比较某类网站国内外设计方式之间的差别。 
3．在网上检索资料，调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和目标市场。 
4．在网上查找资料，了解主动的电子邮件营销和垃圾邮件之间的差别。 

课堂案例分析 

1．通用汽车运用“博客”进行公关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hospital.com 
“博客”公关为通用汽车带来哪些益处？ 
2．可口可乐网络营销策略分析 
资料来源：http://www.1do.cn 

参考文献 

1．Meeker, M., The Internet Advertising Report. HarperBusiness, 1999. 
2．电子商务/（美） Ravi Kalakota, （美） Andrew B.Whinston 著/查修杰, 连丽真, 陈雪美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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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学习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将后台系统整合的必要性、企业的

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优势和三个阶段；了解客户关

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五方面的有效整合以及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

种种变革；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趋势（呼叫中心和网站）；了解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

法；了解销售链管理的概念和兴起的市场背景；了解管理订单获取流程的过程和销售链的结构组成；

了解企业资源规划的概念、推动因素、实施和未来；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整

合、供应链管理系统的组成、供应链应用的整合。 
知识点 
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后台系统的整合、企业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念、优势；客户关系管理的阶段。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

执行、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要求的五方面的有

效整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变革；呼叫中心和网站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 
第四节  销售链管理的概念；销售链管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和

技术因素。 
订单获取流程；销售链管理应用的整合；销售链管理应用的组成。 
第六节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组成；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自行开发还是购

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的实施策略和实施阶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未来的目标。 
第七节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及其模式、供应链计划系统的模块、

供应链执行系统的模块、供应链应用整合的四个阶段、设计供应链要注意的问题。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后台系统的整合、企业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

子商务应用框架。客户关系管理概念、优势；客户关系管理的阶段。销售链管理的概念；销售链管

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和技术因素。订单获取流程；销售链管理应用

的整合；销售链管理应用的组成。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及其模式、供

应链计划系统的模块、供应链执行系统的模块、供应链应用整合的四个阶段、设计供应链要注意的

问题。 
本章的主要难点：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相关的业务流程；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执行、

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要求的五方面的有效整合；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变革；呼叫中心和网站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建立客户

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组成；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实施策略和实施阶段；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未来的目标。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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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企业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分散的应用，主要是解决特定的任务以，但

破坏了流程的连续性，增加了管理成本。第二个阶段是部门应用整合，即将分散的任务整合为连续

的流程，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靠部门的整合是不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跨部门的应用整合，主

要是管理和优化跨部门的业务流程，将分散的部门活动融合成组织良好的、可靠的系统，典型应用

群有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规划、供应链管理、销售链管理、经营资源管理（ORM）和知识管

理（KM）等。 
现代企业不能再是业务流程支离破碎的公司了，必须用诸如企业资源规划、客户关系管理和供

应链管理等跨部门的应用将业务流程紧密整合起来，使企业的信息流不受到部门壁垒的影响地流

动，从而支持企业灵活地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取得竞争优势。所以，分散的部门应用必须整合

为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述 

客户关系管理实际上就是整合销售、营销和服务的战略，它不是单纯地吸引客户，而是要求一

系列活动相互协同。有效的顾客管理是提高竞争能力的因素之一。它能利用现有的客户关系增加收

入；利用整合的信息提供优质服务；导入易重复的销售业务流程和程序；创造新价值并培养客户忠

诚；贯彻积极解决问题的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 
1．争取新客户。公司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对客户的价值而吸引新客户，这种高价值可能是更

好的质量或者是购买更为便利。 
2．提高现有客户为公司带来的利润。公司可通过连带销售和高销售来加强同客户的关系。这

个阶段的客户关系管理对客户而言的价值就是得到以更低的成本得到更大的便利。 
3．维系获利客户。留住客户的关键在于服务的针对性：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公司角

度出发，进而使双方建立起一种互利的关系。 
每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包括： 
1．建立关系：争取新客户需要仔细计划，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这就意味着带给客户完美的购物

体验。 
2．加强现有关系：公司应该经常倾听客户的意见并为客户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实现他们 初

的承诺。呼叫中心的任务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疑难和问题来使客户满意。 
3．维持关系：维持人际关系需要耐心和理解，维持商业关系也是如此。留住客户需要彻底理

解客户的需求并下决心维持同客户的关系。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 

在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中，客户中心表现在围绕客户而不是营销、销售或其他职能部门来组

织客户关系管理的业务流程。客户的评价和反馈是公司改善客户关系管理业务流程的标准。 
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包括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执行、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

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等。 
新的客户关系管理要求五方面进行有效的整合。即：客户信息、客户联系信息、业务流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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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司及合作伙伴、前台系统和后台系统。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变革。 
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趋势是呼叫中心和网站等新型的客户联系点的出现。呼叫中心由人和电话设

备组成，为客户提供支持、咨询和交易等服务。网站则属于客户自助服务的渠道。呼叫中心和网站

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倾听客户的声音；提高客户忠诚；改进客户的购物体验；满足更高的服务期

望。 
公司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是：确定客户关系管理的远景、了解客户、制定业务方

案、评价目前的状况、制定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和目标、评估客户关系管理应用软件、业务流程重

组时要以客户为中心、确定阶段目标、项目负责制、分阶段实施、保证客户关系管理信息采集的完

备、建立具体的考核目标。 

第四节  销售链管理概述 

销售链管理就是订单获取的整合战略，其广义的定义是用信息技术支持从客户初次联系到订货

的整个销售周期。实施销售链管理要求公司放弃目前将分散的任务自动化的做法，构造支持订单获

取完整流程的销售链应用结构。 
销售链解决方案的目标就是重新定义订单获取的流程以帮助公司把销售力量放在 有利可图

的机会上，督促整个销售队伍的工作安排以缩短销售周期，通过了解客户及其偏好来提高重复购买

率，通过了解订单来源来提高销售预测的准确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准确的市场情报。 
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销售链管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是：方便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方便定制产

品、提高销售队伍的效益、协调销售队伍。 
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包括：自助服务的趋势、售前支持成本过高、订单错误成本的

提高、渠道增多、产品日益复杂、企业兼并频繁等。 
推动销售链管理的技术因素包括销售链应用的沿革、销售自动化的问题、业务流程功能有限、

销售效果不佳。 

第五节  销售链管理应用结构 

订单获取流程订单获取的流程，从需求评估开始，经过产品设计和报价等，以准备订单结束。

实施销售链管理应用的关键是支持公司在订单获取过程中尽量利用客户知识，这样就可以快速响应

客户的需求。 
如何开发销售链应用结构呢？先将订单获取流程的关键环节各自自动化，包括产品目录和营销

大全、销售配置系统、定价系统、销售激励系统及订单管理系统等，然后将这些应用连接并整合。

订单获取应用的关键组成包括： 
1．产品目录和营销大全 
2．销售配置系统 
3．定价的维护发布和配置 
4．标书和报价生成 
5．销售激励和佣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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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企业资源规划概述 

企业资源规划（ERP）不是一个单独的系统，而是一个应用系统的框架，它包括管理应用系统

（如财务系统、会计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工资系统、福利系统）和制造资源规划（MRP）
系统（如采购系统、生产计划系统）等，也就是说，它把关键的业务流程（包括订单处理、财务、

工资、生产等）的应用软件模块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软件包里。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电子商务的基础。 
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有： 
1．取代传统系统： 
2．增强管理和控制能力 
3．管理全球业务 
4．提高公司决策的统一性。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会影响整个公司，自行开发还是购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一个战略性

问题。 
在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战略思考、业务流程重组、对实施复杂性的管

理、变革的管理。实施策略有分步实施、全面实施、分片全面实施。实施的阶段包括：项目准备阶

段、蓝图阶段、试验阶段、 后阶段和评估阶段。 
企业资源规划未来的目标是实现：基于构件而不是模块、逐步改造而不是大规模的重组、动态

配置、管理业务伙伴关系。 

第七节  供应链管理概述 

供应链是由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的采购、加工、存储和销售环节组成，这些环节通过运输联

系起来。在理想情况下，供应链中的各个公司像一家公司那样有效运作，相互提供所有信息。供应

链管理是协调供应链上所有参与公司之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目标就是跨企业的整合。供应链管理整合有以公司为中心模式、业务伙伴协

同模式和顾客直接定制模式。 
供应链管理系统由多种应用组成，这些应用可分为计划业务和执行业务。计划涉及需求预测、

库存仿真、分销、运输、生产计划和调度，主要目标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优化生产计划、减少库

存成本、缩短订单周期、减少运输成本并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执行涉及整个供应链中产品的采购、

生产和分销，主要目标是管理流经配送中心和仓库的产品，确保以 佳运输路线将产品送到正确的

地点。 
供应链应用的整合经历了四个阶段：支持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业绩衡量和协同计划流程、重

新定义责任和义务、重新设计产品和业务流程以简化和方便业务。 
在设计供应链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供应链结构 适合公司？供应链能够

实现差异化吗？公司的供应链有利于订单的有效履行吗？公司的供应链应用结构正确吗？ 

思考题 

1．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建立对于企业电子商务有何作用？ 
2．销售链管理的基本目标和应用结构是什么？ 
3．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有哪些？ 
4．供应链管理和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何重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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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 

1.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的优秀实践。 
2.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3. 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订单获取流程。 
4.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供应链管理的优秀实践。 
5.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课堂案例分析 

彩虹集团实施电子采购三部曲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byte.com 
彩虹集团在选择电子采购系统是考虑因素有哪些？ 

参考文献 

1．Meeker, M. and C. Depuy, Morgan Stanley the Internet Report. HarperBusiness, 1998. 
2．Zimmerman, J. and J. Yang,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4th Ed）. Maximum P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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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确定电子商务的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确定哪些电子商务项目

需要外包，决定网络主机服务方式，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技术来计划和控制电子商务实施以及为电

子商务项目配备人员，能够独立完成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知识点 
第一节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的方面，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

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的确定和比较。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组建负责外包的内部团队。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

外包（局部外包）的含义。考虑主机托管服务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管理复杂的商务软件实施的 好方法是采用正式的项目管理技术。项目计划包括有关

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事后审计的内容。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的方面，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

预期成本。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的确定和比较。项目计划包括有关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

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事后审计的内容。 
本章的主要难点：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外包（局部外包）的含义。考虑主机托管服务的

重要因素。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设定目标 

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应包括下列这些方

面：确定开始的目标；控制这些目标的实现过程；监督其运作过程。 
在设定实施电子商务的目标时，经理们应该考虑打算实施项目的范围和实施时的资源。 

一、效益目标 

有些公司建立网站是为了树立品牌或增加现有营销方案。这些公司可根据品牌知名度的提升来

设定目标，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来衡量。有些公司则想在网站上销售

产品或服务，这就可根据销售量或销售额来衡量。还有些公司想要用网站来改善顾客服务或售后支

持，他们可以设定增加顾客满意度或降低顾客服务与支持成本的目标。 
效益目标之一是为了树立品牌，另一种效益目标是增加现有营销，还有的效益目标是提高顾客

满意或降低顾客服务与支持成本。开展电子商务的其他效益可用多种衡量方法进行评价，但通常都

用金额来衡量。 

二、成本目标 

虽然识别和估计成本比设定效益目标容易很多，但信息技术项目的成本同样难以估计和控制。

除了硬件和软件成本以外，项目预算还要包括雇用、训练人员和支付人员工资的成本，这些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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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设计或修改软件、撰写内容并运转与维护网站。 

三、比较效益和成本 

为开展电子商务制订业务计划的关键是识别潜在效益（包括雇员满意度和公司声誉等无形效

益）和确定获得这些效益所需的成本，并比较效益和成本。公司应该用这种成本-效益方法对电子

商务战略的各部分进行评价。 
资本项目评价的技术有很多种，例如回报法或净收益法。对具体公司而言，这些评价方法量化

表述了投入的净收益，还可以调整递减的未来回报（未来所获效益不如当年所获效益有价值）。经

理们常用投资回报率（ROI）来描述资本投资评价技术，而 ROI 只是一种资本投资评价技术。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 

电子商务成功的关键是在外包和内部支持之间取得平衡。委托另一家公司为项目提供外部支持

的做法称为外包。 

一、内部团队 

在确定电子商务哪部分项目需要外包时，首先要组建负责该项目的内部团队。这个团队应该包

括了解互联网及其技术的人，团队成员应该有创造性思维。内部团队应该负责从设定目标到网站的

终实施和运营的整个过程。 
衡量内部团队的绩效非常重要。但不一定用金钱指标，可以用任何适合衡量目标的指标。顾客

满意度、增加的销售量和缩短订单处理时间都可作为评价团队绩效的衡量指标。这种衡量应该体现

出电子商务项目对公司向顾客让渡价值能力的影响。 
内部团队应该负责从设定目标到网站的 终实施和运营的整个过程。内部团队还要决定将项目

的哪些部分外包（以及外包给谁），公司需要为项目聘请什么样的咨询顾问或伙伴。 

二、外包 

外包的形式有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外包（局部外包）。 
1．在多数电子商务项目中，为了快速开展项目，往往将 初的网站设计和开发外包出去，然

后由外包商培训公司的信息系统人员，并把网站的运营交给他们。这种方式称为早期外包。 
2．更传统的信息系统外包方式是由公司自己的信息系统人员完成 初的设计和开发工作，并

实施这个系统，直到它成为公司稳定的组成。等到公司得到了系统带来的所有竞争优势后，就可以

把电子商务系统的维护工作外包，以便公司的信息系统专业人员能把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另外的能

带来进一步竞争优势的新技术上。这种方式称为晚期外包。 
3．但电子商务项目还可以进行部分外包。部分外包也称为局部外包，即公司将部分项目交给

另一家专业公司进行设计、开发、实施和运作。电子结算系统就是部分外包的典型例子。 

三、选择主机托管服务 

公司 常采用的电子商务部分外包的方式是主机托管服务。 
选择主机服务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可靠性、带宽、安全性和成本。主机托管服务应该保

证 高的停机时间。客户希望网站能够每天 24 小时都运转。 
主机连到互联网的带宽必须能够应付交易高峰的负荷。有时服务提供商新增账户的速度比带宽

扩展的速度快，结果导致接入瓶颈。在谈判服务合同时，应该要求服务提供商保证带宽和服务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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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服务提供商应该详细说明所能提供的安全类型以及实施措施。服务提供商可为不同的服务水平

提供了多种定价方案。了解网站需要哪类服务器硬件和软件，并估计网站可能的交易负荷，这些都

会有助于你就主机托管服务的价格进行谈判。 

第三节  电子商务实施的管理 

管理复杂的商务软件实施的 好方法是采用正式的项目管理技术。 

一、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一整套用于计划和控制为达到某个目标所采取行动的规范技术。项目计划包括有关

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能帮助项目经理根据这三个指标做出明智的决策。 
现在项目经理使用项目管理软件来辅助项目管理业务。除了管理人员和内部团队的任务外，项

目管理软件还能够帮助团队管理指派给咨询顾问、技术伙伴及外部服务提供商的任务。 

二、配备人员 

不管内部团队是否决定要外包部分设计和应用工作，都必须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包

括业务管理人员、应用专家、客户服务人员、系统管理人员、网络操作人员、数据库管理人员。业

务管理职能需要内部人员。 
业务经理应该是为项目设定目标的内部团队里的一员。业务经理负责实施业务计划并实现内部

团队设定的目标。业务经理应该具备电子商务网站业务活动的经验和知识。在开展大型的电子商务

时，除业务经理外，业务管理还需要其他人来承担业务经理没有时间亲自处理的事，如项目管理或

账户管理等工作。 
了解服务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是应用电子商务必不可少的。系统管理员负责保障系

统的可靠和安全的运转。如果网站的运转是外包给 ISP 或 CSP，就由它们来负责。如果是公司自己

管理网站，就需要安排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另外还需要足够的人手来维持网站的 24 小时的运转

和网站安全。 

三、事后审计 

电子商务网站建成后，项目的资源就转到维护和改善网站的运营上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认

识到了事后审计的价值。事后审计是在项目运营后进行的正式复审。 
经理通过事后审计来检查在项目计划阶段确立的目标、性能指标、预计成本和预计的完成日期，

并对比预定目标和实际情况。 
事后审计允许内部团队、业务经理和项目经理质疑项目的目标，并了解目标和实际结果的差异。 

思考题 

1．如何实现电子商务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 
2．公司在选择主机托管服务时应重点考虑哪些影响因素？ 
3．具体实施电子商务时会存在哪些方面的管理问题？ 

实践要求 

1．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制订开展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内容包括具体目标及完成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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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效益，还要指出项目的哪些部分需要外包、需要什么样的主机托管服务以及需要聘用什么人

员。 
2．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概括在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时会出现的硬件、软件、安全、结算处理、

广告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课堂案例分析 

泰康人寿北京分公司信息化管理之路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byte.com 
1．泰康人寿在选择进行电子商务业务时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2．泰康人寿是怎样进行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的？ 

参考文献 

1．Zimmerman, J. and J. Yang,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4th Ed）. Maximum Pr., 1999. 
2．[美]Ravi Kalakota、Marcia Robinson:《电子商业——通往成功之路》,潇湘工作室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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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举例 

一、名词解释 

1．电子商务 

二、单项选择 

1．（）可以使用户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 
A．FTP 
B．TCP/IP 
C．MIME 
D．Telnet 

三、多项选择 

4．下面关于电子商务含义的说法正确的是（） 
A．从通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通过电话线、计算机网络或其他方式实现的信息、产品/服务

或结算款项的传送 
B．从业务流程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指提供在互联网和其他联机服务上购买和销售产品的能

力 
C．从服务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要满足企业、消费者和管理者的愿望，如降低服务成本，同

时改进商品的质量并提高服务实现的速度 
D．从在线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是实现业务和工作流自动化的技术应用 
E．以上说法都正确 

四、简答题 

1．简述 B2B 电子商务的主要应用。 

五、论述题 

1．试述管理者在电子商务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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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参考用书 

1．廖信博（Peter Newson）,彭雷迈（Michael Parent）编,电子商务案例（国际通用 MBA 教材

配套案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R．卡拉科塔，M．鲁滨逊．电子商务的成功之路．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9（Ravi Kalakota 

and Marcia Robinson．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ISBN 0-201-60480-9. Addison-Wesley 1999） 
3．R．卡拉科塔，A．惠斯顿．电子商务管理指南．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7 （Ravi Kalakota 

and Andrew Whinston ．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s Guide ． ISBN 0-201-88067-9. 
Addison-Wesley 1997） 

二、学习方法指导 

试题可能涉及到本大纲中的任何内容。学生应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获取相关经验。这将有助于学

生顺利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并有更大的收获。剖析和研究电子商务方面的各种实例和案例对学生

来说也是必需的。在考试中，要求学生应用本课程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在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对案

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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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406020243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学时] ---54 学时 [实验学时]--- 6 学时 
[授课对象] ----本科生，双学位  [授课单位]----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本实验课程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应用电子商务模拟教学软件，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

和以运行机制。 
学生通过电子商务的模拟实验，能加深对电子商务的概念的理解，同时掌握电子商务交易的基

本方法和操作流程。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实验教学的实验环境要求如下： 

 网络：基于 Windows NT 环境的局域网，或是基于 Internet 环境。 

Internet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

教学局域网

浏览器

 
 服务器 

 硬件配置： 
 166Mhz pentium 或以上级别的微处理器（或同级兼容处理器） 
 128M 内存（推荐 256M 内存） 
 VGA 或更高分辨率显示器 

 软件配置： 
 Windows NT Server 4.0 Servers Pack 4 以上（主域服务器）或 Windows 2000 

server 
 电子商务模拟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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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基于 EDI 的企业电子商务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电子商务的 EDI 理论框架和操作流程。 
2．实验目的 
EDI 即电子数据交换，被广泛应用于商业贸易伙伴之间，通过 EDI 将按标准、协议规范化和格

式化的贸易信息通过电子数据网络，在相互的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自动交换和处理。 
该基于 EDI 的实验过程包括谈判阶段、报关阶段、运输阶段和支付阶段。 
3．实验内容和要求 
需求信息查询、报价信息发布、交易谈判、订单处理、拟定合同、执行合同。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交易成绩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二：基于商品交易中心的电子商务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电子商务的关于交易中心模式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流程。 
2．实验目的 
掌握在该模式下买卖双方通过商品交易中心即虚拟网络市场进行商务活动。在这种交易过程

中，网络商品交易中心以 Internet 为基础，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将商品供应商、

采购商和银行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客户提供市场信息、商品交易、仓储配送、贷款结算等全方位的

服务。 
3．实验内容和要求 
身份认证中心注册、初始产品生产、 终产品销售、信息发布、交易中心撮合、订立合同、执

行合同、违约处理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交易成绩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三：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电子商务的企业对消费者商务模式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流程 。 
2．实验目的 
掌握在该模式下企业与消费者进行商务活动的交易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企业方：企业在线注册、商品采购、商品发布、广告管理、商品出售、客户关系管理 
顾客：在线注册、网上商城订单、商品搜索、订单处理 
4．实验学时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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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交易成绩进行点评。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001 
基于 EDI 的企

业电子商务模

拟 
4 

掌握该模式不

同角色流程操

作 
   

002 
基于商品交易

中心的电子商

务模拟 
4 

掌握该模式不

同角色流程操

作 
   

003 企业对消费者

电子商务模拟 4 
掌握该模式不

同角色流程操

作 
   

（注：序号为课程代码加自设代码，自设代码为三位数，并从 001 起排列） 

五、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权重的 3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电子商务实验课程指导教材 

七、说明 

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要求，因此实验类型采用了在一个电子商务模拟教学环境中来学

习和掌握电子商务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流程。 
任课教师名单如下： 
于淼    梁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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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财务会计》作为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会计学原理》的后续课程之一。 
《财务会计教学大纲》的编写，旨在规范教材和教学过程，奉行“教材内容与会计改革同步、

会计理论与实务密切交融、案例设计与会计决策联动”的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会计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日益显著，会计信息对管

理决策和控制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本课学习，能够深入了解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以及产生过程

中所采用的各种确认、计量、报告的方法；了解各种会计方法的性质、特点及适用适用性；了解会

计的技术和方法是如何与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相结合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会

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而且也为培养学生更好地认识会计信息、运用会计信息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会计学是任何经济管理工作者必须掌握的知识，非会计专业的学

生即使将来不从事会计信息的产生和加工的工作，但终身都可能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因此学习并

掌握会计学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 
《财务会计教学大纲》共分十二章。第一章财务会计概述，是在学生已有《会计学原理》的基

础上，重点介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形成财务会计概念的基

本框架，并对现代会计的两大分支，即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作了简要的区别。第二至第十一章，全

面介绍各类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使学生了解

会计如何反映经济业务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并提高对会计信息实质的认识和应用会计知识的能

力。第十二章是财务报告，集中介绍了财务报告的构成、编制和信息披露。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新准则颁布不久，许多内容作了变动，加之个人水平有限，如有不适，当

以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为准。 
本大纲由主讲教师张美玲编写。 
由于时间仓促，问题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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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务会计概述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通过本章的学习，领会会计的特征、会计与社会环

境的相互影响，了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主要区别。理解和掌握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建立会计

准则的必要性和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内容，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 。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会计的特征 

会计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将企业大量的、日常的业务数据，经过一系列的记录、分类、

汇总、分析过程后转化为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会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为各方面提供所需决策信息，会计的特征可概括为

向企业各有关方面交流并提供了一个经济实体所计量和确定的为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 

第二节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基本区别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是会计上的两个重要分支，它们在实务上是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和密切联

系的。两者的基本区别有： 
第一，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财务会计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强调会计记录的连续性、系

统性和全面性。管理会计没有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并不强调三性。 
第二，在信息的反映方面，财务会计着重定期反映过去的以货币计量的概括性信息，管理会计

则不定期预测未来的不限于货币计量的针对性信息。 
第三，在报告的格式方面，财务会计有规定的或公认的格式，管理会计的报告格式灵活多样，

不拘一格。 

第三节  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一、基本准则的制定背景及意义 

（一）《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制定背景 
（二）制定基本准则的意义 

二、基本准则的重要内容 

（一）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 
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也称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是指那些需要运用财务会计信息进行有关决策的

组织或人士。可见，财务会计是一种用户导向的系统。 
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按其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分成两大类：外部使用者和内部使用者。 
“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 
（二）财务会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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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目标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通过财务会计所要实现的目的或达到的最终结

果。财务会计的目标即向谁提供信息、为何提供信息和提供何种信息。 
“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

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三）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选择或评价具体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标准，是财务报告目

标的具体化，回答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才是有用的或有助于决策的会计信息。 
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的层级如下； 
应从财务会计目标的角度来评价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财务会计的目的在于为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财务会计信息提供受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原则的共同制约。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

者事项。 
1．可理解性（明晰性）中决策者和信息有用性的连接点。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2．相关性、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

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

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3．财务会计信息次要的质量特征包括可比性、一致性和实质重于形式。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

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在附注中说明。 
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

一致、相互可比。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

法律形式为依据。 
4．在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及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应遵循谨慎性原则。 
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

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四）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也称财务报表要素，它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设定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依据，

也是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依据。 
1．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 
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包括购买、生产、建造行为或其他交易或者事项。预期在未来发生的

交易或者事项不形成资产。．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 
符合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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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符合资产定义和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资产定义、但不符合资产确

认条件的项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2．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现时义务是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未来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义务，不属于

现时义务，不应当确认为负债。 
符合负债定义的义务，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负债： 
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 
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符合负债定义和负债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符合负债定义、但不符合负债确

认条件的项目，不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3．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

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是指不应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流入。 
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流出。 
所有者权益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 
所有者权益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4．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且经济利益的流入额能

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符合收入定义和收入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利润表。 
5．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费用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

靠计量时才能予以确认。 
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

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

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

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费用定义和费用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利润表。 
6．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

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是指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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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 
利润金额取决于收入和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金额的计量。 
利润项目应当列入利润表。 
（五）会计的基本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 
企业应当对其本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2．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3．会计分期假设 
企业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 
4．货币计量假设 
企业会计应当以货币计量。 
5．权责发生制假设 
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六）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属性 
确认是指决定将交易或事项中的某一项目作为一项会计要素加以记录和列入财务报表的过程。 
如果一个项目满足要素定义，并且满足以下标准，就应当加以确认：与该项目有关的任何未来

经济利益可能会流入或流出企业；该项目具有能够可靠计量的成本和价值。 
计量是指为了在账户记录和财务报表中确认、计列有关财务报表要素，而以货币或其他度量单

位确定其货币金额或其他数量的过程。 
企业在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又称财务报表，下同）

时，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确定其金额。 
1．历史成本。 
2．重置成本。 
3．可变现净值。 
4．现值。 
5．公允价值。 

复习思考题 

1．会计具有什么特征？ 
2．现代会计包括什么内容？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有何区别？ 
3．怎样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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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资金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货币资金的范围、性质及其会计账务处理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货币资金

的内涵和管理。把握现金的使用范围和内部控制，掌握银行存款的会计处理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的编制，熟悉其他货币资金的内容和会计处理以及备用金的管理、控制和记帐方法。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货币资金的涵义和管理 

一、货币资金的涵义 

货币资金是指停留在货币形态上，直接以货币形态存在的那部分经营资金，是流动资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包括了现金、银行存款和备用金、外埠存款、国际信用证存款、在途货币资金等的其他

货币资金。 

二、货币资金的管理 

货币资金具有最强的流动性，也最容易被经管人员挪用和侵吞，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对货币资金

的管理。加强货币资金的管理围绕对货币资金收付的预测和内部控制两个方面。 
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仅是为了发现差错，而是要减少发生差错或欺诈的机会，必须要求

在各独立的部门之间有明确合理的分工。对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点是建立处理货币资

金收支业务的日常规程、合理分工、有序操作、相互牵制以防止舞弊。 

第二节  现  金 

一、现金的性质及使用范围 

现金是货币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现金，是货币资金的同义语。在我

国，会计上所说的现金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主要用于企业的日常规定可以用现金支付的开支范围。 

二、现金的内部控制 

（一）现金收入的内部控制。 
（二）现金支出的内部控制。 

三、现金业务的会计处理 

（一）现金收入的会计处理 
（二）现金支出的会计处理 
（三）现金溢缺的会汁处理 
“库存现金”科目只反映企业的库存现金。不包括企业内部各部门周转使用由各部门保管的定

额备用金。 

四、备用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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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先付给业务人员一笔固定金额的现金，供其零星开支使用，称之为备用金。备用金可分

为定额和非定额两种。 
（一）定额备用金的核算 
（二）非定额备用金的核算 

第三节  银行存款 

一、银行存款账户 

企业在规定范围的现金开支外的所有款项的划拨结算，必须在所在地银行开设“银行存款” 账
户，遵守银行现金管理及信贷结算的各项规定，接受银行的监督、检查。 

二、银行结算方式 

企业应按不同结算方式下的结算日期及结算凭证入帐。 
企业的银行往来可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由出纳部门根据收款或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的顺

序逐笔登记。在与多家银行建立往来的情况下，可设置银行往来登记簿，逐日汇总登记各银行的收

入、支出和结存余额。 

三、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核算 

（一）银行存款收、付业务的凭证 
（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 
（三）银行存款的总分类核算 

四、银行存款账的核对 

银行对账单是银行记录往来企业户在银行存入和支取款项的情况，企业收到后应及时核对，以

便发现记账错误和双方余额不一致的原因。 
（一）银行对账单与企业账目不一致的原因 
主要是记录时发生差错和双方记账日期不同因时间差而存在的未达账项。包括： 
1．企业已经记账，银行还没有记账的往来业务。 
2．银行已经记账，企业还没有记账的往来业务。 
（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有两种方法：一是将企业的银行存款的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都

调整为正确余额；一是将银行的对账单余额调整至企业的银行存款的账面余额。调节表编成后要据

以编制调整分录，调整那些银行已入账、企业还未入账的项目，也即调整至正确余额。 

第四节  其他货币资金 

其他货币资金是指现金、银行存款外，企业为准备某些特有的结算业务存放在银行中的货币资

金以及在途货币资金的总称。包括： 
一、外埠存款的核算 
二、银行汇票存款的核算 
三、银行本票存款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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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途货币资金的核算 
五、信用证存款的核算 

复习思考题 

1．货币资金包括哪些内容？ 
2．什么是现金？现金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3．银行存款有哪些结算方式？各种方式有哪些特点？ 
4．为什么会出现未达账项？未达账项有哪几类？如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5．其他货币资金有哪几类？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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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收及预付款项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应收及预付款项的种类、特点及会计处理方法。具体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应收账款的确认和计价方法，掌握坏账的确认条

件、坏账金额的估计及其回收时的会计处理方法。了解应收票据的种类、入账方法和带息、不带息

票据的贴现业务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发生而引起的、应向购货企业收取的货款。

应收账款只包括应收的销货款，而不包括应收的非销货款。划为流动资产的应收账款是指那些收回

账款的期限即变现期不超过一年或一个经营周期的销货款。 

一、应收账款的确认与计价 

应收账款应于收入实现时予以确认。 
应收账款计价就是确定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并合理估计其可收回的金额。企业对应收账款计

价时，还应考虑商业折扣和现金折扣等因素的影响。 
商业折扣是指为促进销售而在商品标价上给予的折扣。 
现金折扣是指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折扣。 
在采用现金折扣条件下，会计上有两种处理方法，即总价法和净价法。 

二、应收账款的核算 

会计部门要为每一销货客户设置应收账款明细分类账，详细记载其账款的增减变化。在预收账

款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将预收贷款直接记入“应收账款”科目及明细分类账上该账户的贷方。 
企业发生应收账款，在没有商业折扣的情况下，按应收的全部金额入账。 
企业发生应收账款，在有商业折扣的情况下，应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入账。 
企业发生应收账款在有现金折扣的情况下，采用总价法入账，发生的现金折扣作为财务费用处

理。 

三、坏账损失的核算 

（一）坏账的性质 
坏账是企业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通常是指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其

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或因债务人逾期末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仍然不能收回的应

收账款。 
（二）坏账损失的会计处理 
根据坏账损失的确认时间，坏账损失的会计处理有直接转销法和备抵法两种。 
企业只能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由企业自行决定。 
（三）坏账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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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回收是指已经确认无变现希望已转为坏账并注销了应收账款的客户又交来了他的旧欠帐

款。坏账回收时要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第二节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是企业的一项流动资产，通常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到而收到的商

业汇票。 

一、应收票据的分类和计价 

（一）应收票据的分类 
企业持有的商业汇票按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按是否计息，应收票

据有带息票据和不带息票据两种。带息票据一般在到期日兑付时一并支付利息；不带息票据在到期

日只按票面金额兑付。 
票据的收款人或持票人将票据转让给其他人时，须在票据背面签章和加注日期，称为背书。背

书人须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背书的票据不能如期如数偿付时，负连带的付款责任。 
（二）应收票据的计价 
企业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无论是否带息，均按应收票据有票面价值入账。带息应收票

据应于期末（指中期期末和年度终了）按票据的票面价值和确定的利率计提利息，并同时计入当期

损益。 
企业应设置应收票据登记簿，逐笔登记每一票据的有关详细资料，票据清算后应立即注销，应

收票据通常用票据面值计价和入帐。 
应收票据的到期日，凡约定论月兑付的，以到期月份的同一日为兑付日；凡约定论日兑付的，

应从出票日起按实际天数算足。 

二、应收票据的会计处理 

（一）不带息应收票据的核算 
（二）带息应收票据的核算 

三、应收票据贴现的核算 

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为了解决临时资金需要，将尚未到期的票据在背书后送交银行，银行受理

后从票据到期值中扣除按银行贴现率计算确定的贴现利息，将余额付给持票人，作为银行对企业提

供短期贷款的行为。 
（一）不带息票据的贴现。 
（二）带息票据的贴现。 
已贴现应收票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第三节  预付账款 

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属于企业的短期性的债权。 
一、预付账款的内容 
二、预付账款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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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是指企业发生的非购销活动的应收债权，即企业除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

款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的内容 
一、其他应收款的内容 
二、其他应收款的会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坏账和坏账损失？确认坏账需具备哪些条件？ 
2．简述坏账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 
3．估计坏账有几种方法？各有哪些特点？ 
4．应收票据分为哪几类？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5．什么是票据贴现？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6．简述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核算方法。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376 

第四章  存  货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存货的计价方法，特别是原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核算。通过本章和学习，了解

存货分类、确认条件。掌握存货入账价值、发出存货和期末计价方法，了解存货数量确定的方法。

掌握原材料分别按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核算情况下账户设置、收入、发出原材料的总分类核算和明

细分类核算方法。了解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存货概述 

一、存货的概念及分类 

（一）存货的概念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

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二）存货的分类 
1．按存货的经济用途可分为三类： 
（1）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储存以备出售的存货。 
（2）为了最终出售正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存货。 
（3）为了生产供销售的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备消耗的存货。 
2．按照存货的存放地点可分为三类： 
（1）库存存货 
（2）在途存货 
（3）加工中存货 
3．按照存货取得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外购的存货；（2）自制的存货 （3）委托加工的存货；（4）接受投资的存货；（5）接

受揖赠的存货；（6）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存货；（7）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形成的存

货；（8）盘盈的存货。 

二、存货的确认 

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一项货物是否属于企业的存货，标准是看企业对其是否具有法人财产权。 

三、存货的计价 

（一）存货的入账价值 
按照 2006 年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 
1．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存货的采购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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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存货的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

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企业应当根据制造费用的性质，合理地选择制造费用分

配方法。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并且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

区分的，其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存货的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

他支出。 
2．下列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不计入存货成本： 
（1）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2）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费用）。 
（3）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3．应计入存货成本的借款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处理。 
4．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

值不公允的除外。 
5．企业提供劳务的，所发生的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的间

接费用，计入存货成本。 
（二）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三）存货的期末计价 
1．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2．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3．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4．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四、存货数量的确定 

（一）实地盘存制 
（二）永续盘存制 

第二节  原材料 

原材料是指经过加工能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原料、材料及不构成产品主要实体但有助于产

品形成的各种辅助材料。 

一、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的核算 

（一）原材料的分类 
（二）按实际成本计价原材料收入的总分类核算 
原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是指每种材料的收、发、结存核算均按实际成本计价。 
其特点是从原材料的收发凭证到明细分类账和总账的登记，全部都是按实际成本反映，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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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在途物资”等账户。 
1．购入原材料的核算 
2．自制材料入库的核算 
（三）按实际成本计价原材料发出的总分类核算 
（四）按实际成本计价原材料收发的明细分类核算 

二、原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核算 

（一）账户设置 
原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是指每种材料的日常收、发、结存核算都按预先确定的计划成本计价。 
其特点是从原材料的收发凭证到明细分类账和总账的登记，全部都是按计划成本计价，并设置

“原材料”、“材料采购”、“材料成本差异”账户。 
（二）按计划成本计价原材料收入的总分类核算 
1．购入原材料的核算 
2．自制材料入库的核算 
（三）按计划成本计价原材料发出的总分类核算 
（四）按计划成本计价原材料收发的明细分类核算 
1．库存原材料的明细分类核算 
2．物资采购的明细分类核算 
3．材料成本差异明细分类核算 

第三节  低值易耗品 

一、低值易耗品的涵义及分类 

低值易耗品是指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或限额以下，或使用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劳动资料，如生产

工具、管理用具、玻璃或易碎器皿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周转使用的不单独核算的包装容器等。 
低值易耗品可按用途或按性质分类。 

二、低值易耗品的领用和摊销 

低值易耗晶领用后，通常要以帐面价值为基础，按一定的方法予以摊销。常用的摊销方法有： 
（一）一次摊销法 
（二）分次摊销法 
低值易耗品的会计处理。 

第四节  包装物 

一、包装物的涵义及范围 

包装物指在生产过程中，为包装本企业产品或商品，并随同它们一起出售、出租或出借给购货

客户的各种成型物品，如桶、罐、坛、氧气瓶等。会计上单独要核算的包装物，只是指与产品出售

有关的包装容器，而并不核算应在原材料帐上核算的如绳、纸、铁皮、铁丝等的包装材料，所以核

算也不包括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供内部周转使用的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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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可按用途不同分类： 
（一）生产过程中用于包装产品作为产品组成部分的包装物 
（二）随同商品出售而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三）随同商品出售而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四）出租或出借给购买单位使用的包装物 

二、包装物的核算外购、自制和委托加工完成验收入库核算同原材料 

（一）收入包装物的核算 
外购、自制和委托加工的包装物无论按实际成本还是计划成本计价，与原材料的账务处理相同。 
（二）包装物发出的核算 

第五节  其他存货的核算 

一、委托加工物资 

委托加工物资是指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各种物资。 

二、产成品 

（一）产成品入库的核算 
（二）产成品发出的核算 

第六节  存货清查的核算 

一、存货清查的意义 
二、存货清查的方法 
三、存货盘盈、盘亏、毁损的核算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存货？存货是如何分类？ 
2．存货的计价包括哪些内容？ 
3．怎样确定存货数量？各种方法有什么特点？ 
4．比较存货按实际成本核算和按计划成本核算各有哪些特点？ 
5．什么是低值易耗品？其摊销方法有哪几种？ 
6．出租、出借包装物的账务处理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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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  资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投资业务的涵义和分类，掌握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始确认金额、后续支出、投资收益及期末处置的会计处理方

法。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投资的涵义及分类 

一、投资的涵义 

投资是指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让渡给其他单位所获得的另

一项资产。 
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1．投资是以让渡其他资产而换取的另一项资产，即企业将所拥有的现金、固定资产等让渡给

其他单位使用，以换取债权投资或股权投资。 
2．投资所流入的经济利益，与其他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3．某些投资，如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短期性质的股票或债券的买卖，这种投资实际上是将现金

投入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代理机构），通过证券买卖来获得收益。 

二、投资分类 

（一）按投资性质分类 
权益性投资，是指为获得另一企业的权益或净资产所作有投资。 
债权性投资，是指为取得债权所作的投资。 
混合性投资，往往表现为混合性证券投资，是指既有权益性质，又有债权性质的投资。 
（二）按照投资对象的变现能力分类 
易于变现的投资 
不易于变现的投资 
（三）按金融工具的属性，将投资分为 
1．交易性金融资产 
2．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3．持有至到期投资 
4．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节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确定 

企业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股票、债券、基金，以及不作

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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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

债券利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二、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的确认 

企业在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

当确认为投资收益。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置 

处置该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

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第三节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范围 

企业从地级市场购入的固定利率国国债、浮动利率公司债券等，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条件的，

可以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购入的股权投资因没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条件，

不能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通常具有长期性质，但期限较短（一年以内）债券投

资，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条件的，也可以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成本确定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当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的金额。支付的价

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实际利率应当在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确定，在该持有至到期投资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

内保持不变。实际利率和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处置 

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时，应将所取得的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第四节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一、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范围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通常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如企业购入的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股票、

债券和基金等，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等

金融资产的，可归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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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初始成本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

金额。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应

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计入投资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三、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处置 

处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应将所取得的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的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入投资损

益。 

第五节  长期股权投资 

一、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的确定 

长期股权投资通常为长期持有，不准备随时出售，投资企业用为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按所持股

份享有权益并承担责任。 

（一）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

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

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

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

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

存收益。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二）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下列规

定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1．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

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2．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

资成本。 
3．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但

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二、后续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一）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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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

行调整。 
（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三、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 

（一）成本法的适用范围 
股票投资的成本法是企业在购人作为长期投资的股票时，应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长期投资

的成本入帐。持有期间以成本反映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金额始终不变，取得股利作为投资收

益。 
（二）成本法的核算方法 
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平时采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加或收回投资应当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的成本。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投资企业确认投资

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

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四、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一）权益法的适用范围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是指投资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以后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被投资企业取得利润、发

生亏损、支付股利时都要按投资份额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取得股利时不再作为投资收

益。 
（二）权益法的核算方法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 
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2．投资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

额，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企业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3．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应当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

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企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被投

资单位以后实现净利润的，投资企业在其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确认收益分

享额。 
4．投资企业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

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期间与投资企业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投资企业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

报表进行调整，并据以确认投资损益。 
5．投资企业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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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权益法核算

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处置该

项投资时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 

复习思考题 

1．比较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初始投资金额、持有期间

投资收益和处置方面的异同点。 
2．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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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固定资产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固定资产的性质及其分类、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及入帐价值，固定资产

使用中的各项不同支出的性质。熟悉固定资产的折旧及折旧的各种计算方法，掌握固定资产清理和

盘亏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性质及分类 

一、固定资产的性质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的有形资产。使用寿命，是指企业使用固定资产的预计期间，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

劳务的数量。 
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固定资产的分类 

（一）按经济用途划分 
分为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和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两类。 
（二）按所有权关系划分 
分为自有固定资产和租入固定资产两类。 
（三）按使用情况划分 
分为在用的、未使用的、不需用的固定资产三类。 

第二节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一、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

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不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各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比例对总成本进行分配，分别确定各项

固定资产的成本。 
二、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三、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处理。 
四、投资者投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

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和融资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的成本，应当分别按

照相关准则确定。 
六、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应当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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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一、固定资产的使用成本主要是固定资产的折旧，此外还会发生各项支出，如涉及固定资产质

量方面的为维持、恢复和改进固定资产质量的支出，涉及固定资产数量方面的为扩建、改建、增建

发生的支出。 
二、要区别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凡收益支出性质的费用应作为当期发生的费用计入当期

损溢；凡资本支出性质的费用，应增加资产的帐面价值。 
三、修理费用不分经常性修理和非经常性修理，不论大修理或中、小修理都需作为发生期费用。 

第四节  固定资产的折旧及其计算 

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

的土地除外。 

一、折旧和计算折旧的因素 

（一）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 
（二）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 
（三）企业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1．预计生产能力或实物产量； 
2．预计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3．法律或者类似规定对资产使用的限制。 

二、折旧的方法 

企业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 

第五节  固定资产处置与期末计价 

一、固定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予以终止确认： 
（一）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二）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二、企业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应当对其预计净残值进行调整。 
三、企业出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发生固定资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准备

后的金额。 
固定资产盘亏造成的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第六节  固定资产披露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分类、计量基础和折旧方法。 
（二）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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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固定资产的期初和期末原价、累计折旧额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四）当期确认的折旧费用。 
（五）对固定资产所有权的限制及其金额和用于担保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六）准备处置的固定资产名称、账面价值、公允价值、预计处置费用和预计处置时间等。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如何分类？ 
2．如何确定固定资产的初始价值？ 
3．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包括哪些？ 
4．固定资产为什么要计提折旧？影响折旧的因素有哪些？具体有哪些方法？ 
5．固定资产披露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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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无形资产的范围；掌握无形资产的

确认条件；掌握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和摊销方法；明确无形资产的处置、报废和无形资产的披露内

容。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无形资产适用范围 

一、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二、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 
（一）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

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 
（二）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

移或者分离。 

第二节  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一、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时，应当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寿命

内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作出合理估计，并且应当有明确证据支持。 
三、企业自创商誉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等，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第三节  无形资产摊销 

一、企业应当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 
二、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 
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

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 
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一般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 无形资产的应摊销金额为其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后的金额。 
四、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 
五、无形资产的减值，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处理。 
六、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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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处置和报废 

一、企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当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第五节  无形资产的披露 

企业应当按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附注中披露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无形资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累计摊销额及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二）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的估计情况；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其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 
（三）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 
（四）用于担保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当期摊销额等情况。 
（五）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 

第六节  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是指除上述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如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企业已经支出，但摊销期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 
包括： 
（一） 开办费 
（二） 租人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三）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无形资产？如何确认无形资产？ 
2．无形资产如何摊销、处置和报废？ 
3．无形资产披露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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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流动负债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负债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区别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的性质，掌握流动负

债的分类以及各种主要流动负债的会计处理，并明了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方法以及或有

负债的涵义及它与估计负债的区别。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负债的涵义和基本特点 

一、负债的涵义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符合负债定义的义务，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负债： 
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 
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负债的特点 

第一、负债是由于过去的交易、事项引起的、企业当前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负债将要由企业在未来某个时日加以清偿。 
第三、为了请偿债务，企业往往需要在将来转移资产，也有可能将债务转为所有者权益。 
按偿还期间的长短，一般将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第二节  流动负债的性质及分类 

一、流动负债的性质 

区别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是按偿付期限的长短来划分的。 

二、流动负债的分类 

根据未来支付货币金额是否具有可确定性，分为： 
（一）金额肯定的流动负债 
（二）金额取决于经营成果的流动负债 
（三）金额不能肯定而需要估计的流动负债 

第三节  流动负债的入帐方法 

一、金额肯定的流动负债的会计处理 

列举了短期借款、应付帐款、应付票据、应付股利、预收货款、应交增值税、其他应付款等的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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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额取决于经营成果的流动负债的会计处理 

列举了应交所得税、应付股利、应付营业税等的会计处理。 

三、金额不能肯定而需要估计的流动负债的会计处理 

列举了质量担保负债和奖券兑换负债等的会计处理。 

第四节  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可以根据到期日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可以按负债金额的大小顺序排

列。但通常都是按常用顺序排列，如排列顺序依次为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交税金、

预提费用等。 
流动负债揭示的细致程度取决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目的。 

第五节  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是指那些在资产负债表编制日还没有要企业确切承诺的债务责任，但是一种潜在负

债，可能会由于未来发生的偶然性事故或意外事件而成为企业需要负责清偿的真正债务，一般不正

式入帐，可采用附注等形式列示。 
或有负债与需要估计的负债不同。常见的或有负债有： 
一、应收票据贴现 
二、应收票据抵借 
三、对其他商业票据的背书责任 
四、未来负债和购买约定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流动负债？流动负债有什么特点？如何分类？ 
2．流动负债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3．怎样理解或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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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长期负债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长期负债的会计处理。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长期负债的性质和种类、企业债券

的性质和种类，熟悉债券价值的计算、债券发行时溢价或折价及其摊销时的会计处理。并了解债券

在两个付息期间发行及会计期末应调整的应计利息的计算、债券偿还时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长期负债的性质及分类 

一、长期负债的性质 

长期负债是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经营周期以上的债务。 

二、长期负债的分类 

长期负债有长期借款、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签发的长期应付票据、客户存入的长期

保证金、融资租赁方式下租赁固定资产的应付款、引进设备的应付款等。其中应付债券是企业举借

长期债务的一种重要的筹资形式。 

第二节  企业债券概述 

一、企业债券的性质 

债券是企业向为数众多的债券购买人筹集所需资金的一种常见方式。企业债券实质上是长期的

应付票据，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在规定的到期日按债券票面金额如数兑付现金。 

二、企业债券的种类 

（一）按利息支付的对象分为记名债券和附息票债券 
记名债券是利息只付给债券上载明的所有人的一种债券；附息票债券是利息支付给持有定期利

息息票的任何个人的一种债券。 
（二）按本金偿还的方法分为分期还本企业债券、一次还本企业债券和通知还本企业债券。 
分期还本企业债券是债券本金分批到期、陆续还本的一种债券；一次还本企业债券是在一个预

定的到期日到期时统一还本的一种债券；通知还本企业债券是按照发行企业通知，随时还本的一种

债券。 
（三）按发行时有否担保抵押的条件，分为有担保企业债券和无担保企业债券。 
债券以某种特定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品的为有担保企业债券；无担保品的为无担保企业债

券或称信用企业债券。 



财务会计 

 1393

第三节  债券价值的确定和发行 

一、债券价值的确定 

票面利率是债券上规定的用以计算支付债券利息的利率，市场利率是发行债券时金融市场上风

险和期限与该项债券类似的借贷资本的通行利率。 
债券发行时的实际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到期应偿还的债券面值用市场利率换算的现值部分。 
（二）按债券票面利率支付的各期利息，用市场利率换算的现值部分。 

二、债券的溢价发行和折价发行 

债券按小于债券票面利率的市场利率发行时，发行价格高于债券面值的部分为溢价。 
债券按大于债券票面利率的市场利率发行时，发行价格低于债券面值的部分为折价。 
债券票面利率与发行时市场利率相等时，债券按面值发行。 
债券按面值、按溢价、按折价发行时的会计处理。 

三、债券溢价和折价的摊销 

债券在溢价发行时，发行企业多收的溢价是债券购买人因市场利率比票面利率小而给予发行企

业的利息补偿；债券在折价发行时，发行企业少收的折价是因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小而给予债券购

买人的利息补偿。因此，溢价和折价都是债券从发行到偿还的整个期限内对利息费用的一项调整。

溢价摊销时应逐期在利息费用上扣除，折价摊销时应逐期在利息费用上加计。 
债券溢价或折价的摊销方法有： 
（一）直线摊销法 
直线摊销法是在每一付息期把相等金额的溢价或折价调整利息费用。 
（二）实际利率摊销法 
实际利率推销法是根据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实际利率计算每期应计利息后与实际支出利息的差

额作为摊销的溢价或折价金额。 
在用直线摊销法和实际利率摊销法时编制债券滥价或折价摊销表的方法。 
债券付息时摊销溢价或折价时的会计处理。 

第四节  债券的应计利息和偿还 

一、在两个付息期间发行债券的应计利息 

在两个付息期间发行债券时，债券购买人要加付从原发行日期或上一次付息日期至债券正式发

售日期之间的一段时期内的应计利息。发行债券的溢价或折价则应在实际发行日期与债券到期日期

之间的所有期间内摊销。 
在两个付息期间溢价发行的债券，在原发行日期或上一次付息日期上加计的按市场利率实际计

算的利息比减计的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为低，故延期发行债券的帐面价值仍高于票面，这部分按

票面利率减计的利息是企业预收的、在将来最近一次付息日需付全期利息的多付款项。在两个付息

期间折价发行的债券，同样要加计按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和减计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求得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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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帐面价值。 
在两个付息期间发行债券，滥价或折价时帐面价值的计算及发行时的会计处理。 

二、会计期末应调整的债券利息 

企业应付债券的付息日期与会计结帐日期不一致时，会计期末应调整从上一次付息日期到结帐

日期的应计利息，并摊销债券溢价或折价的相应部分，编制必要的调整分录。 

三、债务的到期偿还 

（一）一次还本债券的到期偿还 
（二）通知还本债券的偿还 
一次还本债券偿还时的会计处理。 
通知还本债券提前赎回时赎回债券损益的计算及其会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长期负债？包括哪几类？ 
2．企业债券如何分类？其价值如何确定？ 
3．怎样理解债券发行时溢价或折价及其摊销时的会计处理。 
4．债券的应计利息怎样计算、债券偿还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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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所有者权益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所有者权益的涵义和特征、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

种类和各类股票的特点。熟悉股票发行、认购、库藏股减资的起因和方法及其会计处理。掌握实收

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的基本内容及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所有者权益概述 

一、所有者权益的涵义及特征 

（一）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

为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留存收益等。 
所有者权益金额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 
所有者权益项目应当列入资产负债表。 
（二）所有者权益特征 
所有者权益与企业的负债都是形成企业资产的来源，但二者性质不同，其差异可归结为四点： 
1．对剩余财产要求权的先后次序不同 
2．债权人无权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 
3．负债有规定的偿还期，所有者权益在企业经营期间无需偿还，投资人也不得要求返还。 
4．债权人不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二、所有者权益的构成 

所有者权益可分为投入资本和留存收益两部分。 
在会计核算中将所有者权益分为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四个部分。 

第二节  实收资本或股本 

一、实收资本概述 

二、一般企业实收资本的核算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投入资本的核算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 
股份有限公司可采取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系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

股份而设立的公司；募集设立系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股份一部分外，其余向社会公开募集而

设立的公司。 
（二）股本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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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资主体不同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 
按筹资方式分为货币投资、实物投资、证券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等 
（三）股票的性质及分类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在公司中所持股份的书面凭证，并能据此取得股利收入的

一种有价证券。 
股票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有面值股票和无面值股票、普通股和优

先股，我国还根据发行上市的和条件分为 A 股、B 股和 H 股等。 
1．普通股及其权利 
普通股是公司组织的基本股份，基本权利有： 
投票表决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认股权；剩余财产分配权。 
2．优先股种类及其股利 
优先股是在某些方面如股利分配方面享有比普通股某些优先权利的股票。 
优先股的种类有： 
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参加优先股和不参加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可赎回优先股。 
各种优先股的特点及股利优先的优先股的股利计算 
（四）股票的发行 
1．按票面金额发行时 
2．超过票面金额发行时 
（五）库藏股 
库藏股是已收款发行后又因各种原因而由公司持有的自己公司的股票。 
库藏股减资须同时具备的三个重要条件： 
库藏减资股必须是本公司自己的股票； 
库藏股减资必须是已经发行的股票； 
库藏减资股必须为减资目的应在 10 天内办理注销的股票。 
（六）企业资本（或股本）变动的核算 
1．企业增资的核算 
企业接受投资者额外投资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2．企业减资的核算 

第三节  资本公积 

一、资本公积概述 
二、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三、股权投资准备 
四、接受捐赠资产 
五、拨款转入 
六、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七、其他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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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包括企业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是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的资本，即经

营所得净利润的积累。 
一、盈余公积 
二、未分配利润 

复习思考题 

1．简述所有者权益和负债的联系和区别。 
2．什么是投入资本？其基本内容与投资方式有哪些？ 
3．什么是资本公积？包括哪些内容？ 
4．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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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利润表要素。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收入的内容及销售商品收入确认、计量方法以

及存在现金折扣、商业折扣、折让和销售退回情况下收入计量方法；了解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方法；了解如何划清各种费用界限和熟悉产品成本、其他业务支出和期间

费用的会计处理。掌握利润的构成内容和利润分配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收  入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入。 
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一、销售商品收入 

（一）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条件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销售商品收入计量 
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但已收或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

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三）确认销售商品收入时，还要注意现金折扣、商业折扣、销售折让和销售退回 
1．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

折扣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销售商品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3．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

收入。 
4．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销售商品

收入。 
销售退回，是指企业售出的商品由于质量、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 

二、提供劳务收入 

（一）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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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

供劳务收入。 
2．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3．企业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方法： 
已完工作的测量。 
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 
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二）提供劳务收入的计量 
1．企业应当按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

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2．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 

三、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一）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1．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计量 
企业应当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第二节  费  用 

一、费用的确认 

广义上的费用泛指企业各种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狭义上的费用仅指与本期营业收入配比

的那部分耗费。 
在确认费用时，首先应当划分生产费用与非生产费用的界限；其次，应当分清生产费用与产品

成本的界限；第三，应当分清生产费用与期间费用的界限。 
对于期间费用则应进一步划分为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企业发生的费用，必须与相

应的收入相配比，以正确计算企业的利润。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00 

二、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财务费用 

三、产品成本的会计处理 

（一）产品成本的构成 
产品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二）产品制造成本的会计处理 
（三）营业成本的会计处理 
（四）其他业务支出的会计处理 
指其他销售或提供其他劳务而发生的支出。 
（五）期间费用的会计处理 

第三节  利润及利润分配 

一、利润的形成 

（一）利润的构成 
企业利润一般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三部分。 
营业利润是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主营

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两部分。 
投资净收益是企业对外投资所获得的利润，是投资收益减投资损失后的净额。 
营业外收支净额是企业营业外收人减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 
（二）利润的会计处理 
需设置“本年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二、利润分配 

（一）利润分配的一般程序和内容 
利润应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减除应交纳所得税后按以下顺序分配：被没收

财物损失、支付各种违反税法的滞纳金及罚款、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提取公

益金、支付优先股股利、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支付普通股股利。 
（二）利润分配的会计处理 
设“利润分配”科目，按利润分配的内容设置相应的明细科目。 

复习思考题 

1．收入包括哪些内容？ 
2．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是什么？ 
3．销售商品收入如何计量？存在现金折扣、商业折扣、折让和销售退回情况下收入如何计量？ 
4．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怎样本确认和计量？ 
5．如何划清各种费用界限？产品成本、其他业务支出和期间费用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6．利润是由哪几个层次？利润怎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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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务报表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财务报表相关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财务报表的种类，掌握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性质、列示内容、格式和编制方法；了解附注的性质、

应披露的内容和顺序。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财务报表的种类及 列报要求 

一、财务报表的种类 

财务报表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结构性表述。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

组成部分： 
（一）资产负债表； 
（二）利润表； 
（三）现金流量表； 
（四）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下同）变动表； 
（五）附注。 

二、财务报表的种类及 列报要求 

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的显著位置至少披露下列各项： 
（一）编报企业的名称。 
（二）资产负债表日或财务报表涵盖的会计期间。 
（三）人民币金额单位。 
（四）财务报表是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当予以标明。 
企业至少应当按年编制财务报表。年度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短于一年的，应当披露年度财务报

表的涵盖期间，以及短于一年的原因。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的性质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一个企业在一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报表。资产负债表能够提供企业在一定日

期所掌握的资源、所承担的债务、所有者在企业内所持有的权益。它反映了企业经过一个时期经营，

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果后对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带来的影响和经过一段时期经营后的财

务状况。 

二、资产负债表上项目的分类和列示 

资产和负债应当分别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列示。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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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资金； 
（二）应收及预付款项； 
（三）交易性投资； 
（四）存货； 
（五）持有至到期投资； 
（六）长期股权投资； 
（七）投资性房地产； 
（八）固定资产； 
（九）生物资产； 
（十）递延所得税资产； 
（十一）无形资产。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至少应当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合计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类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短期借款； 
（二）应付及预收款项； 
（三）应交税金； 
（四）应付职工薪酬； 
（五）预计负债； 
（六）长期借款； 
（七）长期应付款； 
（八）应付债券； 
（九）递延所得税负债。 
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类至少应当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负债的合计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类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实收资本（或股本）； 
（二）资本公积； 
（三）盈余公积； 
（四）未分配利润。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在所有者权益类单独列示少数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类应当包括所有者权益的合计项目。 
资产负债表应当列示资产总计项目，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项目。 

三、资产负债表的格式和编制方法 

资产负债表是根据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排列和编制的。 
（—）帐户式资产负债表 
（二）报告式资产负债表 
报告式资产负债表又可根据会计等式的演变有三种格式： 
1．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2．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3．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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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润表 

一、利润表及应列示的内容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经营成果的报表，也称损益表或收益表。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

成果是这个期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费用配比而得出的利润。 
费用应当按照功能分类，分为从事经营业务发生的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等。 
利润表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营业收入； 
（二）营业成本； 
（三）营业税金； 
（四）管理费用； 
（五）销售费用； 
（六）财务费用； 
（七）投资收益； 
（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九）资产减值损失； 
（十）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十一）所得税费用； 
（十二）净利润。 

二、利润表的格式和编制方法 

（一）单步式利润表 
单步式利润表是将汇总后的本期各项收入的合计数与各项成本、费用的合计数相减后，一步到

位直接计算出本期利润的编表方法。 
（二）多步式利润表 
多步式利润表是将收入和费用项目按相同属性归类后，顺次计算销售利润、主营业务利润、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的编表方法。 
利润表编制时对于与本期经营成果无关项目的处理有本期营业观点和损益满计观点两种主张。 
利润表的编制方法。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性质 

现金流量表，是指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 
现金，是指企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

小的投资。 
现金流量表应当分别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列报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应当分别按照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总额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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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金流量表的基本结构 

现金流量表的基本结构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和现金流量

净额各项目，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到价物余额。 

三、现金流量表列示内容 

经营活动，是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 
直接法，是指通过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的主要类别列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二）收到的税费返还； 
（三）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五）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六）支付的各项税费； 
（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是指企业长期资产的购建和不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三）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四）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五）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七）投资支付的现金； 
（八）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九）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是指导致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的活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三）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五）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六）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第五节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一、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性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应当反映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的增减变动情况。当期损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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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与所有者（或股东，下同）的资本交易导致的所有者权益的

变动，应当分别列示。 

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至少应当单独列示反映下列信息的项目： 

（一）净利润；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其总额； 
（三）会计政策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累积影响金额； 
（四）所有者投入资本和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等； 
（五）按照规定提取的盈余公积； 
（六）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期初和期末余额及其调节情

况。 

第六节  附  注 

一、附注的性质 
附注是对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

述或明细资料，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等。 
二、附注的内容 
附注应当披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相关信息应当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列示的项目相互参照。 
三、附注一般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披露： 
（一）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二）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三）重要会计政策的说明，包括财务报表项目的计量基础和会计政策的确定依据等。 
（四）重要会计估计的说明，包括下一会计期间内很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账面价值重大调整的

会计估计的确定依据等。 
（五）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六）对已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

步说明，包括终止经营税后利润的金额及其构成情况等。 
（七）或有和承诺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四、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前提议或宣布发放的股利

总额和每股股利金额（或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总额）。 

复习思考题 

1．财务报表包括哪几个种类？ 
2．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其内容、格式及编制方法怎样？ 
3．什么是利润表？其内容、格式及编制方法怎样？ 
4．什么是现金流量表？其内容、格式及编制方法怎样？ 
5．什么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其内容、格式及编制方法怎样？ 
6．附注应披露的内容和顺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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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分配表 

 
章 次 教  学  内  容 讲授 自学学时 总学时 
第一章 财务会计概述 3   
第二章 货币资金 3   
第三章 应收及预付款项 3   
第四章 存货 3   
第五章 投资 3   
第六章 固定资产 3   
第七章 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3   
第八章 流动负债 3   
第九章 长期负债 3   
第十章 所有者权益 3   

第十一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3   
第十二章 财务报告 3   

 

参考阅读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 39 个准则，2006.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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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406020142----      [课程类别] 专业课（选修课）---- 
[课程学时]36 学时----     [实验学时]6 学时---- 
[授课对象] 非会计专业学生----   [授课单位]商学院----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习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各种制约因素影响，毕业生的实习环节显得非

常薄弱，导致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工作后不会做账、不会阅读和分析财务报表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

令人窘迫的状况，我们借助实验教学环节来弥补不足，以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 
如果你拥有会计理论知识，但缺乏实际做账经验，如果你正想找一份会计工作，但处理实际工

作的能力又不足，那么通过本实验教学，能使你对胜任会计工作更有信心。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实验教学中坚持以会计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基础，以《会计法》、《企

业会计准则》为依据，注重会计学基础知识和实务与会计法规、准则的紧密结合。强调基本业务处

理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会计人员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三、实验教学内容 

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1.实习准备 
在学生方面，应具备会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了解会计概念内涵、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

前提和会计原则为基础的基本理论框架；掌握了会计的概念、目标、特点、会计要素和会计对象、

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以及会计的职能、任务、组织等基本问题；还要掌握企业财务制度方面的有关

规定等。 
在硬件方面，需要一个具备上网条件的实验室。 
2.实验目的 
通过上网查看上市公司年报，了解财务报表的详细内容；通过对报表中有关数据加以计算，分

析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3.实验内容和要求 
（1）财务报表的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附表。 
（2）财务报表的分析：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并对该企业作出简评。 
4.实验学时：6 学时 
5.教师点评 
（1）通过实验教学，加深了对原有书本中关于财务报表的认识。 
在教材中，有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附表的内容，大体上

包括各种报表的基本概念、结构、基本内容（有的是简要内容）和平共处填制方法等，介绍得不够

详细具体，与实际报表差距很大。上网查询之后，知道了其本来面目。 
（2）通过实验教学，提高了学生运用已学知识，进行财务分析和决策的能力。 
关于财务报表分析，教材上仅仅列出相关的公式，没有真实的案例，如果说有例题，那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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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谈不上提高能力。通过上网查询之后，假设作为一位投资者、

债权人、国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来考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会一定是不同的。使学生

真正感到会计学的实用性，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也从中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提高。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项目名称学 时要  求类型主要设备实验室 
001 财务报表的编制 3 了解财务报表详细内容实验课电脑会计软件 C116 
002 财务报表的分析 3 初步掌握财务报表分析方法实课验电脑会计软件 C116 
（注：序号为课程代码加自设代码，自设代码为三位数，并从 001 起排列） 

五、考核方式 

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分析的实验教学结果，占期末考试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 
《企业会计准则——中期财务报表》 

七、说明 

（包括根据课程特点采取的实验类型的说明，以及任课教师名单等） 
 
 
 



 

《商业伦理》教学大纲 

张国钧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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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  高年级选修课 
课程目的  以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以问题贯穿教学；通过传授商业伦理的基本理论，继

承发扬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学习借鉴西方商业伦理的先进经验，拓展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

识结构；培养学生从商业伦理角度发现和捕捉问题，以问题带动学习、通过深入学习来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程简介  商业伦理是介于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作为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

一门选修课，它从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实际出发，植根于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简明扼要地

阐述现代商业伦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参 考 书 
史记.货殖列传.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印度]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宋文等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 北京：三联书店,2001. 
[美]R.F.哈利特.商业伦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思 考 题 

1.怎样简明扼要地理解伦理、商业伦理？ 
2．针对自己学习上的困惑或问题，思考怎样优化自己的学习方法，培养适合自己专业特点、

将来拟从事职业的特点的研究方法？ 
3．从自己最关注的问题入手，对商业伦理展开有自己个性的理解。 
4．用尽可能恰当的比喻，说明怎样理解商业伦理是商业（组织、活动）的生命线？ 
5．以百年前的晋商或徽商为例，关注、深思、理解中国商业伦理的优秀传统，并深入探讨今

天怎样发扬光大这个传统？ 
6．以晋商或徽商为例，分析西方企业诚信和华商诚信的异同。 
7．以近 30 年来新成长的“浙商”、“粤商”为例，分析他们的诚信的特点。 
8．从世界 500 强企业中，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关注最多的，思考中国企业怎样学习借鉴

他们的商业伦理而为我所用？ 
9．从世界 500 强中，选择一家中国企业，说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10．从诚信的历史、理论、现实入手，从理论、实践上把握商业诚信的定位。 
11．就当下商业失信-恶信的原因及其克服，展开自己的思考。 
12．从国内人才市场及其国际化趋势，以择业为例，就大学生诚信展开自己的思考。 
13．选择商业实践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为例，展开自己的分析。 
14．谈谈自己对中国商业伦理、中国管理的认真思考。 
15．从成功的商业企业和失败的商业企业的比较中，谈自己对商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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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激发学生的“中国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自觉地承传和光大中国商

业伦理 

一、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1．道-术/器、体-用之间 
道-术/器、体-用的含义；大学教育尤其文科教育的使命；在道-术/器，体-用之间 
“论文式”/“学科意识”的优劣 
系统完备的知识，有利于知识和学科的传承；适合于社会和学科的常规时期 
2．“散文式”/“问题意识”的优劣 
点燃创造之火；适合于社会和学科的非常规时期 
3．我的选择  “散文式”为主、“论文式”为辅的教学方法 
这样选择的动机：激发和培养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丰富同学们的热格和知识结构；能够

对同学们的学业、择业甚至人生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教学追求 

1．具体做法上，追求一节一焦点一前沿 
2．目标上，培养能力，激发智慧 
解决问题靠智慧，靠智慧激发的方法、工具和制度。方法，如数学物理化学上的各种方法；工

具，如水火相攻不相容，发明陶-鼎-锅放在水火之间，乃有百味；制度，如一国两制 
智慧不可教；怎样才能有智慧？（1）通晓基本原理，如制度是干什么的，（2）直面自己的问

题，（3）把原理和问题联系起来而排除一切主客观的障碍或限制，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如修电机

时的粉笔线，如王志刚的策划，（4）从小问题入手，打破常规思维，如鸡蛋的“不破不立” 
智慧的重要标志  从两极冲突甚至你死我活之间，找到出路 
智慧，是“把反思的态度与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一种理智（understanding）形式。这种态度

的目的是要理解实在的根本本性及其对过好生活的意义。这种实践关切的对象是要在主体的品质和

环境既定的情况下构成一种关于过好生活的合情合理的概念，并对他们不得不在其中做出决定和行

动的情境做出评价。做出这些评价并不容易，因为好生活是不完全地构成的，个体的品质和环境的

可变性使一般原则成为不充分具体的。因此，智慧可以与评价复杂情境的好的判断、由于对人的条

件的反思性理解所获得的好的生活的概念等同起来。”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University to 
Philosoghy）.“智慧”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3．正本清源。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三、教学要求和希望 

1．榜样：大师、人师。59 就是 59 
2．课堂就是课堂——基本的课堂秩序；课堂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场 
3．“专注做好每件事”，力争产生 1 篇有自己的见解、可以发表、发表后有一定影响的论文。

虽不能之，心想往之 
4．做承传中国商业伦理优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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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简介 

1．科学前沿及其标志 
社会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性的问题；人人关注；没有解决 
前沿不等于高、精、尖，凡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符合上面 3 个特点的都可以是前沿问题 
2．前沿之路 
立意高；境界或品位高；知识（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包括“人情世故”）渊博；论证充分深

刻、逻辑严密、符合规范 
3．读书方法的提升 
淘汰，鉴别精品和垃圾；精选，建立自己的动态“图书馆”；“好书不厌百回读”；适当的背

诵 
4．研究方法的培养 

五、强化“中国问题意识” 

（后面要专门讲，这里先做一强调） 
1．问题 
2．“中国问题” 
3．“中国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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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业的伦理性和商业伦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从商业之内在的伦理性切入，用理论分析和实际案例来简明扼要地说明，商业

伦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扼要介绍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时间 
说到商业伦理，一方面，“无商不奸”“唯利是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盗亦有道”等

相反相成的评价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另一方面，罗马法的财产法、基督教伦理被认为是西方文化

保持连续性、统一性的根本。事实上，商人如果只为顾客着想，就赚不了钱甚至亏本；如果不为顾

客着想，就做不大，赚不了大钱。那么，商业和伦理、商业伦理和商业利润之间是什么关系？商业

伦理（义）作为无形资产有什么意义？公平的商业环境的意义如何？商业中的伦理、伦理对商业的

影响如何？商业如何做大？商业伦理的民族特点/中国化-中国商业伦理如何？本课将努力陆续回答

这些问题。 
这里，要强调的是，商业伦理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伦理的亲情，特殊合理性，人格化交往，

亲情；另一方面，商业伦理的超亲情，普遍合理性，非人格化交易，权利义务统一、利益追求和道

义承诺统一基础上的互利。商业伦理就是要解决此矛盾，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一、商业之内在的伦理性 

1．伦理以其极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渗透在一切社会活动之中 
伦理的特点，一是实体性+渗透性[血缘-姻缘及其延伸是实体性的，朋友是介于中间的，非血

缘-姻缘是渗透性的]，人际性，用“好坏”“善恶”“是否合情理”等反思和评价；二是非强制性，

关系各方可以自主地调节和处理彼此的关系；三是具有主体性，靠双方维系，有较强的自律性。根

据他律和自律程度的差别，社会规则体系可分为三类：他律性的，即政治、法律规则；自律性的，

道德规则；他律性和自律性之间的，亚他律性和亚自律性的规则，即伦理的规则。 
2．商业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自有其伦理的一面，有内在的伦理性。凡是有人际关系的

地方，就不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 
产品-管理/规范和制度-商业价值。 
3．商业伦理的特点和意义 
伦理好象机械的润滑系统、电器的控制系统、电子的软件系统，或者象氧气，存在时往往被忽

视，没有时才会被注意（阿马蒂亚.森）。对越高级的系统越重要越迫切、越是生死攸关，手工工

具几乎不需要润滑，更没有软件；机械系统润滑很重要,如果没有就很难运行,也没有软件；电子系

统中,软件取代了润滑（传统社会里那么发达，是没有硬件-制度支撑和法律支持的）。但是辩证地

看，这些系统必须在硬件的支持下才能充分起作用。要改变人们的伦理，就伦理谈伦理，不仅是成

本最高的，而且是效率和效益最差的，必须从制度入手。当然，制度不是十全十美、包罗万象的，

再周密的制度总难免空白点甚至缺陷，又必须靠伦理来救济。 
公司培训 1/2 以上为礼仪  摘月亮；顾客拍口袋 拿笔-拿出打开-打开递给对方；捡纸屑 他律

-自律。 
Benz 公司设计关门声的是 12-15 个设计师，得出的关门声与众不同，精密的技术中深厚的文

化含量。 

二、商业伦理的地位 

1．商业之结构-功能的内在要素 
表面上，商业组织是通过买卖商品而赚钱的组织，商业活动是商品的流入和流出；深层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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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组织还是商业活动，都离不开伦理，更离不开道德 
2．商业伦理和商业的组织结构 
商业组织在表层上，是各职能部门；深层上，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伦理（下章将具体分析

“伦理”范畴） 
3．商业伦理和经济增长 
和平时期；危机时期；超常增长时期 

三、商业伦理的作用 

1．对商业的盛衰 
2．对商业发展的快慢 
3．如将近 100 年前的晋商、徽商；如生机勃勃的同仁堂等一批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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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伦理学的基本知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从分析伦理学的几个基本概念入手，简明扼要地说明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

理时间 

一、伦理 

1．伦理的本意：从汉字、汉语、中国文化切入 
汉字中，“伦”、“理”的本意及其对我们的深层影响 
汉语中，对“伦理”范畴的使用，和西方文化中“Ethic”的区别 
在中国文化中，“伦理”的本体意义 
2．伦理的三种基本形态 
3．伦理之内涵、外延的扩大 
最初是人与人,后来扩展到人和社会,再后来扩展到人和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 
4．伦理的特点 
极大的渗透性 
客观性普遍性 
永恒性横向/断-显性变化，差别很大纵向-隐性发展、相对稳定 
超越性  一开始就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生命和生产；时代和民族 

模糊性好比中医，法精确好比西医 
5．中国伦理发展的轨迹 
家族-血缘伦理,国家-政治伦理,公共-市场伦理 

二、道德 

1．道德的本意 
汉字中，“道”、“德”的本意及其对我们的深层影响 
汉语中，对“道德”范畴的使用 
在中国文化中，“道德”的神圣意义 
2．道德之内涵、外延的扩大 
3．道德的特点 
主观 
内在 
微妙 
隐秘 
超前性，导向性；稳定性，保守性 
总之，分而言之，伦理道德在源头上是四个概念，经过本体/客观-规律/必然-规范/义务-良心/

自觉-行为/自由的过程：伦，广义是人际关系，狭义是家族关系；理，是条理；道，是人际关系产

生消亡的规律，和由此提出的规范；德，是对道的得。合而言之，伦理，是人际关系（包括辈分关

系），是客观的，其内容会变化，但关系本身永远存在；道德，是根据客观的条理和规律，用来把

人际关系调节到最佳状态的规范-心理-行为的总和，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它常常是因地而异、

因时而异的。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418 

三、伦理学 

是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研究的学说、科学或学科。其范围是伦理和道德。其话语是其

他学科所没有的。（对应的社会现象能否需要该学科，这两者是一门学科应否存在的理由。） 



商业伦理 

 1419

第三章  商业伦理：商业生命力的源泉之一（2 课时） 

目的和要求：说明，商业伦理对商业的生存发展，表面上，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实质上，生死

攸关 
商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但同样是商业，有些朝生夕死，有些欣欣向荣。百年基业、短命小

店的根本分野在哪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办？ 

一、商业不光是经济的组织和活动，还是伦理的组织和活动 

从“礼之用，和为贵”说起。比如李嘉诚，作为华商首富，首先在伦理上是首富。 
1．从商业的内外关系看，一方面，是利益关系，对内，上下、左右之间，对外，和政府、市

场、其它商业企业、顾客之间，都是利益关系，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进行利益交换，

保持和发展利益关系，就必须内求团结，外求和谐，该团结、和谐中，包括着伦理关系。利益在这

里，是表现，也是动力 
2．伦理的力量，在常态下是凝聚力，在特殊时期是爆发力。作为凝聚力，使方向、大小、性

质不同的各种力量整合成同一个强大的力量。如同沙子、石头、钢筋等等材料，如果没有水泥，就

永远各是各，充其量是材料而已，哪怕再好的材料，也会一盘散沙；如果有了水泥，再按照一定的

比例和方法进行组合，才能建设起各种各样雄伟壮丽的建筑。伦理的力量就好比水泥的力量，它自

身并没有多大的能量，却能使其它各种各样的能量都以最佳的方式和比例组合成最大的能量。作为

爆发力，在初创期、常规期、危机期有不同的表现，尤其在初创期、特殊/危机期，使个人和组织

的力量得到超常发挥，其中主要是信念 
品牌靠诚信，诚信靠将心比心/良心。如果被过分的私欲屏蔽，良心就没有了、泯灭了，就不

可能将心比心 
3．凝聚力和进取力。分别是横向和纵向的力量。没有凝聚力，进取力就可能离散；没有进取

力，凝聚力就可能僵化。 
4．社会变迁中，企业的利益分化和伦理的演变 

二、从宏观看商业伦理 

“安然事件”、“世界通信（Word Com）事件”等丑闻说明了什么？ 
现代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竞争，当然是人才、技术、产品、资本、市场等等的竞争；同时，这

些竞争一定程度上，甚至在深层上，是商业伦理、商业道德的竞争，至少依赖于商业伦理、商业道

德的竞争。 
越是发达的市场上，越是这样，赚钱和品牌是统一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品牌的底

蕴是其创造者的伦理道德的凝结。美国职业道德主管人协会 1991 年成立,时有 12 个会员；1998 年

达到 570 个；90 年代中期,《财富》杂志排列的 500 强企业都有成文的道德规范，规范员工的行为。

商业道德：竞争力的源泉[N].参考消息[N].1999.9.20.（4） 
在不发达的市场上，赚钱和品牌往往是不统一的、分裂的,给企业、消费者/社会和国家都造成

严重的损失，从反面呼唤着企业伦理 

三、从微观看商业伦理 

从卖米的小伙计，到台塑王永庆：卖冰激凌从冬天开始。 
一个企业创业之初，从局部看，在市场不健全、竞争不激烈的环境中，可能用不正当手段；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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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发展时，就必须靠诚信、靠道德。这虽然比较普遍，却绝不是规律。 
在市场日益健全、或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如果仅仅为了捞钱而不择手段，不仅给消费者/

社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而且对自己也是断送了发展的良机。而为了长远发展，必须把创品牌

放在第一位。 
而品牌，不仅是全体职工的创造力之和、是多少年有形奋斗之和，而且是企业伦理不断积淀和

结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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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业伦理的中国文化资源（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就中国商业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梳理，古

为今用 

一、思想家层面 

1．儒家。以义为利，义利并重-原始信用发达。先是利，后是义，有义就自然有利 
儒家认为利是基础，义是目标。这是思想家的理论。在商业实践中，利当然是目标，但是在成功

的、有大目光的企业家、商人那里，利绝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会把利、义统一起来。 
2．道家。如老子.七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3．兵家。上下同欲者胜 

二、文学层面 

1．《三国演义》和“商战” 
2．《红楼梦》和企业管理 

三、早期的“儒商” 

1．用儒家思想经商办企业； 
2．在商业目的之外之上有非商业的抱负和追求/凡成大事者必有仁心 
徽商 晋商 陈嘉庚 

四、海外华商 

1．中国文化中血缘关系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使华商创业之初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

系、准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团结奋斗，甚至

可以不计报酬，能够短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积累。 
2．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仁”，主张与人交好、与邻为善，处事顾及长远，顾及友情。在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两个人或一群人的合作显然单个人的生产更富有创造性。因此，

在日常的生产中很注意和家人或其他人的合作，为生产创造有利的环境。华商在海外同样重视优化

和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贸易环境。 
3．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义”。 
4．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信”。“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商业贸易中的诚信

原则相接。不管华商办的是什么企业，在哪里经营，“信”使华商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一个诚实、真

诚、有责任感的形象出现，拥有经营经济不可缺少的资源。 
5．每一个成功的华商同样遵守着“智”的准则，他们刻苦经营，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

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 
6．华商继承和发扬儒家的“礼”。“礼”要求尊重长辈，上下一致，它对保持企业内部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许多华人家族企业中，主要领导人基本上由家族成

员担任。这些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家族中的成员，在家族中有特定身份，又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而家族中最具权威的长辈往往也是这类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两种身份相互纠缠，很难使他们完全依

照公司的制度标准行事，在此制度之外还有长期形成的长辈与晚辈之间的行事准则和标准。“礼”

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商的特殊的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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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业伦理的西方文化资源中心（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就西方文化中，有利于建立中国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梳理，洋为中

用 

一、古希腊的思想资源 

1．德谟克利特 
2．柏拉图 
3．色诺芬 
4．亚里士多德 

二、中世纪的思想资源 

1．圣·托马斯·阿奎那 
2．清教徒的互约论（covenantal theology） 

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资源 

1．托马斯·霍布斯 
2．亚当·斯密 

四、现代 

1．X 理论 
2．Y 理论 
3．Z 理论 

五、今后的发展趋势 

1．尊重-对话-沟通-交流-融合 
2．文化误解，甚至会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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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商业的义利之辨（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在揭示并继承中国传统义利论的合理内核、重申现代商业的伦理性的基础上，

说明“义利之辨”对现代商业的生命力。 

一、传统义利论的内容结构 

传统义利论主要是儒家的义利论，它有个双重结构：表层先义后利；深层以义为利。前者在价

值导向意义上，有正确的因素；后者在社会机制意义上，有正确的因素。 
1．传统义利论是典型的道义论。 
2．传统义利论的深层结构是，以义为利。 
3．传统义利论的具体分析。它对利的某种鄙薄和否定，是错误的；在社会运行机制上，忽视

法，也是个缺陷。同时，它认为，使每个主体都做到义、出于义，使全社会井然有序，利自然会源

源而来。今天，给这种思想加上法的规范、支撑和保障，是有生命力的。 

二、现代商业有很强很深的道德要求 

1．在市场环境中，有很复杂的、系统的并且逐渐严密的规则或者规范。其中主要的是法律，

但也包含着、渗透着道德； 
2．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很好的信誉，其中有很强的道德要求； 
3．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劳动态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市场竞争的有序和规范，起着重要

的作用。 
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儒家义利论代表的传统义利论遇到了激烈的批判，甚至是激烈的进

攻。其中认识方面的原因是，认为中国传统义利论和现代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对促进中国的社会

变革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清除。然而，从理论上深思，从实

践中细究，都可以发现，这种判断未免简单；传统义利论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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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商业的互利伦理（2 课时） 

目的和要求：  揭示互利的时代主题在商业中的表现，从商业外部、内部分别分析商业的互利

的表现。 

一、互利作为时代主题在商业的表现 

互利作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结晶而来的智慧，以其必然性不断凸显。特别

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迅猛发展，一国和他国、和全世界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一

损俱损、一利俱利，“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两极对立必择其一”的思维方式已经成

为历史；你赢-我赢的现代“互利”精神正在成为崭新的时代精神，正在使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智

慧焕发勃勃生机，同时给商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1． 互利：从悠久的历史主题到崭新的时代精神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只要有人和人的活动，互利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成为人类历史深处悠久

的主题；而从近代以来，互利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 
微观上，如家庭 
中观上，如各种组织 
宏观上，如国家之间 
2． 互利：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智慧 
历史上的战争 
“冷战”及其危害包括经济上的危害 
全球化进程中的互利 
3．互利：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当代贡献 
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互利智慧 
改革以来国内的互利 
国际上，和东亚各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互利 
互利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商业的集中表现 
公平；自愿；等价 

二、商业外部的互利伦理 

1．和国家/政府的互利 
国家提供公安-国防-宏观经济稳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如环境保护市政规划和建设社会福利消

防救灾-保护产权-法治等方面的服务，为商业创造基本的环境；否则在恶信的环境中，商业为了生

存，势必恶信。商业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为国家纳税。如果编造虚假的商

业信息、偷税漏税、贿赂政府官员，直接破坏了他人的利益，破坏了商业安全和公共秩序，是不道

德行为、不法行为。 
保护环境。如果为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对环境造成破坏，就是损害了他人利益和社会利

益 
2． 和市场的互利 
市场为商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商业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 
3．和社会/消费者的互利 
公平交易，确保消费者权益。特殊行业要有特殊的伦理 



商业伦理 

 1425

4．和其他商业企业的互利 
互信互利，公平竞争。恶性竞争，如不顾行业发展而削价倾销，通过不法手段窃取商业秘密，

有意拖欠往来企业的货款 

三、商业内部的互利伦理 

1．和股东 
股东为企业投资；企业使股东的投资保值增值 
2．和员工 
员工为企业敬业；企业考虑员工的利益和发展 
课堂讨论一 
讨论题：举例说明商业伦理在商业活动者的地位和意义 

参考书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印度]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宋文等译,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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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诚信：三阶段和三内涵 
及其从品质向关系和制度的过渡（2 课时） 

目的和意义：揭示诚信的三方面的内涵、三个发展阶段，为分析商业诚信的内容、为分析失信

恶信的成因、危害和克服，为诚信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 

一、诚信的一般意义 

诚信，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微观的、个人的和宏观的、市场；社会的和国家/政府的。其一般

意义都是对未来结果的信赖的基础上的合理预期。“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

性又要求创造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

联书店，1989.22. 

二、诚信的伦理内涵和伦理阶段  

1．诚信的伦理内涵：“信守诺言”的道德品质 
    2．伦理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个人的诚信，是诚信的基础 

3．诚信从微观的、个人的诚信，发展到宏观的、市场或社会意义上的诚信，必须有强有力的、

廉洁高效的政府及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支持和保证 
4．如果政府不是强政府、廉洁的政府，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的上级和下级之间；政府自己

失信甚至恶信。政府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必然是恶信泛滥 

三、诚信的经济内涵和经济阶段：合作中的承诺-合理期待-履约 

诚信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稀缺的社会资源，具备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1．诚信的经济内涵：以回收为目的的借贷关系中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还债务能力，及其

社会评价。经济交易关系-诚信的观念和制度。诚信是还本付息条件下的价值运动，集中表现为货

币借贷、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其主要关注的是债务人的偿还能力，而不是其品质和行为习惯。

或者说，诚信是掌握信息并占据主动权的一方承诺对对方诚实不欺，因此而牺牲眼前利益，却追求

和保证了长远利益。参见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2001.4,10. 
    2．交易是契约的中心环节，交易的基础是在未来某个约定的时间、按约定的条件交付货物或

价款 
3．经济诚信超出伦理诚信的地方是，在诚实的品质之外，还有契约、抗风险能力、偿付能力、

组织。 
4．经济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企业的诚信，是诚信的中坚。 

 四、诚信的法律内涵和法律阶段 

失信和恶信不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而是由于法律法规和整个制度的缺位，使失信恶信者不仅

不承担起码的代价而且有利可图。 
    1．法律内涵：保证上述一切的制度  
    2．主要在民事和行政中， 

3．刑事中有没有？唐太宗死囚，是因为连坐制度的制约，也因为古代的经济发达、诚信发达

基础上的自信 
    4．法律诚信，常常集中表现为政府诚信，是诚信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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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律诚信中，深深地渗透着伦理诚信。从不欺诈发展为,弥补法律的不足：补充法律的缺漏；

当法律条文不清晰时,依法解释；当适用现行法律审理案件,出现不协调不合理等问题时,衡平判决、

订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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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诚信：商业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商业企业生命力的成因有很多，比如，从企业内部成长的雄才大略的企业领袖、胆大包天的目

标；顺应市场规律，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信息中把握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务实的理想主义，

超越利润最大化目标，立乎其大、持守甚远，坚持超越利润之上之外的远大追求；择强汰弱，形成

核心竞争力，并在不断的创新中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濡化出魔力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从企

业领袖到普通员工都前赴后继甚至生死以求；永不满足，以每一次成功作为新的起点[1]；如此等

等。而将这诸多因素一体化的关键是：诚信，这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在那些百年品牌、短命

企业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野：有无诚信，凡百年品牌无不得力于矢守诚信，凡短命企业莫不自杀于

失信恶信。本章就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从诚信的基本形态和主要阶段入手，通过国内外

企业发展中正反面典型案例的比较，做一简要分析。 

一、诚信：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诚信从其基本形态、发展阶段中，涵育着企业生命力，奠定企业生命力渊深的道德基础： 
道德意义上，诚信，是人们交往中信守承诺的品质。其中渗透着严格的自尊自律、理性的尊重

他人，在自己信任他人、善待他人的同时，也期待他人信任自己、善待自己，由此至少从自己一方

以自己的品质给彼此之间的信任、善待打下内在的坚实基础，并在交易交往中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

人的扩充，使自己所表达的信任、善待尽可能地得到他人的感知、承认和尊重，从而使彼此之间的

交易日趋于长久。 
经济意义上，诚信，是交易中尤其借贷关系中，交易各方基于各自的和共同的承诺、守诺、履

诺的品质而逐渐生成的履行契约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还债务的能力，由此自下而上从民间逐渐生成

的习惯性行规、从行业性向社会性过渡的制度化评价系统，而将道德意义上的诚信的品质深含于其

中，保证交易不仅诚信地进行，而且尽可能地趋于长久。 
法律意义上，尤其近现代以来，诚信被提升为国家成文法，成为各主要法治国家民法典的“帝

王条款”。不仅在民法、商法中做出严格而详尽的规定，而且当确属必要时诉诸于从民商法、行政

法、刑法到诉讼法的保护和救济。凡此在自然人或法人的主体，是靠制度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品牌、

信誉及其所蕴含的利益，着眼于长远大发展；在市场，是用制度化的力量去抵御和化解日益频繁并

增大的风险，保护和保证交易各方的利益。于是，交易中互相的承诺对承诺者成为义务、自律，对

被承诺者不仅是进行评价、要求履行的权利，而且是此评价、要求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从而依

靠制度化力量，保证各方之间的交易尽可能地趋于长久。 
分而言之，诚信有道德诚信、经济诚信、法律诚信。经济诚信将道德诚信客观化、常规化甚至

趋向于制度化，法律诚信更基于道德诚信、经济诚信而凝结为国家制度，不仅有深刻的道德底蕴，

而且被认为是将道德原则贯彻于实在法的手段。经济诚信、法律诚信都既有基于权利、义务的公平

对等的普适性要求，也有基于个人自觉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道德诚信，至少是有

道德诚信的意义的要求，从而和道德诚信共同致力于化解和规避风险，防止急功近利、短期行为，

追求长远利益、战略利益。统而言之，诚信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一切交往中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普

遍道德”，是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中“持久的观念”、“持久的制度的前提”。诚信蕴含着渊深

的生命力，对商业企业来说，则是商业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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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诚信使晋商、徽商在百年前称雄百年驰骋万里 

1．明清以来，在山西中部、安徽南部这两个群山环抱、土跷地狭的地区，随着社会的结构型

转变，晋商、徽商不约而同遥相崛起，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创造了中国经济史、社会史上的

奇迹：晋商，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建立起强大的商业集团并发展为金融集团，将其商业网络遍布

全国，扩张到俄罗斯、伊朗等，还创办中国最早的票号，执国内金融之牛耳并发展到日本、朝鲜，

时称“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并且从商业、金融上支持中央政府巩固东北、华北、西北

边疆并奠定中国版图，驰骋上万里、称雄 500 年。徽商, 则以鲜明的宗族血缘特点、同一宗族世代

聚居的地缘特点，明中叶以后从早期的零散商人发展为庞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从江南扩展到长江

流域、西北、辽东，持续 600 余年，称雄近 300 年，和晋商分庭抗礼又遥相呼应。 
2．晋商、徽商的崛起和鼎盛得力于多种因素：比如，同处于商业要冲，晋商地处中原农业经

济带和北方游牧经济带之间的要冲，徽商则率先控制大运河南北漕运的要冲和两淮盐场集散地扬

州、淮安，以及“九省通衢”汉口；日益兴盛的家族力量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中，

发展起家族化、地域化的商业集团；和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抓住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中的重大机

遇，如晋商抓住明初实行“开中制”、加强北方军备之机，独揽粮草专营权而完成原始积累，后来

更抓住近代金融业先机，徽商则抓住明弘治 5 年（1492 年）改“开中”为“折色”之机，以盐业

为中心，控制两淮盐业专营权 200 多年；等等。而蕴藏在这诸多因素深处，并将这诸多因素整合起

来的因素是，晋商、徽商将中国传统诚信发展为发达的、具有现代色彩的诚信，为他们称雄百年驰

骋万里而奠定了渊深的道德基础。 
3．晋商积百年诚信，汇通天下。晋商崇拜“义薄云天”的武圣关公，所到之处建有晋商会

馆和关帝庙，甚至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以关公的诚信仁义为原则，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仁

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建立起内部信任的东-掌制度、同行间信任的“相与”制度、

取信于顾客的严格的号规；摈弃见利忘义。尤其是随着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国家财政收支的扩

大，白银流通从数量、频率等方面都空前巨大，旧的白银流通制度不仅成本高、风险大，且极为

不便而不敷需要；经济发展中，企业自有资本不足，扩大再生产又亟需大量资本，二者之间的矛

盾对票号的需要日益迫切。晋商敏锐地抓住先机，靠发达的网络、雄厚的资本开中国票号的先河，

从传统的商业诚信中生长出金融诚信：吸收存款，集中社会闲散资本、工商业闲置资本，汇成巨

额货币量；发放贷款，使工商企业可支配资本大幅度增加而扩大再生产；办理兑换、汇兑业务，

以诚信签发一纸汇票就促进巨额货币流通，使大宗商品交易和国家财政收支不再直接流通白银，

高效、安全。 
4．徽商循义利之道，雄飞天下。徽州是理学阙里，徽商尊崇儒家尤其是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

比如把朱熹的《家礼》收入族谱；在祠堂祭祀朱熹，在各地的徽商会馆崇祀朱熹；有些商人非儒家

和理学的书不读。徽商把儒家列为五伦之一的“信”和忠、诚、义并提，一批批徽商巨擘以诚信作

为为人之本、经商之本，坚持儒家“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并通俗化为“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惟

诚待人”、“信义服人”等格言，严辨义利、信守诚信：同行之间诚信，共同结成大商帮；企业内

部诚信，业主以诚信对待雇员，雇员对业主心悦诚服；对顾客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损

己也不害人。“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日积月累，“用是

能以致富饶……故其业益大”。 
5．晋商、徽商的诚信不乏科学合理的要素：比如，晋商的东家、掌柜相分离实乃所有权、经

营权的分离，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徽商的“大贾和‘伙计’断然是现代‘老板’和‘雇员’

的关系”。并且东家和掌柜、大贾和伙计之间成为彼此信任的、人性化的关系，超越了雇佣和被雇

佣之间纯粹利益交换的冷冰冰的关系，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进取心。百年前以晋商、徽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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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本土诚信传统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资源是何其博大精深；韦伯断言中国缺乏诚信，和清教

诸教派的诚信形成鲜明对照，用西方中心论将中国文化简单化，是何其苍白。 
6．晋商、徽商赤裸裸的欺诈或用诚信作外衣的欺诈确乎不少，但那一类做法从不被肯定更不

受推崇。同时，晋商、徽商的诚信的运行，主要靠资方和管方各自的品德、彼此间的感情或人情，

制度化的支撑虽然有，但刚开始发育，相对较弱。比如晋商票号中，掌柜的权力很大，其个人的能

力和品质如何决定票号的生死，这方面一出问题，票号就遭遇厄运。尤其 20 世纪初现代金融业兴

起，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票号被挤压，生存空间日小。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联合组建大

银行是唯一的求生之路，但不少票号墨守成规不察时势，看不见潜在的危机而极力阻挠，等到遭遇

惨重危机、败局酿成后，虽有醒悟，却为时已晚。徽商则由于清政府不守诚信，课税日益加重尤其

出于赈济、助饷、捐输、报效等名义的勒索越来越多，加上接踵而来的战乱的致命打击等原因，也

相继覆没。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诚信传统的强大商业集团、金融集团驰骋百年却不幸归于灰

飞烟灭，其中的经验教训既多又深。 

三、反面的补充：失信恶信的商家必然短命 

1．国内，从市场到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失信、恶信如瘟疫般蔓延，从各种假货到假账、

假广告、假统计、假文凭、假政绩，从偷税、漏税到走私、骗汇、骗税，从股市造假、基金黑幕到

“黑哨事件”、学术腐败，从公民和法人的失信恶信到政府的失信恶信，从成年人作假欺诈习以为

常到儿童少年撒谎毫不脸红……，形形色色的失信恶信行为推波助澜而酿成恶果：2001 年以来，

一批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公司合谋欺骗股民和国家的黑幕逐渐曝光，

引起股市下跌，不少上市公司或破产或重组；南京冠生园以陈年馅料作月饼，导致“冠生园”老字

号覆没；……类似事件接踵发作，引发诚信危机，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扰乱公共秩序，

损害政府形象，败坏人际关系和公民道德，助长浮躁和短期行为之风，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其

恶果不堪设想。 
2．世界范围里，一些大公司由于失信、恶信而酿出的败局同样怵目惊心。先是 2001 年，经几

十年艰苦创业才攀上顶峰的安然公司因假帐埋下祸根，在短短 4 年中衰败而破产；后有安达信、世

界通信、施乐、默克、雪印乳业等一个个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重蹈安然的覆辙，导致股市大幅下滑，

消费者信心跌破“9.11”之后最低点，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用更大的成本和努力重建诚信。韩国

SK 经 50 年风雨，成长为囊括轻工业到重工业几十个行业的航母型企业，曾居全球 500 强的第 120
位，也因造假而失信，引起股票大跌，最终沉没。凡此都从反面证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

础。 
3．百年前晋商徽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商家由于失信恶信而陷入困境、危

机甚至自取灭亡，都从正反面说明：诚信是企业生命力的道德基础；失信恶信者则即便得势于一时，

断不会兴盛于长远，而难逃折戟沉沙的悲剧。涩泽荣一（1840-1931），公认的“日本企业之父”、

“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从学习西方企

业制度，改革创立日本企业制度，参与创立或主持日本 500 多家大企业，参与日本走向现代化全过

程，晚年将一生的宝贵经验总结为“《论语》+算盘”即诚信道义+精打细算，深感“商业道德是无

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的，其中最重要莫过于‘信’。如果不能坚守‘信’这一字，我们实业界的基

础也无法巩固”。 

4．辩证地看，一方面，诚信对企业万不可少，失信恶信则必然短命直至灭亡，正如司马光所

说：“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下不信上，上不信下，上下离心，以至于

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另一方面，诚信并不是万能的，虽有诚

信但如果缺乏其它的相关条件，企业也未必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晋商、徽商虽有渊深的诚信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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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盛而衰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在企业生命力的诸多要素中，诚信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更非唯一根据。诚信必须和其它充分必要条件尤其是制度的支撑相配合，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命力旺

盛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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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商业诚信的多维分析（2 课时） 

一、商业诚信的前提和内容 

商业利益、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互动和统一 

二、商业诚信的现状 

1．违约现象频繁，完全履约率降至 50％左右，商业合同的严肃性受到空前挑战。商业贿赂，

官商勾结；商业回扣最终落到消费者身上；售后服务差，推销时热情洋溢、虚假承诺，售后服务冷

漠； 
2．逃废债务、拖欠债务严重。首先是商业之间的债务拖欠严重，且这种拖欠已超出“三角”

关系，成为一环套一环的债务链；其次商业对银行不履行还债义务，商业骗银行，银行防商业，导

致银行逾期贷款大幅度增加。近几年商业拖欠商业银行贷款本息严重，致使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到

总资产的 25％以上，达 9000 亿元。 
3．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外观漂亮的“黑心棉”，真假难辨的“水货”，老百姓怎能“买

的放心”；注水的牛肉、福尔马林浸泡的水产品，更是使人无法“吃的放心”，更有甚者，利用假

药，谋取暴利，坑害无助的病人，如震惊全国的梅花 K 黄柏胶囊致人损害系列案，实在是触目惊

心。严重的恶信已成为制约中国市场商业发展的“毒瘤”，中国每年因不讲诚信而造成的损失约

5855 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 2000 亿元；逃废债务造成的直

接损失约 1800 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 55 亿元；因"三角债"和现金交易的财务费用约

2000 亿元。商业欺诈，虚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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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华商诚信的特点（2 课时） 

一、几个经典性案例 

案例 1  晋商和徽商 
案例 2  战乱中与和平时 
案例 3  小贩和巨商，失败者和成功者 

二、显性表现上，华商诚信简便、高效、低成本 

1．显性的层面上，华商诚信环节少、程序简、从商谈到成交的周期短；不仅一笔笔具体的生

意如此，而且一连串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交易、世交莫不如此。因此，成本很低、效益很高。 
2．公司制企业的诚信环节很多、程序复杂、周期很长、成本极高。 

比较起来，华商诚信的显性层面之所以如此地简便、高效、低成本，乃由于这个层面犹如冰山

的小尖角，其下面是如同冰山之巨大山体的隐性内容。 

三、隐性内容上，华商诚信有长期累积的、异常丰厚的底蕴 

1．从社会结构看，华商诚信是家族诚信，至少是家族基础上的诚信，其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而且会尽可能地致力于长远。众多的老字号就以长久的魅力而闪烁着这样的光芒。 
2．从结构方式看，华商诚信是在一对多、多对多的交往中，扁平化的网络状诚信，比一对一、

金字塔式的线型诚信更有力。 
3．作用载体上，华商诚信是在长期的交易、交往中形成的默契。 

四、上述显性表现和隐性内容面临的挑战 

华商诚信的长处，一是基于个人的心理品质，微观基础非常坚实；二是由于内化为个人的道德

品质，在彼此熟悉、良心这一类机制起作用的环境中，可以随个人的流动而流动。其短处，一是范

围比较小，在比较小、比较稳定的熟人社会里更容易起作用，当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流动加快、

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其效果常常容易打折扣；二是缺乏制度的规制，只靠人际关系的熟悉、感情的

信任，平时可能很可靠，但一出问题则非常危险，甚至土崩瓦解。因此，这个层面的诚信必须和制

度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从传统诚信到现代诚信，就是个人之间建立在道德品质基础上的诚信的

制度化，同时把制度建立在人们的诚信之上，使人们对制度心悦诚服地信仰。但是，迄今为止，这

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因此在迅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中、在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较和激烈的利益

冲突中，很难抵挡各种的诱惑，难以起作用，而使华商诚信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极大的挑战。 
隐性内容上，华商诚信如同冰山的主体，不仅比例很大，而且大部分沉淀在当地的乡土社会中，

和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甚至整个民俗生活都水乳交融，流动性比较弱。因此，这部分内容在最近

30 年来迅速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一天天地式微，甚至在某些方面、

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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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商业失信恶信：成因、危害和消除（2 课时） 

一、成因 

1．社会变化 
传统的联系方式：血缘-亲族-熟人关系已变而未改。靠私人联系方式，需要信用，但不需要法

律和契约 
现代的联系方式：陌生人之间快速流动，交易交往频繁，代理制，必须主要依靠法律和契约；

但法律、契约的深层仍然是道德 
2．传统资源的破坏和丧失 
发达的传统诚信：思想家（如儒家）的设计，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民间的生长如晋

商徽商的行业自律 
3．制度保障不足 
4．认识和实践不力 

二、危害 

1．危害公民的幸福生活 
2．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3．影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外一些商店的“not made in China”，令我们汗颜！ 

三、消除 

1．道德批判 
2．法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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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当下中国大学生的诚信（2 课时） 

一、大学生诚信的现状 

1．国内诚信和国际诚信 
2．学校诚信和职业诚信 

二、对大学生诚信的需要 

1．大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 
2．社会的需要 

三、大学生诚信的两难 

1．必须诚信 
2．难以诚信 
3．合理的选择 

课堂讨论二 

讨论题：人才市场上的大学生诚信 

参考书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 北京：三联书店,2001. 
[美]R.F.哈利特.商业伦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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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商业创新的道德支持（2 课时） 

一、在时空维度上，商业创新和道德有差异，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永远是单向度的，永远立足现在，指向未来；它没有先例可循，没有也不可能有

传统的包袱，除了它自己永远革命的“传统”以外，它尊重但不膜拜任何传统。 
2．道德则有三向度，既在正常的意义上对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厚重的历史感，尊重过去、

怀恋传统，也可能在保守的意义上对传统顶礼膜拜；又调控现在；同时在追求和开创未来。那些落

后、陈旧过时的道德姑且不论，而凡是富有生机与活力的、进步的道德，其追求和开创未来的向度

无疑是对商业创新的独特而有力的支持；不仅其调控现在的向度从社会运行的各方面对商业创新是

有力的支持，而且其历史感-传统的向度可以培育生命深处原创的冲动，使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而

且开花结果，因而对商业创新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神的滋养和资源。只有有了进步道德的滋养和

资源，商业创新才能够是健康的、丰满的、生机勃勃的。 

二、在坐标或者取向上，商业创新和道德有差异，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突出的是进取，它永远在纵向的、一直向前的时间坐标上，追求现实生活中还没

有的、崭新的器物、制度、思想和价值，很少甚至几乎不在横向的空间坐标上左右顾盼，很少考虑

协调。 
2．道德则兼顾进取和协调，在纵横坐标及其统一形成的理论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形成和保持

必要、适度而旺盛的张力，既在纵向上追求和支持面向未来的商业创新，又在横向上强调和维持必

要的协调，追求和实现二者的和谐。在这方面，进步的道德在纵向和横向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张力，

不仅其纵向上的追求和支持无疑会支持并且进一步激发商业创新，而且其兼顾横向的取向对富于价

值合理性的商业创新也是富于文化底蕴、精神“后劲”和人性关怀的、深厚持久的支持。 

三、在社会作用及其属性上，商业创新和道德在差异中，也有统一 

1．商业创新突出的是革命性，甚至对旧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有一定的“破坏性”。商

业创新，一方面就是破旧，在保守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对既有事物、秩序、模式、规范等等的改变；

在正常的意义上，不仅否定清规戒律，而且打破既定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在激进的意义上，

更是否定既定的事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会破坏道德包括进

步的道德。另一方面，商业创新更是立新，探索未知，提出并致力于建立当时还不易接受的新的事

物、秩序、模式和规范。历史上和现实中，伟大的先行者、开拓者、创造者反对和破坏旧事物、旧

制度、旧思想，探索新事物、新制度、新思想，他们最初都是孤独的，仅仅代表少数甚至极少数的

声音，尽管在根本上他们代表着新时代的黎明和第一缕曙光，代表着新制度的声音；其中许多人甚

至曾经被看成有罪的。正因为这样，商业创新是非常艰难的，更是富有意义的。 
2．道德则一般来说，既有革命性，又有现实性，甚至有比较强的保守性。特别是在对待规范

的态度上，道德总要致力于制订和维护一定的规范，这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如果没有这一点，道

德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起作用。因此，道德在正常意义上，维护规范；在激进意义上，打破规

范；在保守意义上，甚至可能维护清规戒律。具体来看，在历史上，无论社会大变革之际，还是社

会正常运行中，凡扮演旧制度之卫道士的角色、妨碍和破坏商业创新的，都是旧道德，其中有大量

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然而，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道德，都有很强的革命性和现实性，而绝少或者几

乎没有保守性，其中同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道德及其规范的社会作用及其属性表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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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道德和商业创新是冲突的，而进步的道德则对商业创新是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四、商业创新和道德诚然有明显的对立，更有深刻的统一 

如果持两极对立的、线性思维，就可能只看到二者的对立，坚持认为道德和商业创新是不相容

的。然而，如果超越这种片面的线性思维，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存异求同，承认对立，更坚持和

追求统一，坚持对立面互补整合的辩证思维，就可以发现，商业创新和道德在理论上，完全可以由

对立而实现统一；在现实中，凡进步的道德更是和商业创新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是对商业创新

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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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商业伦理的“问题意识”（2 课时） 

一、问题意识（problem consciousness）：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1．从问题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2．历史上，问题先于学科，问题产生后，从自在状态——被各学科整合——洋溢出现有学科

的范围 
3．问题  元问题/一个问题和全部问题；总体性、根本性、一般性的，具体的；提出的、面对

的；中国无或至少不明显如后现代，中国有，必须解决，怎么走、走哪里，应当和价值，其根据是

什么，等等 

二、问题意识：学术理论重心的转移 

1．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生，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结果。近百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 334 项成果中，近半数的项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取得的。例

如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交叉融合的结果。1953 年有 4 篇论文发

表在 Nature 杂志上，涉及 4 位作者：Wilkins 和 Crick 是物理学家，Watson 是生物学家，Franklin
是化学家（1958 年逝世），前三位荣获 1962 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2．当代新兴学科如计量经济学、计量地理学、管理科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纳米科学

与技术、生态学、人口学、环境伦理学、空间与海洋科学等等无不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例如

21 世纪的重要新兴交叉学科化学生物学，就是化学与生物学和医学交叉渗透的产物，化学的工具

和方法被用于研究生物和医学问题，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也被用于解决化学问题，包括化学遗传学、

生物体系的小分子调控、分子识别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化学基础研究、分子进化和生物合成基本规

律等。 
3．文理渗透、理工结合，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学理工科的一般长于逻辑推理

和抽象思维，学人文科学的惯于直觉感受和形象思维。直觉与逻辑是科学思维和创造的两翼，人文

艺术与自然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轮。 
4．世界知名大学普遍高度重视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学科研究中

心和实验室（如雷达实验室、电子实验室、怀特克学院等）已超过 64 个；斯坦福大学实施了"生物

学交叉学科"（Bio-X Program）研究计划，涉及生物工程、生物医学、生物科学三大领域，跨越文

理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三大学院；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普遍设立了"合作基金"或建立了"
学科交叉专家委员会"等机构，以推动学校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 

二战以后，国际上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突破，大多是从问题开始、问题中心的 
问题意识突出并取代学科意识。黑格尔体系式的理论仍然存在，但不是主流。重要的不是体系，

而是问题和智慧。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古代的整体化,到近代的专业化,再到当代的整体化。二战以后

的科学理论大都是“论”。 
传统的学科范式以学科为中心，严格界定研究范围、学术框架，生产本学科问题范围里的知识，

彼此划界。虽然也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但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是属于学术研究，不

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

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经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发现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开始

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知识的产生途径和理论的应用方式都得到了更新。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已经成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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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进步趋势。当代社会科学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学科范式，面对社会生活中

的各种问题，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促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交流和合

作，拓展和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因此，使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大大增强。它仍然遵循社会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努力，但更关注当代人类和各国

各地区的复杂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科学的日益增强的应用性而奋斗，把端正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陈振明.政治学前沿[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0.1,21-22. 

三、问题意识：基本的思维方法 

1．中国文化起源于对世界的忧患，是安身立命之学，内在性思维，真理就是人世的真理，是

道理、是讲道求理之学，西方哲学起源于对世界的惊异，康德，对象性思维，人是其中的一部分，

解决了，就解决了人自身的问题，是知识之学，有强大的知识论背景 
2．中国哲学没有强大的怀疑论传统，没有主客、本体现象的关系，认为，世界已在那里，无

始无终。问题只在于，如何理解世界的意义、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直觉，是明了道理的方法、知行

合一的传统，不是把握对象的方法；人是宗教、伦理性的动物，人性中有神性，但非认知能把握，

在天人、物我、天地、群己、人我、性情、心性、情才及其统一中把握世界，在五伦的双向互动中，

通过六艺人文之养，达到不朽，不是彼岸，而是此岸历史人文中的不朽。 
古希腊的辩证法，教人怎样分析问题，如何由大问题找小问题，再由小问题找更小的问题，如

剥笋，一层层地剥，直到最里面的笋尖。 

四、问题意识+本土意识=中国问题意识 

本土意识/综合化/生活化/当下性/世俗性，就是基于自己的新鲜经验，修正、改造现有的理论，

使之对已有的经验有更大的包容性，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而不是将原有理论改变成适合本土的

特殊理论；或者创立新的理论。 
20 世纪，中国哲学、文化被瓜分豆剖，完全被先是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后是被纳入马克思

教科书（如不用西方架子是否可能），如形而上学意识及其思维方式不断地悬置实存高扬本质（to 
be 巴门尼德-not to be 柏拉图黑格尔概念化碎片化体系化-to be 马克思）、专业化科层化分工、技术

主义取向，西方问题、本土方法，从西方预设中研究中国问题，象西方那样追问世界存在的基础和

本能，却拒斥西方怀疑主义传统；通过道德，沟通人-神的通道被割断；物化、工具化、功利化；

陷入专制、绝对主义、权威主义；中国哲学学科的成长始终缠绕在启蒙过程中。反对西化者，也用

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肢解中国的问题。事实、观念、案例都是西方的，用西方的话语解决中国的问

题。食古/洋/人不化，仿佛研究的问题越玄、离现实和中国国情越远，就越有价值。于是，舍近求

远、舍中求外、舍正常求怪异，成为治学的成功之道。 
必须回到中国情境，从民族文化的视野中，按照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来传统，从本真、本来、寻

根究底的意义上，从根基上，明澈、清晰、虔诚地把握中国问题。/西方可以无视非西方而发展，

中国必须拓展视野、正视非中国才能发展 
1．本土化  理论-问题-方法 紧扣中国的现实/悠久历史和/问题化/生活化 
2．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根多深树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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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商业的社会责任（2 课时） 

一、商业社会责任的依据 

经济高速增长为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不仅造成

的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

有；而且以相当于美国的 3 倍的污水排量和世界用水总量 15.4%的耗水量也只创造了美国产值的

1/8。中国产品等占据国际市场的依次是玩具、鞋类和廉价电器，是因为高污染而被发达国家转移

过来的。西方大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消耗着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着它们

的产品，排放着中国的污水和废气。外贸公司中 70%多的都是外企；90%的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知识

产权都是国外的；“中国制造”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仅举一例，据中国通信学会通信设备制

造技术委员会主任张庆忠介绍，2006 年中国手机生产预计能达到 3.8 亿部，占全球手机产能的半壁

江山。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董事长麦戈文却指出，一件在美国售价 49 美元的电子产品（包

括手机）中国制造商只能赚到 30 美分，是零售商的 1/24．品牌人的 1/30 ！ 
1．内部，必须兼顾投资者/资本、经营者/管理、劳动者/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2．外部，商业有 2 重性：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和环境产品消极影响，社会和环

境为了承担或克服该消极影响，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企业对此有道德的义务和法律的责任，分

清利害、当和不当、合理和不合理的界限，提供有益而非有害的供给，采取正当而非不当的手段，

获得合理而非不合理的利润，处理好商业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 
3．商业在经济上有效率，技术上科学，文化上文明，道德上合理公正经济的，还是法律的或

道德的；和企业办社会。和利益最大化之矛盾 
4．商业是私器还是公器；商业-伦理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 
反证：如果商业只提供产品、服务、纳税，对起码的社会责任不承担而推给社会，就可能提供

危害社会的产品，迫使政府花更多的钱打假治乱，也可能破坏经济环境，迫使政府用更多的钱维护

经济环境。这些费用最终通过赋税的形式落到企业身上。环境是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企业为了“节

省”100 万的治理污水的费用，排放 10 吨污水，就可能使附近的养殖业损失 100 万，种植业损失

100 万，周围居民用了被污染的水生病医疗 100 万，国家为了开辟新水源用 1000 万。把这个外部

问题内部化，把环境因被破坏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使破坏环境的成本高于商业治理环境的成本，

商业就会自觉地进行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方面，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要使企业有环境意识，就要

有基本的商业伦理，更要靠建立法律来约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 

二、商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1．对公众公司是法律要求，对私营公司更多的是道德要求； 
2．基本的如和生产经营相关的质量、环保等，额外的如公益 
3．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及其限度 
4．经济责任如用经济手段和政府合作，追求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法律责任如合法经营，提

供合法的产品和服务；道德责任如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和取向，在法律的空白地带上，讲规矩；社

会责任 
经济赔钱-赚钱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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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社会责任的典型 

海尔。1986 年，张瑞敏的大锤。 
1999 年 7 月 15 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 33 位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信誉宣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中，从自己做起，带头做到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做到爱国敬业、

照章纳税、关心职工；做到重质量、树品牌、守合同、重服务。” 
韦伯，亚洲四小龙，李光耀 
曾长期担任博世公司总裁的汉斯。L。默克勒认为，“完美的经济家不久应当能够利用自己的

物质条件创建经济和发展经济，而且应当能够……利用自己的精神和道德资本去有所作为。通过这

种方式，他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我在此有意识地使用了‘服务’这个词。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行

为准则：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不管做这些事情是否会受到惩罚。”见[德]Helmut Schmid 赫尔米

特.施米特.全球化和道德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2. 
美国 IRWIN 出版公司出版的《Financial Accounting》《Fundamental Accounting Principle》都

认为，伦理道德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Ethics：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ccounting）。管理

中，崇尚伦理，成为一种趋势。 
许多国际大公司把道德作为主要目标,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荷兰 ING 财团负责人亚历山大.

卡恩认为，“没有道德观念，我们就是在与灾难打交道；有了道德观念，我们就可以在国际市场立

足。”摩托罗拉公司的一贯和永恒的信念是，“坚持高尚操守”，从事一切活动时，“以诚实无欺、

清廉自洁的作风遵循道德的最高标准，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忠实于顾客的利益，为用

户提供‘同业之冠’的产品和服务；视供应商为伙伴，以双方满意的、无冲突的方式，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以优秀公民的身份出现，为公司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对员工

的承诺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待员工，创造开放式的沟通环境，让每位员工都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潜力；把公司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的成长结合起来，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员工分享公司的财政成

果，给予公平的薪酬、福利和奖励，实行人人均等的鼓励政策。”摩托罗拉行为准则手册.1993.8.27. 
1999 年 5 月，美国因瑞士罗奇公司参加了一个哄抬维生素价格的国际联盟，对它处以 5 亿万

美元的罚款；德国巴斯夫公司被罚款 2.25 亿美元；美国惠而普公司一家分公司被指控欺骗了用户，

被美国亚拉巴马州一法院罚款 5.8.亿美元. 
[美]托马斯。彼得斯《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P115“质量是实

际的，……也是道义的和美学的，并且是感性和主观的。它是一种出乎意外的微小感觉，能使用户

感觉到设计者和生产厂家对顾客的关心。”P692“全体人员参与和没有对立情绪的合作关系必须建

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相互信任又只能在完全诚实的基础上实现。假如一个诺言没有得到信守，

假如道德标准未能坚持，假如经理们出尔反尔，那么在今天为求生存所需要的战略简直就无法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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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  述 

1．课程性质及简介：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院校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它以计算机为主要支撑技术，

以管理信息及业务的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为目标，集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

科学、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边缘学科体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指导学生运用管

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掌握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方法及计算机信息处理

技术，对企事业等社会组织中的业务管理和决策信息进行收集、存储、组织、检索、分析、设计、

处理和应用，培养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信息处理和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及组织实施的能力(侧
重对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和技术的学习，是一门实用性、技术性较强的课程)。 

本教学大纲由主讲教师黄都培编写。编写本大纲目的在于规范教学，使教学各环节的理论与实

践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教学培养目标： 
（1）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 
市场经济、WTO、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各行业的管理业务科学化、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以

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适应整个社会信息化环境。 
（2）适应复合性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十一世纪需要培养大量既懂本专业业务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由他们搭建管理业

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掌握现代科学管理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方法，来辅助各行业管

理应用。 
 
 

 
 
 
 
 
 

3．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门课的教与学，应使学生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了解和掌握信息的概念、特征以及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含义； 
（2）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内容、体系结构和主要功能； 
（3）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开发环境与工具； 
（4）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应用的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5）了解和掌握组织中管理信息系统的层次和作用，信息系统在企事业管理中的主要应用； 
（6）了解如何组织、规划和建立本行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7）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过程和各阶段的步骤、方法； 
（8）了解和掌握管理信息系统中系统分析的理论、方法及各种分析工具； 
（9）初步掌握系统开发的方法，能够编写开发过程各阶段的主要文档； 
（10）了解信息系统的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学会使用数据库等工具对简单的信息系统进行设计； 
（11）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的具体过程和主要方法； 

信息系统 

分析与设计 

管理业务 

计算机处理 

技
术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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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了解如何对管理信息系统维护和评价。 
以上述为基础，让学生学会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企事业等社会组织中的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构

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需求、系统功能、信息处理技术和开发方法等）进行分析、设计和应用，

并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分析开发实际应用中信息系统的初步能力。 
4．与其它学科的衔接： 
长期以来，人们对管理信息系统的认识存在着误区——仅强调其在管理专业的应用，实际上： 
（1）管理信息系统是多学科、多技术的综合整体： 
集管理、行为、系统工程、计算机、数学、通信等学科为一身； 
信息的理论、系统的思想、数学的方法、计算机的技术、管理的应用。 
（2）管理信息系统与电子“各”务的关系：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技术和方法（综合），电子信息技术只是现代管理信息系统的一种工具和

手段。将两者结合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和专业，从而可派生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

财务”、“电子档务”、“电子法务”等等。 
5．授课对象 
政管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公共、行政、工商、经济管理专业以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的学生。 
6．基础知识与先修课程 
本门课面向的学生对象应了解本专业管理业务，具有一定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知识和本专业业务

管理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实践经验，具有对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收集、分类、分析的能力。 
（1）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统组成、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信

息处理方法、办公事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等） 
（2）数据库技术及应用（掌握一种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 
（3）管理学及相关专业课程（侧重应用实践：熟悉各项管理业务，并能对管理信息进行调查、

存储和分析）。 
7．教学课时及其分配 
本门课的教学课时及其分配如下表所示： 
《管理信息系统》教学课时安排表 

章 内  容 课    时 
1 信息与信息系统 4 
2 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6 
3 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 6 
4 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和开发方法 4 
5 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10 
6 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10 
7 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维护与评价 8 

8 案例演示及其它 3 

总  计  课  时  数 51 

8．教学方法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管理学科的迅速发展，作为高等院校管理专业的学生，应具备用系

统的观点与方法来观察、分析、处理实际管理应用问题的基本素质。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信息系

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及应用技能以及数据库操作的前提下，侧重

对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和技术的讲述，旨在通过理论讲授、案例教学、课程设计、上机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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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使学生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工作流程，学会利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及信息

系统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方法，对实际管理业务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及处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重点讲授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信息系统开发的过

程、基本开发理论、开发方法及相关开发环境、开发工具等。学生在学习（预习、听课和复习）过

程中应重点理解和掌握本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目标、原则、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尽可能使用案例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探索式教学方式、启发式教学方式，

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或者教师给出问题，鼓励学生自由组成团队解决问题，同时应注意运用课

堂提问和课堂讨论的方式。在本门课的教学过程中，应安排案例教学及学生实验，重视实际应用。

在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课程设计环节，让学生结合实际设计一个小型的信息系统。 
本课程从内容与要求上分为基础概念、方法学、技术和实践培养四个层次，课程教学应该根据

不同内容层次的特点和要求，采用概念、实例分析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并且注意引导学生紧

跟国内外信息化的发展形势，学习新的技术；充分重视实践和分析、设计阶段各种文档编写能力的

培养。 
对于管理类专业，本课程侧重于讲清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关系、管理的创

新与信息技术改造的关系、管理的需求与信息系统实现的关系，强调如何将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应用

于具体管理业务的实践。 
9．教学环境要求： 
要求配置大屏幕投影和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电子讲稿、案例介绍，配备一定的上机实践练习和

课程设计。 
多媒体教学用机的软硬件环境：P4 以上机型，主频、内存、显存高，速度快，硬盘大并有一

部分可供教师开放使用。软件：Windows XP、Office 2003 、Visual FoxPro 6.0、WinZip 或 Rar 压
缩软件，正版杀毒软件等。能上局域网、多媒体演示。 

10．考核形式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课程，因此在考核过程中，主要测试学生对

这门课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知识的掌握，具体题型可以设计为：选择题、名词解释、填空题、简答

题、论述题、实践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11．课程参考教材 
（1）课程指定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梯云等著，(第 3 版)2005.3 
《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恭和 等著，2004.4 
（2）主要参考书目： 
《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 ，( 英)斯蒂芬. 哈格等著， 
《管理信息系统》清华大学出版社 ，薛华成 等著，2003 
《管理信息系统》MBA 系列教材——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仲秋雁 等著，1998 
《管理信息系统习题集》高等教育出版社，黄梯云 等著，2005 
《管理信息系统案例集》高等教育出版社，李一军 等著，2005 
《市场信息学》----- 中国财政出版社 (杨小平等著) 2006 
《数据库系统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萨师煊、王珊等著) 2003 
《系统分析员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罗晓沛等著) 
有关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如：Visual FoxPro、Access 等）

及编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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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各章教学要求和知识点 

第一章  信息与信息系统 

课时分配：4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信息的概念与定义，信息的特性和价值，数据与信息的关系，信息与知识管理；

系统的概念、特征和功能；以及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组织结构，信息系统的发展、信息系统与组

织管理的关系。通过学习，学生应领会信息的概念、信息基本属性、信息的价值；了解信息的作用

以及管理的第二、阶段——信息与知识管理；理解系统的概念、特性、组成，掌握系统的观点和系

统分析问题的方法；了解信息系统的构成要素；了解信息系统的分类、构造及基本功能；了解系统

集成的概念和重要性。 
重点要求学生了解信息与数据的区别，信息的基本特征；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含义；掌握系统的

概念、特征和组成；信息系统的构成要素、作用和功能。学会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观察与分析社会

中的实际管理问题。 
知识点： 
信息与数据的关系；信息的概念、属性、价值；信息与知识管理的含义；系统的概念、特性、

组成和结构；信息系统的定义和基本功能；用系统的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与知识管理 

一、数据与信息 

1．数据与信息的概念 
2．信息的特征和分类 
3．信息的度量与价值 

二、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 

1．信息与知识的关系 
2．国内外信息化概况 
3．管理的高级阶段——知识管理 

第二节  信息系统及其发展 

一、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1．系统的定义 
2．系统的特征 
3．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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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思想与方法 

二、信息系统 

1．信息系统的定义 
2．信息系统的组成和分类 
3．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4．信息系统应用与发展 

问题与思考 

1．什么是信息，什么是数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2．信息的社会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3．信息有哪些特点，如何度量信息的价值？ 
4．什么是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它们各自的有什么特点？ 
5．信息系统（处理）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6．信息化的含义是什么？信息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7．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8．什么是系统，系统有哪些要素和特性？ 
9．试举出若干个系统的实例，并指出它们的输入、输出、处理和反馈。 
10．什么是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其要点是什么？简单地描述用系统思想和方法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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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中的管理信息系统 

课时分配：6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组织中的各层管理活动对信息及其管理技术的不同需求；现代信息管理方法与技

术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信息系统对管理的作用；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职能、分类；分别给出了事

务处理系统、狭义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基本功能和特点；介绍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工具和管

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展。通过学习，学生应了解当今国内外信息管理环境的变化和管理信息系统的

应用发展。在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多种涵义的基础上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纵向层次结构，横向职能结构

的概念以及有关组成部分的特征和作用；了解和分析组织中不同管理层次对管理信息的需求；掌握

管理信息系统的分类、结构和基本功能。领会决策和决策过程的概念，掌握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及

与狭义管理信息系统、事务处理系统的区别；领会管理信息系统对组织管理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在管

理信息系统的地位和作用；能根据决策问题的特征分析具体决策问题的结构化程度；知晓决策智能

化、科学化的发展方向。能分析影响管理信息系统的各种环境因素；能按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实际

情况和管理的服务对象对我国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分类并熟知各类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深刻领

会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把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相结合的重要性。了解并掌握企业资源管理规

划的软件工具。 
知识点： 
组织管理活动对信息及信息管理的需求；信息系统对企业各种职能的支持；影响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的主要因素；决策过程、方法和决策问题的基本类型。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结构、功能；管

理信息系统的层次、类型及其特点；企业资源管理规划的软件工具；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系统与管理决策 

一、组织中的管理与信息 

1．组织中的管理活动与管理层次 
2．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基本模式 
3．企业各层管理对信息的需求 

二、信息系统和管理的关系 

1．信息系统对计划职能的支持 
2．信息系统对组织职能的支持 
3．信息系统对领导职能的支持 
4．信息系统对控制职能的支持 

三、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 

1．决策的概念 
2．决策过程的阶段 
3．决策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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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策问题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一、管理信息系统（MIS） 

1．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 
2．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要素 
3．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展 

二、管理信息系统的环境因素 

1．生产过程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 
2．组织规模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 
3．管理的规范化程度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 
4．信息化程度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 
5．人机和谐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 

第三节  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和类型 

一、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结构 

1．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 
2．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 

二、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类型 

1．事务处理系统（TPS） 
2．狭义管理信息系统 
3．决策支持系统（DSS） 

第四节  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工具 

一、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二、企业资源规划（ERP） 

问题与思考 

1．什么是组织，组织中有哪些管理活动？ 
2．组织是不是一个系统，它符合系统的哪些特征？把组织当作系统来对待，这     对分析解

决组织中的管理问题有什么好处？ 
3．为什么说信息是组织管理的“血脉”（各种流的主流？） 
4．组织中有哪些管理层次？各层次需要的信息有什么不同？ 
5．信息系统对组织管理提供了哪些支持？ 
6．现代组织管理有哪些特征，试举例说明信息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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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什么是决策？试举例说明决策问题的三种类型。 
8．企业的管理活动在各个时期、各个层次存在着哪些差异？所使用的技术方法有何不同？ 
9．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计算机的关系？ 
10．什么是管理信息系统，它具有哪些功能和特点？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11．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和现代化管理活动中，人充当着什么角色？对管理信息系统影响的

关键因素有哪些？ 
12．管理信息系统有哪些层次？计算机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方法对各层管理活动起着什么作

用？ 
13．为什么说管理信息系统不仅是一个技术系统，而且是一个社会系统？ 
14．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类型的特点是什么？ 
15．简述 MRPⅡ和 ERP 的基本过程。 
16．MRPⅡ和 ERP 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课程实践 

访问某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给出其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及其对该组织管理所产生的影响，提

交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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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 

课时分配：6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的部分内容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先修课，其中大部分应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

库原理与应用”和“计算机网络”课程中学习并掌握，教师可侧重于帮助学生复习和回顾与管理信

息系统密切结合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安排学生以课外自学、交读书笔记或专题小论文的形式，完成

本章节的教学指导。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据处理发展的三个阶段，了解信息技术的前沿与

发展以及对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撑；熟知数据处理的目的和内容，掌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五项功能；

知道数据库系统产生的原因；领会数据文件、数据库、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掌握

数据组织的几种方法，熟悉数据模型、关系模式、数据库规范化等概念；能够运用实体、属性、联

系等概念表述实体联系（ E-R ）模型；了解关系数据库的功能及数据仓库的概念，并运用关系数

据库组织和存储数据。熟知数据库设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并对相关的数据库进行设计；熟知关系

数据库规范化的第一、二、三、三种范式的特征及其实现方法。能运用实体联系模型和关系数据库

规范化理论设计实际业务管理的实体联系（E-R）图，掌握关系模型转换规则进行关系表的设计。

知道计算机网络的概念和种类；了解局域网、国际互联网、企业信息网的特征和功能；了解网络在

企业管理的作用和网络平台上的信息系统的基本模式。 
这一章的重点应放在：使学生充分领会现代信息技术对管理业务的支撑作用，将计算机系统工

作原理、信息处理、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等技术综合应用于实际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中。 
知识点： 
计算机及其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计算机信息处理五项功能。数据库、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管

理系统的概念；数据库设计的过程与方法；数据模型；关系数据库及其实体-属性-联系（E-R），

关系数据库规范化理论。计算机网络与分类；网络的基本结构与功能；网络平台上信息系统的基本

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 

一、计算机信息处理 
二、数据的组织与检索 
三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四 现代信息管理方法与技术 

第二节  数据库技术及其应用 

一、数据的存储与管理 

1．数据文件与数据库 
2．数据库的由来与发展 
3．数据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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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方法 

1．数据库设计的三阶段 
2．数据模型 
3．实体-联系（E-R）法 
4．关系数据库及规范化理论及关系模型转换 
5．关系数据库的基本操作 

三、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1．数据仓库的概念与目标 
2．联机事务处理（OLTP）与联机分析处理（OLAP） 
3．数据挖掘技术 

第三节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一、计算机网络 

1．计算机网络与分类 
2．网络的拓扑结构 
3．网络域名与协议 
4．网络的服务功能 

二、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模式 

1．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 
2．客户机-服务器（C-S）模式 

三、Internet/Intranet 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Internet 在管理中的应用 
2．企业信息网 Intranet 

问题与思考 

1．简述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 
2．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五项主要功能是什么？ 
3．数据处理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各阶段有什么特点？ 
4．什么是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简述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5．用来表述数据库的数据模型有哪些？关系数据模型的特点是什么？ 
6．实体-联系（E-R）法主要用哪些要素表述实体及其联系？其中的联系有几种形式？ 
7．关系数据库主要运用几种操作，其作用是什么？ 
8．什么是数据仓库？它与数据库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试述其功能与目标。 
9．试比较 OLTP 与 OLAP。 
10．简述计算机网络的特点和分类。 
11．客户机-服务器的网络模式有何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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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简述 Internet/Intranet 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课程实践（针对具体题目） 

采用实体-联系（E-R）法对某管理业务进行分析，画出其 E-R 图。 
使用 Visual FoxPro 建立某一业务的各关系表、视图和查询，并练习对它的各种操作。 
使用现有的网络环境体验网络浏览、检索和各种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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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与开发 

课时分配：4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介绍了管理信息系统规划与开发的意义、目标；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概念；信息系统

规划与企业流程重组（BPR）的关系；几种主要的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通过学习，学生应领会

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意义与作用；掌握诺兰模型各阶段的内容和特点，能利用诺兰模型分析具

体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所处的阶段，并对其信息系统进行规划。掌握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内

容及其组织工作的内容；能阐述制定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步骤；了解企业系统规划法（BSP）
和关键成功因素法（CSF）的概念和工作过程。掌握企业流程重组的概念及企业流程重组涉及的内

容；能表述企业流程重组的概念、步骤和流程及设计原则。熟知结构化生命周期法、原型法、面向

对象法及计算机辅助（CASE）方法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思路和过程。 
知识点： 
诺兰（NOLAN 模型）及各阶段特点；信息系统规划的重要意义；战略规划的常用方法：关键

成功因素法（CSF），企业系统规划法（BSP）；企业流程重组的内容、方法和步骤；开发管理信

息系统的主要方法：结构化生命周期法、原型法、面向对象法及计算机辅助（CASE）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规划 

一、信息系统开发的目的和要求 
二、 诺兰（ NOLAN）模型 
三 信息系统规划的重要意义 
四 信息系统开发策略与原则 

第二节  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 

一、战略规划的意义 

二、制定 MIS 战略规划的常用方法 

1．关键成功因素法（CSF） 
2．企业系统规划法（BSP） 

第三节  企业流程重组 

一、企业流程重组的意义 
二、企业流程重组涉及的内容 
三、企业流程重组的步骤与方法 
四、企业流程设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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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一、结构化生命周期法 
二、 原型法 
三、面向对象法 
四、计算机辅助开发法 

问题与思考 

1．什么是“诺兰模型”，它把信息系统生长过程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有哪些特点？ 
2．为什么要进行信息系统规划，其意义是什么？ 
3．根据“诺兰模型”的提示，我们在开发管理信息系统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4．制订 MIS 战略规划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5．简述关键成功因素法（CSF）和企业系统规划法（BSP）。 
6．“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MIS 开发策略各有何有缺点？ 
7．什么是企业流程重组？试述企业流程重组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8．试比较几种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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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课时分配：10 课时 
教学要求： 
章主要介绍信息系统分析的意义以及信息系统分析的全过程：管理业务的调查、用户需求分析、

组织结构和功能分析、业务流程分析、数据与数据流程分析、功能/数据分析，系统可行性研究，

新系统逻辑方案的制定。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管理业务中信息系统分析的内容和方法；熟

知管理业务调查中需要收集的资料内容；领会管理业务流程图和数据流程图的概念并掌握绘制这些

图表的符号及方法；熟知数据字典的构成和定义有关要素的内容，并能通过实际管理案例予以表述；

能阐明描述处理逻辑的方法和有关工具；全面把握系统分析的过程，掌握系统分析阶段各文档及报

告的编写，以及新系统逻辑方案的设计。 
能针对管理实际制作简单的业务流程图、数据流程图、数据字典；能根据实际问题设计分析处

理逻辑，使用判断树、判断表或结构化语句予以描述。 
知识点： 
信息系统分析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业务调查的基本方法；数据分析和功能分析方法；数据流图

与数据字典；逻辑处理工具；编制系统分析文档及报告。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系统分析与调查 

一、信息系统分析 

1．系统目标分析 
2．可行性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3．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系统详细调查 

1．详细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调查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第二节  管理业务调查 

一、组织结构和管理功能调查 

1．MIS 环境的概念 
2．管理业务调查的内容 
3．组织结构的涵义 
4．组织结构调查的内容 
5．管理功能调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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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业务流程调查 

1．管理业务流程的概念 
2．描述管理业务流程的图表（管理业务流程图、表格分配图） 

第三节  数据需求分析 

一、管理业务数据收集 

1．调查资料与收集数据 
2．数据的整理与筛选 

二、数据流程图 

1．数据流程图的概念 
2．数据流程图的绘制 
3．数据流程图的分解 

三、数据字典 

1．数据字典的作用与内容 
2．数据项的定义 
3．数据结构的定义 
4．数据流的定义 
5．处理逻辑的定义 
6．数据存储的定义 
7．外部实体的定义 

第四节  系统功能分析 

一、系统功能分析的作用 

二、处理逻辑的描述工具 

1．判断树 
2．判断表 
3．结构语句 

第五节  系统总体分析 

一、制定新系统的逻辑方案 

1．新系统数据流程图的绘制 
2．新系统数据处理方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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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分析报告 

问题与思考 

1．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2．可行性分析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如何编写可行性分析报告？ 
3．系统详细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其原则是什么？ 
4．在系统分析阶段使用哪些工具和图表进行系统描述？ 
5．如何描述组织结构和业务功能？ 
6．数据流程图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各部分的图形和作用是什么？ 
7．什么是数据字典？数据字典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其作用是什么？ 
8．如何进行系统功能分析？试比较三种处理逻辑描述工具的优缺点。 
9．系统总体分析主要包含哪几个方面？需提供哪些文档，如何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课程实践 

根据对某企业的调查，绘制其组织结构图和业务职能图。 
针对某一管理业务画出多层数据流图，并编制简单的数据字典。 
分别使用三种处理逻辑描述工具来描述某一业务处理功能（针对具体题目）。 
根据对某企业的调查，按照系统分析包含的内容，撰写系统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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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课时分配：10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信息系统设计的具体内容和原则；给出系统总体结构设计、代码设计、功能模块

设计、数据存储设计、输入/输出设计、处理流程设计以及系统配置方案设计的基本方法。通过本

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信息系统设计的重要性以及设计任务和原则，能够熟悉系统各个部分设计方

法、工具和过程，并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方法进一步地将系统分析的结果转换到系统设计中，从系统

整体上实现系统分析所期望的设计目标；能结合所学的设计技术，进行简单系统的代码设计、数据

库设计和系统功能模块划分，制订设计规范和编写系统设计报告。 
知识点： 
系统设计任务、特点；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基本框架。系统功能模块（子系统）的划分。信息

分类编码方法和代码种类。输入/输出设计方法。数据库概念模型设计与实体联系（E-R）；E-R 图

与关系数据库中关系表转换规则。系统配置设计的原则和方法；编写系统设计规范和系统设计报告。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系统总体设计 

一、系统设计的任务 
二、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一、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1．模块及其层次分解 
2．模块划分原则 
3．模块控制结构 

二、系统功能格栅图 

1．功能分析 
2．子系统划分 

第三节  代码设计 

一、代码的作用与功能 

二、代码的设计原则 

三、代码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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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序码 
2．区间码 
3．助记码 

四、代码校验 

第四节  系统输入/输出设计 

一、输入设计 

1．输入设计原则 
2．输入设备的选择 
3．输入校验 
4．输入格式设计 

二、系统输出设计 

1．输出设计的内容 
2．输出设备的选择 
3．输出设计方法 
4．输出格式设计 
5．输出报告与报表 

第五节  数据存储设计 

一、数据文件 

1．数据文件的分类 
2．数据文件设计 

二、数据库设计 

1．数据库的概念设计 
2．数据库的逻辑结构设计 
3．E-R 图与关系模型转换 
4．数据库的物理设计 

第六节  处理流程设计与系统配置 

一、系统配置方案 

1．系统配置指标和依据 
2．计算机硬件与网络选择 
3．计算机软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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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处理流程设计 

1．处理流程图设计 
2．制订设计规范 
3．编写设计文档和系统设计报告 

问题与思考 

1．系统设计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2．在系统设计时，怎样参考系统分析中的各种图表进行信息系统整体流程的设计？ 
3．系统设计中划分功能模块（子系统）有何意义？划分功能模块遵循哪些原则？ 
4．怎样使用系统功能格栅图（U/C 矩阵）划分子系统？ 
5．试举例说明在实际业务中代码的应用和种类。 
6．在信息系统输入和输出设计中应注重哪些原则？为什么应先做输入设计再做输出设计？ 
7．数据文件通常有哪几种分类？文件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8．数据库设计主要包括哪些步骤？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 
9．如何使用关系模型转换规则将 E-R 图转换为符合 3NF 规范的关系表？试表述转换规则。 
10．信息系统的配置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应注重哪些指标？ 
11．系统设计阶段要提供哪些文档资料，其重要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课程实践（根据实际题目要求） 

使用系统功能格栅图对某企业的业务职能进行子系统功能划分。 
按照关系模型转换规则，将 E-R 图中的实体转换为符合规范的 3NF 关系表。 
根据输入/输出设计要求，使用 Visual FoxPro 设计某一信息系统输入/输出界面。 
对某一信息系统进行简单的处理流程设计，并提供相应的设计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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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维护与评价 

课时分配：8 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系统实施的主要工作；程序设计及软件开发工具；信息系统转换方式；系统运行

管理制度及信息系统的评价体系。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信息系统实施的内容与方法，了解信

息系统开发常使用的软件工具，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及逻辑结构；掌握信息系统的转换方式；

理解系统的运行维护与评价指标，并能运用指标对信息系统的性及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理解项目的

质量控制指标，实现对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知识点： 
信息系统实施的任务；系统开发的软件工具；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及其基本逻辑结构；程序设

计调试软件测试工具；系统维护与系统评价指标；系统转换方式；系统运行管理。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系统实施 

一、信息系统实施的主要工作 

1．系统实施的组织与计划 
2．系统设备安装 
3．系统运行管理 
4．系统人员培训 

二、程序设计与运行 

1．程序设计的目标 
2．程序设计方法与工具 
3．程序设计的基本结构 
4．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5．程序运行与调试 

三、软件开发工具 

1．电子表格软件 
2．数据库管理软件 
3．办公事务管理套件 
4．专业管理软件 
5．计算机辅助系统工程（CASE） 
6．可视化（Visual）编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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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系统转换与维护 

一、系统转换方式 

1．直接转换 
2．平行转换 
3．试点过渡 

二、系统运行与维护 

1．日常维护 
2．文件维护 
3．数据库维护 

第三节 系统的管理与评价 

一、系统管理 

1．项目管理 
2．软件质量体系 
3．文档管理 
4．系统安全管理 
5．系统的修改与更新 

二、系统评价 

问题与思考 

1．信息系统实施阶段包括哪些内容？ 
2．程序设计在信息系统开发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3．目前程序设计主要采用哪些方法，面向对象法有哪些优点？ 
4．结构化程序设计主要有哪些基本结构，通常用在什么场景？ 
5．目前常用的软件开发工具有哪几类，各有什么特点？ 
6．在系统开发中采用自编软件和外购软件各有哪些优缺点？ 
7．信息系统转换有哪几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 
8．对信息系统管理和维护的意义是什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9．如何对信息系统进行评价，主要有哪些评价指标？ 

课程实践（根据实际题目要求） 

试用 VFP 编写简单的业务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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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实例 

（可根据实际需求穿插在讲授中，2-4 学时） 
MIS 的实例介绍和分析 
MIS 系统软件演示 
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附：我校目前开设《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问题： 
（1）《管理信息系统》属管理及相关学科的二、层次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相关学科基

础知识和本专业实际管理业务应用能力，特别是调查收集管理业务信息的能力和信息处理技术基

础。而目前由于某些专业课程设置尚未规范，缺乏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基础与专业之间的课

程衔接，较少社会实践环节，使我们的学生对具体的管理业务及信息技术缺乏必要的了解。通过对

我校历届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由报法律专业学生调剂过去的，他们中大部

分在大二、三就转学法律课程、报考法律的研究生，对本专业学习目标和应用需求比较盲目；另外，

由于目前实施通选课而打破了专业内部课程的体系衔接，部分学生对某些基础信息处理课程内容

（如“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的欠缺，造成了一些学生只是从“易通过、赶时髦、感兴趣”的角度

而选修二、层次课程，学生的基础水平极不平衡，甚至出现不买教材、混课、遇难而退的现象，为

本课程的开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本课程属实践性和技术性较强的课程，更侧重于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层面，包含大量信

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的方法、工具、软件的使用，要求有一定的实践操作环境，而目前我校对

开设这类选修课条件支持不足。 
（3）本课程选用的教材比较偏向理工科，案例大多取材于企业物流管理，文科学生不太容易

理解。 
建议： 
（1）将本课程设为专业限选课。 
（2）应尽可能配以 1/3 以上的实践课时，并在计算机软硬件条件成熟的机房授课。 
（3）目前我们主要通过自制演讲稿、案例和布置参考教材来浅化课程。经过一段教学实践摸

索，待课程较为成熟之后，准备自编面向文科专业的“管理信息系统”教材。 



 

《特许经营管理》教学大纲 

李维华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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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特许经营基本理论与知识必读 

第 1 章  什么是特许经营 

[本章要点] 
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特许经营的各种不同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商业模式特许经

营的几大特点。同时，本章也对特许经营的常用术语进行了简要的讲解。 
目的是使读者清晰、准确、深刻地理解特许经营的定义。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1  字源考究 

特许经营是一个起源于外国的“泊来词”，其现在的英文单词是“franchise”（但其意思是“特

许权”）。 
目前国内对 franchising 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大致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把 franchising 译为特许连锁或加盟连锁，这种译法认为特许连锁是连锁店的一种组织

形式，与直营连锁（又称公司连锁、正规连锁）、自由连锁（又称为自愿连锁）并列为连锁的三种

类型。 
第二种是把 franchising 译为特许经营。把特许经营组织与连锁店、自由连锁、合作社等并列，

属于所有权不同的商店的范畴。此种译法更为规范和准确。 

1.2  特许经营的定义 

关于特许经营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智见仁，即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能令各个

国家和地区，令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信服的统一定义。 
下面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IFA)的定义 
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定义 
三、美国第一个制定特许经营法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关于特许经营的定义 
四、欧洲特许经营联合会的定义 
五、马来西亚特许经营协会的定义 
六、日本特许经营协会(JFA)的定义 
七、原中国国内贸易部的定义 
八、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5 号《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定义 
九、学者们对于特许经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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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特许经营的不同定义方式1 
 

商业机会 

服务或商标产品的所有者（生产者或经销商）给予个人在当地分销和/或销

售服务或产品的独占权利。作为回报，个人支付一定费用或特许权使用费

（加盟费），且要求按照议定的方法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或服务要符合特许

人的品质标准。 

商业模式或者方法 受许人经特许人授权在特许人设计的营销模式下提供、销售或分销产品或

服务。 

特许经营机会 特许经营的实质由以下三因素组成：商标和/或标志，附有营销计划的产品

或服务的使用，一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 

许可关系 
产品、服务或方法的所有者（特许人）把分销这些产品、服务或方法的权

利授予附属经销商（受许人），该权利的持有者对特定地理区域的市场具

有独占权利。 

持续关系 特许人提供一种商业模式的使用权，加上组织、培训、经营和管理的支持。

作为回报，受许人支付一定费用。 
 
更多的关于特许经营定义的例子不用再举。总之，作为商业模式特许经营，其基本的含义应该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特许经营是特许人(franchisor)与受许人(franchisee)之间的一种合同（契约）关系。 
2．特许人将特许权的使用权力而非特许权本身转让给受许人或者称为授予受许人特许权，并

允许和采取一定的支持措施帮助受许人有效使用其特许权。 
3．受许人在特许人统一的经营体系下，在特许人的指导和帮助下从事经营活动。作为特许人

授予、允许使用和帮助受许人使用特许权的代价，受许人向特许人做出一定的支付。 
4．从合同的大部分及主要方面来讲，特许人、受许人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是一种既定格式、

既定内容的合同，而非经由双方商议而订立的合同。 

1.3  特许经营的常用术语简解 

1．特许人。 
2．受许人。 
3．特许权。 
4．特许经营费用。 
5．加盟金。 
6．特许权使用费。 
7．市场推广及广告基金。 
8．履约保证金。 
9．铺货货品保证金。 
10．品牌押金。 
11．加盟申请人。 
12．准受许人。 
13．加盟意向书。 

                                                        
1 （美）罗伯特·贾斯汀，理查德·加德.特许经营.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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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许经营体系。 
15．直营店。 
16．加盟店。 
17．特许加盟店。 
18．合作加盟店。 
19．样板店所。 
20．旗舰店。 
21．中心店。 
22．标准店。 
23．总部。 
24．分部。 
25．区域加盟商。 
26．区域直接加盟商。 
27．区域复合加盟商。 
28．特许经营手册。 
29．加盟指南。 
30．单店手册。 
31．分部或区域加盟商手册。 
32．总部手册。 
33．特许经营合同。 
34．特许经营主合同。 
35．特许经营辅助合同。 
36．统一特许经营提供公告。 
37．督导。 
38．区域业务专员。 
39．首期投入额。 
40．特许业务。 
41．授权。 
42．加盟。 
43．退盟。 
44．招募。 
45．受许人或加盟商咨询委员会（FAC, Franchisee Advisory Council）。 

练习与思考 

1．对比国内外关于特许经营定义的不同，并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定义？ 
2．在网上搜索关于特许经营的不同理解，指出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是什么。 
3．指出你所看到的文章、书籍、广告材料等中对于特许经营常用名词的理解不准确之处，并

说明为什么。 
4．试着用你自己的语言给特许经营下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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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特许经营的类型 

[本章要点] 
本章首先按照领域的不同，对特许经营进行了宏观的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着重讲述两

大类特许经营：政府特许经营和商业特许经营，并对商业特许经营进行了再进一步地细分和讲解。

目的是使读者清晰地掌握特许经营的脉络，并知道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商业特许经营中的商业模

式（business-format）特许经营。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2.1  总  论 

图 2-1  特许经营的分类 
 
我们将只讲述经济领域特许经营里的政府特许经营和商业特许经营，对于政府特许经营，本书

只是简单概括性地介绍，而商业模式特许经营则是本课程论述的焦点和重中之重。 

2.2  政府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来源于政府特许经营，是政府首先创造和使用了特许经营这种方式。但早期的政府特

许经营却并非全部或主要用于经济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的因素。 

特许双方所处行业、身份 

可再授权？

特 

许 

经 

营 

教育文化领域特许经营 

政治领域特许经营 

经济 

领域 

特许 

经营 

政府特许经营 

商品商标特许经营（产

品和品牌特许经营） 

商标特许 
产品特许 
品牌特许 

生产特许经营

商业模式

特许经营 

专利及商业 

秘密特许  
按特许权授予方式 

一般特许经营 
委托特许经营 
发展特许经营 
复合特许经营 

单店特许

区域特许
区域直接特许 

区域复合特许 

权力 

制造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交易 
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特许内容 

商业特

许经营 

按受许人权力 

单体特许或单店特许 

区域开发 

代理特许或主体特许 

二级特许或次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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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政府特许经营则发生了本质的转变，亦即现代的政府特许经营已经脱离了垄断的狭隘区

域和不公平手段，而是本着综合、全面、高效、优质地开发利用资源、尤其是政府管辖的社会公共

资源的原则来开发、利用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全面资源。其中，社会公共资源的含义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中的可经营资源，如土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有形资产和重

大活动等无形资产，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

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 
 
 
 
 
 
 
 
 
 
 
 

图 2-2  对于社会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方式 
 
政府特许权项目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回收期较长的行业，单个项目的资本需求量巨大、

回收期长，采用特许权方法可以吸引私有资本投资，并利用大额的国际商业贷款。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政府 BOT 方式在实质上也是政府特许经营的一种。 
政府特许权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被授予特许权的公司。 
政府特许经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府通常会对特许出去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等承担一定

的指导、监督与帮助作用。 
政府特许经营的第四个特征是，政府可以在特许经营所涉及的业务上没有既存经验或历史，这

些特许权所涉及的业务模式、甚至业务内容、特许权利用方式等都需要受许人自己去开拓。 
企业也应从政府特许经营中获得至少两点有用的启示： 
（一）在自己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运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全面资源运营。 
（二）加入并成为政府的特许经营受许人，以充分利用政府特许权的权威、受保护、市场稳定

等优势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  商业特许经营 

按照不同的类别，商业特许经营可以进一步地再细分。 
一、根据特许内容的不同，特许经营可以被分为三个大类： 
（一）商品商标特许经营或称产品和品牌特许经营（Product And Trade Name Franchising） 
这种类别又可细分为： 
1．商标特许 
2．产品特许 
3．品牌特许 
（二）生产特许经营（Production Franchising） 

社会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直接管理 间接管理或委托管理 

出租经营 特许经营 

行政许可 行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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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模式特许经营或特许连锁（Business Format Franchising or Franchise Chain） 
经营模式特许经营 基本、 常见的形式有两种： 
1．单店特许经营模式 
2．区域特许经营模式 
区域特许经营模式又分为两类： 
（1）区域直接特许经营模式 
（2）区域复合特许经营模式 
（四）专利及商业秘密特许 
二、根据特许权授予方式的不同，特许经营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 
1．一般特许经营。 
2．委托特许经营。 
3．发展特许经营。 
4．复合特许经营。 
三、按受许人能否将获得的特许权再特许，特许经营被分为两类： 
1．直接特许。 
2．区域特许。 
四、根据特许人与受许人本身所处行业的不同及其身份的不同，可将特许权交易区分为以下四

种类型 1： 
（一）制造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交易 
（二）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三）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四）零售商之间的交易 
五、根据受许人的权利范围不同，可以把特许经营分为四类： 
（一）单体特许或单店特许（unit by unit franchising）。 
（二）区域开发（area development）。 
（三）代理特许或主体特许（master franchising）。 
（四）二级特许或次特许（sub-franchising）。 
六、有些研究者对于特许经营的分类还颇能给人启发，比如他们按开设特许经营所需要的资金

额从小到大的顺序，把特许经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工作型特许经营。 
（二）业务型特许经营。 
（三）投资型特许经营。 

2.4  可口可乐、史努比、迪斯尼和流氓兔如何借特许经营创造传奇？ 

一、可口可乐的全球特许装瓶系统 

特许装瓶模式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合作伙伴与当地优秀饮料企业合资，签订一定年限的特许生

产经营合同，由其在限定区域内生产、销售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1 （英）Martin Mendelsohn（马丁·门德森）著.特许经营指南.李维华，陆颖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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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noopy（史努比） 

2002 年全球就超过 2 万种与 SNOOPY（史努比）有关的商品，包括 0～4 岁婴儿装；浴巾、挂

毯等家用纺织品；卡通钟表、体育用品、主题电脑、手机促销、流行食品饮料促销、特色机车、主

题公园等，每年利润高达 11 亿美元。 

三、（Disney）迪斯尼 

关于迪斯尼的整体赢利模式，有些专家将其称为“轮次收入”模式或“一鱼多吃”： 
第一吃：“一鱼多吃”的源头是迪斯尼的年度动画巨作，公司通过发行拷贝和录像带而赚到第

一轮收入，其收入基本上是美国本土市场、海外市场分别收入数亿美元。 
第二吃：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三项，即品牌的特许经营、后续产品的开发以及主题公园的创收。 
第三吃：品牌产品和连锁经营。迪斯尼大约 40%的利润来自于此。 

四、Mashimaro（流氓兔） 

小至手机吊饰、系列人物贴纸、文具用品，大到围裙、瓷杯、毛绒玩具，甚至还有内裤、电话

机，似乎到处可见这只韩国卡通明星的造型图案，而这些都是特许经营的直接成果。 

练习与思考 

1．总结各类特许经营的特点与共性、利和弊，并在此基础上试着给特许经营下一个你认为合

适的定义。 
2．试为每一类特许经营举出 1 个以上的实际例子。 
3．列出你所知道的特许经营企业或项目名称，然后界定它为哪一类特许经营。 
4．你认为特许经营还有别的分类方式吗？如果有，试着划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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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特许经营历史回溯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分别从古代的特许经营雏形亦即源于封建社会的政府特许、始于胜家的近代

意义的特许经营、始于麦当劳的现代意义的特许经营以及以商业经营模式特许经营为主的当代特许

经营等四个阶段来讲述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并在其中讲解了早期与近代特许经营和现代特许经营

的区别，描述了特许经营各个发展阶段的当时社会背景，目的是使读者对特许经营的由来和历史演

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于理解当代的特许经营以及特许经营的未来趋势都是非常必要

的。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3.1  古代的特许经营雏形——源于封建社会的政府特许 

与经济有关的特许经营的概念 早源于封建社会时期，它 早的含义乃是当权者对臣子的一种

“恩赐”。 

一、国外的早期政府特许经营 

在国外，与经济有关的特许经营很早就出现了。早期，罗马天主教教会曾制定授权当地教士征

收什一税（本质上是教会税）的方法，要求将这些什一税的一部分上交罗马天主教会。 
在英国，一些农奴获得特定的权利，包括从土地中获取收益的权利，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向国王

或贵族支付一定的费用或税。这些费被称为皇家什一税（tithe，以年收农产品十分之一缴纳教会的

税），它们是现代商业“管理费”的词源。 
在法国，将附加权利授予农民或农奴的方法称为 francis，字面意思就是授权给农民或农奴。法

语词根 francis 成为英语术语赋予公民权（enfranchise），意思还是“授权给一无所有的人。”因此，

农民或被授予公民权、自由人身份或投票权的人，被认为已经取得特许经营权或被授予特许经营权。 
到中世纪（公元 476 年～1453 年，欧洲的古代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时间）的时候，随着政府特

许经营的成熟，非政府亦即商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特许经营开始萌芽。 
十二世纪个体特许经营的封建制度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成为整个社会的特许经营模式——

殖民地授权。 
历史上，政府所进行的作为强权阶层谋取垄断剥削巨额利润手段之一的“特许经营”例子非常

之多。如莫斯科公司、伦敦公司、伊斯特兰公司、几内亚公司、东印度公司等。 
城市基础设施的政府特许经营出现于 18 世纪。 
19 世纪中期起，特许经营制度在列强对外扩张中开始国际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西方各国对公共行政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新公共管理

运动”。 

二、中国的早期政府特许经营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封建帝王夏启（大禹的儿子）为了笼络臣子而将大片的土地

封赏给那些王公将相，让他们各自负责自己的经营并向朝廷交纳一定的贡税，这就是 早的特许经

营或政府特许经营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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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业或经济上的特许经营也早有出现。比如，盐、铁、酒、纸币、茶、矾、矿冶、畜

牧、采煤、冶铁、开办铁货市场等。 
在清朝，说到政府特许经营，不得不提及十三行。 
对于政府特许经营，慈禧还曾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凝练的解释：“官督民办”。 

3.2  近代意义的特许经营——始于胜家 

1851 年，美国工人胜家发明了锁式线迹缝纫机，并随后成立了胜家公司。 
1865 年，胜家以 5,000 美元的价格转让个体特许经营权。 
由于胜家所取得取得的巨大成功，“特许经营”这一模式开始被其余企业模仿，下表是各个行

业首先开始特许经营的时间： 
 

表 3-1  各个行业首先开始特许经营的时间 
 
序   号 行    业 开始特许经营的时间 

1 制造业 1865 
2 汽车业 1898 
3 软饮料业 1900 
4 药店 1902 
5 餐馆/食品 1920 
6 化妆品 1920s 
7 杂货业 1920s 
8 个体服务业 1920s 
9 石油 1930 

10 快餐业 1952 
11 旅馆 1952 

 
其中，许多企业从这种被称为“特许经营”的方式中获得了包括企业迅速扩张在内的巨大好处。

比如可口可乐。 
在 20 世纪早期时，特许经营以多种方式存在着。 
近代意义特许经营的一个 大特点就是，特许人以企业为主，品牌依托、特许经营店（unit）

网络发展、特许人与受许人双方资源互补成为近代特许经营的优势根源。 

3.3  早期与近代的特许经营和现代特许经营的区别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早期与近代的特许经营和现代的特许经营是有着许多本质不同的方面

的。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处于特许经营关系的中心地位者不同 
2．受许人的权益受保护程度不同 
3．特许经营合同不同 
4．双方获利的主要来源不同 
5．行业集中度不同 
6．特许的内容不同 
7． 重要的区别就是，特许经营各个单店之间“克隆”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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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代意义的特许经营——始于麦当劳 

1948 麦当劳兄弟创立第一家餐厅。 
1954 麦当劳创始人雷·克拉克（Ray Kroc）初遇麦当劳兄弟。 
1955 雷·克拉克（Ray Kroc）成为麦当劳第一位加盟商。 
1961 雷·克拉克（Ray Kroc）向麦当劳兄弟购买商标权，经营麦当劳餐厅事业。 
1965 麦当劳股票正式上市。 
1967 美国以外第一家，加拿大麦当劳成立。 
1978 全世界 5,000 家麦当劳。 
1988 全世界 10,000 家麦当劳。 
 
今天：麦当劳在全世界六大洲 121 国中拥有超过 30,000 家单店，全球营业额约 406.3 亿美元，

净利润约 16 亿美元。 

3.5  当代特许经营——以商业经营模式特许经营为主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起，法律的许可、政府的支持、特许经营模式本身的优势以及受许

人群体的壮大等有利因素的综合影响便引发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的美国特许经营大爆炸。 
1959 年，国际特许经营协会即 IFA 成立 
1971 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特许经营投资法（Franchise Investment Act），这是全美国也是

全世界的第一部要求特许人向潜在受许人披露重要信息的法律。 
1992 年，美国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受许人组织，即美国受许人与经销商协会（AAFD，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ranchisee and Distributor）。 
除了美国受许人与经销商协会（AAFD）之外，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保护受许人利益的组织，即

美国受许人协会（American Franchisee Association）。 
因特许经营的盛行，却也同时在美国的 1960．70 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欺骗事件，导致这段时间

是特许经营欺诈的高潮时期。 
美国政府于 1979 年 10 月 21 日开始正式管理特许经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特许经营开始重新在美国步入飞速发展时期，同时，特许经营在全世界

也都进入了全面大发展的热潮之中，特许经营热浪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席卷全球。 

练习与思考 

1．简要叙述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 
2．特许经营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关系是什么？ 
3．从历史的角度看，你认为什么是特许经营？ 
4．你对特许经营未来趋势的理解是什么？ 
5．从美国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中，你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以用于指导中国特许经营的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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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海外特许经营的发展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讲述了特许经营在海外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叙述中除了用一些统计数字来展

示特许经营的辉煌成就之外，还结合各个地区的特色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讲解与分析，目的是使读者

充分了解特许经营在全球的发展概况，以便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特许经营的未来充满信心。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4.1  特许经营成为全球流行商业模式 

如果从 1865 年胜家特许经营体系的建立算起，那么至今为止，特许经营的发展已经走过了 140
多年的道路。 

当代特许经营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中，并且此数目还在继续增长。 
据 新统计结果，针对国内和国外业务，目前超过 1,000 个特许经营加盟商的国家大约有 20

个。有超过 200 个特许经营授权商于境内运作的国家大约有 15 个。目前，有特许经营协会的国家

大约有 50 个。 
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特许经营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比比皆是，比如有麦当劳（McDonald’s）、

肯德基（KFC）、可口可乐、7-11 便利店、富士、通用、福特、爱克森、胜家缝纫机等。 
在我国，近几年也涌现出不少通过特许经营取得成功的例子，而且遍布在多个行业里。 
据有关资料，在国际知名的大型连锁集团中，70～80%的连锁店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建立的。

美国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一般小零售店的失败可能性为 83%，而特许经营的零售店成功率却在

90%以上。 

4.2  美国特许经营 

美国企业中 先采用特许经营方式的是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 
20 世纪初期，特许经营广泛进入制造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的特许经营得到了迅

猛发展。 
1987 年～1989 年间，美国特许经营创造了 4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同一时期美国资产 多的

500 家公司只创造了 1 万个新的职位。 
进入 90 年代，特许经营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 
美国特许经营发展有几个特点： 
（1）在美国特许经营中，经营模式的特许经营发展很快，而商品商标型特许经营则有衰退迹

象。 
（2）特许经营组织的开发时间缩短，普及速度加快。 
（3）目前在美国，特许经营已成为发展 快和渗透性 高的商业模式。 
（4）特许经营，尤其是“主体特许权”已成为美国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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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欧洲特许经营（欧盟、法、英、德、新、意、丹、西、希、波、西欧） 

一、整体概况 

欧洲的特许经营发展起步要稍晚于美国，特许经营萌芽较早，20 世纪 20～30 年代，在法国首

先出现的卢拜毛纺公司、企鹅商业网及高里斯·萨劳梅公司，是欧洲特许经营的雏形。 
1972 年，欧洲成立欧洲特许经营协会（EFF）。 

二、欧盟特许经营 

（一）欧洲特许经营发展情况 
截止 2004 年，在 20 个欧洲特许经营发展得比较成熟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中，共有 5,552 个

特许经营品牌在操作，对比 1998 年，增加了 50%，被特许者的数量达到 250,643 家，对比 1998 年

增加了 49.7%。 
（二）欧盟特许经营的管理方式 
欧盟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对特许经营的管理方式可从两个方面来介绍，一是立法主

管机构；一是行业协会的作用。 
1．立法主管机构——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 
2．行业协会 
欧洲特许经营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非官方、非盈利的自愿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三）欧盟特许经营立法情况 
欧盟的有关特许经营立法并不是从法律上对特许经营进行管理和领导，而是从法律上确保特许

经营这一经营方式不会影响到欧盟内部市场的公开透明和充分竞争的原则。 

三、法国特许经营 

欧洲特许经营发展以法国为 ，1971 年法国特许经营协会（FFF）成立，建立起大批特许经营

网络，到 1989 年，特许经营规模发展到 675 个网络。 
2003 年，法国特许人数超过 700 家，特许经营网点 52,000 个。2004 年全法国开展特许经营形

式的服装品牌共有 156 个。 

四、英国特许经营 

英国特许经营协会（British Franchise Association, BFA）成立于 1977 年，是英国唯一一家具有

特许审核资格的自律性行业组织。 

五、德国特许经营 

德国的特许经营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具有稳定的发展速度、体系众多、规模庞大、以本

土品牌为主和行业自律等特点。德国没有专门的特许经营法，特许经营与其它商业活动一样，都要

服从民法。 
1978 年建立德国特许经营协会（D.F.V）。 

六、新西兰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在新西兰的发展势头也异常迅猛，特许经营体系近 300 个，40%以上的饭店采取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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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式进行运营。 

七、意大利特许经营 

意大利负责特许经营的政府部门是意生产活动部的商业、保险业和服务业总司四处的 D1 办公

室。 
截至到 2003 年年底，意大利共有特许经营品牌 753 个；从事特许经营销售的人员 102,870 人；

总营业额达 1480 万欧元。 
意大利政府于 2004 年 5 月 6 日通过了第 129 号法——《规范特许经营法》，并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起正式生效。该法律共有九条。 

八、丹麦特许经营 

在丹麦特许经营领域，目前还没有关于特许经营的专门法律法规来约束特许人与受许人的权利

与义务，特许经营如同其它商业活动一样，都要按照合同法和有关商业法律规定，受其制约。 

九、西班牙特许经营 

西班牙特许经营行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西班牙本国品牌为主，海外跨国集团为辅。 
2．特许经营企业所从事的行业相对集中。 
3．拥有巨大的创造就业能力。 
4．大企业在特许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特许经营企业在地域上相对集中。 

十、希腊特许经营 

希腊的特许经营首次出现在 70 年代，1990 年后获得广泛发展，目前希腊 3%的零售业销售额

是来自特许经营商。 

十一、波兰特许经营 

波兰特许市场日趋成熟并逐渐本土化，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家将特许经营作为振兴企业的 佳途

径。 

十二、西欧各国特许经营 

在西欧各国，特许经营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4.4  亚洲特许经营（日、港、新、马、韩、台、印） 

一、日本特许经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企业纷纷引入特许经营。日本的特许经营主要是受美国的影响。 
在 60 年代，日本政府推行特许经营方式的连锁商店，实行新的商业政策，并拨出专款作为辅

导特许经营业务的活动资金，成立了“日本特许经营协会”，制定有关法律，鼓励和促进特许经营

商业的发展。 
至 2003 年，日本特许经营品牌 700 多个，特许经营网点 12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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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关于特许经营的专门立法。信息披露是日本有关特许经营规定的核心。日本的特许经

营有如下特点： 
（一）行业发展广泛与集中相结合 
（二）特许经营与自由连锁结合，互补发展 
（三）区域性特许经营体系发展快速 
（四）零售、餐饮和服务业特许经营十分盛行，加盟店比率高 

二、中国香港地区的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在 80 年代中期传入香港。 早把特许经营方式引入香港的是“7－11”便利店。 
1992 年，建立了香港特许经营权协会（HKFA）。 

三、新加坡特许经营 

新加坡特许经营首次出现在 70 年代。新加坡在亚洲各国中首先成为将特许经营列为国家经贸

出击策略的国家。其中 著名的就是新加坡特许经营援助计划。 

四、马来西亚特许经营 

在马来西亚，特许经营首次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 
马来西亚政府非常重视特许经营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比如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特

许经营基金，以专门为盟主和加盟商提供资金援助，曾计划创办特许经营发展公司（政府关联企业）

以专门吸引国外的特许人盟主进入马来西亚，其总统妈哈蒂尔曾亲自担任马来西亚特许经营协会的

会长，把 2001 年定为“特许经营年”并自诩其为亚洲的“特许经营商和投资者的 佳选择，仅次

于日本”等等。 

五、韩国特许经营 

成立于 1979 年的乐天快餐店是韩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特许经营企业。韩国的特许经营主要集

中在零售批发业。 

六、台湾特许经营 

在台湾，顶级国外特许经营也是便利店。 
台湾目前约有 1,300 个特许人企业，绝大部分是台湾本土品牌，其中 30%经营得比较成功。台

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成立于 1994 年。2005 年度有登录的连锁总部共 1,124 家，总店数达 74,324 家。 

七、印度特许经营 

相关资料显示，特许经营在印度的平均年增长幅度为 30％～40％，占总零售额的 2%，2000
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据估计，印度特许经营的成功率高达 90％，自行创业的成功率只有 10％。 

4.5  世界其他各地特许经营（加、澳、巴、墨、哥、罗、委） 

一、加拿大特许经营 

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设立专门部门管理特许经营，也没有制定针对特许经营的全国性法律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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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大利亚特许经营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在 70 年代首次出现。澳大利亚已是世界上特许经营程度 高的国家，其人

均拥有的特许经营体系数量 3 倍于美国，居世界第一。 

三、巴西特许经营 

巴西在 80 年代时，特许经营每年增加 35%。1987 年在圣保罗成立了巴西特许经营协会。巴西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8955 号法令对特许经营立法。 

四、墨西哥特许经营 

1985 年，麦当劳 早开始在墨西哥从事特许经营业务。 
“墨西哥特许经营协会”成立于 1989 年。 

五、哥伦比亚特许经营 

至 2005 年，哥伦比亚拥有特许经营企业 6881 家，比去年增长 2200 家。 

六、罗马尼亚特许经营 

2005 年罗马尼亚特许经营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 9 亿欧元，比 2004 年增长了 20％。其中主要是

由于生产性特许经营的增加，如可口可乐和 Tuborg 等，而非由于小型特许经营的扩张。 

七、委内瑞拉特许经营 

至 2003 年，委内瑞拉拥有特许经营品牌 260 个，从事特许经营的网点有 1,300 个。 

练习与思考 

1．试比较海外各国或地区的特许经营发展，指出他们发展中的共性和特色。 
2．从海外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或现状中，你对中国发展特许经营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呢？ 
3．请思考国外不同地区特许经营发展与地区的关系是什么？亦即地区的什么方面（比如政治、

经济、地理、人口等）可能对特许经营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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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中国特许经营发展概览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包括 初进入中国的国外盟主在我国的发

展概况、中国本土企业的先行者和优秀者们、特许经营展会的状况、从经济角度和失业角度看特许

经营的发展有利条件、政府对于特许经营的支持、特许经营信息传播领域以及连锁经营协会的发展

状况等。本章的目的是使读者对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一个系统概括性的认识。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5.1  国外盟主进入引起的中国特许经营萌芽 

商业模式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出现 初是由于国外盟主的启迪。 
1987 年 11 月 12 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设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这是中国本土

上的第一家特许经营店 
麦当劳则于 1990 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分店 

5.2  中国本土企业掀起的特许经营“神话” 

90 年代初，一些中国大陆本土的企业开始涉足特许经营，其中的两个 早尝试特许经营模式

的典型例子分别是一个新品牌（李宁）和一个老品牌（全聚德）。 
在李宁和全聚德的带领与示范之下，中国本土的更多企业纷纷开始采用特许经营这种在当时被

称为“点石成金”、“一本万利”的模式，比如华联、联华、东来顺、马兰拉面、荣昌洗染等企业

都快速地发展了特许加盟店。中国特许经营所实现的销售额也以年均 40%以上的速度增长，大大超

过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的增长率。特许经营被人们誉为“中国继股票、房地产、互联网之

后的第 4 个 有前景的发展行业”。 
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我国特许体系达到 2,320 个，比 2004 年增长 10.4%，这些特许体系分布

在近 70 个行业和业态中。其中，加盟店铺总数为 16,8000 个，比去年增长 40%；单个特许体系平

均加盟店铺数达到 73 个，比去年增长了 28%。 
总之，依据特许经营在国内的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就已取得的喜人成绩看，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增

长势头是有增无减的。 

5.3  火热的特许经营展 

在中国，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特许经营类的展会就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越来越火暴的状态。 
目前在中国，有关特许经营、连锁加盟类的展会数量非常之多、频率非常之高（平均全国每月

有 3 场以上）、类别也多种多样。 

5.4  具有投资意识及能力的潜在加盟商群体逐渐增多 

从经济基础来讲，中国已出现大量具有投资能力的潜在加盟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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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入增加以外，中国居民的投资意识也正逐步加强，投资行动也早已付诸实施。 

5.5  失业困局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了特许经营的发展 

在新世纪，中国的失业状况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 
1．失业率迅速上升 
2．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3．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凸显 
4．大学生就业问题从 1998 年开始迅速激化 
5．失业人员中青年比例上升 
6．失业成为百姓关注焦点 
随着中国普通民众失业率的增加、政府日益明显的支持创业就业政策的频频出台、中国经济产

业结构的调整，在这种压力与动力并存、微观与宏观条件俱备的形势下，作为解决创业就业 好方

法之一的特许经营势必在中国有一个惊人的大发展。 

5.6  政府的支持 

对于特许经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以促进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且态度日益明朗、

力度日益加大。 

5.7  特许经营信息传播领域逐渐活跃 

（一）特许经营方面的专业顾问咨询公司层出不穷 
（二）象牙之塔开始关注特许经营 
（三）“特许经营世纪精品丛书”破土而出 
（四）特许经营专业类媒体呼之欲出 
（五）特许经营类专业网站百花齐放 
（六）期刊网能搜索到的特许经营或连锁类文章逐年增加 

5.8  地方连锁经营协会风起云涌 

成立于 1994 年 4 月的上海市连锁商业协会是中国的第一家连锁经营协会，在上海连锁商业协

会的带动下，其余各省市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连锁经营协会。广州市、辽宁省、天津市和深圳市都是

成立日期较早的一批连锁经营协会。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的各个区域的连锁经营协会已经超过 24 家。 
但遗憾的是，本应发挥更大作用的协会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1．会员结构不甚合理。 
2．组织架构有缺失。 
3．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权威协会。 
4．职能定位偏差。 
5．协会并没有把在中国境内运作的所有盟主都吸纳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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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与思考 

1．搜索一下目前在中国境内运作的国外特许经营盟主有哪些，要求至少举出 20 个例子，并对

他们的各自经营状况做简单的陈述。 
2．搜索一下目前的中国本土特许经营盟主有哪些，要求至少举出 20 个例子，并对他们的各自

经营状况做简单的陈述。 
3．实际参加一次特许经营展，写一篇参展感想。 
4．请思考加盟和其余投资方式的异同。 
5．请思考怎么用特许经营来解决中国的就业创业问题。 
6．在发展特许经营方面，你认为政府应该做的主要工作包括哪些？ 
7．在网上搜索关于特许经营类的专业网站，对其分类并指出各自的特色。 
8．请思考中国的地方连锁协会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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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中国特许经营发展评述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特点、历史阶段划分、症结所在， 后，针对中国

特许经营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章的目的是使读者对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一个进一步

的本质性认识。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6.1  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特点 

一、持续高速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 
二、特许经营向多业态发展，行业领域不断拓展 
三、特许经营广泛地使用新的先进技术手段 
四、特许经营成为企业扩张的主要手段 
五、内资、外资企业同时发展，内资仍然占主体，但外资实力、优势更为明显 
六、内资企业中的类型由单一的国有经济，向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私营企业增长加快 
七、政府推动和政策扶植力度逐渐加大 
八、政府特许经营将成为发展热门之一 
九、本土盟主国际特许经营增多 

6.2  从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看中国特许经营发展 

主要从门店数量、营业面积、从业人员和销售额等四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6.3  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1987～1993 年，外资独占，本土观望，属于启蒙期。 
第二阶段：1993～1994 年，特许经营魅力初现，小荷才露尖尖角，属于萌芽期。 
第三阶段：1994～2000 年，特许经营飞速发展但有些过火，市场上良莠不齐，属于狂热成长

期。 
第四阶段：2000～2005 年，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属于冷静发展期。 
第五阶段：2005～2010 年左右，稳定、快速发展的成熟期。 

6.4  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特许经营规模化不够，零散度高 
二、特许经营的欺诈问题严重 
三、特许经营发展面临国际企业的巨大压力 
四、“大跃进”现象严重 
五、条块分割、地方保护的体制制约着特许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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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许经营人才的严重匮乏 
七、知识、技能体系的混乱 
八、特许经营业内统计数据太少 
九、特许经营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十、配送中心建设滞后 
十一、单店赢利水平差 
十二、现代化技术水平不高 

6.5  中国发展特许经营的若干建议 

一、树立成功特许经营的典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二、健全特许经营的专门及相关的政策和法律 
三、金融系统提供专项支持 
四、为特许经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五、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开设特许经营课程、方向、专业、系、学院，建设特许经营学科 
六、加大、加强特许经营的出版物 
七、成立、健全专门的特许经营及相关协会 
八、加强特许经营业的统计工作 

练习与思考 

1．除了书中所讲的以外，你认为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发展还具备什么特点呢？ 
2．试提出你对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阶段划分，并说明原因及各阶段发展状况。 
3．你认为中国特许经营的发展还存在什么样的症结，你有什么对应的建议呢？ 

[案例]  从“万兔速丽”事件看中国特许经营 

案例思考 

1．在网上查找“万兔速丽”的案例相关信息，然后根据你所学的特许经营知识，谈谈你的看

法。 
2．从“万兔速丽”这个案例中，你认为为了在中国成功发展特许经营事业，我们应该怎么做？ 
3．参照上文所示的方法，再查找另外一个中国特许经营欺诈的案例，从中找出它对中国特许

经营的启示或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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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特许经营的教育培训及学科建设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描述了特许经营的教育培训在国内外的各自特点，目的是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

特许经营教育培训方面的落后现状以及我国建设特许经营学科的紧迫性。 后，本章对我国建设特

许经营学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地探讨。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7.1  国外的特许经营教育培训 

一、普遍存在的特许经营学院、研究中心、专业、课程 

重点介绍美国四所大学在特许经营方面的教学计划。 
（一）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三）圣托马斯大学。 
（四）马里兰大学。 
除了综合性和经济管理类院校之外，美国还有一些法律学校也提供关于特许经营法律方面的课

程，这些大学比如有：迪肯森（Dickinson）法律学院、科拉顿（Creighton）大学法律学院、福特翰

（Fordham 大学）法律学院和佛罗里达大学法律学院等。 

二、教育培训的三个方向 

特许经营管理、法律和投资。 

三、国际特许经营协会的 CFE 认证及其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一）管理人员资格认证计划——注册特许经营师 CFE（Certified Franchise Executive） 
（二）国际特许经营协会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四、美国律师协会的特许经营论坛 

五、特许经营 MBA 

7.2  国内的特许经营教育培训 

1．培训机构良莠不齐。 
2．缺少全国性的权威教育培训机构。 
3．没有特许经营企业普遍认可的学历、认证或培训证明。 
4．中国特许经营的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是被渗入到了高校的相关专业中，比如在物流、营销、

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 
5．开设特许经营课程的大学寥寥无几。国内真正开设特许经营课程的一类大学只有中国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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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商学院。 

7.3  我国建设特许经营学科的充分必要性和战略意义 

一、我国建设特许经营学科的充分必要性 

在我国建设一个专门的学科——特许经营——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 

二、我国特许经营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建设特许经营学科是有着非常伟大的时代战略意义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特许经营学科的建设具有高度的学术或理论意义。 
第二，特许经营学科建设的实践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三，特许经营的发展会直接促进众多行业的发展。 
后，特许经营的学科发展所带来的理论提升与实践发展也会进一步地促进就业创业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的解决。 

7.4  特许经营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 

一、特许经营学科的研究对象 

特许经营学，是研究企业、政府等组织和个人特许权运动规律的经济、管理学科。 

二、特许经营学科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在传统基础上揉进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再提高、升华。 
（二）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三）国际特许经营的研究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三、学科发展方向举例 

（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 
（二）特许经营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研究。 
（三）特许经营诊断和评估的研究。 
（四）特许经营定量的研究。 
（五）特许经营法规政策的研究。 
（六）特许经营企业运营的研究。 
（七）特许经营进入的研究：个人进入、企业进入等。 
（八）特许经营教育培训的研究。 
（九）特许经营文化的研究。 
（十）特许经营元素的研究。 
（十一）特许经营与国家、地区等发展战略的研究。 
（十二）特许经营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 
（十三）特许经营主体及其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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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特许经营财务会计与金融的研究。 
（十五）特许经营风险的研究。 
（十六）特许经营管理的研究。 
（十七）特许经营历史的研究。 
（十八）其他。 

四、特许经营的研究 

特许经营的研究将主要分为两大类： 
1．基础理论研究。 
2．应用研究。 

五、特许经营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特许经营体系。 
（二）特许经营要素理论体系。 
（三）特许权生产理论体系。 
（四）特许权经营理论体系。 
（五）特许经营管理理论体系。 
（六）特许经营方略学理论体系。 
（七）特许经营经济学理论体系。 
（八）特许经营社会学理论体系。 
（九）特许经营比较学理论体系。 
（十）特许经营文化学理论体系。 
（十一）特许经营法学理论体系。 
（十二）特许经营史学理论体系。 
（十三）特许经营“三资学”体系。 
（十四）特许经营信息学理论体系。 
（十五）特许经营知识管理体系。 
（十六）其他。 

练习与思考 

1．试比较中外特许经营教育培训的异同。 
2．讲讲你对特许经营在中国进行教育培训的看法。 
3．你更喜欢特许经营学科的哪个方面或发展方向？说出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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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特许经营与其他方式的比较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讲述特许经营与其他几种容易被人们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其目的是使读者深刻地

把握特许经营的本质，并对特许经营的未来充满信心。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8.1  特许经营与连锁经营、直营连锁、自由连锁的比较 

一、特许经营与连锁经营 

连锁经营包括以下三种基本形式： 
1．直营连锁（或正规连锁，简称 RC），即总公司直接投资开设连锁店 
2．自愿连锁（或自由连锁，简称 VC），即保留连锁商单个资本所有权的联合 
3．加盟连锁（简称 FC），即以特许权的转让为核心的连锁经营，也就是特许经营。特许经营

又可称为特许连锁、合同连锁、加盟连锁、契约连锁、特许加盟、连锁加盟等 

二、特许经营与直营连锁 

一般，特许经营和直营连锁之间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产权构成不同 
2．管理模式不同 
3．涉及的经营领域不同 
4．法律关系不同 
5．筹资方式不同 
5．运作方式不同 
6．发展方式不同 
7．自由度不同 

三、特许经营与自由连锁 

1．产权构成不同。 
2．总部功能不同。 
3．涉及的经营领域不同。 
4．法律关系不同。 
5．筹资方式不同。 
6．运作方式不同。 
7．发展方式不同。 
8．自由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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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特许经营与代理的比较 

表 8-1  特许经营中的加盟商和代理人的主要区别 
 

 加盟商 代理人 

身份 一般，必须是法人 可以是自然人 

授权范围 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

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 
以授权人的名义或代表他同第三人订立

买卖合同或办理与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代表利益 自身利益和特许人利益兼顾 代表授权人（principal）的利益并按其指

示行事 

行为效力 一般，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与特许

人无关（特许人提供产品例外） 
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直接对

授权人发生效力 

赢利来源 自己的经营利润 佣金以及有关的代理费用 

终止关系 特许经营的任意一方均不能自由终止合同

关系 可因授权人的主动撤回授权行为而终止 

专一 专一经营特许人建议的产品或服务 可同时代理多个授权人 

稳定 在合同约束期内，更为稳定 放弃代理关系比较自由 

8.3  特许经营与经销、直销、传销、包销的比较 

表 8-2  商业模式特许经营与经销的区别 
 

 商业模式特许经营 经销 

合同内容 内容详细具体、篇幅较长 内容、篇幅较少 

合同可谈判性 合同的许多内容不可谈判，具有强制性，不

同加盟商之间的合同大同小异 
合同的内容可谈判，各经销商所

签订的合同可能相差较大 

法律关系 权利的授予与接受关系 独立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关系 

权利内容 针对完整的商业模式 针对具体的产品 

关系时间 较长时期 钱货两清，则关系结束 

关系深度 紧密型 松散型 

销售风险 因特许人生产或供应的产品问题，特许人需

要承担连带风险 经销商承担全部销售风险 

 



特许经营管理 

 1503

表 8-3  我国商业模式特许经营与直销的区别 
 

 商业模式特许经营 直销 

合同 特许经营合同；签订后不能

随便解除 推销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可以解除 

培训人员 没特别规定 

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拥有企业颁发的直销

培训员证的直销企业的正式员工，并且：在本企业工

作１年以上；具有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关的法

律、市场营销专业知识；无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

记录；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 
经营内容 产品或服务 受到国家限制的产品 

加盟人员 一般是法人 一般都是自然人，还必须除去教师、公务员、医务人

员、全日制在校学生等 
注册资本 符合所在行业的规定即可 严格的注册资本（≥8000 万元 RMB）和保证金制度

营业场所 店铺 店铺+固定营业场所外推销 

政策态度 支持 限制 

加盟报酬 加盟商自己的经营利润留

存 
企业至少按月支付，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

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总额不得超过其 30% 

进入门槛 较高（比如大的单店投资）；

有门槛费（加盟金） 低；直销企业不得收取门槛费 

经营责任 

因特许人生产或供应的产

品问题，特许人需要承担连

带风险；别的责任大多由加

盟商自己承担主要责任 

直销企业对其直销员的直销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能够

证明直销员的直销行为与本企业无关的除外 

 
表 8-4  我国商业模式特许经营与传销的区别 

 

 商业模式特许经营 传销 

合同 特许经营合同 无合法合同 
政策态度 支持 禁止 
合法性 合法 非法 
经营内容 优质、流行的产品或服务 伪劣、滞销的产品 
加盟人员 一般是法人 所有人 
营业场所 店铺 无固定场所 

加盟报酬 加盟商自己的经营利润留存 “人头费”、入门费、认购商品、下线提成、

其他奖励 

进入门槛 较高（比如大的单店投资、加盟金） 一定的门槛费或认购商品费 

退出 不容易退出 极难退出，被“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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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特许经营和包销之间的主要区别 
 

 特许经营 包销 

费用 加盟商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 没有特许经营费用 

名义 加盟商必须使用特许人的名称 一般，不能使用产品所有者的名称 

合同 期限长，特许人单方决定合同权利大 期限一般较短，双方共同商定合同 

关系 更为稳定、紧密 不稳定、松散 

专有 加盟商只能经营特许人的产品或服务 可同时包销数家的各种不同的商品  

管理 特许人实施统一的管理、监督 卖方无权进行监督指导 

价格 一般，统一的价格由特许人单方决定 包销方可自由决定，卖方无权过问 

身份 加盟商一般必须是法人 可以是自然人 

赢利 加盟商靠经营利润 包销商靠产品差价 

培训 特许人有义务培训加盟商 卖方无义务培训人 

 

8.4  特许经营与设立分公司的比较 

分公司是总公司机体扩展的结果，企业所有权完全属于总公司所有。 
特许人和受许人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 

练习与思考 

1．指出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 本质区别各是什么，并指出这几种概念

和特许经营相比的各自利弊。 
2．特许经营还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什么？你能指出它们的区别么？ 
3．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4．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你对于特许经营的认识的启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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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特许经营的本质及其与行业关系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对特许经营的本质进行了简要的讲解。目的是使读者在历经了前面行文叙述的基础

上，更加清晰、准确、深刻地理解特许经营的深层含义。 
本章第二节主要讲述了特许经营在不同行业的大致状况，目的是使读者意识到，只要科学理解

与运用，特许经营可以在更多的行业里得到创新性地应用。 
第三节主要讲的是 热门的特许经营行业，目的是使读者掌握特许经营在行业方面的流行趋势

与欠缺的发展空间。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9.1  特许经营的本质 

总起来讲，人们对特许经营的本质认识大致有如下几种，即认为特许经营的本质是企业的一种

营销模式、扩张模式、虚拟经营、资源外取、资本运营、战略联盟、流程优化、多元化途径、个人

投资理财途径、创业方式、国策、社会经济模式、国家战略、知识管理、企业战略或企业文化的传

播等等。 
但是，特许经营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综合、扬弃、博大与再升华成就了特许经营！特许经营

的本质就是——特许经营！ 

9.2  特许经营的各行业 

一、餐饮业 
二、服装业 
三、旅店住宿业 
四、休闲旅游业 
五、汽车用品及服务 
六、商业服务 
七、印刷、影印、招牌服务 
八、家政服务 
九、人力资源中介 
十、零售业 
十一、健身美容服务 
十二、租赁业 
十三、教育培训业 
十四、婴幼用品产业 
十五、建筑装修 
十六、宠物用品及服务业 
十七、环境技术业 
十八、考试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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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电脑及网络行业 
二十、娱乐行业 
近几十年来，特许经营几乎已渗透到整个第三产业里，除了上面介绍的以外，还包括婴幼教育

服务业、图书业、花卉园艺业、摄影业、律师事务所、顾问咨询业、金融、保险服务、足底保健、

营养及服务业、唱片出租业、体检机构、环境检测与治理、视力护理、洗衣、擦鞋、婚介、眼镜、

建材、家纺、家居用品、酒吧、咖啡、茶馆、鲜花专卖、礼品、文具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除此之外，特许经营进入新领域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9.3  最热门的特许经营行业 

一、《今日美国》报道的十大 热行业 
二、国内某机构发布的《2005 年中国特许经营发展蓝皮书》推出的十大热点领域 
三、环球资源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以下五大特许经营行业尤被投资者看好（注意，这个结果

是从投资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四、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FA)主席 SidneyJ.Feltenstein 的六大领域 
五、“2004 中国南京国际特许经营暨创业商机展览会”的四大较为成熟的特许经营领域 
六、上海的某届展会的统计结果排名 
七、“2002 浙江特许经营、连锁加盟展览会”参观观众情况反馈 
八、国内某机构对历届特许经营展会的主要业态投资意向分析 
九、环球资源举办的第七届国际特许经营巡展的统计结果（多选题） 

练习与思考 

1．你认为特许经营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 
2．你认为哪个行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发展？或者，你认为哪个行业更适合于特许经营的模式。 
3．分析特许经营之所以被称为“特许经营无行业壁垒”的原因。 
4．你还能指出一种新兴的运用特许经营进行企业运营的行业例子么？ 
5．查找有关资料，回答什么是行业？在此基础上回答有人认为“特许经营是一种行业”的观

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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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特许经营利弊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第二节主要从各个角度分析特许经营本身的利弊，亦即其对于特许人、受许人和

社会的“利”以及对于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弊”。目的是使读者明白，特许经营本身总地来讲

虽然是利大于弊的，但为了真正达到利大于弊的结果，还需要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共同努力。 
本章第三节主要讲解了特许经营中的关键双方——特许人和受许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目的是

使读者充分了解特许经营本身是一个充满博弈的过程。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利，也有其弊，特许经营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也不例外。清楚

地理解特许经营的利弊，对于特许人和受许人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好处的，至少，它可以使特许人在

决定是否采取特许经营这种方式时有个衡量自己、评价实施特许经营工程可行性的依据，可以使潜

在加盟商或投资人在决定是否加入特许经营大军以及选择别的创业方式时迅速、方便、客观地作多

方的比较，从而同时减少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风险。 

10.1  特许经营的益处 

一、对特许人来说，特许经营主要具有如下益处： 

1．扩张速度快。 
2．扩张成本低。 
3．减少财政风险。 
4．提高核心竞争力。 
5．获得政府支持。 
6．加盟店经营的动力足、压力大。 
7．特许人增加了关系资源。 
8．增加收益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9．使特许人能够进入特别的市场。 
10．减少日常营运中的琐事烦扰。 
11．筹集资金。 
12．解决选址难题。 
13．各个单店的管理会有很大改善。 
14．快速塑造强大品牌。 

二、对受许人来说，特许经营主要具有如下益处： 

1．潜在受许人的创业领域大大扩大。 
2．直接受益于既有品牌和其余系列资源。 
3．受许人创业成功的机会大大增加。 
4．和独立创业付出的资金相比，加盟的方式所付出的资金可能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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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得特许人提供的一系列服务。 
6．受许人得益于特许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告和营业推广活动。 
7．受许人受益于整个体系的谈判能力和大批量购买在价格上的好处。 
8．受许人既可以保持它的独立性，又可以利用特许人总部的各种专门知识和经验。 
9．受许人的经营风险降低了。 
10．获得有价值的集体的经验交流和共享。 
11．受许人得益于特许人为改进经营，保持体系与时俱进和强大竞争性，而作的持续不断的研

究开发工作，从而使自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创新取胜。 
12．更易获得贷款。 
13．提高受许人的管理能力。在特许人的指导帮助和甚至亲自派员驻店指导下，以及通过与同

体系其余受许人的交流切磋，受许人的管理能力能得到迅速的提升。 
14．获得在以前工作中所不曾有过的满足感。 
15．受许人没有创业的孤单感。 

三、对社会来说，特许经营主要具有如下益处： 

1．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 
2．增加就业。 
3．提高创业成功率。 
4．弘扬合作精神。 
5．资源在全社会得到更优配置。 
6．发展社会经济。 
7．全社会的技术创新。 
8．知识管理与创新。 

10.2  特许经营的弊处 

一、对特许人之弊 

1．容易对有些资源失去控制并变得对受许人过分依赖。 
2．“一荣俱荣”，也容易“一损俱损”。 
3．特许经营合同限制了策略和战略调整的灵活性，使得特许人在创新性方面会受到一些束缚。 
4．当发现加盟店店主不能胜任时，无法更换。 
5．难以保证受许人产品和服务质量达到统一标准。 
6．增加了新的管理问题。 
7．损失部分收入。 
8．减少了“关系户”和潜在收入。 
9．培养自己的竞争者。 
10．泄露商业秘密。 
11．对自己品牌的削弱。 
12．外部纠纷产生的可能性加大。 
13．特许人可能招不到合适的受许人，若然，则前期的特许经营体系筹建所费的成本就成为了

完全的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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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许经营模式会限制公司及其业务范围的扩大，这是因为有些产品或服务是不能或很难“复

制”的，因此也就不适合做特许经营。 
15．成为加盟商的“替罪羊”。 
16．对网络的直接控制力减弱。 

二、对受许人之弊 

1．创业初期可能需要巨大的资金。 
2．经营过程中的持续资金压力。 
3．“一损俱损”。 
4．总部或特许人的错误会直接导致加盟店跟着遭殃。 
5．缺乏自主权。 
6．统一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会影响到受许人的生意。 
7．自己的业务发展速度过快时，总部的后续服务跟不上。 
8．为人做嫁衣。 
9．限制将来的发展。 
10．泄露商业秘密。 
11．利益分配上的不公。 
12．减少了“关系户”与潜在收入。 

10.3  特许经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特许人的权利 

（一）保留特许权的全部内容为自己的产权所有。 
（二）要求受许人遵守通常由特许人单方面拟定而不同受许人都基本相同的特许经营合同中规

定的内容，并对违反特许经营合同规定，侵犯特许人合法权益，破坏特许经营体系的受许人，按照

合同约定终止其特许经营资格。 
（三）要求受许人遵守特许人编制的特许经营系列手册。 
（四）向受许人按约定收取包括加盟金、特许权使用费、培训费、保证金等在内的特许经营费

用。 
（五）要求受许人遵照特许人制定的整个体系的“统一化”政策。 
（六）监督、检查、纠正受许人经营模式的权利。 
（七）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及相关适用法律法规中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将乙方的

特许权和加盟店相关信息进行相关披露。 

二、特许人的义务 

（一）在潜在受许人加盟前对其进行相应的本体系的信息披露。 
（二）向受许人授予包括合法注册的商标在内的特许权，并提供必要的特许经营系列手册。 
（三）持续地指导、支持和帮助受许人进行商业经营，包括对受许人开店的支持、技术等的培

训、物流配送等。 
（四）制定并实施特许经营体系的广告、宣传、促销计划。 
（五）向受许人提供统一购买的物美价廉的设备、工具、材料等，或向受许人推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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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计、构建、管理、协调与不断更新发展整个特许经营体系，制定整个特许经营体系的

发展战略，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新模式，保证整个特许经营体系的竞争力。 
（七）协调各个受许人之间的商圈冲突和区域利益。 
（八）尽力帮助受许人能按加盟承诺那样回收投资并赢利。 

三、受许人的权利 

（一）按合同约定获得对特许人体系的商标、商号、专利、经营诀窍等特许权的使用权利。 
（二）得到特许人帮助开店、在试营业期特许人派员驻店指导以及日后正常营运时督导等特许

人指导、支持和帮助的权利。 
（三）获得并使用必要的特许经营系列手册。 
（四）得到特许人产品、原材料、设备、工具等物流配送和信息提供的权利。 
（五）获得特许人统一开展的促销支持。 
（六）持续不断地获得或使用特许人开发的用于本体系加盟店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七）在特许人授权的区域内享有独家经营权并得到特许人的区域保护。 
（八）获得特许人必要培训的权利。 

四、受许人的义务 

（一）按总部定价方案制定收费标准。 
（二）按总部 VI 要求，装修营业场所及设置店招。 
（三）遵守总部的统一性要求和合同、手册规定的其他内容。 
（四）接受并配合特许人对于整个体系的管理、监督与协调。 
（五）为特许人提供的体系资料以及其他有关特许经营的信息进行保密。 
（六）维护特许经营体系的信誉，并同各种侵犯特许经营体系合法权利的行为做斗争。 
（七）在特许经营合同结束时退还特许权的相应标记物给特许人，并不得在规定期限内参与同

业竞争。 
（八）与总部保持信息、文件往来，主动沟通交流，向特许人及时提供真实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等合同约定的信息。 
（九）努力工作，争取 大的营业额。 
（十）按时交纳特许经营费用。 
（十一）听从特许人对于培训、广告、宣传、促销等活动的安排。 

练习与思考 

1．如何在特许经营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有效地扬“利”避“弊”？ 
2．在我国的实际特许经营运营中，哪些“利”体现出来和没体现出来？哪些“弊”体现出来

和没体现出来？为什么？ 
3．你认为哪些权利和义务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4．为了实现特许经营的“双赢”或“多赢”，谈谈你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 
5．各举一个成功和失败的特许经营案例，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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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特许经营的原则与统一 

[本章要点] 
本章讲述的内容除了经典的“3S 原则”和“double”原则之外，还讲述了关于特许经营的其余

一些原则。目的是使读者了解特许经营运营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特许经营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和

经验总结。 
本章第三节在讲述特许经营“统一”的利弊之后，着重讲解特许经营中的两大类统一：必须的

统一和可选择的统一。目的是使读者对特许经营的“统一”有一个全面、辨证的认识。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1.1  “3S”原则 

一、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是为了利于特许经营模式的复制、利于特许经营体系的管理和控制或保持整个特许经营

体系的一致性，这是特许经营的优势和竞争力之一，其意思就是指特许人对其业务运作的各个方面，

包括流程、步骤、外在形象等硬软方面，经过长期摸索或谨慎设计之后而提炼出的能够随着特许经

营网络的铺展而适应各个地区加盟店的一套全体系统一的模式。 

二、专业化（Specialization） 

所谓专业化，其实就是特许经营体系各基本组成部分的总体分工问题。 
特许经营体系的三大基本部分指的是特许经营总部（包括配送中心）、加盟店和区域分部。 

三、简单化（Simplification） 

指作业流程简单化、作业岗位活动简单化，由此可以使员工节约精力，提高工作效益，以 小

的时间和体力支出获得 大的效益，同时便于学习和复制。 

11.2  “Double”原则与其余原则 

一、“Double”原则 

所谓“Double”原则，意即“双重”、“双份”的原则，指的是在一个企业中，当它实施了特

许经营之后，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许多方面都由原来的单一性变成了双重性。因此，企业在实施特

许经营工程或构建特许经营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单”意识，转而树立“双”意识。 
1．产品的“Double” 
2．直接顾客的“Double” 
3．管理、营销体系的“Double” 

二、双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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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序渐进原则 

四、分散式网络经营原则 

五、大量商品批售的低成本原则 

六、特色原则 

11.3  特许经营的统一 

一、“统一”的利弊 

统一的优点亦即“克隆”的优点，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统一本身可以产生强大的广告效应。 
2．统一可以节省复制成本。 
3．统一可以确保特许人开发出来的经实践验证是非常有效的模式能够在受许人那里同样取得

成功。 
4．统一使各个单店之间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从而利于调动协作的团队意识，使诸多受许人

和单店之间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损害。 
5．统一降低了对外界采购的成本。 
6．统一有利于标准化、简单化、专业化这个特许经营体系 基本的“3S”原则的贯彻实施与

推广、深化。 
7．统一所产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局面使得特许人和受许人都把为顾客提供优质的

产品或服务作为自己的责任，因为个别单店的劣质产品或服务不但会遭到顾客的反对，就是体系内

的“自己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会强烈反对，所以这就在客观上对社会公众产生了利益。 
8．统一可以使特许人开发出的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迅速地复制到各个受许人那里，从而大

大提高整个体系改善、创新的速度和效率。 
9．统一使得特许人对于庞大体系的管理、考核与监督变得轻松、简单，从而也提高了整个体

系运营的效率。 
10．统一使各个受许人有受到来自特许人的公平待遇的感觉，这将减少受许人与特许人之间以

及受许人相互之间的猜疑，更有助于整个体系的稳定、团结发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特许经营体系的统一也是有其一些缺陷的： 
1．统一使受许人失去了许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创新的动力与机会，僵化、教条、依赖、

懒惰意识的增强显然不利于体系的成长。 
2．统一的采购增加了采购人营私舞弊、谋取私人利益、采购劣质产品的机会，使体系蒙上一

定的风险。 
3．统一扼杀了各个受许人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差别，从而人为地造成不公平和受许人的不满。 
4．统一化的管理、协调和实施需要具备额外的设计、监督技术与成本。 
5．统一限制了体系的扩张与发展，因为在那些没法实行统一的地方，特许人只能忍痛放弃。 
6．统一使许多偏爱个性的潜在受许人备感压抑，从而影响其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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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统一”？ 

一个特许经营体系的统一应该分为两类：必须的统一（necessary unification）和可选择的统一

（selective unification）。 

练习与思考 

1．简述特许经营中的基本原则都有哪些。 
2．你认为特许经营运营中还需要哪些原则。 
3．找一个成功和一个失败的特许经营企业案例，从特许经营原则的角度分析其之所以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 
4．查找特许经营企业关于“统一”的宣传资料或信息，指出哪些是必须的统一，哪些则是可

选择的统一。 
5．论述特许经营企业的“统一”和企业运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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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特许经营费用及期限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主要讲解特许经营的核心——特许权的定义、性质和包括内容等，目的是使读者清

晰地理解和掌握特许经营企业的特许权具体内容。 
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把特许经营的费用分为三类：初始费、持续费和其他费用，并对各类费用

作了进一步地讲解。目的是使读者明白特许经营中的费用构成、合理与否以及了解如何计算特许经

营费用等。 
第三节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期限及其计算方法，目的是使读者掌握特许经营期限的科学

确定方法。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2.1  特许经营费用的定义、意义及分类 

特许经营费用指的是在特许经营关系的存在过程中，为使特许经营能成功进行，受许人需要向

特许人支付的费用。 
了解和掌握关于特许经营费用的知识，比如费用的名称、类型、构成、特点、目的、数量计算、

收取方式等，对于特许人、受许人、潜在特许人和潜在受许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各种费用的性质，可以把特许经营费用分为三类：特许经营的初始费、持续费以及其他费

用。如下图所示意： 

 
 

图 12-1  特许经营费用的构成图 
 

特许经营初始费(Initial Fee, IF)或加盟金  

特许经营持续费 

(Ongoing Fees,OGF) 

特许权使用费 

（Royalty Fee, RF）  

市场推广及广告基金  

（Advertisement Foundation，AF）

其他费用 

（Other Fees, OF）

履约保证金 

品牌保证金 

培训费 

特许经营转让费 

合同更新费 

设备费 

原料费 

产品费 

特许经营的费用 

（Franchise Fees, F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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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特许经营初始费(Initial Fee,IF)或加盟金及计算 

特许经营的初始费即加盟金，指的是特许人将特许经营权授予受许人时所收取的一次性费用。

它体现的是特许人所拥有的品牌、专利、经营技术诀窍、经营模式、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加盟金由三部分组成或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即加盟金的数额是由特许人的前期支持成本、特

许人的期望利润以及加盟金调节系数这三个方面决定的，见下图： 
 

 
图 12-2  加盟金的构成 

 
如果用函数的形式来表示就是： 
加盟金=f（特许人的前期支持成本，特许人的期望利润，加盟金调节系数） 
或 
IF=f(C,P,α) 
如果我们用 C 表示特许人的前期支持成本、P 表示特许人的期望利润、α表示加盟金调节系数

（其值位于 0.1 之间）的话，那么加盟金 IF（Initial Fee）就由下述两个公式决定： 
IF=（C+P）α   （0≤α≤1，P≥0） 
IF≥C 

12.3  特许经营持续费(Ongoing Fees，OGF)及计算 

特许经营的持续费指的是在特许经营合同的持续期间，受许人需要持续地向特许人交纳的费

用，它主要包括两类：特许权使用费和市场推广及广告基金。 
（一）特许权使用费（Royalty Fee, RF） 
按照营业收入的比率收取权益金的方式更为流行： 
RF=β·T 
其中，T 代表营业收入（taking），β代表收取的比率，通常为 1%～10%。 
对于有服务类项目的特许经营而言，权益金的收取更宜采用定额定期制。 
权益金比率还可能是一个变量。 

加盟金 

特许人的前

期支持成本 
特许人的期

望利润 

加盟金调节

系数 

C P 

IF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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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推广及广告基金（Advertisement Foundation，AF） 
指的是由特许人按受许人（加盟商）营业额的一定比例或某固定值而向受许人（加盟商）收取

的费用所组成的基金，该基金一般由特许人统一管理或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共同管理，受许人（加

盟商）使用该基金需时向特许人提出申请，由特许人审批和统一规划。该基金主要用于特许经营体

系（包括特许人和受许人）的市场推广和对外广告宣传方面。 
收取的比率基础为营业收入而不是利润： 
AF=γ·T 
其中，T 代表营业收入（taking），γ代表收取的比率，通常为 1%～5%。 

12.4  特许经营中的其他费用（Other Fees,OF） 

特许经营费用除了上两类 基本的费用外，还会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费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费用并不是特许经营这种模式所独有的费用，即使在其他契约式的经营模式里，比如经销、代理等，

这些费用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些其他的费用并不是每个特许人都要收取的，因特许人的不同

而不同。同时，这些费用的收取数量也并没有严格的计算方法，而只是一些行业惯例或纯粹就是特

许人的主观决定。 
这些费用有履约保证金、品牌保证金、培训费、特许经营转让费、合同更新费、设备费、原料

费、产品费等。 
除了上述这些费用外，一些盟主还会向加盟商收取其余的费用，比如 7-11 总部会向加盟商收

取定期盘点服务费，麦当劳会向其加盟商收取房租，有的特许人会要求受许人为总部派给加盟店的

驻店指导人员支付薪水和出差补贴，有软件许可的特许人还会收取软件的许可费用等。 
综上所述： 
FF=IF+OGF+OF 
=（C+P）α+(RF+AF)+OF 
=（C+P）α+(β·T+γ·T)+OF 
=（C+P）α+(β+γ)T+OF 
通常情况下要满足的条件为：0≤α≤1；P≥0；IF≥C；1%≤β≤10%；1%≤γ≤5%。 

12.5  特许经营费用的组合 

特许经营费用的组合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比如包括如下的几条： 

一、平衡原则 

1．前多后少。 
2．前少后多。 
3．前后均衡。 

二、动态原则 

三、个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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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特许经营期限及计算 

特许经营的期限指的是一个加盟期的长度，即特许经营双方缔结一次特许经营合同所规定的合

同持续时间，一般以“年”为单位。 
一个合理的特许经营加盟期应该有两段时间组成，即： 

加盟期=投资回收期+赢利期 
赢利期的长短，它并不完全取决于特许人的主观意愿，而还要受一些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比

如加盟金、加盟店赢利率、行业更新性、体系成熟度、竞争等。 

练习与思考 

1．为本章所描述的各类特许权类型各找一个具体的特许经营企业实例。 
2．请思考：如何为一个准备开展特许经营的企业设计特许权？ 
3．查找一些特许经营企业的收费资料，然后讨论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成分。 
4．请思考如何计算特许经营费用。 
5．请思考，为什么有的特许人收取零加盟金和权益金呢？ 
6．请思考，你认为应如何计算出一个科学的特许经营期限呢？ 
7．试分析中外同种行业之间加盟期区别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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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特许权及管理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主要讲解特许经营的核心——特许权的定义、性质和包括内容等，目的是使读者清

晰地理解和掌握特许经营企业的特许权具体内容。 
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把特许经营的费用分为三类：初始费、持续费和其他费用，并对各类费用

作了进一步地讲解。目的是使读者明白特许经营中的费用构成、合理与否以及了解如何计算特许经

营费用等。 
第三节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期限及其计算方法，目的是使读者掌握特许经营期限的科学

确定方法。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3.1  特许权的定义、分类及组成 

简单地讲，特许权就是特许人授予受许人的某种权利，受许人可以在约定的条件下使用特许人

的某种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特许权可以是单一的元素，如商标、专利等；也可以是若干业务

元素的组合，如某产品制造方法、销售方法等；还可以是所有业务元素的组合（一套完整的经营模

式），如快餐店的经营模式、洗衣店的经营模式等等。 
不同类型的特许经营所对应的特许权主要内容分别为： 

一、商标特许经营。 

其特许权主要内容为： 
1．注册商标； 
2．适用规定。 

二、产品特许经营。 

其特许权主要内容为： 
1．产品系列名录； 
2．销售价格体系； 
3．销售方式； 
4．售后服务。 

三、生产特许经营。 

其特许权主要内容为： 
1．生产工艺； 
2．关键技术； 
3．主要设备； 
4．厂房要求； 
5．现场管理系统； 
6．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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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特许经营。 

其特许权主要内容为： 
1．品牌名称； 
2．品牌标识（颜色、图形、代表物等）； 
3．品牌标语； 
4．品牌形象代表； 
5．品牌定位； 
6．品牌所代表的品质； 
7．品牌所代表的实力； 
8．品牌所代表的发展趋势。 

五、专利及商业秘密特许经营。 

其特许权主要内容为 
1．对应的专利或商业秘密。 
2．适用规定。 

六、经营模式特许经营： 

因为经营模式特许经营特许出去的是一个整套的运作方案，或者说，特许经营的内容其实就是

建立并运营一个成功单店所需要的全部硬件和软件。因此，经营模式特许权的内容就可以分为以下

三个基本部分： 
1．硬件或有形部分 
主要包括有关一个单店运营的产品、原料、设备、工具、单店的 VI、SI 等。 
2．软件或无形部分 
主要包括品牌、MI、BI、AI、BPI、专利、技术、诀窍等。这些通常是特许权的核心部分，因

为无形资源的价值通常要大于有形的部分。 
3．特许权的约束 
特许权的授予还要有特许人附加的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比如时间限制、区域限制、数量限制、

再特许限制等。 

13.2  特许权的开发与规划 

13.3  特许权的“生产” 

13.4  特许权的“营销” 

13.5  特许权的“定价” 

除了具有“价格”的共性之外，“特许经营费用”这个特许权的“价格”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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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着一些本质的区别的。 

一、特许权的“定价”目标 

1．尽可能多地吸收受许人。 
2．实现特许经营费用的利润 大化。 
3．质量领先 

二、特许权的“价格弹性” 

一般而言，其价格弹性是大于 1 的，即它属于价格富有弹性的一类。 

三、特许经营费用的底线——特许权的成本——估算 

要注意的是，特许人的前期成本中，有些成本是专门为某加盟商做的，容易计算。但有些成本

则是需要分摊到众多加盟商身上的。 

四、特许权“定价”的方法 

（一）成本导向定价法 
（二）需求导向定价法 
（三）竞争导向定价法 

五、特许权“定价”的基本策略 

（一）折扣定价策略 
（二）地区定价策略 
（三）心理定价策略 
（四）习惯性定价 
（五）系列定价 
（六）新兴的特许权“定价”策略 

六、特许权的“价格”变动原因 

七、潜在加盟商对于特许经营费用变动的反应 

八、企业对竞争者特许权“价格”变动的反应 

13.6  特许权的全面质量管理 

练习与思考 

1．谈谈你对特许权的理解。 
2．简述如何进行特许权的开发与规划？ 
3．简述如何进行特许权的“生产”？ 
4．简述如何进行特许权的“营销”？ 
5．简述如何进行特许权的“定价”？ 
6．简述如何进行特许权的全面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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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特许经营手册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手册的定义、意义、分类，以及手册编制的时间管理、人员管

理、成本管理、数量管理、计划和控制管理、交付管理，同时，本章还对手册编制的技巧和原则进

行了讲解。目的是使读者对特许经营的手册既有宏观的认识，也有微观的体会，并能够运用所学的

基本知识来实际从事特许经营的编制工作。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4.1  手册的定义及意义 

所谓特许经营手册，指的是特许人所编制的一系列指导、规范、监督、考核、介绍特许经营体

系并使之顺利运营的文件，是特许人对于自己的特许经营业务的全面性的知识、经验、技能、创意、

状况等的文本、图形或甚至音频、视频等体现，是特许人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的物化形式。它

们可以有多种的分类方式，比如可以分为《加盟指南》、单店系列手册、分部或区域加盟商系列手

册、总部系列手册等四大部分。 
无论对于特许人，还是对于受许人，手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对特许人而言，手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营上的意义 
1．手册是特许人的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 
2．手册是特许经营“复制”、“克隆”、统一化的依据和保障 
3．手册是培训受许人的主要教材 
4．手册是提升特许经营体系质量的有效手段 
5．手册是招募加盟商的有力手段 
6．手册是个人资源公司化的有效手段 
（二）安全上的意义 
1．保证经营安全 
2．保证知识安全 
（三）法律上的意义 

二、对受许人而言，手册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4.2  手册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特许经营的系列手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下面仅举几个常用的例子： 

一、按主要使用者分 

1．加盟指南。 
2．总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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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或区域加盟商手册。 
4．单店手册。 

二、按主要形成来源分 

1．设计型手册 
2．总结型手册 
3．混合型手册 

三、按具体内容分 

按照手册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把手册划分成更详细的结果，比如《公司介绍手册》、《MI
手册》、《BI 手册》、《VI 手册》、《SI 手册》、《AI 手册》、《BPI 手册》、《特许权要素及

组合手册》、《单店开店手册》、《单店运营手册》等。 

四、按内容表现的主要形式归属 

系列手册可分为结论型手册、方法型手册和原因型手册等三个基本类型。 

14.3  手册编制的时间管理 

一、手册的编制开始阶段 

每本手册的编制开始阶段都不尽相同，它因不同的手册、不同的特许经营体系构建阶段、不同

的人员资源状况、不同的需求紧迫度、不同的资源投入等而有不同。因此，系列手册的编制是一个

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经过企业的项目规划来一步一步地实施，它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 

二、手册的编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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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手册编制的先后顺序 
 

具体到某一本手册的编制，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可以把手册的全部编制流程划分为五个大的

阶段：确定目录、填充内容、完成初稿、实际验证、持续修改。 

三、手册的阶段性完成时间 

《公司介绍手册》 

《MI 手册》 

《特许权要素及组合手册》 

《BI 手册》、《VI 手册》、《SI 手册》、《AI 手册》、《BPI 手册》 

《单店运营手册》 

《单店开店手册》、《单店常用表格》、《单店店长手册》、

《单店员工手册》、《单店技术手册》、《单店制度汇编》 

《总部总则》 

《分部运营手册》 

《总部组织职能手册》 

《总部人力资源管理手册》、《总部行政管理手册》、《总部财务管理手册》、《总部商品管理手册》、《总部产

品知识手册》、《总部样板店管理手册》、《总部物流管理手册》、《总部信息系统管理手册》、《总部培训手册》、

《总部市场推广管理手册》、《总部产品设计管理手册》、《总部产品生产管理手册》 

《加盟指南》（含“加盟申请表”）、《加盟常见问题与解答》 

《总部招募管理手册》、《总部营建管理手册》、《总部督导手册》 

《总部销售管理手册》 

《总部 CI 及品牌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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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手册的初稿编制时间 
单位：工作日数 

序

号 手册名称 时间
序

号
手册名称 时间

1 《公司介绍手册》 4 20 《总部组织职能手册》 3 
2 《MI 手册》 3 21

《总部财务管理手册》 3 

3 《BI 手册》 7 22 《总部商品管理手册》 3 
4 《VI 手册》 21 23 《总部产品知识手册》 3 
5 《SI 手册》 15 24 《总部样板店管理手册》 6 
6 《AI 手册》 3 25 《总部物流管理手册》 3 
7 《BPI 手册》 7 26 《总部信息系统管理手册》 3 
8 《特许权要素及组合手册》 3 27 《总部培训手册》 3 
9 《单店开店手册》 6 28 《总部市场推广管理手册》 3 

10 《单店运营手册》 10 29 《总部产品设计管理手册》 3 
11 《单店常用表格》 6 30

《总部产品生产管理手册》 3 

12 《单店店长手册》 6 31 《加盟指南》（含“加盟申请表”） 6 
13 《单店店员手册》 6 32 《加盟常见问题与解答》 6 
14 《单店技术手册》 6 33 《总部招募管理手册》 6 
15 《单店制度汇编》 3 34 《总部营建管理手册》 6 
16 《分部运营手册》 6 35 《总部督导手册》 6 
17 《总部总则》 3 36 《总部销售管理手册》 6 
18 《总部人力资源管理手册》 3 37 《总部 CI 及品牌管理手册》 6 
19 《总部行政管理手册》 3    

14.4  手册编制的人员管理 

一、手册的编制需要“文”者、“武”者的协作 

二、手册编制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三、手册编制组人数的确定 

一般在 4、5 人到 7、8 人之间比较适宜。 

四、自己编制手册和请外在顾问编制的比较 

表-2  自己编制手册与聘请外在顾问编制手册的利弊对比 
 

自己编制手册 聘请外在顾问编制手册 
 直接、明显的成本较低 
 手册的泄密性低 
 可以立即开展工作 

 手册质量较好 
 外在顾问的编制手册的经验可资借鉴 
 企业比较省心 

 手册质量不能保证 
 有的编制工作很难独立完成 
 手册的编制工程容易出问题 

 直接、明显的成本较高 
 聘请水平差的顾问的风险 
 企业秘密外泄可能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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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册编制者的工作地点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划分手册的编制过程的话，我们可以把手册的编制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

是初稿完成阶段，第二是持续的修正和完善阶段。在前一阶段，编制者的工作地点更多地是在办公

室里或室内，后一阶段，因为是手册要放到实际中去验证、去修改，所以编制者的工作地点更多地

应是在现场。 

六、修正、完善手册的人员安排 

两种不同的手册修正与完善的基本方法是：谁写的初稿，谁负责修正与完善；集中指派固定人

员来负责修正与完善。 

14.5  手册编制的成本和数量管理 

一、编制手册的成本 

一般而言，手册编制的直接和明显成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为了 大限度地节省费用，

企业应在这几个方面下手：编制人员的报酬、必需的办公费用、资料费用、公关费用、出差费用、

外包费用等。 

二、手册数量的确定 

以需定产。 

14.6  手册编制的计划和控制管理 

一、手册编制的计划 

在编制系列手册的工作中，计划的内容主要有： 
（1）确定要达到既定的目标。 
（2）确定计划所包含的所有活动。 
（3）确定实施计划及完成各项活动的具体方法。 
（4）确定编制计划中各活动的逻辑顺序以及具体的实施时间。 
（5）确定计划实施期间的各种资源的需求数量及时间。 

二、手册编制过程的控制 

在控制中需要特别注意： 
（1）连续控制。 
（2）全员控制。 
（3）正确设定报告期（report period）。 
（4）及时收集实施信息。 
（5）将各种变更随时反映到计划中。 
（6）合理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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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手册的交付管理 

一、付给单店加盟商的手册 

通常，特许人交付给单店加盟商的手册分为两类：一类是“应该交付的”；另一类是“可以交

付的”。 

二、交付给分部加盟商的手册 

对于区域加盟商而言，除了接受单店加盟商的手册之外（接受规则同单店加盟商），还应得到

《分部运营手册》。 

三、手册交付给加盟商的时间 

不同的手册的交付时间并不完全相同。 

四、交给加盟商的手册形式 

虽然纸质的成本要比电子版的高出许多，但通常，特许人企业交给加盟商的手册 好是纸质的，

不要轻易交给电子版。这是因为电子版的传播速度快、复制方便、容易泄露，不利于企业知识产权

的保护。 

14.8  手册的编制技巧 

一、正确使用手册模板 

二、全面调用各种工具 

三、巧妙借用网络资源 

四、合理分配图表和文字 

五、清晰区分手册的不同版本 

1．在手册的封面边角上打上标记：比如以符号“××-××-××-××-”来表示。 
2．直接在手册的名称后面或封面边角上加个后缀。 
3．为每本手册准备一个专门的文件夹、盒或柜。 
4．在电脑上的文档管理可以采用更方便、更科学的方法。 

14.9  手册的编制原则 

一、特许经营系列操作手册应突出特许经营的本质 
二、手册要便于使用和具有实用性 
三、编写受许人用手册时既要能准确表达“神许”之“神”，又要有保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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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立变化观念，编写动态手册 
五、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 
六、理论与实战相结合的原则 

练习与思考 

1．除了书中所讲的以外，你认为手册的意义还有哪些？ 
2．除了书中的分类以外，你认为手册还可以按照什么标准分成哪些类别呢？ 
3．利用手册编制的时间管理的基本原理，为某特许人企业设计一个手册编制的时间计划表。 
4．在手册编制的人员管理方面，你认为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5．请思考，在满足质量和时间的前提下，如何使手册编制的成本 小？ 
6．请谈谈你对手册的数量管理的认识，要求与书中所讲的不同。 
7．请思考，在手册编制过程的控制管理中，主要应控制的是哪些内容呢？  
8．请思考，在手册编制的交付管理方面，你认为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9．请思考，手册的内容排版方面有些什么技巧呢？ 
10．除了书中所讲的以外，你认为在手册的编制过程中，还要注意哪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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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特许经营法律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首先讲述了国内外在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概况，总结出了各自的发展特点。

然后，本章重点讲述了特许经营中 常用和 主要的三个文件：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特许经

营辅助合同，为了方便读者有感性和直接的认识，叙述中按照标准 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及辅助

合同的格式来逐一讲解。 后，为了使读者有感性的认识以及在实际操作中更方便地进入实战，本

章在 后几节展示了若干合同的范本供读者学习、研究和使用时参考。 
本章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了解特许经营在国内外的法律法规建设状况，以及基本掌握如何撰写

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与辅助合同。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5.1  国外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发展概览 

一、具有全国性的或统一的特许经营专门性法律法规 

全世界的第一部特许经营方面的专门性法律产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时间是 1971 年，名称

是《特许经营投资法（Franchise Investment Act）》。目前，就全世界而言，美国在特许经营法律

法规的制定与颁布方面是 早、也是 为全面的。 
目前，欧盟的特许经营立法工作主管机构是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特许经营的立法属于欧盟竞

争法中所谓的“纵向协议(Vertical Agreement)”立法部分。 
巴西于 1994 年 12 月 15 日就颁布了第 8955 号法令对特许经营立法。 
澳大利亚于 1998 年起实施强制性的《特许经营行为守则》。 
意大利政府于 2004 年 5 月 6 日通过了第 129 号法——《规范特许经营法》，并于 2004 年 5

月 24 日起正式生效。 
韩国的制定有专门的《特许经营公平交易法》。 
墨西哥也拥有自己的一部专门的“特许经营法”。 

二、有特许经营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但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区性的 

比如加拿大虽然没有制定针对特许经营的全国性法律法规，但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却制定有

具体的特许经营法。其中，阿尔伯塔特许经营法（Alberta Franchises Act）于 1995 年 11 月 1 日起

开始实施，安省参照阿省制定了特许经营法并于 2001 年 1 月 31 日起开始实施。 

三、没有专门的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特许经营市场主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管理和规范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世界上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制定专门的特许经营法律法规，这是

一股不可逆转的主流。比如随着特许经营市场的发展，印度开始制订特许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近

几年，中东欧国家如拉脱维亚等国也纷纷就特许经营进行立法。我国政府也在抓紧制定特许经营的

专门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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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中国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发展概览 

在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非常落后。 
总起来讲，我国在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1．起步晚。 
2．步子慢。 
3．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渐从多以“连锁”为名的状态，转向明确地提出“特许经营”。 
4．没有“专门”，只有“相关”的特许经营法律法规。 
5．部门、地区与行业性的规定和全国性的、综合性的规定同时并存，充分体现了特许经营（及

连锁）在政府管理上的多重特征。 
6．对于连锁的管理正逐步从强调个别职能，转向全盘化的管理。 
7．对于特许经营的管理性法律法规出台频率正逐渐减少。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中国制定专门的特许经营法是大势所趋，具有相当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是管理、规范和促进中国特许经营市场走向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 

15.3  特许经营中的法律性文件 

 
 
 
 
 
 
 
 
 
 
 
 
 
 
 
 
 
 
 
 
 
 
总之，作为一个完整、规范的特许经营企业而言，她的特许经营法律文件必须包含上述的这些

类型。 

广义的特许经营合同 

特许经营主合同 
（狭义的特许经营合同）

特许经营辅助合同 

单店特许经营合同 

区域特许经营合同 

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防止腐败合作协议 

软件许可与服务协议 

市场推广与广告基金管理办法 

竞业禁止协议 

保证金协议 

供货合同 

加盟意向书 

单店店面转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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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统一特许经营提供公告(UFOC) 

在内容方面，一份标准的符合法律规定的 UFOC 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联邦贸易委员

会封页，目录，包含 23 个条目的具体内容，以及附件。 

15.5  特许经营主合同 

一、合同引言 

主要说明的是特许人的特许权内容、声明特许人的商标是已经注册过的合法商标、以及本合同

的意图。 

二、合同中关键用语释义 

说明下文中的一些简略词的准确全称，比如合同里常用的“甲方”、“乙方”、“非独占许可”、

“特许人的标志”、“特许业务”、“生效日”、“加盟店店长”等。 

三、合同的主体部分 

合同内容的主体部分共有二十二条，分别是： 
第一条  特许授权的内容 
说明该特许权的授予对象、内容、时间期限等限制，以及合同续签等事项。 
第二条  加盟店的所在地点 
说明加盟店的具体地址与要求，以及加盟店地址的变更办法、程序、条件等。 
第三条  特许费用 
主要说明应交纳的特许经营费用的名称、内容、数额、交纳的具体办法以及未交的惩罚措施等。 
第四条  特许人的权利 
主要是说明特许人的对于受许人的监督和收取相应特许经营费用等的权利。 
第五条  特许人的义务 
主要说明特许人在受许人开业前后所应尽的义务，比如培训、开店指导、商品配送、广告宣传等。 
第六条  受许人的权利 
主要包括受许人有权使用特许人授予的特许权、获得特许人提供的支持、指导和帮助的权利等。 
第七条  受许人的义务 
主要包括受许人的按规定支付特许经营费用、按特许人 CIS 及手册规定建设单店、按特许人约

定运营单店、维护特许人的商标及声誉、遵守特许人单店手册的运营规定、接受特许人的监督与管

理、保守商业秘密、同对特许人的商标侵权做斗争等义务。 
第八条  特许人声明 
主要是确认特许人关于自己在本合同中的关于商标、合同限定内容以及对签约人的授权等。 
第九条  受许人的声明 
主要是确认受许人对单店地址、加盟意图、遵守手册、对签约人的授权、对合同的认识等方面。 
第十条  当事人关系 
合同的本条款旨在说明，受许人是且应为一个独立的缔约方，且本合同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在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建立代理人、联营关系或共同投资人关系。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特许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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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许人皆不得以对方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开展活动，或承担对方的各项债务及相关财产责任。

未经特许人的许可，受许人不得为他方的债务提供保证。 
第十一条  合同权益的转让 
说明受许人转让该合同时的条件、程序、交纳给特许人的费用等有关特许经营合同的转让事宜。 
第十二条  特许人保留的权利 
主要是阐明并确认特许人关于其特许权内容的权利，比如在受许人确认及同意的条件下，特许

人有权随时修改和补充其按照本合同授权受许人使用的特许经营体系模式，以及在本合同有效期间

内，对特许经营体系所做的任何及所有改进应归特许人所有并以特许人名义就该改进部分取得相应

的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等。 
第十三条  合同的终止 
主要是说明不同的合同终止方法的缘由及相应的程序、结果措施等，既包括特许人的终止，也

包括受许人的终止，既有正常的终止、也有非正常的终止。同时本条款还对在合同的不同终止情况

下特许人和受许人各自应负的责任进行说明。 
第十四条  合同终止后受许人的义务 
主要是说明本合同因故（包括期满或提前终止）终止时，受许人应尽的义务以及未尽义务时的

惩罚办法。受许人的义务比如有应清欠付特许人的所有特许费用、立即并永远停止使用所有特许人

体系的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在规定期限内将含有特许人标记的物项退还特许人、尽快并永远

停止以特许人加盟店名义进行对外活动等等。 
第十五条  违约责任 
本条款主要是说明特许人和受许人各自在不同情况下的违约时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 
主要是对“不可抗力”进行定义，并说明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各方应采取的措施以及不可抗

力时合同的部分或全部义务可能被免除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争议的解决 
主要说明双方在发生争议时的解决原则、办法、程序等。 
第十八条  可分割性 
主要是说明如果本合同的某一或若干条款在任何方面无效、非法或无法执行，这些无效、非法

或无法执行的条款或部分将视为从未包括在本合同中。其他条款的效力不变，同时具有法律效力，

并可执行。 
第十九条  通知 
主要是说明在本合同项下应发出的通知的格式、时间、方式等要求，以及特许人和受许人各自

的接收通知的具体地址的邮编、传真号、收件人以及地址变更的应对事项等。 
第二十条  对合同的弃权 
主要是说明特许人和受许人对于弃权的约定，比如规定：合同中的任何一方对于对方任何违反

本合同规定的弃权不应当视为对任何后续违约或其他类似违约的弃权。 
第二十一条  对合同的修改 
说明合同修改的条件、内容及程序等要求。 
第二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 
包括附件说明、本合同适用法律、合同的有效期、份数、解释权等。 

四、合同的附件 

通常可以包括特许人单店的经营范围及工作程序、特许人的部分手册目录、加盟店设计图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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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 

15.6  特许经营辅助合同 

但由于特许经营商业模式的独特性，在特许经营中的辅助合同里，还有其余非特许经营商业所

没有的一些具有特许经营特色的合同，比如商标许可合同、防止腐败合作协议、软件许可与服务协

议、市场推广与广告基金管理办法、保证金合同、竞业禁止协议等。 

15.7  单店特许经营合同实例 

15.8  区域特许经营合同实例 

15.9  市场推广与广告基金合同实例 

15.10  加盟意向书实例 

15.11  保证金合同实例 

15.12  商标许可合同实例 

练习与思考 

1．除了本章中所列出的国内外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特点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特点呢？ 
2．查找并比较不同国家在特许经营专门法律上的异同。 
3．请比较我国政府先后颁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试行）》，指出其中的异同，并分析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 
4．虚拟一个特许经营企业，然后为之撰写一份 UFOC 和特许经营合同。 
5．中国的特许经营企业虽然没有被强制以一个规定的形式出示 UFOC 文件，但在实质上却被

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文件或其他形式，亦即也需要出示，请你列出这些包含了 UFOC 内容的例子。 
6．试比较中外特许经营合同的异同。 
7．试论特许经营辅助合同的意义所在。 
8．请思考，特许经营的辅助合同具体有些什么合同呢？列出这些合同的名称来。 

 [案例]  全面“权利”管理——坚持科学的维权之道 

一、“永和豆浆”品牌之争的案例背景 
二、全面“权利”管理——坚持科学的维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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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思考 

1．查找相关资料，然后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你认为上海弘奇公司应该汲取的教训还有哪些？ 
2．从上海弘奇公司的案例来看，为了中国特许经营的发展，我们需要在宏观和微观的哪些方

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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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特许经营关系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主要是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性讲述的基础上，给出了特许经营关系的定义以及研

究特许经营关系的意义所在， 后，强调指出受许人是一种不同于雇员和独立雇主的第三种职业生

涯。目的是使读者了解特许经营关系的基本知识。 
本章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特许人和受许

人在每个阶段所应采取的相应策略。目的是使读者全程地了解特许经营关系的发展演变，以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来维护和谐、共赢的特许经营关系。 
第三节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解了为了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特许人、受许人和政府

等相关各方应如何做。目的是使读者了解一些建设良好特许经营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6.1  关系及意义 

一、什么是关系？ 

关系的一般含义是指人和人、人和事物、事物和事物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客观联系或其

联系的状态。在社会学里认为，关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只要

有人存在，就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存在；只要有人的交往，就存在着关系的发生、发展、

终止等变化。 

二、什么是特许经营关系？ 

本书讲的特许经营关系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即所谓特许经营关系，指的是特许人和受许人（包

括潜在受许人）双方从知道对方的存在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建立、发展、维护关系的活动，包括进

一步搜集信息、筛选、比较，首次接触，咨询、见面、互相考察，谈判特许经营合同，签订特许经

营合同，培训、支付特许经营费用、营建加盟店，加盟店开业，加盟店正常营运，一直到双方特许

经营合同终止或重新续约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特许经营关系包括特许人和受许人（包括潜在受许人）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合作

关系、竞争关系、人际关系、冲突关系等等。 

三、研究特许经营关系的意义 

（一）减少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冲突。 
（二）确保双方各自的成功。 
（三）便于双方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战略。 
（四）便于用全面质量管理的思维来经营特许经营关系。 

四、受许人是一种新的职业生涯 

受许人既不是完全的受雇于特许人的雇员，也不是独立的雇主。而是一种介于雇员和独立雇主

之外的第三种新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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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 

 

图 16-1  特许经营关系的一个生命周期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画出不同的特许经营关系曲线，比如，如果以时间

为横坐标、以双方的友好和谐度为纵坐标（值越大，双方关系越是友好和谐），那么我们就可以得

到如下的特许经营关系中的友好和谐度曲线图，如下： 
 
 
 
 
 
 
 
 
 
 
 
 
 
 
 
 
 
 
 
 
 
 

图 16-2  特许经营关系中的友好和谐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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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选取了别的因素（比如时间长度、特许人付出成本、双方之间的信任度、受许人加盟店

的利润、冲突程度、参与关系的人数等等）作为纵坐标，我们还可以画出更多的曲线图出来，这些

曲线图所反映的特许经营关系过程中的因素变化轨迹对于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战略、战术决策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16.3  如何创造并维持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 

首先，特许经营的双方必须了解特许经营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冲突原因。 
为了创造并维持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下面几点都是必须的： 
一、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特许经营关系的大环境 
二、“先合同，后感情”的基本原则 
三、良好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四、良好关系的前提、中心和关键是“加盟商成功” 
五、全面“关系”管理 

练习与思考 

1．试述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 
2．什么叫特许经营关系？它与其余商业关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3．请思考：为什么特许经营关系的起始点是知道对方的存在？ 
4．参照友好和谐度曲线图，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画出另外 1 条特许经营关系的曲线图。 
5．分析为什么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受许人为什么不是独立的雇主？ 
6．试从别的几个角度来分别描述，如何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 



特许经营管理 

 1537

第 17 章  特许经营的未来 

[本章要点] 
本章第一节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上关于自愿连锁、直营连锁与特许经营谁是未来连锁业态主流的

争论的介绍，说明了特许经营才是未来连锁业态的主流。目的是使读者对连锁业态形成正确、科学

的认识。 
本章第二节主要是对特许经营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它所展示给读者的是一幅特许经营在

明天的场景。目的是使读者了解特许经营的未来，从而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学习和研究特许经营。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7.1  直营、自愿和特许，谁是未来主流？ 

1．对任何商业模式，我们都要全面、辨证、客观地看待，我们既不能因为有些企业采用这个

模式取得了成功，就大肆预言其是“主流”，也不能因为个别企业的失败，就对其予以全盘否定。 
2．从历史长河以及全世界的整体局面来看，虽然特许经营在未来商业模式中的主流地位是显

而易见的，但是， 适合你的模式却未必一定是特许经营，如果恰当运用，自愿连锁、直营连锁也

可以为你带来巨大的成功。 
3．目前社会上会有这么多的人、企业和组织对特许经营持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也说明，

我们的特许经营理论推广、知识普及的任务需要加大、加深。否则的话，因为对特许经营理论、技

术、知识和方法的不熟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逃避特许经营，回归直营，越来越多的人会对特许经

营丧失信心，那么结果就显而易见了，特许经营这样一种优秀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在中国失去生存和

发展壮大的土壤，而因此受到的损失将至少包括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17.2  特许经营的未来展望 

一、行业将更加广泛，特许范围不断拓宽 
二、作为特许经营加盟双方联姻性质的中介将逐步脱离政府和垄断行为，更多的国家化、市场

化因素成为趋势 
三、特许经营的国际化趋势 
四、高科技成果的广泛采用 
五、特许经营与相关行业的结合日益紧密 
六、顾问咨询由律师转向经营管理 
七、知识管理战略进入特许经营的运营 
八、特许经营的“统一”将有机地与多样化、本土化结合起来 
九、加盟商的多盟主化成为新趋势 
十、特许企业的联合兼并日益加剧 
十一、品牌合作的特许经营 
十二、妇女和社会少数群体正日渐成为特许经营队伍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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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与思考 

1．搜集主张直营为主和加盟发展为主的不同企业，研究其之所以作出“为主”战略的原因，

并指出其正确和错误之处。 
2．你认为自愿连锁会是中国连锁业发展的未来主流吗？为什么？ 
3．除了书中所讲的之外，你认为特许经营的未来发展还将存在什么样的趋势或特征呢？ 
4．搜索社会上一些企业对于特许经营模式的抱怨，研究应如何解决这些所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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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国际特许经营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讲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特许经营也必然要走国际化途径的

事实和内在规律，因为特许经营本身的契约性特征，所以在本章的 后，亦即第四节还对国际化特

许经营过程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目的是使读者认识到，特许经营的国际化既是一

个必然的现象，同是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因为国际化的特许经营有自己许多新的特点和方式。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18.1  特许经营国际化现状 

今天，世界各国都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友好的政策来推进特许经营的国际化。比如在 2003 年，

按照加入 WTO 的承诺，我国也将全面放开国外特许经营进入的中国限制。因此，在国外特许人准

备大举进军中国的时候，研究和掌握特许经营的国际化知识将是我国特许经营业界的必修课。 

18.2  特许经营国际化的原因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带动 
二、各国特许经营发展土壤的形成 
三、特许经营的本性也使其国际化成为必然 
四、制造商借助特许经营体系 
五、海外旅行的普及和通讯、交通的发达 

18.3  特许经营国际扩张的方式 

一、设立独资经营的业务 
二、直接出售特许权 
三、设立分支机构 
四、设立子公司 
五、通过总特许安排，设立子特许人（或次特许人） 
六、建立合资企业 

18.4  国际特许经营涉及的法律问题 

1．双方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实质。 
2．政府的态度。 
3．竞争法。 
4．不公平竞争。 
5．工业和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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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法。 
7．特殊的特许法。 
8．特殊行业法。 
9．货币管制和支付年金的限制。 
10．进出口管制。 

练习与思考 

1．请为上述关于特许经营未来的预测查找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料。 
2．除了上述这些特许经营的未来描述之外，你认为未来的特许经营还可能有什么趋势呢？ 
3．搜集有关国际化的资料，写出一篇关于国际化方面的小论文，其内容主要应包括国际化的

由来、原因、特点和应对方式等。 
4．谈谈你对特许经营国际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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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篇Ⅰ：成功构建特许经营体系五步法 

本篇的第一个主要内容是详细地讲解了如何构建一个成功特许经营体系的五大步骤，并按照严

格的时间顺序来描述。目的是使读者可以迅速、方便地按照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step by step 地实施

企业特许经营扩张的计划。每一大步骤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也在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讲解或渗透，比

如项目管理、商业计划、市场调查、竞争者分析、企业文化、全面质量管理等，这些也都是特许经

营的业内人士所必须熟悉的内容。 
本篇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详细地讲述了为了成功加盟，潜在加盟商或投资人而必须于事前、事

中和事后知道的信息，包括全面客观认识特许经营、成功特许经营的特征、受许人与独立创业人的

不同、受许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资源、成功购买特许经营权的九步攻略、受许人如何制定特许经营商

业计划以及如何外取创业所需的财务资源等，目的是使读者掌握成功加盟、规避特许陷阱的切实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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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成功构建第一步：特许经营准备 

[本章要点] 
本章首先介绍了企业实施特许经营工程或体系构建前如何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同时列举了两个

企业项目中的市场调查方案和内部访谈调研提纲的实际例子，目的是使读者可以依靠本文所讲的方

法和步骤进行企业的特许经营可行性分析并编制特许经营战略规划。 
然后，本章讲解了特许经营项目组的组建以及特许经营工作计划的制定详情，并以某特许经营

体系构建的五步法项目工作全程规划书作为实际例子，目的是使读者了解特许经营的项目运作具体

程序和技巧。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一个企业构建成功的特许经营体系或实现特许经营扩张的程序基本可以分为五个大的步骤与

阶段： 
 
 
 
 
 
 
 
 
 
 
 
 
 
 
 
 
 
 
 
 
 

图 19-1  特许经营的成功五步 

19.1  可行性分析暨特许经营战略规划 

通常，一个完整的特许经营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应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封面，简介或前言，

目录，企业基本情况，特许经营项目背景、发展概况，企业内外的 SWOT 分析，市场分析，企业

特许经营准备 

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

系基本设计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 

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

设计和营建 

可行性分析暨特许经营战略规划 
组建项目工作组 
制定特许经营工作计划 

督导体系的构建和全面质

量管理 

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 
特许权设计 
单店设计 
区域分部设计 
总部设计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整体设计

样板店建立、试运营以及完善单店手册 
总部及网络体系的建立、试运营并完善总部手册 

加盟招募相关文件的设计和撰写 
招募营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加盟商培训 

督导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特许经营体系全面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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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特许经营模式的充分性，企业实施特许经营模式的必要性，特许经营项目的实施计划构想，特

许经营项目的技术可行性，特许经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分析，风险和对策，

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下面来逐条叙述。 

[实例]  市场调查方案 

19.2  组建项目工作组 

一般，特许经营项目组 好是一个联合项目工作组，其成员应主要包括四类： 
一、企业高层 
二、外部专家和顾问 
三、从企业各个部门抽调的负责人或主要人员 
四、企业立即招聘的将来要作为特许经营体系管理和工作人员的新员工 

19.3  制定特许经营工作计划 

一、特许经营工作计划制定步骤 

1．定义特许经营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 
2．对特许经营工程进行工作分解（WBS，Work Break Structure）。 
3．界定活动。 
4．绘制网络图。 
5．进行时间与资源估计。 
6．对每项活动进行成本预算。 
7．估算特许经营工程进度计划及预算。 
8．排出特许经营工程的进度安排表。 

二、特许经营工作计划内容 

特许经营工作计划书应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的内容： 
 
 
 
 
 
 
 
 
 
 
 

图 19-2  特许经营工作计划书应包括的四个阶段的内容 

第一阶段：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系基本设计 

第二阶段：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 

第三阶段：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设计和运营 

第四阶段：特许经营体系的全面质量管理、维护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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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的实施与控制 

[实例]  某特许经营体系构建的五步法项目工作全程规划书 

练习与思考 

1．请比较可行性分析报告与商业计划书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2．虚拟或实际找一个项目，然后做一个实际的市场调查方案和内部访谈调研提纲。 
3．请思考，为什么特许经营体系的构建要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进行？ 
4．虚拟或实际找一个特许经营项目，然后做一个五步法项目工作全程规划书。 
5．阅读一本项目管理类的书籍，然后写一篇读书笔记。 
6．虚拟一个特许经营项目，然后做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 
7．特许经营工作计划与其余工作计划的异同是什么？ 
8．除了文中列出的之外，你认为成功特许经营体系的共性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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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成功构建第二步：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系五大设
计 

[本章要点]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详细讲解了特许经营体系构建五步法的第二步，即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

系的五大基本设计，并对特许权设计、单店设计、区域分部设计、总部设计及特许经营管理体系整

体设计进行了分别的详细讲解，目的是使读者切实掌握本步的操作步骤并能实际运用。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20.1  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 

一、培训 

培训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四个部分： 
（一）特许经营 
（二）本行业 
（三）有关单店 
（四）有关营销 

二、学习 

20.2  特许权设计 

一、特许权的物质部分 
二、特许权的企业文化部分 
三、特许权的技术部分 
四、特许权的约束部分 

20.3  单店设计 

单店设计的内容就是一个单店从零开始建设并保持正常营运这个全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事物，

或者说，就是单店的 CIS，指 MI、BI、VI、AI、SI、BPI 等六大部分。 
一个单店的 BPI 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开店的 BPI 和日常营运的 BPI。 
先来看开店的 B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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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  单店的建设流程 
 
再来看单店日常营运的 BPI。单店日常营运的 BPI 指的是单店在日常营运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所

有工作。通常，单店日常营运的 BPI 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单店组织结构（结构形式、店长和各部门店员的岗位职责规范）。 
（二）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招聘、任用、管理、培训等）。 
（三）顾客服务（原则、流程、顾客抱怨处理、成功售卖技巧、顾客信息系统的管理等）。 
（四）促销（计划、方法、技巧、内容等）。 
（五）竞争店调查（调查计划、方法、结果处理等）。 
（六）盘点（盘点前准备、盘点工作小组及工作分配、盘点数据库、盘点结果处理等）。 
（七）营业时间安排。 
（八）常规作业中的营业前作业管理（员工报到、早会、整理、收银准备、开工仪式等）。 
（九）常规作业中的营业中作业管理（迎宾、销售及顾客服务、收银作业等）。 
（十）常规作业中的营业后（打烊）作业管理（店面安全防范、员工注意事项、紧急事件处理

等）。 

20.4  区域分部设计 

对于那些为了建设体系的区域网络而单独成立一个公司的分部而言，特许人要为他们设计一整

套的 CIS，包括 MI、BI、VI、AI、SI、BPI 等六个部分，那么这些分部的对外形象和内里特征就更

象是总部的一个简缩本或总部的一个分支、子公司、分公司。 
对于那些仅以再特许或分销特许经营为自己企业一部分业务的分部而言，因为他们本身有自己

企业的一套 CIS，他们只是把分销特许经营作为自己赚取额外利益的一项业务而已，所以，特许人

必须在特许经营体系的 CIS 与这些分部的 CIS 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确定单店的选址原则 

目标市场调查和分析 

初选地址 

对初选地址进行商圈调查、分析并确定店址

装修、人员招聘与培训、证照办理 

开业筹备 

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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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总部设计 

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示例： 
 
 
 
 
 
 
 
 
 
 
 
 
 
 
 
 
 

图 20-2  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 
 
但实际的情况要因总部本身性质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下面分两种典型的基本情况来叙述。 
第一种类型：特许经营体系是特许人唯一业务，即特许人是一级法人的情况 
总部组织结构图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如下所示： 
 
 
 
 
 
 
 
 
 
 
 
 

图 20-3  特许经营体系是特许人唯一业务时的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Ⅰ 
 
第一种类型，即特许经营体系是特许人唯一业务、特许人是一级法人情况下的第二种形式总部

组织结构如下所示： 

总经理 
总经理办公室 

运营副总经理 财务副总经理 行政人事副总经理 

企

划

部 

授

权

部 

营

建

部

商

品

部 

培

训

部

 

信

息

中

心

客

服

部

 

财

务

行 
政 

人

事 

特许经营总部

配送中心 培训中心营运部市场部 财务行政部开发授权部 

销售计划与统计 

区域督导与协调 

客户服务与管理 

定单管理 

库存管理 

运输管理 

员工培训 

加盟商培训 

财务与资产管理 

人事管理 

行政管理 

法律事务 

战略规划 

营销企划 

产品企划 

品牌管理 

特许权开发 

加盟合同 

招募流程 

开店支持 

网络工程 网站与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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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特许经营体系是特许人唯一业务时的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Ⅱ 
 
第二种情况，即特许经营体系仅是企业业务之一的情况。总部组织结构图也有可以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如下图所示： 
 
 
 
 
 
 
 
 
 
 
 

图 20-5  特许经营体系仅是企业业务之一时的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Ⅰ 
 

第二种形式的总部组织结构图如下： 
 
 
 
 
 
 
 
 
 

 
图 20-6  特许经营体系仅是企业业务之一时的特许经营总部组织模型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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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整体设计 

这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特许经营网络的大致设计，它包括两个大的方面：静态的设计与动态的设计。 

一、静态的设计 

其内容主要包括特许经营网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一）特许经营网络的组织结构 
标准特许经营组织结构是如下图的形式： 
 
 
 
 
 
 
 
 
 
 
 
 

图 20-7  标准特许经营组织结构 
（二）特许经营网络的管理体系 
一个完善的特许经营管理体系应充分体现总部对加盟商“授权、沟通、支持、控制”四大功能，

见下图： 
 
 
 
 
 
 
 
 
 
 
 
 
 
 
 
 

图 20-8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授权、沟通、支持、控制”四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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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态的设计 

（一）特许经营体系宏观发展战略 
1．以总部所在地或已有单店所在地的某几个地区为试点与基地，待体系成熟后再向临近扩展。 
2．不以总部所在地为起点，而是在全国划出几个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地区建立试点，然后

再以各个试点为中心向各自的临近拓展。 
3．把全国进行划区，同时启动全国网络，待体系成熟后伺机进行体系的国际化。 
4．没有特别的指定发展区域，以加盟者为准。 
5．划定某个大致的区域，全力建设小范围的特许经营体系，待体系成熟后再扩展。 
（二）开店方式 
1．单独开店 
2．集体开店 
（三）开店类别 
1．直营店、加盟店。 
2．也可以根据店的档次、面积、性质等方面来划分开店的类别。比如可以把单店分为样板店、

普通店等。 
（四）城市布点策略 
1．抢占市镇的黄金地段 
2．社区开店 
3．交通要道开店 
4．主要客户群体旁边开店 

练习与思考 

1．试从法律的角度理解特许权。 
2．企业或单店设计的六个“I”分别指什么？ 
3．请思考，如何使五大基本设计有机地整合起来？ 
4．虚拟或找一个实际的项目，分别进行五大设计的某一个。 
5．请设计一份特许经营理念导入培训的内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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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成功构建第三步：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 

[本章要点] 
本章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讲解样板店的建立、试运营等相关问题，并讲解如何借助样板

店来完善单店手册；二是讲解总部及网络体系的建立、试运营等相关问题，并讲解如何在此步的操

作过程中完善总部手册。本章的目的是使读者在实践方面，能切实进行样板店、总部和特许经营体

系的基本雏形的构建，同时掌握完成两套完善的系列手册的方法。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在上阶段的设计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按照设计的模式建设特许经营管理体系，并在实

践中完善原先的设计，同时进一步提炼出企业的工业产权和/或知识产权，亦即准备特许出去的经

营模式。 
在此阶段实际建立的过程中，要达成两个 基本的目标： 
1．建立、实际运营并逐步完善特许经营体系的样板店、总部及特许经营网络。 
2．完成两套手册的提炼和完善工作，亦即单店手册和总部手册。 
因此，这阶段的实践考核指标便是样板店、总部和特许经营体系的基本雏形，文本考核指标便

是要特许经营项目工作组完成两套完善的系列手册出来。 

21.1  样板店建立、试运营以及完善单店手册 

在类型上，一个特许经营体系的样板店有许多种，其基本的三种是：总部建立与管理的、区域

受许人建立与管理的、区域受许人或单店加盟商建立而由总部指定为样板店的。 
在数量上，为了便于该样板店辐射区域内的单店、潜在受许人等相关人员学习、培训和参观等，

样板店应在每个可辐射的区域内都应建立一个。 
在样板店的投资方式上，总部的样板店基本上全是总部即特许人独资建设，区域的样板店可以

由总部独资建设而交由区域受许人管理、可以由总部和区域受许人合资建设、可以由区域受许人独

资建设并管理、可以由单店加盟商建设而由总部与区域受许人指定为区域内的样板店等形式。 
样板店因为“样板”而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应全面地看待这些影响。这些影响里既有

正面的因素，但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 
为了使这个样板店可以真正成为特许经营体系日后诸单店的“样板”。企业应注意在建设样板

店的过程中，使单店的投资与管理等方面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21.2  总部及网络体系的建立、试运营并完善总部手册 

本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特许经营总部的建立、网络雏形的建设及试运营，同时，在此建

设与运营的过程中，还要把总部的手册系列进行修正与完善。 
同样，总部及网络雏形的建设也要遵循前面阶段的设计，并组建一个专门的总部及体系小组进

行全程地参与、全面地接触，这样可以为特许经营体系培养一批将来特许经营体系管理的专家、更

有效率地完善总部系列手册。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52 

练习与思考 

1．试从本章所学知识来解释某些特许经营体系失败的原因所在。 
2．请思考，如何使样板店更多代表性？ 
3．由此步骤总结出来的手册应该由谁来撰写？为什么？ 
4．如何正确处理样板店与特许经营体系内其余单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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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成功构建第四步：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设计和营
建 

[本章要点] 
本章的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体系如何设计、营建其加盟推广体系，为了便于理解，文字描述部

分尽量依据体系招募加盟手册的样式来安排，目的是使读者在掌握了方法的同时，拥有一个可借鉴

使用的招募加盟手册示例。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在特许经营理念导入、基本设计、样板店、总部、体系雏形以及两套手册（总部手册和单店手

册）都完成之后，企业特许经营体系的构架就基本建立起来了。特许经营项目组以后的任务便是着

手进行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设计和营建。 

22.1  加盟招募相关文件的设计和撰写 

一般而言，特许经营加盟招募时的相关文件有六个：《加盟指南》（加盟申请表通常被作为加

盟指南的附件）、《加盟常见问题与解答》、《特许加盟意向书》、《特许经营合同》、合同附件、

《特许经营授权书》。 

22.2  招募营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一、加盟商招募工作的内容 
二、加盟商招募工作职业素质要求 
三、招募机构及人员岗位职责 
四、招募工作流程和方法 
五、加盟商营建指导 

22.3  加盟商培训 

一、加盟商培训方法 
二、加盟商培训内容 

练习与思考 

1．虚拟或实际找一个项目，为其撰写一本招募加盟手册。 
2．虚拟或实际找一个项目，为其设计加盟商的培训计划。 
3．比较任一对中外两家特许经营体系对加盟商培训的相同和区别。 
4．请思考区域加盟商培训和单店加盟商培训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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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章  成功构建第五步：督导体系的构建和全面质量管理 

[本章要点] 
本章的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讲解特许经营体系如何设计、营建其督导体系，为了便于理解，文

字描述部分依据体系督导手册的样式来安排，目的是使读者在掌握了方法的同时，拥有一个可借鉴

使用的督导手册示例。 
本章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讲解了全面质量的若干知识及其在特许经营体系中的实际应用，目

的是使读者能以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意识来动态、科学地管理整个特许经营体系。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对特许人而言，特许经营体系建立之后，并不就等于宣告万事大吉了。相反，特许人的许多繁

琐、复杂的工作才真正刚刚开始。一个优秀的特许经营体系，需要在建立之后仍然继续进行该体系

的督导体系的构建和全面质量管理，随时维护与不断地更新，这样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市场竞争

中永葆活力，并不至于被竞争者和无情的市场所吞噬。 

23.1  督导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一、督导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督导员的职业素质要求 
三、督导工作的组织结构图 
四、督导员的岗位职责 
五、督导的工作流程 
六、督导工作的管理规章制度 

23.2  特许经营体系全面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历史简介 

二、特许经营体系的全面质量管理 

（一）正确理解“大质量”的概念。 
（二）以顾客为中心，既提高产品、也提高服务的质量。 
（三）企业的经营应以人为本，树立人力资源是企业第一资源的意识。 
（四）全面改善体系的质量，必须依靠全体人员的参加。 
（五）体系整体质量和特许经营事业的发展需要每个人在其工作的全部流程中的每个环节上创

造出来。 
（六）无缺陷的产品和服务不是 后检验测出来的，也不是中间生产过程用统计分析控制出来

的，而是从工作的一开始，比如计划、设计阶段就决定了的。 
（七）树立持续创新的精神、居安思危的意识、追求卓越的斗志、永不停步的观念，不断地把

特许经营体系、体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推向质量更好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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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与思考 

1．虚拟或实际找一个项目，为其撰写一本督导手册。 
2．虚拟或实际找一个项目，为其撰写全面质量管理的成果汇报书（提示：请按照 PDCA 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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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篇Ⅱ：成功加盟攻略 

第 24 章  加盟前须知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讲解如何购买一个成功的特许经营，在行文上，分别从全面客观认识特许经营、成功

特许经营的特征、评价自己是否适合做一个受许人、受许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资源、谨防来自特许经

营的另类欺诈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加盟前须知。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每年都会有为数不少的特许经营纠纷，在严重的时候，有人还称之为特

许经营欺诈。其实，加盟的成败固然有盟主本身的原因（比如有的盟主就是在采取欺诈、圈钱的态

度来对待加盟商），但不可否认的是，加盟商自身缺乏对特许经营的正确认识、没有掌握购买一个

特许经营的科学、合理方法也是导致失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所有的潜在加盟商都应把加盟过程看作一个系统性的“项目”或“工程”，并遵循一定

的操作流程来进行，如此才能避免加盟陷阱。 

24.1  全面客观认识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的“神话”： 
一、购买特许经营一定可以成功 
二、受许人只需出钱，而不必有任何其余努力，因为一切都可以完全依靠特许人 
三、受许人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特许经营可以作为安家立命之本，可以传给子孙 
四、特许人以受许人的 大利益为出发点 
五、只要特许人的直营店和所有加盟店都是成功的，那么加盟这个特许经营体系就一定可以成

功 
六、特许人提供了完全的培训 

24.2  成功特许经营的特征 

一、特许人提供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特许经营体系的任务 
二、经过时间考验的标准的特许经营体系 
三、特许人的有力支持 
四、足够的财政资金和管理经验 
五、特许人与受许人坚强的、良好的互利关系 
六、特许人为受许人提供的是符合市场要求的畅销产品而不是所有的产品 
七、特许人拥有良好的声誉 
八、特许人拥有已经制定的、精心策划的营销和商业计划，并向潜在受许人提供重要的完整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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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许经营单店的良好投资收益报表 

24.3  受许人与独立创业人的不同——你是否适合做受许人 

一、独立创业人需要创新，受许人需要谨慎 
二、独立创业人高度独立，受许人必须愿意接受指导 
三、独立创业人承受的风险比受许人高 
四、独立创业人需要广博的知识，受许人更注重专业的知识 
五、独立创业人需要和创造的资源比受许人多 

24.4  受许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资源 

一、资金资源 
二、个人资源 
三、宏观环境资源 
四、一些基础性资源，比如一处可得的单店地址 

24.5  谨防来自特许经营的另类欺诈 

一、自己封自己，“教授”满天飞 
二、人人是顾问，功夫全在嘴 
三、培训遍中国，到处是认证 
四、“攒”书“大家”，瞒天过海 
五、宣传上的夸大其词、无中生有 

练习与思考 

1．查找特许经营企业的宣传案例，指出哪些是带有明显的误导成分的。 
2．除了文中列出的之外，你认为一个成功特许经营还应具备哪些特征？ 
3．如果准备创业，你准备采取哪种方式呢？你会选择特许经营么？为什么？ 
4．试为受许人必须具备的资源按重要性、容易获得性等方面排列一个顺序。 
5．搜索特许经营类的网站或通过查阅别的途径（书籍、宣传等），举例指出特许经营业中的

另类欺诈问题，并指出应如何避免这些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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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章  如何成功加盟 

[本章要点] 
本章主要讲解如何购买一个成功的特许经营，分别从成功购买特许经营权的九步攻略、受许人

制定特许经营商业计划、如何外取创业所需的财务资源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目的是使读者能切实

地成功购买一个特许经营权，并掌握制定特许经营商业计划、为创业筹集必需资金的方法。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章课时为 2-3 学时，必要时可缩短或延长。 

25.1  成功购买特许经营权的九步攻略 

潜在受许人的购买特许经营权应该遵循一定的科学流程和步骤（见下图），以确保在购买的过

程中将风险和损失减至 低。 
 
 
 
 
 
 
 
 
 
 
 
 
 
 
 
 
 
 
 
 
 
 

图 25-1  购买特许经营权的九步攻略 

25.2  受许人制定特许经营商业计划 

第一部分：封面 
第二部分：执行概要 

特许经营理论与知识的准备 

行业定位 

全面收集特许人（盟主）信息

选择特许人或盟主的四步计划

项目评估 

确定购买的特许经营形式 

选择自己加盟的企业实体形式

选定项目并筹集资金 

签订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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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关于企业 
第四部分：财务数据 
第五部分：附件 

25.3  如何外取创业所需的财务资源 

一、借用外部财务资源 

（一）关系资源 
（二）顾客 
（三）股东 
（四）政府 
（五）供应商 
（六）员工 

二、以交易方式获得外部财务资源 

三、协作、战略联盟与购并 

练习与思考 

1．试为评估盟主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模型。 
2．此处的特许经营商业计划可以借鉴本书前文所讲的特许经营可行性分析报告的什么方面？ 
3．如果准备创业，你会选择特许经营么？为什么？ 
4．制定一份虚拟的受许人的特许经营商业计划。 
5．请思考，财务资源的自制有那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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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5 号《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附录 B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附录 C  智利的公共工程特许经营制 

附录 D  国内的特许经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尽管国外发达国家的特许经营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我国在特许经营的立法方面却明

显处于落后的地步，而且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全国性的专门的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出现。但我们信

心十足地预计，随着特许经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内法律法规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内有关特许经

营方面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很快就会出台。 
目前，国内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管理基本上依靠一些其余的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等等经济方面的普适性法律外，还有一些和特许经营关系较为紧密的法律法规，限于篇

幅，本书仅按时间从近向远地举出数例： 
《连锁超级市场、便利店管理通用要求术语规范》 
《连锁超级市场、便利店管理通用要求 门店管理规范》 
《连锁超级市场、便利店管理通用要求 总部管理规范》 
《关于加强连锁企业商品质量管理促进连锁经营发展的通知》 
《连锁店经营管理规范意见》 
《关于连锁店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连锁店经营专营商品有关问题的通知》 
《企业连锁经营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 
《关于连锁经营企业增值税纳税地点问题的通知》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已作废） 
《上海市商业连锁企业若干规定》 
《零售业态分类规范意见（试行）》 
《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特许加盟活动的通知》 
《文化部关于促进和规范音像制品连锁经营的通知》 
《关于规范加油站特许经营的若干意见》 
《全国连锁经营“十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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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关于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管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对外国企业取得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征收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专项

检查的通知》 
《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 
《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附录 E  美国特许经营的若干法规 

附录 F  2005 年中国商业十大新闻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62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维华.如何编制特许经营手册 107 问.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 李维华主编.孙连会著.特许经营法律精要.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 李维华主编.徐重九著.餐饮特许经营实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4 李维华.特许经营理论与实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5 （美）彼得·M·伯克兰德著.李维华，陆颖男译.特许经营之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6 （美）安德鲁·J·西尔曼编著.特许经营手册.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7 （美）罗伯特·贾斯汀，理查德·加德著.特许经营.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8 （美）罗伯特·T·贾斯蒂斯，威廉·斯莱特·文森特著.特许经营致富.李维华等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9 （美）罗伯特·L·普尔文著.如何避免特许经营欺诈.李维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0 （英）马丁·门德森著.李维华，陆颖男译.特许经营指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1 李维华主编.王云等著.如何开一家成功的时装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2 李维华主编.仇一等著.如何开一家成功的餐饮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3 朱明侠，李维华.特许经营在中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4 李维华.企业全面资源运营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5 李维华等编著.特许经营概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3 
16 （美）Keup, E. J.著.特许经营宝典.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7 （美）Ann Dugan 著.特许经营 101.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8 李维华.如何制定连锁经营的操作手册.连锁与特许，2003（45）：41 
19 李维华.资源观的演化及全面资源论下的资源定义.管理科学文摘，2003（2）：10 
20 李维华，魏法杰.成也统一，败也统一.连锁与特许，2004，（59）6：52 
21 李维华.特许权与特许经营费用研究.连锁与特许·专家论坛，2004，（57）4：58 
22 李维华.是商机还是陷阱 知识给你答案.销售与市场，2004，（160）6：64 
23 李维华，魏法杰.发现资源.经营与管理：2004，（239）5：45 
24 李维华.企业环境与资源运营.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5）：14 
25 李维华.“加盟”成为“放大器”的本质和条件.销售与市场，2004，（163）7：9 
26 李维华.谨防另类欺诈.连锁与特许，2005，（3）68：44 
27 李维华.政府特许经营的演化辨析.经济管理，2005，（6） 
28 李维华.特许经营的本质研究.连锁与特许，2005，（6） 
29 李维华.特许经营是企业拓展的有效方式.国际商务，2005（9） 
30 李维华.特许经营的未来趋势.连锁与特许：2005（76）11：52 
31 李维华.片面的“开源节流”要不得.连锁与特许：2006（80）3：12-13 
32 仇一主编.一个餐饮帝国的梦想.重庆小天鹅集团，2003 
33 贺昆主编.克隆名店——特许经营的投资与管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4 赵涛主编.特许经营管理.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35 周建.战略联盟与企业竞争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6 赵盛斌.连锁经营管理实务.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37 申光龙，寇小萱.论企业的资源外取战略.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21（1）：26 
38 罗珉编著.资本运作：模式、案例与分析.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特许经营管理 

 1563

39 王霖编著.特许经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40 蔡明烨编著.商店 连锁店 超市经营规划和作业设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1 王利平编著.连锁商店经营与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2 成栋编著.连锁商店计算机管理系统.第 2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3 陈东升等.资本运营.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 
44 江景波等编著.网络技术原理及应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45 （美）杰克·吉多（Jack Gido），詹姆斯·P·克莱门斯（James P. Clements）.成功的项目

管理.张金成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46 （美）波特尼.如何做好项目管理.宁俊等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 
47 （英）马丁·所罗门.培训战略与实务.孙乔，任雪梅，刘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

公司 
48 （英）格里·约翰逊，凯万·斯科尔斯.公司战略教程.金占明、贾秀梅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1998 
49 Gerry Johnson, Kevan Scholes, Exploring Corporate Strategy, Prentice Hall, 1993 
50 J. Ward.Productivity Through Project Management ： Controlling the Project Variables,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Winter：1994 
51 H. Thamhain.Best Practices for Controlling Technology-Based Projects.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1996（11）：38 
52 Dr. Timothy Bates.Franchise Startups：Low Profitability and High Failure Rates.EGII News，1993

（11）：9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教学大纲 

于  淼  编写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66 

目  录 

第一部分  前言 ..................................................................................................................................... 1573 
一、课程性质 ......................................................................................................................... 1573 
二、课程简介 ......................................................................................................................... 1573 
三、课程的基本要求 ............................................................................................................. 1573 
四、学时分配 ......................................................................................................................... 1573 
五、考核方式 ......................................................................................................................... 1574 

第二部分  具体章节介绍 ..................................................................................................................... 1575 
第一章  供应链基本架构 ..................................................................................................................... 1575 

第一节  供应链的概述 ................................................................................................................. 1575 
一、供应链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 1575 
二、供应链主要特征 ............................................................................................................. 1576 
三、供应链的基本类型 ......................................................................................................... 1576 

第二节  供应链设计 ..................................................................................................................... 1576 
一、几种常见的供应链结构模型 ......................................................................................... 1576 
二、供应链设计的原因和步骤 ............................................................................................. 1576 
三、供应链设计的领导人 ..................................................................................................... 1577 
四、供应链设计的考虑事项 ................................................................................................. 1577 

第三节  应链管理概述 ................................................................................................................. 1577 
一、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 ................................................................................................. 1577 
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内涵 ............................................................................................. 1577 
三、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历程 ................................................................................................. 1578 
思考题 ..................................................................................................................................... 1578 
课堂知识扩展 ......................................................................................................................... 1578 
课堂案例分析 ......................................................................................................................... 1578 
参考文献 ................................................................................................................................. 1579 

第二章  物流理论 ................................................................................................................................. 1580 
第一节  物流理论的概述 ............................................................................................................. 1580 

一、物流的重要性 ................................................................................................................. 1580 
二、我国物流的状况 ............................................................................................................. 1580 

第二节  物流的概念与发展 ......................................................................................................... 1581 
一、物流的概念 ..................................................................................................................... 1581 
二、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 ................................................................................................. 1581 
三、物流的种类 ..................................................................................................................... 1581 

第三节  物流体系的功能与作业流程 ......................................................................................... 1581 
一、物流的功能 ..................................................................................................................... 1581 
二、物流的作业流程 ............................................................................................................. 1582 

第四节  物流管理的战略 ............................................................................................................. 1582 
一、物流管理战略的意义 ..................................................................................................... 1582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67

二、物流管理战略的框架 ..................................................................................................... 1582 
思考题 ..................................................................................................................................... 1583 
课堂案例分析 ......................................................................................................................... 1583 
参考文献 ................................................................................................................................. 1583 

第三章  市场营销理论 ......................................................................................................................... 1584 
第一节  市场营销观念 ................................................................................................................. 1584 

一、效率与竞争观念 ............................................................................................................. 1584 
二、销售与营销 ..................................................................................................................... 1584 
三、供应链中市场营销的概念 ............................................................................................. 1584 

第二节  市场营销策略概述 ......................................................................................................... 1585 
一、市场分析 ......................................................................................................................... 1585 
二、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 ..................................................................................................... 1585 
三、产品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 ............................................................................................. 1585 
四、市场地位与营销策略 ..................................................................................................... 1586 

第三节  市场营销策略举例分析 ................................................................................................. 1586 
一、产品策略 ......................................................................................................................... 1586 
二、价格策略 ......................................................................................................................... 1586 
三、渠道策略 ......................................................................................................................... 1586 
四、促销策略 ......................................................................................................................... 1587 
五、品牌策略 ......................................................................................................................... 1587 
思考题 ..................................................................................................................................... 1587 
课堂案例分析 ......................................................................................................................... 1587 
参考文献 ................................................................................................................................. 1587 

第四章  制造理论 ................................................................................................................................. 1588 
第一节  企业生产计划系统概述 ................................................................................................. 1588 

一、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 ......................................................................................... 1588 
二、企业生产计划模型的特点 ............................................................................................. 1589 

第二节  MRP 原理与应用 ........................................................................................................... 1589 
一、基本 MRP 的原理 .......................................................................................................... 1589 
二、闭环 MRP ....................................................................................................................... 1589 
三、MRP II 阶段 .................................................................................................................... 1589 

第三节  JIT 原理 .......................................................................................................................... 1590 
一、JIT 的起源....................................................................................................................... 1590 
二、JIT 的基本原理 ............................................................................................................... 1590 
三、JIT 的基本手段 ............................................................................................................... 1590 

第四节  企业资源计划 ................................................................................................................. 1590 
一、ERP 的概念..................................................................................................................... 1590 
二、ERP 系统的管理思想 ..................................................................................................... 1591 
三、ERP 同 MRPⅡ的主要区别 ........................................................................................... 1591 
思考题 ..................................................................................................................................... 1591 
课堂知识扩展 ......................................................................................................................... 1591 
课堂案例分析 ......................................................................................................................... 1591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68 

参考文献 ................................................................................................................................. 1591 
第五章  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管理 ..................................................................................................... 1593 

第一节  供应链的需求管理 ......................................................................................................... 1593 
一、需求管理的概念 ............................................................................................................. 1593 
二、需求预测 ......................................................................................................................... 1593 
三、需求计划（Demand Planning，DP） ........................................................................... 1594 

第二节  供应链的供给管理 ......................................................................................................... 1594 
一、生产能力管理 ................................................................................................................. 1594 
二、库存管理 ......................................................................................................................... 1594 
三、供给计划和供给调度 ..................................................................................................... 1595 

第三节  供应链的需求满足 ......................................................................................................... 1595 
一、需求满足的重要性和目的性 ......................................................................................... 1595 
二、需求满足的功能 ............................................................................................................. 1595 

第四节  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 ..................................................................................................... 1595 
一、牛鞭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 ............................................................................................. 1595 
二、消除牛鞭效应的方法 ..................................................................................................... 1596 
思考题 ..................................................................................................................................... 1596 
案例分析题 ............................................................................................................................. 1596 
参考文献 ................................................................................................................................. 1597 

第六章  供应链策略联盟 ..................................................................................................................... 1598 
第一节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 ......................................................................................... 1598 

一、供应链伙伴关系 ............................................................................................................. 1598 
二、供应链伙伴关系与传统企业关系的对比 ..................................................................... 1598 
三、影响伙伴关系联盟的主要因素 ..................................................................................... 1598 

第二节  动态联盟供应链和业务外包 ......................................................................................... 1599 
一、动态联盟供应链 ............................................................................................................. 1599 
二、业务外包 ......................................................................................................................... 1599 
三、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 ............................................................................................. 1599 

第三节  第三方物流（TPL） ...................................................................................................... 1599 
一、第三方物流（TPL）的概念 .......................................................................................... 1599 
二、第三方物流的特征 ......................................................................................................... 1600 
三、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及其发展 ..................................................................................... 1600 
思考题 ..................................................................................................................................... 1600 
课堂知识扩展 ......................................................................................................................... 1600 
案例分析题 ............................................................................................................................. 1600 
参考文献 ................................................................................................................................. 1601 

第七章  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 1602 
第一节  客户关系管理（CRM）概论 ........................................................................................ 1602 

一、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 ............................................................................................. 1602 
二、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 ............................................................................................. 1603 
三、客户关系管理定义 ......................................................................................................... 1603 

第二节  供应商关系管理（SRM） ............................................................................................. 160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69

一、供应商关系管理定义和发展 ......................................................................................... 1603 
二、供应商关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 1603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 1604 
一、支持客户关系管理的相关业务流程 ............................................................................. 1604 
二、CRM 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模块组成 ............................................................................... 1604 
三、企业设计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时应注意的问题 ..................................................... 1604 
思考题 ..................................................................................................................................... 1604 
课堂知识扩展 ......................................................................................................................... 1604 
案例分析题 ............................................................................................................................. 1605 
参考文献 ................................................................................................................................. 1605 

第八章  供应链管理中的财务因素 ..................................................................................................... 1606 
第一节  供应链管理中涉及的财务因素 ..................................................................................... 1606 

一、供应链成本管理 ............................................................................................................. 1606 
二、供应链成本的计算方法 ................................................................................................. 1606 

第二节  供应链设计的财务评估 ................................................................................................. 1607 
一、贴现现金流分析 ............................................................................................................. 1607 
二、用决策树评价供应链管理 ............................................................................................. 1607 
思考题 ..................................................................................................................................... 1607 
课堂知识扩展 ......................................................................................................................... 1608 
案例分析题 ............................................................................................................................. 1608 
参考文献 ................................................................................................................................. 1608 

第九章  供应链需求预测技术 ............................................................................................................. 1609 
第一节  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 1609 
第二节  预测的组成部分和预测方法 ......................................................................................... 1609 

一、预测方法概述 ................................................................................................................. 1609 
二、预测的时间序列法 ......................................................................................................... 1609 
三、在预测中使用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 ............................................................................. 1610 
四、对预测误差的认识 ......................................................................................................... 1610 
五、预测的定性方法 ............................................................................................................. 1610 
思考题 ..................................................................................................................................... 1610 
参考文献 ................................................................................................................................. 1610 

第十章  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技术 ..................................................................................................... 1611 
第一节  库存的基本概念 ............................................................................................................. 1611 

一、库存的概念 ..................................................................................................................... 1611 
二、库存的分类 ..................................................................................................................... 1611 
三、库存的成本构成 ............................................................................................................. 1612 
四、库存管理的衡量指标 ..................................................................................................... 1612 
五、库存的影响 ..................................................................................................................... 1612 

第二节  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 ................................................................................................. 1612 
一、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 ................................................................................................. 1612 
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 ................................................................................................. 1612 

第三节  供应链库存的常用策略及计算模型 ............................................................................. 1613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70 

一、安全库存 ......................................................................................................................... 1613 
二、循环库存 ......................................................................................................................... 1613 
三、经济订货量模型（EOQ） ............................................................................................. 1613 

第四节  课堂案例分析 ................................................................................................................. 1614 
思考题 ..................................................................................................................................... 1616 
课堂知识扩展 ......................................................................................................................... 1616 
案例分析题 ............................................................................................................................. 1617 
参考文献 ................................................................................................................................. 1617 

第十一章  供应链中的运输管理 ......................................................................................................... 1618 
第一节  供应链中的运输 ............................................................................................................. 1618 

一、运输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 1618 
二、运输原理 ......................................................................................................................... 1618 

第二节  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 ..................................................................................................... 1619 
一、影响承运人决策的因素 ................................................................................................. 1619 
二、托运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 1619 

第三节  基本运输模式 ................................................................................................................. 1619 
一、公路运输 ......................................................................................................................... 1619 
二、铁路运输 ......................................................................................................................... 1619 
三、航空运输 ......................................................................................................................... 1620 
四、水路运输 ......................................................................................................................... 1620 
五、管道运输 ......................................................................................................................... 1620 
六、运输方式的选择 ............................................................................................................. 1620 

第四节  运输网络模型及计算 ..................................................................................................... 1620 
一、直接运输网络 ................................................................................................................. 1620 
二、“送奶线路”型直接运输网络 ....................................................................................... 1620 
三、有配送中心的运输网络 ................................................................................................. 1621 
四、有配送中心的“送奶线路”运输网络 ......................................................................... 1621 
五、几种复杂的运输模型及计算 ......................................................................................... 1621 
思考题 ..................................................................................................................................... 1621 
课堂知识扩展 ......................................................................................................................... 1621 
案例分析题 ............................................................................................................................. 1621 
参考文献 ................................................................................................................................. 1621 

第十二章  典型供应链管理方法 ......................................................................................................... 1622 
第一节  快速响应（QR） ........................................................................................................... 1622 

一、快速响应的原理 ............................................................................................................. 1622 
二、快速响应的意义 ............................................................................................................. 1622 
三、实现快速响应的六个步骤 ............................................................................................. 1623 
四、快速响应的 新发展 ..................................................................................................... 1623 

第二节  有效顾客响应（ECR） ................................................................................................. 1623 
一、有效顾客响应（ECR）的含义 ..................................................................................... 1623 
二、有效顾客响应战略 ......................................................................................................... 1623 
三、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 ......................................................................................... 162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71

第三节  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 1624 
思考题 ..................................................................................................................................... 1624 
参考文献 ................................................................................................................................. 1624 

第十三章  供应链绩效评价 ................................................................................................................. 1625 
第一节  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 ..................................................................................................... 1625 

一、供应链绩效评价概述 ..................................................................................................... 1625 
二、现行企业绩效评价与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比较 ............................................................. 1625 
三、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作用 ................................................................................................. 1626 

第二节  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 ................................................................................. 1626 
一、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 ............................................................................................. 1626 
二、企业之间的绩效评价指标 ............................................................................................. 1626 

第三节  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 ..................................................................................................... 1627 
一、供应链评价体系模型 ..................................................................................................... 1627 
二、顾客价值模型 ................................................................................................................. 1627 
三、供应链成熟度 ................................................................................................................. 1627 
思考题 ..................................................................................................................................... 1627 
课堂知识扩展 ......................................................................................................................... 1628 
参考文献 ................................................................................................................................. 1628 

第十四章  信息技术 ............................................................................................................................. 1629 
第一节  供应链中的信息 ............................................................................................................. 1629 

一、信息的重要性 ................................................................................................................. 1629 
二、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 1630 

第二节  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 ..................................................................................................... 1630 
一、信息的编码技术 ............................................................................................................. 1630 
二、数据的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 ......................................................................................... 1631 
三、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 1631 
四、互联网与网络技术 ......................................................................................................... 1631 

第三节  电子商务和供应链 ......................................................................................................... 1631 
一、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 1631 
二、电子商务对供应链的影响 ............................................................................................. 1631 
三、电子商务的建立和价值 ................................................................................................. 1632 
思考题 ..................................................................................................................................... 1632 
课堂知识扩展 ......................................................................................................................... 1632 
参考文献 ................................................................................................................................. 1633 

第十五章  供应链管理案例分析 ......................................................................................................... 1634 
第一节  宝洁公司和沃尔玛的供应链构筑 ................................................................................. 1634 
第二节  高露洁公司的供应链管理 ............................................................................................. 1634 
第三节  戴尔的供应链管理 ......................................................................................................... 1635 

思考题 ..................................................................................................................................... 1635 
参考文献 ................................................................................................................................. 1636 

第三部分  学习参考书目 ..................................................................................................................... 1637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实验教学大纲（3 学分） .............................................................................. 1638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72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 1638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 1638 
三、实验教学内容 ................................................................................................................. 1639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 1640 
五、考核方式 ......................................................................................................................... 1641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 1641 
七、说明 ................................................................................................................................. 1641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73

第一部分  前言 

一、课程性质 

1．课程名称：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课程类别：必修课程 
3．学时：54 学时   
4．学分：3 学分 
5．先修课程：管理学、生产运营管理、数理统计学、运筹学、计算机信息处理等。 
6．适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

且是工商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本课程是一门以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和生产运营管理等

为理论基础，以数理统计学方法、运筹学方法、计算机信息处理等为手段的课程。研究当前全球经

济一体化环境下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管理与运作问题。 
本课程首先介绍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接着系统地讲解供应链管理

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市场营销理论、制造理论、需求和供给管理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

论、库存管理和运输管理等内容， 后从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角度介绍了供应链联盟策略、供应链管

理方法和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知识。 

三、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理论，具备供应链管理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与手段，能够了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概况，了解和掌握供应链与

供应链管理中的系统设计、合作伙伴选择、生产运作与库存管理、信息技术及系统、服务与配送、

系统评价等基本方法和技术，了解物流企业经营战略、供应链环境下的企业业务流程重组以及供应

链管理发展新方向。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树立起全球竞争意识，结合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实践创造性地

运用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合理、有效的组织供应链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活动，通过有效地

利用信息技术把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通过信息共享，实行横向一体化的

管理，从而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绩效并 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学时分配 

第一章  供应链基本架构              3 学时 
第二章  物流理论 3 学时 
第三章  市场营销理论 3 学时 
第四章  制造理论       4 学时 
第五章  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管理 4 学时 
第六章  供应链策略联盟 4 学时 
第七章  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3 学时 
第八章  供应链管理中的财务因素 3 学时 
第九章  供应链需求预测技术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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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技术 4 学时 
案例讨论课                      3 学时 
第十一章  供应链中的运输管理 4 学时 
第十二章  典型供应链管理方法 3 学时 
第十三章  供应链绩效评价     3 学时 
第十四章  信息技术 4 学时 
第十五章  供应链管理案例分析 3 学时 

五、考核方式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分数：满分 100 分（60 分为及格线）。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覆盖考试大纲中涉及到的所有内容。正如大纲所描述的那样，学生需要应用自身掌握

的实践经验分析说明来自于电子商务领域内的各种案例。 
本课程设有课程实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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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具体章节介绍 

第一章  供应链基本架构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了解供应链发展的背景、掌握供应链的基本类型和基本特征、供应链

的基本模型和供应链设计的相关知识，并且在供应链的基础上掌握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概念，从而对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架构有初步的了解。 
本章是学习其余章节的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地位。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供应链概述和供应链设计：供应链发展的背景、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的基本特征、供

应链的基本类型、链状结构的供应链模型、网状结构的供应链模型、供应链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

供应链设计步骤、供应链设计的领导人、供应链设计的不同情况。 
（2）供应链管理概述：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内涵、供应链管理从企

业内部——外部上下游之间——产业动态供应链管理——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历程、供应链管理

涉及的主要领域和供应链管理与传统企业管理的差异。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的基本特征、供应链的类型、供应链设计需要考虑

的问题、供应链设计步骤、革新性产品和功能性产品的区别、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和供应链管理

的概念。 
本章的难点有：市场反应性供应链和物理有效性供应链的比较、供应链的链状结构和网状结构、

供应链设计的不同情况、供应链管理的内涵以及供应链从企业内部、外部到动态供应链的发展过程、

供应链管理涉及的主要领域、供应链管理与传统企业管理的差异。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的概述 

一、供应链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供应链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出的许多不同的定义均揭

示了供应链的特点和内涵。 
1．传统的供应链概念局限于企业的内部操作，注重企业的自身利益目标。 
2．后来供应链的概念注意了供应链的外部环境，认为是一个“通过链中不同企业的制造、组

装、分销、零售等过程将原材料转换成产品，再到 终用户的转换过程”。 
3．美国的斯蒂文斯（Stevens）提出了集成供应链的概念。他认为：“供应链是通过前馈的信

息流和反馈的物料流及信息流，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 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

的结构模式”。这些定义都注意了供应链的完整性，考虑了供应链中所有成员操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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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来，供应链的概念更加注重围绕核心企业的网链关系，哈理森（Harrison）将其定义为

“供应链是执行采购原材料，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 

二、供应链主要特征 

1．复杂性； 
2．动态性； 
3．面向用户需求，用户的需求拉动是供应链中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作的驱动源； 
4．交叉性。 

三、供应链的基本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将供应链分为以下 4 种类型： 
1．根据供应链存在的稳定性划分，可以将供应链分为稳定的和动态的供应链； 
2．根据供应链容量与用户需求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平衡的供应链和倾斜的供应链； 
3．根据供应链的功能模式（物理功能和市场中介功能）可以把供应链划分为两种：有效性供

应链（efficient supply chain）和反应性供应链（responsive supply chain）； 
4．根据驱动源的不同可以分为推动式供应链和拉动式供应链。 

第二节  供应链设计 

一、几种常见的供应链结构模型 

要学会设计供应链，必须先了解已经成型的供应链结构： 
1．供应链的模型 I—链状模型：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表明供应链的基本组成和轮廓概貌。 
2．链状模型 II：着力于供应链中间过程的研究。 
3．供应链的网状模型：网状模型更能说明现实世界中产品的复杂供应关系，对供应关系的描

述性很强，适合于对供应关系的宏观把握。 

二、供应链设计的原因和步骤 

1．供应链设计的原因： 
①对供应链进行更好地管理能够创造更多的效益，但目前大多数企业缺乏计划。 
②未预料到的环境改变可能使重新考虑供应链和重新评价伙伴关系的安排成为必要。 
2．供应链设计的步骤： 
①建立供应链目标； 
②制定一个供应链策略； 
③决定供应链结构的候选方案； 
④评价供应链结构的候选方案； 
⑤选择供应链结构； 
⑥决定单个供应链成员的候选企业； 
⑦评价并选择单个供应链成员； 
⑧衡量和评价供应链的绩效； 
⑨当绩效目标未达到或有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存在时，评价供应链的候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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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链设计的领导人 

根据所期望的供应链成员的相对市场影响力、财务实力和可获得性，制造商、批发商或零售商

都有可能领导设计过程。 
1．对制造商来说，当客户需要它的产品时，制造商就具有了市场影响力。 
2．对批发商来说，他们可以使有效率地提供拥有、时间和地点效用成为可能。 
3．批发商和分销商的财务实力决定了它们所能履行的服务的数量。每种服务代表了一个获利

机会，同时也代表了相关的风险和成本。 

四、供应链设计的考虑事项 

1．市场覆盖范围目标 
为了建立市场覆盖范围目标，管理层必须考虑顾客购买行为、分销类型、供应链结构以及取得

成功所必需的控制程度。 
2．产品特性 
费雪（Fisher）认为供应链的设计要以产品为中心，产品寿命周期、需求预测、产品多样性、

提前期和服务的市场标准等都是影响供应链设计的重要问题。因此必须设计出与产品特性一致的供

应链，也就是所谓的基于产品的供应链设计策略。 

第三节  应链管理概述 

一、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 

1．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是追求集成带来的实际效果，即集成效应。从管理角度看，供应链

管理的集成效应 终体现在管理活动和经济效果上。 
2．首先，供应链管理是随着管理指导思想的转变而发展起来的。 
3．其次，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面临风险加大，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各种虚拟组织，以取

得在市场中的领先优势。 
4． 后，供应链管理产生的第三个动因来自于一个经济学原理，那就是交易可以使每个人或

每个企业的状况变得更好。 

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内涵 

1．美国 Robert B.Handfield 和 Ernest L. Niches：供应链包括了产品从原材料阶段（开采阶段）

一直到 终用户手中这一过程中，产品的流动和转化，以及伴随的信息流动有关的所有活动。 
2．Fred A．Kuglin 从制造商的角度的定义是：制造商和它的供应商、分销商以及 终顾客即

供应链上的各节点协同工作，向市场提供顾客期望和愿意购买的产品和服务，顾客愿意支付产品或

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费用。 
3．我国在《物流术语》国家标准（GB/T18354-2001）中的定义为：供应链管理是同一供应链

上的所有节点企业，包括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将所处的供应链中的各种资源进行集成，并

对供应链中的各种运作进行同步化、集成化管理，从而形成高度竞争力，使得该供应链的产品在快

速多变的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种管理模式。 
4．供应链管理主要涉及到四个主要领域：供应（Supply）、生产计划（Schedule Plan）、物流

（Logistics）、需求（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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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历程 

1．企业内部供应链管理：企业内部的供应链管理关注企业内部资源的调配，实现各种业务和

信息的高度集成、共享、控制、管理和协调运营。 
2．企业外部上下游供应链管理：企业在与上游企业打交道时，借助于 SRM 来更好地获得上

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与供应链上直接的下游企业打交道时，则可以借助于 CRM 来更好地了解

下游客户的需求。 
3．产业供应链或动态联盟供应链管理：众多企业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考虑产品的竞争力，使

得资源从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划扩展到企业外部。 
4．全球化供应链管理：在这种供应链中，企业的形态和边界将产生根本的改变，全球资源随

着市场的需求可以动态组合，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思考题 

1．上网查看有关供应链的资料。 
2．从网上了解供应链管理的实现方案。 
3．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课堂知识扩展 

1．供应链管理的未来趋势。 
2．我国供应链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课堂案例分析 

三菱化工公司是由三菱卡石公司和三菱石化公司于 1994 年合并而成，年销售收入达 140 亿美

金。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涉及石化产品、农用化学品、医药产品、塑料制品、专用化工产品。因此，

对三菱化工来说，一条高度集成和完整的供应链就显得格外重要。化工行业由于其供应链管理非常

复杂，每个环节都要求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供应链计划，这样企业才可以更合理地做出是否购买中间

产品或 终产品的重要决策，以有效地实现贸易交换以及商业伙伴之间的贸易均衡。同时，企业需

要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做出具有可行性的供应安排。企业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判断是否有机会捕获

更多的针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或者是否有可能在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价格。 
三菱化工认识到供应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产品销售、供给、生产和

筹资计划等在内的供应链业务流程；建立起与整个供应链业务流程相匹派的计划运行机制相适应的

物流模式，有助于三菱化工企业供应链系统的完善。  
整个项目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1.需求计划设计：用统计工具、因果要素和层次分析等手段

进行更为精确的预测，用包括互联网和协同引擎在内的通讯技术帮助生成企业间的 新和定时的协

作预测。2.生产计划和排序：分析企业内部和供应商生产设施的物料和能力的约束，编制满足物料

和能力约束的生产进度计划，并且还可以按照给定条件进行优化。各软件供应商根据不同的生产环

境应用不同的算法和技术，提供各有特色的软件。3.分销计划：帮助管理分销中心并保证产品可订

货、可盈利、能力可用。分销计划帮助企业分析原始信息。然后企业能够确定如何优化分销成本或

者根据生产能力和成本提高客户服务水平。4.物流和运输计划：帮助确定将产品送达客户的 好途

径。物流和运输计划的时标是短期的和战术的。物流和运输计划对交付进行成组并充分利用运输能

力。5.企业或供应链分析：以整个企业或供应链的图示模型，帮助企业从战略功能上对工厂和销售

中心进行调整。有可能对贯穿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或多个产品进行分析，注意和发掘到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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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系统在三菱化学公司的实施，使得生产线的准备时间和生产物料供应提前期有了明

显提高；通过整合和优化供应链中需求和供应计划，达到了公司管理层预先设定的要求：当客户有

新的需求时，可及时查阅整个供应链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概况。  
三菱化学公司供应链计划员可以编制高精度的月生产、销售计划，同时可以通过系统模拟客户

需求量的变化对整个供应链的潜在影响程度。高精度的月生产计划帮助公司减少浪费、降低生产成

本；整个供应链上各要素的综合计划如生产能力、可用库存量和客户对产品的特殊要求等，帮助三

菱公司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分析：（1）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实施给三菱化学公司带来哪些益处？ 

参考文献 

1．《物流管理》（美）戴维 G.克劳斯著，林国龙、宋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 
2．《管理信息系统》薛华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战略供应链管理》 肖尚纳.科恩、约瑟夫.罗塞尔著 汪蓉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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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流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物流的基本理论，包括物流的重要性、我国物流的状况、物流

的概念与起源、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物流的种类、物流体系的功能与作业流程、物流管理的战

略等内容。同时在掌握物流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具体的物流管理案例进行简要地分析，

充分认识到物流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物流理论：物流的重要性、物流的概念和起源、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物流的种类、

物流的功能以及物流的作业流程。 
（2）物流管理理论：物流管理的概念、物流管理的任务、网络分析的内容、物流管理战略的

意义及其基本框架。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物流的概念与起源、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物流的种类、物流的功能。 
本章的难点有：物流的作业流程、物流管理的战略、物流管理战略的意义、物流管理战略的框

架。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物流理论的概述 

一、物流的重要性 

物流管理的核心在于创造价值。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自身及其供应商创造价值，

良好的物流管理要求供应链上的每一项活动均能实现增值。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 
1．物流活动的成本在 GDP 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2．物流是所有的商品交易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支撑着经济生活中的大多数交易行为。 

二、我国物流的状况 

我国的物流状况主要体现为： 
1．现代物流的发展开始得到重视； 
2．工商企业开始重视物流管理 
3．旧式运输、仓储及货物代理企业逐步向物流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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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物流的概念与发展 

一、物流的概念 

物流（Logistics）的英语字面意义从属于军事范畴，即所谓的“后勤”。 
美国物流管理协会（CIM）1962 年对物流管理作了一个精要的概括：“所谓物流，即以 高

效率和 大成本效益，满足顾客需要为目的，从商品的生产地点到消费地点，对包括原材料、在制

品、 终成品及其相关信息的流动与贮存，进行设计、实施和控制的过程。” 
概括来说，物流是指物料或商品在空间上与时间上的转移，它分为社会物流和企业物流两大类。 

二、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 

现代物流管理在美欧发达国家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职能管理（1960—1970）；内部一

体化（1980-1990）；外部一体化（1990-至今）： 
1．职能管理阶段：物流活动被集成到两大物流管理职能当中，即物料管理和分销管理。 
2．内部一体化阶段：包含了以往的物料和分销管理的全部内容，而且涉足传统的市场营销和

生产管理的一些职能（如生产计划、销售预测、原材料与在制品管理、顾客服务等）。这一阶段物

流管理的集成仍限于企业内部，故称为“内部一体化”。 
3．外部一体化阶段：物流管理将功能集成的概念从单个企业拓展到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将

企业资源在供应链成员之间平衡和调配可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从而增强供

应链以及其成员企业的竞争力。 

三、物流的种类 

1．按照实用价值，物流可以分为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 
2．按照作用，物流可以分为供应物流、销售物流和生产物流； 
3．按照物流活动的空间范围分类，大致可分为地区物流、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 
4．按照物流系统性质分类，可分为社会物流、行业物流和企业物流。 

第三节  物流体系的功能与作业流程 

一、物流的功能 

物流能力是通过物流网络、仓储等的协调以及物流运输和配送、包装、信息处理与集成等活动

来实现的。 
1．物流网络：物流网络是由固定的物流设施（如配送中心、码头、仓库等运输线路和信息）

组成的具有物流能力的物理结构。 
2．运输和存储功能：运输是在既定设施网络和信息能力的条件下对存货进行空间上定位的活

动，任何跨越空间的物质实体的流动；存储功能是物流体系中唯一的一个静态环节，是物流体系上

的一个结点。 
3．包装配送和流通加工：包装功能其实是一种动态过程，是生产过程向流通或消费领域的延

伸；配送是物流体系中由运输派生出的功能，也是物流中一特殊的形式，是商流与物流的密切结合；

流通加工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生产过程中，是对商品进一步的辅助性加工，主要作用是直接流通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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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服务。 
4．信息处理和集成：信息技术是现代物流体系正常运作的保证。从信息的载体及服务对象来

看，可分成物流信息和商流信息。 

二、物流的作业流程 

根据不同的业态，物流的作业流程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下面介绍几种典

型的物流作业流程： 
1．生产领域的物流作业：主要由进货物流、生产加工物流和出货物流三部分组成。从物流功

能的角度分析，生产领域的物流作业应是以运输、储存、装卸搬运等和相应的信息处理功能的体系。 
2．流通领域的物流作业 
流通领域内的物流包括物流体系中的所有功能，其中运输、配送和储存是主要的功能。这些功

能体现在下列的物流过程中。 
（1）批发企业的物流过程：批发业介于生产环节和零售环节之间，通过集中采购、批量出售

方法，简化了生产与零售业间的业务转换。 
（2）零售领域的物流过程：主要包括进货物流、储存和售前准备物流、商品销售物流、逆向

物流等阶段。逆向物流，是商品退货、回收和废弃物流。 
在零售领域的物流过程中，运输、配送、储存是主要的功能，而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

信息处理等是辅助功能。 
3．生活领域的物流功能 

第四节  物流管理的战略 

一、物流管理战略的意义 

1．物流管理的任务可以概括为 5 Rights：以 少的成本，在正确的时间（right time），正确的

地点（right location），正确的条件（right condition），将正确的商品（right goods）送到正确的顾

客（right customer）手中。企业要想实现这五个正确， 基本的就是要制订正确的物流战略。 
2．供应链管理的战略思想就是要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率、

响应性好、具有敏捷性的企业经营机制，产生一种超常的竞争优势；就是要使企业从成本、质量、

时间、服务、灵活性等方面显著提高竞争优势，加快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这种战略思想的实

现需要供应链物流系统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规划与运筹，并把供应链管理战略通过物流战略的贯彻

实施得以落实。 
3．物流管理战略对于供应链管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重视物流战略问题是供应链管理区别于

传统物流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物流管理战略的框架 

物流管理战略内容分四个层次： 
1．全局性的战略 
物流管理的 终目的是满足用户需求（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 快的方式、 低的成本交付用

户），因此用户服务应该成为物流管理的 终目标，即全局性的战略性目标。 
2．结构性的战略 
物流管理战略的第二层次是结构性的战略，包括渠道设计和网络分析。渠道设计包括重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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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优化物流渠道等；网络分析是物流管理中另一项很重要的战略工作，它为物流系统的优化设

计提供参考依据。 
3．功能性的战略 
物流管理第三层次的战略为功能性的战略，包括物料管理、仓库管理、运输管理等三个方面。 
4．基础性的战略 
第四层次的战略是基础性的战略，主要作用是为保证物流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基础性的保障。

内容包括：组织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政策与策略，和基础设施管理。 

思考题 

1．综合分析对比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流作业流程。 
2．简述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历程。 
3．物流管理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如何？ 
4．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的特点有哪些？ 

课堂案例分析 

怡敏信公司：外包物流管理 
根据以上情况，回答下列问题： 
（1）提供物流外包服务的企业在物流运作上有哪些优势？ 
（2）提供物流外包服务的企业的作用是什么？ 
（3）门罗公司为怡敏信提供物流外包服务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什么？ 

参考文献 

1．《.供应链管理》马士华，林勇，陈志祥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Lee H L, Padmanabhan V, Whang S. Information Distortion in a Supply Chain: The Bullwhip 

Effect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7, 43（4）: 546-558 
3．《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朱道立等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4．《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理论与实务》 赵林度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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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营销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包括市场营销的重要性、我国市场营销的

状况、市场营销的概念与起源、市场营销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营销的种类、营销体系的功能与作业

流程、营销管理的战略等内容。市场营销理论不是供应链管理的重点，但学生学习供应链管理必须

具备基本的市场营销理论的知识。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市场营销理概述：效率和竞争的观念、市场营销意识、营销；推销和销售的区别和联系、

供应链中的市场营销概念。 
（2）市场营销策略：市场分析、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产品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市场地位

与营销策略、产品策略类型、价格策略类型、渠道策略主要类型、促销策略类型和品牌策略。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意识、效率与效果的区别联系、销售与营销的异

同、供应链中市场营销的概念、市场分析、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产品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市场

地位与营销策略、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品牌策略 
本章的难点有：效益区分的含义和意义、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不同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市

场地位和营销策略、产品设计策略、新产品策略、渠道范围策略和新品牌的创建步骤。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市场营销观念 

一、效率与竞争观念 

效率是评估企业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一般用来评估企业及各部门的生产率就是用这个概

念。效果是如何让市场满意，如何使客户喜悦，只有满足市场及客户的需求时，效果才能产生。 
效果与效率的 大不同在于：效果是企业提供的价值能满足客户的期望程度；效率是企业提供

价值所需的时间。 

二、销售与营销 

1．销售的角色：销售是指企业在目前的事业基础上，将产品及服务推销给客户。 
2．营销的角色：营销是考虑企业如何建立一个体制，对应环境的变化及顾客的需求变动，它

的中心思考点着重于：持续满足顾客变动的需求，以获取“明日的报酬”。 
3．营销的终极目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说：“营销的终极目的在使销售成为不必要。”

营销的理想状态将会导致客户处在预备购买的状况下，所需要做的只是使产品及服务更易于取得。 

三、供应链中市场营销的概念 

供应链营销就是以供应链建立、维持、强化整个供应链活动中的客户关系并使之商品化，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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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服务市场，设计营销方案，用顾客的满意为中心来优化供应链的活动和管理。 
供应链营销要求整个供应链中的所有个体与和之关联的群体的需求保持步调一致，从而使供应

链营销具有以下特点： 
①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相互作用的重点正在从交易转向关系； 
②供应链营销的重点在于有利的客户和客户群自始至终实现价值的 大化； 
③供应链营销战略重视与几个关键“市场”建立和扩展关系。它重视组织里面的“内部”市场，

它也重视与客户、供应商、推荐渠道、影响市场和招聘市场建立广泛深入的外部关系； 
④质量、客户服务和市场营销是紧密联系的，然而对它们的管理往往各自单独进行，供应链营

销把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使之更加联系紧密。 

第二节  市场营销策略概述 

一、市场分析 

市场分析包括全面分析和自我分析。全面分析就是要分析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即生产和销售本

企业同类产品和替代产品的企业，自我分析就是对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进行分析。 
分析自己和对手的简单方法是实施一个 SWOT 分析：Strength 优点、Weakness 缺点、Opportunity

机会和 Threats 威胁。 

二、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 

选择顾客的第一步是区分市场。市场区间的本质，就是将大市场分割为几个较小的市场，使每

一个小市场中的顾客对该营销商而言，都具有某些类似而重要的性质。公司一旦确认不同的市场区

间，接下来即面临服务单一区间、部分区间、或是所有区间的抉择。 
企业选择目标市场的步骤是： 
1．锁定目标市场； 
2．选择目标市场； 
3．决定目标市场 

三、产品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 

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依其销售额与利润的曲线，划分成四个阶段，主要包括导入期、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1．在产品导入期可以采取的营销策略有： 
（1）快速掠取策略； 
（2）缓慢掠取策略； 
（3）快速渗透策略； 
（4）缓慢渗透策略。 
2．在成长期阶段中，公司可利用下列的营销策略： 
（1）公司尝试改进产品品质； 
（2）促销的重点在于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特殊偏好； 
（3）积极开拓不同的营销渠道； 
（4）在适当的时机降低价格。 
3．在成熟阶段，营销人员在此阶段中仍应系统地考虑市场、产品及营销组合等的修正策略，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586 

以期能再创销售的佳绩。 
4．面临衰退阶段的公司，其可采行的策略不外有下列三种：维持现状、收割或撤资及剔除等。 

四、市场地位与营销策略 

依照其在目标市场上所拥有的市场占有率及所扮演的角色来衡量与分类，约可分为四种竞争地

位：市场领导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追随者及市场利基者。 
1．市场领导者：整体市场拓展策略、保护市场占有率策略和拓展市场占有率策略。 
2．市场挑战者：在选择攻击对象时，必须依据其策略目标及分析竞争者的实力。 
3．市场追随者：追随者可采用下列三种追随策略：紧密追随；模仿和适应。 
4．市场利基者： 适合采用的策略乃为游击战。 

第三节  市场营销策略举例分析 

一、产品策略 

1．产品策略主要有产品重叠策略、产品范围策略、产品设计策略、产品剔除和新产品策略。 
产品设计策，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以选择： 
（1）标准化产品； 
（2）个性化产品； 
（3）修正后的标准化产品。 
2．新产品策略 
新产品可以由以下三种方式产生： 
（1）产品修改； 
（2）产品模仿； 
（3）产品创新。 

二、价格策略 

1．现有产品价格策略，包括维持、下降和提高三种： 
（1）价格维持； 
（2）价格下降； 
（3）价格提高。 
2．新产品定价的两种基本策略分别是吸脂性定价与渗透性定价。 
（1）吸脂性定阶：吸脂性定价是建立高价位并吸收所有市场需求曲线上端顾客的策略。此策

略通常伴随着高昂的促销费用。 
（2）渗透性定价 
渗透性定价是 初以低价进入新市场而获取更大的占有率的策略。 

三、渠道策略 

1．渠道范围策略 
（1）排他性渠道，指的是一个特定的零售商仅在某一特定区域享有专属销售一种产品的权利； 
（2）密集性渠道让产品能在每一个可能的零售店中销售，意指产品会出现在某一地区的许多

不同且互相竞争的零售机构中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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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性渠道是在某一区域中经由数个，但非全部，零售点来销售某产品。。 
2．复式渠道策略 
（1）互补性渠道； 
（2）竞争性渠道。 

四、促销策略 

促销策略一般包括广告策略和人员推销。这两种策略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见到的。 

五、品牌策略 

在品牌策略的步骤如下： 
首先，要建立品牌身份。 
其次，选择品牌名称。 
第三，发展品牌与区分市场。 
后，成功区分品牌。 

思考题 

1．综合分析分析市场追随者可以使用的追随策略。 
2．分析成长期企业适用的营销策略。 
3．简述产品生命周期导入期可以采取的四种策略并简述其各自的特点。 
4．简述供应链市场营销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课堂案例分析 

马狮关系营销的完美体现1 
分析：（1）建立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关系对于马狮集团有何重要作用？ 
（2）结合该案例说明营销对供应链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3）该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管理》夏文汇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2．《物流管理概论》（美）唐纳德.沃斯特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3．（美）斯蒂芬·哈格、梅芙·卡明斯、詹姆斯·道金斯《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0 
 

                                                        
1 http://www.365u.com.cn/WenZhang/Detail/Article_1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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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制造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企业生产计划模型、MRP 原理

与应用（包括 MRP、闭环 MRP、MRP II 阶段）、JIT 的基本原理、企业资源计划的概念、ERP 系

统的管理思想、ERP 同 MRPⅡ的异同以及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 系统缺陷与不足。 
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主要包括： 
（1）企业生产计划系统概述：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企业生产计划模型。 
（2）MRP 原理与应用：基本 MRP 的原理与主要内容、基本 MRP 的不足和闭环 MRP 基本原

理、闭环 MRP 的主要缺陷以及 MRP II 的基本原理。 
（3）JIT 原理：JIT 的起源、JIT 的基本原理、JIT 的主要实现手段。 
（4）企业资源计划：ERP 的概念、ERP 系统的管理思想体现、ERP 同 MRPⅡ的主要区别、

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 系统缺陷与不足。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有：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企业生产计划模型以及特点；基本 MRP 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内容、MRP 的主要缺陷、闭环 MRP 的原理、MRP II 的原理及其特点；JIT 的概念、JIT
的目标、JIT 的核心观念、JIT 生产方式的基本手段、JIT 的基本原理、JIT 的主要作用；ERP 的概

念、ERP 系统的管理思想、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 系统缺陷与不足等。 
本章难点有：基本 MRP、闭环 MRP、MRP II 的基本原理；JIT 的基本原理、ERP 系统的理思

想、ERP 同 MRPⅡ的主要区别。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企业生产计划系统概述 

一、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 

集成供应链管理思想的出现体现了对以下几个新概念的拓展： 
1．供应链管理对资源（Resource）概念内涵的拓展：在供应链环境下，资源优化的空间由企

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即从供应链整体系统的角度进行资源的优化。 
2．供应链管理对能力（Capacity）概念内涵的拓展：供应链管理把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供应链系

统，其能力的利用范围也因此扩展到了供应链系统全过程。 
3．供应链管理对提前期（Lead Time）概念内涵的扩展 
提前期是生产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在 MRPII 系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设置参数。但 MRP II

系统中一般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固定值来对待在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并不强调提前期的固定与否，

重要的是交货期（Delivery Time），准时交货，即供应链管理强凋准时：准时采购、准时生产、准

时配送。 
协调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供应链管理的协调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供应一生产协调、

生产一分销协调、库存一销售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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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生产计划模型的特点 

1．订货决策与订单分解控制 
在对用户订货与订单分解控制决策方面，模型设立了订单控制系统，用户订单进入该系统后，

要进行三个决策过程：（1）价格／成本比较分析；（2）交货期比较分析；（3）能力比较分析。

后进行订单的分解决策， 
2．面向对象的、分布式、协调生产作业控制模式 
供应链环境下这种分布式、面向对象的、协调生产作业控制模式， 主要的特点是信息的相互

沟通与共享。建立供应链信息集成平台（协调信息的发布与接受），及时反馈生产进度有关数据，

修正生产计划，以保持供应链各企业都能同步执行。 

第二节  MRP 原理与应用 

一、基本 MRP 的原理 

1．MRP 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主生产计划计算独立需求物料的需求数量和需求日期，再根据

BOM 自动推导出构成独立需求物料的所有相关需求的物料，再由毛需求减去现有库存量和计划接

收量；根据每种相关需求物料的各自提前期推导出相关需求的开始采购（生产）时间。 
2．MRP 的基本内容是编制零件的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 

二、闭环 MRP 

1．基本 MRP 的缺陷：没有考虑到生产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和采购的有关条件的约束；缺乏

根据计划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对计划进行调整的功能。 
2．闭环 MRP 系统除了物料需求计划外，还将生产能力需求计划、车间作业计划和采购作业

计划也全部纳入 MRP，形成环形回路。 
3．资源需求计划与能力需求计划：在闭环 MRP 系统中，把关键工作中心的负荷平衡称为资

源需求计划；把全部工作中心的负荷平衡称为能力需求计划，或称为详细能力计划，而它的计划对

象为相关需求件。 
4．现场作业控制 

三、MRP II 阶段 

1．闭环 MRP 的缺陷：1）计划的源头是从 MPS 开始的，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企业长远经营

战略。2）闭环 MRP 系统包含了物流和信息流，但企业中的资金流却没有体现。 
2．MRPⅡ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生产计划为主线，从整体 优的角度

出发，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各种制造资源和产、供、销、财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地计划、组织和

控制，使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流动畅通的动态反馈系统。 
3．MRPⅡ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计划的一贯性与可行性； 
2）管理的系统性； 
3）数据共享性； 
4）动态应变性； 
5）模拟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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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流、资金流的统一。 
MRP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经营管理计划体系，是实现制造业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管理模

式。 

第三节  JIT 原理 

一、JIT 的起源 

准时制生产 JIT（Just In Time，又称及时制供应）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的全球石油危机

和由此引发的自然资源短缺，这对于靠进口原材料发展经济的日本冲击 大。 
JIT 将购买与采购、制造与物流联系了起来。其目标是 小化库存、提高产品质量、 大化生

产效率和提供 佳客户服务水平。它基本上是一门经营哲学。JIT 的核心观念是：任何超出所需的

低数量的部分都属于浪费。 

二、JIT 的基本原理 

JIT 的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适时适量生产。即“只能生产能够卖得出去的产品”或“只在市

场需要的时候生产其需要的产品”。 供方要根据需方的要求，按照需方需求的品种、规格、质量、

数量、时间、地点等要求，将物品配送到指定的地点。不多送，也不少送，不早送，也不晚送，所

送品种要保质保量，不能有任何废品，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人员、设备、库存费用等

一系列的浪费。 
JIT 的原则实现了适时，适量，适度生产，排除了多余产品和库存浪费，弹性配置作业人数，

保证质量和降低成本等目标。JIT 供应方式具有很多好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向零库存进军； 
（2） 大化节约； 
（3）向零废品进军。 

三、JIT 的基本手段 

JIT 生产方式的基本手段也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1）适时适量生产对于企业来说，各种产品的产量必须能够灵活地适应市场需要量的变比。 
（2）弹性配置作业人数。降低劳动力费用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有效措施，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是根据生产量的变动，弹性地安排各生产线的作业人数来完成较多的生产任务，主要是将生产线上

的作业人员数减下来，即“少人化”。 
（3）质量保证。 

第四节  企业资源计划 

一、ERP 的概念 

1．ERP 就是在 MRPII 和 JIT 的基础上，通过前馈的物流和反馈的物流和资金流，把客户需求

和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以及供应商的制造资源结合在一起，体现完全按用户需求制造的一种供应

链管理思想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2．ERP 在整个供应链的管理过程中，更注重对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控制，同时，通过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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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和业务流程，促进资金、材料的流动和价值的增值，并决定了各种流的流量和流速。 

二、ERP 系统的管理思想 

ERP 系统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了对整个供应链资源进行管理及协调的思想 
2．体现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的思想 
“精益生产 LP（Lean Production）”的思想，即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

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其二是“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的思想。当市场上出现新的机会，而企业的基本

合作伙伴不能满足新产品开发生产的要求时，企业组织一个由特定的供应商和销售渠道组成的短期

或一次性供应链，形成“虚拟工厂”，把供应和协作单位看成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并行

工程（SE）”，组织生产，用 短的时间将新产品打入市场，时刻保持产品的高质量、多样化和

灵活性，这即是“敏捷制造”的核心思想。 
3．体现事先计划与事中控制的思想 

三、ERP 同 MRPⅡ的主要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在资源管理范围方面的差别 
2．在生产方式管理方面的差别 
3．在管理功能方面的差别 
4．在事务处理控制方面的差别 
5．在跨国（或地区）事务处理方面的差别 
6．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差别 

思考题 

1．综合应用企业生产计划模型。 
2．综合应用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 系统缺陷与不足。 
3．论述 ERP 和 MRPⅡ的主要区别 
4．简述敏捷制造的核心思想 

课堂知识扩展 

1．ERP 软件的未来发展趋势。 
2．全面质量管理（TQM）和供应链管理的关系。 

课堂案例分析 

泰料来公司的供应商管理库存项目 
分析： 
（1）简要介绍 JIT 的概念和其运行原理。 
（2）结合案例说明实施 JIT 对公司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物流基础》，曾剑、王景锋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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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物流管理》，孟祥如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 
3．《物流学》，骆温平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0 
4．《供应链管理》，乔尔.威斯纳、梁源强、陈加存著，朱梓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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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管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供应链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的概念、需求预测、需求计划、供应

链的供给管理、生产能力管理、库存管理、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的概念、产生原因和消除牛鞭效应

的方法。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需求管理的概念、需求预测、需求计划、生产能力管理、库存管理、

供给计划、供给调度、需求满足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需求满足的功能、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的概念

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消除牛鞭效应。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供应链的需求管理、需求预测、生产能力管理、库存管理、供给计划、需求满

足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需求满足的功能。 
本章的难点有：牛鞭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如何消除牛鞭效应。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的需求管理 

一、需求管理的概念 

1．需求管理就是以供应链的末端客户和生产需求为核心，有计划地利用各种资源，协调和控

制需求，以实现供应链上供需平衡的业务活动。 
2．需求管理的目的是以供应链末端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为核心，在预定的计划下有效地利用各

种资源，认识和掌握各种需求的来源与变化，协调和控制这些需求，实现供应链上的供需平衡。 
3．需求的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预测不准确；需求的多样性使

产品呈现多样化，零配件种类繁多；需求的多变性缩短产品生命周期。 
4．需求管理主要由需求预测、需求计划、需求分析报告、需求监控与关键绩效评估等部分组

成。 

二、需求预测 

1．企业应该把供应链中所有使用预测或影响需求的规划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包括生产能

力计划、生产计划、促销计划和购买等活动。 
2．6 步预测法对有效的预测有很大帮助： 
（1）理解预测的目的。 
（2）将需求规划和预测结合起来。 
（3）识别影响需求预测的主要因素。 
（4）理解和识别顾客群。 
（5）决定采用何种 适当的预测方法。 
（6）决定预测的实施和选择计算误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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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计划（Demand Planning，DP） 

1．需求计划（Demand Planning，DP）主要对客户需求制订计划和实现监控。它提供一个多维

环境，使企业能够了解市场需求，并借助市场营销等手段引导未来市场需求，帮助企业识别那些能

够取得 佳效益的产品，使管理者通过突显和排除需求管理中的难点来准确和有效地管理他们的需

求。 
2．需求计划的功能具体表现如下： 
（l）需求计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自己定义的尺度和类别去观察、分析、处理和输出数

据。 
（2）需求计划提供了定制化运作的功能。 
（3）利用需求计划灵活的允许范围使管理者能够对未曾预料到的需求高峰进行提前计划，及

时掌握供应商的供应能力变化趋势，帮助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上对需求变动进行协同，有效地平衡需

求与供给的变化。 
（4）按客户的需求进行配置模拟。 
（5）生成各类需求计划。 
（6）采用需求计划修补断裂的供应链。 
（7）基于工作流的流程自动化。 
（8）异常事件监测。 

第二节  供应链的供给管理 

公司可以通过生产能力和库存两个因素的组合来改变产品的供给，实现的目标是利润 大化，

这里利润是指销售收入减去生产能力成本和库存总成本的差值。 

一、生产能力管理 

当公司控制生产能力以满足可预测的需求变动时，可以将下面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1．弹性工作制。 
公司可以在员工中实行弹性工作制，以此来更好地按照需求进行生产。 
2．使用季节性员工。 
公司可以在旺季雇佣临时工，来增加生产能力，满足需求。 
3．利用转包合同。 
使用这种方法，公司在旺季将一部分生产转包出去，使工厂内部的生产仍然保持恒定水平，这

样做成本也比较低。转包商可以通过将需求的波动转给若干生产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生产的弹性。 
4．利用双重设施。专用设施和弹性设施。 
5．把产品弹性融入生产过程的设计中，这种方法使公司拥有可以随意改变生产率的弹性生产

线，生产可以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二、库存管理 

为了管理库存以适应可预测的需求变动，公司可以采用下面几种方法的组合： 
利用多种产品的通用零部件。 
利用这种方法，公司为许多不同的产品设计共同的零部件，每种产品都有可预测的需求变动，

但总体需求保持稳定。这些产品中共同的零部件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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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高需求产品或可预测需求的产品建立库存。 

三、供给计划和供给调度 

1．供给计划（Supply Planning）用于决定何时、何地为何种需求提供供给，如物料、部件、

设备、车辆、人工和设施等资源，以实现供与需的平衡，满足客户的订单与需求。 
2．供给调度主要是配合供给计划实现对瓶颈资源的合理利用。在批量和重复性生产环境中，

常常存在多种生产流程及资源利用的选择，如何从中选择 优方案是供给调度的首要任务。它常被

用于供应链中的瓶颈分析。 

第三节  供应链的需求满足 

一、需求满足的重要性和目的性 

1．需求满足是维系供应链不至于断裂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绩效优劣与否直接影响了客户的

满意度，影响了企业的盈利水平。 
2．从总体来说，需求满足有双重目的：一是从 终客户的角度来看，它提供了准确的可供性

和实时承诺，这种承诺基于可用库存和远期／计划供应，这是基于事实的承诺，它与基于提前期的

承诺不同，而后者可能并不切实可行；二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致力于努力执行供给与需求的匹

配来满足需求，同时降低履约总成本，力争使每次事务处理过程都能获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需

要完成一系列的任务。 

二、需求满足的功能 

需求满足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种： 
1．检查资源可用性。首先，需求满足在基于资源约束的基础上制订需求履行和履约计划，然

后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借助可供货能力承诺（ATP）、可用生产能力承诺（CTP）、可发货能力

承诺（DTP，Distribution to Promise）。 
2．扩展的需求满足能力。基于因特网的需求满足组件能够得到整个供应链上的供应和需求信

息，当自己无法完成客户需求时，有 3 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3．管理计划履行方面积压的订单。 
其他的功能还有：对订单做出智能的实时承诺，协调来自分布式货源的交货，智能地发现例外

情况并加以解决。需求满足提供了供应链上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可预见性，它可以实时地发现并解

决在各个地域的供应地点中出现的短期或长期例外情况。 
此外，需要满足的订单承诺是根据自动的业务规则进行的，并根据供应和需求的预见性产生正

确的配置、价格和可用性检查的订单。 

第四节  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 

一、牛鞭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 

1．由于供应链的信息流从末端（ 终客户）向源端（原始供应商）传递时，信息扭曲会逐级

放大，导致需求信息的波动越来越大（方差放大）。这种信息扭曲的放大作用在图形显示上如同一

条甩动的牛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与终端客户距离越远，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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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就越大，其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不能保证有效地实现信息

的共享，这种信息扭曲如果和企业制造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会导致巨大经济损失。 
2．产生“牛鞭效应”的原因主要有 3 个方面： 
1）需求预测修正原因。在没有实现协同运作以前，供应链上各成员各自做自己的预测，为了

有一定量的库存去应付客户的需求变化，常在预测值上加上一个修正增量作为订货数量，导致了牛

鞭效应。 
2） 缺少协作原因。它是供应链上引起牛鞭效应 主要的原因，也是供应链管理 需要解决的

问题。 
3）提前期原因。随着提前期的增长，需求的变动性也增大，因此，影响了安全库存水平和订

货点，且提前期越长，需求变动的微小变化引起的订货量变化就越大。 
另外批量订货、商品价格波动、对于短缺的准备、库存失衡、环境变异等因素都会引起牛鞭效

应。 

二、消除牛鞭效应的方法 

1．加强预测。 
2．信息共享。这是供应链上减小牛鞭效应 有效的措施之一 
3．业务集成。供应链上下游间的业务实现紧密集成，形成顺畅的业务流，可以减少需求过程

内在的变动性。 
4．缩短提前期。一般来说，订货提前期越短，订量越准确。缩短提前期能够显著地减小牛鞭

效应。 
5．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实施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消除牛鞭效应。 

思考题 

1．分析供给计划与供给调度，以及它们与需求计划、生产计划与进程。 
2．需求预测的实施步骤。 
3．论述牛鞭效应、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方法。 
4．论述需求预测前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哪些？ 

案例分析题 

国内成品油市场的“牛鞭效应” 
我国成品油市场放开后的几年内，曾出现过若干次这样的情形，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成品油

资源突然紧张起来，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告急：成品油库存薄弱，面临脱销。石油公司急忙组织货源，

油价也一路上涨。但是，当有关部门将成品油组织投放到位时，所有的现象却“烟消云散”，油价

又跌入低谷。 
较为典型的是 1996 年底，国内市场柴油紧俏，许多地方面临“脱销”，某些省份柴油批发价

临近 4000 元／吨，各地纷纷来电告急。在国内资源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组织进口 200
万吨柴油，实际进口了 120 万吨，短短一个半月内，国际（新加坡）市场柴油价格从 20 美元／桶

上升到 33 美元／桶，紧接着国内柴油出现过剩，价格回落后又继续下跌，部分进口柴油至 1998 年

还在库里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各地有关部门报来的柴油缺口量达 250 万吨以上，据事后分析，真

正的缺口不过 60 万吨左右。 
纵观这几年成品油市场的情况，我们还看到了与“需求放大”相反的情况：市场低迷、销售不

畅、价格掉进了低谷，企业招数频出也难以扭转销售的颓势。其结果也是成品油经营企业库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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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炼油厂和油田不能保持稳定生产。2001 年上半年的成品油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称其为“需

求减少效应”。 
分析：（1）分析我国国内成品油市场“牛鞭效应”产生的原因？ 
（2）我国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消除“牛鞭效应”？ 
（3）“牛鞭效应”的影响有哪些？ 

参考文献 

1．《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宋华主编，经济出版社，2002 
2．《现代物流学》，霍红马常红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3．《供应链管理》，乔尔.威斯纳、梁源强、陈加存著，朱梓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4．《供应链管理技术与方法》，张成海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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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供应链策略联盟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影响供应链伙伴关系的主要因

素、动态联盟供应链和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第三方物流（TPL）的相关知识以及第三方物流

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供应链伙伴关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与传统企业关系的对比、影响伙伴

关系联盟的主要因素、动态联盟供应链、业务外包、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第三方物流（TPL）
的概念、第三方物流的特征、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及其发展。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供应链伙伴关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与传统企业关系的对比、影响伙伴关系联

盟的主要因素、动态联盟供应链、业务外包、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 
本章难点有：第三方物流（TPL）的概念、第三方物流的特征、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及其发展。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 

一、供应链伙伴关系 

1．供应链伙伴关系（Supply Chain Partnership，SCP）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在供应链内部

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协调关系。 
2．供应链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除去相同类别的，无非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制造商与经销

商关系两种。 
3．供应链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供应链总成本和库存水平，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保持

战略伙伴之间行为的一贯性，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作绩效，产生更大的竞争优势。 

二、供应链伙伴关系与传统企业关系的对比 

三、影响伙伴关系联盟的主要因素 

其中要的因素有三个：效果、亲密与前景，它们都是促使伙伴关系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1．效果（Impact）用来形容伙伴间能够创造的具体有效的成果，而它是 根本的因素。成功

的伙伴关系可以提高生产力和附加价值，改善获利能力，因而效果可以说是每一个成功伙伴关系“存

在的理由” 
2．亲密（Intimacy）一词用来描述业务伙伴关系间的紧密程度。 
3．前景（Vision）是伙伴关系的导航系统，它显示出伙伴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些

目标提供的导向。伙伴关系对于供应商与客户双方都有着强烈且深远的影响，因此绝对需要有一个

清晰的指导方向，没有目标的行为是没有动力的。 
综上所述，在供应链伙伴关系中，效果、亲密和前景是营销这种关系的 重要因素。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99

第二节  动态联盟供应链和业务外包 

一、动态联盟供应链 

1．动态企业联盟又称虚拟企业联盟，一般说来，动态企业联盟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企业由市

场机会所驱动，通过信息技术相连接的、临时结成的供应链业务联盟。动态企业联盟从组成到解散

完全取决于市场机会的存在与消失。 
2．动态企业联盟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动态性。动态联盟是一个为实现市场机遇的临时组织，这种动态性决定了这种联盟可重

构和反应快的特点。 
第二，互补性。动态联盟的各个成员共同构成实现市场机遇所需的所有资源，形成为优势资源

互补的统一体，产生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三，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 
此外，动态企业联盟还具有临时性。 

二、业务外包 

1．业务外包（Outsourcing）就是将企业的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以获取 大的投资回报，

而将那些不属于核心的或企业不擅长的业务外包出去，利用他人的资源，包括利用他人的技术、时

间和资金三个方面的资源。 
2．业务外包，可以给企业带来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开展业务外包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智力资源。 
其次，供应链上的企业分工合作、并行运作，以及协同预测、协同供应、协同研发，才能够以

短的时间推出新产品和服务，共同获利，提高企业的研发和创能力。 
再次，业务外包更重要的一点是利用他人的资金。 

三、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 

1．OEM 生产模式 
所谓 OEM 生产模式，主要是指拥有自主产权的企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负责

产品的设计开发、市场营销等专业业务，而把具体的生产加工业务委托给其他 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电子制造服务商”，也代表承包方、受托方）企业承担。 

2．物流业务外包 
物流业务外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将物流业务外包来获得高水平的服务和实现高质量的物流运

作，同时减少成本，避免在物流设施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 

第三节  第三方物流（TPL） 

一、第三方物流（TPL）的概念 

1．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TPL，也写作 3PL）是指物流的实际需求方（第一方）

和物流的实际供给方（第二方）之外的第三方，它部分或全部利用第二方的资源，通过合约向第一

方提供物流服务，它是业务外包在物流业务中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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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PL 提供一种集成运输模式，它使供应链的小批量库存补给变得经济。 
3．TPL 是一种实现物流供应链集成的有效方法和策略。 

二、第三方物流的特征 

1．集中核心竞争力 
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而将核心能力集中于专业业务上，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化分

工的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2．降低经营成本 
TPL 企业正是利用了其规模经济优势和成本优势，使它的客户节省与物流有关的人力、管理和

运营费用，减少资金占用，降低成本。 
3．提高服务灵活性 
TPL 以个性化物流服务为目标的物流运作模式能够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进行“客户化定制”，

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4．加速产品和服务投放市场的进程 
TPL 可以利用其强大的物流网络帮助客户在速度上实现竞争优势。它通过加强信息交流，提高

如仓储、运送等物流活动的速度，加快交货、发送和响应时间，减少产品生产和交货的提前期，迅

速将产品送到各个生产基地或市场需求地，从而获得时间竞争的优势。 
但是，物流业务外包也存在着风险和弊端，主要有以下 3 个： 
（1）外包可靠性风险。 
（2）可能影响企业的核心业务。 
（3）对外包依赖程度太大。 
因此，企业在外包物流风险和收益之间需要反复进行权衡，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做出科学的

决策。 

三、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及其发展 

思考题 

1．分析比较 OEM 生产模式与物流业务外包的联系与区别 
2．应用分析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 
3．动态供应链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4．分析第三方物流的优缺点。 

课堂知识扩展 

1．了解敏捷供应链和精益供应链的相关知识。 
2．第四方物流的相关知识。 

案例分析题 

中海物流面向工业企业的第三方物流服务 
分析：（l）制定第三方物流企业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2）通过本案例你对该企业的物流战略有何评价？ 
（3）中海物流案例中，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得到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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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客户关系管理（CRM）产生的背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

思想和定义、CRM 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供应商关系管理（S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相关

知识。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客户关系管理（CRM）概论：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客

户关系管理定义、CRM 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 
（2）供应商关系管理（SRM）：供应商关系管理的意义、供应商关系管理定义和发展、供应

商关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3）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支持客户关系管理的相关业务流程、CRM 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模块组

成、企业设计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客户关系管理定义、

CRM 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什么需要供应商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定义和发展、供应

商关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本章的难点有：支持客户关系管理的相关业务流程、CRM 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模块组成、企业

设计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客户关系管理（CRM）概论 

一、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 

企业管理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1．“产值中心论”，这一阶段企业管理的中心概念就是产值管理； 
2．“销售中心论”，此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质量的竞争和销售的竞争； 
3．“利润中心论”，管理的目标移向了以利润为中心的成本管理； 
4．“客户中心论”，企业管理由此进入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 
5．“客户满意中心论”。 
其次，在企业管理中心在不断转变的过程中，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也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变： 
1．“理性消费时代”，消费者价值选择的标准是“好”与“差”； 
2．“感觉消费时代”，选择的标准是“喜欢”和“不喜欢”； 
3．“感情消费时代”，在这一时代，消费者的价值选择是“满意”与“不满意”。 
可以说上述客观进程将企业管理推进到“客户关系管理”时代，将客户关系管理作为企业管理

的重要内容和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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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 

1．重视客户的个性化特征，实现一对一营销。 
2．提高客户满意度，留住老客户，争取新客户。 
客户满意是指“客户通过对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可感知的效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所形成的

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客户满意度是可感知效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数 
3．客户关怀贯穿营销的全过程。 

三、客户关系管理定义 

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目的在于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

系，在企业的市场、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等与客户相关的领域广泛实施，通过为不同类型的客户

定制不同的服务，吸引和保持更多的客户。 

第二节  供应商关系管理（SRM） 

一、供应商关系管理定义和发展 

1．供应商关系管理（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RM）是一种用来改善企业与供应商

关系的管理理念。 
2．供应商关系管理（SRM）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目的在于改善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的关系，实施于围绕企业采购业务的相关的领域，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的、紧密的业务关系，

整合双方资源和竞争优势来共同开拓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和份额，降低产品前期居高不下的成本，

实现“双赢”的企业管理模式。 
3．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关系管理起源于企业合作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在供应链上，企业不

是孤立的，这种关系是根据市场环境的不断演变而发展的，这种企业关系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 

二、供应商关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1．SRM 是供应链上企业与其上游成员之间的接口 
在一个供应链上，每一个企业都不是孤立的，它要与供应链上其他上下游的企业发生业务关系

和往来，通过实施和运用 SRM 和 CRM 来实现与其上下游企业的紧密连接和协同运作，达到整个

供应链的快速响应。 
2．SRM 可以增强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 
供应商与制造商的交换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交换，而且包括一系列可见和不可见的服务（R＆D、

设计、信息、物流等）。对于供应商来说，它需要具备革新和良好的设计能力，以保证交货的可靠

性和时间的准确性；而对于制造商来说，它要提供的活动和服务包括了控制供应市场、管理和控制

供应网、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为供应商提供财务服务等。 
3．SRM 的发展创新了企业间的合作模式 
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供应链伙伴关系强调直接的、长期的合作，强调共有的计划和共同解决问

题的能力，强调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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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一、支持客户关系管理的相关业务流程 

在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应用之前，管理人员需要重新构造同客户的交互流程。 
1．连带销售和高销售 
2．营销活动管理及执行 
3．客户服务和支持 
4．现场服务 
现场服务是外部客户支持的延伸，由于有些问题无法通过电话解决，需要维修人员到客户家中

保养或修理设备。 
5．客户维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强调的是基于历史交易情况来区分客户。对客户进行市场细分则需要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所提供的决策支持技术，有效的决策支持要求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客户资料。 

二、CRM 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模块组成 

目前市场上的 CRM 软件产品很多，但包括的一些基本功能有：客户管理、销售管理、营销管

理、客户服务等，有的软件还包括了呼叫中心、合作伙伴关系管理、商业智能、知识管理等。 

三、企业设计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时应注意的问题 

1．客户信息的整合是客户关系管理的基础。 
2．根据企业自身规模、业务特点，有重点、分层次的实施 CRM。 
选择和实施 CRM 系统之前，企业应该考察自身的业务需求、企业规模及特点，分层次有侧重

的实施： 
第一个层次是满足部门级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协同级需求； 
第三个层次是企业级需求。 
3．克服各方面的阻力，进行业务流程重组。 
实施 CRM 系统的前提是对企业现行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以提高系统的运营效率。 
4．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高商业智能和分析能力。 
应用这些挖掘技术能够帮助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分析客户消费的倾向性，以便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的服务，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忠诚度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思考题 

1．客户服务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 
2．供应商关系管理产生的原因。 
3．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课堂知识扩展 

1．CRM 系统的主要模块组成及其基本功能分析。 
2．供应链管理环境中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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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 

Safeway 重定义客户关系 
结合案例分析：（1）客户关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是什么？ 
（2）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供应链中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管理》 蔡启明、张庆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4 
2．《现代物流与配送中心》 何明珂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企业战略管理》 解培才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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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供应链管理中的财务因素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管理中涉及的财务因素，比如供应链管理中的库存维

持成本、订货和缺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的计算，同时了解现金流分析和决策树分析方法在供应链财

务评估中的具体应用。 
知识点： 
本章的知识点包括：财务因素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供应链成本管理、供应链成本分析、供应

链成本的计算方法、贴现现金流分析、用决策树评价供应链管理。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有：财务因素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供应链成本管理、供应链成本分析、供应

链成本的计算方法。 
本章的难点有：贴现现金流分析、用决策树评价供应链管理。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管理中涉及的财务因素 

一、供应链成本管理 

1．供应链中财务管理职能的关键就是总成本分析。也就是说，给定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

管理者应该使供应链总成本 小化，而不是试图使其个别活动的成本 小化。 
2．供应链的成本管理应体现供应链的价值增值水平，即：价值增值＝用户价值一用户成本；

而用户成本的降低应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去考虑，即：用户成本＝原料成本十制造成本十销售成本，

这三部分成本分别对应于供应链的上游成本、企业内部成本和供应链下游成本。 
3．克服时间距离所发生的成本称之为持有成本（holding cost）；克服空间距离所发生的成本

称之为移动成本（motion cost）。持有成本包括库存维持（持有）成本、订货成本和缺货成本，移

动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搬运成本。 

二、供应链成本的计算方法 

1．库存维持成本 
库存维持成本是供应链中的核心成本之一，首先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和存货原理： 
（1）平均存货。平均存货（average inventory）通常是由物流设施中储备的材料、零部件、在

制品和产成品构成。它包括：a．周期存货（cycle inventory）；b．安全库存（safety stock，SS）；

c．中转存货（transit inventory）。 
（2）订货完成周期（提前期）、平均完成周期和存货补给周期； 
（3）再订货点； 
（4）现有存货和已订购存货； 
（5）存货基本原理。多周期库存需求包括独立库存需求和相关库存需求。 
库存补给策略有两种：连续检查补给策略和周期检查补给策略。连续检查补给策略假定需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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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每次订货的数量和再订货点固定。 
周期检查策略是指每隔一定时期检查一次库存，并发出一次订货，把现有库存系统补给到 大

库存水平。该策略可设再订货点也可不设再订货点，但必须设固定检查周期和 大库存量，每次的

订货量为 大库存水平减去检查时的库存量。 
2．库存维持成本的计算 
①确定再订货点； 
②计算平均库存维持成本； 
③服务水平与安全库存的计算方法。 
3．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的计算 
4．运输成本与搬运成本的计算 

第二节  供应链设计的财务评估 

一、贴现现金流分析 

1．所谓现金流的现值是指现金流量用当天的贴现率表示的价值。贴现现金流量（DCF）分析

用以评价任何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比较两种现金流量的财务价值。 
2．贴现现金流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是“今天的现金价值高于明天的现金价值”，因为今天的现

金可用于投资，在本金之外还获得回报。这一前提为我们比较未来现金流量的相对价值提供了基本

的工具。 
3．我们引进贴现因子（即贴现率）来计算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在制定供应链决策时，我们应

该比较不同投资方案的 NPV。如果 NPV 为负值，说明选择该方案将导致供应链亏损。如果 NPV
高，说明选择该方案会使供应链获得 高的资本回报。 

二、用决策树评价供应链管理 

1．决策树是一种图谱，它可以用来评估在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贴现现金流的

决策树可以用来评估在价格、需求、汇率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供应链决策。 
2．建立决策树的第一步是，确定做出决策时所考虑的时期数，以及时期的长度，如 1 天、l

个月、1 个季度等；第二步是，找出影响决策价值的因素；第三步就是确定每一因素从某一时期到

下一时期变动的概率；第四步就是确定计算未来现金流的时期贴现率 k。 
3．决策树的评估从 T 期的一个节点开始， 后回到基期。对于每个节点来说，通过各种因素

的现值和未来值计算，就能得出 优决策。这种分析以贝尔曼原理为基础。贝尔曼原理是指，对于

给定状态下的任何战略选择，如果整个分析假定从下个时期开始，那么下个时期的 优战略就是所

选择的战略。这一原理从 后一个时期开始，以倒置的方式找出 优战略。 

思考题 

1．应用分析和计算产量对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利润的影响，对直接成本进行分析和计算。 
2．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的计算，运输成本的计算，搬运成本的计算。 
3．贴现现金流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4．学会使用决策树方法平价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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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知识扩展 

1．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供应链成本预算管理模式和供应链无形成本动因管理模式。 
2．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新方法—目标成本法，了解相关原理和主要形式。 
3．影响供应链成本的因素有哪些？ 

案例分析题 

青岛啤酒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成功案例 
分析：（1）青岛啤酒在实施供应链管理前的成本状况如何？ 
（2）青岛啤酒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供应链成本管理？ 
（3）青岛啤酒的成本控制效果如何？ 
（4）结合本案例说明成本控制在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管理》夏文汇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2．《现代物流学》，霍红马常红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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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供应链需求预测技术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预测的组成部分和预测方法。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预测的组成部分、预测方法概述、预测的时

间序列法、在预测中使用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对预测误差的认识、预测的定性方法。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预测的组成部分、预测方法概述、预测的时间序列法、对预测误差的认识、预

测的定性方法。 
本章的难点有：在预测中使用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和对预测误差的认识。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构成了供应链中所有战略性和规划性决策的基础。 
除了生产和分销决策外，供应链“推动阶段” 的其他决策也要以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为基础。

我们在这里列出了一些以需求预测为基础的重要决策。 
1．生产：生产计划、库存管理、仓库的租赁与购买 
2．营销：销售资源配置、促销、新产品开发 
3．财务：生产线（设备）的投资和预算规划 
4．人力资源管理：雇员计划、雇佣、解雇。 

第二节  预测的组成部分和预测方法 

一、预测方法概述 

1．定量预测法用于下列三条件成立的时候（1）手头掌握待有预测变量的过去信息；（2）信

息可以进行定量化，以及（3）过去的变动形式将持续到未来成为一个合理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

便可以通过时间序列方法进行预测。历史的销售数据形成了一个时间序列，一个时间序列是一组对

于某一变量连续时点或连续时段上的观测值。 
2．定性方法通常涉及到使用专家判断来进行预测。定性方法的一个优势在于当需要进行预测

的变量的信息不能进行定量化以及当手头没有历史数据或者历史数据无法进行应用的情况下，定性

方法就可以使用。 
3．实运用复合型的预测方法进行预测，并将各种预测结果结合起来作为 终的预测结果，将

会比单独运用某种方法更为有效。 

二、预测的时间序列法 

1．在一个时间序列中的数据的变动形式或者说表现有几个组成因素，通常假定存在四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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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因素——趋势因素，周期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因素——这四个因素相结合提供了一个

时间序列的确切值。 
2．时间序列平滑法 
（1）移动平均法：将时间序列中 近几个数据值作为对下一期的预测的方法。 
（2）加权移动平均法，是移动平均法的一种变形，加权移动平均法会为每一数据值选择不同

的权重，并将计算出的 近 n 个数据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预测值。 
（3）指数平滑法使用过去时间序列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预测值。 

三、在预测中使用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 

主要是用线性回归和季节指数两种方法进行预测。 

四、对预测误差的认识 

1．随机需求指需求中偏离系统需求的那部分需求，公司不能也不必预测随机需求。公司能预

测的只是估计的需求规模和变化，这些可用来衡量预测误差。随机因素还意味着公司不能预测这部

分的变动方向。预测误差是用来衡量预测需求和实际需求之间差值的。预测以对系统部分的衡量为

基础，而随机部分的预测又是以预测误差为基础的。 
2．一个好的预测方法应该反应系统需求部分而不是随机需求部分。随机需求部分会以预测误

差的形式表现出来。 
3．只要观测到的误差值在历史数据的误差范围内，公司可以继续使用现在的预测方法。 

五、预测的定性方法 

1．Delphi 法（德尔菲法） 
这种方法原先是由兰德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发展起来的。这一方法试图通过“小组内一致”以

进行预测。Delphi 法的目的的并非要输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相反，是要产生一系列大多数专家都

同意的相对近似的意见。实证的证据以及理论上的争论必须在预测报告中写清楚，而且必须使用 5
到 20 名专家。 

2．专家判断法 
定性预测通常建立于某一专家的判断之上，或代表一组专家的致意见。 
3．场景描述法 
被称作场景描述的定性过程由形成建立在一组精心的假设上的概念化场景。、 
4．直觉法 

思考题 

1．利用德尔菲法的进行决策。 
2．应用移动平均值的计算，加权移动平均值的计算，运用基本的指数平滑模型预测。 
3．用线性回归和季节指数两种方法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管理》夏文汇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2．《现代物流学》，霍红马常红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3．《电子商务物流与电子供应链管理》  宋华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 宋华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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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技术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库存的基本概念，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供应链库存的常

用策略及计算模型，主要包括安全库存、循环库存和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库存的基本概念：库存的基本概念、库存的成本构成、库存管理的衡量指标、库存的影

响。 
（2）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 
（3）供应链库存的常用策略及计算模型：安全库存、安全库存的计算、循环库存、经济订货

量模型（EOQ）。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库存的基本概念、库存的成本构成、库存管理的衡量指标、库存的影响、供应商

管理库存的概念、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 
本章的难点有：安全库存、安全库存的计算、循环库存、经济订货量模型（EOQ）。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库存的基本概念 

一、库存的概念 

1．库存的定义在不同方式下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观点认为，库存仅仅指的是在仓库中处于

暂时停滞状态的物资，这种库存包括零售店中的库存，厂商的成品库存等。 
2．广义的观点认为，库存表示用于将来目的的、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源。 
3．供应链上的企业仍然愿意在库存上花费大量成本，甚至建立和保持一个完整模型，其实是

为了对企业资源的进行平衡利用： 
首先，库存可以平衡客户资源。 
而且，库存可以平衡生产资源。 

二、库存的分类 

1. 根据资源需求的重复程度划分为单周期库存和多周期库存。单周期需求也叫一次性订货，

这种需求的特征是偶发性和物品生命周期短，因而很少重复订货。多周期需求又分为独立需求库存

与相关需求库存两种属性。 
2. 按功能区分，库存有五种基本类型 
（1）波动（需求与供应）库存； 
（2）预期库存； 
（3）批量库存； 
（4）运输库存；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612 

（5）屏障库存。 
3．按在加工过程中的地位将库存划分为： 
（1）原料库存。 
（2）零部件库存。 
（3）在制品库存。 
（4）成品库存。 

三、库存的成本构成 

在库存决策中涉及的成本主要有以下三类： 
1．订货成本 
2．库存持有成本 
3．缺货成本 

四、库存管理的衡量指标 

1．平均库存。 
2．可供货时间。 
3．库存周转率。 

五、库存的影响 

持有一些库存是必要也是有用的，但是库存过多却是有害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过量库存会占用大量资金。 
第二，过量库存会增大库存成本。 
第三，过量库存会掩盖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 

一、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 

1．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 Managed Inventory，VMI）是一种战略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性策

略，它以系统的、集成的管理思想进行库存管理，使供应链系统能够同步优化运行。 
2．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各自为政的库存管理模式，体现了供应链的集成化管

理思想。 
3．实施 VMI 要求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内部紧

密合作；第二，企业之间紧密合作。 
4．从某种意义上讲，供应商管理库存是企业实现库存成本和风险转移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

协议的形式，企业将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移给供应商，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合作联盟。 

二、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 

1．在供应链管理中，VMI 模式的应用，将上游组织的库存转移到了下游组织，使上游组织有

效地降低库存，甚至实行零库存；上游组织库存成本的转移，也使下游组织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获

得了市场份额，从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可见，借助于 VMI，下游组织和上游组织通过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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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计划可以排除或减少存货的风险。 
2．采用 VMI 管理策略要求建立企业战略联盟，并从组织上促进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在信息、

库存和物流等方面进行系统管理实施供应商管理库存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在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模式成为核心企业，在核心企业的主导下完成

供应链的构建，核心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连接成供应链网络。 
2）建立法律和市场环境下的合作框架协议，实现贸易伙伴间密切合作，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共同确定补充订货点、 低库存水平参数、库存信息传递方式等。 
3）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供应链上的信息集成，达到共享订货、库存状态、缺货状况、生产

计划、运输安排、在途库存、资金结算等信息。按照商定的协议将订单、提单、送货单、入库单等

商业文件标准化和格式化，在贸易伙伴的计算机网络系统间进行数据交换和自动处理。 
4）建立完备的物流系统，实现对储存、分销和运输货物进行综合管理，使自动化系统、分销

系统、存储系统和运输系统同步实现数字化管理。迅速反馈物流各个环节的信息，组织进货，指导

仓储，为经营决策提供信息依据，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 

第三节  供应链库存的常用策略及计算模型 

一、安全库存 

1．安全库存是指在给定时期，为了满足顾客需求而保有的超过预测数量的库存。采用安全库

存有两个原因：一是需求量预测不确定；二是如果产品的实际需求量超过预测值，就会导致产品短

缺。 
2．安全库存的计算：用于满足给定水平的需求所需的安全库存数量可以通过计算机仿真或统

计技术来确定。在计算安全库存水平时，必须考虑需求和补货周期变动的共同作用。这可以通过收

集在统计上有效的 近的销售量和补货周期样本数据来实现，一旦数据收集完毕，可以通过采用公

式确定安全库存的需要。 

二、循环库存 

1．循环库存是指供应链中建立的平均库存量，其产生的原因是，供应链某一阶段生产或采购

的批量大于客户需求量。 
2．批量规模和循环库存也影响着供应链中的原料周转时间： 
平均周转时间＝平均库存／平均周转速度 
对于任何供应链而言，平均周转速度等于需求量。因此我们得出下面的公式： 
循环库存的平均周转时间＝循环库存／需求量＝Q／2R 
3．循环库存主要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供应链的成本。增加批量规模或循环库存量经常会降低供

应链不同阶段的成本。为了理解供应链如何获取规模经济，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受批量规模影响的供

应链成本。单位订购量的平均支付价格是确定批量规模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订货量模型（EOQ） 

1．经济订货量模型是基于循环库存管理的计算模型。当项目需求不变或几乎不变时，并且所

有订单数目按时到达库存地点，我们就可以运用经济订货量模型（EOQ）。 
2．经济订货量模型（EOQ）的计算过程 
在使用 EOQ 模型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库存成本、订货成本和需求信息这三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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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维持费用年利率 
C＝每单位的库存费用 
Ch＝库存中保持一单位的年费用 
那么，库存中保持一单位的年费用是： 
Ch＝IC 
平均库存（Q/2）下的年库存成本的总方程式如下： 
年维持费用＝平均库存×每单位的年维持费用 

＝ h2
1 QC  

年订货费用＝年订单数量×每份订单的费用 

＝ 0)( C
Q
D

 

年总费用＝年维持费用＋年订货费用 

TC＝ h2
1 QC ＋ 0)( C

Q
D

 

订货数量 小值用订货数量 Q 表示。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使年总费用 小

化的订货数量 Q 的值可以由下式得出。 

h

02
*

C
DC

Q =  

第四节  课堂案例分析 

对绝大部分公司来说，分销体系中的大量库存都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它占用了巨大的流

动资金。对于宝洁（P&G）来说，这意味着 38 亿美元的成本。小修小补不足以为库存问题提供突

破性的解决方法，为此，宝洁在咨询公司 BiosGroup 的帮助下，找到了更为激进的方法，打造了一

个灵活性和适应性更高、以顾客为中心的供应网络。 
1．原先库存情况 
几年前，有两个数字让宝洁的高层寝食难安。一个是库存数据：在宝洁的分销体系中，有价值

38 亿美元的库存。另一个是脱销量。在零售店或折扣店中 重要的 2,000 种商品中，任何时刻都有

11%的商品脱销。令人不解的是，系统中的大量库存并未降低脱销量。事实上，货架上脱销的商品

常常堆积在仓库中。虽然库存系统表明有货，库存管理人员却无法找到佳洁士牙膏或 Charmin 纸巾

的包装箱。库存堆积如山，而顾客却经常买不到宝洁的产品。 
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公司尝试过的对策都无法永久地改变这一矛盾。于是，宝洁的经理们开始

探索更激进的、突破性的解决方法。宝洁定下了目标：在不恶化脱销问题的前提下，减少 10 亿美

元库存。 
2．解决方案 
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方法无法降低库存，而 BiosGroup 则可能帮助宝洁做到这一点，为此宝洁要

求 BiosGroup 将库存减少 50%。以往的供应链管理软件提供了允许企业规划和管理产品流动、设计

运输网络并安排生产的方案，BiosGroup 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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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形象地描绘了虚拟世界里产品在系统中的流动。 
建模：模拟供应链 
为了模拟宝洁的供应链，BiosGroup 运用了被称为"基于供应链实体（agent）的建模"技术。在

模型建立的过程中，小的软件模块代表了系统中各种实体组成部分。一个实体代表生产线，其他实

体则代表货车、仓库、客户和消费者。BiosGroup 首先为去头屑洗发水产品建立了运输和后勤模型。 
在创建了在消费者方面没有不稳定状况的理想模型后，BiosGroup 开始引入不稳定性，并测量

其影响。这被称为"基于事件的模拟器"，这些模型是根据消费者行为的概率分布（比如他们何时购

物、购买多少）以及货架的状态（即产品是否脱销）来建立的。 
突破：惯例的束缚 
项目中一个主要的关注领域是，宝洁在零售合作伙伴买进整车商品时给予折价的做法。 然而，

这一政策有重要的缺陷。宝洁的客户经常推迟订货，直到他们能购买整车货物，甚至因此导致脱销

也在所不惜。 
于是，BiosGroup 分析了如果宝洁在装车要求上灵活处理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清楚地表明，

当客户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即必须订购整车货品时，他们承担了高于其需求的存货，因为他们倾

向于把需求量"化零为整"之后再下订单。这一多余的存货导致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产品老化：如

果渠道中有太多库存，客户必须在市场营销周期的末尾从零售商处回收，而增加的产品处理导致更

多的货物受损。此外，与通常的逻辑相反，多余的库存事实上导致产品难以获得，因为零售商的库

存空间有限，而产品如果淹没在拥挤的仓库中就更难找到了。 
BiosGroup 咨询公司还发现，像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著名零售商）或者 Safeway（英国

著名零售商）这样的客户，当它们每次不得不等待订货量的累积以便装满货车时，宝洁都丢失了一

些重要的数据，它无法得知真正的需求。此外，客户可能将订货推迟到真正需要进货时，从而造成

脱销状况。要求客户大量订货的政策在减少运输成本方面有帮助，但它却阻碍了供应链的其他部分。 
研究表明，如果宝洁允许客户更及时地订货，并且稍微放松有关满车的限制，会产生令人惊讶

的效果。虽然宝洁将不得不让并未装满的货车发货，并因此大幅增加运输成本，但允许火车只装满

95%时，将把系统的总体不稳定性降低 30%之多。宝洁的建模工作使得公司对此问题的看法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要求满车装载到认识到不将货车装满的好处。 
另一个分析领域是后期分销。在后期分销流程中，商店每晚检查其存货，每天将需求发送到总

部。如果商店经理在一周的开始阶段发现卖出了三瓶潘婷洗发水，他便将订单发送给总部，总部将

订单转送到宝洁---但这一产品从分销体系中返回要花 7 到 10 天。 
很多零售商在商品到达分销中心时会严格按照商店的订货量装运。但那时数据可能已经是 10

天前的，商店处于与其在订货时完全不同的存货状况。因此 BiosGroup 分析了如果送货车到达城里

的所有零售商，从库存过多的商店装货送到库存不足的商店时的情形。 
解决：顾客导向，按需生产 
在 BiosGroup 建模的基础上，宝洁开始建立消费者驱动的供应网络。"顾客驱动"这一称呼本身

就反映了宝洁进行了重大的重新定位。首先，现在供应链始于消费者而非供应者。宝洁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因此"供应链"的称呼其实是措词不当的；宝洁的新流程并非围绕供应方，

并且也非链状。"链"意味着长时间的按顺序的交接，对于这一流程，这恰恰是错误的术语。而宝洁

正在建造的，是能灵活改变、快速适应的网络。 
宝洁通过与 BiosGroup 共同工作，正在建立有着多个组成部分的系统，并正在开始采取以下的

举措： 
建立实时需求启动装置。例如，可以从零售商的条码扫描器上直接获取销售点的信息。宝洁

99%的美国客户使用电子订货，这使宝洁能在销售发生后 5 到 7 天获得实际的销售数据。为了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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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得到这一关键数据的方法，宝洁成为了产品电子条码（EPC）的创始赞助人，这一产品基于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EPC 将出现在运货台、装货箱和每个消费商品上，商店内的条码扫

描器会将此信息传送到一个无线传感网络；制造商也能随时了解消费者何时购买了产品。麻省理工

学院自动 ID 中心正在与包括宝洁在内的 50 多个赞助商一起开发 EPC。 
宝洁也正在 50 个零售店中进行另一种销售点系统的试验计划，这几乎已成为推广普及的市场

化产品。 
改变规划和生产产品的方式。宝洁认识到，为达成这一目标，通过与其 ERP 系统供应商 SAP

公司共同开发具有适应性的资源规划模型，他们便可以在得到实时或接近实时的信息的情况下每天

2 到 3 次更新规划，而不是每天进行一次批量规划。目前，宝洁已在其 大量的库存单位（SKU）

中实现了 30%的按需生产系统。 
放宽传统规则的限制。对于低于整车的送货量，宝洁的管理层决定以 大 10%的幅度调整满车

装运规则。公司在西海岸的一个客户仓库进行试验：运送整箱的商品，不加以成本上的障碍，并监

控效果。 
不少宝洁的经理曾经怀疑按需生产是不是供应链问题的对症良药，但他们无法突破公司内部建

立的长生产周期的传统制造方式所造成的成本障碍。在 BiosGroup 的建模结果面前，高层管理人员

态度改变了。对于宝洁，这意味着巨大的变革：对生产做更快的改变，缩短生产周期，这些将要花

费大量的投资。 
宝洁与美国零售客户有约 75 个同类项目正在进行，并计划与 BiosGroup 再次合作。在完全实

施这一项目之前，这个消费产品巨头希望开始为下一代项目进行建模。事实上，在第一阶段的末尾，

宝洁对 BiosGroup 进行了投资。宝洁今天的项目将在两到三年后完全展开。宝洁想继续做行业的领

导者，他们相信 BiosGroup 能帮助他们做到这点。 
3．结果 
①通过创建和操纵这一虚拟世界，BiosGroup 和宝洁能比以前更准确地测量各种需求变化和分

销决策的影响； 
②通过这一计划，宝洁发现，更好的信息获取系统能将 11%的脱销率下降为 2%到 3%； 
③系统的总体不稳定性在下降； 
④ 所有的一切汇聚到了一起：更少量但更容易取得的存货减少了脱销率，优化的客户需求信

息导致更好的产品流动和更少的库存。 
 
分析：（1）大量库存的存在对宝洁公司有哪些影响？ 
（2）宝洁公司采取哪些措施实现库存管理的优化？ 
（3）合理库存的建立给宝洁公司带来哪些效益？ 

思考题 

1．需求率不变假设的含义。简单应用设置安全库存水平的原则。 
2．应用实施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主要内容，综合应用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的含义。 
3．经济批量订货的计算过程。 

课堂知识扩展 

1．传统库存管理模式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2．联合库存管理的相关知识，如产生背景、含义、相关策略和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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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 

通用公司通过库存环节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分析：（1）库存会导致些什么成本? 
（2）上海通用公司是怎么来节省库存成本的?和传统的汽车厂有什么不同? 
（3）怎样理解供应链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双赢的概念?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管理》 蔡启明、张庆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4 
2．《现代物流与配送中心》 何明珂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战略供应链管理》 肖尚纳.科恩、约瑟夫.罗塞尔著 汪蓉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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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供应链中的运输管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应该掌握供应链中的运输、运输的基本原理、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5

种基本运输模式的特点及其有缺点、运输网络模型的设计方案及计算。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供应链中的运输：运输在供应链中的作用、运输原理。 
（2）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影响承运人决策的因素、托运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3）基本运输模式：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管道运输、运输方式的选

择。 
（4）运输网络模型及计算： 
运输网络模型的设计方案：①直接运输网络。②“送奶线路”型直接运输网络。③有配送中心

的运输网络。④有配送中心的“送奶线路”运输网络。 
几种复杂的运输模型及计算：①运输问题。②指派问题。③转运问题。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有：运输在供应链中的作用、运输的基本原理、影响承运人决策的因素、托运人决策

的影响因素、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管道运输等。 
本章的难点有：运输网络模型的设计方案、复杂的运输模型及计算。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中的运输 

一、运输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1．运输就是为了将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而发生的产品的空间位移。因为产品

很少能在同一地点进行生产和消费，所以运输在每条供应链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供应链管理中经常使用快速反应的运输系统，把较少的固定设施集中布局和运营。 

二、运输原理 

1．指导运输运作管理的两条基本原理分别是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和距离经济（economy 
of distance）。 

2．规模经济的特点是随装运规模的增长，使每单位重量的运输成本下降。运输规模经济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与转移一票货物有关的固定费用可以按整票货物的重量分摊。因而，一票货物越重，

就越能“摊薄”成本，由此使每单位重量的成本更低。与货物转移有关的固定费用中包括接受运输

订单的行政管理费用、定位运输工具装卸的时间以及设备费用等。 
3．距离经济的特点是指每单位距离的运输成本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运输的距离经济也指递

减原理，费率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降低。距离经济的合理性类似于规模经济。距离越长，可以使固

定费用分摊给更多的英里数，导致每英里支付的总费用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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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 

一、影响承运人决策的因素 

承运人的目标是做出投资决策，并运用合理的经营策略，以使其投资取得 大回报。必须考虑

到以下几项成本。 
1．运输工具成本。这是指承运人购买或者租赁运输工具所发生的成本。 
2． 固定运营成本。这项成本包括所有与运输枢纽建设成本、机场建设成本及与运输是否发生

无关的劳动力成本。此外，固定运营成本通常与运营设施的规模成正比。 
3． 消耗成本。消耗成本与运输路途长短、运输持续时间是相关的，但它与运输产品的数量无

关。在进行管理决策时，该成本属于变动成本。 
承运人的决策还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其所追求的对目标市场的迅速反应能力；二是

市场能承受的价格。 

二、托运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托运人决策包括三项内容：运输网络设计、运输工具选择以及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的运输方式。

托运人的目标是，在以承诺的速度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使总成本 小化。托运人进行决策时，必

须考虑到以下成本： 
1．运输成本。这包括为将货物运送到消费者手中而向不同承运人支付的总费用。 
2．库存成本。这是指在托运人的供应链中保管库存货物所耗费的成本。 
3．服务水平成本。这是在没有完成货物运送义务时所承担的费用。 
在进行运输决策时，托运人应权衡以上各项成本。托运人的决策还会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即它所需要满足的客户对反应灵敏度的要求和它从不同商品和服务中得到的利润。 

第三节  基本运输模式 

一、公路运输 

1．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2．公路运输提供门到门的服务、当地的装运，运送数量也可大可小。 
3．公路运输与航空运输的竞争主要在小批量产品运输方面，而与铁路运输的竞争主要在大宗

货物运输方面。 
4．公路运输具备非常低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这就决定公路运输比较适合短程和中程运输。 
5．公路运输的主要缺陷是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 

二、铁路运输 

1．铁路运输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运送远程、沉重或大块的物品。 
2．铁路运输的成本比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低 ，但在货损货差率方面不占优势。 
3．相对公路运输而言，铁路运输的另外一个缺点是设备的有效性。 
4．对大多数托运人而言，铁路运输提供“站点到站点”的运输服务，而不是提供“点到点”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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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运输 

1．航空运输相比其他运输方式来说 贵，但速度也更快，特别是针对远程距离而言。 
2．航空运输的货物破损情况很少，班次频率高，但其地域覆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航空运输的成本高昂，大多数人仍把航空运输视为紧急情况下所采用的运输模式。 
4．高价值或极易腐烂的产品 有可能成为正常空运的产品，航空运输是较实际的方法。 

四、水路运输 

1．水路运输可以划分为内陆运输、湖泊运输、沿海运输、海岸间运输、国际海洋运输。 
2．绝大多数的水运都用来运送重的、大块的、低价的产品，对这些产品而言，运输速度通常

不是 关键的指标。 
3．因为水运地域只限于河流海洋经过的地方，因此这种运输方式的增长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五、管道运输 

1．管道运输具有独特的性质，它是以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为基础运行的，仅受到完全更换

运输商品和管道维修保养的限制。 
2．它不存在必须回程运输空的“集装箱”或“运输工具” ；仅需 初管道投资成本，管道运

输的维护成本是非常低的。 
3．管道运输 明显的缺点是不灵活，在运输商品的范围方面受到限制，管道运输只能运送液

态和气态的产品。 

六、运输方式的选择 

1．托运人选择何种运输方式，由该运输方式特性以及本企业和收货人的需求共同决定。 
2．在供应链中，选择一种合适的运输方式，既是计划性决策又是操作性决策。 
3．无论哪种决策，托运人都必须权衡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 
4．运费 低的运输方式，并不一定使供应链总成本 低。 

第四节  运输网络模型及计算 

一、直接运输网络 

1．所有货物直接从供应商处运达需要地，每一次运输的线路都是指定的，供应链管理者只需

决定运输的数量并选择运输方式。 
2．直接运输网络的主要优势： 
a)．无需中介仓库，而且在操作和协调上简单易行； 
b)．运输决策完全是地方性的，一次运输决策不影响别的货物运输； 
c)．从供应商到需要地的运输时间较短。 

二、“送奶线路”型直接运输网络 

1．送奶线路是指一辆卡车将从一个供应商那里提取的货物送到多个零售店时所经历的线路，

或者从多个供应商那里提取货物送至一个零售店时所经过的线路 。 
2．供应链管理者就必须对每条送奶线路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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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送奶线路通过多家零售店在一辆卡车上的联合运输降低了运输成本。 

三、有配送中心的运输网络 

1．在这种运输系统中，供应商并不直接将货物运送到零售店，而是先运到配送中心，再运到

零售店。 
2．配送中心是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发挥两种不同作用： 
（1）进行货物保管； 
（2）转运点的作用。 

四、有配送中心的“送奶线路”运输网络 

1．如果每家商店的进货规模较小，配送中心就可以使用送奶线路向零售商送货了。 
2．送奶线路通过联合的小批量运送减少了送货成本。 
3．使用货物对接和送奶线路要求高度的协调以及对送奶线路的合理规划和安排。 
4．连锁饮食店的送货上门一般都是采用这种路线，例如永和大王、必胜客比萨等。 

五、几种复杂的运输模型及计算 

1．运输问题：运输问题的目标是使从 m 个出发点（每个有 si 的供给）到 n 个目的地（每个有

dj的需求）的运输总成本 小，从出发点 i 到目的地 j 的单位运输成本是 cij。 
2．指派问题的目标是使指定 m 个工人去做 m 项工作所花的成本 少，工人 i 做工作 j 的成本

是 cij。这是假设了所有的工人都被指派并且每项工作都有人做。 
3．转运问题是在到达目的节点之前运输可能经过某个中间节点（转运点）的运输问题。 

思考题 

1．我国公路运输与航空运输、铁路运输的竞争、铁路运输中使用问题的解决方法。 
2．配送中心的作用、运输问题的建模、指派问题的建模、转运问题的建模。 
3．运输的基本原理和功能是什么？ 
4．四种基本的运输网络模型的优缺点分析 

课堂知识扩展 

1．仓储和运输的选择方法。 

案例分析题 

快步易捷与上海浦运携手“一体化运输管理系统项目”案例 
分析：（1）结合本案例运输在供应链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2）“一体化运输管理系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实施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参考文献 

1．《供应链管理手册》 约翰. 加托纳 （澳）  （John Gattorna）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2．《战略供应链管理》 肖尚纳.科恩、约瑟夫.罗塞尔著 汪蓉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 2006 年 
3．《企业物流管理—供应链视角》  约翰·科伊尔, 爱德华·巴蒂, 小约翰·兰利著/John Coyle, 

Edward Bar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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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典型供应链管理方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快速响应（QR）和有效顾客响应（ECR）的产生背景、实

施意义及其作用，然后能够充分了解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快速响应（QR）：快速响应的原理、快速响应产生的背景、快速响应的意义、实现快速

响应的六个步骤、快速响应的 新发展。 
（2）有效顾客响应（ECR）：有效顾客响应产生的背景、有效顾客响应战略、有效顾客响应

对成本的节约。 
（3）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快速响应的原理、快速响应产生的背景、快速响应的意义、实现快速响应的六

个步骤、有效顾客响应产生的背景。 
本章的难点：快速响应的 新发展、有效顾客响应战略、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快速响应（QR） 

一、快速响应的原理 

1．快速响应（quick response，QR）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方式，它体现了技术支持的业务管理思

想：即在供应链中，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各环节间都应进行紧密合作。一般来说，供应链的共同

目标包括：提高顾客服务水平，即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商品来响应消费者需求；降

低供应链的总成本，增加零售商和制造商的销售和获利能力。 
2．快速响应业务成功的前提是零售商和制造商具有良好的关系。 
3．快速响应主要应用在品牌选择性强的行业，例如服装行业。 

二、快速响应的意义 

快速响应对于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对于制造商来说，快速响应改善了它的顾客服务，这种改善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同一供应链

上制造商与零售商的良好合作关系。长期的良好顾客服务会增加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其次，快速响

应还能降低流通费用。第三，提高了采购订单的准确率，提高了订单效率。第四，由于可以对销售

进行预测并能够得到准确的销售信息，制造商可以准确地安排生产计划，有效地减少浪费。 
2．对于零售商而言，快速响应的意义主要表现在顾客服务水平和获利能力的显著提高。快速

响应利用条形码和 POS 扫描，使零售商能够跟踪各种商品的销售和库存情况，这样就能准确地跟

踪存货情况，在库存真正降低时才订货。它们还可以降低订货周期，实施自动补货系统（也称厂商

补货系统），运用存货模型来确定何时需要采购， 终提高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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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快速响应的六个步骤 

实施快速响应需要六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步骤为基础，都比前一个步骤回报更高，

但是需要的投资也更高。这六个步骤是： 
1．条形码和 EDI 
2．固定周期补货 
3．先进的补货联盟 
4．零售空间管理 
5．联合产品开发 
6．快速响应的集成 

四、快速响应的最新发展 

目前在欧美快速响应系统的发展已跨入第三个阶段，即联合计划、预测与补货（Collaborative 
Planning，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简称 CPFR）阶段。CPFR 是一种建立在贸易伙伴之间密切

合作和标准业务流程基础上的经营理念，CPFR 研究的重点是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承运商及

零售商之间协调一致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供应链整体计划、目标和策略的先进性。 

第二节  有效顾客响应（ECR） 

一、有效顾客响应（ECR）的含义 

1．有效顾客响应（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ECR）是应用于食品行业，分销商和供应商为

消除系统中不必要的成本和费用，给客户带来更大效益而进行密切合作的一种供应链管理方法。 
2．有效顾客响应战略的核心是要求零售商、批发商和制造商紧密协作，为顾客提供更多的价

值。 
3．ECR 的 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效反应能力和以客户需求为基础的系统，使零售商及供

应商以业务伙伴方式合作，提高整个食品杂货供应链的效率，而不是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大大降

低整个系统的成本、库存和物资储备，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有效顾客响应战略 

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可采取下述四种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 
1．有效的店内布局 
2．有效的补货 
3．有效的促销 
4．有效的产品导入 
任何一个行业的新产品导入都是一项重要的创造价值的业务。有效的产品导入包括让消费者和

零售商尽早接触到这种产品。 

三、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 

1．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主要来自于： 
第一，直接成本的节约，即通过减少额外活动和费用直接降低的成本； 
第二，间接成本的节约，主要是实现单位销售额的存货要求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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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节约的成本包括商品的成本、营销费用、销售和采购费用、后勤费用、管理费用和

店铺的经营费用等。 
2．对客户、分销商和供应商来说，除这些有形的利益以外，ECR 还有着重要的不可量化的无

形利益。 

第三节  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1．不同点：QR 主要集中在一般商品和纺织行业，其主要目标是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并快速补货。ECR 主要以食品行业为对象，其主要目标是降低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效率。

这是因为食品杂货店与纺织服装行业经营的产品的特点不同：杂货店经营的产品多数是一些功能型

产品，每一种产品的寿命相对较长（生鲜食品除外），单位成本也较低，因此，短时期内订货数量

与实际需求产生的差别带来的损失相对较小。纺织服装业经营的产品多属创新型产品，每一种产品

的寿命（由于季节性或流行趋势导致）相对较短，单位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短时期内订货数量与

实际需求的出入就会造成相对较大的损失。 
2．相同点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贸易伙伴间商业信息的共享。 
第二，商品供应方进一步涉足零售业，提供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第三，企业间订货、发货业务全部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DI）来进行，实现订货数据或出货数

据的传送无纸化。 

思考题 

1．《综合运用快速响应对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意义。 
2．综合运用分析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 
3．综合分析快速响应和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参考文献 

1．《供应链管理手册》 约翰. 加托纳 （澳）  （John Gattorna）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2．《现代物流与配送中心》 何明珂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现代物流管理教程》上海现代物流教材编写委员会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供应链管理》马士华等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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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供应链绩效评价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应该掌握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供应

链绩效评价模型。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 
（1）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供应链绩效评价概述、现行企绩效效评价与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比

较、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作用。 
（2）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企业之间的绩效评价指标。 
（3）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供应链评价体系模型、顾客价值模型、供应链成熟度。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供应链绩效评价概述、现行企绩效效评价与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比较、供应链绩

效评价的作用、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企业之间的绩效评价指标。 
本章的难点有：供应链评价体系模型、顾客价值模型、供应链成熟度。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3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 

一、供应链绩效评价概述 

有效的绩效评价系统，主要可以解决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评价组织原有的供应链，并发现原有供应链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2．评价供应链的新构造，监督和控制供应链运营的效率，充分发挥供应链管理的作用； 
3．作为供应链业务流程重组的评价指标，建立基于时间、成本和绩效的供应链优化体系； 
4．寻找供应链约束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参照系，也就是建立标杆活动、标杆节点企业和标

杆供应链体系的基准。 
总之，科学合理的供应链绩效体系作为供应链评价的标准，能够准确地描述供应链的运营状况，

为供应链管理体系的优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现行企业绩效评价与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比较 

现行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侧重于单个企业，评价的对象主要是某个企业具体的内部职能部门或者

个人，这种企绩效评价的指标在设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现行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财务结果，在时间上有了一定的延迟，不能很准

确的反映供应链运营动态情况。 
 现行企业绩效评价主要评价企业某职能部门工作完成情况，不能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评

价，更不能对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情况进行科学、客观地评价。 
 现行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不能对供应链的业务流程进行及时评价和分析，而是侧重于事后分

析。因此，当发现情况不同时，偏差已成为事实，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已经成为事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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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往往很难补偿。 

三、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作用 

供应链评价的目的就是对供应链的运行情况加以度量，以求更加准确对其运行进行评价，保证

供应链的实施可以给企业群体带来效益。因此，供应链绩效评价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的作用。 
1．用于对整个供应链的运行效果做出评价。 
2．用于对供应链上各个成员企业做出评价。 
3．用于对供应链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做出评价。 
4．这些指标还可起到对企业的激励的作用。 

第二节  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 

一、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 

1．产销率指标 
产销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已销售出去的产品与已生产的产品数量的比值。产销率指标又可分成

如下三个具体的指标：①供应链节点企业的产销率，该指标反映供应链节点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的经

营状况。②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产销率，该指标反映供应链核心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的产销经营状况。

③供应链产销率，该指标反映供应链在一定时间内的产销经营状况；同时，该指标也反映了供应链

库存水平和产品质量，其值越接近 1，说明供应链成品库存量越小。 
2．平均产销绝对偏差指标 
3．产需率指标 
产需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节点企业已生产的产品数量与其下层节点企业（或用户）对该产品

的需求量的比值。具体分为如下 2 个指标：①供应链节点企业产需率；②供应链核心企业产需率。 
4．供应链产品出产（或投产）循环期（Cycle Time），也叫节拍指标。它可分为如下两个具

体的指标：（l）供应链节点企业（或供应商）零部件出产循环期；（2）供应链核心企业产品出产

循环期。 
5．供应链总运营成本指标：供应链总运营成本包括供应链通讯成本、供应链库存费用及各节

点企业外部运输总费用。它反映供应链运营的效率。 
6．供应链核心企业产品成本指标 
7．供应链产品质量指标 

二、企业之间的绩效评价指标 

满意度指标是反映供应链上、下节点企业之间关系的绩效评价指标，即在一定时间内下层供应

商 i 对其相邻上层供应商 j 的综合满意程度 Cij。 
满意度 Cij＝αj×供应商准时交货率十 βj×供应商成本利润率十 λj×供应商 j 产品质量合格率 
式中，αj、βj、λj为权数，且（αj＋βj＋λj）/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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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 

一、供应链评价体系模型 

1．Lummus 等人（1998）列举了供应链绩效的主要考核指标（KPIS）。该指标体系分析了供

应链管理中供应、转换、交通运输和需求管理四个方面，供应链绩效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可靠性、

提前期、过程可靠性、加工时间、计划完成情况、订单完成率、补充提前期、运输天数、供应链总

库存成本和总周转时间。 
2．Roger（1999）认为必须建立新的绩效评价系统。他认为，客户服务质量是评价供应链整体

绩效的 重要手段。 
3．供应链研究的权威机构美国波斯顿的咨询公司和 AMR Research（AMR）在供应链参考模

型 SCOR 中，提出了度量供应链绩效的 11 项指标。 

二、顾客价值模型 

1．有关顾客价值的模型 著名的应该属均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模型，此模型是由

Kaplan 和 Norton 于 1992 年提出来的。 
2．该体系提出了一套系统评价和激励企业绩效的方法，共由四组指标组成：财务指标、客户

指标、内部运营指标和学习成长指标。 

三、供应链成熟度 

l．供应链的柔性 
供应链柔性主要包含联接柔性和管理柔性两部分。联接柔性体现了供应链成员之间连接的紧密

程度，而管理柔性体现了供应链价值在传递过程中的无损程度，可以表示成价值增值能力，主要包

含生产柔性和分销柔性两种类型。 
2．供应链的敏捷性 
敏捷供应链管理（Agi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ASCM）覆盖了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客户

的客户的全部过程，包括采购、生产、库存管理、销售、运输和客户服务等环节。 
敏捷供应链构筑了基于时间竞争的优势，能够实时满足波动的市场需求，保持与市场需求的同

步。敏捷供应链的敏捷性主要来自如下几方面： 
第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形成多渠道纽带。 
第四，降低复杂性。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基于客户服务质量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系统，推进绩效评价系统演变因素。 
2．应用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的计算。 
3．传统绩效评价模型和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的区别表现在哪里？ 
4．顾客平衡积分卡在供应链的应用表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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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知识扩展 

1．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的考虑因素和作用。 
2．施乐公司标竿管理（Benchmarking）绩效评价体系相关知识。 
3．顾客价值模型-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知识。 
4．SCOR 模型的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1．《企业战略管理》 解培才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现代物流管理》 蔡启明、张庆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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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信息技术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中的信息的重要性和作用、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应

用、电子商务在供应链的作用及其影响。 
知识点： 
本章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信息在供应链的重要性、信息在供应链的作用、信息的编码技术、数

据的自动识别和采集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电子商务对供应链的影响、电子商务的建立和价值。 
（1）供应链中的信息：供应链中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2）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信息分类编码的概念、条码技术的概念、射频识别技术的概念、

EDI 的概念、互联网的概念、信息编码标准化的重要性、EDI 的发展、EDI 的构成要素、信息编码

技术和种类、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互联网为供应链成员提供的好处 
（3）电子商务和供应链：电子商务的概念、运用电子商务的公司能够开展的供应链活动、电

子商务对企业收益的影响、电子商务对成本的影响（包括降低和增加的成本）、电子商务建立的价

值。 
学习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重点有：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在供应链中的运用、信息的编码技术、数据的自动识别与

采集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互联网与网络技术、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作用、电子商务对供应

链的影响、电子商务的建立和价值。 
本章的难点：信息的编码技术、数据的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等在供应链管

理中的具体应用。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供应链中的信息 

一、信息的重要性 

供应链管理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密不可分。这一论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

阐述： 
1．供应链管理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而这一思想和方法自

诞生之日起，就与计算机技术与通信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网络化是企业内外的竞争力与资源进行集成的基础，集成和网络化互相补充。 
3．企业必须建立以流程为基础的供应链组织，才能实现有效的供应链管理，而这需要信息技

术的支持。 
4．信息共享成为供应链管理的关键。 
5．信息技术普遍应用在供应链管理方法中。 

后，实施供应链管理的顶尖级公司都十分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供应链

管理成功程度的衡量主要是看构成供应链的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程度和顾客满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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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Tom Nickles、James Mueller 和 Timothy Takacs 的研究表明，将信息技术应用在供应链管理过

程中，可产生以下 9 个方面的效果。 
1．依靠信息技术建立顾客关系 
信息技术使供应链管理者通过与它的顾客和供应商之间构筑信息流和知识流来建立新型的顾

客关系。 
2．依靠信息技术了解市场 
有关消费着的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获知，互联网已经成为企业获得消费者和市场需要信息的

有效途径。 
3．开发高效率的营销渠道 
4．改变流通方式 
产品和服务正在向实用化趋势发展，并正在改变它们的流通和使用方式。 
5．构筑新型价值链 
信息技术通过利用每个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行业共有的做法，开始用来构筑企业间的价值

链。 
6．具有及时决策和模拟结果的能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供应链管理者在进行经营革新或模拟决策结果的时候，可以利用大量有效

的信息，供应链管理者基于这些信息可以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的管理。 
7．具有全球化管理和基于消费者要求的定制能力 
8．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的供应链构成 
信息技术正在模糊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区别，并在改变传统供应链的构成。 
9．学习和革新 
供应链管理者需要不断地改善他们的运作过程，在供应链内部和企业内部分享有用的信息。重

要的是企业有能力获得有关导致供应链革新和增强供应链能力的信息。 

第二节  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 

一、信息的编码技术 

1．信息编码技术是指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合理分类后或是为了对编码对象进行唯一标识而用代

码加以表示，从而实现对管理对象的正确识别。 
2．信息编码技术可分为信息分类编码与标识（ID）代码两大类。信息分类编码就是将具有某

种共同属性或特征的信息合并在一起，把不具有上述共性的信息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信

息某种符号体系，一般用代码加以表示。标识代码对编码对象不进行事先分类，而是对不同的对象

分配不同的、唯一的号码。 
3．信息编码的标准化工作是自动识别技术与电子数据交换，乃至电子商务的 根本的技术基

础。 
4．主要有两种方法实现对供应链管理对象的正确识别：一种是特征识别，即通过识别对象的

特征来进行识别；另一种是定义识别，即事先给识别对象赋予一个标识（ID）代码，通过获得其 ID
代码并与数据库相联，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正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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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的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 

1．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工作过程是将被识别物品的信息“装入”可由机器识读确定的标签，

并能由识读器自动转换为人工可识读或与计算机兼容的数据格式传入计算机，实现信息的自动识别

与数据采集。 
2．自动识别技术不仅能识别物品，而且是项目跟踪的有效手段。自动识别成为供应链管理过

程中处理项目信息的理想技术。。 
3．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AIDC）技术通过自动（非人工手段）识别项目标识信息，并且不使

用键盘即可将数据直接输入计算机、程序逻辑控制器或其他微处理器控制设备。 
4．每种自动识别技术都具有特定的特征和适用环境。 

三、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1．简单地说，EDI 就是按照商定的协议，将商业文件标准化和格式化，并通过计算机网络，

在贸易伙伴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自动处理。 
2．构成 EDI 系统的三个要素是：EDI 软件和硬件、通信网络以及数据标准化。 
3．EDI 整个过程无需人工介入或以 少的人工介入，以达到无纸化完成数据交换。 

四、互联网与网络技术 

1．供应链成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地获得供应链上的有关信息，互联网为供应链信息共享提

供了一个基础的工具。 
2．互联网为供应链成员相对方便地实时而低成本的共享信息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目前，许多

企业正在探索可能提供的诸多的机遇。 

第三节  电子商务和供应链 

一、电子商务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所谓电子商务，就是指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供应链上的包括信息流、产品流和资

金流都可以涵盖于电子商务中。运用电子商务的公司能够通过互联网开展下列供应链交易的部分或

全部活动： 
1．提供整条供应链信息。 
2．同客户及供应商协商价格、订立合同。 
3．实现顾客网上发送订单。 
4．实现顾客网上跟踪订单。 
5．实现顾客网上支付。 

二、电子商务对供应链的影响 

1．电子商务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包括： 
1）通过互联网为顾客提供直销 
2）从任何区位提供 24 小时的服务 
3）汇集各种渠道的信息 
电子商务通过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产品的信息，来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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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个人化和个性化信息 
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利用顾客的个人信息，指导顾客消费，提高销售额。 
5）加速进入市场的时间 
利用电子商务的公司比利用传统渠道的公司，能够更快地开发新产品，增加收入。 
6）实施弹性定价 
7）实现价格和服务的区别对待 
电子商务根据单个顾客购买力的大小来制定价格，实现价格的区别对待。 
8）电子商务对收入的潜在不利影响 
零售店能够立即为顾客提供所需的商品，而没有店面的电子商务由于运输时间的限制而要消费

者等待更长的时间。 
2．电子商务对成本的影响 
电子商务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公司或供应链削减成本： 
1）降低产品的管理成本可以通过缩短供应链的环节使其变短。 
2）将产品的差异化延迟至订单发出之后发生。 
3）通过可下载产品节省输送成本和时间。 
4）降低设施和加工成本。电子商务通过集中所有库存、减少所需设施的数量，来降低设施成

本。 
5）通过集中化降低库存成本。 
6）通过信息共享提高供应链的协调性。 
电子商务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增加成本。 
l）集中库存导致运输成本增加。 
2）如果顾客参与度降低，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3）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大量初始投资。 

三、电子商务的建立和价值 

管理者在实践中建立电子商务时，还应考虑下列建议： 
1．将互联网与现有的实体网络结合起来。 
2．设计反映成本的运输定价策略。 
3．优化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包裹而不是货物。 
4．设计电子商务供应链以实现商品的退换。 
5．在订单完成过程中让顾客有知情权。 

思考题 

1．分析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互联网为供应链成员提供的好处。 
2．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表现在哪里？ 
3．Internet 对供应链管理有何影响？ 
4．电子数据交换技术对供应链的发展有何影响？ 
5．分析传统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管理的不同。 

课堂知识扩展 

1．电子数据交换技术（EDI）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2．信息分类编码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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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码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4．互联网（Internet）在供应链中的具体应用。 

参考文献 

1．《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宋华主编，经济出版社，2002 
2．《现代物流管理》 蔡启明、张庆编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4 
3．《全球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案例》 戴维.泰勒著   中信出版社  2003 年 
4．《供应链不确定性管理—技术与策略》  张涛、孙林岩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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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供应链管理案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 
目前大多数企业都已认识到供应链管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本章就节选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比较

成功的三家企业进行简要地分析：宝洁公司和沃尔玛的供应链构筑、高露洁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戴

尔供应链管理。 
通过本章的具体案例分析，学生首先应该了解到供应链管理理念的指导和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实

施，对于现代企业有效减少库存，提高客户满意度，实现整个供应链上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的重要

作用；同时学生应该具备分析具体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将前 14 章的理论知识具体应用到现实的供

应链管理案例中。 
学时分配： 
本章课程讲授 4 学时。 
正文 

第一节  宝洁公司和沃尔玛的供应链构筑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大型生产商宝洁公司（Procter ＆Gamble）和美国第一大零售商沃尔

玛（Wal－mart Stores）结成了战略联盟，探索新型的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实践上

进行供应链管理的优化，并全面推动了 ECR 和 QR 的发展。2其步骤主要包括： 
（1）建立协作关系 
（2）合作形式与绩效 
（3）P＆G 自身的变革 
具体讲，主要包括： 
1．品牌管理制度的改变； 
2．价值定价战略的实施； 
（4）合作的新发展 

第二节  高露洁公司的供应链管理 

高露洁公司（Colgate-Palmolive）作为一家知名的跨国公司，向来以采用正确的发展策略为业

内称道。为综合管理其供应链，该公司于 1999 年 11 月建立了高露洁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高露洁

希望充分利用对其核心 SAP R/3 解决方案的投资，进一步完善全球供应链管理，改善对零售商和客

户的服务，减少库存，增加盈利。3其实施步骤包括： 
（1）供应链管理战略： 
聚焦供应链为解决上述问题，高露洁建立了“高露洁全球供应链系统”。在该系统中，高露洁

确定了三个主要的供应链战略。 
1．首先是推出 VMI 项目，大幅削减渠道的库存和循环时间。 
2．其次，高露洁还想实施一个跨边界资源计划，将地域性模式拓展为全球性模式。 

                                                        
2 参考《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宋华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7 
3 资料来自中国企业家网站，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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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高露洁还将实施一个与下游企业的协同计划程序，用来管理供应链中的市场需求和

协调各项活动。 
（2）供应链管理效果： 
1．真正实现全球化资源利用 
2．需求规划与绩效确认 
3．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节  戴尔的供应链管理 

1994 年，戴尔公司提出构建其新模式，把经营转变为定制程序，通过 JIT 系统降低库存量，面

向顾客直销产品，其效果是惊人的。把这种新型供应链能力置入核心战略，戴尔制定了一个供应链

再造计划，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地追求效率和价值产出。为此，戴尔不得不做一些困难的战略性

转换，使其重要的活动与新模式相协调。4其实施步骤包括： 
（1）戴尔的供应链战略： 
戴尔通过在下面五个方面的使用手段及并行的改变来创建协作： 
1．客户选择 
2．顾客内部运作 
4．运作能力 
5．组织结构 
（2）戴尔供应链战略的实施 
戴尔利用强有力的战略创造和管理技术变革去成功地领导他的公司。归纳起来，在其供应链再

造实施中进行了以下五个步骤： 
①打造基础； 
②发动合作伙伴； 
③推销新商务模式； 
④促成相关职能改变； 
⑤打造计划： 
1）证明试点项目的机会；  
2）组织那些主动客户； 
3）划分市场； 
4）系统地修正新商务模式。 

思考题 

1．宝洁公司和沃尔玛的供应链构筑 
通过宝洁公司和沃尔玛供应链管理案例的阅读，分析以下问题： 
（1）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宝洁公司和沃尔玛之间建立产销联盟的原因有哪些？ 
（2）宝洁公司和沃尔玛产销联盟的合作形式是什么？ 
（3）产销联盟对宝洁公司和沃尔玛的绩效如何？ 
（4）宝洁公司和沃尔玛产销联盟的 新发展趋势是什么？ 
2．高露洁公司的供应链管理 

                                                        
4 文章来自 AMT-企业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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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露洁公司供应链管理案例的阅读，分析以下问题： 
（1）“高露洁全球供应链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有哪些？ 
（2）VMI（供应商管理库存）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3）高露洁公司供应链管理的效果如何？ 
3．戴尔的供应链管理 
通过戴尔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案例的阅读，分析以下问题： 
（1）戴尔公司供应链管理 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2）戴尔公司供应链管理战略有哪些？ 
（3）戴尔公司供应链管理的具体实施策略有哪些？ 
（4）戴尔公司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启示有哪些？ 
4．查找具体供应链管理案例并进行简要分析。 

参考文献 

1．《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宋华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7 
2．《全球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案例》 戴维.泰勒著   中信出版社  2003 年 
3．中国企业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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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实验教学大纲（3 学分） 

[课程编号]406020483----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学时] 54 学时------           [实验学时]- 6 学时--- 
[授课对象] -本科生，双学位---     [授课单位] 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本实验课程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应用 ERP 模拟教学软件，使学生掌握 ERP 的基本概念和以运

行机制。 
在企业活动中，企业的采购、生产、营销、财务和库存是企业资源计划（ERP 的主要核心部分。

因此，企业资源计划（ERP） 应用模拟教学软件系统以制造企业为主体，抽象出普遍的 ERP 框架

模型，模拟企业供、产、销一体化的管理活动的实际完整过程。在逼真再现企业 ERP 整体框架活

动的同时，模拟企业内部的相应业务流程，实现为学习和深入理解 ERP 的概念和运行机制、方法

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践环境。 
学生通过 ERP 的模拟实验，能加深对 ERP 的概念的理解，同时掌握 ERP 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流

程。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实验教学的实验环境要求如下： 

 网络：基于 Windows NT 环境的局域网，或是基于 Internet 环境。 

Internet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

教学局域网

浏览器

 
 服务器 

 硬件配置： 
 166Mhz pentium 或以上级别的微处理器（或同级兼容处理器） 
 128M 内存（推荐 256M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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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A 或更高分辨率显示器 
 软件配置： 

 Windows NT Server 4.0 Servers Pack 4 以上（主域服务器）或 Windows 2000 
server 

 ERP 模拟教学系统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ERP 中的采购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 ERP 中采购的功能和流程。 
2.实验目的 
掌握 ERP 中采购的流程及其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模拟 ERP 采购中下述功能：采购流程管理、采购员资料管理、采购询价、采购订单、采购收

货、IQC 控制、采购应收货跟踪管理、采购退货、供应商发票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二：ERP 中的销售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 ERP 中销售的功能和流程 。 
2．实验目的 
掌握 ERP 中销售的流程及其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模拟 ERP 销售中下述功能：销售流程管理、销售员资料管理、价格引擎、分销出货 、分销应

出货监控、销售发票、销售订单、销售报价、销售退货、销售出货。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三：ERP 中的生产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 ERP 中生产的功能和流程 。 
2．实验目的 
掌握 ERP 中生产的流程及其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模拟 ERP 生产中下述功能：生产人员管理、产品资料管理、工序管理、生产线管理 、生产发

料。 
4．实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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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四：ERP 中的库存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 ERP 中库存的功能和流程 。 
2．实验目的 
掌握 ERP 中库存的流程及其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模拟 ERP 库存中下述功能：转仓处理、库存调整、仓库盘点、货品交易记录 、货品存量分布。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实验项目五：ERP 中的财务模拟 
1．预习要求 
预习 ERP 中财务的功能和流程。 
2．实验目的 
掌握 ERP 中财务的流程及其功能。 
3．实验内容和要求 
模拟 ERP 财务中下述功能：编制货币资料、付款方式管理、对会计科目的建立和维护、凭证

管理、核算项目资料。 
4．实验学时 
4 学时 
5．教师点评 
对课程进行状态进行查看，对参与学生的熟练程度进行点评。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时 要  求 类型 主要 

设备 实验室 

001 ERP 中的采购模拟 4 掌握 ERP 中采购的流

程及其功能    

002 ERP 中的销售模拟 4 掌握 ERP 中销售的流

程及其功能 
   

003 ERP 中的生产模拟 4 掌握 ERP 中生产的流

程及其功能    

004 ERP 中的库存模拟 4 掌握 ERP 中库存的流

程及其功能    

005 ERP 中的财务模拟 4 掌握 ERP 中财务的流

程及其功能 
   

（注：序号为课程代码加自设代码，自设代码为三位数，并从 001 起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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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权重的 3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ERP 实验课程指导教材 

七、说明 

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要求，因此实验类型采用了在一个 ERP 模拟教学环境中来学习

和掌握 ERP 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流程。 
任课教师名单如下：于淼  梁建桥 
 



 

《国际营销管理》教学大纲 

张淑静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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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制定（修订）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制定（修订）时间： 2007 年 1 月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营销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 
课程号：406010612 
学时数：54 
学分数：3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世界经济概论 
适用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国际经贸专业 

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1．课程的性质 
国际营销管理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

科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国际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

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

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

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国际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2．课程的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和方法，充分认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分析国际市场营销

环境、研究市场购买行为、制定国际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组织和控制市场营销活动的基本程序和方

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国际市场营销管理问题的实践能力，以使学生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

营销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在教学实践中，要求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借助课堂讨论、计算机模拟、社会实践、市

场调查、营销策划、营销咨询与培训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营销知识应用能力、营销决策能力和

营销创新能力。 

二、学时分配 

章 次 章 目 学时分配 
第一章 国际市场营销导论 3 
第二章 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3 
第三章 国际营销调研 3 
第四章 国际营销的动态环境 3 
第五章 国际市场细分和国际目标营销 5 
第六章 国际市场进入战略 4 
第七章 国际市场竞争战略 4 
第八章 本土化战略 3 
期中复习  2 
第九章 国际产品和品牌管理 5 
第十章 国际市场定价管理 4 
第十一章 国际分销渠道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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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际促销策略 4 
第十三章 国际营销组织与控制 4 
期末复习  3 
总计  54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课堂讲授： 
通过《国际市场营销学》课程主要理论和案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

并且能够学会运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为将来从事于国际市场的营销打下坚实的基础。 
2．实验环节： 
通过让学生做市场调研，了解市场信息，学写调研报告。 
3．习题课： 
让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案例，分析案例，提高其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四、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国际贸易实务和世界经济概论，掌握世界各国的基本经济信息，是学好《国

际营销管理》课的基础。 

五、建议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刘文纲主编：《国际营销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甘碧群主编：《国际市场营销》（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3．罗国民主编：《国际市场营销》，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4．迈克尔• 津科特等著：《国际市场营销学》，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年版。 
5．逯宇铎主编：《国际市场营销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版。 
6．曹小春主编：《市场营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7．陆娟主编：《市场营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8．吴世经主编：《国际市场营销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9．“中国经营报” 
10．http//www.cb.com 

六、课程成绩考核 

总成绩评定方法： 
1．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出勤、作业）：30% 
2．期终考试：70% 

七、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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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市场营销导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作为前言，本章主要就《国际市场营销》课程从宏观上做了大体的介绍，通过学习要求学生达

到以下目的：掌握国际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辨别国际市场营销与市场营销、国际贸易，了解国际

营销的发展历程，知悉国际市场营销的重要意义。 
教学重点与难点： 
对基本概念的掌握与理解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节  国际市场营销的概念和特征 

一、市场营销学的性质与研究对象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以经济学科、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

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市场营销学是在本世纪初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的。但是，现代市场营销学毕竟不是一门

经济科学，而是一门应用科学，属于管理学的范畴。 
事实上，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得跨学科

演变过程，进而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其中，经济学、心理学、

社会学及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对市场营销的贡献 为显著。 

二、市场营销 

（一）市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所谓市场，是指具有特定需要和欲

望，而且愿意并能够通过交换来满足这种需要或欲望的全部潜在顾客。因此市场的大小，取决于那

些有某种需要，并拥有是别扔感兴趣的资源，同时愿意以这种资源来换取其需要的东西的人数。 
（二）市场营销的含义 
我们可以讲市场营销理解位于市场有关的人类活动，即以满足人类各种需求和欲望为目的，通

过市场变迁在交换危险是交换的活动。市场营销不同于销售或促销。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包括市

场营销研究、市场需求预测、新产品开发、定价、分销、物流、广告、人员推销、销售促进、售后

服务等，而销售仅仅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 重要的一部分。 

三、国际市场营销与国际市场营销学 

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是国内市场营销的延伸与扩展，是企业在一国以上从事经营与销

售活动。美国著名营销学家 Philip R.Cateora 在《国际市场营销学》一书中指出“国际市场营销是

指在一国以上把企业生产的商品或劳务引导到消费者或用户去的经营活动。” 
国际市场营销学是研究国外顾客需求为中心，从事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的国际企业经营、销售、

管理的科学。具体说，是研究企业如何从国际市场顾客需要出发，依据国内外不可控的环境（人口、

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及竞争环境等），运用企业可控因素（产品、定价、分销及促销）制

定、执行及控制国际市场营销计划，实现企业营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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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营销学与国际市场营销学 

国际市场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市场营销学是基础市场营销学的延伸和

分支。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基础市场营销学无多大差异。二者的区别是： 
1．市场营销环境不同； 
2．市场营销组合策略有所不同； 
3．国际营销战略及营销管理过程更复杂。 

第二节  国际营销发展过程 

一、传统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 

企业的经营观念可归纳为五种，即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市场

营销观念。其中前三者称之为传统观念。 
（一）传统观念 
1．生产观念 
2．产品观念 
3．推销观念 
（二）市场营销观念 
1．市场营销观念的含义 
市场营销观念是作为多上述主管年的挑战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企业经营哲学。尽管这种思想由

来已久，但其核心原则直到 50 年代中期才基本定型。市场营销观念认为，实现企业各项目标的关

键，在于正确确定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并且比竞争者等有效的传送目标市场所期望的物品和服

务，进而比竞争者更有效的满足目标市场的需要和欲望。西奥多.莱维特曾对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

观念作过深刻的比较，指出：推销观念注重卖方需要；市场营销观念则更注重买方需要。推销观念

已卖主需要为出发点，考虑如何把产品变成先进；二市场营销观念则考虑如何通过制造、传送产品

以及 终消费产品有关的所有事物，来满足顾客的需要。从本质上说，市场营销观念是一种以顾客

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哲学，是消费者主权轮在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的体现。 
（三）社会市场营销观念 
1．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的提出 
2．基本内涵 

二、国际营销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营销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四大环节上的全球一体化，是资源

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是：国家贸易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源泉；国际金融一

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跨国公司跨国生产与经营，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角；现代技术

革命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营销的挑战，对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 
全球竞争的领域日益扩大。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向高技术及资金密集型行业的竞争转化；

从原来主要限于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扩展至通信、地产、信息和金融领域的竞争，即竞争从有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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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无形产品。 
全球竞争的内容日益扩大。从原来争夺市场的竞争，发展到包括争夺市场、资金、技术、人才

及战略伙伴在内的全面的竞争。 
全球市场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全球 重要的工业及 重要的金融和保险等服务业已纳入跨国公

司全球化生产和服务网络系统。跨国公司所具有的这一优势，使其必然成为全球的竞争主角。 
全球竞争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形式演进为既竞争又联合的形式。 
（三）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为：从关税壁垒向非关税壁垒。一是非关税措施的项目日益增多和

繁杂。二是非关税措施的歧视性增长，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非关税歧视在加剧；鼓励出

口措施进一步加强；限制进口 
（四）面临贸易区域集团化进一步加强的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高涨而激烈动荡的趋势。其对国际贸易及国际营销

的影响是：它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集团内部贸易的自由化 

三、国际营销发展的五个阶段 

（一）偶然出口阶段 
（二）直接出口阶段 
（三）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阶段 
（四）国际营销阶段 
（五）全球营销阶段 

第三节  国际营销导向 

经济全球化及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各国经济、技术及文化日益交融在一起，各国大部分企

业经营活动已纳入全球经济范围，每个企业必须准备在全球生产中参加竞争，无论企业是否走出国

门，都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一、国内市场延伸观念 

国内市场营销延伸观念是企业国际营销初级阶段采用的一种国际营销管理思想，企业把在国内

市场销售的产品原封不动地销往国际市场，因此其满足海外市场需求的能力肯定存在不足。 

二、国别营销观念 

以国别营销观念为指导思想的企业，高度重视不同国别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努力为每一个海外

市场设计几乎独立的营销组合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全球营销观念 

以全球营销观念为指导思想的企业，高度重视国际营销市场共性，制定统一的营销组合计划在

全球范围内实施，即开展标准化的国际营销活动。 

四、区域营销观念 

跨国公司的实践表明，国别营销和全球营销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前者的问题主要是营销成本高、

管理难度大，而后者的不足则是忽略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可能失去一些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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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营销观念是介于国别营销观念和全球营销观念之间的一种管理国际营销活动的指导思想。

在该思想指导下，国际营销者先把全球市场划分为有明显差异的若干个区域，然后在不同区域内实

施标准化的营销活动，这样既保证尽可能多地从标准化中获益，又能 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区域差异

化的需求。 

第四节 国际营销管理过程 

为了保证国际营销顺利、有效地进行，国际营销者必须能够对国际营销过程进行有序、有效的

管理，系统的国际营销管理过程包括以下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是本课程讲解的重点，此处只加简

要介绍， 

一、国际营销环境分析 

涉及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环境、自然环境和产业环境等，着重分析不同

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国际市场细分和国际目标市场选择 

国际市场细分在国际营销管理过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国际市场进行细分，然后从中选

择国际目标市场，开展目标营销。 

三、国际营销战略制定 

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二是决定在国际市场上如何参

与市场竞争。 

四、国际市场营销组合策略和计划的设计 

国际市场营销组合是指企业针对国际目标市场的需求特征、竞争状况，在考虑自身资源条件的

基础上，对自身可控因素进行的系统设计和安排，以实现国际营销战略目标。企业可控因素主要包

括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简称“4P”。 

五、国际营销计划的执行和控制 

增强营销执行力也是提高企业国际营销能力的重要途径或重要环节。 

本章思考题 

1．什么是国际市场营销？举例说明国际市场营销与国内营销的不同。 
2．讨论国际营销五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3．试区分国际营销的四种指导思想。 
4．试分析全球营销观念的可行性。 
5．举例说明国际营销的管理过程。 
6．讨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营销的可行性。 

本章案例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过程 



国际营销管理 

 1655

第二章  国际营销环境 

教学目的与要求： 

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的完成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其成败与否有时取决于营销者是否了解和

熟悉营销的环境，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达到以下目的：认识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特殊性，了解国际

市场营销环境的基本内容，懂得研究国际营销环境的必要性。 
教学重点与难点： 
认识和掌握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基本内容并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是本章的重点也是难点。 

第一节  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一、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 

市场营销环境是指影响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及其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和动向。可分为宏观市场营

销环境和微观市场营销环境。每个企业都和市场营销环境的某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们将

这部分环境称之为相关环境。企业的相关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在一定时期内，经营

为成功的企业，一般是能够适应其相关环境的企业。企业得以生存的关键，在于它在环境变化需

要新的经营行为时所拥有的自我调节能力。适应性强的企业总是随时注视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事

先制订的计划来控制变化，以保证现行战略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二、环境威胁和市场营销机会 

环境发展趋势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环境威胁，另一类是市场营销机会。所谓环境威胁，

时之环境中一种不利的发展趋势所形成的一种挑战，如果不采取果断的市场营销行动，这种不利趋

势将伤害导企业的市场地位。企业市场营销经理应善于识别所面临的威胁，并按其严重性和出现的

可能性进行分类，之后，为那些严重性大且可能性也大的威胁制定应变计划。 
所谓市场营销机会，是指对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复又吸引力的领域。在该领域内，企业将拥有竞

争优势。这些机会可以按其吸引力以及每一个机会可能获得成功的概率加以分类。企业在每一特定

机会中成功的概率，取决于其业务实力是否与该行业所需要的成功条件相符合。 

三、分析市场营销环境的方法 

如上所述，任何企业都面临着若干花镜威胁和市场机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威胁都一样

大，也不是所有的市场机会都有同样的吸引力。企业的 高管理层可以供“环境威胁矩阵图”和“市

场机会矩阵图”来加以分析、评价。 
环境威胁矩阵的纵列代表“出现威胁的可能性”，横排代表“潜在严重性”，表示赢利减少程

度。市场机会矩阵图的纵列代表“成功的可能性”，横排代表“潜在的吸引力”，表示潜在赢利能

力。 

第二节  微观环境 

微观环境是指企业服务器顾客的能力构成直接影响的各种力量，包括企业本身机器市场营销区

到企业、市场、竞争者和各种公众，这些都会影响企业为其目标市场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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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 

企业本身包括市场营销管理部门、其他职能部门和 高管理层。企业为实现其目标，必须进行

制造、采购、研究与开发、财务、市场营销等业务活动。而市场营销部门一般有市场营销副总裁、

销售经理、推销人员、广告经理、市场营销研究经理、市场营销计划经理、定价专家等组成。市场

营销部门在制定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企业外部环境力量，而且要考虑企业内部环境力量。首先，

要考虑其他业务部门（如制造部门、采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财务部门等）的情况，并于之密

切协作，共同研究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其次，要考虑 高管理层的意图，以 高管理层制定的企

业任务、目标、战略和政策等为依据，制定市场营销计划，并报 高管理层批准后执行。 

二、市场营销渠道企业 

市场营销渠道企业包括： 
1．供应商 
2．商人中间商 
3．代理中间商 
4．辅助商 

三、市场 

市场营销学是根据购买者及其购买目的进行的市场划分的。包括： 
1．消费者市场，即为了个人消费尔而购买的个人和家庭所构成的市场； 
2．生产者市场，即为了生产、取得利润而购买的皮方商和零售商所构成的市场； 
3．中间商市场，即为了专卖、取得利润而购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所构成的市场； 
4．政府市场，即为了履行职责而购买的政府机构所构成的市场； 
5．国际市场，既有国外的消费者、生产者、中间商、政府机构等所构成的市场。 

四、竞争者 

市场营销观念表明：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的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和欲望。因此，企业所要做到的并非仅仅迎合目标顾客的需要，而是要通过有效的产品定位，

时的企业产品与竞争者产品在顾客心中形成明显差异，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五、公众 

公众是指对企业实现其市场营销目标构成是即或潜在影响的任何团体，包括： 
1．金融公众，即影响企业取得资金能力的任何团体，如银行、投资公司等； 
2．媒体工中，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众媒体； 
3．政府公众，即负责管理企业业务经营活动的有关政府机构； 
4．市民行动公众，即各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少数民族组织等； 
5．地方公众，即企业附近的居民群众、地方官员等； 
6．一般群众； 
7．企业内部公众，如董事会、经理、职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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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宏观环境 

一、人口环境 

市场营销学认为，企业的 高管理层必须密切注意企业的人口环境方面的动向，应为市场是有

哪些想买东西并且有购买力的人（即潜在购买者）构成的，而且这种人越多，市场的规模就越大。

目前许多国家企业的人口环境方面的主要动向有： 
1．世界人口迅速增长 
2．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儿童减少 
3．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普遍下降，平均寿命延长。 
4．许多国家的家庭在变化 
5．许多国家非家庭住户业再增加 
6．许多国家的人口流动性大 

二、经济环境 

进行经济环境分析时，要着重分析一下主要经济因素： 
1．消费者收入的变化 
2．消费者支出模式的变化 
3．消费者储蓄和信贷情况的变化 

三、自然环境 

企业的自然环境（或物质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给企业造成一些环境威胁和市场机会，所以，

企业的 高管理层还要分析研究其自然环境方面的动向。 

四、技术环境 

企业的 高管理层还要密切注意其技术环境的变化，了解技术环境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企

业市场营销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当的对策。 
1．新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力量” 
每一种新技术都会给企业造成新的市场机会，因而会产生新的行业，同时，还会给某个行业的

企业造成环境威胁，使这个就行业受到冲击甚至被淘汰。例如，激光唱盘技术的出现，无疑将会夺

走磁带的市场，给磁带制造商以“毁灭性的打击” 
2．新技术革命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战后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快，现在一场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

目前发达国家许多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都使用电脑、传真机等设备，这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

经营效益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零售商店已普遍使用小型手提点货机，其主要机构是一只笔形感

光器和记忆装置，营业员点货时之用感光器扫描商品条形码，在记下商品的货号和进、销、存等资

料，一同储存在记忆装置中；然后拨总公司和电话公司间的特定号码，通过电脑电话连接器，将资

料传送到总公司管理部门的电脑库中，以便进行发货处理。 
3．新技术革命会影响零售商业结构和消费者购物习惯 
4．知识经济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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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和法律环境 

企业的市场营销决策还要受其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强制和影响。政治和法律环境是那些强制和影

响社会商各种组织和个人的法律、政府机构的压力集团。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企业市场营销决

策的群众利益团体主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群众团体、保护环境的群众利益团体等。这些群众团

体疏通政府官员，给企业施加压力，使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保护。因此，这些国家许多公司

都设立法律和公共关系部门来负责研究和处理与这些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本章思考题 

1．国际营销者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2．什么叫文化适应？为什么在文化适应中要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 
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何影响国际营销决策? 
4．从哪些方面分析一国的人口状况?分析一国居民购买能力时可以利用哪些指标? 
5．从哪些方面分析一国的经济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差异如何影响国际营销决策? 
6．从市场需求、定价和投资风险等，分析通货膨胀对国际营销的影响。 
7．在国际营销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有哪些种类？在这些风险类别中，你认为 为严重的政

治风险是什么？ 
8．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后，欧盟和美国仍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设限。你认为欧盟和美国

这种做法是受了哪些因素的推动？我国企业如何应对新配额时代？ 

本章案例 

1．麦当劳推动中国饮食文化变迁了吗？ 
2．英国电信市场的吸引力。 
3．到俄罗斯开展国际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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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营销调研 

教学目的与要求： 
对今天的跨国企业来说，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获得非常重要，获取的信息主要有两种：原始数据

和二手资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企业在本国也可获得优质的二手资料，当然调研的内容很

多，企业根据需要确定不同的调研方案， 后写出调研报告作为企业下一步行动的基础。通过本章

的学习要求学生达到：了解国际营销调研的内容，知道国际营销调研方案，掌握国际营销调研方法，

能够进行国际营销预测。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国际营销方法并作出调研方案是本章重点也是难点。 

第一节  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 

一、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涵义及作用 

国际市场营销调研是指企业运用科学的方法，有目的地、系统地收集、记录一切与特定国际市

场营销有关的信息，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从而把握目标市场变化规律，为国际市场

营销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际营销调研使企业发现国际营销机会 
2．际营销调研是企业制定营销决策的依据 
3．国际营销调研可以促使企业调整营销方案 

二、内容 

（一）环境调研 
（二）产品信息调研 
（三）价格信息调研 
（四）分销渠道调研 
（五）促销调研 
（六）竞争调研 

第二节  国际市场营销调研方案 

一、确定调研目的 
二、确定国际市场调研范围 
三、拟定调研项目 
四、确定资料来源和整理资料 
五、资料来源主要包括第二手资料和原始资料 
六、市场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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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市场营销调研方法 

一、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方式是指从各种文书档案中检索出有用的信息资料，再加以分析判断确定国际市场营

销策略的一种以收集第二手资料为主的调研方式。 

二、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是指市场调研信息资料来源于国际市场，从而取得第一手资料的调研方式。 

第四节  国际市场营销预测 

一、国际市场营销预测的含义 

所谓国际市场预测是指根据国际市场营销目的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影响国际市场供求的诸因素

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预见其发展趋势，掌握国际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为企业指定国际市场营销

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国际市场潜在需求量预测 

（一）类比法分析 
（二）收入弹性分析 
（三）投入产出分析 

本章思考题 

1．搜集和利用二手资料时，国际营销调研人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哪些因素有关？ 
2．际营销调研人员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验证二手资料的可靠性？ 
3．当手头的数据资料不足时，可以利用哪些简便方法预测海外市场需求？ 

本章案例 

长虹遭遇巨额海外贷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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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营销的动态环境 

教学目的与要求： 
除了把握静态的国际营销环境，随时注意观察和跟踪国际营销的动态环境至关重要。经济全球

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信息化与网络营销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对国际营销理念及国际营销策略的制

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准确把握时代的命脉，有助于随时调整国际营销观念，制定适宜的国际营销

战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是本章重点；把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

营销决策的影响以及调整国际营销观念的方法是本章难点。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主要特征 

（一）含义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

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狭义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指生产的全球化，这类全球化的主角是跨国公司。 
广义的经济全球化是指跨越国境的各类流动程度的扩大与深化。 
经济全球化必然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性增强，进而导致世界经济趋向一体

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成因 

三、经济全球化和加入 WTO 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二）挑战 

第二节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 
（二）NAFTA 实施 10 多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 
（三）存在的争议和问题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与确立 
（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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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的加速与落实 

三、欧盟 

（一）欧盟概况 
（二）欧盟内部建设 
（三）欧盟对外关系 
（四）中欧关系 

第三节  信息化与网络营销 

一、信息化对市场营销管理的影响 

二、网络营销与电子商务 

（一）网络营销 
（二）电子商务 

本章思考题 

1．经济全球化和加入 WTO 给我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2．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国际营销决策？国际营销者如何调整国际营销观念？ 
3．信息化如何影响国际营销？评价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情况。 
4．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有和区别与联系？网络营销同传统营销模式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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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市场细分和国际目标营销 

教学目的与要求： 
在国际营销中，企业必须对众多的国家进行分类和筛选，选择一个或几个国家作为企业的海外

目标市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拓和占领这些目标市场。然后，企业还应对这些国家内部的顾客进

行分类，选择出，某些顾客作为目标消费者群，为之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其需要。通过

本章学习要求掌握：国际市场细分和国内市场细分的异同、宏观市场细分方法、国际市场细分和国

际目标市场选择应满足的基本要求、选择国际目标市场的一般程序、三种国际目标营销策略及其选

择。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宏观市场细分方法以及国际市场细分和国际目标市场选择应满足的基本要求是本章重点；

理解并学会选择适当的国际目标营销策略是难点。 

第一节  国际市场细分的含义和意义 

一、市场细分概念的产生 

市场细分，是指按照市场需求差异性，依据某种标准将市场划分为若干子市场的过程。每个子

市场都是由一群具有相同或相似需求和欲望、购买行为或购买习惯的消费者所构成；不同子市场之

间，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 
市场细分为企业选择目标市场和设计营销组合方案提供依据。 

二、国际市场细分的含义 

国际市场细分，是市场细分概念在国际营销中的应用，它为企业选择国际市场目标和制定国际

目标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国际市场细分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 
（一）宏观细分 
宏观细分，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营销者根据某种目标将全球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子市场，每

一个子市场内部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具有大致相同的营销环境，企业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子市场

作为企业的目标市场，开展目标营销。 
（二）微观细分 
微观细分，是在某一个外国市场进行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标准将该国市场划分为若干个部分，

并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子市场作为企业的目标市场，开展目标营销。 

三、国际市场细分的作用 

（一）有利于营销者发现新的国际市场机会。 
（二）有助于企业在竞争中选择有利的位置，获取竞争优势。 
（三）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 

四、国际市场细分的程序 

细分工作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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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确定细分市场的标准。 
第二步，依据该标准，将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子市场。 
第三步，对每个子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明确参与每个子市场竞争需要具备的

资源条件。 
第四步，对企业资源条件进行审计，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 
第五步，选择具有吸引力的、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子市场作为企业的目标市场。 
第六步，针对目标市场特征，制定营销组合策略。 

第二节  国际市场细分方法 

一、国际宏观市场细分 

（一）按地理因素细分 
（二）按经济因素细分 
（三）按文化因素细分 
（四）里兹克拉的组合法 
1980 年，里兹克拉提出了一种以营销战略计划为基础的细分国际市场的方法，称为组合法。

该法从国家潜量、竞争力和风险三个方面对国际市场进行分析，并吧国际市场划分为 18 类子市场。 

二、国际市场微观分析 

（一）消费者市场细分方法 
按照造成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差异产生差异性的因素细分消费者市场，这些因素包括地理因素、

人口统计因素、心理因素、行为因素等。 
（二）生产者市场细分 
按照用户地点、用户要求、用户规模、用户个性特征等细分市场。 

三、国际市场细分要求 

要使国际市场细分有致，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差异性 
（二）可衡量性 
（三）可进入性 
（四）足量性 
（五）可行性 

第三节  国际目标营销 

一、三种基本策略 

在选择国际目标市场和设计相应的营销组合方案时，国际营销者可以从以下三种策略中进行选

择： 
（一）无差异营销策略 
无差异营销策略是指营销者把整个国际市场都作为目标市场，并针对其共性，设计一个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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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销组合方案，并组织实施。 
无差异营销策略的 大好处是通过大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的营销活动，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降

低生产和营销成本。 
（二）差异化营销策略 
是指营销者在根据一定因素将国际市场进行细分后，针对不同子市场的需求特征和营销环境，

设计几乎独立的营销组合方案，并分别组织实施。 
优点是：能够更好地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进而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企业可以高定价，获

取超额收益。 
（三）集中性营销策略 
在根据一定因素将国际市场进行细分后，企业只是从所产生的子市场中选择一个或少数几个子

市场作为国际目标市场，然后针对目标市场的需求特征和营销环境，开展目标营销。 
优点是：有助于集中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为目标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获取竞

争优势。 

二、国际目标营销策略的选择 

企业在选择目标营销策略时，至少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自身资源因素 
（二）市场需求异质程度 
（三）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四）竞争对手的营销策略 
（五）目标市场国经济发展水平 

本章思考题 

1．国际市场细分与国内市场细分有何异同？ 
2．在对国际市场进行宏观细分时，企业可以依据的因素有哪些？如果企业的主营业务是汽车，

那么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细分方法来细分国际汽车市场？ 
3．国际市场细分应满足的要求有哪些？ 
4．描述三种目标营销策略的思路及利弊。 
5．企业在选择目标营销策略时应考虑哪些因素？试讨论我国汽车企业在选择国际目标营销时

应考虑哪些因素？ 

本章案例 

一对一营销真的能够提高顾客满意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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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市场进入战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企业在确定了国际目标营销策略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目标

市场，参与该市场的竞争。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要素、进入国际市场的不同方式及

其利弊、国际市场进入战略管理过程、影响企业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的因素，并且思考中国企业

如何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方式。 
教学重点和难点： 
进入国际市场的不同方式及其利弊是本章重点；企业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是难点。 

第一节  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要素和管理过程 

一、国际市场进入战略构成要素 

（一）国际营销目标 
（二）企业资源 
（三）国际市场进入方式 
（四）企业组织 

二、国际市场进入战略管理过程 

（一）对目标市场经营环境进行分析 
（二）确定进入目标市场的营销目标 
（三）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 
（四）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 
（五）目标市场营销活动的实施和控制 

第二节  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分析 

一、出口战略 

二、契约进入战略 

（一）许可证贸易 
（二）特许经营 
（三）国际承包合同 
（四）国际劳务输出 

三、电子商务 

四、国际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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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节  国际市场进入战略选择 

一、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因素 

（一）外部因素 
1．目标市场国宏观环境 
2．目标市场国行业环境 
3．目标市场国生产环境 
4．国内环境 
（二）企业内部因素 
1．企业目标 
2．产业分工地位 
3．企业资源 

二、中国企业如何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战略 

（一）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选择应与企业国际化的程度相适应 
（二）大力发展国际战略联盟 
（三）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灵活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战略 
（四）贴牌战略是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 

本章思考题 

1．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有哪些？试比较它们的利弊。 
2．影响企业制定国际市场进入战略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 
3．家电企业是我国各行业企业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先行者，讨论它们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经历

了怎样的演进过程，今后应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 
4．大力发展国际战略联盟能够给我国企业带来哪些战略好处？ 
5．试比较国际合资公司、独资新建和跨国并购的利弊。跨国并购要获得成功，需要解决好哪

些问题？ 

本章案例 

万向集团的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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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市场竞争战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当企业选择了国际目标市场后，如何参与目标市场竞争，获取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成为

国际营销决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决策就是国际市场竞争战略。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战略管理

过程、竞争优势、基本竞争战略和竞争战略的选择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和掌握竞争优势与基本竞争战略是本章重点；掌握竞争战略的选择方法是难点。 

第一节  战略管理过程 

一、战略分析 

（一）企业外部环境分析 
（二）企业环境分析 

二、制定战略 

（一）应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 
1．企业的经营范围或业务组合是什么样的 
2．企业在某一竞争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二）SWOT 分析矩阵 
1．劣势-威胁组合 
2．劣势-机会组合 
3．优势-威胁组合 
4．优势-机会组合 

三、战略实施及控制 

（一）战略实施 
1．将战略方案分解 
2．编制行动计划 
3．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 
（二）战略控制 

第二节 竞争优势 

一、成本优势 

是指一个企业能够以比其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生产出相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二、差异化优势 

如果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与其竞争对手不同而又被顾客认可的产品，那么这个企业就具有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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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优势，这种优势意味着企业的产品没有完全相同的替代品。 

第三节  竞争战略的选择 

一、成本领先战略 

（一）成本领先战略的含义 
如果企业打算成为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商，那么它实施的就是成本领先战略。 
（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条件 
（三）成本领先战略的利弊 

二、差异化战略 

（一）差异化战略的含义 
差异化战略，也称为标歧立异战略，如果一个企业寻求在产业中与众不同，它实施的就是差异

化战略。 
（二）实施差异化战略的条件 
（三）差异化战略的利弊 

三、目标集聚战略 

目标集聚战略，又称集中化战略，是指将企业资源集中于狭小的细分市场上，寻求成本优势或

差异化优势的战略。 

第四节  竞争战略的选择 

一、从三种竞争战略中选择其一 

二、从企业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出发选择竞争战略 

（一）目标市场国经济发展水平 
（二）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状况 
（三）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四）产品特性 

三、产业环境分析 

（一）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二）潜在入侵者威胁 
（三）买方讨价还价能力 
（四）卖方讨价还价能力 
（五）替代威胁 

本章思考题 

1．讨论三种竞争战略的利弊及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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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家电行业或钢铁业为例，阐明如何分析行业竞争结构，并讨论行业中的企业如何制定竞

争战略。 
3．在企业做出竞争战略决策时，为什么只能在三种战略中选其一？ 
4．阐述品牌优势与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的关系，并讨论品牌优势能否单独作为一种竞争优

势而存在？ 

本章案例 

华为：自主品牌的国际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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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土化战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竞相大力推行本土化战略，努力成为具有当地

特色的组织，以提高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本土化

盛行的背景及其实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本土化的主要表现、本土化的衡量标准、中国企业

国际化与本土化战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和掌握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本土化的主要表现、本土化的衡量标准是本章重点；处理

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是难点。 

第一节  本土化战略概述 

一、本土化的内涵 

（一）本土化的概念 
本土化战略就是指国际营销者在进入某国市场之后，努力融入东道国的经济体系，成为具有当

地特色的经济实体的发展战略。 
（二）本土化的实质 
本土化的实质是一种开拓国际市场的导向或思维方式，即在出击全球市场时，用本土化的市场

战略、人才战略、R&D 战略、财务战略，去与当地企业或当地的跨国公司一争高低。 

二、本土化和企业国际化的关系 

（一）国际化是本土化的前提 
（二）本土化是国际化成功的保证 

三、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具体动因 

（一）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差异，降低经营风险，加快市场开拓 
（二）拉近与当地公众在心理和文化上的距离感 
（三）降低经营成本的需要 
（四）市场竞争策略的需要 

第二节  本土化战略体系及衡量标准 

一、源投入本土化 

（一）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二）生产制造的本土化 
（三）产品研发的本土化 
（四）资本运营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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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决策的本土化 

（一）组织结构的本土化 
（二）营销方式的本土化 
（三）广告促销的本土化 
（四）产品品牌的本土化 

三、企业贡献的本土化 

（一）经济贡献 
（二）行为贡献 
（三）技术贡献 
（四）管理经验贡献 

四、衡量本土化的标准 

（一）产品的国产化率 
（二）当地员工在管理层尤其是核心管理层中的比例 
（三）海外子公司所有权优势 
（四）组织结构网络化程度 
（五）技术资源来源的本土化程度 
（六）当地融资能力 

第三节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本土化战略 

一、本土化战略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 
二、根据市场、成本、政府和竞争等因素确定本土化的程度或内容 
三、在实施本土化战略过程中，要加强与当地企业或投资者的合作 
四、处理好母公司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关系 
五、要重视区域性市场集团不断发展对本土化战略的影响 

本章思考题 

1．本土化的含义和实质是什么？ 
2．讨论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 
3．讨论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动因。 
4．举例说明本土化战略构成内容，并讨论如何衡量企业本土化程度。 
5．讨论中国企业如何实施本土化战略，以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 

本章案例 

万向集团的海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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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际产品和品牌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产品是国际市场营销的客体，国际企业的 终目的就是要将产品卖出。作为产品本身是一个整

体概念，其分为若干层次，而且产品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这都是在营销过程中作为合格的营销人

员必须知道的，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达到：了解现代产品的概念和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了解和掌握什么是企业产品的整体概念是本章重点；对企业的新、老产品实施营销策略在方法

和观念上的区别学习是难点。 

第一节  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一、产品及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一）产品的概念 
（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三）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 
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介绍期（或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

期。当新产品投入市场，进入介绍期，顾客对产品还不了解，只有少数追求新奇的顾客可能购买，

销售量很低。为了扩展销路，需要大量的促销费用，对产品进行宣传。在这一阶段，由于技术方面

的原因，产品不能大批量生产，因而成本高，销售额增长缓慢，企业不但得不到利润，反而可能亏

损。当产品在介绍期的销售取得成功以后，便进入成长期，这时顾客对产品已经熟悉，大量的新顾

客开始购买，市场逐步扩大。产品已具备大批量生产的条件，生产成本相对降低，企业的销售额迅

速上升，利润也迅速增长。在这一阶段，竞争者看到有利可图，将纷纷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使同类

产品供给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企业利润增长速度逐步减慢， 后达到生命周期利润的 高点。

经过长期以后，开始进入成熟期，在这一阶段，市场需求去向饱和，潜在的顾客已经很少，销售额

增长缓慢直至转而下降，竞争逐渐加剧，产品售价降低，促销费用增加，企业利润下降。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产品或新的代用品出现，将使顾客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转向其它产品，从而使原

来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迅速下降，产品由成熟期进入衰退期。 

二、产品生命周期策略 

（一）介绍期市场营销策略 
（二）成长期市场营销策略 
（三）成熟期市场营销策略 
（四）衰退期市场营销策略 

三、新产品开发过程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要求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一般而言，当一种产品投放市场时，企业就应当

着手设计新产品，使企业在任何时期都有不同的产品处在周期的各个阶段，从而保证企业盈利的稳

定增长。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瞬息万变的国内国际市场中，在竞争愈来激烈的环

境下，开发新产品对企业而言，是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维护企业生存与长期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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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发过程由八个阶段构成，即寻求创意、甄别创意、形成产品概念、制定市场营销战略、

营业分析、产品开发、市场试销、批量上市。 

第二节 包装策略 

一、包装的概念 

大多数物质产品在从生产领域流转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中，都需要适当的包装。包装工作是整个

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包装工作，就是企业的某些人员对某种产品的容器或包装物的

设计和制造活动。 

二、产品包装的作用 

搞好产品包装，可以美化产品，保护产品，使用产品，使产品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在消费者保

存产品期间，不致损坏、变质、散落，保护产品的使用价值。 
搞好产品包装，可以促进销售，增加盈利。特别是在实行顾客自我服务的情况下，更需要利用

产品包装来向广大顾客宣传介绍产品，吸引顾客注意力。现代商品包装装潢已成为超级市场营销的

一个重要手段。 
搞好产品包装，还可以增加商品价值。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品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一般愿

意为良好包装带来的方便、美感、可靠性和声望多付些钱。所以，良好的包装不仅可以促进销售，

而且可以提高售价，并增加产品附加价值。 

三、包装设计 

企业在设计包装时，应考虑以下几点要求： 
1．包装应与商品的价值或质量相适应 
“一等产品，三等包装”，“三等产品，一等包装”，都不利于企业销售。 
2．包装应能显示商品的特点或独特风格 
对于以外形和色彩表现其特点的商品，如服装、装饰品、食品等，包装应向购买者直接显示商

品本身，以便于选购。 
3．包装应方便消费者购买、携带和使用 
这就要求包装有不同的规格和分量，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4．包装上的文字说明应实事求是 
如产品成份、性能、使用方法、数量、有效期限等要符合实际，以增强顾客对商品的信任。 
5．包装装潢应给人以美感 
设计时要考虑消费者的审美习惯，使消费者能从包装中获得美的享受，并产生购买欲望。 
6．包装装潢上的文字、图案、色彩等不能和目标市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发生抵触。 

四、包装决策 

符合设计要求的包装固然是良好的包装，但良好的包装只有同决策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可供企业选择的包装有以下几种： 
1．相似包装决策 
2．差异包装决策 
3．相关包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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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用包装决策或双重用途包装决策 
5．分等级包装决策 
6．附赠品包装决策 
7．改变包装决策 

本章思考题 

1．在国际产品决策时，国际营销者应如何处理标准化与差异化的关系？ 
2．国际新产品开发策略有哪些类型？讨论奇瑞、吉利等民族汽车企业应如何选择国际新产品

开发策略？ 
3．如何编写国际新产品试销计划？ 
4．影响新产品扩散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加快国际新产品扩散？ 

本章案例 

TCL 与松下电器不同的品牌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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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际市场定价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国际产品定价策略是国际营销策略组合内容的一部分，通过本章要求学生达到：掌握产品定价

的基本方法及产品价格的形成原理，了解产品定价策略。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主产品价格形成的原理和企业进行产品定价的基本方法是本章重点；定价策略的讲授是难

点。 

第一节  定价方法 

企业制定价格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采取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一般来说，要采用六个步骤：（1）选择定价目标；（2）测定需求的价格弹性；（3）估算成本；

（4）分析竞争对手的产品与价格；（5）选择适当的定价方法；（6）选定 后价格。本节仅就具

体的定价方法作一阐述。 
企业产品价格的高低要受市场需求、成本费用和竞争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企业制定价格

时理应全面考虑到这些因素。大体上，企业定价有三种导向，即成本导向、需求导向和竞争导向。 
一、成本导向定价法 
二、需求导向定价法 
三、竞争导向定价法 
当企业都采取竞争导向定价法时，通常有两种方法，即随行就市定价法和投标定价法。 
1．随行就市定价法 
2．密封投标定价法 

第二节  定价策略 

一、折扣与折让定价策略 

企业为了鼓励顾客及早付清货款、大量购买、淡季购买，还可以酌情降低其基本价格。这种价

格调整叫做价格折扣和折让。价格折扣和折让有五种： 
1．现金折扣 
2．数量折扣 
3．功能折扣 
4．季节折扣 
5．让价策略 

二、地区定价策略 

一般地说，一个企业的产品，不仅卖给当地顾客，而且同时卖给外地顾客。而卖给外地顾客，

把产品从产地运到顾客所在地，需要花一些装运费。所谓地区性定价策略，就是企业要决定：对于

卖给不同地区（包括当地和外地不同地区）顾客的某种产品，是分别制定不同的价格，还是制定相

同的价格。也就是说，企业要决定是否制定地区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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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定价策略 

1．声望定价 
2．尾数定价 
3．招徕定价 

四、差别定价策略 

所谓差别定价，也叫价格歧视，就是企业按照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反映成本费用的比例差异的价

格销售某种产品或劳务。差别定价有四种形式： 
1．顾客差别定价 
2．产品形式差别定价 
3．产品部位差别定价 
4．销售时间差别定价 

五、新产品定价策略 

一般来讲，新产品的定价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1．撇脂定价 
撇脂定价是指在产品生命周期的 初阶段，把产品的价格定的很高，以攫取 大利润，有如从

鲜奶中撇取奶油。企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些购买者主观认为某些商品具有很高的价值。从市

场营销实践看，在以下条件下企业可以采取撇脂定价：市场有足够的购买者，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

即使把价格定的很高，市场需求也不会大量减少，高价使需求减少一些，因而产量减少一些，单位

成本增加一些，但这不致抵消高价所带来的利益。在高价情况下，仍然独家经营，别无竞争者。有

专利保护的产品就是如此。某种产品的价格定的很高，使人们产生这种产品是高档产品的印象。 
2．渗透定价 
渗透定价是指企业把它的创新产品的价格定得相对较低，以吸引大量顾客，提高市场占有率。

从市场营销实践来看，企业采取渗透定价需具备以下条件：市场需求显得对价格极为敏感，因此，

低价会刺激市场需求迅速增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会随着生产经营经验的增加而下降；低

价不会引起实际和潜在的竞争。 

六、产品组合定价 

产品组合中的一部分时，企业必须对定价方法进行调整。这时候，企业要研究出一系列价格，

使整个产品组合的利润实现 大化。因为各种产品之间存在需求和成本的相互联系，而且会带来不

同程度的竞争，所以定价十分困难。 
1．产品线定价 
2．选择品定价 
3．补充产品定价。 
4．分布定价 
5．副产品定价 
6．产品系列定价 

本章思考题 

1．国际市场定价时应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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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标准定价策略与差异价格策略的利弊，分析不同定价方法的适用范围。 
3．价格升级的成因有哪些方面？如何控制出口贸易中的价格升级？ 
4．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控制内部转移定价，以达到降低总体税赋的目的？ 

本章案例 

中国出口彩电在美国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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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际分销渠道策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分销是国际营销中的一个环节，涉及分销渠道的模式及类型、选择中间商、分销渠道的选择以

及设计和管理等环节，通过学习要求了解分销渠道的模式与类型、分销渠道中的中间商、分销渠道

的选择、分销渠道的设计与管理。 
教学重点： 
了解和掌握各种销售分配形式的特点和设计分销渠道是本章重点，分销渠道的设计与管理是本

章难点。 

第一节  分销渠道 

一、影响分销渠道设计的因素 

1．顾客特性 
2．产品特性 
3．中间商销售 
4．竞争特性 
5．企业特性 
6．环境特性 

二、分销渠道的设计 

生产者在发展起市场营销渠道时，须在理想渠道与可用渠道之间进行选择。一般来讲，新企业

在刚刚开始经营时，总是线采取在优先市场上进行销售的策略，已当地市场或某一地区的市场为销

售对象，因其资本有限，值得采用现有中间商。而在一地区市场内，中间商的数目通常是很有限的，

所以，到达市场的 佳方式也是可以预知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现有可用的中间上来销售其产品。 
该新企业一旦经营成功，它可能会扩展到其他新市场。这家企业可能仍利用现有的中间商销售

其产品，虽然它可能在不同地区使用各种不同的市场营销渠道。在较小市场，它可能直接销售给零

售商，而在较大的市场，他需经过经销商来销售产品。总之，生产者的渠道系统，需因时因地灵活

变通。 
渠道设计问题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加以探讨。一般来讲，要项涉及一个有效的渠道系统，需经

过如下步骤： 
（一）确定渠道目标与限制 
有效的渠道设计，应以确定企业所要达到的市场为起点。从原则上来讲，目标市场的选择并不

是渠道设计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市场选择与渠道选择是相互依存的。有利的市场加上有利的渠

道，才可能是企业获得利润。渠道设计问题的中心环节，时确定到达目标市场的 佳途径。每一个

生产者都必须在顾客、产品、中间商、竞争者、企业政策和环境等所形成的限制条件下，确定其渠

道目标. 
（二）明确各种渠道交替方案 
在研究了渠道的目标与限制之后，渠道设计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明确各主要渠道的交替方案。渠

道的交替方案主要涉及到余下四个基本的因素：（1）中间商的基本类型；（2）每一份小层次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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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中间商数目；（3）各种肩上的特定市场营销任务；（4）生产者与中间商的交易条件以及相互

责任。 
（三）评估各种可能的渠道交替方案 
美意渠道交替方案都是企业产品送达 后顾客的可能路线。生产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那

些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又相互排斥的交替方案中选择 能满足企业长期目标的一种。因此，企业必

须对各可能的渠道交替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标准有三个，即经济性、控制性和适应性。 

三、分销渠道的管理 

企业管理人员在进行渠道设计之后，还必须对个别中间商进行选择、激励和定期评估。 
1．选择渠道成员 
2．激励渠道成员 
3．评估渠道成员 
测量中间商的绩效，主要有两种办法可供使用。 
第一种测量方法是将每一中间商的销售小给予商器的销售效绩进行比较，并以整个群体的升降

百分比作为评价标准。对低于该群体平均水平一下的中间商，必须加强聘雇于激励措施。如果对后

进中间商的环境因素加以调查，可能会发现一些可原谅因素，如当地经济衰退；某些顾客不可避免

的会失去；助理推销员的丧失或退休等。其中某些因素可再下一起补救过来。这样，制造商就不因

这些因素而对经销商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第二种测量方法是价格中间商的绩效与该地区的销售前两分析所设立的配额像比较。即在销售

期过后，根据中间商的实际销售额与潜在销售额的比率，将各种见上岸先后名次排列。这样，企业

的调查与激励措施可以集中与那些未达到即定比率的中间商。 

第二节 物流策略 

一、物流的含义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品以来，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造成了生产与消费在实践和空间上

的背离，导致了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满足消费需要，必须在商品狡猾的同时，

提供商品的时间效用和地点效用。于是，便出现了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的物流概念。 
物流译自英文 Physical Distribution（时提分配），愿与美国，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日本所

引用，在我国曾一度叫做“商品储运”。在美国、日本和我国，对物流曾有过不同的定义。 
所谓物流，是指通过有效的安排商品的仓储、管理和转移，时商品再需要的时间到达需要的地

点的经营活动。物流的任务，包括原料及 终产品从七点到 终使用点火消费点的尸体移动的规划

和执行，并在取得一定利润的前提下，满足顾客的需求。关于物流对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作用，伟

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 1924 年就曾有过精辟论述。他在座名胜注意演讲时指出：“运输

迅速，交通灵便，然后各处的原料才是很容易运到工厂内去用。工厂内制造的成品，才是很、容易

运到市场去卖，便不致多费时间，令原料与成品在中道停滞，收集大的损失。” 

二、物流的职能 

物流的职能，就是将产品有其生产地转移到消费地，从而创造地点效用。物留作为市场营销的

一部分，不仅包括产品的运输、保管、装卸、包装，而且还包括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所伴随的

信息的传播。他以企业销售预测为开端，并以此为基础来规划生产水平和存货水平。生产规划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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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部门必须预先定购的原料，并经过进场运输，送达接受区域而存于原料存货的仓库，原料再转

化为制成品。而成品存货乃是顾客的订单与企业制造活动的连结。顾客订单时存货水平降低，而制

造活动使之上升。 终产品经过装配线、包装、场内仓储、场外仓储， 终送到顾客手中。 
传统的物流以工厂为出发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将产品送达消费者手中。而从市场营销观点来

看，物流规划应先从市场开始考虑，并将所获得信息反馈道原来的需求来源。企业首先应考虑到，

他的目标消费者的位置以及他们对产品运送便利性的要求。企业还必须知道其竞争者所提供的服务

水平，然后设法赶上去并超过竞争者。 后，企业要制定一个综合决策，其中包括仓库即工厂位置

的选择、存货水平、送货方式，进而像目标顾客提供服务。 

本章思考题 

1．选择国外经销商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2．影响海外渠道决策的因素有哪些？ 
3．从长度和宽度两个维度看，企业有哪些渠道策略可以选择？它们各有什么利弊？以吉利为

例，讨论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要进入欧盟市场应选择什么样的渠道模式？ 
4．为了使海外中间商更积极、更有效地经营本企业的产品，国际营销者应如何激励和控制海

外中间商？ 
5．中国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前景如何？ 
6．平行进口是怎样发生的？国际营销者如何防范平行进口？ 

本章案例 

奇瑞北美淘金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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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国际促销策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国际促销策略是 4Ps 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作用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重视，它代表着现代

市场营销理念，通过学习要求达到以下目的：知晓海外广告和海外公共关系的主要形式与特征，掌

握有效地针对不同国家实施广告与公共关系活动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和掌握企业促进销售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现代广告在企业促销中的作用与基本广

告方法的讲授是本章难点。 

第一节  促销组合决策 

一、促销组合与促销预算 

促销组合是指企业根据促销的需要，对广告、销售促进、宣传与人员推销等各种促销方式进行

的适当选择和综合编配。从促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企业 先划分处人员推销职能，其次是广告，

再次时销售促进， 后时宣传。 
企业在制定促销决策时，首先会遇到两个主要的问题；以适应化肥多少投资用来进行促销活动；

而是这些投资硬如何在众多的促销工具之间进行分配。一般来讲，在上述情况下，促销活动硬币其

他市场营销活动具有更大的作用，因而在下列情况下适当多投资。 
1．当竞争产品相似，市场领导者有意在顾客心理上造成差异印象时，应大规模的进行促销活

动，多投资金，多采取措施。 
2．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介绍其应多采取促销措施，因为，在这一阶段顾客对于产品及其用法、

用途还不熟悉，需要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来介绍并引起购买者的兴趣。此外，在产品生命周

期的成熟期，也要多采取促销措施，以维持已有的市场占有率。 
3．以邮购方式销售的产品应大力开展促销活动，因为购买者在采取购买行动之前不能看到货

物，继续企业大力介绍宣传产品。 
4．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的商品英多采取促销措施，因为售货时无人在现场说明或提供服务。 

第二节  国际广告 

一、国际广告的现状及特点 

（一）发展现状 
1．各国广告费支出 
2．各国广告主要媒介 
3．广告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及人均广告费 
4．世界广告业发展趋势 
（二）国际广告的基本特点 
1．国际广告必须考虑进口国的经济环境 
2．必须尊重东道国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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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适应各国的文化 
4．必须尊重各国的宗教信仰 
5．应尊重各国对广告的管制 
6．应注意各国的自然环境、人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各国的语言文字特

点。 

二、国际广告策略 

（一）广告策略涵义 
（二）国际广告的形式策略 
1．标准化策略和差异化策略 
2．形象广告策略与产品广告策略 
（三）国际广告的内容策略 
1．以强调情感为主，还是以强调理性为主。 
2．以对比为主，还是以陈述为主 
3．以正面叙述为主，还是以全面叙述为主 
4．广告主题长期不变还是经常改变 

三、国际广告媒体及其选择 

（一）国际广告媒体 
1．报纸 
2．杂志 
3．电视 
4．广播 
5．其他广告媒体 

四、国际广告代理制度 

（一）国际广告管理体制 
（二）代理机构 
（三）代理机构的选择 

第三节  国际市场人员推销策略 

一、国际市场人员推销的功能及任务 

1．推销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能够发现市场机会，发掘市场潜在需求，培养国际市

场新客户。 
2．善于接近顾客，推荐商品，说服顾客，接受订货，洽谈交易。 
3．搞好销售服务。 
4．传递产品信息，让现有顾客和潜在顾客了解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树立形象，提高信誉。 
5．进行市场研究，搜集情报信息，反馈市场信息，制定营销策略。 

二、国际市场人员推销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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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市场人员推销的类型 

四、国际市场人员推销结构 

五、国际市场推销人员的管理 

本章思考题 

1．国际营销者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国际促销活动？ 
2．阐述标准化广告策略和因地制宜广告策略的思路、特点，并讨论企业应如何处理这两种策

略的关系？ 
3．企业在做出国际广告决策时应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4．描述国际公共关系实施的步骤。 
5．如何选拔、考评和有效激励国际销售人员？ 
6．在参加国际博览会之前，企业应做好哪些准备？ 

本章案例 

联想在美国遭遇“安全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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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营销组织与控制 

教学目的与要求： 

国际企业在从事国际市场营销过程中需要国际市场营销的组织结构、制定营销计划并组建营销

控制系统对营销进行控制。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国际市场营销的主要组织形式、企业选择国际营

销组织时应考虑的因素、国际营销控制的必要性和过程。 
教学重点与难点： 
企业选择国际营销组织时应考虑的因素、国际营销控制的过程是本章学习的重点；企业选择国

际营销组织时应考虑的因素是本章学习的难点。 

第一节 国际营销组织 

一、国际营销组织的演进过程 

（一）出口部 
（二）海外销售机构 
（三）总部集权下的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 
（四）全球性联合机构 
（五）网络组织结构 

二、国际营销组织模式的选择 

企业在设计其营销组织结构时，要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一）产品特征 
（二）市场差异化程度 
（三）国际业务比重 
（四）人才储备 

第二节  国际营销控制 

一、国际营销控制的含义和作用 

（一）国际营销控制的含义 
是指在动态变化的国际营销环境中，为保证既定营销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监督、检查和纠正偏

差等管理活动的统称。 
（二）国际营销控制的作用 
1．控制是完成国际营销计划，实现国际营销目标的保证。 
2．控制是发现问题，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 
3．控制是营销创新的推动力。 

二、国际营销控制过程 

（一）明确控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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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控制目标 
（三）衡量工作绩效 
（四）分析偏差成因 
（五）采取纠正措施 

三、控制方法和控制手段 

（一）程序化控制 
（二）文化控制 

本章思考题 

1．阐述母公司制和国际业务部制的利弊，并讨论这两种组织模式的适用性。 
2．试讨论全球矩阵结构的利弊。 
3．讨论国际营销组织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因素。 
4．举例说明国际营销控制过程。 

本章案例 

海尔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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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说明 
1．课程的性质 
集互联网技术与电子商务于一体，着重讲授互联网在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的运用方法，用于

培养适应电子商务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的新型课程。 
2．编写目的 
为更好规划本课程的内容，并掌握教学进度，特编写本教学大纲。 
3．课程简介 
该课程系统介绍互联网的基本功能、发展阶段及在生活中的运用情况。主要分如下几章进行讲

授：互联网技术发展、互联网运用、互联网商务模式、电子政务、互联网安全、互联网创业、移动

互联网、网络营销及互联网发展趋势。 
4.编写人员 
由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郭武文负责。 
课程编号：406020022 
总学时：36 学分 
课程名称:互联网概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上机操作，案例研究，实习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教学目的 
本课程针对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系统地介绍有关互联网的各种知识，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应用互联网的基本技能，使其在今后的学习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工作中更好的利用互联网。 
2．教学要求 
第一，掌握互联网的相关知识，并学会应用相关技能。 
第二，出席全部课程，掌握老师授课的内容。 
第三，鼓励提出问题，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第四，阅读指定教材和参考文献，掌握基础知识。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 次 章  名 课时数 讨论 

第一章 互联网简介 4  
第二章 互联网应用 4  
第三章 互联网商务模式 4  
第四章 电子政务 4  
第五章 互联网创业 4 1 
第六章 移动互联网 4  
第七章 网络营销 4  
第八章 互联网安全 2  
第九章 互联网发展趋势 4  
第十章 互联网伦理与法律问题 2  
合  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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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联网简介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互联网的发展史，了解互联网技术的基本特征 
二、教学难点：互联网的基本特征 
三、学时分配：4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的形成 

互联网络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当时，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仅有一

个集中的军事指挥中枢，万一这个中枢被苏联的核武器摧毁，全国的军事指挥将处于瘫痪的状态。

因此，有必要设计这样一个分散的指挥系统：它由一个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当部分指挥点被摧毁

后，其他点仍能正常工作，而这些分散的指挥点又能通过某种形式的通讯网取得联系。为对这一构

思进行验证，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美国国防部远景研究规划署资助，通过一个名为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研究机构承建，建立起ARPAnet网络，将美国的几个军事及研究用计算

机主机联接起来，这就是互联网的最早形态。 
互联网的第一次快速发展出现在80年代中期。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了鼓励大学与研究机构共享他们非常昂贵的分布在全国的五个超级计算机主

机，希望通过通信线路把各个大学、研究所的计算机与这五台超级计算机主机连接起来，组成用于

支持科研、教育等地全国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开始的时候，他们想引用现成的ARPAnet，不过他

们发现，与美国军方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利用ARPAnet发展出来的一

种TCP/IP的通讯协议，自己出资建立名叫NSFnet的广域网。由于美国国家科学资金的鼓励和资助，

很多大学、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甚至私营的研究机构纷纷把自己的局域网并入NSFnet中。这种把不

同网络联接在一起的技术的出现，使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89年，NSFnet
网实现了与另一军事计算机网络MILnet的联接。不久，另外一个重要的能源网络Esnet也与NSFnet
进行联接。由此形成了由网络实体相互联接而构成的超级网络，并开始称之为互联网。 

互联网在美国得到出人意料的成功。随后，世界各工业化国家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将注意

力集中到这个新兴的技术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国均有各种名称和采用各种技术手段的计算机

网络加入了互联网的大家庭。如Eunet欧洲、Canet加拿大、AARnet澳大利亚、RELcom俄罗斯、

EARN-France法国、DFN德国、W工DE日本以及CH工NAnet中国等。 
互联网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而建立的。所以，互联网在建立之初，首先加入其中

的都是属于学术界的网络。1992年以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互联网的联接与应用，都被严

格地限制在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领域内。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信息共享

和信息交流的能力，从它的形成之日起，就吸引了广大的用户。显然，互联网并不只适用特定类型

的信息服务，相反，它可以用于任何领域的信息服务。当大量的用户开始进入并使用互联网的时候，

它则很难再按科学研究和教育方式发展下去。随着用户的急剧增加，互联网的规模迅速扩大，它的

应用领域也走向多样化。除了科学技术和教育外，互联网的应用很快进入文化、产业、政治、经济、

新闻、娱乐、体育、商业以及服务行业等等。它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们事先料到它迟早会冲破对应用

的人为限制。因此，早在1991年前，在考虑成员网络时就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互联网商业服务网络

ECS （Experimental Commercial Services）。其后不久，在互联网的主干网络NSFnet上又建立了一个

名为商务国际互联网交换CIX（Commercial Internet Exchange）的路由节点。自此以后，凡是接入

这个节点的商业性网络都进入了互联网，从而正式开辟了商业化应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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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互联网的功能 

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互联网的基本功能、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的信

息交流。 
1．互联网的基本功能:包括电子邮件、远程登录和文件传输三部分。 
2．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功能 
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功能包括利用各种工具、软件在互联网网上进行信息的浏览和查询等工作。

这也是互联网独具特色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功能。 
3．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功能 
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功能为用户提供多种信息交流的方式，除电子邮件外，还通过成立各种通讯

组、新闻组、电子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形式方便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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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互联网应用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互联网应用发展的三个阶段及我国互联网应用的情况 
二、教学难点： 
三、学时分配：4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应用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网络服务功能，主要包括远程登陆（TELNET）、电子

邮件（E-mail）、文件传送（FTP）、电子公告牌（BBS）、网络新闻组（Usernet）。 
第二阶段，由于Ｗeb技术的出现，使得互联网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

方面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第三阶段，在继续发展基于Ｗeb应用的基础上，基于Ｐ2Ｐ网络的应用将互联网应用推到了一

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网络电话、网络电视、网络视频、搜索引擎、博客、播客、即时通信、网络

游戏、网络广告等） 

第二节  我国互联网发展运用呈现出五大亮点 

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2007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在区域经济较

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行业网站发展迅速，仅浙江地区已有上千家行业网站，约占全国行业网站的一半。

网络广告、搜索营销在行业运用当中呈上升趋势，网络广告服务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移动商

务成为电子发展的新领域，新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和扩展。 
二、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了5262

万户，农村网民规模增长率超过了100％，达到了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38.2％的增长率，占到

新增网民中的四成。 
三、互联网在支持电子政务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目前，我国县级以上政府中96％的政府机构

都建立了网站，电子政务正以改善公共服务为重点，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住房、

三农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提供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网络文化的繁荣丰富。目前，中国境内的网站总数已经达到了192万，中文网页已经达到

了84.4亿页，拥有个人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比例达到了42.3％，互联网以其技术与运用的开放性，

交互性，自主性等特点，大大改变了文化传播，生产和消费方式。互联网不仅成为一个海量的信息

传播平台，而且逐渐演化成文化产品生产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网络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正

逐步形成。 
五、互联网正成为人们快速沟通信息的平台。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迅速展开抗震

救灾，互联网则充分发挥了媒体平台、技术支撑平台的作用，新闻网站及时传递消息，网络平台和

业务平台使互联网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它的

作用和影响正在日益的扩大。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络发展规模与网民结构分析 

一、我国网民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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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增长 
三、网民结构分析 
1．网民性别结构分析 
2．网民年龄结构分析 
3．网民学历结构分析 
4．网民从业性质结构分析 

第四节  我国网民互联网应用情况 

一、我国网民各类互联网服务使用率的比较 

1．互联网主要服务类型演变 
2．互联网的主要作用 
互联网的基础应用：搜索引擎、电子邮件与即时通信。 
网络媒体应用主要包括：网络新闻与博客。 
电子商务应用主要包括：网络购物、网上支付与网上银行。 
数字娱乐应用主要包括：网络游戏、网络音乐与网络影视。 
其他应用主要包括：网络求职、网络教育、网上炒股和购买基金。 
3．网络应用使用率的排序： 
网络音乐/即时通信/网络影视/网络新闻/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电子邮件 
4．我国互联网应用情况分析 
从互联网的基础应用功能、电子政务功能、网络媒体功能、娱乐功能、作为生活助手的功能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结论：我国互联网应用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娱乐休闲应用比例偏高，作为办公、学习、

研究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比例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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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互联网商务模式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电子商务的概念及分类 
二、教学难点：电子商务的赢利模式 
三、学时分配：4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商务模式的含义 

商务模式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 是指做生意的方法, 是一个企业或公司赖以生存的模式—一

种能够为公司或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商务模式规定了企业或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并指导其如

何赚钱。 
商务模式包含如下三个要素: 
（1） 产品、服务或信息流的体系结构, 包括不同商业角色及其作用; 
（2） 不同商业角色潜在利益 
（3） 收入来源。 
商务模式自从有了分工和交易就产生了, 也是传统公司或企业成败的关键。今天, 电子商务模

式是互联网公司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 

第二节  电子商务及其应用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是指通电信网络进行的生产、营销和流通活动，它不仅指基于互联网的网上交易活动，

而且也指所有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解决扩大宣传、降低成本、增加价值和创造商机的商务活动，包

括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展示与订购，到产品生产、储运与电子支付等商务活动。 
主要内容有：信息的传递与交换、网上订货与交易、网上认证与支付、商品的配送与运输、商

品的售前与售后服务，以及实现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 
电子商务的赢利模式 
通过信息流加速物流的流通过程，提高商业销售额，减少库存和银行资金的周转时间，从中获

取更高的经济回报。 

二、电子商务的分类 

从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关系分类，可分为企业与企业（business to business, B2B）；企业

与消费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Ｂ2Ｂ网站以阿里巴巴为代表，主要赢利来源为中国供应商的服务，诚信通服务，委托设计公

司网站及网上推广项目收费。 
（1）中国供应商通过Ａlibaba 的交易信息平台，给中国的商家提供来自各国国际买家的特别

询盘。 
（2）诚信通会员收费模式，企业的诚信认证的需要也给阿里巴巴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3）客户可以委托阿里巴巴做一次性的投资建设公司网站，这个项目主要是阿里巴巴帮助企

业建立拥有独立域名的网站，并与阿里巴巴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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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上推广项目，由邮件广告、旗帜广告、文字链接和模块广告组成。 
前提：阿里巴巴通过免费方式积累了大量的企业用户，进而聚集了大量的企业交易信息，完成

了原始积累之后，才诞生的很好的商业模式。 
B2C网站代表是亚马逊网站。一般而言B2C网上购物的交易流程分为5步： 
（1）消费者在网上访问企业或商家的站点，查找自己需要购买的商品信息，并直接在网上填

写与提交商品订单，包括消费者姓名、地址、商品名称与数量等。 
（2）当商家得到消费者的商品订单后，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单价、应付款额、运费与交货方式

等信息。 
（3）消费者选择自己使用的支付方式，包括货到付款、邮局汇款、银行汇款与网上支付等。 
（4）如果收单银行确认客户的信用卡有效，将向商家确认支付过程可以完成。 
（5）最后，收单银行将支付信息发送给消费者的发卡机构，由发卡机构负责向消费者寄出他

的消费清单。 

三、电子商务系统结构 

（1）网络平台层 
（2）信息发布层 
（3）电子商务层 

第三节  电子商务的意义 

电子商务为企业带来大量新的业务机会，也带来不断增加的业务与信息方面的挑战 
电子商务使企业的对外业务联系转移到了网上，改变了原来通过订货会、交易会、固定客户与

供应商的渠道，从而大大扩展了企业对外联系的范围。 
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竞争模式，为企业提供了把握时常与客户需求的能力。 
电子商务扩大了企业的竞争范围，使竞争从传统的广告促销、产品设计与包装方面扩大到无形

的虚拟市场的竞争。 

拓展书目： 

（美）克里希纳默西 李北平 等 《电子商务管理：课文和案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加）纽森 姜锦虎 王刊良 等 《电子商务案例（E-Commerce casebook）——毅伟商学院经

典安全库》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陈景艳 敬娟琼 《电子商务技术基础》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美）特伯恩 等 王理平 等译·《电子商务：管理新视角》（第 2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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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子政务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电子政务的概念及分类 
二、教学难点：电子政务的内容 
三、学时分配：4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及类型Ｐ61 

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 e-gov）是指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业务处理电子化，

达到高效、方便、透明地处理政府机关之间，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服务的目的。 
电子政务主要包括个方面的内容： 
1．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使群众可以方便地了解政府信息。 
2．通过互联网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事务进行互动处理，使政府能够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加

强政府办事机构，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及时处理。 
3．在政府机构内部实现办公自动化，提高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 
4．各级公务员即使从电子政务系统中获得各种信息，为日常工作和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节 电子政务的类型 

根据电子政务系统中服务对象的不同，可分为 
1．政府部门间的电子政务（Ｇ－to－Ｇ）。 
2．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Ｇ－to－Ｂ）。 
3．政府对公众的电子政务（Ｇ－to－Ｃ）。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电子政务功能的应用 

一、网民对政府网站访问的行为 

（1）信息浏览，包括政策法规介绍、政府通知公告和政府新闻。 
（2）查看政府有关的法规 
（3）查看积分与房地产信息。 
网上办事，包括下在表格、在线申请业务，以及在线咨询、建议、投诉等相对比较低。 

二、不同职业的网民对政府网站访问的比例 

三、不同年龄段网民对政府网站访问的比例。 

拓展书目 

吴爱明《电子政务教程：理论·实务·案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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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互联网创业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互联网创业发展的四个时期 
二、教学难点： 
三、学时分配：4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互联网创业的四个时期 

一、互联网创业的孕育期 

孕育的两个条件：某种商机的发现或者是创业者的创业激情 
案例分析：张朝阳与搜狐 http://www.sohu.com/ 
张朝阳与搜狐 
根据中国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统计，从 1978 年算起，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员到 2006 年已超

过 100 万，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已学成归国。他们，就是所谓的“海归”，而现任搜狐网络公司董

事局主席兼 CEO（首席执行官）张朝阳正是其中一位，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噪，从“海归”到“CEO”，

张朝阳仅仅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 
留学之路成为人生分水岭 
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的东门外，林立着许多与 IT 产业相关的写字楼，其中离清华校门最近的

一幢叫做“搜狐网络大厦”，搜狐网络公司董事局主席兼 CEO（首席执行官）张朝阳的办公室便

位于这座大厦的最高一层，透过办公室窗户，可以俯瞰清华大学校园。如果把年历翻到 1986 年的

某一天，站在这个位置恰好可以看见年仅 22 岁的张朝阳，当时他正拖着一个大皮箱走出校门，脸

上的稚气犹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即将启程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留学的他，双眼中写满了迷

茫：“当时只知道‘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外面的世界关注的也不多，觉得去美国都不知道会发生

什么，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张朝阳中学时代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认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是他

考取清华大学的直接动力，也是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留学的直接动力。张朝阳坦言，在他的成长经

历中，1986 年是一个分水岭，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元年所提出的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决定，改变了

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人的命运，从现在看来，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张朝阳说：“出国留学这件

事情，对整个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巨大的、多渠道的，

而这些留学人员是亲身体会到了这些联系。所以当时邓小平决定派人出国学习，是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的。” 
勇敢地走出“象牙塔” 
从清华大学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中国到美国，张朝阳处在不断改变和成长中。1993 年，在麻

省理工学院念了几个月的物理学博士后之后，张朝阳突然感到学了很多年的物理学并不太适合自

己。与此同时，张朝阳很幸运地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了亚太区中国联络官的职务，这个角色让张朝

阳有机会频频回国。“在美国拿到学位以后，我的发展同样受到了国内改革开放第二波浪潮的影响，

就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我研究自然科学已经差不多了，也在美国接触到了商业社会，

这改变了我对人生发展的想法：不一定要到象牙塔里研究物理学，而是到社会里去做一些有用的事

情。” 
美国“硅谷”式的创业模式点燃了张朝阳心中的激情，作为第一批触摸到国际互联网魅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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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他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经济将催生惊人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1995 年 7 月，张朝阳产生

了回国创业的强烈念头：“当时接触的是早期的网络状况，但已经感受到它的魅力。出于我对网络

的了解，就决定回国做互联网。而回国、做互联网这两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于是，这个年轻人带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喜悦，乘坐地铁越过查尔斯河，来到美国波士顿政府

中心，注册了一个名叫爱特信的公司，它便是搜狐前身。从此，张朝阳翻开了他了“与狐共舞”的

全新篇章。 
公司有了，资金去哪里找呢？最初的张朝阳口袋里并没有太多的美元，他于是到处去融资：“因

为是高科技，风险特别大，可能十个里九个都会失败，所以对于这个行业最合适就是风险投资，而

当时国内没有人理解什么叫风险投资，所以我回国后又多次返回美国去融资，在融资的过程中认识

了我原来学校里的教授，也就是尼葛洛庞帝。”张朝阳说服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

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和美国风险投资家爱德华·罗伯特，融到了第一笔价值 22 万美元资金。于是，

张朝阳成为了揣着美元回到国内做互联网的第一人，此时是 1996 年。而对两位投资者，张朝阳充

满感激。 
学会“数字化生存” 
然而，第一笔资金很快就消耗殆尽，张朝阳和他的公司急需第二笔融资，这个尚在襁褓之中的

互联网之狐危机四伏。关键时刻，尼葛洛庞帝再次出手相助，这位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传播科

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不仅写出了震撼一个时代的《数字化生存》，还帮助张朝阳真正学会了“数

字化生存”之道。在尼葛洛庞帝和罗伯特的引荐下，张朝阳接触到了美国一大批重量级的投资人，

这使得张朝阳终“抱美人归”：1998 年，他获得了包括英特尔、道琼斯等投资者的第二笔风险投

资。 
有了资本的推动，张朝阳可以腾出手来研究网络并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互联网发展

之路，这也使得搜狐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张朝阳坦言道：“其实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互

联网是什么，但它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可能会让人们生活很方便，但怎么一个方便方法，具体也

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发电子眼邮件和聊天觉得很爽而已。后来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

发现互联网就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开发的平台，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率先在国内建一个网站，而最

省劲的方法就是你来导航，帮大家搜索东西，所以就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产品，叫什么呢，搜什么

呢，干脆就叫搜狐。” 
张朝阳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在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中，唯一的成功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找对

发展方向之后的搜狐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98 年，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 50 位数

字英雄”之一。2000 年，搜狐一举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并随即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

人社区网站 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化发展给门户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门

户网站。 
如今，搜狐公司已发展成为中国最领先的新媒体、通信及移动增值服务公司，是中文世界最强

劲的互联网品牌。“搜狐”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它拥有超过 1 亿注册用户，日浏览量高达 7
亿次，是中国网民上网冲浪的首选门户网站。它也是 2008 北京奥运会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 

 
资料来源：http://www.zsr.cc/PostdoctorHome/PostdoctorMien/200812/259438.html 
讨论： 
张朝阳创业的动力和背景是什么？ 
搜狐的收入来源有哪些？ 
你认为搜狐的未来前景如何？ 
你认为搜狐是否已经具有明确的赢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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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创业的成长期 

互联网创业的项目在孕育期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充分的准备，初步的市场初探获得了积极的反

馈，由此互联网就进入成长期。 
成长期的目标：创业项目能够产生比较高的浏览量和足够的现金流。 

三、互联网创业的成熟期 

四、互联网创业的衰退期 

第二节  选择互联网创业的理由 

一、互联网创业的进入门槛 

二、互联网创业的启动成本 

三、互联网创业的发展速度 

能够获得风险投资商青睐的互联网创业项目通常具备如下特征： 
1．有一份高质量的互联网创业商业策划书 
2．有一个让风险投资商看好的创业和管理团队。 
3．互联网创业项目要有足够的吸引力 
4．有一个明确的投资退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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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移动互联网 

第一节 移动互联网的概念 

移动互联网业务和应用包括移动环境下的网页浏览、文件下载、位置服务、在线游戏、视频浏

览和下载等业务。随着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 Web 应用技术的不断创新,移动互联

网业务的发展将成为继宽带技术后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推动力,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使得互联网更加普及。 

移动互联网主要体现在“移动门户”、“移动搜索”、“移动网站”、“移动实名”等应用上。 
这些应用的运作模式：移动互联网服务商搭建一个移动门户，企业可以在上面建立自己的只能

短信网站和 WAP 网站，申请设立类似网络实名的移动门户实名，手机用户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来搜

索移动门户上的商家地址，然后通过 WAP 访问该商家的移动网站。 
移动互联网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实施：让消费者随身搜索和找到自己。 
移动互联网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搜索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移动门户赢利模式是：向登记移动使命的企业收费，消费者免费访问（短信费及网络流量费除

外）。 
 

第二节  移动互联网八大发展趋势 

一、移动 WAP2.0 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 

移动 WAP2.0 的产生与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密不可分。分阶段来看，移动 WAP2.0 产生于移

动互联网发展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三波浪潮之间。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第一波浪潮为 2G 时代，当时短

信为主流应用，提供简单的互动性，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在 2.5G 时代的第二波发展浪潮中，图

片、彩铃以及游戏等移动互联类应用丰富了人们的选择，商业模式也进一步扩展至广告、游戏等领

域，丰富的内容加强了应用的互动性，移动互联网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工作之中，成为便捷的工

具。伴随着移动 WAP2.0 的产生，在 2.75G 以及 3G 的推动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迎来了第三波浪

潮。移动搜索、二维码、邮箱以及视频类应用等纷纷涌现，更多应用带来了比较丰富的商业模式，

社会化的资源极大丰富了内容，移动互联网将成为生活必需的工具，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

将因此而改变。 

二、无线网站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热点 

在移动 WAP2.0 驱动下的无线网站，从基础的“短信网站”到图文并茂的“WAP 网站”，再到“声
情并茂”的“彩信网站”，并结合传统的“WWW 网站”，最终将提供一个“四网合一”的解决方案。其

中，短信网站保证了即使用户使用的是最低端、最普通的手机也能够访问；WAP 网站则通过图片

以及更丰富的信息量，提供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平台；彩信网站利用更绚丽的色彩以及动感音乐，增

强用户的使用体验；WWW 网站则作为补充，以无线上网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与使用传统互联网一样

的体验。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702 

三、移动搜索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精准营销平台 

移动搜索是 WAP2.0 无线网站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内容。移动搜索将全面提供模糊搜索、搜索

排名、WAP 搜索、短信搜索等功能，并对行业门户进行多层次的分类搜索，从而让用户最快捷地

获得想要的信息。模糊搜索，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一样，包括移动实名、公司名称、地址以及关键

字的搜索；搜索排名则允许用户自行定义搜索的排名顺序……所有这些搜索功能，都是期望将用户

对于传统互联网的使用体验在移动方式下得以延续。移动搜索提供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精确

营销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客户关怀等互动营销，消费者通过手机，使用移动

搜索访问无线网站从而了解最新商情。 
行业门户的多层分类搜索，则是移动信息化的重要体现。例如，可将一个特定的行业搜索词先

设置为行业门户，然后将众多相关的无线网站链接到该行业门户下，终端用户只需发送行业实名即

可进入相关的行业门户网站，并从该行业门户中跳转到具体企业的无线网站。行业门户的设计更便

于传播推广，同时也规避了移动终端屏幕小、内容容量有限的问题，方便用户更快捷地访问相关的

无线网站而获得有针对性的内容。 

四、手机二维码促进跨媒体营销的发展 

手机二维码可以印刷在报纸、杂志及个人名片上，用户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输入二维码下面

的号码即可实现快速手机上网，随时下载图文、音乐、视频、获取优惠券、参与抽奖、了解企业产

品信息。同时，还可以方便地用手机识别和存储名片、自动输入短信，获取公共服务（如天气预报），

实现电子地图查询定位、手机阅读等多种功能，使用者只需使用手机摄像头对准平面上的黑方块一

拍，即可直接联入一个此码对应的唯一的 wap 网站页面。手机二维码的发展将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对于运营商，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媒体为企业搭建与客户沟通的平台，开辟企业新营销

服务；对于平面媒体，延伸了媒体空间、带来新的广告形式；对于广大企业，利用该平台，开创新

的营销模式、增进与客户的互动、提升客户服务。 

五、与互联网融合成为手机游戏的发展趋势 

手机游戏受手机终端表现力和供电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并不能取代电脑游戏在用户心目中的地

位，但庞大的手机用户群体和便携性是支撑手机游戏发展的基础。随着手机终端的发展和完善，手

机游戏的种类也不断丰富，在目前国内市场上尚未出现有突出影响力的品牌，稳定的市场格局尚未

形成。用户在选择下载一款手机游戏时，更多地注意游戏类型而不是开发厂商。因此抛开产业合作

等方面的因素，占领市场的直接手段是开发符合国内用户偏好的游戏，并且在品牌宣传上采取一定

的措施以扩大影响力。尤其随着 2008 年 3G 的到来，手机游戏市场作为信息产业为数不多的蓝海

市场，必将引起更多的关注，3G 将加快移动网络和传统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手机终端也必将朝智

能化和 PC 化方向发展。届时更多的电脑游戏将会移植到手机上，同时网络的融合也将使现有的互

联网游戏出现移动终端版本，可以预见整个游戏产业最终将实现 PC 游戏和手机游戏的融合。 

六、传统邮箱将向手机邮箱演进 

手机邮箱采用了 push mail 技术，实现互联网邮件与手机的互联互通。用户可以用手机直接接

收电子邮件，并完成邮件的查看、回复以及转发等功能，由于接收终端是手机，而不是电脑，因此

对有移动办公需求的商务人士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移动电子邮件的发展趋势是走向融合。 

七、3G 与奥运共同推动手机电视的发展 

2008 年，随着 3G 在中国商用，以及奥运带来丰富视频内容，将推动手机电视作为一项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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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增值业务将进入市场发展期；同时随着网络、终端、内容、商业模式等因素的发展，产业链初

步完善，看好手机电视业务的产业链各环节大力介入，北京奥运会将大大激发用户使用手机电视业

务的热情，从而推动手机电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八、移动定位成为 3G 时代非常有前景业务 

相比其他手机增值服务来讲，手机定位的产业链条非常庞杂，包括移动运营商、GPS 定位技术、

GIS 电子地图提供商、POI（Position of Interest）信息采集和服务提供商、终端厂商、中间件提供商

等，涉及到移动通信、卫星导航、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综合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总体上，产

业链在移动运营商的主导下，开放平台合作。目前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严格

上讲，手机定位并非 3G 时代的增值应用，但业内将手机定位作为 3G 时代的杀手级应用，关键在

于，手机定位的价值在于可以将定位信息运用到许多应用中，从而创造比定位本身更大的价值。除

了可以利用手机地图进行导航之外，比如定位游戏就将影响到手机游戏产业的格局。另外，通过小

区广播的形式，对用户进行精准的无线广告的营销也是手机定位的应用之一。比如当你走到麦当劳

餐厅附近时，便会有针对性地向你推送麦当劳优惠券或者新品广告。从行业应用来讲，手机定位则

主要应用在车辆调度、物流、监控等领域。尽管手机定位可以和不同的行业应用相结合，但获取衣

食住行方面的实用信息、以及基于娱乐的位置游戏等需求仍是个人消费市场的主要应用热点。 
3G 的到来，会极大地增强用户对手机定位服务的体验，成为定位服务应用起飞的一个契机。

伴随网络条件的改善，移动定位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将成为趋势。运营商高速的数据传输能力、

成熟的语音业务应用和丰富的数据业务实践使实时画面监控、语音导航与定位技术的结合成为可

能。 

拓展书目 

舒华英 胡一闻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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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网络营销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网络营销概念及常用工具 
二、教学难点：企业网站优化及搜索引擎优化 
三、学时分配：5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络营销的诞生和发展状况 

一、网络营销概念和思想的诞生 

概念：网络营销是企业整体营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实现企业总体经营目标所进行的，

以互联网为基本手段营造网上经营环境的各种活动。 

二、我国网络营销的发展阶段： 

传奇阶段（1997 之前）；萌芽阶段（1997—2000）；应用和发展阶段（2001—2003 年底） 
现阶段我国网络营销的问题 

第二节  网络营销的常用工具 

一、企业网站——网络营销的综合性工具 

1．企业网站的主要目的 
通过网站的形式向公众传递企业品牌形象、企业文化等基本信息； 
发布企业新闻、供求信息、人才招聘等信息； 
向供应商、分销商、合作伙伴、直接用户等提供某种信息和服务； 
网上展示、推广、销售产品； 
收集市场信息、注册用户信息； 
其他具有营销目的或营销效果的内容和形式。 
2．企业网站的本质 
从企业营销策略来看，企业网站是一个开展网络营销的综合性工具。 
3．企业网站与网络营销的关系 
网站建设完成是实现网络营销职能的基础 
网站建设是网络营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网站内容是网络营销信息源的基础 
网站的功能决定了网络营销方法的选择 
4．企业网站的网络营销功能 
5．企业网站建设的一般要素 
企业网站的结构 
网站栏目结构：即网站栏目的层次结构，或称“菜单” 
网页布局：包括网页结构定位方式、网站菜单和导航的设置、网页信息的排放位置等 
企业网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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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司信息、产品信息、顾客服务信息、促销信息、销售和售后服务信息等 
企业网站的常见功能 
信息发布、会员管理、订单管理、在线调查、产品管理、在线帮助、邮件列表和流量统计等功

能 
6．网站建设对网络营销方法和效果的影响 
企业网站应在八个方面符合用户期望 
信息有效性；网页下载速度快；网站简单易用；网站功能运行正常；网站链接有效；用户注册

/退出方便；保护个人信息；避免对用户造成滋扰。 
企业网站优化的含义与内容 
网站优化设计的三层含义：对用户优化；对网络环境（搜索引擎等）优化；对网站维护的优化。 
网站优化设计的原则：坚持用户导向而不是搜索引擎导向；网站基本要素的优化是网站优化的

基础 
7．企业网站评价主要从几个方面 
（1）．关于企业网站优化设计 
（2）．网站内容和功能 
（3）．网站服务有效性 
（4）．网站可信性 

二、搜索引擎——搜索引擎营销的基本工具 

1．搜索引擎的基本类型 
纯技术型的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如 google、AltaVista、Inktomi 等 
经过人工审核编辑的分类目录，如 yahoo，搜狐搜索引擎等 
2．实现搜索引擎营销的目的： 
构造适合于搜索引擎检索的信息源 
创造网站/网页被搜索引擎收录的机会 
让企业信息出现在搜索结果中靠前位置 
以搜索结果中有限的信息获得用户关注 
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方便 
3．搜索引擎营销的发展（略） 
4．搜索引擎营销的主要模式： 
免费登录分类目录、搜索引擎优化、付费登录分类目录、关键词广告、关键词竞价排名、网页

内容定位广告。 
5．搜索引擎优化的主要内容 
为每个网页设置一个相关的标题 
尽量使用静态网页 
在页面中以文字信息为主而不是图片或者 Flash 
重视外部网站链接的数量和质量 
为搜索引擎访问网站提供方便 
正确处理各种关键词的优化关系 
6．影响搜索引擎营销效果的因素 
网站设计的专业性 
被搜索引擎收录和检索的机会 
搜索结果对用户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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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子邮件——许可 Email 营销的基本工具 

Email 营销是在用户事先许可的前提下，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目标用户传递有价值信息的一

种网络营销手段。 
强调三个基本因素：基于用户许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信息、信息对用户是有价值的。 
1．Email 营销的基本形式 
内部列表 Email 营销：利用用户自愿注册的资料 
外内部列表 Email 营销：利用专业服务商的用户资源 
2．开展 Email 营销的主要步骤 
制订 Email 营销计划； 
决定是否利用外部列表，并选择服务商； 
针对内部和外部邮件列表分别设计邮件内容； 
根据计划向潜在用户发送电子邮件信息； 
对 Email 营销活动的效果进行分析总结。 
3．开展 Email 营销的三个基础条件 
邮件列表的技术基础 
用户 Email 地址资源的获取 
邮件列表的内容 
4．增加用户邮件地址有效性的具体方法 
尽量避免错误的邮件地址 
请求用户使用可以正常通信的邮件地址 
鼓励用户更新 Email 地址 
对邮件列表地址进行必要的管理 
可能修复失效的邮件地址 
对邮件被退回的过程有正确了解 

四、其他：网络实名/通用网址、即时信息、电子书、网络日志（Blog）等 

第三节  网络营销常用方法 

常用网络营销方法体系： 
搜索引擎营销；许可 Email 营销；网络广告；网站资源合作；病毒性营销；网络会员制营销。 

第四节  中国网络营销发展趋势 

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 
1．搜索引擎仍然是第一网络营销工具 
2．WEB2.0 网络营销模式的深度发展 
3．企业网站的网络营销价值将得到提高 
4．视频网络广告将成为新的竞争热点 
5．更多适用于中小企业的网络广告形式 
6．插件类网络推广产品市场的演变 
7．网站运营注重用户体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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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统的用户行为研究将受到重视 

思考题： 

搜索引擎优化的主要内容？ 
企业网站优化设计中的应该注意哪些基本要素？ 
在开展 Email 营销时如何增加用户邮件地址有效性？ 
网络营销的意义。 

拓展书目： 

冯英健 《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第 3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2 月 
段建,王雁 《网络营销技术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6 月 
彭鹏，梁春晓·《搜索革命》 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年 9 月 
姜旭平《网络营销》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 
冯英健·《Email 营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6 月 
（美）艾露斯·库佩 著 时启亮、吴凤羽、章学拯 译·《网络营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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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互联网安全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网络安全威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及网络安全防护问题。 
二、教学难点： 
三、学时分配：3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络安全威胁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对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与产业的发

展祈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人们也对它的负面影响忧心憧憧。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而

存在的有网络安全问题。 
近些年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特点： 
2003~2005 年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特点 
2006 年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特点 
2007 年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网络安全领域中的一些观念问题 

一、网络安全与现实社会安全的关系 

二、从恶作剧到有组织犯罪 

病毒、木马、网络攻击频发，网络银行用户、网上理财用户以及游戏玩家被而已程序片区钱财

的现象频发。 

第三节  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 

一、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是运行在网络之上的”，网络安全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信息时代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的转移 

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将防范和应对攻击与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信息时代国家安全

战略的重点。 

三、网络环境中的责任、道德和法律 

四、网络安全与密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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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当前网络中的三大公害 

一、恶意传播代码与病毒 

1．恶意传播代码的基本概念 
恶意传播代码包括病毒、木马、蠕虫、脚本攻击代码，以及流氓软件与恶意的互联网代码。 
（1）病毒程序 
（2）木马程序 
（3）蠕虫 
2．病毒分类的研究 
3．我国计算机病毒疫情调查 

二、垃圾邮件处理技术的研究 

1．基本特征与定义 
2．危害 
3．近期垃圾邮件发展的基本情况 
4．我国反垃圾邮件的形势 

第五节  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网络安全技术的分类： 

1．网络安全体系结构的研究 
2．网络安全防护技术 
3．密码应用技术 
4．网络安全应用 

二、防火墙技术研究 

设计思想、基本结构及其局限性 

三、入侵检测技术研究 

四、计算机取证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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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互联网发展趋势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互联网发展趋势及大致走向。 
二、教学难点： 
三、学时分配：3 
四、教学内容： 
未来互联网将向商业性、保密性、大传输、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一、商用性：意味着大量的商用性公司、商用网络将进入互联网。互联网的巨大便利性，使得

它对商用性公司和网络的吸引力大大加强。它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各类用户提供多种服务。

如近年来，大量的个人计算机进入了一般家庭，“上网”成了近年来最时髦的字眼。在各种技术和

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可视电话等各种图、文、声并茂的业务得到了极

大的普及，成为现代人生活越来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反过来，各类业务的发展也推动了互联网的

空前发展。 
二、保密性：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各个互联网运营者的注意。2000 年初，包括 Yahoo 等几家世

界最大的商用互联网站遭到了黑客的攻击，有些用户的数据也遭到窃取，网站被迫关闭几小时，造

成巨大的损失和声誉的急剧下降。 
保密性差的问题，已经从纯粹的军事意义扩散到整个网络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目前绝大多数的

互联网应用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从互联网上窃取传输数据或恶意攻破网络的实例屡见不鲜。因此，

未来的互联网将在保留开放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网络数据的保密性。 
三、大传输：是未来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基础。目前各种传输手段层出不穷，带宽也越来越宽。

从最早的 50kbps 到现在的 10Gbps （1G=1000M, 1M=1000K） ,以至于正在研究的 T 级传输带宽技

术（1T=1000G），可以看出带宽的发展将是越来越宽，作为曾经是瓶颈的技术，今天已经得到了极

大的突破。可以预见，未来技术的发展将导致带宽的发展呈爆炸性的提高。 
四、全球化：是指以指数增加的信息和通讯网络使各种国际的和跨国的网络及协会的建立成为

可能。由于各种传输、交换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费用持续不断的下降，今后，人们可以用前所未

有的方式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工作，  一方面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人们通过

信息传送手段，克服地理位置、有限时间上的限制，使地球越来越像一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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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是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

重要分支学科，与其它经济学科相比都是一门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专业学科。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

实务性密切结合的课程，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十分明显。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内涵，

从宏观和微观的研究角度认识城市与城市系统、城市经济运行、城市经济关系和城市经济规律，具

有解决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求： 
1．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有正确的认识。 
2．了解城市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3．掌握城市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4．明确城市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心化趋势的必然性。 
5．了解城市人口经济、城市土地经济、城市住宅经济、城市基础设施经济等城市经济学的基

本内容。 
6．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课程。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员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本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考察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含实践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城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为 36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章次 教学内容 课时 实践教学 
1 导论 2  
2 城市化问题 4 课程讨论 
3 城市经济结构 4  
4 城市空间结构 4 案例介绍 
5 城市土地经济 2  
6 城市住宅经济 4  
7 城市基础设施经济 2  
8 城市交通运输经济 2  
9 城市人口经济 4 案例介绍 

10 城市环境经济 2 案例介绍 
11 城市政府职能 4  

 考试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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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教学目的： 
介绍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当代发展状况，介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济学的内涵及研

究对象的不同界定；阐明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多方面的研究内容；简要介绍城市经济学的主

要理论与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阐述城市经济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教学重点： 
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教学难点： 
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城市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1868 年，德国学者罗舍尔提出“区位”的概念。 
二、1909 年，德国学者、现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始人韦伯提出“工业区位理论”。 
三、1924 年，美国土地学家赫德提出“楔形理论”。1936 年，霍伊特又对“楔形理论”进行

了发展。 
四、1925 年，美国经济学家帕克、伯吉斯提出了城市土地的价值带理论。 
五、1965 年，美国学者威尔·汤普森编著的《城市经济学导论》问世，成为第一部城市经济学

专著，标志着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正式成立。 

第二节  城市经济学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一、城市经济学的内涵 

1．国外学者：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厂商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学科。 
2．国内学者：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的微观系统、宏观系统和管理系统协调发展的科学。 

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西方学者：一般以城市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对城市问题的求解作为研究的任务和目的。 
2．我国学者：早期以城市经济运动规律或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规律为任务；

近期有的专家提出应以城市经济系统的整体联系和关系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城市经济学的性质与内容 

一、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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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经济学的内容 

西方：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学基本理论、微观城市问题和城市政府三个部分的内容。 
国内：分为宏观城市经济学和微观城市经济学。 
宏观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城市化现象的实质和基本规律，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极其预测，城市化

的机制、道路和进程等方面的内容。 
微观城市经济学则侧重于研究城市内所特有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包括研究城市经济的

发展、结构、规模，建设与规划，人口与就业，环境与生态，土地开发利用，基础设施与市政公用

设施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节  城市经济学理论与发展趋势 

一、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聚集效应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城市经济结构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城市经济空

间布局理论等。 

二、城市经济学发展趋势 

从国外城市经济学研究趋势来看，发达国家比较关注城市公共经济管理、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等

综合研究以及城市房地产、城市就业、城市环境治理等专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研究更关

注于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等问题。 

第五节  城市经济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与部门经济学的关系 

与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对外贸易学、运输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等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 

二、与其它城市学科的关系 

同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环境学、城市地理

学、城市交通学等有密切的联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城市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那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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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化问题 

教学目的： 
学习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回顾，归纳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

要因素，以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并重点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进

程。 
教学重点： 
世界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教学难点：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我国和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异同。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一、城市化的基本内涵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

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

涵也在发生着变化。 
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

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2．“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

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

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3．“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

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1．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对城市的这种主导作用进行识别并能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或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

期之间进行比较。 
2．城市化水平测度的方法 
（1）复合指标法：即尽量选用与城市化有关的多种指标来进行综合分析，以此考察城市化进

程。 
优点：指标全面 
缺点：反映不同内容的指标不能直接进行加减乘除； 
城市化的某些内容（例如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直接作定量分析的。 
（2）主要指标法：通过几个 具本质意义、 具象征性，而且便于统计分析的个别指标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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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和描述城市化水平。 
第一种方法：土地利用指标 
用土地利用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具体方法，是计算一定时间内非城市性地域转变为城市性地

域的比率。 
第二种方法：人口指标 
用人口指标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具体方法，是计算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第二节  世界城市化进程 

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准确地说，首先是从英国开始的，然后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 
1．英国：从 1750 年到 1800 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 17%~19%提高到了 23%。 
2．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城市化进程大约开始于 1770~1800 年。 
3．德国和奥匈帝国：起点大约是 1800~1830 年。 
4．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直到 1850~1880 年才开始城市化。 
5．东欧和南、北欧的其他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 
6．美国：在 1840 年前后，美国掀起了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 10.8%，

以后每 10 年大约增加 4.5~5.0 个百分点，到 1880 年时，美国的城市化水平（29.5%）已经赶上了欧

洲（29.3%）。 

二、发达国家与“逆城市化” 

1．“逆城市化”的概念 
又称“反城市化”，是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贝利于 1976 年首先提出来的一种现象。即大城市

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和扩散，使郊区无限蔓延，并导致城市中心区

和中心城市的衰退。 
2．“逆城市化”的过程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于 20 世纪 4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开始出现这种逆城

市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1）在城市化水平继续缓慢提高的同时， 郊区化以更快的速度进行。 
（2）市区中心吸引力下降，郊区成为人们主要的聚居区域。 
（3）中心城市开始分解，小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 

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城市化进程是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而取得民族独立较

早的拉美国家，在 19 世纪晚期就已开始城市化，到 1900 年，城市化水平已高达 20.3%，甚至超过

了某些发达国家（日本 1920 年的城市化水平仅为 18%左右）。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民族独立

比较晚，城市化进程也比较迟，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 1950 年前后才开始城市化。 

四、发展中国家的“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 

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其内部差异性比发达国家大得多，突出表现在“超前城市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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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城市化”并存。 
1．超前城市化 
亦称“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

表现为没有工业化和没有经济发展的城市化。 
超前城市化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及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2．滞后城市化 
滞后城市化恰好与超前城市化相反，是指城市化进程落后于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相应的经济发

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其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亚洲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其城市化进程就是典型的滞后城市化。 
3．发展中国家内部城市化进程的复杂表现 
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也可能并存于一个国家，例如印度。从总体上看，印度的城市化进程

属于滞后城市化，但具体到某个城市，则又呈现出超前城市化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城市首位度畸高。 
“城市首位度”，亦称“首位城市指数”，是指一国或地区 大城市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人口

数之比值，通常用它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它由美国地理学家马克·杰
弗逊 1939 年在其《城市首位律》一书中首次提出。 

第三节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一、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 

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它表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1．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粮。 
2．为城市工业提供资金原始积累。 
3．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原料。 
4．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 
5．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 

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产业革命使得资本和人口在机器大生产中高度集中，导致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市数量的

急剧增加。 
工业化导致城市革命的原因： 
1． 低临界值原则 
指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需要有一个 低销售额的支持，只要达到这个临界值，那么投资者就可

能会因其有利可图而作出投资决策。 
2．初始利益棘轮效应原则 
指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未来所作出的决策是以这个城市现在必须提供什么为基础的。也即过去形

成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状况，影响着现时的决策倾向。 
3．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则 
指把工业增长和城市发展看作一种相互联系的过程，每个发展阶段都依赖于前一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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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 

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 
2．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 

第四节  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过程，一般将

城市化全过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一、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30%以下）。 
二、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30%~70%）。 
三、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70%以上）。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一、1979 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1．城市化水平 
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 1950 至 1980 年的 30 年中，全世界城

市人口的比重由 28.4%上升到 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 16.2%上升到 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

11.2%上升到 19.4%。 
1979 年以前的中国城市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49 到 1957 年是城市经济恢复和顺利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时期。

在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由 5765 万人增加为 9949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 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

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 10.6%上升到 15.4%。 
（2）1958 至 1960 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 19.7%。 
（3）1961 到 1965 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4）1966 至 1977 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2．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 
（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 
（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 
（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 
（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二、1978 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极其特点 

1．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 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 
（2）1985－1991 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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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2－2003 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

为主要动力。 
2．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

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

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3．城市化水平 
这个时期城镇化的 突出特点，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很快。 

三、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 

1．“隐性城市化” 
（1）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长期留居城市的人口； 
（2）存在大量居住乡村，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 
2．“准城市化” 
指目前的许多小城镇规模很小，设施落后，大批建制镇的居民虽然已经为城镇居民，但是仍然

没有脱离农业，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四、关于未来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方针应该是，适当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重点支持一批基础条件

较好、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 

五、对策研究 

1．就业问题。 
2．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 
3．城市建设问题。 
4．户籍制度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叙述城市化的演化进程。 
2．论述城市化的水平测度。 
3．阐述城市化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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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经济结构 

教学目的： 
了解城市经济结构划分体系，掌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划分，了解城市

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产品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

构等重要结构类型的具体组成及其经济内涵，了解城市产业结构分析和主导产业选择与确定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了解我国的城市经济结构。 
教学重点：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划分，城市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产品结构、

经济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等重要结构类型的具体组成及其经济

内涵，了解城市产业结构分析和主导产业选择与确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教学难点： 
城市产业结构分析和主导产业选择与确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经济结构的划分体系 

对于城市经济结构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分别构成三种相互区别而又互有

交叉的城市经济结构划分体系。 
一、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来划分的。 
二、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按经济活动单位来划分的。 
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划分的。 

第二节  城市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的主要组成内容 

一、城市生产力结构的主要构成 

城市生产力结构可以根据生产力要素的种类和要素之间的关联细分为多种结构类型。其中，产

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经济组织规模结构是生产力结构中 主要的组成内容。 
1．产业结构 
城市产业结构是按照城市各项经济活动的劳动对象、要素需求强度、产品接续关系等行业特征

而划分的城市经济结构类型。 
产业结构的分类同样有多种形式，主要有以下 3 种： 
（1）按行业部门分类。这是 为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分类方法，它按照国民经济的行业部门划

分，将城市产业分为农业产业、工业产业、建筑业产业、交通通信产业、商业与饮食服务业产业五

大类别。 
（2）按要素需求强度分类。按照不同产业部门对资金、劳动力、技术三大生产要素的需求强

度，可以相应地将城市产业结构划分为资金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产业类型。 
（3）按三次产业分类。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以各行业劳动对象的加工顺序为主，将社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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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部门归并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共三大产业类别。 
2．劳动就业结构 
城市劳动就业结构着重分析在城市经济系统各行业中的从业人员数量及其在城市总的就业人

口中所占的比重。 
劳动就业结构一般有两种划分类型： 
（1）全部从业人员的从业产业或从业部门结构。 
（2）城市人口总量中，全部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以及劳动适龄人口内部各年龄段的人口数

量比例。 
3．产品结构 
城市的产品结构可以从产品的主要用途、加工程度及其所凝结的劳动价值来进行分类。按加工

程度和利用方式，城市产品结构由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 终产品三部分构成。按产品所凝结的劳

动价值，可以将产品划分为低值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三类。 
4．经济组织规模结构 
城市的经济组织规模结构是指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单位中，大、中、小规模等级的单位数量及

其比例构成。其中，企业规模结构，尤其是工业企业规模结构，是城市经济组织规模结构中 为重

要的结构比例关系之一。资产额和利润额是划分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两项主要指标。 

二、城市生产关系结构的主要构成 

城市的生产关系结构，主要由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流通结构等类型

的结构关系组成。 
1．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经济活动总量中，各种不同的所有制成分所占的份额及其相互之间

的组合协调关系。 
2．分配结构：从城市居民 终收入分配的角度，研究居民的收入状况及收入来源情况，包括

居民的收入来源构成以及全体居民中，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关系两个方面。 
3．消费结构：主要体现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总额中，用于基本生活以及医疗、教育、娱乐、居

住、交通等各项消费的支出比例。 
4．投资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范畴的涵义。广义的城市投资结构，是指城市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构成以及在城市各个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投资比例；而狭义的城市投资结构，则

专指城市建设资金的投资来源构成以及在城市建设领域内部的比例结构关系。 
5．流通结构：是指城市经济系统中各种交换活动和方式之间内部的活动组织类型和构成关系。

它由流通主体结构、流通客体结构、流通市场结构等三种主要的比例结构关系构成。 

第三节  城市产业结构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一、三次产业划分——国际通行的产业结构划分理论 

1．三次产业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理论 
（1）这一概念的 早起源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在《政治算术》一

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的论述。 
（2）新西兰经济学家弗雷希尔 先明确提出并使用三次产业这一概念的人士。1935 年，在其

出版的著作《进步与安全的冲突》一书中，将经济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个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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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经济学者克拉克在其 1940 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各种条件》一书中，将农业和制造

业分别归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其余经济活动则全部归入第三产业，并依这一分类利用若干国家

的资料，印证和发展了配第的有关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由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

化论述。克拉克在书中的有关结论，被经济学界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Petty-Clark’s Law）。 
2．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 
三次产业划分已成为世界各国产业分类统计中普遍采用的主要分类依据。虽然在具体的分类标

准上，各国又有所不同，但主要方面却基本一致： 
第一产业，是指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加工的产业，主要指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是指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的产业，主要指工业制造业。 
第三产业，是指一切提供劳务的产业和部门，其中既包括生产领域中的部门，也包括流通领域

中的部门，以及分配和消费领域中的部门。非生产领域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包括在第三产业之内。 

二、城市产业结构分析与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与确定 

选择和确定城市主导产业，主要有两个侧重角度，其一是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其二是产业的

区位比较优势。 
1．从产业的带动作用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将产业间的联系称作“连锁效应”，

并把连锁效应具体划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 
前向连锁，是指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 
后向连锁，则是指一个部门与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 
2．从产业的比较区位优势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 
（1）集中系数 
对城市而言，集中系数是指城市的某一产业部门，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产值等相对数，与全国

或全地区同一产业的相应指标的比值。 
（2）区位熵 
又称专门化率，指城市某产业部门在全国或全地区同一产业部门中的比重与城市全部产业活动

在全国或全地区全部产业活动中的比重之比。 

第四节  中国城市经济结构 

一、城市经济结构的历史发展 

基于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征和机制特征，并结合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特点，可以将

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向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时期，时间是 1952 年至 1978 年。 
2．第二阶段，城市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调整时期，时间是 1979 年至 1990 年。 
3．第三阶段，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时期，时间是 1991 年至今。 

二、城市经济结构发展中现存的主要问题和经验教训 

1．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方向 
（1）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速度较慢。 
（2）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动机制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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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 
（1）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化有所增强 
（2）城市经济投资结构亟待调整 
3．城市经济结构的效率 
4．城市经济的基础产业和非基础产业结构 
5．城市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三、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1．市场机制因素 
2．经济政策因素 
3．科学技术因素 
4．人员因素 
5．自然资源因素 

四、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对策 

1．确定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总体目标——合理优化城市经济结构 
（1）要根据城市的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合理优化。 
（2）要根据城市的区位特点优化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 
（3）从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来进行合理优化。 
2．实行城市产业组织调整 
（1）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实现资产的优化组合。 
（2）确定城市产业的合理规模。 
3．提高技术、工艺、管理等知识型要素的含量和比重 
（1）要多渠道增加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逐步发挥其先导性的作用。 
（2）要不失时机地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快消化吸收和国产化能力，争取有所创

新。 
4．完善和强化市场机制 
（1）要理顺价格体系，鼓励要素有序流动。 
（2）要完善市场体系。 
5．健全完善城市经济的调控体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城市经济结构的概念内涵。 
2．产业结构的主要划分类型；三次产业划分的基本标准。 
3．确定城市主导产业的理论依据与方法。 
4．阐述城市经济结构发展中现存的主要问题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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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空间结构 

教学目的： 
学习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基本理论，了解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以及我国城市空间

结构的演变。 
教学重点： 
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基础理论。 
教学难点： 
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理论。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 

一、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的基本观点 

1．费利的观点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由以下四个层面组成： 
（1）城市结构包括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三种要素。 
（2）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其中空间属性是指上述三要素的空间特征。 
（3）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

式。 
（4）时间层面。尽管每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历史时期，但每一历

史阶段城市结构的演变还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必要引入时间层面。 
基于费利的概念框架，有的学者把城市空间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如

交通网络）。 
2．鲍瑞纳的观点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把系统理论应用到空间结构的研究中，认为用系统理论的语汇表述城市

空间结构概念会更为严密，因为系统理论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正是城市空间结构的

本质所在；同时系统理论的中性立场使之能够适应于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城市系统有三个核心概念： 
（1）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各个要素（包括物质设施、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结构）的空

间分布模式。 
（2）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是指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整合成为一个功能实体，被

称为子系统。 
（3）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使各个子系统整合成

为城市系统。 
3．哈维的观点 
1973 年提出，哈维认为，城市研究的跨学科框架就是在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

间建立“交互界面”，并在 1973 年对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发展作了更为精辟和明了的论述：任何

城市理论必须研究空间形态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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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义 
综合上述三种观点，城市空间结构可以概括为：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城市各

个要素通过其内在机制（包括与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而表现出的空间形态。 

第二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理论 

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是在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一、农业区位论 

1．农业区位论是研究农业空间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优化的区位理论。即研究不同的农业活动在

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的 佳选择。 
2．农业区位论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提出，建立了农业区位的理论模式，成为农业区位理论，

甚至区位理论的鼻祖。 
3．理论贡献和局限性： 
为区位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杜能学说的意义在于为配

置城市郊区（腹地）产业、合理利用土地，使之更好地为城市服务及为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有价

值的构思。 
杜能理论的模式过于理想化，假设前提条件过多。 

二、工业区位论 

1．工业区位论是指研究工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和优化的理论。即研究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组

合怎样在一定区域内合理分布从而获得 好效益的理论。 
2．工业区位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他在 1909 年发表的《工业区位理论：论工业区

位》和 1914 年发表的《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一般及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工业区位的经典著作，

前者对工业区位进行纯理论的探讨，提出了工业区位的基本理论；后者则结合实际，对德国从 1861
年以来工业区位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及工业分布进行了综合研究。 

3．理论贡献和局限性： 
第一个系统完整地论述工业区位的理论，一直是西方区域科学和工业布局的基本理论，他提出

的投资效益分析是工业区位论的出发点。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局限性在于静态地、孤立地分析，是一种静态地、局部均衡的微观区位理

论，同杜能的区位论一样，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追求 大利润原则，只考虑成本因素；同时他以资

本主义社会的完全竞争为前提，没有论证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区位趋势。此外，他对于工业区位指

向的因素分析也比较简单。 

三、中心地理论 

1．提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创立的，他在 1933 年出版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

一书中提出该理论。 
2．内容。 
（1）假定研究的区域或国家是平原，人口均匀分布，对外部不发生联系，利润的原则起着完

全的支配作用。 
（2）克里斯泰勒运用六边形模型对城镇分布的“安排原则“，即决定城镇数量、规模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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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了抽象的理论概括。 
（3）他认为城镇是区域的核心，应建在位于乡村中心的地点，起周围乡村中心地的作用；中

心地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向周围乡村人口提供所需货物和服务而存在。他深入地探讨了中

心地对周围地区担负中心服务的范围，认为距离 近、 便于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地点，应位于圆形

商业地区的中心。 
（4）为了避免相邻中心地服务范围的重叠交叉，将中心地圆周区体系转换为六边形体系。由

于现实世界中城镇的规模分布存在着一定的等级规模关系，即城镇规模等级越低，数量越多，反之

则越少。克里斯泰勒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中心地等级形成的条件，并把中心地所服务

的地区称为补充区域，指出中心地等级取决于毗邻的补充区域的大小。 
3．理论局限性和贡献。 
中心地理论可以用来说明一个区域或国家内的城市等级极其空间分布形态，也可用来说明个别

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克里斯泰勒的理论并非现实的归纳，难免与现实差距甚大。 

第三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典型模式 

一、同心圆模式 

1．提出。 
美国社会学者伯吉斯 1925 年根据芝加哥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分异模式，提出

了针对北美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 
2．贡献理论和局限性。 
从动态变化入手分析城市地域；在宏观效果上，该模式基本符合一元结构城市的特点；为探讨

城市地域结构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 
适用性受到局限：基于均质性的平面，划带过多，同心圆形状过于规则，没有考虑现代交通运

输对城市及人们居住的影响。 

二、扇形模式 

1．提出和内容。 
扇形模式是美国城市经济学学者霍伊特提出的一种城市地域结构模式。霍伊特 1939 年对 142

个北美城市在 30 年代的内部地域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后，提出该模式，即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

的家庭集聚在同一扇形地带上。 
在他的模式中保留了同心圆模式的圈层地域结构，加上了放射状运输线路的影响，即线性易达

性和定向惯性的影响，使城市向外扩展的方向呈不规则式。如把城市视为一个大圆，他认为同一利

用方式的土地通常呈扇瓣状从圆心（中心商业区）沿主要交通干线向外放射，轻工业和批发商业对

运输线路的附加易达性 为敏感，所以其用地逐步形成一个从市中心向外放射出去的扇形区，而且

不是一个平滑的扇形，它可左右隆起。因此，城市各土地利用功能区的布局呈扇形。 
2．理论局限性和贡献。 
霍伊特的扇形模式是从众多城市的比较中抽象出来的，在研究方法上比同心圆理论进了一步。 
扇形理论仍然没有摆脱城市地域的圈层概念，尽管在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交通线路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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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核心模式 

1．提出和内容。 
多核心模式是美国地理学者哈里斯和乌尔曼 1945 年在《城市的本性》中提出的一种城市内部

地域空间结构模式，表明城市土地利用是围绕着若干核心进行空间组织。 
他们认为，许多大城市不仅存在着中心商业区这个支配中心，而且还有若干个较小的中心支配

着一定的地域范围。根据他们对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研究，发现大城市一般可分为六大片、九个区。 
2．理论局限性和贡献。 
多核心模式比单纯的同心圆结合显得复杂和接近实际，考虑到了城市地域发展的多元结构。 
仍然基于地租地价理论，支付租金能力高的产业位于城市中心部位。对各核心之间的职能讨论

的较少。没有分析不同核心之间的等级差别和在城市总体发展中的地位。 

第四节  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一、政府行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1．城市规划。 
主要功能在于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利用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其核心是解决城市土地利用的

规模和空间结构问题。 
城市总体规划决策决定了城市整体层面上的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土地配置的合理程度、用地功

能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建设的总体容量控制标准等。而城市局部的地块使用功能、

开发强度和环境控制等取决于具体的规划控制要求。 
2．城市建设发展方针与政策。 
西方大城市的城市中心复兴计划是典型的政府干预促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例子。 

二、土地价格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1．区位地价级差是导致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之一，土地价格的分级体系决定了商贸、

居住、工业等功能用地的布局。 
2．观察现实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确实是不同性质的用地差价是普遍存在且差别很大。一般

来说，金融、商业类用地地价 高，住宅次之，工业 低。 

三、社会结构、人文类型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现实的城市空间结构物化形态沉淀着历史、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人文类型的印迹，

它的演变既呈现出物质生产统一性所决定的一系列共同性特征，更表现出由于历史、社会结构以及

人文类型等的多样性所塑造的相异性特征。 

第五节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结构 

中国古代的城市空间结构有以下特点： 
1．封建伦理、政治制度与空间结构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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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手工业作坊由城郊集中成区布置向城内前店后坊方式发展。 
3．商业由集中设市向街市转化。 
4．宗教与商业相结合的地域特点。 

二、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 

就城市经济特点看，中国近代城市属资本主义城市范畴，具有资本主义城市的特点，在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城市管理制度的引进中，形成了与封建社会的城市所

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结构的物质要素发生变化。 
出现城市商务中心区的雏形。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沿对外交通线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分布。 
居住社会分化现象较明显。 
消费性设施占主导地位。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显现出以下这些特点： 
1．功能分区明确的新区与功能混杂的旧区并存。 
2．城市用地扩展由快速增长进入缓慢扩展。 
3．以商业零售、行政办公为主，兼具居住、工业等多种功能的混合市中心。 
4．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布局。 
5．居住社会阶层分化消失，以单位为基本组织单元的居住模式。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中的城市空间结构 

特点： 
1．随着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城市地域扩展迅速。 
2．城市中心区商务功能加强。 
3．随着大城市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土地有偿使用的改革，工业中不同行业、企业开始按

效益情况自觉地调整区位，工业活动由市中心区向外延伸的趋势由弱变强，工业用地在大中城市中

占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渐改观。 
4．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居民在具有了住房空间选择权后，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选择居住空间。 

复习与思考题 

1．试阐述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 
2．试阐述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理论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的理论贡献和

局限性。 
3．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阐述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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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土地经济 

教学目的： 
学习土地的概念和特性、城市土地的区位选择、城市土地利用的制约、城市土地价格的特征和

世界各国土地制度比较。 
教学重点： 
城市土地的区位选择、城市土地利用的制约、城市土地价格的特征和世界各国土地制度比较。。 
教学难点： 
城市土地价格的特征、世界各国土地制度比较。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土地及其特性 

一、土地的概念和范围 

1．概念。 
土地依其狭义、广义解释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下列三种： 
（1）土地即田地、地面。这是一般人通常 直观的认识。 
（2）土地是地球上陆地的表层，包括水域在内。是由地貌、土壤、岩石、水文、气候、植被

等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 
（3）土地是自然物、自然力或自然资源。 
2．范围 
具体一宗土地的范围，可以从“横”、“竖”两个方面来认识。 
（1）在横的方面，一宗土地的横向范围即为该宗土地的边界所围绕的面积。 
（2）在竖的方面，土地可以分为下列 3 层： 
第一、地面； 
第二、地面以上的空间； 
第三、地面以下的空间。 

二、土地的特性 

1．土地的自然特性 
（1）不可移动性，或者说位置固定性。土地上的土、沙石等虽然可以搬走移动，但是作为立

体空间的完整意义上的土地，是人类不可以移动的。 
（2）原始性，或者说供给的相对有限性。土地是自然的产物，不能被人工生产出来，所以其

数量不能增加，由地球的大小决定。由于土地数量不能增加，使得土地具有有限性和独占性。 
（3）不可毁灭性。土地作为空间位置是永存的，在数量上不会减少，同时只要注意正常的保

护，其生产力或利用价值也不会消失。 
（4）独特性。各宗土地具有的条件或利用价值差异很大，正如没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一

样，也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土地。土地不能实现完全替代，致使土地市场不能实现完全竞争，形成



城市经济学 

 1735

的价格也受个别情况所左右，即土地不能依“一物一价”的法则形成价格。 
2．土地的经济特性 
（1）稀缺性。由于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来

说，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2）区位效益性。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城市土地的区位效益性之所

以十分强烈，是因为人们对不同区位的土地有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投入，而高投入理应得到高回报。 
（3）边际产出递减性。对于城市土地来说，边际产出递减性表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

一定限度后，收益开始下降。 
3．土地的人文特性 
（1）用途的多样性。多数土地就其本身来看，可以作多种不同的用途使用，而不同的用途中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利用方式。 
（2）社会经济位置的可变性。土地的自然地理位置虽然固定不变，但其社会经济位置却是很

难稳定不变的。因为周围环境、交通条件、市场距离、与公共设施的接近程度、与商业中心的接近

程度等，均可以影响土地的社会经济位置，而这些是可变的，并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故土地的社会

经济位置也是可变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动。 
（3）合并和分割的可能性。土地作为物质实体是不可以合并或分割的，但是作为权益是可以

合并或分割的，例如可依买卖、互换、赠与、继承、征用、调整、重划等行为对土地予以合并或分

割。 

第二节  城市土地的区位选择 

一、城市土地的投标租金 

1．提出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他的专著《孤立国》一书中，提出了投标租金的概念，建立起了一套投标

租金模型。杜能指出，投标租金是投标者对各种不同区位的土地所愿意支付的 高租金，它由土地

使用者在对土地使用权的竞争中产生。 
2．公式 
对于某一土地需求者来说，在城市地区影响投标租金的 重要因素是土地的位置：地块距市中

心越近，愿意支付的租金越高。若以 r（d）代表某一土地需求者的投标租金曲线，d 代表到城市中

心的距离，p 为产品价格，q 为产量，c 为与距离无关的单位生产成本，f 为单位距离的运费率，π

为平均利润率，则在一定利润水平下每块土地的租用者所能支付的 大地租（即投标租金）为： 
r（d）=qp—c—π—fd： 

二、城市土地地租曲线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遵循“ 高租金原则”对不同的使用者，城市不同区位上的土地的投标租

金包络线，它也是实际上的城市土地市场地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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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土地利用的制约 

一、土地使用管制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土地的使用都有或多或少的管制，这种管制 主要的是政府

的城市规划。 

二、土地权利设置 

古今中外在土地上设置的权利归纳起来主要有：所有权、使用权、地上权（指以支付租金为代

价在他人土地上建筑房屋的权利，它的实质也就是土地使用权）地役权（指利用他人土地供自己使

用的便利）永佃权（永久使用权）典权（指通过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的不动产，从而获得使用和收

益的权利）抵押权（指土地使用权获得者在其有效的使用期限内以土地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或其他

担保的权利）和租赁权（指土地使用权获得者在其有效的使用期限内有权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使用以

获得收益。承租人即取得该块土地的租赁权）。 

三、相邻关系 

所谓相邻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房地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房地产的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权时，相互之间应当给予方便或者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存在着下列两类相邻关系：一是通风、采光、排水、排污的相邻关系。二

是险情危害的相邻关系。 

第四节  城市土地价格的特征 

一、土地价格与一般物品价格的不同 

1．共同之处： 
（1）都是价格，用货币表示； 
（2）都有波动，受供求等因素的影响； 
（3）按质论价，优质高价，劣质低价。 
2．不同之处： 
（1）生产成本不同。一般物品是劳动的产物，土地本质上不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一般物品的

价格必然含有生产成本因素，而地价不一定含有生产成本因素。 
（2）供求变化不同。地价与一般物品的价格都受供求变化的影响，但土地由于具有不可移动

性和数量不变性，其供给弹性较小，所以地价多受需求方面的影响，并且对土地的需求是一种“引

致”需求。 
（3）价格差异不同。一般物品可以标准化，其价格较一致。土地由于具有独特性，没有两宗

是完全相同的，基本上是一宗土地一个价格，而且价格差异较大。 
（4）市场性质不同。一般物品的市场为较完全的市场，形成的价格较客观，而土地市场为不

完全市场，形成的地价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5）折旧现象不同。一般物品有折旧现象，其价值通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低。土地由于具

有不可毁灭性，不仅无折旧现象，而且有增值现象，其价格通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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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形成时间不同。一般物品可以标准化，易于比较，且有较完全的市场，因此其价格形成

的时间通常较短而且容易。而土地个别差异大，不易于比较，是很不完全的市场，其价格一般需要

经过长期考虑后才能形成，因此地价形成的时间通常较长而且较难。 

二、土地价格的一般特征 

地价一般特征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1．地价既有交换代价的价格，也有使用代价的租金。 
2．地价实质上是土地权益的价格。 
3．地价是在长期考虑下形成的。 
4．地价一般随着交易的必要而个别形成，交易主体的个别因素容易起作用。 

第五节  世界各国土地制度比较 

一、完全市场模式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主要属于私人所有。土地像其它商品一样，可以在地产市场上自由买

卖，其价格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发达国家多数采取这种模式，尤以美国和日本为典型。 

二、非市场模式 

这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制度，即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消灭私有；由国

家对土地的使用进行统一分配，不允许私自转让或买卖土地，否则即为非法。目前世界上还有越南、

朝鲜、古巴等国家坚持这种土地管理体制。 

三、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模式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 终所有权全部归国家或国家的象征；私人通过土地批租获得土地的

占有权和使用权；国家从总体上控制着土地市场。这是英国及英联邦成员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土地管

理体制。 

四、我国城市土地所有制度 

我国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已由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了明确规定。《宪法》

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对集体土地实行征

用，依法被征用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亦重申了城市土地的权属，即：“城市市区

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管理法》亦作了同样规定。 

复习与思考题 

1．土地的特性有哪些？ 
2．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制约有哪几方面？ 
3．阐述城市土地价格的特征。 
4．论述世界各国城市土地制度的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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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城市住宅经济 

教学目的： 
学习住宅的特征与属性，住宅的需求与供给，住宅的流通。 
教学重点： 
住宅的供给和需求，住宅的流通。 
教学难点： 
住宅的供给和需求，住宅的流通。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住宅的特征与属性 

一、住宅的概念 

住宅是供人居住的房屋，而房屋是指能够遮风避雨并供人居住、工作、娱乐、储藏物品、纪念

或进行其他活动的空间场所，一般由基础、墙、门、窗、柱、梁和屋顶等主要构件组成。 

二、住宅的特征 

1．耐久性。 
2．昂贵性。 
3．固定性。 
4．投资性。 

三、住宅的属性 

1．商品属性。 
住宅凝结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与人力，这是它价值的基础，也是所有商品的共同性。 
2．福利属性。 
住宅是一种商品，但也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住宅价值高、使用寿命长，有效供给

不足。然而，享有适当住房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安全、舒适的住房，对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幸福

是不可缺少的。为此，向所有人提供住房，就成了每个政府的施政纲领之一。而这个目标的实现，

仅仅依赖市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使住宅具有了另一个属性——福利属性。 

四、住宅的存量与流量 

住宅存量，是指为满足人们对居住场所的要求而累积起来的固定资产总量，表现为实物形态，

反映的是量的多少；而住宅流量，则是指住宅为其住户提的服务的总和，由对存量的使用而产生，

表现为非实物形态，反映的是质的好坏。 



城市经济学 

 1739

第二节  住宅的需求与供给 

一、住宅的需求 

1．住宅需求的阶段 
住宅的需求可以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需求类型： 
（1）温饱阶段——基本的住宅需求。 
（2）小康阶段——标准的住宅需求。 
（3）富裕阶段——舒适的住宅需求。 
2．影响住宅需求的因素 
住宅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对住宅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城市，影响

住宅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住户收入、住宅价格、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 
（1）住户收入因素。这是诸因素中 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人们用于住宅支出的支付能力。

对此，可以用住宅需求的收入弹性来说明。 
住宅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收入的变化（△Y/Y）引起的住宅需求的变化（△Q/Q）的幅度。 
（2）住宅价格因素。这也是影响需求的重要方面。我们同样用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即价

格的变化（△R/R）引起的住宅需求的变化（△Q/Q）的幅度。 
（3）人口数量因素。人口数量的多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住宅需求的强弱。 
（4）人口结构因素。即使同等数量的人群，也可能引致不同的住宅需求，这是因为人口构成

对住宅需求有潜在影响。 

二、住宅的供给 

住宅供给，是一定时期内可供市场流通的住宅总量，包括住宅存量与住宅流量。 
1．住宅供给的方式 
城市住宅供给的方式，取决于不同的土地制度与住房政策。目前世界上城市住宅供给的方式可

分为四种： 
（1）基本由市场调节型。 
（2）基本由国家分配型。 
（3）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补充型。 
（4）市场调节与国家分配并行的混合型。 
2．影响住宅供给的因素 
（1）建设资金因素。这是决定住宅建设量的根本因素。 
（2）投资回报因素。住宅一般获利较少，为使低收入者可以承受得起，有的甚至只有微利或

保本。这样，作为私人投资的地产商对于住宅建设往往不很热心。 
（3）市场需求因素。供给的多少取决于需求的多少，这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准则。在市场调节

的体制下，住宅的供给还受需求力度以及需求结构的支配。 
（4）政策导向因素。政府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二是行政；三是经济。 
（5）经济形势、土地供应、建筑技术等等因素，也都影响着城市住宅的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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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住宅的流通 

一、住宅流通的方式 

1．租赁。大多数低收入阶层选择租赁的方式，因为这样他们近些年用于住房的负担会较轻而

易于承受。 
2．购买。只要价格合理，且收入水平允许，人们依然倾向于购买住房。 

二、住宅租金的构成 

住宅租金，实质上是住宅所有者零星出卖住宅使用权的价格。它主要由以下 8 部分组成：折旧

费、维修费、利息、税金、保险费、地租、利润。 

三、住宅售价的构成 

商品住宅的售价，其构成与租金相似，也包括以下 8 部分：土地征用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公

共配套设施及基础设施费、管理费、利息、税金、利润、效用调节。 
效用调节：住宅商品的一个特点，是效用大小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与土地区位。因此，在商品

房销售中会因地段、朝向、楼层等外在因素出现价格差异，把这些差异考虑进去对价格进行增减修

正，就是效用调节。 

四、住宅的租售比价 

住宅的租金 R 与售价 P 之间，存在着一定合理的比价关系。它实际上是住宅使用权的一次性

批发价与分期性零售价之比。 

复习与思考题 

1．论述住宅的特征。 
2．阐述住宅的供给的方式与影响住宅供给的因素。 
3．阐述住宅售价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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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城市基础设施经济 

教学目的： 
本章主要介绍城市基础设施的概念、城市基础设施的构成、城市基础设施的特性、城市基础设

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策略等。 
教学重点： 
城市基础设施的特性、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城市

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策略等。 
教学难点： 
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策略等。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基础设施概述 

一、基础设施的概念 

是指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提供服务的、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与基本条件。 

二、基础设施的三个层次 

根据基础设施服务的范围和其作用力与重要性的差异，可以把它划分成三个层次： 
1．宏观层次——全国性或区域性基础设施。 
2．中观层次——城市性基础设施。 
3．微观层次——小区性或单位性基础设施。 

三、城市基础设施的特性 

1．服务的公共性与。基础设施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的属于福利品，有的属于商品。

即使属于商品范畴，也和“私有品”不同，而是大多数为“公共品”，这是由基础设施的性质所决

定的。 
2．效益的间接性。这里的效益是指经济效益。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大多为公用事业，必须坚持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即不能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准则，而应以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为重。 

四、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 

1．直接参与生产、服务生产。 
2．间接支持生产、保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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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市基础设施的构成 

一、城市供水与排水系统 

它包括 4 个分系统： 
1．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系统； 
2．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系统； 
3．污水排放及处理系统； 
4．雨水排放系统。 

二、城市能源系统 

它包括 3 个分系统： 
1．电力生产与输送系统； 
2．人工煤气的生产及煤气、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的供应系统； 
3．集中供热的热源生产与热力输送系统。 

三、城市交通系统 

它包括 4 个分系统： 
1．道路与停车设施系统； 
2．公共交通系统； 
3．快速交通系统； 
4．对外交通系统。 

四、城市通讯系统 

它包括 2 个分系统： 
1．邮电设施系统 
2．电信设施系统 

五、城市环境系统 

它包括 3 个分系统： 
1．环境卫生系统 
2．环境保护系统 
3．园林绿化系统 

六、城市防灾系统 

它包括 4 个分系统： 
1．消防系统； 
2．防洪系统； 
3．抗震及防地沉系统； 
4．人防备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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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策略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 

城市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载体，它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

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确保它

的基础地位稳固可靠。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渠道 
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以地方为主、国家适当给予补助，和多

途径、多层次筹集资金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 
（1）城市维护建设税。 
（2）公用事业附加费。 
（3）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 
（4）国家预算内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投资。 
（5）城市基础设施有偿使用收费。 
（6）城市建设部门经营性收入。 
（7）国内和国外贷款。 
2．资金来源构成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进行如下分类： 
（1）根据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处的级次，可以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类。 
（2）按不同的管理方式，可以分为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两类。 
（3）按形成来源，可以分为固定性资金与非固定性资金。 

三、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策略 

坚持政府目标和企业目标的平衡：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在以公众利益为

主的政府目标和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企业目标之间选择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城

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的总体策略。 

复习与思考题 

1．阐述城市基础设施的构成。 
2．阐述城市基础设施的特性。 
3．阐述城市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4．阐述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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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交通运输经济 

教学目的： 
本章学习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构成，交通运输问题的产生、演变与综合对策。 
教学重点： 
城市交通运输问题的产生、演变与综合对策。 
教学难点： 
城市交通运输问题的产生、演变与综合对策。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及其发展过程 

一、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构成 

城市交通运输体系是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包括城市内部交通系统和城市对外交

通系统两个部分。 
1．城市内部交通系统 
城市内部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主体部分，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1）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系统。 
（2）城市客货运输系统。 
（3）城市交通控制系统。 
2．城市对外交通系统 
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由以下部分或全部内容构成： 
（1）对外航空运输设施。 
（2）对外铁路运输设施。 
（3）对外公路运输设施 
（4）对外水运设施 

二、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 

现代城市交通问题，是随着城市交通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并不断变化的。世界各国的城市交

通发展历程并不完全相同，但大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以兽力或人力交通为主阶段。 
2．机动化的公共交通阶段。 
3．机动化的私人交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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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拥挤定价 

一、拥挤定价的理论原理及目的 

1．原理。 
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出行者使用城市道路的费用低于人们从中获得的效益时，人们才使用道路；

当道路拥挤致使费用上升到高于效益时，就不会有人再继续使用，这可以称为“拥挤对需求的控制

效应”。然而实际上，由于人们并没有真正为速度的下降付出“费用”，因此人们会继续驾车使用

道路，每一个新增加的使用者都会使道路更加拥挤。 
拥挤定价就是把这种使用道路时的“费用”增长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收费，使道路使用者在面临

一定的拥挤收费时，不再使用道路或改变行驶路线，从而缓解道路的拥挤程度。 

二、拥挤定价的具体实现方式 

在城市市区的交通范围内， 简单的拥挤定价方式是在高峰时期内，提高现有收费道路、桥梁

等的收费价格。另一种更常见的拥挤定价实施办法，就是针对城市交通流量集中的特定区域实施收

费，比如对 CBD（中心商务区）地区或其他主要的城市活动集中区域。具体收费采用外围定界收

费、出售入界通行证等办法。 

三、拥挤定价的应用效果 

从一些国家实施拥挤定价系统的结果来看，拥挤定价是在城市交通机动化和私人化日益发展的

情况下，缓解城市中心区道路交通拥挤的一项有效措施，通过拥挤收费还促进了城市其他区域的道

路利用率，使交通流量的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化，从而提高整个城市路网的总体经济效益。 

第三节  交通需求管理——城市交通问题的综合对策 

一、交通需求管理的内涵 

交通需求管理是指通过一定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对城市的各类客货交通运输需求量的增长进行

有效的调控，以构成 佳的交通运输结构和组织方式，保证城市交通系统快速、安全、可靠、舒适、

低污染的运行。 
交通需求管理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解决有限的城市交通设施与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直接的矛盾，使有限的交通设施 充分、

有效地得到利用。 
（2）解决有限的城市空间与不同形式的交通设施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形

成 大效能的交通设施的目的。 
（3）解决有限的刚性交通需求与无节制的弹性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 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

的出行量，同时 大限度地保证必要的出行。 

二、城市地区机动车辆的控制 

车辆控制，是从车辆使用控制和车辆拥有控制两方面同时进行的。 
1．当斯定律——道路建设不可能完全解决拥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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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交通问题研究学者安东尼·当斯在上世纪 60年代提出的新交通设施建设诱发交通量的论

点，被交通问题研究学界称为“当斯定律”（Downs Law），清楚地阐述了道路建设难以解决交通

拥挤的一个重要原因——诱发新的交通量。 
当斯指出，新的道路设施的建设可以减少出行的时耗，但与此同时又会吸引其他道路上的以及

其他方式的交通量向新道路的转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新建道路上的交通拥挤将恢复到原来的状

况。一般而言，新的道路建设不会改变原来的拥挤水平，诱发的交通量将很快占据新增的道路设施。

被诱发的交通量，是由于以前受道路供给水平限制而没有实现的潜在交通量。 
2．车辆使用控制 
车辆使用控制的具体措施较多，基本上可以归纳以下四种类型。 
（1）基本价格控制。 
（2）地区价格控制。 
（3）非价格通行控制。 
（4）停车控制 
3．车辆拥有控制 
车辆拥有控制是采用经济、技术、法律的手段，对城市地区私人购置拥有机动车辆的数量施加

一定的限制，使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达到削减道路交通量的目的。具

体控制手段主要包括： 
（1）征收车辆拥有税费。 
（2）限定车辆标准与等级。 
（3）车辆定额配给。 

三、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的战略思想，是基于人们对城市交通运输经济问题的以下两方面的反思

而确定的： 
1．城市交通的首要目的是实现人的移动而非车辆的移动。 
2．公共交通系统能 大限度地满足必要的出行需求。 

复习与思考题 

1．阐述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构成。 
2．阐述拥挤定价的原理、实现方式和效果。 
3．阐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综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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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人口经济 

教学目的： 
学习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经济关系等基本概念，以及城市人口的就业与失业、城市的流动人口

构成、成因和影响。 
教学重点： 
城市劳动人口的供给和需求、城市流动人口的构成、成因和影响。 
教学难点： 
城市劳动人口的供给和需求、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因和影响。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人口及其人口经济关系 

一、城市人口的定义 

城市人口是指居住在城市和在城市中从事各项职业活动的人口及被抚养人口。 

二、城市人口的特征 

1．城市人口的特征 
（1）城市人口高度集中。 
（2）城市人口比重逐步上升。 
（3）城市人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 

三、城市人口经济关系 

所谓人口经济关系就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城市人口的就业与失业 

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1．城市的劳动供给 
（1）定义： 
劳动力供给可以定义为，在不同的工资水平上，一个既定的人口市场中所提供的工作量。 
（2）影响城市劳动供给的因素： 
第一、人口特征。它包括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再生产能力、人口的迁移、人口的年龄与性别构

成等等。 
第二、劳动力素质。它包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文化教育程度、劳动技能水平、以及合作

精神等。 
第三、劳动参与度。它指的是总人口中有就业愿望的正常人口所占百分比、以及他们愿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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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时间。 
第四、制度因素。它包括社会保障体制、就业政策、劳资关系等。 
2．城市的劳动需求 
（1）定义： 
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是由于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而导出的对劳务的需求。 
（2）影响城市劳动需求的因素： 
第一、 终产品价格。当 终产品价格上升时，意味着对它的需求增加；在边际产量一定的情

况下，价格上涨会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使导致对劳动需求的增加。 
第二、生产投资量。如果提高生产投资量，则表明工人的人均资本量增加，从而提高边际产量，

并引起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上升，这也将导致对劳动需求的增加。 
第三、其它要素价格。决定生产规模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外，很重要的还有资本和土地。在一

定规模的生产中，如果资本与土地的价格有一个、或两个都上涨，则相对来说劳动力价格在下降，

这会促使厂商增加劳动投入而减少资本、土地的投入，直到劳动的边际产值函数降低到劳动力的货

币产值等于其它两个要素的边际产值为止。 
第四、生产技术水平。技术要素对于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在长期内显得尤为重要。 

二、城市的就业机制与劳动力市场 

1．就业的定义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劳动（无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2．城市的就业机制与劳动力市场 
城市的就业机制主要受资本成本、产业结构、企业规模、通信与运输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这其

中，劳动市场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三、市场经济社会的失业问题 

1．失业的定义。 
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没有工作，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新增的劳

动者找不到工作；二是原有的劳动者失去了旧工作、尚未找到新工作。 
2．失业类型 
（1）按表现形式，可分为完全失业和隐蔽失业。前者指完全找不到工作，为法律所公开承认

的失业；后者指希望全日工作、连续工作的人只能从事半日工作、非连续工作，法律不公开承认为

失业，也称半就业或半失业。 
（2）按产生原因，可分为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前者指因劳动者不愿接受现行工资、或不满

足现有的工作条件而失业；后者指为了改变工作种类或地点而变换工作、原材料缺乏、机器设备发

生故障、就业消息不灵通等造成的失业。 
3．失业的相关影响因素 
（1）产业结构对失业率的影响。 
（2）城市形态与失业率。 
（3）年龄构成与失业率。 
4．失业的救济保障 
失业救济，是根据有关失业补偿计划，向官方认定的失业者直接发放食物、衣服等社会必需品，

以及用于维持 低生活水平的一定数量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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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流动人口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 

1．流动人口的性质构成 
根据居留时间的长短，将流动人口分为三大类： 
（1）常住流动人口。即居留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 
（2）暂住人口。即居留时间在三个月以内、三天以上的外来人口。 
（3）过往人口。即居留时间在三天以内的外来人口。 
2．流动人口的目的构成 
根据目的的不同，将流动人口分为两大类： 
（1）经济型。即务工经商、以就业为目的的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中的大多数。 
（2）社会型。即以社会交往等非经济行为为目的的流动人口。 
3．流动人口的自然构成 
流动人口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这与其经济导向型为主是一致的。 
4．流动人口的流向构成 
由于在流动人口中，经济型占了大多数，因此根据他们的来源与去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

流向呈现为四种情况： 
（1）向心流。即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流动人口的 主要成份。 
（2）梯度流。即从落后地区的城镇流向发达地区的城市、从中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从内地城

镇流向沿海城市。 
（3）反差流。和第二种类型相反，有部分流动人口是从高梯度地区流向低梯度地区。 
（4）洋流。即跨国之间的人口流动。 

二、流动人口的特点 

从以上对流动人口的构成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城市流动人口的几个突出特点： 
1．经济导向为主、逐渐高层化。 
2．流动范围集中、局部组织化。 
3．流动季节性强、流动规律化。 

三、流动人口的成因 

1．人口流动的经济成因 
促使人口流动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经济收入水平的差距；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

力；三是城市劳动市场短缺需求。 
2．人口流动的社会成因 
推动人口流动的诸因素中，也有一些社会层面的原因，例如： 
（1）文明的落差。 
（2）自我的发展。 

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流动人口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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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深深介入了城市生活之中，并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正面效应是： 
（1）有利于城市劳动市场的建立，弥补劳动需求中的短缺现象，形成就业中的良性竞争，以

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2）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城市经济的成长； 
2．流动人口的负效应 
流动人口因其流动的特性，也对城市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1）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缺口的矛盾，给城市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2）流动人口自发性强、组织性差，难以管理和控制。 

复习与思考题 

1．阐述城市人口的特征。 
2．阐述影响城市劳动人口供给和需求的因素。 
3．城市流动人口的性质和特点。 
4．阐述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因。 
5．阐述城市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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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交通环境经济 

教学目的： 
介绍城市生态系统的过程及特征，阐述环境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

城市地域的自然系统承载力、水环境经济、能源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等城市环境经济研究的主要方

面和关键问题。 
教学重点： 
城市地域的自然系统承载力、水环境经济、能源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等城市环境经济研究的主

要方面和关键问题。 
教学难点： 
城市地域的自然系统承载力、水环境经济、能源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等城市环境经济研究的主

要方面和关键问题。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环境经济问题 

一、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联系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二、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联系 

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内容很多。如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文化关系、伦理道德关系等等。其

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与政治的关系，即自然环境对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一

般而言，自然环境对一个社会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社会体制对环境却有着巨大

的影响作用。 

三、生态环境系统的容量与人口和经济增量之间的协调关系 

1．人类生态环境容量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技术经济水平、内容、方式密切相关，容量是

相对的、可调节的，但不是无限增长的。 
2．生态环境系统的容量与人口和经济增量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关系。 

第二节  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建设 

一、城市生态系统的构成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具有其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的

综合体，其内部构成包括生物物质和非生物物质两种形态，具体可分为三类要素： 
1．城市人口系统； 
2．城市生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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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非生物系统。 

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1．固体和危险废弃物污染。 
2．大气污染。 
3．水污染与缺水。 
4．温室效应和城市热岛效应。 
5．噪音和声环境污染。 

三、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 

1．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内容 
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是以一种综合的观点、积极的姿态来实施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利用、改造和

维护，其目的是推动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内容，既包括对城市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缺陷和已经遭受到的

破坏，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手段进行积极的治理和建设，弥补缺陷、纠正偏差、恢复和重建城市生态

系统的平衡。 
2．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构成： 
（1）加强城市总体规划的生态观念，确立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总体布局和土地利用格

局。 
在总体规划的层面上，加强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合理配置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协调城市内部的功能划分，实现城市功能组织的有序化。 
第三、市域范围内的大型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共建共享。 
（2）坚持“三同时”的建设方针，加强环境执法管理。 
（3）加强以绿地系统为中心的城市生态工程的规划与建设。 

第三节  城市环境经济研究的主要方面 

一、城市地域自然系统承载力 

城市地域自然系统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一定的价值标准下，自然系统所能承载容纳

的城市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 

二、城市水环境经济 

1．目前我国水环境经济的主要问题: 
（1）总体上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低； 
（2）水资源利用效率低。 
2．要从保护和节约水资源入手，综合整治城市水源和水系的污染。 
（1）对城市地域的水资源应制定统一的开发、利用、保护的规划，对城市的饮用水源，必须

划定严格的保护区。 
（2）在满足合理用水需求的前提下，继续开展城市节水，提高城市用水效率。 
（3）增加对污水处理事业的投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处理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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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城市地域范围的国土规划和国土整治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整治好城市河道、湖

泊等地表水体，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美化城市环境，创建优美的城市景观。 

三、城市能源经济 

城市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是影响和决定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 为重要的人为因素之一。应

逐渐采用清洁的燃料并改进管理的效率；并逐步改变初级能源的来源构成。 

四、城市环境经济政策 

1．定义。 
城市环境经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基本上等同于环境经济管理的概

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则主要指对于城市环境管理的经济原则和手段措施。 
2．手段。 
“污染者付费原则”是各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理论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简

称 PPP 原则 PPP 原则指出，造成污染的个人或团体（污染者）必须自己承担削减污染措施的费用，

而削减污染的措施则由公共机构决定，并且采取这种措后能保持环境处于一种可接受的状态。 
PPP 原则为采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明确了基本的筹资思路，迅速为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所

采纳，并逐渐演化形成以下五种类型的经济手段： 
（1）污染收费 
污染收费就是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活动者，为其所产生的污染所支付的价格，并对它们获取潜在

的环境物品和劳务而支付的费用。污染收费是目前应用 广的一种经济手段，具体方式可分为排污

收费、产品收费、消费者收费等多种形式。 
（2）押金制度 
押金制度是指对潜在污染的产品增加一项额外费用，当该产品使用后的残余物回送到指定的收

集系统或污染处理达到规定标准时，就把押金退还给生产者或消费者。 
（3）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是指企业或个人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污染权”或工业废气物买卖交易建立人工市场，

从而使污染控制在政府规定的环境目标之内或排放总量目标之下的一种市场交易手段，包括排放额

交易、市场干预和责任保险等形式。 
（4）经济处罚 
经济处罚是指对违规者通过扣留预付款或征收补交款给予惩罚，是对行政法律处罚手段的一种

补充，主要有罚款和履行保证金两种形式。 
（5）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是指环境治理上提供的各种财政补助形式，一般是指对执行环境标准中面临困难的企

业或行业进行的财政支持与鼓励。它可以理解为政府为购买有关环境物品和劳务向企业支付的价

格，主要形式有补助金、长期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 

五、城市环境经济管理 

1．定义： 
环境经济管理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对自身的危害实施控制，并转为向有利的

方向发展的过程。 
2．任务： 
（1）制定环境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技术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政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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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的综合利用政策等等。 
（2）拟定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各种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三废”排放

标准、污染警报标准等，以及各种收费、奖励和惩罚标准。 
（3）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审查、批准和确定城市环境规划方案或各专项环境治理方案，监督

规划方案的实施。 
（4）改革和健全城市环境管理体制与具体的管理办法。 

复习和思考题 

1．阐述环境生态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 
2．论述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3．阐述实行环境经济政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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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城市政府职能 

教学目的： 
学习有关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结合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的实践，着重讨论和阐述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转变。 
教学重点： 
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理论，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转变。 
教学难点： 
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转变。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政府作用的基本经济理论 

一、公共经济理论概要 

公共经济理论源于西方经济学中对政府的经济作用的研究和认识。自从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亚当·斯密以来，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能力的信赖一直是十分强烈的。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提出促进公共利益的 好方式是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古典经济学崇尚理想的、完全的市场作用，政府的经济作用被缩减到 小程

度。 

二、基本概念与原理 

1．外在性与市场失灵 
（1）外在性 
指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人或一个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付

出额外的代价），也不能得到赔偿（获得额外的收益）时，就出现了外在性。换言之，外在性是指

一种经济活动（交易、生产、消费等）的没有完全被市场价格所反应的额外成本及收益。 
（2）市场失灵 
外在性出现时，市场对于物品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即市场失灵。 
2．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即它们的消费是

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即它们是非排他性的。 
3．政府的经济作用 
政府的经济作用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进行收入再分配；其二，维持经济稳定；其

三，协调资源再配置。 

三、城市政府进行干预的行动选择 

1．采取直接行动； 
面对消极的外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可以干脆由自己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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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 
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是指城市政府实行间接管理，试图为私有市场按照所需要的方式运行提供

动力。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直接提供动力，或者通过税收体制间接地提供动力。 
3．命令私人部门采取行动 
命令私人部门采取行动是指通过立法等手段，强制执行有利于社会目标的政府规定，或宣布消

极的外在性为非法。 
4．重新分配产权 
重新分配产权是指城市政府通过对某些公共物品或公共设施产权的重新定义，设计适当的产权

（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结构，来解决外在性问题。 
5．混合的选择 
混合的选择是指政府为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行动方案。 

第二节  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运作体制 

一、建立城市政府管理经济运作体制的制约因素 

1．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2．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 
3．城市性质 
4．城市的规模等级 

二、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运作体制的几种主要模式 

1．经济环境主导型： 
2．经济生产主导型 
3．混合型模式 

第三节  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转变 

一、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与企业和中央政府经济管理的异同 

1．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区别 
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与企业和其他私人部门的经营管理，是两种不同性质、职能各异的经济管

理。 
2．城市政府经济管理与中央政府经济管理的关系 
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与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 
（1）同一性：二者都是运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掌握的调节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指

导，其性质都属于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作用。 
（2）差别性: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是对全国国民经济体系的调控，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

只是对城市地域这样一个局部地区的经济体系的调控，二者的管理范围和权限有很大的差别；第二，

二者的决策要求也不相同。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决策，是以全国的国情为依据，以维护全体国民的

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是一种完全共性的决策。而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决策，则是一种共性和

个性相结合、以个性为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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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要求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认识，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 
1．第一层面，城市政府需要协调国家的全局利益和城市的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将全国的国

民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城市的

个性特征和经济优势，争取城市综合经济效益的 大化。 
2．第二层面，城市政府必须为城市经济的良好运转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物质基础设施和

法律基础设施。 

三、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及管理工作的重点 

1．我国传统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2．城市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及管理工作的重点： 
（1）研究和制定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和策略。 
（2）组织城市规划的编制和贯彻实施。 
（3）切实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确保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为

城市经济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物质基础条件。 
（4）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和法律法规建设，为城市经济活动创造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市

场环境。 

复习和思考题 

1．城市政府进行干预的行动选择有哪些？ 
2．阐述建立城市政府管理经济运作体制的制约因素 
3．阐述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运作体制的几种主要模式 
4．论述城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转变 

教材 

谢文蕙：《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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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律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有人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有人称之为“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一

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前沿学科，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许多

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都称自己是法经济学者，并且有五位经济学家因为在本领域的卓越贡

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学科虽然在名称上有区别，但本质基本相同，都是从法学和经济学

的交叉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法律问题，尽管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涉足这一交叉学科领域时，各有一定

的侧重点。 
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具有法学专业、经济学专业或法学与经济学交叉专业背景的同学

开设的法律经济学入门课程。意图在引入法经济学遵循公平、自主和效率有机结合、交替循环上升

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从法哲学视角阐明了法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介绍法经济学逻辑基础、逻

辑结构、风险平衡公式和六个基本定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经济学研究理论和该领域前沿的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案例，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类尝试进行一些经济分析和探索。 
本课程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和经济学导论，旨在为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同学介绍法

律思维的基本方法，为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学引入西方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模型；第二部分

为民法相关领域的法律经济分析，主要介绍财产法经济学专题、契约法经济学专题以及侵权法经济

学专题；第三部分为宪法、刑法及司法程序的法律经济分析，包括犯罪和刑罚的经济学专题以及司

法程序的经济理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律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

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培养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

世界中的典型问题，借以对法律制度的设计、运行及其绩效做出评析，并为同学习者今后学习制度

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深入研究部门法等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另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也可满足社会对掌握、运用法律经济学知识人才的需求，使学习者具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

析法律制度并具体应用于法律实践的能力，从而提高立法、执法的效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培养

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复合型人才。 
本课程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法学、哲学与经济学相融合，阐明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将法律经济学分析作

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法律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公平、自主和

效率有机结合、交替循环上升的法律价值标准，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规则和法

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成本—收益，从而实现正义的三个基本成分——安全、自由、平等的合理平

衡，以及正义和秩序有效协调、风险和收益相平衡的一门交叉性学科。 
第二，法经济学产生后，用法经济学思维考虑问题时，法律制度的实施要引进效率和社会效益

的理念。作为交叉学科的法经济学不是将二者简单地相加或结合，而是经济学把法律制度作为经济

运行的内生要素来研究。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所创造的法律的有限正义，有限的 大或较大正义

促进效率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拉动正义与公平的升华。这种理性与正义到效率的交替循环上升就是

法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第三，以往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分散而零乱的，没有形成很完整系统的研究框架。波斯纳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法理学的高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形成了一些法律

经济学的范畴和分析基础，1973 年他的经典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

济学学派的真正确立。但法律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视角还是缺乏完整的研究框架，缺乏法律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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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特别是身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我国法制建设，受我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很难直接用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一概而言。为此，本课将主要视角放在以

西方法律体系，尤其是普通法法系的法律制度为蓝本的西方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之上，通过

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启发式教学等环节的设计，力图引导学习者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设计、法制

建设进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 
第四，本课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法律经济学经典文献、法律经济学教材、法律经济学专著的基础

上，力求授课时主线突出，结构合理，难易程度适当。充分考虑本科生的知识背景、理解能力和接

受能力，在教学安排上尽量做到形式活泼，寓教于乐。 
第五，本课共有 54 学时（必修）和 36 学时（学时）两种课时安排。出于本科教学改革和教学

研究的考虑以及学生背景层次的差别，在 54 课时（必修）教学安排上，尽量侧重理论介绍和研究，

对各类法律问题的分析加大深度，按照准研究生课程标准授课，其课后习题的设计具有一定难度和

理论深度，帮助学习者在课后进行拓展性和延伸性的基础学术训练；在 36 课时（选修）教学安排

上，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理论知识讲授并重，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树立法律经济学分析思维。条

件成熟的话，也可进行开设讨论课的尝试。其课后难度较大的习题并不必须要求学习者掌握。 
 
《法律经济学》课程指南 
课程编号： 
英文名称：Law and Economics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法理学或法律基础 
授课对象：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开课单位：商学院经济研究所 
教师姓名：张 弛 
周 学 时：2 
总 学 时：36 
学  分：2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二年级以上，具有法学与经济学交叉专业背景的学习者开设的

法律经济学入门课程。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和经济学导论，旨在为经济学专业背景的

同学介绍法律思维的基本方法，为法学专业背景的同学引入西方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模

型；第二部分为民法相关领域的法律经济分析，主要介绍财产法经济学专题、合同法经济学专题以

及侵权法经济学专题；第三部分为刑法及司法程序的法律经济分析，包括犯罪和刑罚的经济学专题

以及司法程序的经济理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律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

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领略经济学的博大精深，欣赏经济学的美；培养用经

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世界中的典型问题，借以对法律制度的设计、运行及其

绩效做出评析，并为今后学习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部门法等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准备。 
教  材：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参考书目： 
1．[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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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教学目的：为了满足社会对掌握、运用法经济学知识人才的需求，使学习者具备运用经济学的

分析方法来分析法律制度并具体应用于法律实践的能力，从而提高立法、执法的效率，促进资源优

化配置，也为培养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复合型人才。 
基本要求：理解法经济学的称谓和含义，了解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掌握法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理解法经济学的价值观，逻辑基础、逻辑结构与风险平衡公式；掌握法经济学基本定理，并学

会应用定理分析某些实际问题；应用法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某一实体法进行经济分析，如宪法、刑法、

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公司法、产品责任法、知识产权法等；应用法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程序法

进行经济分析；理解法经济学价值观与和谐社会哲学基础的辩证关系，思考如何借鉴、应用法经济

学原理对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创新进行经济分析。 
教师简介：张弛（本教学大纲编写者），2005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经济

学、制度经济学、法律史等。于 1999 年南开大学获得法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进入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制度经济学方向学习，2002 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

学博士学位。工作及学习期间曾参与过多项课题研究，在《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界》等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等课程。 



法律经济学 

 1769

《法律经济学》教学进度表 

周次 教学内容计划进度 
课时安排 

备注 
课堂讲授 习题 讨论

实验 
参观 

测验/ 
考试 

1 法和经济学导论 2      

2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概念、方法

及一般市场理论 
2      

3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博弈论、福

利经济学和风险 2      

4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民法法系

和普通法法系概论 
2      

5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民法法系

和普通法法系比较 
2      

6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与平衡公式 2      

7 现代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基础 2      

8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财产

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设计 
2      

9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

财产的经济理论 1  1    

10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二）：知识

产权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1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一）：合同

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2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二）：公司

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3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三）：宪法

的经济分析 
1  1    

14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

侵权的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 
2      

15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知识

产权法的侵权法分析 2      

16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二）：产品

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17 刑法的经济分析 1  1    

18 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1.5  0.5    

  30.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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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经济学导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了解何谓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和经济学的缘起

和发展状况、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要学习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应

尽可能去理解法律的分析技术；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则应从现在起打好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工

具的基础。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什么是法律的经济分析 

例 1：一个委员会被授权考虑对刑法作一些修改 
例 2：一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在某个时间从中东向欧洲一家工厂输送石油的合同 
例 3：埃迪电气公司排放的烟尘弄脏了附近的露西尔洗衣店所洗涤的衣服 

一、概念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亦称“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性学科，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和当

代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流派。 
（一）狭义的法律经济学 
即“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具体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学

理论研究之中，以期用效率的标准检验、评判法律和政策的设计。这项工作 早是由芝加哥法学派

引领的。 
（二）广义的法律经济学 
是将法律的权利－义务体系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体系的核心理念应用于法律理论、实体法、

社会规范及制度、组织形式与结构等研究之中的交叉范畴。 

二、法律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与流派 

（一）芝加哥法学派 
1．初创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整个 60 年代 
2．发展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 
3．发展的新趋势：90 年代以后 
（二）公共选择学派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 

三、法律经济学国内研究状况 

（一）法律经济学的引进和普及情况 
（二）国内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机构 
1．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2．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w & Econom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3．浙江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 
4．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Law &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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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2003 年度中国法经济学论坛 

第二节  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 

一、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学科性质的定位问题 

（一）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二）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法律的规范性经济分析 
是指以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规范和基本理论对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进行定性分析。 
（二）法律的实证性经济分析 
是指以代数、平面几何等经济学常用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的定量分析。 
（三）法律的博弈经济分析 
由于博弈方法突破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行为能够归结为价格参数的传统分析模式，将行为主

体及其策略置于研究的中心，使行为更加接近现实。因此二者的结合推动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研究方

法的创新。 

三、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 

（一）主流学派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方法 
（二）非主流学派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为什么应该学习法律经济学 

一、法学家为什么应该学习经济学 

（一）法律经济学赋予法学以经济效率的内涵 
（二）法律经济学为法学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 

二、经济学家为什么应该学习法律 

复习与思考题 

1．经济学中的理性假定对于理解法律有何意义？ 
2．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效率、公平、正义是否矛盾？ 

拓展阅读书目 

1．《法律的经济分析》：（美）理查德·波斯纳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2．《法律理论的前沿》：（美）理查德·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法与经济学》：（美）保罗·麦乐怡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美）大卫·弗里德曼著，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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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观经济理论回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课堂讲授帮助学生复习微观经济理论在法律经济分析中 常用

的一些模型、分析工具以及基本方法，目的在于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微观理论从整体上有一个更

清晰的认识把握。特别使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打好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数理分析方法的基础。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微观经济理论的结构 

一、定义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竞争性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的科学。它

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们如何进行选择的一般性理论。 

二、结构 

（一）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理论 
（二）供给理论 
（三）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 
（五）福利经济学 
（六）博弈论 
（七）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制定的经济理论 

第二节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一、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一） 大化（Maximum） 
（二）均衡（Equilibrium） 
（三）效率（Efficiency） 

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一）数学函数（function） 
（二）图形（Model） 

第三节  消费者选择和需求理论 

一、消费者的偏好次序 

（一）偏好的定义（preference） 
（二）偏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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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用函数和无差异曲线 

（一）效用的定义（utility） 
（二）效用函数 
（三）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 ） 
（四）预算线（budget line） 

三、消费者 优 

四、一般化：MC=MR 的经济 优 

五、需求及弹性 

（一）个人需求（personal demand） 
（二）需求的价格弹性（elasticity） 

第四节  供给理论 

一、厂商的利润 大化 

（一）定义：厂商根据消费者需求以及生产技术约束来 大化利润 
（二）模型 

二、长期和短期 

第五节  市场均衡 

一、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二、垄断市场的均衡 
三、管制的法律后果——以租金控制为例 

第六节  博弈论 

一、博弈论的概念 
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三、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四、重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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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一、一般均衡和效率理论 

二、市场失灵 

（一）垄断和垄断权利 
（二）外部性 
（三）公共产品 
（四）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三、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第八节  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制定：风险和保险 

一、期望货币收益 

二、期望效用的 大化：风险的态度 

（一）风险规避 
（二）风险中性 
（三）风险偏好 

三、保险的需求 

四、保险的供给 

（一）道德风险（moral risk） 
（二）逆向选择（adverse choice） 

复习与思考题 

1．说明 大化的数学概念和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均衡的作用。 
2．什么是一般均衡？它的获得需要什么条件？一般均衡的福利结果是什么？ 
3．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什么？解释上述原因如何导致利润和效用 大化的个人在指定决策

时可能是个人 优的，但却是社会次优的。 

拓展阅读书目 

1．《西方经济学》（第三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美）范里安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版 
3．《经济学》：（美）保罗·萨缪尔森著：，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4．《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5．《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平新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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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律和法律制度概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制度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基

本框架，目的在于帮助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够从法哲学的高度深入理解法律的正义价值观。同时使

法学专业背景的本科学生做到从传统法律单一正义、公平价值观实现到公平、自主和效率价值观的

有机结合和交替循环上升。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 

一、民法法系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一）概念 
民法法系又称为大陆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

系。 
（二）主要特点 
1．在法律的思维方法和运作方式上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2．在法律所采用的形式上，以制定法为主，在制定法中又以法典为主。 
3．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有严格的部门法体系。 
4．法学教育的方法已系统的课程教授为特色。 
5．在法律职业方面，法学家的地位较高，而法官和律师的地位相对较低。 

二、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一）概念 
普通法法系又称为英美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系。普通法是与衡平法、教会法、习惯法和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中的

普通法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且美国法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普通法法系又称为英美

法系。 
（二）主要特点 
1．在法律的思维方法和运作方式上采用区别技术。 
2．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占有主要地位。 
3．在法律的分类方面，没有严格的部门法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 
4．法学教育方面（主要是美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学生入学前已取得一个学士

学位，教学方法是判例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5．在法律职业方面，职业流动性较大，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来自律师。 

第二节  民法法系的形成、历史发展及基本制度 

一、民法法系的形成：罗马法复兴运动 

（一）各大学均讲授罗马法，各国法学家均承认注释法学派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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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统一的法观念 
（三）形成了欧洲普通法（Jus Commune） 
（四）西欧多数国家接受了以普通法为表现形式的罗马法 

二、民法法系的发展 

（一）民法法系在 18-19 世纪的发展 
1．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2．公法私法划分在实践中的贯彻及公法的变化 
3．通过系统的法典编纂，将各种分散的法律统一为国家法律体系 
4．俄国及东欧各国加入民法法系 
5．民法法系的范围向欧洲以外扩展 
（二）民法法系在 20 世纪的发展 
1．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以及一些公私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 
2．分权原则的动摇和判例地位的提高 
3．民法法系的发源地——西欧大陆各国法制发展的统一趋势，以及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接

近 

三、民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各项基本制度 

（一）各国宪法制度和行政法制度 
（二）各国民商法制度 
（三）各国刑法制度 
（四）主要诉讼程序、法院与律师制度 

第三节  普通法法系的形成、历史发展及基本制度 

一、英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一）资产阶级革命与普通法 
1．16 世纪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冲突和妥协 
2．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二）18-19 世纪英国法的改革 
1．工业革命与英国法 
2．边沁的努力与英国法的改革 
（三）20 世纪英国法的改革 
1．加强立法 
2．新的改革 

二、美国法的形成及发展 

（一）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二）普通法的确立 
1．独立战争与法律 
2．法典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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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战及 20 世纪美国法的发展 
1．废除奴隶制 
2．法律统一 
3．反托拉斯立法 
4．劳工立法 
5．行政法的发展 

三、普通法法系主要国家法律的各项基本制度 

（一）英美宪法制度 
（二）英美民商法制度 
（三）英美刑法、司法组织与诉讼程序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2．判例法与衡平法的区别在哪里？习惯法在两大法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拓展阅读书目 

1．《法国法制史》：由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月重排本 
2．《比较法研究》：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美国法律史》：（美）伯纳德·施瓦茨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4．《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美）博登海莫著，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5．《比较法总论》：（德）茨格威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月重排本 
6．《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伯尔曼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3 年版 
7．《法理学问题》：（美）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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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与平衡公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要求学生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理解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掌握法

律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和逻辑结构，理解法律经济学风险利益平衡公式。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法律经济学的价值观 

一、法律经济学价值观构建的理论前提 
二、公平、自主和效率有机结合的价值观 
三、善法和恶法的划分 

第二节  法律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一、法律经济学的直接逻辑、折返逻辑、放大逻辑 

人的有限理性

公平、正义、秩序 效率效益 大化

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法的有限正义

 

二、经济效率与法律公平放大模型 

（一）模型 1： RX βα +=  
X 表示法律经济效率；α 表示法律完备性程度； β 表示经济效率与法律成本的比率；R 表示

法律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程度 
（二）模型 2： XY γθ +=  
Y 表示新法律经济效率；θ 表示法律的约束能力；γ 表示法律与社会和谐的适应系数 

第三节  法律经济学逻辑结构 

一、因缺失而契合 

（一）法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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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的缺失 
（三）法与经济的交叉传统 
（四）科技发明凸现产权难题 

二、法律经济学的逻辑结构的构成 

诸学一体

法学 经济学

法经济学

公平 自主 效率
社会学范式

交易成本理论

放大的效率
科学的公平 逻辑基础

自愿的民主

形而上学范式
理性选择理论

构造范式
谈判、博弈理论

法经济学

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公平、正义、秩序 效率效益 大化

法的有限正义

人的有限理性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结构）

 
风险利益平衡公式 
一、宏观角度：效率=公平×民主×风险系数 
二、微观角度：效率=公平（自主、自愿选择）×自主（自由交易、自我努力）×风险系数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法律经济学的逻辑结构？ 
2．阐述法律经济学风险平衡公式。 

拓展阅读书目 

1．《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美）博登海莫著，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2．《法理学问题》：（美）波斯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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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代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复习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西方经济学一般

市场理论的基本框架，理解法律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内容；熟悉并能运用法律经济学成本——收益分

析的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法律市场理论 

一、法律的公共物品特性 

（一）法律资源的稀缺性 
（二）法律供给的垄断性 
（三）法律消费的公开性与非竞争性 
（四）法律生产者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一致性 
（五）法律的普遍适用性 

二、法律市场理论概念和特征 

三、法律市场的结构 

（一）法律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二）法律是市场不是完全垄断市场。 
（三）法律市场具有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 

四、法律供求及其特征 

（一）法律供给的主体是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其特征表现在： 
1．法律供给者与需求者效用函数的近似一致性。 
2．具体法律供给者的效用函数的“内在性”。 
3．法律供给的不确定性。 
4．法律供给的强制性与垄断性。 
（二）法律需求是一种费市场需求，隶属于制度需求范畴，其特点表现在： 
1．法律需求的盈利性。 
2．法律需求的层次性。 
3．法律需求的不确定性。 

五、法律供求的均衡分析 

（一）法律供求的静态均衡 
（二）法律市场的动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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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成本-收益理论 

一、立法的成本与收益 
二、法律的执行成本与收益 

第三节  法律的交易费用理论 

一、“交易费用”的内涵和外延 

（一）交易费用的定义 
（二）交易费用的内容 
（三）“交易费用”理论在法律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二、法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产品的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哪两个方面？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比较法律经济学》：（美）乌戈·马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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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财产的经济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财产是一种权利束的概念，着重理解产权的重要作用

在于产权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内部化的方式实现生产上的效率。在掌握法律经济

学基本定理的基础上，为下一章应用定理分析实际问题做好准备。 
学时分配：4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3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动物保护的经济分析 
1．是否曾经有过猫、狗或者牛的灭绝问题？为什么没有？ 
2．有人说，拯救珍稀动物种属的唯一方法是建立私有的野生保护区。这会有利于拯救濒临灭

绝的动物物种吗？ 
3．政府对猎杀动物的法律限制企图克服巩固财产这一难题，但会面临哪些难题？ 
（二）环境保护的经济分析 
1．在美国法律允许专门买卖污染权利的产权市场的存在。这种交易是否意味着人们允许工厂

对环境实施更严重的污染和毁坏？ 
2．如果建立一家污染“银行”，且污染权利被出售给出价 高的竞争者，那么谁将拥有空气

产权？ 

第一节  财产的法律概念 

例 1：骡子属于谁? 
例 2：卫星轨道 
例 3：难以忍受的臭气 
例 4：沼泽能排干吗？ 
例 5：房子盖到隔壁土地上去一点点 

一、财产的法律概念 

一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行为不受他人干涉的关于资源的权利。因而，财产创造了一个

所有者无需告知他人就能够想怎么作的隐私权（布莱克·斯通）。 

二、财产法的基本问题 

1．财产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什么可以被私有? 
3．所有者可以如何处置其财产? 
4．有关财产权侵犯的赔偿是什么? 

第二节  讨价还价理论 

一、建立风险值 
二、决定合作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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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分配合作的剩余问题达成条件 

第三节  财产的经济理论 

一、财产的起源：一个思想实验 

二、科斯定理 

（一）科斯第一定理 
科斯第一定理也称为实证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

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 佳配置，而与法律规定无关。 
（二）科斯第二定理 
科斯第二定理也称为规范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II）：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里，不

同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三）科斯第三定理 
由于制度本身的生产不是无代价的，因此，生产什么制度，怎样生产制度的选择将导致不同的

经济效率。 
（四）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的评述 

三、霍布斯定理 

（一）霍布斯论国家产生的起因 
（二）国家的权能 
（三）规范的霍布斯定理 

四、波斯纳定理 

（一）含义： 
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珍视它们的人。 
（二）定理建立的三个假设条件 
1．行为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当事人对一定权利

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 
2．法律制度在运行中会给当事人带来收益和成本，故可用 大化、均衡和效率来评价法律行

为； 
3．财产权利界定清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三）波斯纳财产法研究的范围 
1．在普通法领域：运用经济学的静态及动态分析方法对财产权分配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 
2．在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的法律领域：推广了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可

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契约（contract）方法； 二是企业（firm）方法。 

第四节  如何保护产权 

一、赔偿费和禁令 
二、洗衣店和电气公司：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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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的赔偿 

复习与思考题 

1．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财产法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增进效率？试对这些途径进行比较。 
2．财产权利在代际之间存在冲突时，法律应该如何进行调节？ 
3．在现代法律中，一般禁止人体器官、毒品和选票交易，试分析其经济学依据。 

拓展阅读书目 

1．《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年版 
2．《产权的经济分析》：（美）巴泽尔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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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财产法的经济分析（二）：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理解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掌握知识产权成本、知识产权法保护限

制、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掌握知识产权侵犯的社会效益评价。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大英百科全书的兴衰 
1．你认为导致大英百科全书衰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信息产品的经验品属性使其与传统产品有何不同？ 
3．在网络时代，信息产品面临着怎样的尴尬？ 
（二）盗版、制假的经济分析 
1．为什么盗版、制作假文品、假证件的现象在社会上屡尽不绝？ 
2．盗版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危害，制假售假对合法证件持有者的危害在哪里？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一）国际上知识产权的概念：《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二）世界贸易组织在管辖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三）我国知识产权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的内容 

（一）著作权：又称版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作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 
（二）工业权：指有关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服务标记、商号、反不正当竞争

等方面的权利。 

三、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一）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 
（二）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利。 
（三）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限制。 
（四）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 

四、知识产权的经济特性分析 

（一）知识产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 
（二）知识产权具有稀缺性 

五、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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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本与保护的经济分析 

一、知识产权成本的经济分析 

二、知识产权法保护限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一项智力成果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条件：Vp+Ds1>Cs+Ds2 
Vp 表示智力成果的商业价值，Ds1 表示社会收益，Cs 表示保护的社会成本，Ds2 表示社会因

赋予权利人独占权所导致的损失。 
（二）知识产权保护时间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论述专利的正当性。 
2．在法律上，将原作的版权与派生作品的版权一同授予原作作者，试说明这种安排的经济学

依据。 

拓展阅读书目 

《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美）威廉·兰德斯、理查德·波斯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法律经济学 

 1787

第八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一）：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合同的一般概念。熟悉契约自由与合同法的辩证关系。了解并

掌握合同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婚姻契约是否可以遏制离婚率？ 
1．除了感情因素，还有哪些社会因素导致目前世界范围的离婚率逐步攀高？ 
2．每个婚姻都有其独特性，每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都可能不同。从这个意义上，《婚姻法》

的一般性规定和以及法庭对离婚的判定一定是 好的选择吗？ 
3．承认婚姻契约的法律效力，甚至同居人所订的契约的合法性，有何好处？ 

第一节  合同的经济理论 

一、合同的内涵与价值 

二、合同的经济理论渊源 

（一）合同的产生 
1．经典的经济理论假定这些主体间的交易活动在瞬间完成，交易活动是无摩擦的。 
2．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交易不可能在瞬间完成，交易过程中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

交易中的双赢，交易各方需要达成一种契约（合同），约定违约的代价，使违约方必须为其违约行

为向另一方付出赔偿费用，以保护当事人的期待利益是可实现的，并以此抑制交易中损人利己的机

会主义倾向 。 
（二）完备的合同 
1．完备的合同产生于完全市场竞争，是有效力的，应该严格履行，完备合同是双方作为有理

性的个人决策的结果。 
2．完备合同不伤害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 
3．每个决策者拥有关于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存在着足够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买主

和卖主，进行一笔交易的过程是没有成本的。 
（三）合同的违约及补救 
1．某些情况下，违约比履约更有效率，即有效率的违约：当履约的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得的利

益时，违约比履约更有效。 
2．不利影响：鼓励这种有效率的违约可能导致交易规则的破坏和交易环境的恶化。 

第二节  契约自由原则与合同法 

一、契约自由的演变和发展 

（一）契约自由思想萌生于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核心的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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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约自由原则在第一部典型反映发达商品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

中得到正式确立。 
（三）在各国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确认。 
（四）契约自由原则已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契约自由的内涵 

（一）内涵 
契约自由，亦称契约自治、意思自治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契约自由包括

两方面：契约意思自由和契约形式自由。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 
1．缔约意思的自由；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 
3．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 
4．决定合同方式的自由； 
5．创设契约类型的自由； 
6．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7．选择裁判方式的自由； 
8．选择适用法律的自由。 

三、契约自由与合同法的关系 

（一）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核心 
（二）契约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 
1．缔约自由； 
2．缔约内容自由； 
3．契约履行自由； 
4．合同解除效力； 
5．补救方式选择自由； 
6．任意性内容规定自由。 

第三节  西方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一、合同法的一般经济分析 

二、合同过程的经济分析 

（一）缔约的经济分析 
1．缔约的准备； 
2．要约与承诺的时间效力； 
3．格式条款的限制 ； 
4．合同规范的选择。 
（二）履约阶段的经济分析 
1．履约的道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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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约责任分析。 
（三）效率与安全的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契约自由原则如何在合同法中得到具体应用？ 
2．合同法如何保护交易的顺利进行？ 

拓展阅读书目 

1．《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美）哈特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 
2．《民法总论》：史尚宽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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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二）：公司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的企业理论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公司

产权制度结构的经济分析，理解公司制度及相关法律的缺陷并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完善这些问题。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公司员工持股制度真能解决问题吗？ 
1．员工支持制度本意是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2．一般的看法是当员工持有公司股票时，会更加本着良知地努力工作，因而是更加富有效率

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与“多劳多得”的公平分配法则是否矛盾呢？ 
3．股票是一种风险投资，员工持有公司的股票无论从认股前还是退休后，都使其面临更糟糕

的处境。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激励员工的制度设计？ 
4．许多案例表明，员工认股计划常被管理阶层当成抵挡强力并购的挡箭牌。而且法律上为鼓

励企业实施员工认股而给予的税率减免等优惠措施，致使政府造成很大财政收入的损失。我们还有

更好的选择吗？ 

第一节  公司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一）斯密的劳动分工促使企业产生的解释 
（二）科斯的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 
（三）威廉姆森与科斯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企业是用以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 
（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重点从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公司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

（监督成本）上。 

二、企业的契约性质 

（一）詹森（Jensen Michael C）和麦克林（Mecklin Weliam H.）是契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他们明确提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 
（二）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 
（三）黄有光和杨小凯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 

三、企业契约的特点 

（一）订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企业是特殊关系型契约 
（三）契约的不完全性 
1．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2．绩效的组成部分和衡量绩效的标准是很难准确界定的。 
3．不对称的信息。 



法律经济学 

 1791

第二节  公司法的本质 

一、作为公共品的本质属性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 

三、降低交易成本 

（一）国家规范要有一定的边界 
（二）国家规范要有强制力 
（三）公司法律制度要不断创新 

第三节  公司产权制度结构分析 

一、公司产权制度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 

 
 
 
 
 
 
 
 
 
 
 
 
 
 
 

二、公司产权制度结构的分析 

（一）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 
（二）出资人出资形成股权 
（三）委托——代理权、剩余索取权及公司控制权 
（四）人力资本产权——股权、期股、期权、决策权 
1．人力资本，就是指人力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人力资本是靠人自身对教育、

获得技能的投资而形成的一种能力 
2．人力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专用性和专有性，形成了公司产权的重要内容，成为公司治理的

主体 

股东——剩余索取权及

公司控制权 

法人财产与法人所有权 

人力资本产权——股权、

期权、决策权 

委托——代理权 公司破产的债权——产

权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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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资本不等于人力资源 
4．人力资本存在的原因 
（五）公司破产的债权——产权复归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2．对于公司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你个人是如何思考的？ 

拓展阅读书目 

1．《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美）哈特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 
2．《企业经济学》：（美）哈罗德·德姆塞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3．《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张维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法律经济学 

 1793

第十章  契约法的经济分析（三）：宪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宪法常被认为与一种非标准契约——社会契约有关，可以说契约是

宪法的基础。对于一个多层次立体结构的法律体系而言，宪法位于顶端，它统摄和制约着整个法律

体系。因而本章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帮助学生了解宪政的含义和特征，并能对宪法进行经济学

分析。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1 课时） 
 
讨论话题： 
（一）调高香烟税真能增加政府税收吗？ 
1．“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公理，因而几乎没有人反对政府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的规

定。但是我们能就此推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提高香烟的课税标准，一定是既能增加收入有能抑制吸

烟的良策吗？ 
2．吸烟总人数确实可以因为价格的上升而减少，但从另一个角度，根据我们学习过的弹性理

论，香烟税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负担的比例是不同的。政府的政策真的可以减少在因吸烟导致疾病的

穷人们身上的医疗支出吗？ 
3．调高税率促进了走私盛行，为什么？ 
（二）教育制度的经济分析 
1．在大多数城市地区，存在着具有广泛多样性的幼儿班。美术、舞蹈、体育各有侧重，然而

一旦孩子进入小学，学校中多样性的选择就变得少而又少了，你考虑过为什么吗？ 
2．当私立学校出现以后，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

的意愿做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选修课的

增加？学校那些讲授质量低下的不受欢迎的教师失业了吗？ 
3．在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节  宪政概述 

一、宪政的含义 

宪政是 constitutionalism 的中文表述，也称立宪主义、立宪政体、民主宪政。对宪政的界定有

很多的角度，如以宪法对政府权限的约束的角度，从制度安排的角度，从立宪和行宪的角度，从民

主政治的角度，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角度，从宪政、分权和人权的角度。 

二、宪政的主要特征 

（一）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二）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三）树立宪法的 高权威是宪法的集中表现 
（四）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宪政的三要素 

三、宪政与宪法的关系 

（一）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是动态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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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目的（如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就是宪政的目的 
（三）宪法的有效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但并非有了宪法的实施就必然可以产生宪政 
（四）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树立宪法的 高权威是宪政

的集中表现 

第二节  宪法本质的契约论解释 

一、什么是宪法经济学 

（一）提出 
“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麦肯奇于 1982 年首先提出来, 也被翻译成“立

宪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这里的“宪”或“宪政”，绝对不是单指政治学上明确定义的“宪

政”。 
（二）涵义 
宪法经济学是对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的经济学，侧重对宪法层次的核心规则以及对

制定宪法的规则的研究分析。 
（三）研究对象——集体决策的两个阶段：立宪阶段和后立宪阶段 
1．立宪阶段属于制定规则的阶段，涉及对规则的选择； 
2．后立宪阶段属于规则制定之后的选择，涉及规则下的选择。 

二、契约视角下的宪法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简介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规则决定论 
1．一致同意规则 
2．多数票制规则 
3．加权规则 
4．否决规则 
（二）官僚理论 
1．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指公共经济活动中的公共部门。 
2．官僚理论的结论：官僚不是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 大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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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府的权力与约束 

一、政府的职能与政府权力 
二、政府权力的制约 

第五节  宪法与经济增长 

一、财产权利与经济增长 
二、契约自由与经济增长 
三、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为什么队电视或广播种的淫秽内容的管制要比对印刷品中的淫秽内容的管制更严厉？ 

拓展阅读书目 

1．《宪法》：周叶中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宪政经济学》：（美）布伦南·布坎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集体行动的逻辑》：（美）曼瑟尔·奥尔森著，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年版 
4．《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方福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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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一）：关于侵权的经济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介绍社会成本理论和侵权行为法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社会成

本理论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要求其深入理解汉德法则，理解简单过错原则，共同过错原则，能

够比较过错原则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社会成本理论 

一、社会成本问题的提出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 Theory）是从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

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 

二、社会成本理论的结论 

任何一种权利的起始配置都可能会产生高效率资源配置，也都需要社会交易成本（市场或非市

场的）从而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使法律能够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

实施程序。 

第二节  侵权法概述 

一、侵权和侵权法 

（一）侵权的概念 
侵权（Tort）这一单词来源于拉丁语“tortus”（扭曲的）一词，侵权行为一般只有在发生损害

时才追究责任。 
（二）侵权法的概念 
侵权法（有关意外事故的法律）是私法的 早组成部分之一。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正义，并通

过填补损害和预防损害两大功能来实现保障权利、尊重自由、维护秩序三大价值目标。 
（三）侵权行为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同于违约的违法行为 
（四）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不法行为侵害了他人物权、知识产权或人身权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五）侵权的责任的分类：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1．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一种责任标

准，该标准不是绝对责任，它通常是一种由制定法规定的标准，如果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则

当事人必须负责，而不论其尽到了怎样的注意和采取了怎样的预防措施。 
2．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与一定的法定标准有关，侵权行为人的

行为在参照法定标准时，侵权行为相对人可能负完全责任，可能只负部分责任，也可能不负责任。 
3．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己广为接受的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规范性效率目标，是卡拉布雷西提出来

的，即侵权责任原则的构成应该能使预防费用、事故费用（损失）和行政费用减低到 低到限度。 
（六）侵权行为的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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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权行为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c 为其缩写）公式 

Sc=WX+P （X）A 
设 W 为单位预防成本，X 为预防标准或程度量，P（X）是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A 是侵权所

造成的潜在受害人的损失费用， 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确定必须使得社会成本 小化，即 
W=-P' （X） A 

第三节  社会成本与侵权法 

一、案例 

假如 A 工厂是一家印刷厂，处在河的上游，而此河流的产权在一开始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 A
可以随意往河中倾倒污水。在河的下游使居民区，以 B 为代表，此河的水使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

的，但 A 的活动以一种直接的、不通过价格传送的方式恶化了 B 的状况，对 B 的健康造成很大的

影响。从而，B 向法院起诉 A。 

二、庇古的解决方法：对产生的外部性征收庇古税 

三、科斯的解决方法：设置一种产权可以较好的解决社会成本问题 

四、科斯的结论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界定给谁，都能通过双方的协商使各自得到的效用 大化 

第四节  汉德法则 

一、汉德公式的提出：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 

二、汉德法则 

当 LP＞B 时，被告才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L 表示事故损失；P 表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B 表示被告为预防事故可能采取措施的负担 

三、考特和尤伦对汉德公式的发展 

第一级公式——简单的过错原则： 
x<x*加害方负有责任 
x≥x*加害方不负责任 
（二）第二级公式——共同过错原则 
若 x<x*且 Y>Y*加害方负有责任 
若 x≥x*或 Y<Y*加害方不负责任 
（三）第三级公式——相对过错原则 
<x*且 y>y*加害方完全负有责任 
x≥x*且 y<y*受害方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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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且 y<y·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分担责任 

第五节  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一、侵权人的博弈选择 

侵权

不侵权

侵
权
人

00

b-a

司法机构

查处q 不查处1-q

 

二、侵犯知识产权的社会效益评价 

知识产权的侵犯 
1．著作权的侵权有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 
2．专利权侵权行为包括两类 
（二）知识产权侵犯的社会效益评价 
1．同价同质 
2．同价劣质 
3．价低质不劣 
4．价低质劣 

复习与思考题 

惩罚性损害赔偿与侵权法实现侵权损害的内部化相矛盾吗？为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侵权法的经济结构》：（美）威廉·兰德斯、理查德·波斯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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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二）：产品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由于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币西方各国的产品责任法完整、完善，且现

代产品责任体系中，违反担保责任、疏忽责任已逐渐被严格责任所取代。因而本章将以美国产品责

任法为基础，介绍产品责任法的历史概况，帮助学生理解严格产品责任的含义，掌握严格产品责任

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更安全产品的经济学 
1．节省燃料和汽车安全性能，哪一个更为重要？是否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2．安全性能同样是一种商品，不管它以哪种商品为载体，安全性能要求制造商为此付出额外

成本，并由此对消费者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这方面考虑，消费者的福利是否遭到了损失？ 
3．当产品的安全水准被法定以后，是否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品不谨慎的使用？ 

第一节  产品责任概述 

一、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用以规制瑕疵、不合理的危险产品的使用而导致的人身及财产损害分配的法律体

系。 

二、产品责任的发展历史和司法实践 

（一）美国的产品责任法 
1．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主要是州法，而不是美国联邦统一的立法。 
2．各州都有自己的产品责任法，而且各有差异。 
3．为了统一各州的产品责任法，美国商务部在 1979 年 1 月提出了一项《统一产品责任法（草

案）》（供各州采用。但目前除少数几个州采用外，至今大部分州没有采纳。 
4．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以违反担保说、疏忽说和严格责任说等法学理论为诉讼依据的： 
（二）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法 
1．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欧洲共同体 12 国的产品质量管理并没有统一立法，各国法律对产品

责任的调整仅局限于产品制造人责任，并将其设定在侵权行为法范围之内，但各国的态度却不尽一

致。 
2．1976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产品责任的实体法规《关于人身伤亡的产品责

任》。 
3．1985 年，欧共体发布了《产品责任指令》，此后，欧共体各国按照该指令的要求，分别制

定了本国的产品责任法，表现出欧洲产品责任法以成文法为主，并兼具专门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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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严格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的发展 

（一）疏忽说 
指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疏忽之处，致使产品有缺陷，而且由这种缺陷使消费者的人身或财

产遭到损害，对此，该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承担责任。 
（二）违反担保说 
违反担保是指产品存在某种缺陷或瑕疵，卖方违反了对货物的明示或默示担保。 
（三）严格责任说 

二、严格产品责任的优势 

（一）严格责任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 
1．严格责任促进生产者进行单方面预防，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2．严格责任使事故成本的承担更为科学、合理。 
3．严格责任可以抑制危险性产品的消费。 
4．严格责任降低了产品纠纷的诉讼成本 
（二）严格责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1．从厂商、销售商行为的角度分析，社会中的个人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相互尊重权

利承担责任。 
2．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消费者在为产品的价值付费的同时，他也就有权期望在按照正常的

方式使用时，产品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第三节  西方产品责任法的经济分析 

一、违反担保原则对供求的影响 
二、严格责任对供求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严格产品责任？ 
2．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严格产品责任进行分析。 

拓展阅读书目 

1．《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美）斯蒂文·萨维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事故的成本——法律和经济的分析》：（美）Guido Calabresi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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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刑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法经济分析的意义，掌握刑法的经济分析。思考减少犯罪有

哪些行之有效的途径。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1 课时，课堂讲授 1 课时） 
 
讨论话题： 
（一）如何管制枪械才是降低犯罪率的 好办法？ 
1．对于枪支管制，在西方通常存在两种互相分歧的看法。有人认为合法持枪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但也有人希望可以大幅度减少枪支流通数量。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影响合法持枪权利的前

提下，降低持枪犯罪率呢？ 
2．队贩售武器枪支课以重税，是否为良策？ 
3．加重对持枪罪犯的惩罚，是一种好办法吗？ 
4．你怎么看待枪械登记制度和申请购买程序？在任何场合下，这种管制办法对降低犯罪率都

是有效的吗？ 
（二）商业犯罪如何处罚才算合理？ 
1．你觉得对企业犯罪制定的高额罚款中，只有 1/3 是他人因为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失，2/3 是

被抓到的公司替那些逍遥法外的其它公司缴纳的罚款，这公平吗？ 
2．对于“如果能够针对企业犯罪适当地规定罚金，就没有必要把主谋关到牢中”的观点，你

怎么看？ 

第一节  刑法的传统理论 

一、犯罪意图：侵权法处理的是意外伤害，而刑法处理的是故意伤害 

二、公共危害与公诉 

（一）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 
（二）暗示了“没有受害者”的犯罪 
（三）证明对导致危害的企图进行惩罚是正当的，即便这些企图失败了 

三、证据标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 

四、惩罚：惩罚可以作为赔偿的替代手段 

第二节  刑罚与犯罪的经济分析 

一、刑法经济分析的意义 

（一）对刑法的经济分析，发展和创新了传统刑法学理论研究。 
（二）对刑法的经济分析把效率的新理念引入了刑事司法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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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罚与犯罪的成本——效益分析 

（一）刑法的投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分阶段的投入，具体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和刑法执法成

本 
（二）刑法的效益主要体现在： 
1．刑法的实施为其他社会效益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2．刑法的实质性效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 
（三）受刑法约束者效益分析：埃奇沃思框图 

第三节  犯罪预防 

一、犯罪成本和犯罪率的关系 

（一）单人犯罪概率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 fOOi =  

（二）全社会的犯罪概率可以表示为： 

)(1 fO
n

O
n

i
i∑=  

（三）主观上有犯意时，比较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当 f－u<0，即犯罪成本低于收益时，犯罪率升高； 
当 f－u>0，即犯罪成本高于收益时，犯罪率降低。 
f 表示犯罪成本，u 表示犯罪收益 
（四）是否主观上非主动无意识犯罪时比较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 
当 f－c<0 时，即犯罪成本低于细心的成本，犯罪率升高； 
当 f－c>0 时，即犯罪成本高于细心的成本，犯罪率降低。 
c 表示人细心行动的成本 

二、犯罪成本的构成要素 

（一）实施成本 
（二）时间机会成本 
（三）惩罚成本 

三、提高犯罪成本、防止犯罪 

（一）提高预备犯罪的信息交易成本 
（二）提高实施犯罪的交易成本 
（三）提高犯罪的惩罚成本 

复习与思考题 

1．一个杀人未遂的犯罪嫌疑人即使没有伤害到他要准备上海的受害人和其他人，但他也要比

一个既遂的盗窃犯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试说明这种惩罚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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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说明犯罪意图在刑事惩罚中的经济功能。 
3．试说明刑法的必要性及其经济目标。 
4．试评述以下观点： 
很难相信，500 美元罚金对我们的亿万富翁和邮差具有同样的威慑作用，而据推定，富人罪行

的社会成本决不会小于由穷人犯下的同样罪行的社会成本。（摘自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

326 页） 

拓展阅读书目 

1．《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刑法哲学》：陈兴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3．《论犯罪与刑罚》：（意）贝卡利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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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将经济学应用到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和刑法等一系列实体法

的分析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实体法上那些持久有效的权利安排基本上都符合效率原则，而责任配

置的设计上也主要将损害引起的成本内部化。本章将经济学应用到程序法之中，帮助学生认识到从

提起诉讼到做出判决之间所蕴含的经济逻辑。 
学时分配：2 课时（讨论 0.5 课时，课堂讲授 1.5 课时） 
 
讨论话题： 
“鳄鱼审判” 
在 19 世纪，一位英国探险家在热带非洲的一个部落村庄里目睹了一幕“鳄鱼审判”的场面。

这个村子里的人相信鳄鱼是万能上帝的化身，于是每年举行两次“鳄鱼审判”，审判日定在春分和

秋分两天，因为人们相信这两天，鳄鱼的智慧达到 佳状态。如果某个村民被指控犯了罪，他就被

捆绑在湖岸边一根立着的木桩上。到了晚上，如果鳄鱼将他吃掉，就说明他确实犯了罪。在民事争

议中，常常将争议双方分别绑到在两根相距 5 米的木桩上，如果一方被鳄鱼吃掉了，他便输掉了这

场官司。 
这种审判形式在程序上是公正的吗？现代司法中是否存在与“鳄鱼审判”相似的地方？ 

第一节  实体法与程序法 

一、实体公证与程序公正 
二、程序公正的经济学意义 

第二节  程序法的经济目标 

一、经济成本 

（一）错误成本 
1．概念：对有罪者不治罪的成本与对无罪者治罪的成本之和 
2．对刑事案件而言，惩罚无辜者要比放纵有罪者的错误成本更大 
3．对民事案件而言，错误追究责任和错误免除责任的成本基本相等 
（二）直接成本： )min( DCEC +  
EC 表示错误成本，DC 表示直接成本，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道德成本 

（一）对无罪者治罪比对有罪者治罪的道德损害更大 
（二）考虑道德损害成本，法律程序的目的可表示为： )min( DCMCEC ++  
MC 表示由错误导致的道德损害成本 

三、程序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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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程序的经济目标 

)min( PBDCMCEC −++  

第三节  法律服务的需求与供给 

一、法律代理与法律供给 

（一）法律代理 
1．律师具有专业知识 
2．请律师可减少直接成本 
3．律师向当事人提供的关于胜诉可能性的意见可能会鼓励当事人和解，从而减少直接成本 
4．有律师代理诉讼事务，还可以代理某些程序收益 
（二）胜诉酬金：不应是服务及利息的机会成本，而应为判决或和解所确定的数额的一部分 
1．法律服务的 适度费用是诉讼标的的一个函数 
2．为使律师能积极地做好工作，一个有效激励的方法就是将律师费与其努力的成果挂钩 
3．风险从原告向律师转移 
（三）律师数量控制和价格管制 

二、法律延迟和案件积压 

三、集团诉讼 

第四节  对抗制与询问制 

一、对抗制与询问制的结构差异 

二、对抗制和询问制的效能差异 

（一）在查明事实真相方面，对抗制的支持者认为，它比询问制更行之有效 
（二）在查明真相的成本方面，对抗制显然要比询问制高 
（三）在提供程序收益的能力方面，对抗制的支持者认为，它可能强于询问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程序法的经济目标。 
2．试述程序公正的经济学意义。 
3．试比较对抗制与询问制。 

拓展阅读书目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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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名称：西方经济学流派 
课程英文名称：Schools of Western Economics 
课程编号：406010472 
课程类型：专业选修课 
所属学科：经济学 
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学分 
适用专业：本科各专业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 
编写目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作为商学院的专业选修课之一，主要针对经济学、国际商务和

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产生的历

史背景、思想渊源和各流派之间的关系，并对其理论内容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利用所学

知识做出相应判断，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课程简介：本课程属于文科平台课性质，研修本课程 好先预修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主要讲

授与评析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流派，使听众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新发展状况，

掌握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趋势，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提高经济学的理论素养。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在有限的课时内讨论所有流派，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本课程主要探

讨当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派和一些影响较大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学派林立，但

大体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大思潮：一是经济自由论，主张市场是有效率的，政府干预经济降低了效

率；二是国家干预主义，即政府干预主义，认为市场是低效率的，政府干预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增

进社会福利。本课程将以这两大思潮为线索，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的 10 个主要流派。 
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经济

政策的重要依据，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本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将理论与政府政策实践结合

起来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理解。 
教    材：王健：《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年。 
参考书目： 
1．黄志贤 郭其友：《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演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吴易风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3．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杨培雷：《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蒋自强 史晋川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6．丁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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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主要形势，从全局方面把握西方经济学

流派的两大思潮，了解本课程的整体框架。 
学时分配：0.5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的进展，微观方面主要是通过对已有的前提假设提

出质疑而发展，或是通过更复杂的数学进行论证。西方经济学的进展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其主要特

点是流派纷纭。本课程主要介绍当代宏观经济学主要流派，虽然它们给世人的感觉是复杂而多变，

但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两类流派：一类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政府干预主义流派，认为市场是

低效率的或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一类是强调经济自由的经济

自由主义流派，主张市场是有效率的，政府干预经济降低了效率。 
本课程就以这两大类流派为主要框架，上篇学习属于政府干预主义思潮的 4 个流派，下篇学习

属于经济自由主义的 6 个流派。 
上篇：政府干预主义流派 
新古典综合派 
新剑桥学派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下篇：经济自由主义流派 
伦敦学派 
弗莱堡学派 
货币主义学派 
供给学派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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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政府干预主义流派 

第一章  新古典综合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新古典综合派的产生，理解其理论特点；掌握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周期理论及经济政策主张。重点与难点：IS-LM 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学时分配：3．5 

第一节  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一、“凯恩斯革命”与凯恩斯经济学回顾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渊源——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经济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学产

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经济根源。它是“30 年代大

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1．通论 
在凯恩斯看来，一社会的总产量、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在短期中是大致等价的概念。凯恩斯写作

本书的 终理由是想提高国民收入，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

过剩的经济危机。 
2．经济学的二分法 
传统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为两个部分：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凯恩斯不同意这种二分法，

在批评的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的二分法。他说：把经济学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理论和

分配理论，另一方面是货币理论。我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分法。我想，正确的二分法应当是。一方面

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理论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另外一方面是

从整体来看的产量和就业理论。 
凯恩斯的二分法实际上是主张把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种二分法

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3．有效需求原理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 
在凯恩斯以前，剑桥的经济学家,例如庇古,把失业分为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认为包含

了全部失业。凯恩斯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摩擦失业和资源失业两个范畴，不同的是，他提出了第三

个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定义是：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总需求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 
总之，只有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投资等于储蓄时，利润才达到 大，产量、收入、就业才达

到均衡状态。只有这时的总需求才是有效需求。 

（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

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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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 
凯恩斯还认为，政府 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由社会控制投资率，增加投资；另一

方面，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不过，凯恩斯强调说，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

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

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

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产生和发展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产生 
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综合”在

一起，其特色就在于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糅合在

一起，从而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1．阿尔文·汉森 
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者，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建筑设计师。 
在理论上，汉森原始研究经济周期和危机理论的，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对凯恩斯理论

曾持有异议。1937 年起，他到哈佛大学任教后转向信奉凯恩斯理论，并在美国积极鼓吹和传播凯

恩斯主义。他的宣传凯恩斯注意著作，使凯恩斯理论“通俗化”、“美国化”。代表著作有《充分

复苏，还是停滞》、《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

《凯恩斯学说指南》、《美国的经济》、《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学》。 
2．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希克斯 197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一生发表的论著甚多，所设计的理论范围也较为广阔。

希克斯引进一般均衡和序数效用分析构成其价值理论，从而使英美正统经济学大为改观。他在评论

凯恩斯《通论》时所提出的 IS—LM 模型，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运用。 
希克斯的代表著作有：《价值与资本》、《消费者剩余理论的重建》、《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

献》、《需求理论的修正》、《资本与成长》。 
3．保罗.A.萨缪尔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 主要的代表人物。1970 年因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

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定量分析水平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几乎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补充、精炼或发展。他的主要著作有：

《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与多夫曼和索洛合著《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主要论文有：

《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联合作用》、《国际贸易和生产价格的均衡》、《资本理论的寓言和现实

性：代用的生产函数》、《处于困境的自由主义者》等等。 
4．詹姆士·托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1 年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 
托宾的研究比较侧重在货币方面，究其根源是金融市场及有关问题。较突出的成就是资产选择

理论和货币经济成长理论。资产选择理论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代表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国民

经济政策》、《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十年来的新经济学》、《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

经济计量学》等。 
5．罗伯特·M·索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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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直接在萨缪尔森指导下培养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新古典综合

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资本理论和经济成长理论方面。他与多尔夫曼等合著

的线性规划一书是有名的著作。他的代表著作有：《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资本理论与报酬率》、

《美国的失败性质与原因》、《增长理论：说明》；论文《经济增长理论》等。 
6．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1985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财务

定理。他的代表性著作有：《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80 年出版三卷集的论文集：《宏观经济

学论》（第一卷）、《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第二卷）和《财政理论和其他论文集》（第三卷） 
7．阿瑟·奥肯 
1956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两任总统的经济顾问。

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了平等与效率的替换关系，提出了估算“可能产出额”的“奥肯定理”。

其代表著作为：《繁荣政治经济学》、《平等与效率》。 

第二节  新古典综合派主要理论 

一、“混合经济”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继承了凯恩斯和汉森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理论观点，以“混

合经济”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分析的制度前提。 
（一）理论来源 
（二）萨缪尔森关于混合经济的解释 
（三）收入支出模型 

二、经济增长理论 

（一）哈罗德的的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开始的。由于假定资本收

益率不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外生给定，则国民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

唯一因素。他们的模型可以解释一国经济的稳态增长，但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却很难实现，因为资

本报酬率不变的假定实际上暗含着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Solow,1956）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能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增长模型，成为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它假定资本和劳动是可以连续地彼此替代的，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

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一个递减函数，即收益递减。索洛模型虽然可以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但

均衡的增长率仍然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收入

不变的稳定状态，即零增长。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

进步。 

三、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加速数原理” 

乘数—加速数原理是新古典综合派用动态过程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

波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它的特点在于将凯恩斯的“乘数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加速数原理”

结合起来，通过对政府支出、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主要经济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来说明经济周

期性波动的原因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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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数理论 
乘数是指支出增长，包括消费、投资或出口等造成国民收入增长的倍数。它为边际消费倾向所

决定，也就是消费越多，国民收入增长的倍数就越大，反之则反是。乘数是一把双刃剑，在支出增

加是国民收入倍数增长，而在支出减少时，国民收入将倍数收缩。乘数的扩张效应要以社会资源的

没有充分利用为条件，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乘数的扩张效应也就消失了。在开放经济得条件

下，乘数要比封闭经济中的乘数要小，因为边际进口倾向增加了国外的总需求，却减少了本国的总

需求，所以开放经济中的乘数是边际储蓄倾向于边际进口倾向之和的倒数。 
这一理论的结论是，一笔增加的支出将会增加数倍于这笔支出的总收入（需求）量和就业量，

并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加速数原理 
加速原理是指消费增长带动投资的增长，因为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要求有相应的投资，而投资与

消费品的生产之间保持相应的技术系数，这就决定了消费的增长，投资将以消费的技术系数增长；

消费的减少，投资则以消费的技术系数减少。 
（三）乘数－加速数原理 
这种共同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的公式中，也就是在不讨论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国民收入为消费

和投资所决定，而消费和投资可以相应分解成公式中的有关变量： 
Yt=Ca+bYt-1+Ia+a（Ct—Ct-1） 
这里 Yt 表示 t 时期的国民收入，Ca 为与国民收入无关的自发消费，Ia 同样为与国民收入无关

的为自发投资，也就是指设备的折旧，Yt-1 表示前一时期的国民收入，b 为边际消费倾向，Ct 为 t
时期的消费，Ct-1 为前一时期的消费。 

这个公式表明收入增长将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致使消费增长，而消费增长又通过技术系数致使投

资增长，消费和投资增长之和又通过乘数致使国民收入倍数增长。增长的国民收入成为下期消费增

长的原因，进而又带动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这就是经济增长将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果消

费或国民收入减少，投资将消费的技术系数进一步减少，国民收入按乘数收缩，下期的消费进一步

减少，投资和国民收入都将进一步收缩，此过程将持续进行，致使经济收缩导致进一步的收缩。经

济由上升转向下降的拐点是消费的减少，而由下降转向上升的拐点在于折旧的增加。 

四、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为了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将菲利蒲斯曲线引入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中，这一流派

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曲线的分析有助于政府在制度经济政策时，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出选择，

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 
（一）菲利蒲斯曲线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目标是：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同时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

段和措施。 

一、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既定目标，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场水平的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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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府调整总收入和支出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为：改变政府购买水平、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

和改变税率。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主要工具有三：公开市场业务，调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

的贴现率，调整法定准备率。 

二、充分就业经济政策 

三、多种经济政策的综合运用 

政府通常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来使用，以求同时实现上述几项宏观调控目标。新

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是针对 30 年代大萧条的，当时，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严

重。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放松银根，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投资

和消费，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 
新古典综合派指出，二次大战后的经济状况与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迥异。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

措施也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应有所改变。在 50 年代，汉森等提出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60
年代前期，托宾、海勒等人主张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60 年代后期以后进入政策多样化时期。 

第四节  新古典综合派简评 

新古典综合派拓展了凯恩斯的理论，适应了西方战后混合经济的需要。 
1．基本理论体系简评 
2．经济周期理论简评 
3．经济政策简评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凯恩斯革命”及其意义。 
2．简述“新古典综合”的产生和理论特点 
3．简述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 
4．新古典学派的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各版皆可。 

2．（美）萨缪尔逊：经济学，各社各版皆可。 

3．（美）萨缪尔逊：经济分析基础，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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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剑桥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新剑桥学派的学习，了解这一学派产生，理解的斯拉法模型，

掌握卡尔多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新剑桥学派概述 

一、新剑桥学派的形成 

新剑桥学派（也称后凯恩斯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

来。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中若干论点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看法

发生分歧，足见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前者以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学

院为中心，后者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因此，两派之争又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 

新剑桥学派反对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坚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力图使两种理论进一步

分裂。新剑桥学派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同时，积极阐明自己的论点。 

三、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等

人。 

第二节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 

一、方法论和理论前提 

（一）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 
1． 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 
2．新剑桥学派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 
3．强调收入分配理论 
4．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5．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 
6．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二）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前提上的分歧 

二、价值论与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为了建立客观的价值理论，就必须批判

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回复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行研究。 
（一）新剑桥学派的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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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

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 

（二）新剑桥学派的分配论 
1．对新古典综合派分配理论的批判 
2．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 
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

尺度”，为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1）罗宾逊的分配理论 
罗宾逊增长模型 
（2）卡尔多的分配理论 
卡尔多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利润率的公式总是有效的。 
（3）帕西内蒂的分配理论 
帕西内蒂的经济增长模型 

三、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一个 重要特

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

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 
（一）卡尔多的经济增长模型 
（二）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 

四、“停滞膨胀”的解释 

（一）卡尔多对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二）琼·罗宾逊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所以其经济政

策主张的重点是收入分配政策。 
1．改进先行税收制度，实现收入均等化。 
2．通过政府的福利措施，缓解“富裕中的贫困”的现象。 
3．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社会管制，克服经济盲目增长，把经济社会纳入凯恩斯所设想的“长期

充分就业长”的轨道。 

第四节  新剑桥学派简评 

1．价值理论简评 
2．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简评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新剑桥学派的形成和理论渊源。 
2．简述新剑桥学派的价值论与分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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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4．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英）琼·罗宾逊：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 1965。 
2．（美）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3．（英）K·卡什伯特逊：新剑桥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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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新制度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新旧制度学派的主要区别以及新

制度学派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重点与难点：加尔布雷思的主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

积因果原理。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新制度学派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各派，又反对货币主义和其它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

“批判者”的面目出现。 

一、主要代表人物 

1．加尔布雷斯：《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丰裕社会》、《新工业国》 
2．缪尔达尔：《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 

二、新制度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1．制度结构研究 
2．结构分析方法 
3．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加尔布雷思的基本理论观点 

一、抗衡力量理论 

1．工会 
2．合作社组织 
3．买方或卖方的大公司和新出现的联合组织 

二、丰裕社会理论 

1．收入均等化 
2．社会福利 
3．充分就业 
4．经济安全 

三、生产者主权论 

1．企业权力从资本家手中转入“专家组合”手里 
2．企业目标的变化 
3．消费者主权被生产者主权所取代 
4．工业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发生变化 
5．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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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社会主义论 

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 
2．二元系统与新社会主义 

第三节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和社会改革论 

一、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1．扩散效应 
2．回波效应 

二、社会改革论 

1．经济均等化 
2．实现工业化，重视农业的发展 
3．实行土地改革 
4．节制生育 
5．教育改革 
6．改造社会风气 

第四节  经济政策主张 

1．公正分配，实行累进税制。 
2．国家为了社会利益进行财政拨款，保证各部门协调发展。 
3．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4．对工人进行投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工人不忧虑失业危机和贫困，实行全民福利国家。 
国家控制价格和工资，反对通货膨胀。 

第五节  简  评 

激进的政府干预学派。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新制度学派的形成和理论渊源。 
2．简述加尔布雷斯的公司新目标论。 
3．简述缪尔达尔的社会改革论。 
4．新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 
2．（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 
3．（美）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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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凯恩斯主义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并重点掌握这一流派对商品价格粘性和

工资粘性的分析。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

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

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

走了出来。 

一、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滞胀的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遭到严重挫折

之后，美国一些年轻经济学家为了修补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发展起来的。 

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征 

理论特征是非市场出清的假定和市场不完全性的假定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商品价格粘性的分析 

（一）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 
1．名义价格粘性论 
（1）菜单成本论 
有关菜单成本论的文献很多，其中代表性理论为：菜单成本和经济周期论；近似理性经济周期

模型；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等。 
（2）交错调整价格论 
交错调整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为了实现利润 大化，通常采用交错而不是同

步方式调整价格。 
2．实际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实际价格粘性论，除了上面提到的“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外，还有：厂

商信誉论、需求非对称性论、投入产出表理论、寡头市场和价格粘性论。 
（二）形成商品价格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的原因 

二、劳动工资粘性的分析 

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了凯恩斯工资刚性的论点，并进一步解释了形成工资刚性的原因，同时又

用工资粘性来工资刚性的提法，表明工资并非完全不变动，而是一个缓慢的变动过程，并解释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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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资粘性的原因： 
劳动固定合同论；劳动隐性合同论；在职者－职外者理论；效率工资论。 

三、资本供给限额的分析 

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从信贷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出发，论述了利率和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

会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信贷市场会失灵，政府干预有积极作用。 
1．利率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利率有两种选择，一是正向选择，二是反向选择。 
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是指，利率的增加能提高银行的收益，它是利率对银行收益的直接影响。

利率还对厂商有激励作用，能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 
银行利用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作为检测机智，可以辩识出厂商稀罕风险的程度和将贷款给不同

厂商的风险性。 
银行 优利率通常不等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所以，信贷市场出现配给。信贷市场出现配给，

是自由信贷市场中银行依据利率的选择效应，为实现利润 大化目标、理性行事的结果，不是国家

干预的产物。 
2．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贷款抵押品有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前者是指，当信贷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时，银行通

过提高贷款抵押品水平来增加还贷款的可靠性，减少坏帐的风险，增加银行收入。同时，还抑制了

借款者对贷款的需求。后者是指贷款抵押品水平的递增会增加贷款的风险，降低还款的可靠性。银

行可以根据这两者确定 佳抵押品水平。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论指出，由于信贷市场中利率机智和配给机智同时起作用，信贷市场

会出现多重均衡态，市场机制失灵，通过政府干预才能纠正市场失灵。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1．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价格政策建议的主旨是抑制价格粘性，使价格富有弹性，以修复失灵的市场

机制，稳定总产量。新凯恩斯主义者在交错调整价格论和菜单成本论中提出了大体相似的政策建议。

这两个政策建议都主张通过政策干预去协调经济人的行为，纠正市场失灵，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

缺乏可操作性。 
2．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工资理论，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阐释了工资粘性和失业问题，并提出若干

关于工资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建议主要集中于局内—局外人理论和交错劳动合同论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政策照样于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其政策思路是合理的，但带有较强

的理想色，具体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由政府出面敢于劳动合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缺乏可行性。 
3．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 
（1）货币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实现稳定产出的目标，政府罪有应得的货币政策是：货币量市场的

调整与影响价格的实际扰动相适应，与引起价格变动的名义扰动反向行事。然而这两种政策对雇员

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产出稳定时，雇员工资不太稳定，而后者意味着产出稳定时，雇员工

资比较稳定。 
（2）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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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政策建议是：政府从社会福利 大化出发，应该干预信贷市场。利用贷款

补贴或提供信贷担保等手段去降低市场利率，使那些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能够获得贷款。 

第四节  简  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于原凯恩斯主义衰落、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兴盛时期，它以新的理论形

式复兴原凯恩斯主义。为了维护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反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进攻，新凯恩斯主

义提出了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以弥补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但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理

论太多，纷繁复杂，使人莫衷一是。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特点。 
2．简述新凯恩斯主义对商品价格粘性的分析和劳动工资粘性的分析。 
3．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王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丁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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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经济自由主义流派 

第五章  伦敦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对哈耶克的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

济自由主义理论等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一、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1．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理论》、《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 
2．坎南 
3．罗宾斯 
4．希克斯 
5．卡尔多 

二、伦敦学派的产生与兴起 

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它形成于本世纪

20、30 年代，其主要的特点是坚持和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其代表任务均在英国

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工作过而得其名；又因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

该学派的核心人物，而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1．坎南奠定了伦敦学派的基础 
2．罗宾斯对伦敦学派的发展 
3．哈耶克构造了伦敦学派的体系 

第二节  伦敦学派的主要理论 

一、经济自由主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二）对集体主义的批判 

二、市场机制理论 

（一）信息分散论 
（二）消费者主权论 

三、货币理论：从中性货币到自由货币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可分为研究重点有明显差异的两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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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阶段以分析如何使货币保持中性为重点；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宣扬货币的非国家化，主张实

行自由货币。 
（一）中性货币 
（二）自由货币 

四、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直接受启示于奥国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其根源是维克赛

尔的货币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 
（一）迂回生产 
（二）货币的非中性 
（三）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之间的均衡 
（四）避免经济波动的对策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一、罗宾斯的政策主张 

倡导经济自由，机会平等 

二、哈耶克的货币政策主张 

货币发行的私有化 

第四节  伦敦学派简评 

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看，伦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并无多大的的影响，它的理论和经济政策

也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一个 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权威性书籍和辞典中，都

很难找到“伦敦学派”这个词组。伦敦学派可说得上是生不逢时。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2．简述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 
3．伦敦学派的主要经济政策主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英）冯·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 
2．（英）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英）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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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弗莱堡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在了解这一学派产生的基础上掌握弗莱堡

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弗莱堡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盛行，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成为联邦德国

的国家经济学。 

一、产生背景 

“一战”后，德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年追随历史学派的欧肯看到了历史学派不仅无力解

决这场通货膨胀，而他们错误的理论使得通货膨胀更厉害。于是，他用边际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 1923 年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标志着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和弗莱堡学派

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书中，他用“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代替历史学派的方法，他重视国家在经济

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秩序观，他从货币制度开始研究秩序观念，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是维护货币制度的

经济秩序。 
从 1924～1929 年，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相对稳定。欧肯于此时研究的战争赔款的问题，并与反

自由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捍卫自由主义。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基调——维护自由主义。与此

同时，伯姆等从法律的角度从事论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反垄断的经济法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

弗莱堡学派经济秩序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产生 

在 30 年代的大危机中，弗莱堡学派的酝酿完成。欧肯在运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场危

机的过程中，形成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念：秩序。1934 年，他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在该书

中欧肯形成了他的“经济秩序的纯粹形态”学说和一理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同时初

步阐述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关系。这为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  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强调自由竞争，但又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主张国家干

预，但又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统治。它所要的是国家有限干预下的自由竞争，通过国家的积极、

适当、有效的干预来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以自由竞争来实现全民的繁荣富裕。 

一、理念模型 

“弗莱堡学派或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另一名称，‘奥尔多’是德文‘秩序’的音译，

笔者注）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集团，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中心，

研究应该如何安排一个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并

致力于形成一种构成一个整体而又由某些原则所指导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奥尔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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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起的结果，是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 

二、自由竞争 

弗莱堡学派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全民繁荣这一社会市场经济基本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 

三、国家的有限干预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及措施 

政策主张主要有维护私有制、反对垄断、稳定通货、公平分配、对外贸易自由。 
联邦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 
1．既反对经济上的放任自由，又主张国家要尽量少地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 
2．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对资本的某些权利予以限制，让公众得到好处； 
3．实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节  简  评 

战后联邦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经历了有限调节的、全面调节的、重回到艾哈德

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战后，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以经济政策学说为中心来发展自己的思想，为战后的德国复兴尽心尽

力。1948 年，弗莱堡学派出版了宣传自己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机关刊物《奥尔多》年鉴。1948 年以

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求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1952 年后则是经济垄断问题。他们的中心是要

建立靠国家来保障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确立“竞争秩序”。欧肯认为，只有价格机制才能把

资源配置到 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国家的权力加强，将会破坏个人自由，无以实现公正；但市场也

自己的弊端，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 终只会出现垄断，同样破坏自由、竞争。弗莱堡学派的成员

就是围绕这思想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与宣传，有力地支持了艾哈德的新自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

革，促使德国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联邦德国在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支持下，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

和美国的物资援助，迅速复兴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弗莱堡学派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2．简述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及措施。 

拓展阅读书目 

1．（德） 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 
2．（德）瓦尔特·欧根：经济政策的原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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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货币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和通货膨胀

理论。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一、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货币主义是二十世纪 50～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学派，其创始人

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

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 1968 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

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二、产生与发展 

货币学派的一个思想渊源是传统货币数量说，另一个渊源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形成的早期芝

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 
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的 大特点在于：强调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从货币数

量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货币学派实际上分为传统的货币学派和现代的货币学派，即米儿顿·弗里

德曼以前的货币数量论者都属于传统货币学派，而弗里德曼等新货币数量论者都属于现代货币学

派。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四大发展阶段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货币理论 

（一）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需求理论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他用一个多元函数来表示货币需求函数，其货币需求函数为。

强调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主导作用，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的 显著特点，和恒久性收入相

对应的是一时的收入。弗里德曼通过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得出了相应结论。 
（二）货币分析的理论模型 
弗里德曼假定所考察的是一个封闭经济而略去了对外贸易，也不考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各种随

机扰乱。这一模型由消费函数、投资函数、收入流量的定义性方程、简化的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供

给函数和均衡方程六个方程式构成。 
（三）货币理论主要观点 
现代货币学派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弗里德曼基于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从而提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以及一些相应的

政策。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个人是作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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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如果有谁是作为别人的代理人而行事，那么他是自愿的，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这样做。在市场

经济中，交换的自愿和互利的，并且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要有差别的。他认为市

场的作用在于：在自愿和互利交易的基础上，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

市场调节，正是通过价格的价格传递信息，价格刺激和收入效应三种作用为基础的。另外，他认为

要想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又同时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就必须坚持：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

具有限度，为此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弗里德曼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制度，每

一制度都是某种类似混合制度的东西：一方面，包括着指令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却有主要地依赖

于自愿合作。问题在一种比例问题，在于将指令性因素降到 小，而且在引入指令性因素的地方，

在于在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生产效率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的同时，以一种尽可能小妨害市场运行的方

式来实现这种指令性因素 小化。 

二、通货膨胀和自然失业率理论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分析 
弗里德曼认为，二战结束后 30 多年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时间关系的分析已经经历了

两个阶段，从 70 年代中后期起进入第三阶段即滞胀阶段并解释了滞胀的原因。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分析 
货币主义者阐述了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发生及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机制。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一、单一政策规则的货币政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货币改革的目标：减少货币的变动性。他认为，减少货币

的变动性十分重要，因为，货币增长方面的稳定，是经济方面稳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在货币政

策结构改革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

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为此，他提出：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一套货币规则，将规定

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别开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

一个司。弗里德曼主张实现基础货币的零增长，他认为这样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

专制权力，同时，也无须实施货币的竞争性发行，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

任何重大的骚动。 后，弗里德曼对“是否可以将货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六给市场”的问题持否

定回答，他认为，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性有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困难的特性发生了

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他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更为严重；对能兑换成

某种商品的货币问题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水副力。由此，弗里德曼认为，比之政

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二、浮动汇率政策 

浮动汇率制既能保证外部平衡，又能实现国内经济目标。 

三、收入指数化政策 

把工资和其它收入同生活费用指数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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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简  评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2．简述货币学派的通货膨胀和自然失业率理论。 
3．简述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 

拓展阅读书目 

1．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2．米尔顿·弗里德曼：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1994。 
3．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 
4．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8。 
5．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6．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834 

第八章  供给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供给学派的产生，掌握供给学派的拉

弗曲线和费尔德斯坦曲线，在此基础上了解在美国这一学派的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情况。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一、 供给学派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条件 

（一）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 
（二）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20 世纪 30 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说在 20 世纪的第一次革命，它否定了以

萨伊定律为基本内容的古典经济学，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这一传

统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也把战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 60 年代末，

尤其是 70 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形势，凯恩斯主义对此已不能加以解释。供给学派

就是在美国经济滞胀中诞生的。 

二、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1．“极端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早提出“现代”供给学派理论基本思想的，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

德尔（又译芒德尔，1932- ）。1971 年，他就批评美国政府通过增税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

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减税

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而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1974 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

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

膨胀。而 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当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阿瑟·拉弗（1941-）。他提出的

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形象的解释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成为供给学派的思

想精髓。其他代表人物有《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裘德·万尼斯基，乔治

顿大学教授、里根政府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部长保罗·克雷·罗伯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项

目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乔治·吉尔德、另外还有杰克·肯普等。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

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

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影响也较大。 
2．“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 
“温和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国经济研究局主席、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

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1939-），他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倚赖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

轻社会弊病；建议应使失业津贴也成为可征税对象，以便使领受者更积极地去寻找工作；鼓吹应把

折旧放在代置成本基础上而不放在历史成本基础上，就能促进更大的资本积累这样一些政策。他

出名的理论当属说明财政赤字水平对资本形成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费尔德斯坦曲

线”。代表作为《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迈克尔·K·埃文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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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 

（一）“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

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二）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 
1．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 
供给学派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认为它是美国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供给学

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大量失业的说法只适用于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战后特别

是六十年代以来，在没有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失业率也很高的事实说明：失业问题并不是有效需求不

足造成的，而是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果。 
2．重新肯定萨伊定理，重视市场机制作用 
在凯恩斯革命以前，西方经济理论界信奉萨伊定律。这一定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

件下，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需求。根据这一定律，经济根本不会发生严重的购买力

不足的情况，市场自动调节能够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打破了这一“教条”。

凯恩斯根据他对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分析，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其

内容实质被认为是需求创造出自己的需求。 
供给学派认为要解决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必须把凯恩斯主义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因为

战后美国多次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而是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市

场机制的作用遭到破坏。 
但是，供给学派并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他们不是一般地号召增加供给，而是要求人们注

意美国经济衰落的 重要因素——生产率下降问题。其理论核心是提出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储蓄、

投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来提高生产率。并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通货膨胀的 好办法。

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强化个人刺激。 
3．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激励个人和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 主要因素，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

进经济增长。具体说来，他们认为减税对经济增长有如下的积极作用：1）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

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并促使个人少休闲，多劳动，企业多投资、少消费，从而促使供给增加。

2）降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政府收入增加。表明税率与税收总额之间关系的曲线就是著名的

“拉弗曲线”，由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工具。供给学派利用

这一曲线强调指出：降低税率不会增加政府赤字，因为税率的降低可以通过收入增加和储蓄增长而

实现自偿。3）降低税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税率之所以能够抑制通货膨胀，是因为一方面，

降低税率可以增加供给，从而缓和需求过度的矛盾。另一方面，降低税率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

果同时削减政府支出，就可以减少或消除赤字。 
总之，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想，主张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肯定萨伊定律的

合理性--“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

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造成产品过剩，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他们对产品的需求”。供给学

派的理论，表现在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主张；减少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削减政府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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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丁·费尔德斯坦的供给经济理论 

（一）基本理论观点 
（二）费尔德斯坦曲线 
费尔德斯坦曲线是说明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分析模型。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主张 

1．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提出刺激供给的 主要的财政政策主张就是减税，其理论

依据是拉弗曲线。 
2．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供给学派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学派理论大体相同，认为货币供给过多

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 
3．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相信，政府管制越少，私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他们

督促政府要撤消价格限制、 低工资法等法令，放宽关于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商品检验等规定的

标准，让企业尽量自由地经营，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4．削减政府支出。供给学派一方面主张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主张削减政府支出。他们声称，

削减支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政府收入的减少，而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福利支出，包括减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

严格限制受领条件，除只对老年贫困者和赤贫发放救济外，停办其他福利。 

第四节  简  评 

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是美国里根政府竞选时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里根在竞选总统时

就宣称自己信奉“供给学派”。他上任不久，即向国会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里根的复兴计划基本

上是“供给学派的复兴计划。”然而，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的主张遇到严重挑战，他们的主要理论

观点在实践中并没有应验。第一、减税对于刺激人们的储蓄积极性没有多大作用。第二，由于紧缩

货币政策引起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资，减税也没能促进企业投资。第三，里根政府的实践表明，减税

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减少了财政收入，赤字年年增加。所谓减税会自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的“拉弗曲线”破产。在现实种种问题面前，供给学派受到巨大责难。里根政府和国会也从减税的

立场上后退，在 1983 年的预算法案中明确把增税作为减少政府赤字的手段，这标志着供给学派在

实践上的失败，并从此衰落下去。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模型。 
2．简述马丁·费尔德斯坦的供给经济理论。 
3．简述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 

拓展阅读书目 

1．马丁·费尔德斯坦：转变中的美国经济，商务印书馆，1990。 
2．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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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对产权理论有

系统的认识，并灵活地掌握科斯定理。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一、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1．科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 
2．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 

新制度经济学派不仅注重从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出发,而且侧重于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

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把自身的理论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假定的修正 
（二）研究领域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制度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成

本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一）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包括发现和通知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定合同费用以及保证合同

条件的履行而进行的必要的检查的费用。 

（二）交易成本学说的基本理论结构 
交易成本是运行机制的成本，它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他还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性的，可计

量的，可比较的，因此，企业可以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二、产权理论 

1960 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标志着现代产权学派的诞生。现代产权理论不仅是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整个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传播渠道。 
（一）产权的概念及结构 
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产权是一组权

利，根据人们对财产权利的完整性或残缺性，可以把产权形式分为私有财产，共有财产以及国有财

产。 

（二）产权的起源及功能 
它是一种工具，能使一个人形成他与别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实际上能界定人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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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或如何受益。 

（三）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下，不管产权是如何初始界定的，

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 佳状态。科斯第二定理的论点：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

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者诺斯将其归结为：重视制度需求所带来的制度创新，而基本上忽略了对制度供

给的分析：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

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发生。诺斯和戴维斯的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有：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

相似性；他们认为促成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某些成本不随交易额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生产技术的

影响；社会集团看法的修正。而相应推迟的因素有：理解和组织，等待新发明，方案选择，开始实

行的“时延”。他们还就制度创新过程进行分析，制度过程实质就是从制度均衡到制度创新，再从

制度均衡，又再回到制度创新的过程。同时，他们提出制度创新可以在由个人创新，或者个人之间

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来创新，或者由政府机关来创新的三级水平上进行。他们根据比较三级制度创

新得出：在美国，各行各业都呈现这一趋势，即由政府机构进行的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

整个经济越来越走向“混合经济”。 

四、有限理性理论 

这一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一是由有限理性导致的追求满意的决策准则；二是由有限理性决定

的决策过程理论。针对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人追求 大化，西蒙提出人只有有限理性，因而追求

满意。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猜测或估计，并

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因此西蒙认为人只可能追求 满意。其二，西蒙认为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

决策结果的合理性，而很少注意决策过程本身的合理性。他借助于认知心理学，对决策过程进行分

析，概括出他的决策过程理论。他以信息处理心理学作为决策过程的基础，用信息处理理论来说明

问题求解过程的这个一般图景。西蒙还以企业的组织决策的过程进一步说明决策的一般过程：从判

定问题，确定目标开始，然后寻找为达到目的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比较并评价这些方案的得失。在

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并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 

五、X——效率理论 

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效率。莱本斯坦对传统的理论所关注的配置效率提出异议，他认为真正

重要的是“非配置效率”。他用 X--来代表非配置效应。他的理论有一个中枢性论题，那就是努力

和作出努力的决策。他认为存在对努力程度的度量，并把它看作一个变量。X--效率理论假定个人

（或企业）均没有尽其所能，还有一定的“剩余”没有真正利用，应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给个人

增加动力或压力的办法，使其“剩余”来提高效率。 

六、经理主义企业理论 

经理主义企业理论。贝利--米恩斯假说是针对当时股份公司的股权过于分散提出的。他们定义

一个这样“有意义”的股权比例：假如它拥有大于 20%的表决权股份，那么股份就是有意义的。“经

理主义”的厂商理论直接导源于贝利和米恩斯的开拓性的研究， 为著名的经理主义模型是鲍莫尔，

马里斯和威廉姆三人分别提出。他们三人的模型的区别主要是对经理目标假设的不同。鲍莫尔认为，

经理们的目标是销售收入的 大化；马里斯认为是增长的 大化，而威廉姆认为进一步把经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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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到包括“全体职员和津贴”在内。 

第三节  简  评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交易成本理论基本观点。 
2．简述科斯的产权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 
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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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理性预期学派的产生，并掌握这一学

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主张。 

学时分配：4 

第一节  概  述 

理性预期学派是在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中兴起的西方重要经济学流派之一，它以自己独有的理性

预期理论反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被看成是今年来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的突破

性研究成果之一。 

一、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60 年代初，约翰·穆思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杂志文章中， 初提出了

“理性预期”（Rationl expectation）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该学派的缘起，之后，卢卡斯、萨金特、

华莱士、拉平等人循着理性预期的思路，阐发了诸如工资、就业、失业、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

期、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并猛烈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在西方经济学界颇为引人注目，

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 重要的突破性成

果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结构。 

二、产生与发展 

（一）理性预期概念产生之前的预期理论 
（二）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一、理性预期假设，约翰.穆思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的理论》

一文中，给“理性预期”下了这样的定义：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由于相同的信息背景，趋向于理

论预测的结果，换言之，经济活动当事者和理论分析，由于根据同样的信息背景，将得出一致的预

期的结果，在进一不解释理性预期概念时，穆思指出，该假说断定下面三种情形：信息是稀少的，

而且，一般说来经济制度没有浪费信息；预期的方式特殊地依赖有关的经济制度；公众的预测对经

济制度的运行无重大的影响，公众的预测仅仅反映经济制度的运行趋势。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一、不变性命题的分析 

理性预期学派断言菲利蒲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在短期中也不存在，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

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因此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

后，它只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并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于是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

降的情形也不会发生。 
（一）不变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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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量与利息率的关系 

二、周期性经济波动理论 

（一）两个假说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的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间的不同的时间类型（这种时

间类型形成商业周期的主要成分）同包括系统地对商业周期发展做出反应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自然率假说是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理性预期概念，自然率假说在该

学派的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率假说是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失业与通货膨胀负相关的

互替关系，即所谓菲利浦曲线的批判的武器提出来的。 
（二）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第三节  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 

一、一个主要原则 

其经济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二、批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时提出的看法 

三、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 

理性预期学派是比货币学派更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别。 

第四节  简  评 

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

学中，由于引进理想预期的分析，将对传统的帕累托 优先的分析做适当的修改；在宏观经济学中，

由于引进理性预期、货币中性、自然率假说，将改变传统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并将否定失

业与通货膨胀相互易位的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经济学方法上，将较多的采用经济计量方法，

论述随机变量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理性预期学派基本观点。 
2．简述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 

拓展阅读书目 

1．史蒂文·W·谢弗林：理性预期，商务印书馆，1990。 
2．凯温·D·胡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3．托马斯·J·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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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当代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技术、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战略，内向型与外向型发展战略，增长与分配战略；制度与经济发展，市场

与政府。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导论，主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产

生与发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增长篇，主要介绍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第五

章到第八章是资源与技术篇，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结构篇，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战略篇，第十五

章和第十六章是制度篇，这四部分分别从资源、结构、战略、制度这四个大的方面介绍了其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本课程在阐述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普遍问题的同时，还结

合中国的实际论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使理论更加具有实用性。 
本课程的修读对象为：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生。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邓小平理论概论 
本课程的总课时为：36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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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

题。它是相对于发达而言的。本章将首先探讨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分野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征作一概要的描述。还将解释经济发展这一术语的含义。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全球分裂：富国与穷国 

一、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 
关键在于了解“经济世界”的构成要素，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创造的一个术语，

一个经济世界有三个组成要素：一是它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二是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

极或一个中心。三是每个经济世界都分解为延续的区域。 
（二）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兴起的时间及原因 

二、现代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一般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从 18 世纪末开始，范围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 

三、富国与穷国的划分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世界被划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穷国与富国的

差距被进一步加大了。 

第二节  第三世界现状 

一、第三世界的含义及适用范围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二）第三世界的概念的含义 
（三）中国与第三世界 

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征 

（一）低下的生活水平 
（二）低下的生产率水平 
（三）人口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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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的就业 
（五）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 
（六）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 
（七）不发达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含义 

首先是对于“发展”的定义（大致有三种）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三、衡量发展的指标 

四、千年发展指标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经济世界   第三世界 
2．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共同特征？ 
3．经济发展含义是什么？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有什么没关系？ 
4．什么是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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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要求学生基本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经济发展思想，当代发展理论的

形成、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和现状，基本了解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早期经济发展思想 

一、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 
（三）卡尔·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二、“静态的插曲” 

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主要的就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四、早期经济发展思想的缺陷 

第二节  当代发展理论 

一、当代发展理论的分类 

（一）结构主义 
（二）新古典主义 

二、发展理论的演变 

（一）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的基本论点有这样三个：唯资本论、唯工业化轮和唯计划化论 
（二）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和激进主义的兴起 
（三）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与重建 

三、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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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创新理论    结构主义    新古典主义 
2．简要评价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思想 
3．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 
4．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5．简述发展经济学各个阶段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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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篇 

第三章  经济增长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和掌握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发

展的核心内容。增长与结构变迁是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面。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一、什么是经济增长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就是资源及其使用效率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 
在间接因素中 重要的有两类：一是技术，二是制度 

三、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类型 

第二节  经济增长模型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二、索洛模型 

三、新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1．“干中学”和“知识外溢” 
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 
3．研究与开发——技术变迁 
（二）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 模型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波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一、增长与波动 

波动与阶段性是经济增长的两个伴随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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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一）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二）波特的“竞争发展阶段”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自然增长率   稳态    实际经济周期 
2．什么是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周期的因素有哪些？ 
3．怎么样理解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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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是从经验层面分析经济增长模型，要求学生通过对各国的经济

增长经验的研究成果的学习，理解这些成果与前一章各增长模型的关系，明确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些规律性的特征。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绩 

一、1820 年以来各国的加速增长与增长之间的差异 

二、20 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 

（一）亚洲的经济奇迹 
亚洲经济奇迹的表现、特征以及原因 
（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三）非洲的困境 
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比较落后的表现以及原因分析 

第二节  影响发展中国家增长实绩的因素 

一、生产要素严重短缺 

1．物质资本严重不足 
2．人力资本素质低下 

二、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下以及劳动生产率不高 

三、结构性的弱点 

四、各国经济的相互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五、制度因素 

六、其他外部因素 

主要是指：地理因素、战争等政治方面的因素、环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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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产率与增长核算 

一、全要素生产率 

肯德里克认为，产量和某一个特点投入量的之比，只能叫部分生产率。而衡量生产效率的全部

变化，必须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即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二、丹尼森的增长核算 

丹尼森的定义，增长核算指的是将所采用的国民产量或者人均产量增长率在改变和引起增长的

决定因素之间进行分配；将国际间产量水平的差别在决定水平因素之间进行分配；估计每一个决定

产出的因素的既定变化对产出影响的大小，等等。 
（一）美国经济增长核算 
丹尼森经过分析，得出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排序：1．把教育因素放进来，劳动则成为

重要的增长因素。2．知识增进。3．资本投入。4．规模经济。5．资源配置的改善 
（二）为什么增长率不同 
对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增长做全要素的对比。 
（三）日本经济为什么增长快 
金森久雄把丹尼森模型应用于日本增长核算中，总结出全要素增长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核算 

第四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估计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中国经增长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

增长方式。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目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和困难有： 
1．能源、原材料紧缺问题 
2．结构性瓶颈制约问题 
3．产品滞销问题 
4．通货膨胀问题 

思考复习题 

1．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他有什么作用? 
2．丹尼森对增长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3．中国为什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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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篇 

第五章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让学生掌握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积累较少。但实践也证明，

过度强调资本，特别是物质资本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制定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也有不利影响。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资本的含义 

包含了两种对资本的理解： 
（一）从生产关系角度的理解，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体现 
（二）从生产力角度的理解，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 

二、资本匮乏与贫困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中，

资本 为稀缺。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是实现经济起飞和摆脱贫困的先决条件。（纳

克斯在 1953 年《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三、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一）西方学者的资本形成理论 
1．“大推进”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只有发展工业。要实现工

业化，首先必须大规模的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小规模的个别的部门的投资是不能走出困境的。 
2．“临界 小努力”理论 
1957 年，来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与增长》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

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及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

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 小努力” 
3．罗斯托的“起飞”理论 
罗斯托以《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一书而闻名，他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建前提、起飞、成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

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 
（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通过麦迪森和纳迪利等人的分析，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大的，这个

不容置疑。但由此进一步论证储蓄率提高、资本形成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物质资本的形

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那就把经济发展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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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确认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分析“资本决定论”的局限性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来源 

一、初始资本与资本形成 

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主要应该来源于生产剩余，而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生产剩余主要来源

于农业。所以，农业剩余成为发展中国家初始资本的主要来源。 

二、储蓄与资本形成 

如果除过外债和引进外资，国内储蓄主要由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构成 
（一）政府储蓄 
政府储蓄是政府收入减去政府支出后的余额，政府储蓄可以转化为政府投资，从而产生资本形

成.因此，政府储蓄的增加主要通过提高政府收入和减少政府支出来实现。 
（二）企业储蓄 
（三）家庭储蓄 
家庭储蓄指家庭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后的余额.家庭储蓄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储蓄中占据很大的份

额。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 

麦金农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造成金融抑制的原因是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利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抑制了储蓄的增长。 
肖则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实现金融深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

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官僚机构对金融业的不合理干预，逐步实行金融自

由化。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贫困恶性循环  “大推进”理论  “起飞”理论  “临界 小努力”理论  资本形成  金融抑

制  金融深化 
2．如何理解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关系? 
3．资本形成有哪些来源? 
4．金融深化是怎样阐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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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让学生了解人口问题的基本理论，人口问题在法章钟国家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与发展得更

为关键的因素。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人口增长及其变动规律 

一、人口变动趋势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口数量的增长都是比较缓慢的。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高峰，超过 2％。到 20 世纪末，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 60 亿。其中只有约 9 亿

人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率约为 0.4％～0.7％；有 24.6 亿人生活在不发达国家，其人口增长

率接近 2％。 

二、人口转变理论 

汤普逊于 1929 年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他试图解释 19 实际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根
据这一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生活条件的变化，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大体经历了高出生率与

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和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三个阶段.。 

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人口的质量和数量产生影响，反过来，人口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后，马尔萨斯理论被现代经济学家命名为“人口陷阱理论”。按这一理论在发

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增加后，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人均收入

水平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他们认为，只有当投资规模足够大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人均收入

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上升，在没有达到这一点前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得人口增长所抵消。在人均收

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人口陷阱”，冲破陷阱的

好方法就是大规模投资 

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状况及对策 

第二节  教育与人的资本 

一、人力资本的含义及形成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舒尔茨提出来的，他因此而获得了 1979 年度的诺贝尔奖，在《人力资本投资》中，他提出了一个

著名的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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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体力上的投资，即对营养与健康的投资；另一个

是智力上的投资，即广义的教育。 

三、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 

（一）医疗保健状况 
（二）教育的基本状况及问题 
1．教育支出迅速增加，但是人均占有水平很低 
2．教育资金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3．教育与实际需要严重背离 
4．智力外流现象严重 

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投资战略选择 

（一）全方位改善营养和医疗等服务，提高劳动力的身体素质 
（二）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三）减少智力外流 

第三节  就业与劳动力充分利用 

一、人口增长与就业压力 

狭义的失业和广义的失业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理论探讨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受到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市严重失业的双重困

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三、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战略 

第四节  中国的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 

一、中国的人口资源状况 

（一）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多。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三）城市人口比重偏低 

二、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一）医疗保健事业 
（二）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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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就业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人口转变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  人力资本  智力外流 
2．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有何作用？ 
3．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哪些途径？ 
4．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有何启发作用？ 
5．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人口及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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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20 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

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些发展成果都是以各种资源特给事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耗费和

环境大面积污染、生态严重失衡为代价的。所以进入 20 世界 7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

为，重新认识发展的含义，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与环境 

一、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自然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联合国环境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

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条件。 
自然资源根据其存在状态、生成机制、物质性质等可区分为三类：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流动

资源。 
（二）自然资源租 
“租”在资源经济学中常表现为资源价格与边际或平均开采成本的差。资源租根据其产生的条

件可区分为（吉利斯）：稀缺租金、差异资源租金、垄断租金。 
（三）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社会来讲就是资源配置的 优化。新古典经济学用“ 优化”模型或“

大化原则”来描述人们的经济行为。 优化模型就是强调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消费者追求效用

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 大化、社会追求福利 大化，以实现一种理想的经济效益，即帕累托效率。 
优化的状态有以下标志： 

1．资源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或者说资源的“机会成本”处处相等。 
2．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 
3．任何一种资源在任何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的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在任何一个

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替代率。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一）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环境是指人类周围一切物质要素和信息要素的总和。 
（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即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环境属于“公共物品”，

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通过政府的公共治理使外部效应内在化，做法： 
1．课征惩罚性的纠偏税，通过惩罚性课税使产生外部负效应的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该行

为的社会边际成本。 
2．通过制定某些规定来限制服外部效应的产生。 
3．政府还应该考虑一些其他政策：消灭贫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改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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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等等。 

第二节  从增长的极限到可持续发展 

一、增长极限论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经历了 20 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

随着能源危机的冲击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自然资源与发展的关系，一部分保悲观态度

的人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理论。其代表 1968 年，在意大利成立的有 30 位著名学者组成的专门讨

论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麻省理工学院麦多斯于 1972 年出

版了其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 
（一）经济增长因素及其变化特点 
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

要因素 
（二）反馈回路原理 
“增长极限论”还用反馈回路原理来解释上述五项增长因素的变动。该理论认为，一个体系中

的所有活动都在“反馈回路”中发生。“反馈回路”是连接一个活动和他对周围状态所发生的效果

之间的封闭线路。一个活动的结果成为影响下一个活动的依据，是不断循环调节的过程。 
（三）“世界模型” 
麦多斯等的“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认为，现在的世界体系在 2100 年以前必然崩溃，其原因

在于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正反馈回路产生了人口和工业资本的指数增长，要避免崩溃，就要实现人口

和资本存量的零增长。 

二、对增长极限理论的批评 

（一）关于人口增长 
现在一般认为人口并不是始终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联合国的统计分析表明，起始人口增长

率是趋于增加，一旦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和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后，增长率就开始下降。 
（二）关于食物供给 
（三）关于不可再生资源 
（四）关于环境污染 

三、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原则 

可持续发展 早是由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来的。1989 年 5 月联合国环境署第 15 届理事会

期间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有三个基本原则： 
1．公平性原则 
（1）当代人的公平及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 
（2）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资源的纵向公平分配。 
（3）公平分配有限资源 
2．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 
3．共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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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持续发展指标及其构建 

（一）环境经济学方法 
1．运用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正单纯反映经济增长数量内容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 
2．创立可持续指标 
3．新国家财富方法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方法 

第三节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中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性 

（一）人口问题 
（二）资源问题 
（三）生态环境问题 

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 
（二）牢固树立环境意识 
（三）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 
（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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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让学生掌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是生产技

术的落后。因此，要想迅速摆脱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促进技术进步。本章要求掌握

技术的概念、分类、基本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等问题。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的含义 

需要区别狭义的技术和广义的技术，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 

二、技术进步的类型 

（一）希克斯对技术进步的分类 
在 1932 年希克斯出版的《工资理论》中，他根据技术进步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程度的差异，

将技术进步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三大类。 
（二）哈罗德的中性技术进步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一）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途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比

例及具体形式从根本上讲是由技术决定的。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 
技术进步还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首先，技术进步决定着社会分的发展和

深化，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前提。其次，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的主要推动力，以及社会生产效益提高的主要源泉。 后，技术进步影响着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而生产力要素的变化，正是社会生产宏观结构变化的重要基础。 

四、技术进步的途径 

（一）本国的研究与开发 
（二）技术引进 
（三）“干中学” 
（四）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节  技术引进 

一、技术引进的必要性 

与本国进行研发相比，技术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以下三个方面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引进能够大量的节约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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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引进能够避免漫长的探索过程。 
（三）技术引进有利于培养本国的人才。 

二、技术选择与技术引进 

（一）技术选择的经济分析 
生产任一既定的产量，都必须投入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一般都存在

着技术替代关系。究竟应该采用那种生产方法，一方面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要考虑经济

的合理性。所谓经济的合理性，就是要根据一国的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比较优势，选择既保证生产

效率而成本又是 低的要素投入组合方式。 
（二）中间技术与适用技术 
舒马赫提出的“中间技术”理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 适用于发展的技术是中间技术，

即介于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 
（三）技术引进的方式与途径 
曼斯菲尔德把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分为垂直的技术转移和水平的技术转移。垂直技术转移是指将

A 过的有关的基础科研成果转用于 B 国的应用科学中，或将 A 国的应用科研成果转用于 B 国的生

产中。水平技术转移是指将 A 国已被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转用于 B 国的生产领域。与垂直技术转

移相比，水平技术转移能够使技术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同时也会节约研究的成本与时间。 
米拉·维尔金斯把技术转移划分为简单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 
技术引进的途径主要有： 
1．向国外购买新设备、新产品并加以复制。 
2．从国外购买专利权或生产许可证，在国内进行生产。 
3．接受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的技术援助。 
4．引进外国公司投资 

三、技术引进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引进技术的政策和方针 
1．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际技术转移的趋势，结合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目标，制定有关引进工

作的目标、方针、政策和措施。 
2．引进与创新并重，引进更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创新。 
3．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研成果和生产技术，而且要注意引进“软”技术，如现代管理技术、

教育和培训技术等。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技术进步  希克斯中性  哈德罗中性  技术引进  中间技术 
2．说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3．技术进步分为几种类型？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 
4．简述技术引进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5．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要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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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篇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什么，刘易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迈因特模型的基本内容。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刘易斯模型 

一、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在刘易斯看来，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部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存在的。 
采用弹性概念，劳动力无限可以概括为：如果资本家欲以现行工资招收更多的劳动力，争求职

业者会大大超过需求，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有无限弹性。 
（二）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 
（三）工资水平 
（四）经济发展的过程 
（五）刘备易斯模型的其他两种形态 

二、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影响 

刘易斯指出，现代部门扩张可以通过四中方式或途径使传统部门受益，而每一种方式也可以产

生破坏性的影响，第一种方式是就业。第二种途径是分享物质设施，第二种途径是现代部门的发展

促进传统部门的观念和制度的现代化 后一种影响是于两种部门之间的贸易有关。 

三、对刘备易斯模型的批评 

第二节  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二、乔根森模型 
三、迈因特模型 

第三节  二元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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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 
（三）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农村以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经济为主，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经济板

块。 
（四）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传统分工格局，形成城乡两种工业体

系，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裂变为城市工业（国有工业）、农业和农村非农业三元经济结构。 
（五）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 

二、城乡分割的危害 

危害之一、城市化落落后，农村经济结构转换和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阻碍，国民经济比

例失调。 
危害之二、加剧了国有资源配制的不合理程度，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资源下降。 
危害之三、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人口的流动。 
危害之四、造成农村贫困化，引发社会问题。 

三、走出二元经济 

按照刘易斯等人的设想，这种从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工业社会的过渡主要依赖于现代部门的扩

张。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资本主义部门  非资本主义部门  产品市场的二元性 
2．“二元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它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有什么关系？ 
3．中国二元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结合实际谈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现代

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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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村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内容，首先概述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简要

介绍当前农村发展研究中有关小农经济改造的一些基本思路，然后分别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这两

种角度讨论农村发展问题，以及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小农经济及其出路 

一、小农经济的特点 

（一）农民的定义 
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在简单的工具和家庭劳动力帮助下，为满足他们自身消费的需要和完成

政治经济力量拥有者所规定的任务而生产。全面理解这一概念要考虑以下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 
1．农民家庭农场是基本的、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单位。 
2．土地耕作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 
3．文化形态与农村小社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4．农民从属于“外部”的社会力量。 
（二）小农与社会变迁 
在当今世界，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经济社会变迁有这样五中类型： 
经济分化、  贫困化、  从农民到农业者、  集体化与国有化、  小农化、 

二、改造小农经济的大思路 

（一）农民问题 
一个穷国的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各种问题中，农民问题也许是 重要的、 具有挑战性和 顽固

的问题。经济落后的中心特征就是没有解决农民问题。 
（二）改造小农经济的基本思路 

第二节  农业与经济发展 

一、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四方面的贡献。 
（一）产品贡献 
1．食品贡献 
2．原料贡献 
（二）市场贡献 
（三）要素贡献 
1．资本贡献 
2．劳动贡献 
（四）外汇贡献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872 

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 

三、传统农业的改造 

传统农业的改造主要有两条途径：制度创新（土地占有方式的变革）和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技

术的变革） 
（一）土地占有方式及其变革 
土地占有方式是指人们拥有土地的方式。 
（二）农业生产技术变革 

第三节  农村非农产业与经济发展 

一、小农经济的二元性 

小农经济很少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并存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小农经济

的二元性。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工业 

（一）亚洲国家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村非农活动。 
（二）农村非农活动在吸收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呈增长趋势。 
（三）农村非农活动经常是兼业性的。 
（四）农村非农活动表现出一种二元性。 
（五）农村非农部门的增长既有劳动供给方面的推动，也有产品需求方面的拉动。 

三、农村非农产业与经济发展 

第四节  改革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经济 

二、改革：农民的双重解放 

联产承包制度建立起了集体财产与农民自有财产之间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农村财产

关系变革的起点。 

三、三农问题 

我国前期三农问题的不足 
（一）经济规模问题 
（二）农村土地制度问题 
（三）农村比较利益问题 
（四）资金投入问题 
（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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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民的素质提高问题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农民  农村转型  原始工业化 
2．什么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有哪些特征？ 
3．改造传统农业有哪些基本途径？ 
4．概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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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业化与城市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需要学生掌握，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

作用？工业化是否有特定的模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城市化等相关问

题。 
课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一、工业化的含义及其模式 

（一）什么是工业化 
巴格奇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词条“工业化”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

下面是一种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一般说来，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

业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

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例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

入增加了。” 
（二）工业化模式 
1．历史上的工业化模式 
2．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 

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过程提供了现代生产方法，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创造了比传统社会多的多的财富，

从而使人均国民收入成倍增长。 
2．工业化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3．工业化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二） 工业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水平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水平。一方面，我们考察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我们考察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和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贸易额占全球制造业的贸易额的比重。 
（二）地区性差异 
（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生产的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中，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从侧面表现了发展

中国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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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市化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含义 
所谓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农业人口向非

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推动了

工业化。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1． 低临界值原理（阈值效应原理） 

低临界值原理是指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需要有一个 低销售额的支持。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

一项研究指出，城市经济存在着一个人口规模为 25 到 30 万的 低临界值。 
2．初始利益棘轮效应原理 
该原理是指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未来所作出的决策，是以现在这个城市比必须提供什么为基础

的。 
3．循环积累因果机制 
1957 年，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机制理论。他认为，工业的增长或城市

的扩大是一个相关的过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以来于前一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力量在循环因果

关系中相互作用。 
4．磁场效应机制 

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不仅在增长速度上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绝对量上也超过了发

达国家。 
第二、城乡人口同时增长。 
第三、大城市特别是 大城市人口集中的情况日益突出。 

三、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一般情况 
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有多种，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

人口增长因素、文化因素、交通运输因素。二是经济因素。 
（二）托达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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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发动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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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篇 

第十二章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需要掌握以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为代表的主张平衡增长的

发展战略，以赫希曼和辛格为代表的反对平衡增长战略，主张采取不平衡增长战略。本章主要讨论

平衡增长战略与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差别及特点，探讨区域经济的平衡与不平衡增长问题。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论 

一、平衡增长战略 

平衡增长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外部经济效益和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补充的性质以推

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不平衡增长战略 

（一）赫希曼对平衡增长战略的批评 
他在 1958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平衡增长战略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他认为平衡增长的思想来源于凯恩斯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 
2．发展是经济从一种类型向其他更先进的类型转变的渐进过程，各国的增长过程都是不平衡

的。 
（二）不平衡增长战略 
关于不平衡的增长实施，赫希曼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重点投资于社会固定资本。另一条途径

是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投资于直接生产活动。 
（三）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相对性 

第二节  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 

一、区域发展理论 

（一）“发展极”理论 
（二）“回波效应”“扩散效应”理论 
（三）倒“U”形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问题 

三、中国的区域发展 

（一）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和自然地理因素 
（二）中国区域发展的近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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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区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会继续存在并扩大，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够减缓差距扩

大的速度。 
2．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 
3．产业转移的速度有所加快，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将逐步形成。 
4．中央政府更加关注问题区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有望加速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将形成

新的经济发展极。 
5．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将日益加强。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发展极”理论  回波效应  扩散效应  倒 U 形理论 
2．如何理解平衡与不平衡两种发展战略的对立统一关系？ 
3．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我们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何借鉴意

义？ 
4．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加快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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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更多的开放国内市场，更多的利用比较优势，让

本国产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成长，还是更多地进行贸易保护，实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开放？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发展的国际环境 

一、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处理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准则、行为规范和机制。 

二、对外贸易 

（一）贸易条件与国际商品交换 
刘易斯提出了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他所谓的“生产要素”，是指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贸易条

件也就是劳动输出与输入的价格之比。他认为，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

条件。 
普雷维什从出口的需求弹性角度论述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因为发达国家出

口的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对他的需求弹性较高，而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

需求弹性低，所以，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1．贸易结构与经济结构是相互促进的。 
2．贸易与技术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3．贸易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的积累。 

三、利用外资 

外部资金来源可分为两类：国际机构或外国政府的援助；外国人私人投资。 
（一）两缺口模型 
两缺口模型是由钱纳里等人 1962 年提出的用以说明外援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理论。其中心

论点是，外部融资（贷款与赠与）在补充国内资源以解除储蓄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方面可以发挥决定

性的作用。 
（二）外国援助 
外国援助是指国际机构或外国政府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将资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促进经济发

展的行为。外国援助的主要特点是他的非商业性。相对来说，国际经济机构的援助政治和外交的色

彩较淡。 
（三）外债 
借入外债可以弥补国内资源的缺口。适度借入外债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加快经济发

展。但是，如果借款超出了偿还能力，导致债务危机，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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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指外国资本以获得长期利润为目的，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对另一国家

的生产部门所进行的投资。其主要形式有： 
1．购买外国企业的全部股份 
2．建立独资子公司 
3．投入资本或技术与当地投资人建立合资企业或合营企业 
4．对外国企业贷款以取得经营管理权。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第二节  内向型发展战略 

一、进口替代战略 

内向型发展战略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初级内向，指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以传统农业经为

主，不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另一类是次级内向，通常称为进口替代，指利用

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发展国内消费品生产来取代进口。 

二、对出口和增长的影响（负面） 

（一）进口替代工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 
（二）由于进口替代工业不能摆脱对国外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其他投入的依赖，所以，进口

替代工业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这些投入。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口替代产品生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工业发展。 
（四）提供就业机会有限 

第三节  外向型发展战略 

一、出口替代战略 

“出口替代”一词 早是由拉尼斯提出来的，意指发展中国家利用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作为主

要的出口商品，以次加强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故又称为出口导向战略。   所
谓外向型发展战略，指的是以出口来带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

始，拉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利弊 

积极作用： 
（一）能够更多的利用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克服外汇短缺现象。 
（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掌握技术，了解新知识、新信息，增强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竞争意

识，这些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消极作用： 
（一）容易使一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出口比重越大依赖性越强。 
（二）外向发展战略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 
（三）由于出口替代工业也需要一定的保护措施，容易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加大政府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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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其他部门的发展。 
（四）出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三、内向型战略与外向型战略的比较 

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采取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发展战略，这取决于一国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和

具体政策的实施程度，不能简单的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 

第四节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 
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两缺口模型  外国直接投资  进口替代战略  出口替代战略 
2．怎样认识和评价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 
3．内向发展战略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 
4．如何看待内向与外向发展战略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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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增长与分配战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掌握增长与分配的相互关系，了解 70 年代之后发展中国

家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以及解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如何协调，如何兼顾公平与

效率的发展战略。 
课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增长与分配理论 

一、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 

（一）倒“U”型轨迹形成的原因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这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因素。一是储蓄和积累在少数高收入

阶层的集中。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即农村与城市收入

分配差距拉大，使经济中的不平等的范围扩大。 
同时他认为，还存在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逐步缓和的趋势，原因： 
1．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 
2．人口变动因素 
3．产业结构调整因素 
（二）对倒“U”形理论的不同看法 

二、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 

库兹涅茨通过对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分配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发

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不均等的结论。 
（一）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必须正并正确处理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节  增长与分配战略 

一、先增长后分配战略 

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存在一种“滴落效应”，意思是经济增长的果实可以滴落给穷

人。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先增长，后分配”。据说，这正是发达国家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提高资本的积累率，从而有利于经济的

增长。而经济增长 终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得到改善。 

二、先分配后增长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实现分配在增长的战略。根据经济体制和

资源配置机制的差别，实行先分配后增长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前苏联传

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另一类是采取东亚模式即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先分配后增长战略是把平等分配作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主要理论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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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平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储蓄水平的提高是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 

三、边增长边分配战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银行资助了一系列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

项目。边增长边分配或“在增长中再分配”战略在钱纳里等人提供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他

的主要思路是：政府通过政策调节，使经济增长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并为他们

利用这些机会提供资源条件。 
（一）增长与分配目标相结合的社会福利标准 
（二）边增长边分配模型的基本结构 
（三）边增长边分配战略与政策选择 

四、满足基本需求战略 

满足基本需求战略是基于人们希望快速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条件的愿望制定出来的。这一发

展战略的核心是：强调穷人有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权利，政府应该努力保障穷人的这些权利。 
满足基本需要战略主张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卫生保健、饮用水供给系统这样一些公共服务

事业和向穷人提供含有人体所必需营养的食品。 

第三节  中国的增长与分配战略 

一、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战略 
二、改革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战略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倒“U”形假说  先增长后分配  先分配后增长  边增长边分配 
2．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3．试比较不同的增长与分配战略的利弊。 
4．应该怎样看待库兹涅茨的倒“U”形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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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篇 

第十五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这些基本问题入手分析，进而讨论制

度、制度变迁对经发展的影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作用于分工和交易的水平有密切关

系。来分析制度这个变量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课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专业化和分工 

一、专业化和分工的概念及分类 

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不同职能或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

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分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

的操作分开进行。 
通常所说的分工和专业化，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或状态。二是指分工和专

业化的趋向或过程。 
显然，分工和专业化不仅具有技术性，而且还具有制度属性。 

二、分工和专业化的收益 

（一）分工与比较优势 
是什么决定了比较优势呢？ 
1．自然禀赋 
2．取得的禀赋 
3．优越的知识 
4．专业化 
（二）分工与知识积累 
在终极意义上，知识是一切经济价值、增长和战略优势的源泉。可以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就是

一个累积性的知识增长过程。 

第二节  交易和交易成本 

一、交易与分工 

（一）交易的概念 
交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 
买卖的交易是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易 
管理与限额的交易则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管理的交易里面，上几十个人或少数人组成的特

权组织，上级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在限额交易里面，上级是一个集体或者他的正式代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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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理事会、立法机关、法院、政府等。 
（二）分工与交易 
分工与交易是经济活动中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分工的发展必定伴随着交

易的扩大。另一方面，交易也只有在分工发达时才有可能扩大。 

二、交易的收益与成本 

（一）交易的收益 
交易是分工的协调方式。如果说分工的收益在于它能够利用（外生的）和创造（内生的）比较

优势，交易的收益就是实现分工的收益。 交易无非两大类：通过市场的交易和组织内部的交易 
（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可以定义如下：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借助物品和劳务的让渡实现权力让渡过程中

所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谈判、签订、监督执行和维护交易契约的费用。 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分

析的的基础， 在人类行为动机方面，交易成本分析假定人类有投机取巧的倾向。 
（三）交易成本与制度 
要保证交易的发生乃至扩大，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有两条途径：一是减少交

易；另一种是建立适当的制度，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  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制度的含义 

按诺思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设计的，决定人际互动

结构的约束”。 
制度包括正是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一系列规则，如政治规则、经

济规则和契约等。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二、制度变迁 

（一）制度与组织 
组织是由缔造者创造出来的，实现财富、收入 大化或其他目标的有目的的实体。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 
稳定性是制度的特征之一。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 主要的源泉。偏好或口味的变化是制

度变迁的另一源泉。 
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粗线条的描述如下：一种相对价格变化使交换（不论是政治交换还是经济

交换）中的一方或者双方认为改变协议或者契约会改善其处境，这时，重新对契约进行谈判的企图

就会出现。然而，因为契约位于规则的等级结构之中，不重构较高层次的规则（或破坏某些行为规

范），重新谈判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改变其讨价还价地位的一方或双方可能会投

入资源，努力重构较高层次的规则。 
（三）制度变迁的途径依赖 
途径依赖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有效的“解”并不总是能够胜出，偶然因素可能对一个过程的

早期阶段造成干扰，改变其进程。（比如“愧尔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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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制度与资源配置 
与资源配置关系 为密切的制度是产权制度。产权可以定义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

源的权利。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  收益权  转让权。 
可分解性是产权的一个重要性质。产权可以分解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力

又可以进行具体的、更细致的分割。产权的可分解性增加了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效率。 
资源稀缺性的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出现的基本原因。可以说：当资源稀

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时，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

的不同。 
（二）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定

理。可以表述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产权充分界定并可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不会引起资源的

不当配置。当事人——外部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

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的两个主要论点：一是损害的相互性质。二是经由市场交易可使权利得到重新安排而

达到受益 大化。 
在产权初始界定的层次上，产权成本包括了两类：排他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 
（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交易  制度  途径依赖  产权  科斯定理 
2．什么是专业化？什么是分工？ 
3．什么是交易成本？为什么会出现交易成本？ 
4．为什么说“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 
5．概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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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市场与政府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让学生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

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有许多问题它不能很好的或者就更本不能解决，市场的局限性为政府的作

用提供了依据。然而，为市场运行提供条件、校正市场缺陷的政府也会损害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

还有其他方面的代价。 
课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市场与经济发展 

一、市场及其效率 

（一）市场过程 
市场运行的制度前提：分立的产权。只有当产权分属于不同的个人或团体时，人们才有必要也

有可能走到商业谈判桌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二）市场效率 
可以从静态效率（指资源使用净收益的 大化）和动态效率（如果资源在未来各时点分配的全

部净收益的现值达到 大化，我们就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动态效率）。 
（三）市场的其他优点 
1．调节的灵活性和自动性 
2．激励创新，促进增长 
3．相对价格反映相对成本 
4．对非均衡的自我纠正 
5．分散权力 

二、经济发展与市场成长 

所谓市场成长，是指市场作为制度、组织的发育过程。他具体表现为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主

体的进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 

第二节  市场的局限性 

一、市场失效 

狭义的市场失效是指市场运行的结果未能满足帕累托 优条件，造成效率损失的状况；广义的

市场失效除狭义的内容以外，还包括市场在解决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一）效率损失 
有四种因素可以造成效率损失，他们分别是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 
（二）市场与社会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限度不仅仅在于市场失效，市场成长不足是更重要的问题。 
1．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呈现破碎状态，交易范围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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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个人和企业对价格信号反应迟钝，资源流动不畅。 
3．市场体系不健全。 
发展中国家市场成长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立产权的缺位。 

第三节  政府的作用 

一、政府的作用及形式 

（一）监管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 
1982 年，查尔默斯·约翰逊在其著名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了“监管型国家”

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监管型国家或市场理性国家关心的是经济竞争的形势和秩序

—或者说规则，而不关心内容……相反，发展型国家或计划理性国家的主要特征，正是要制定此类

实质性的和经济目标。” 
约翰逊认为美国是监管型国家的代表，而日本则是发展型国家的典型。监管型国家和发展型国

家可以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和作用形势的差异。在发达国家，政府关心的问题是“市

场是否有效”，在发展中国家，除去“市场是否有效”的问题之外，政府还要关心“市场是否存在，

是否成长到了足够的水平”。 
（二）政府与市场失效 
市场失效界定了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校正市场。 
（三）政府与市场成长不足 
（四）政府政策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政府的一切政策都与经济发展有关，其中与经济发展目标关系 为密切的

政策工具主要有，发展战略、发展计划、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

策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 

二、政府失效 

（一）政府失效的原因和形式 
政府失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不是万能的，在许多事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

方面的原因与政府的行为目标有关。 
政府失效的主要表现包括： 
1．没有能力实现其政策目标。 
2．反生产性—干预产生的与意愿相反的结果。 
3．不受人喜欢的“负效应”，一种干预带来了所盼望的结果，但同时不受人喜欢的结果也一

起出现了。 
4．各种干预之间存在着冲突。 
5．干预成本过高。 
（二）超越涅磐谬误—在晚上的现实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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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一、传统经济体制的特征 

从 1958 年起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的特征有以下几

点： 
（一）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相对自主权。 
（二）经济的自给自足倾向 
（三）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政府组织结构方面的特征 

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三、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质量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市场效率、市场失效、市场成长不足、产业政策 
2．概述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4．为什么会出现“政府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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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编号： 406010442 
英文名称：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 
授课对象： 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开课单位： 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教师姓名： 李超 
周 学 时： 2 
总 学 时： 36 
学    分： 2 
课程简介： 人口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关注改革与民生，以人口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

象，分析人口生产、再生产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本课

程以近、现代西方人口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导线，推本溯源，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主要

介绍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适度人口经济论、人口投资和人力资本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老龄

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专题。采用多媒体演示、小组讨论等互动教学方法。 
教    材： 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书： 
1．[美]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

年版。 
2．杨云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3．李竟能：《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5．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6．何清琏：《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7．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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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与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从总体上了解与掌握人口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及趋势，并重点结

合人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重在激发学生对于本

课程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 
学时分配：3 

一、人口问题的本质：发展问题 

（一）什么是人口问题？ 
1．人口变量的变化所引发的人口系统内部失衡 
（1）人口数量：人口过剩——压力问题；人口不足——活力问题 
（2）人口质量：人力资源、人力资本 
（3）人口结构： 
A．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与就业 
B．人口性别结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 
（4）人口分布/人口迁移：城市化与非农化 
2．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互动中的矛盾冲突 
（1）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迄今为止，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五个领域 
（2）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A．对现行人口政策调整与否的讨论； 
B．就业压力与就业战略选择； 
C．人口城市化提速与城市化方针； 
D．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 
E．出生性别比升高与谋求人口性别平衡； 
F．提高人口质量与科教兴国战略； 
G．增加西部人力资本积累； 
H．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G．等等 
（3）积极人口观 
A．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

越难回避。 
B．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偏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

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C． 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

概念。 
（二）如何理解“发展”？ 
1．增长与发展的区别 
2．发展的主旨 
3．发展的形态 
4．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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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1．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2．人口——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资源——总体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前提 
4．环境——总体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 
5．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总体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 

二、课程主要讲授内容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说 
1．概述 
2．微观人口经济学 
2．1 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分析 
2．2 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 
2．3 对孩子的需求 
2．4 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3．宏观人口经济学 
3．1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3．2 人口投资理论 
3．3 人口迁移理论 
3．4 人口城市化理论 
3．5 人口转变理论 
3．6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二）专题研究 
1．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2．老龄化问题：人道主义方面和发展方面 
3．城市化问题：人口迁移、新农村？ 
4．女性人口研究 
5．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人口问题的本质？ 
2．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 
3．请归纳一下我国现存的人口问题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李竟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人口经济学 

 1897

第二章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

的人口经济学流派及学说思想，奠定本门课程的整体学术地位。 
学时分配：3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 

（一）西方人口经济学以人口学和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一门新兴的交

叉学科、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 
（二）研究对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 
（三）定义：研究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之间存在着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参

见大渊宽：《经济人口学》日文版） 

二、从人口数量经济理论到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一）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1．保泰罗（意大利）：第一位论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者。代表作：《城市论》和《国家论》，

把人口视为国家的财富。 
2．重商主义：从流通领域考察人口经济关系；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源泉；人口增长在先，

财富增加在后 
3．重农主义：从生产领域分析人口经济关系；只有农业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财富增加在先，

人口增长在后 
4．古典经济学：从生产领域考察人口经济关系；把创造财富的劳动普遍化 
5．马尔萨斯（英国）：《人口原理》，人口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6．适度人口理论：坎南、威克塞尔、索维 
7．长期停滞理论：凯恩斯、汉森 
8．人口——起飞理论：莱宾斯坦“临界 小努力”命题；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9、悲观/乐观人口经济理论 
（二）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1．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其人口的自然数量（即人口的数量），

而在于人口的社会数量（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如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 
2．亚当·斯密：《国富论》；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中包括“社会上一

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其“有用才能”即劳动者素质 
3．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 
4．“新增长”理论：卢卡斯、罗默尔 
（三）人口经济理论演进的特点 
1．研究内容与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紧密相关 
2．研究领域日趋宽泛 
3．研究视野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 
4．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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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经济学与经济人口学 

（一）人口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1．公式：人口——经济——人口经济学 
2．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 
（二）经济人口学（Economic-Demography） 
1．公式：经济——人口——经济人口学 
2．从经济出发，考察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 
（三）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相互依存关系具有： 
1．客观性 
2．相对独立性 
3．交叉性和不可分割性 
4．相对长期性 
5．广泛性 
6．相互适应性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简介 
1．1798 年，匿名发表了《论影响于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并论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

家的推测》，即简称为《人口原理》的第一版。 
2．1803 年，用真名发表了《人口原理》第二版，更名为《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于人类幸福的过

去和现在的考察，附预测将来关于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的弊端的研究》。 
3．1806 年、1807 年、1817 年先后出了第三、四、五版。1826 年出了第六版，这是马尔萨斯

亲自修改的 后一版。 
4．第一版和第二版有较大变化，其他各版也有些差异，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言，和第一版没有

根本的不同。 
（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1．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

现状。 
2．两个级数：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 
3．三个命题：1．“制约原理”。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2．“增殖原理”。生

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3．“均衡原理”。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压，致使

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4．两种抑制：1．积极抑制。指通过贫穷、饥饿、瘟疫、罪恶、灾荒、战争等手段去妨碍人口

增加；2．预防抑制（又称道德抑制）。指通过禁欲（不结婚）、晚婚、不生育等预防人口增加。 
5．四个结论：1．“人口法则”是永恒的绝对法则，适用于一切社会；2．“人口法则”的作

用造成失业、贫困、甚至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实行“济贫法”是错误的；3．“人口法则”的

作用把工人工资压到 低水平；4．“人口法则”使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

的社会改革趋于失败。 
（三）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 
1．19 世纪 70 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继承了其衣钵，仍然坚持认为过剩人口和贫困的产生

是人口自身增殖造成的，只不过在对待“预防抑制”方面，提出通过避孕等节制生育手段来达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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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具进步意义。 
2．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其理论本质仍然是马

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认为不仅贫困、战争等传统问题是人口激增所致，而且环境污染、资源

耗竭、能源危机等现代问题的原因也在于“人口爆炸”，主张将人口问题作为世界头等问题对待。 
（四）马尔萨斯主义——评价 
1．马尔萨斯“两种抑制”观点的立论 
2．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理性、体制与政府对抑制人口的作用 
3．“人口陷阱”及其解脱：在巨大的人口增殖力下，人类始终处于贫困线上，无法摆脱的一

种人口与经济的恶性循环。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2．请判断：对于人口质量问题和数量问题的研究，哪个更重要？ 

拓展阅读书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2．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查瑞传：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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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微观人口经济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人口经济学的微观理论知识，主要包括对家庭规模、

生育行为、子女数量等方面展开分析，重点介绍了生育的成本与效用分析（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和孩子数量质量相互替代理论）、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以及财富流理论等，使学生掌握运用微

观经济学方法解释诸如家庭行为的人口经济学问题。 
学时分配：9 

第一节  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理论 

一、人口、生育与发展 

（一）为什么要了解生育？ 
（二）人口平衡公式：P=B-D+I-E 

二、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 

（一）孩子：耐用消费品、家庭生产的家庭品（family goods），而不去市场“购买”（market 
goods）。 

反映“生育偏好”的维度：数量偏好、质量偏好、性别偏好和时间偏好 
（二）家庭：指以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为纽带，居住在一定面积住宅内的人们组成的人口再

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单位。 
1．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又称新家庭经济学）分析的“家庭”是指“平均家庭”，中产阶级

家庭。 
2．家庭：生产决策单位，如同厂商一样，要配置稀缺资源。 
3．分类：单个人家庭、核心家庭和联合家庭 
4．家庭内成年男女的劳动分工 

三、界定几个概念 

（一）家庭收入：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二）孩子的价值：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从父母的心理或欲望出发进行分析） 
（三）生育的成本与效用 
（四）边际孩子的效用 

第二节  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一）简介 
1．哈威·莱宾斯坦（美国）：首先提出边际孩子效用分析模型；代表作：《经济落后与经济发

展》（1957）、《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73）。 
2．研究目的：解释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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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子的成本与效用 
1．孩子的成本： 
2．直接成本； 
B．间接成本（机会成本） 
2．孩子的效用： 
消费效用； 
B．收入效用； 
C．老年保障效用； 
D．经济风险效用； 
E．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 
F．扩展家庭的效用 
（三）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影响 
1．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同人均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 
2．抚养孩子的成本与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3．孩子的效用：总体上说，新增孩子的效用是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下降的，即边际孩子的

效用是递减的。 
（四）生育的经济决策 
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和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1．除了孩子的消费效用以外，孩子的其他效用下降； 
2．花费在地位商品上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会增大； 
3．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增大，尤其是以母亲损失的收入和时间来估算的机会成本

更大。 
所以，边际孩子的成本增加，效用却下降，意愿生育率下降。 

二、孩子数量质量相互替代理论 

（一）简介 
1．加里·S·贝克尔（美国）：《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运用消费者需求理论分析家庭的人口生

育行为 
2．T·保罗·舒尔茨（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庭成员的劳动——闲暇选择 
（二）机会成本和时间的影子价格 
1．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把一定资源（如时间）用于从事某一活动而放弃的另一活动

所带来的收益。 
2．时间的影子价格（the shadow price of time）指一个人正值劳动力年龄但又未就业，如果他

将劳动力投入市场，他将要获得的市场工资率。 
3．孩子的净成本和效用 大化 
孩子的净成本： 
>0，耐用消费品，获得心理收益或效用； 
<0，耐用生产品，获得现金收入。 
4．偏好： 
对孩子质量的偏好>对孩子数量的偏好 
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三）育龄妇女生育子女人数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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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克尔：为了说明在完全没有控制生育措施的条件下，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人数，假设 

n 表示每一个妇女终生平均有的存活子女人数 

E 表示妇女终生拥有的生育能力的时间 
C 表示平均怀孕时间 
S 表示一个活产婴儿出生之后和哺育时间到下一次怀孕之间的平均不育间隔时间 
公式：n=E/（C+S） 
2．影响孩子数量的相对价格的因素 
（1）孩子为家庭提供的收益； 
（2）抚养孩子的市场商品的价格； 
（3）给抚养孩子的母亲提供津贴； 
（4）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 
（四）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1．孩子的质量（quality of children）：身体健康+智力水平，不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是资源

密集型（resource intensity） 的家庭品。 
2．孩子的数量成本（固定成本） 
3．孩子的质量成本（可变成本） 
4．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替代关系 
5．家庭收入变动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影响 
（1）用人口出生率的变动，代表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2）用受教育人数，表示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变动。 
（3）在经济发达和较发达的条件下，家庭人口数量增长同家庭收入会成负相关关系，而人口

质量提高同家庭收入是正相关关系。 

第三节  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一、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的一般概念 

（一）简介 
1．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 A · Easterlin，美国）：提出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2．代表作：《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 
（二）概念 
1．再生产潜力（reproductive potential）是指 1000 名已婚妇女在其再生产年龄（育龄）期间处

于 有利条件下所生育孩子的人数。一般指 15 岁到 44 岁区间。 
2．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是指每 1000 名已婚妇女在育龄期间，若不存在有意识的节育

条件下所生育孩子的人数。 
3．实际生育率（actual fertility）是指每 1000 名已婚妇女在育龄期间在有意识的节育条件下实

际生育孩子的人数。 
4．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是假设一群妇女在整个育龄期内无一死亡，每 1000 名已婚妇女

将会生育的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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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建立的理论背景 

着眼点在于世界性生育率革命和人口转变。不仅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长期下降的事实，

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及其原因。 
（一）理论创新： 
1．生育率革命是人口转变的实质； 
2．生育率革命应称做社会变迁理论，或者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 
3．提出“生育率调节模式”的转变——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二）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1．孩子的需求（the demand for children）：Ca 
2．孩子的供给（the supply of children） ：Cn 
3．节育成本（the cost of fertility regulation）：Rc 精神成本（psychic costs）和经济成本（market 

costs） 
（三）模型强调三方面的选择与平衡关系： 
1．Ca 和 Cn 之间； 
2．夫妇的生育控制动机与生育控制成本之间； 
3．自然生育率与有意识地控制生育之间。 

三、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分析 

（一）模型介绍 
1．孩子供给与对孩子需求之间的比较决定着“生育控制动机”。 
（1）当 Cn<Ca 时，即孩子供给小于对孩子的需求时，不存在“生育控制动机”； 
（2）当 Cn>Ca 时，即孩子供给大于对孩子的需求时，一定会有“生育控制动机”； 
2．“生育控制动机”仅是控制生育的要求，但能否真正实现生育控制，还要受到控制生育成

本高低的制约。 
3．只有在控制生育的成本低的情况下，才可能降低生育率。 
（二）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1．生育率革命及其原因 
2．人口转变理论（联合国，1990） 
（1）初始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不到 45 岁，总和生育率为 6-8 或更高，

人口缓慢而波动地增长。 
（2）第二阶段：死亡率水平下降，而生育率仍维持在高水平上一段时期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

平均预期寿命 45-55 岁，总和生育率为 4.5-6。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人口规模迅速增大。 
（3）第三阶段：在死亡率继续下降的基础上生育率水平明显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为 55-65 岁，

总和生育率为 3-4.5，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4）第四阶段：低死亡率与较低的、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高于 65 岁，总和生育

率低于 3，人口增长率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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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富流理论（the Wealth Flows Theory） 

一、财富流理论介绍 

（一）提出者 
财富流理论是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卡德威尔（J.C.Caldwell）在 1976 年发表的《人口转变论新议》

里提出。 
（二）观点 
1．反对把人口转变、生育率转变看作经济变动的产物， 
2．认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革命，特别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 
3．进一步说，是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是财富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的

净差额。而这种家庭关系的革命则是社会变动的产物。 
4．在人口转变之前的社会里，代际之间财富的净流动是从孩子向上流向父母，因此生育是一

种使父母收大于支、可以获取净财富的家庭行为，在净财富的诱导下，高生育和大家庭成为主导性

的生育模式。 
5．在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中，净财富流向发生了根本逆转，生育成为一种支大于收、必须承担

净成本的家庭活动，生育模式由此发生转变。 
6．财富流向上流，是赡养型代际关系； 
7．财富流向下流，是抚养型、互换型、隔离型代际关系。 
（三）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 
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1．终极价值的需求 
2．继嗣需求（传宗接代） 
3．情感需求 
4．续梦需求（光宗耀祖） 
5．社会需求（势力需求、评价需求） 
6．经济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养老的需求）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生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2．辨析：先“治贫”，后“治愚”？先“治愚”，后“治贫”？ 

拓展阅读书目 

1．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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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宏观人口经济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人口经济学的宏观理论知识，主要包括经济适度人口

理论、人口迁移理论、人口投资理论、贫困人口理论、老龄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内容，

使学生掌握运用人口经济学方法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学时分配：21 

第一节  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一、西方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一）提出者 
1．首先提出“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Knut 

Wecksell），在 1910 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出了

“适度人口”的概念。 
2．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是系统建立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代表人物。 
（二）观点 
1．威克塞尔（Knut Wecksell）：探讨了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工农业生产供养人口的能

力和达到适度人口规模的途径，主张通过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并 终走向

静态人口目标。 
2．坎南（Edwin Cannan）：以收益递减法则为理论依据，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入手，认为在

人口和土地之间不是人口越多越好，也不是土地越多越好，而是在两者的比例关系上有一点，使得

有利与不利刚好达到平衡，超过这一点，每人占有的空间和物质较少，不利就超过了有利，就打破

了这种平衡。 

二、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一）提出者 
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法国人，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和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主要代

表人物。 
（二）观点 
1．“人口学家可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索维把“适

度人口”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试图用建立现代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体系。 
2．适度人口的定义是：一个以 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 
3．这个定义提出了两个条件： 
（1）讲适度人口是在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强调了目标； 
（2）另一个是讲达到目标的“方式”，或者是达到目标的途径。 
4．分析适度人口的假设（以下因素不变）： 
（1）物质资源，既包括了过去已掌握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 
（2）技术水平，它对福利水平有很大影响。 
（3）产品的分配，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是平均分配或者假定分配比例不变。 
（4）国内经济稳定，工时不变，充分就业，没有国际贸易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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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龄构成，更一般地说来，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是一样，需求量也都相同，这就是说，人

与人之间在产量上和消费上的差别不大。 
5．达到适度人口的目标 
（1）经济目标 
A．个人福利，即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福利，以此作为确立适度人口的目标指标。 
B．福利总和，即适合于分配给全部人口的总收入。 
C．财富增加，即探讨在一个人数不断增加（或减少）的人口中，能使财富增加得 快的人口

数量应该是多少。 
D．就业，即使适龄人口充分就业的人口数量是多少。 
（2）军事目标 
E．实力，即各种能用于集体目标的手段。 
（3）社会目标 
F．健康长寿 
G．寿命总和，即人口数与人口平均寿命的乘积。 
H．文化知识 
I．居民人数 
（三）静态经济适度人口 
1．萨缪尔森：经济适度人口是指按人均收入达到 大值时的人口规模。 
2．静态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在其他条件均相同时，在一定时点的特殊条件下，达到有关假定的

经济目标时 适宜的或 有利的人口规模。 
3．纯粹静态和比较静态 
（1）纯粹静态是指在其他条件均相同时，考察人口的一种人口学变动的经济效应。 
（2）比较静态是指上述其它因素，包括技术、资本、人口年龄构成等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发生

变化，从而用两种不同的情况去比较人口某一变动的效应。 
（四）动态经济适度人口 
1．动态经济适度人口是指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的变动对经济变量施加的影响。 
2．强调了时间段，而不是某一时点；强调了人口的变动，即人口增长或缩减。 
3．索维主要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这两个因素讨论动态经济适度人口。 
4．技术进步提高适度人口规模 
5．适度人口增长率 
（1）人口增长带来负担。所谓增长负担，是指为了确保新增人口得到如同原有人口一样的生

活水平，社会和家庭必须进行的投资；以及当人口年老退出劳动之后，必须支付的费用。 
（2）人口增长的经济效益： 
新增人口可以更充分利用物质资本存量； 
新增人口可使一部分产业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新增人口有利于更加精细的劳动分工和新产业的出现； 
新增人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五）简评 
与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相比，现代适度人口学说在理论上的进展： 
1．从静态扩大到动态 
2．从分析人口的适度规模扩大到考察适度增长率 
3．衡量人口适度规模的标准从笼统的“产业收益”推进到“人均产量”或“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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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理论的探讨？ 
2．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水平？以及如何评价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二节  人口迁移理论 

一、概述 

（一）定义 
1．迁移（migration）是人们以定居为目的跨越一定地理空间的移动现象。 
2．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社会阶层的变化：upward mobility/ downward mobility 
（二）意义 
1．人口迁移成为非农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在人口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 
2．迁移理论的多学科性 

二、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七大迁移律 

迁移是否有规律可循？ 
（一）1889 年，发表《论迁移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论文，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

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二）七大迁移律： 
1．迁移和距离；2．分阶段的迁移；3．迁移流和逆迁移流；4．在迁移偏好方面的城乡差别；

5．迁移的性别差异；6．技术发展和人口迁移；7．迁移动机。 

三、李（Everett S. Lee）的迁移规律 

1966 年，提出引起和影响迁移的因素有四个方面： 
1．与迁出地相关的因素； 
2．与迁入地相关的因素； 
3．中间障碍因素； 
4．个人因素。 

四、推力——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 

1．第一次提出推力和拉力的是赫伯尔（R·Herberle，1938）：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

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 
2．D·J·博格：推——拉力理论的发展（1959，1969）。推力因素包括：资源减少、破产、灾

难、信仰等；拉力因素包括：新闻报导、工作机会、教育、生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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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收益理论（Cost- Benefit Theory） 

1．舒尔茨（Schultz,1990）将“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

五种途径之一。 
2．个人迁移行为决策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 
3．迁移行为决策取决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是否大于迁移成本。 

六、二元经济结构模型（The Dual Economy Model） 

1．发展经济学早期在研究传统经济如何向现代经济结构过渡时，由刘易斯（W·A·Lewis，1954）
提出。 

2．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1．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

甚至为负值；农民收入仅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2．比较发达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

高、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3．在城市确定工资水平下，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农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保障。 

七、拉尼斯——费模型 

（一）费景汉、拉尼斯（Fei & Ranis，1964）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忽视了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的事实。 
（二）关注农业发展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将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

业发展联系起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

影响到农业总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工资，当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后，农业总产量会下降，

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粮食与工资上涨，农业劳动力转移受阻； 
第三阶段：传统农业已经商业化，农民工资由市场决定，其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此时，工业

部门要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 

八、预期收入理论（Expected Income Theory） 

（一）理论内容 
1．托达罗（M·P·Todaro，1969）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量农村

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即过渡城市化现象。 
2．城乡人口流动取决于两个主要变量：1．城乡实际收入差距；2．迁入城市后能够找到工作

的概率。 
3．公式：M=h（P·Wu—Wr） 
M 表示某一时期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人数；Wu 为城市实际收入；Wr 为乡村收入；h 为

潜在移居者的反映率；P·Wu 表示预期的城市工资。 
4．潜在迁移者的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越大，迁移动机越强，迁移人口越多。 
5．如果城市的预期收入超过乡村的收入，乡村－－城市的流动就会继续，当人口流动迫使城

市工资下降，或迫使城市失业率上升，使得城市的预期收入等于乡村收入，流动就会停止。当乡村

收入大于城市的预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力流回乡村。 
6．中国陷入了“托达罗困境” 
（二）托达罗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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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发展中国家非现代化经济结构的关键，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创造一

个城乡经济机会适当平衡的局面，缩小城乡就业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改善城乡两方面的失业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主要应该使农村部门综合发展，在农村普及小型工业和使经济活动和社会投

资面向农村。” 
2．我国在苏南地区从 80 年代开始的城市化，首先是在农村发展小城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

劳动力也首先进入小城镇。 

九、迁移效应 

（一）迁移的人口学效应: 
（二）迁移的社会效应： 
1．正效应； 
2．负效应，如就业与贫困问题、犯罪与道德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交通、居住条件等其他

问题 
（三）迁移的经济效应 

十、城镇化与城市化 

（一）城市化及其机制 
1．产业结构转换：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1）工业化前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三产业为适应工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

是工业化的陪衬和补充力量。 
（2）后工业社会里，第三产业尤其是新型的、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城市

化的主导产业和发展后劲所在。 
2．经济要素流动和集聚：城市化的实现机制 
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对城市化的作用及影响强弱程度是不同的。 
（1）城市化较低水平时，城镇净迁入人口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2）城市化中等水平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是主要来源； 
（3）城市化较高水平时，城镇净迁入人口再次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3．制度安排与变迁：城市化的推阻机制 
（1）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 
（2）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工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非农化； 
（3）通过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要素流

入拉力形成合力； 
（4）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建设的制度安排，满足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现实需要和不

断增长的需要。 
（二）农村城镇化 
中国城市化的五阶段： 
1．1949 到 1957 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 
2．1958 至 1960 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 
3．1961 到 1965 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 
4．1966 至 1977 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 
5．1978 年至今是农村体制改革初期的高速城市化阶段与城市化稳步发展阶段。 
（三）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道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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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散型的人口城市化模式（中小城镇发展道路模式） 
2．集中型的人口城市化模式 
（四）城镇城市化 
1．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量和质 
（1）量的指标：城市人口比重 
（2）质的指标（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如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现代化及

市场意识等。 
2．城市的功能 
（1）马克思、恩格斯：“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例如乡村变为城市……

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

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2）美国城市地理学家 Friedmann 认为：城市是“革新的中心地”、“发展机遇的环境”。 
（3）发展极理论——佩鲁：把城市看作是区域发展的发展极。 
（五）城市现代化 
1．城市化“化”出了八种“盲目症”： 
（1）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国际化大都市、CBD ） 
（2）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土地调控政策与城市人口规模相挂钩 ） 
（3）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条件不同） 
（4）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 ） 
（5）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取消自行车道 ） 
（6）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奔波于开发区和居住区，造成一种“钟摆效应”，产生用能、

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 
（7）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把山推平 ） 
（8）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一届政府一张规划” ） 
2．问题带来三大损失： 
（1）资源的巨大浪费； 
（2）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 
（3）由此造成的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竞争力的丧失。 
3．城市化的历史 
（1）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同农业分离后，就出现了城市。 
（2）产业革命以前，全球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仍很低，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还分散在广大农村

地区。 
（3）18 世纪，产业革命促使机器工业发展，而工业是集中性产业，因而促使人口愈益集中。 
（4）进入 19 世纪，城市发展明显加快。 
（5）目前，几乎城市人口的全部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里。 
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原因不同 
（1）在发达国家，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文化教育、服务等行业的迅速发

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而靠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又满足不了，于是吸引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2）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太快，发展缓慢的农村经济容纳不了更

多的劳动力，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寻求生计。 
（3）联合国对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4 的国家和地区对其人口分布感到不满

意，110 个想要减缓或改变现在的趋势，大多数对城市化的加快感到忧虑。对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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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政策和行动，可是城市仍在继续扩大。 
（六）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和就业方式研究 
1．“现有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重点： 
（1）有关流动儿童基本生存状况的研究，如“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2003）； 
（2）局部地区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状况的调查，如“北京市流动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状况调查

报告”（2001）、“未成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特征及其管理对策研究：来自厦门特区的调查报告”

（1998）等； 
（3）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如“在京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2002）等； 
（4）探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的原因，如“论转型时期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

（2001）等； 
（5）对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教育问题的对策。 
2．“流动人口子女”界定 
（1）“流动人口子女”界定为流动人口所生养的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儿童。 
（2）按照儿童是否与父母随迁，本课题又将其分为“流动（随迁）儿童”和“留守儿童”两

部分。 
（3）“流动人口子女”按年龄划分，包括了 0-5/6 岁组（学龄前）、6/7-11/12 岁组（小学段）、

12/13-14/15 岁组（初中段）和 15/16-18 岁组（义务教育后阶段）等四类。 
3．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1）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缺乏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情况，缺少流动人口子女学

前教育、失学、辍学流动儿童去向、大龄流动儿童继续教育和就业状况资料。 
（2）在研究深度上，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可获得的教育和就业资源状况不详，关于流动人口子

女获得的教育与未来就业，阶层流动之间深层次的关系研究不够。 
（3）研究方法有待改进：由于流动人口家庭和子女的流动性大，目前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调

查多为典型抽样问卷调查，该方法所获得的结论既难推广，更难深入，有待改进。 
（4）对国际资料文献的研究不够。 
4．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就

业率较高。表现在： 
（1）失学率较高，不同年龄段呈现不同特点； 
（2）流动人口子女的在学情况因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流入城市的时间、流入地城市规模、

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等存在明显差异； 
（3）在学儿童的“流动频繁”、“超龄”问题严重； 
（4）不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突出。15/16-18 岁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较差，就业率较高，就

业条件较差； 
（5）残疾流动儿童、赤贫家庭儿童等更容易遭受歧视。 
5．解决途径：制度创新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包括： 
（1）合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投入多元化； 
（2）建立网络化管理机制及相应激励机制； 
（3）民工子弟学校走正轨化、集团化之路； 
（4）加快建立城市农民工子女职业教育体系； 
（5）加强社会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文化整合，防止边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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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我国小城镇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 
2．如何评价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足、过度还是滞后？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三节  人口投资理论 

一、理论简介 

1．提出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人力资本之父” 
2．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对农业发展潜力的分析是根据一种均衡观点。它

用传统生产方法与现有更有效的方法之间的差距，创造了动态发展必须的条件。舒尔茨用这个观点，

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政策和他们对农业的忽视，提出了详细的批判。舒尔茨是把教育投资如何能

影响农业以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分析系统化的第一人。” 

二、人口投资 

（一）概念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的、如同物质资本一样

具有增值能力的劳动能力。 
（二）分类 
1．宏观人口投资和微观人口投资 
2．人口数量投资和人口质量投资 
（三）人口投资的性质：生产性投资，而非纯粹消费性支出 
（四）西方人口投资学说产生的条件：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 

三、人口投资的转化 

（一）人口投资转化的形式： 
1．健康资本存量；2．知识存量；3．就业资本存量 
（二）人口投资转化的特点： 
1．投资流量转化为资本存量的过程； 
2．体现在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3．难于确定投资回收期。 
（三）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劳动力人口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劳动力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人口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溢出效应） 
（四）人口投资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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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益者与投资者的非一致性； 
2．收益取得的迟效性与长期性； 
3．不同内容投资的收益差异性； 
4．收益的多量性； 
5．收益的多方面性。 

四、人力资本投资 

（一）人力投资的主体与观念 
1．国家：综合效益 
2．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益 
3．个人：人生发展的效益 
（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1．生理性的消费支出 
2．医疗和保健投资 
3．正规教育投资 
4．在职培训投资 
5．就业导向型迁移投资 
6．市场价格与收入信息搜寻成本 
7．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三）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 
1．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特征： 
（1）既是消费行为，又是投资行为； 
（2）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都涉及公共领域，会产生企业或政府的第三方投资问题； 
（3）投资成本都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成本组成； 
（4）具有投资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 
2．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联系与差异 
（1）内在联系 
A．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问题 
B．教育水平与健康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C．健康水平与教育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D．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联系 
（2）差异 
A．健康投资的不确定性 
B．健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C．健康测量 

五、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 

（一）教育培训的需求 
1．教育需求是指政府、企业和家庭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教育需求的特点： 
（1）需求者要支付市场价格和机会成本； 
（2）是延期消费或未来教育效用的预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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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需求者与教育效用消费者可能发生分离。 
3．不同主体对教育的需求行为 
（1）政府对教育的需求取决于： 
（2）企业对教育需求取决于： 
（3）家庭或个人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 
（二）教育培训的供给 
1．教育培训供给是指在现有市场价格条件下，教育投资者愿意提供的教育机会。 
2．教育供给的来源：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民间集资办学、私立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

教育机会。 
（三）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 
1．我国是世界上人口 多、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国家，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 
2．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

个瓶颈。 
3．在制约国家发展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三大战略资源中，我国前两项资源相

对不足，仅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把潜在优势变为巨大的现实优势。 
（四）19 世纪以来，现代化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的成功范例 
1．1871-1913 年间的美国追赶英国，既包括经济总量的赶超，也包括以人均教育年限和毛入学

率为综合指标的人力资源的加速积累； 
2．1953-1992 年间的日本追赶美国。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 成功的追赶国家，其间不仅人

均 GDP 增长速度创世界纪录，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也大大缩小； 
3．韩国追赶西欧国家。自 1965 年以来，韩国之所以能在相当长时间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中、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及人力资源水平的快速提升。 
（五）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现状同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1．教育的总体供给能力不足。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2．结构失衡。劳动人口文化素质过低，不同产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低下，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

适应。 
3．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学制缺乏弹性；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办

学体制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 
4．机制不活。政府在教育管理中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评价我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2．如何看待我国的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问题？ 
3．如何评价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与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教育的平等与效率问题？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刘家强：《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美]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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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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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贫困人口问题 

一、贫困的界定及标准 

（一）贫困的界定 
1．荀子：“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之者穷。” 
2．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贫困是指穷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的特征是不能实现一

系列基本或 低的需要。这至少应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贫困概念仅仅是指穷人而不论非穷人的生活状态如何； 
二是贫困概念不只限于生物法的界定（指总收入不足以满足维持身体效能的 低需要），基本

需要不仅包括热量和蛋白质，而且包括住房、就学和医院病床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3．2000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进攻）》：贫困不仅是指收入和消费的低水平，

也是指在教育、健康、营养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方面所处的低水平。 
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写的《人类发展报告 1997》提出的关于贫困的概念是人文

贫困（Human Poverty），其含义包括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

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5．贫困不仅包括低收入、生活条件差、生产难以维持的经济概念，还包括预期寿命、文化程

度，以及安全感、正义、公平等关乎生活质量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与心理概念。 
贫困本质上就是一个人或家庭缺少能力满足其需求时所处的状态。 
（二）贫困的标准 
1．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1）绝对贫困标准：贫困线=（1+h）• P • X 
X 为一揽子满足 低生活需要的商品消费清单； 
H 是对无效支出或浪费的准备，或者对未能包括在商品清单中的项目的准备； 
P 表示商品的价格 
（2）相对贫困标准：中等家庭收入的一半；依赖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 
2．收入性贫困和消费性贫困 
（1）以收入为原则衡量贫困：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倾向于相对贫困，关心的是对资源的 低

权利，至于人们如何使用收入则是个人的事情。 
（2）以支出为准则衡量贫困：体现的是实际生活，倾向于绝对贫困，关心的是人的生活标准。 

二、贫困的测量 

（一）恩格尔系数 
1．恩格尔系数是指在总的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L.E.Engel）通过长期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研究，发现食品消费在

总支出中的比率与家庭总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2．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

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30%以下则为 富裕。 
（二）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 
1．在恩格尔系数基本一致时，收入水平却相差较大。 

2．同是食品支出，内容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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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支出的含义不统一，既包括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包括非生活必需的享受资料，

恩格尔系数很难真实反映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 

三、20 世纪中国贫困人口及其变化 

（一）贫困人口的变动 
1．1978 年全国有 2．5 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农村总人口的 3%。 
2．1978-1985 年 农村体制改革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2．5 亿人下降到 1．25 亿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比例从 33%下降到 17%。贫困人口大量下降并非由于专门的扶贫政策，而是广大贫困

人口充分参与到制度变革的具体实践中，并受惠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全面增长的结果。 
3．1986-1993 年 大规模计划扶贫开发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1．25 亿人下降到 8000 万人 
第一层次：政府和社会从地理范围的角度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老、少、边、穷地区） 
第二层次：政府和社会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关注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食不果腹、衣

不避体、房不挡风雨） 
4．1994-2000 年 扶贫攻坚时期：2000 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 2500 万人，占农村人口

的比例下降到 3%以下。强调扶贫工作到村到户，要求贫困人口能够 大限度地参与扶贫各项活动

并使用扶贫资金，其中对贫困人口影响较大的是小额信贷。 
（二）贫困人口的特点 
1．农村贫困家庭：相对缺乏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文盲率高得多；主

要务农，挣工资的人较少；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少数民族更易成为贫困人口。 
2．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少；人力资本极度缺乏；70.2%依靠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的成员养

家，16.7%生活收入主要来自退休人员；少数民族更易成为贫困人口。 
3．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 
（1）就区域而言，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

在 22 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 85%。 
（2）阶层性贫困主要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由失业人员、无业人员、老人和穷人子女等

组成。1997 年按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计算，收入 高的 1/5 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 51.4%，收入

低的 1/5 人口仅占有 4.06%，二者相差 11.66 倍。 
（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3 年人类消除贫困报告 
制度创新与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 
1．城乡居民的 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必须尽快建设与完善城乡贫困指标监测管理体系，加

大 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扩大 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推进城乡基本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 
2．城镇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是一薄弱的部位，

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具有失业预防、失业补救和失业保险多元功能的失业保障制度。 
制度创新与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续） 
3．城乡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在建立医疗保险、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农村和城镇

的弱势群体。 
4．住房、教育等救助制度。应将贫困家庭住房问题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之中，着重解决城镇

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困难，以及建立国家助学贷款、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制度，解决城乡贫困家

庭教育大额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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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贫困人口问题探讨 

（一）“传统”贫困人口问题 
1．一直以来，我国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农村现象，如老、少、边、穷地区的

贫困现象。 
2．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指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以及无法定赡养人）和因意外事故、意外灾害导致贫困的人群。 
（二）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1．城市中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和半失业职工等。 
2．在城市中的“离乡不离土”的“进城农民”中，一些以打短工为生并经常处于失业状态的

农民工。 
3．在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即“离土不离乡”以及“背井离乡”的农民。 
4．社会风险因素所致产生的贫困群体，包括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和意外灾害致贫的人口。 
独生子女夭折或残疾家庭的贫困问题 
（三）新贫困人口的“新”特征： 
1．转轨性和过渡性贫困 
2．区域性和阶层性贫困 
3．长期性和复杂性贫困 
（四）新贫困人口的化解机制： 
1．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物质基础。 
2．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制度保证。 
1）城市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和半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其关键在于失业保险和 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设立和完善；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其核心在于建立适合农民工不稳定就业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 
3）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其目标在于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关键在于

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设立； 
4）社会风险因素所致产生的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

保障这部分群体权益的基础。 
3．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是消除新贫困人口的核心所在。 

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本位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 
1．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工业化初期实行的“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政策，必然要

求在工业化中后期实施“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 
2．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农业

产出效率很低。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依然存在，城市和乡

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4．从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度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积累，中央和各级政府逐渐具备

了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给予更多财力方面支持的能力。 
（二）“新农村建设”的深层矛盾剖析 
1．从问题的表象看，在农村，人多地少、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农民收入增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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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集中体现。 
2．本质上反映的却是人口与人口以及人口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 
（1）人口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农村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各项改革滞后，从而造成农村贫困。 
（2）人口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以及群群关系等，其中占首要地位的

问题是农民与干部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以中国为本位的农村现代化 
1．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农村的全面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 
2．在新农村建设的参与体系中，应准确界定“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政府”的导向作用。 
3．在建设新农村政策方面，要处理好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我国的新贫困人口问题？ 
2．如何评价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3．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南方周末（2003-1-23）A8，给时间以生命 
2．几个值得关注的网址： 
中国网：《贫困与反困》专题 http://www.china.org.cn 
《无忌论坛》一个人的城市（黑白故事））http://www.cameraunion.net/forum 
中国扶贫基金会http://www.cfpa.org.cn 
中国扶贫信息网http://www.help-poverty.org.cn 
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 

第五节  人口、环境与发展 

一、人类初始时期的朴素人口生态思想 

（一）中国儒、道哲学中的人口生态思想 
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儒家以“仁”为基点的生态伦理观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孟子：“仁民爱物” 
3．道家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二）西方早期的自然生态思想 
1．西方人比较重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2．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有等级的，那些理性较少（因而较不完满）的存在物，

是为那些理性较多（因而较完满）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植物是为了动物而存在的，禽兽是为了人

类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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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1．生态伦理学的孕育阶段（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人类中心主义 
2．生态伦理学的创立阶段（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自然中心主义 
3．生态伦理学系统发展阶段（20 世纪中叶至今）：多元化发展时期，分化出相互对立的理论

学派 

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主流 

1．以墨迪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1993） 
（1）人类考虑到他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后（比其他物种具有更高的价值），可以采取的一种合

理与必要的手段； 
（2）人类在自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3）自然物对人类具有价值； 
（4）人类具有特殊的文化、知识积累和创造能力，能认识并履行自己对自然的间接责任，有

能力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2．以澳大利亚哲学家 J.帕斯莫尔和 H.J.麦克洛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开明人类中心主义”《人

类对自然应负的职责》和《生态伦理学和政治》 
（1）人类对环境问题负有责任，主要出于对人类生存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 
（2）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 
（3）人类保护自然的出发点是出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3．以美国哲学家 B.G.诺顿为代表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界的变动性》

和《环境伦理学与弱势人类中心主义》 
（1）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是以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感觉决定行动，需要就是命令；弱势人类

中心主义是以理性意愿，即与理性世界观相吻合的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 
（2）非个人主义和延续人类的意识； 
（3）协调好个人的感性偏好、个人利益与人类种群繁衍、人类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 
4．以前苏联哲学家 A.什科连科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实践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态学•宇

航学》（1993） 
（1）不存在人与自然界的伦理学关系，而只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2）人在伦理方面的中心地位绝不意味着侵害或“压抑”自然界，相反，人作为智慧的体现

者在维护、组织和发展自然界本身方面起指导作用； 
（3）人类为了保证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进步和扩展，必须抵制和克服日益增长的自然界的反

抗。 
5．人类中心主义：小结 
（1）立论基础：“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价值论 ； 
（2）基本伦理信念：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

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对自然负有管理和指

导的责任和义务； 
（4）强调人的利益和人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摆脱自然界、对自然界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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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新潮 

（一）动物解放/动物权利主义流派 
1．以澳大利亚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主义”流派：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如果为了人类利益

而牺牲动物利益，就犯了一种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相类似的错误。 
2．以美国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主义”流派：动物也拥有与人类一样的“天赋价值”，动

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 
（二）生物中心主义流派 
1．以法国施韦兹为代表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 
（1）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 
（2）生命没有等级之分； 
（3）有界限的伦理学将必然被抛弃，无界限的伦理学必然得到承认。 
2．以美国泰勒为代表的“尊重自然界的伦理学” 
（1）呼吁“不作恶”、“不干预”、“忠诚”，宣扬“补偿正义”，并把尊重生命与保护人

类的福利结合起来； 
（2）自然界的野生生物群落值得我们给予道义上的关心和思考。 
（三）生态中心（整体）主义流派 
1．以美国利奥波德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土地伦理观将人类从土地群落征服者的地位改

变为土地群落的普遍一员，人类应该尊重其同伴及土地群落总体。 
以挪威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伦理学”： 
（1）以所有物种和自然界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2）“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它的前提是生命的平等和对

生命的尊重； 
（3）人类应该“以俭朴的方式达到富裕的目的”。 
3．以美国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学”： 
（1）新伦理学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而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

（人）的福利； 
（2）自然界承载着多种价值； 
（3）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 
（四）自然中心主义：小结 
1．主张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 
2．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 
3．强调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作用。人类的生物本性和文化本性，决定了人类既是地球生

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又是自然界有机体中的调控器官，它肩负着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协

调发展的道德代理者的职责。 
（五）对生态伦理学的评价 
1．合理性：对生态环境危机进行道德思考的新兴伦理学，对环境保护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缺陷： 
（1）人类中心主义把全人类作为一个一元化的价值主体，是一种谬误，主张以全人类的共同

利益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2）自然中心主义要求人类为了自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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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这样就陷入了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 

五、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 

（一）人口压力学说 
人口与食物竞赛论 
1946 年，皮尔逊（F.Pearson）和哈珀（F.Harper）发表了《世界的饥饿》一书，中心思想是：

人类历史是人口增长同食物供给竞争的历史，而跑在前面的始终是人口。 
2．“人口爆炸”论 
1968 年，美国学者埃利奇（Paul R.Ehr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书，认为：“人口爆炸性

的增长是数千年来 重大的事件……正如同核武器爆炸一样，如此大量的人口正在威胁着甚至要毁

灭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 
3．“人口压力”论 
1949 年，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在其著作《生存之路》中指出：人口压力已

迫使土地生产能力降低；人类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恢复并保持人口数量和土地、自然资

源之间的平衡，而防止人口过剩的基本途径则是降低出生率。 
（二）以梅多斯为代表的“增长极限”论 
将人口爆炸及资源耗竭理论发展到极致的当属“增长极限”论。 
1968 年 4 月，来自多个国家的 30 多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工业企业家和计划工作

者，应奥雷利奥•佩西博士的邀请，聚集在罗马的林西研究院，讨论——人类的困境。（罗马俱乐

部） 
1972 年 3 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L•梅多斯等人完成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提

交的第一份报告）。 
（1）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不是征服； 
（2）人与人的关系：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具

有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意识； 
（3）制定全球性战略：全球问题只有全球采取一致行动才能解决。 
（三）对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的评价 
1．实践价值： 
（1）引导各国人民去关注较为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2）考察一国、整个世界的人口经济关系，而且从供给方面去考察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

供给过多、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 
（3）控制人口增长，减少自然资源的耗费，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率，消除和防止环境污染

是有积极意义的； 
（4）不仅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的误区中走出来，还使人们从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中走出来。 
2．缺陷： 
（1）忽视了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替代； 
（2）人口压力学说把“人口压力”作为现代战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 
（3）增长极限论提出零值增长理论，主张停止技术进步，甚至提出具体的停止人口增长和工

业资本增长的时间，是不切实际的。 
（四）人口生态思想的未来取向：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1．人类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本不存在以谁为中心的问题。 
2．人类不可强迫自然改变，自然也不可能不被人类改变，人类要按照生态要求，有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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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性地调节与自然的关系，在确保生态优化的前提下改造自然。 
3．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人类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的可持续

发展。 

六、乐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 

（一）代表人物：康恩、布朗、马特尔《下一个 200 年》（1977 年版）；西蒙《人口增长经

济学》（1977 年版）；西蒙、康恩《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 年版） 
（二）乐观学派的“新视野” 
1．长期发展趋势的前景是美好的 
2．空间的扩展可望是无限的 
（三）乐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1．只有经济增长，才有技术创新和发明，社会经济才能进步； 
2．只有经济增长，才可能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3．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扩大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4．只有经济增长，才能缩小南北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评价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2．如何看待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家强2 ：《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杨云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六节  老龄化经济学 

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概况 
1．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 7%上升到 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为

115 年，瑞典为 85 年，美国为 66 年，英国为 45 年，日本为 26 年，中国预计将用 27 年。 
2．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 
3．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化 
4．老年人口中女性占多数 
（二）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1．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 重大的成就之一。 
2．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发达国家是在“先富后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才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且老龄化速度较

慢；发展中国家是在“未富先老”的形势下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疾病的“双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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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老龄化带来生活照料和代际关系问题 
（3）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 
3．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发展经济 

二、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模式 

（一）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险模式 
1．起源于 1889 年俾斯麦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为美国、日本等国所发展。 
2．美国的养老保险首次立法于 1935 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 晚的一个。 
3．美国养老保险的原则是“每一代人都为前一代人支付退休金，而从下一代人那里领取退休

金”。 
4．美国养老金构成： 
（1）各级政府官员领取政府退休金，大体上可以维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人数只占全美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8%； 
（2）政府向其余 92%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金，但金额只相当于原收入的 42%，

仅能维持中低等生活水平； 
（3）福利养老金由大企业向雇员提供，在一家大企业连续工作 30 年的员工，退休时可享受其

退休工资 45%至 60%的福利养老金； 
（4）储蓄养老金由中小企业向雇员提供，其原则是自愿参加，雇主、雇员各出一半。 
（二）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模式 
1．起源于英国，后为瑞典等国所发展。 
2．瑞典是高福利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在西方国家首屈一

指。 
3．瑞典养老金构成： 
（1）基本养老金由国家无偿向所有 65 岁以上的公民提供，个人无须交纳任何费用； 
（2）附加养老金仅向退休者提供； 
（3）部分养老金是年满 60 岁的劳动者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部分

收入。 
4．瑞典养老金：评价 
（1）高福利的基础是经济高增长，一旦经济衰退和人口年龄老化，养老金在 GDP 中的比例

就会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沉重。 
（2）瑞典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酝酿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 
（三）私有化型养老保险制度 
1．以智利、新加坡为代表，其特点是强制储蓄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2．智利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 
（1）实行个人交纳费用以建立个人积累的制度，职工将每月工资的 10%存入个人资本积累账

户，并且可以自愿增缴高于法定 10%的份额，建立“自愿储蓄账户”，经过运营投资使账户资金不

断增值，用于支付退休金； 
（2）由私人养老金管理公司负责养老金运营，在政府监控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法律

规定承担收缴保费、管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分配收益等管理职能。 
（3）改革以后，退休公民均按个人账户储蓄额计算每月养老金金额，但政府将保障 低收入

者。 
（四）国外养老保险制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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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责任而言，瑞典模式、美国模式和智利模式依次增强。 
2．在养老基金形成与支付方面，瑞典与美国是公营化和现收现付，用“以支定收”方式支付，

由在职者通过纳税为退休者支付养老金。这种方式下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将不断增加，一旦人口老

龄化加速就会陷入资金支付难以为续的困境。智利模式是私营化和“以收定支”，成功的通过采取

完全积累制避免了现收现付制危机。但不足之处是高成本和高风险，智利养老金投资全国管理成本

高达 18%，远高于美国的 7%， 并且私营公司有一半以上存在经营亏损，形成该体制的运行风险。 
（五）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 新趋势 
1．多样化趋势 
2．效率优先趋势 
3．给付年龄提高趋势 
4．基金运营商业化趋势 

三、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 

（一） “人口机会窗口” 
1．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

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这段时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2．“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 
（1）劳动力人口供给充足，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

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 
（2）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

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 
（3）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二）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 
1．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 1990 年开始，到 2030 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 40 年。 
2．到 201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 低点。 
3．2010 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 
4．到 203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 1990 年前后的水平，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

关闭。 
（三）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有多难 
机会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1．“人口机会窗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是因为总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可以创造更

多的社会财富。 
2．但劳动力人口如果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区别，同样是

负担人口。 
3．如果未来老龄化和失业并存，就会使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优势成为劣势。 

四、中国老年人口的就业状况分析 

（一）中国老年人口的就业状况概述 
1．老年在业人口的数量变化 
2．老年在业人口的性别变化 
3．老年人口在业率变化 
4．老年人就业状况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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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在业人口行业构成的主要特征 
1．从事农、林、牧、渔业的老年人比例很大。 
2．工业及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是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吸收老年人 多的行业。 
3．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是老年人口比例增长 快的行业。 
4．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越高。 
（三）我国老年在业人口职业构成的主要特征 
1．老年人所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 
2．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比例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

且其比例逐渐下降。 
3．办事员的比例有增长的趋势。 
4．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

负责人等领导职务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在业老年人绝大多数都在从事农业生产。 
（四）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就业状况的国际比较 
1．从世界范围看，从 1950 年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在业率都在下

降，虽然男性老年人在业率一直高于女性，但是男性老年人在业率的下降速度也快于女性。 
2．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在业率高于发达国家。 
3．从 1950 年到 1990 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在业率以及男性老年人口的在业率一直与世界平

均水平非常接近，而女性老年人口的在业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

的老年人在业率水平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 
4．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比如东亚的日本和

韩国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但其老年人的在业率水平却比欧美国家高出一倍甚至数倍。 
5．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相同的趋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在业率持续下降，比如我

国的上海、北京等城市。 
6．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有退休金等养老保障，不必再

因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在老年阶段仍然参加工作，从而使得老年人口在业率呈下降的趋势。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2．请简单评述我国养老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改革方向？ 
3．请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我国的家庭养老？未来养老方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节拓展阅读书目 

1．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家强2 ：《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理查德·A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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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406010432）是经济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本课程是一

门理论性与实务性密切结合的课程，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十分明显。通过讲授区域经济理论

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理论和知识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区域经济问题和

评判、制订区域发展规划或战略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1．重点介绍区域经济研究中已在经济学界形成共识且被广泛应用的相关区域经济学概念、理

论和模型，主要包括：区位理论、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区域间经

济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效益及其评价等。 
2．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并且能够较为熟练正确的运用这

些理论和模型分析实际区域经济问题。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由区位理论、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区域间

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效益及其评价构成等构成。教学过程中要

求： 
1．正确认识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全面了解本课程的体系、结构，能从总体上把握本课程的

内容； 
2．牢固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深刻理解本课程的基本理论； 
3．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学习掌握从经济实践中探索

一般规律和理论概括的思维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 
考试说明：本课程的考试是考核学员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把握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本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

成绩占总成绩的 80%。期末考试以考察方式进行，时间为 120 分钟。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含实践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为 36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章次 教学内容 课时 实践教学 
1 导论 4  
2 经济区划 4  
3 城镇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 6 课程讨论 
4 区域产业布局 4 案例介绍 
5 区域产业结构 6  
6 区域分工和要素流动 2  
7 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4  
8 区域经济开发 2 案例介绍 
9 区域经济政策 4 案例介绍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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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 
了解区域的含义，特征，区域存在的客观基础；学习区域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内

容和任务；掌握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教学重点： 
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 
教学难点： 
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学存在的客观基础 

一、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2．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质量不高。 
3．区际分工弱化、区域结构趋同及区域间摩擦加剧。 
4．以东北地区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的老化问题突出。 
5．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行为失控。 

二、区域的含义 

1．区域。 
2．区位。 

三、区域的特征：地域性；独立性；开放性；完整性。 

四、区域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1．自然禀赋的差异； 
2．经济活动的极化性； 
3．空间距离的不可灭性。 

第二节  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理论渊源：区位论。 
2．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与国家干预政策。 
3．区域经济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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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后我们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我们区域经济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前，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稳发展阶段 
二是改革开放后，以发展沿海地区为主的梯度推移的不平衡发展阶段； 
三是十四届三中全会（1995）协调发展阶段。 

第三节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 

一、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和揭示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和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二、研究内容 

1．研究区域经济演变规律，尤其是探索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及发展变化规律。 
2．在国家范围内建立分层经济区域体系，在发挥各地优势基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

经济效率 佳途径。 
3．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区域政策和效应规律 
4．区域经济关系变动规律。主要包括区际间的均衡与国民经济总效率的关系，区域分工与经

济技术协作，区域差异与区际关系调整等 
5．区域经济研究方法领域的研究 
6．引进国外区域经济研究成果 

三、学习区域经济学的意义 

1．中观的角度：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同产业经济学），研究和实践中容易把握。 
2．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与生产力布局学的关系 

1．有相同的部分，如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发展水平 大化； 
2．区别：（1）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一个只限于某一级别的生产力布局，一个可跨区域跨国

家的研究（2）研究内容比生产力布局学更为广泛。为区域差异，区域分工，区域市场，区际关系

协调等。（3）侧重点不同：区域经济学侧重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大化，生产力布局学侧重生

产力的空间配置效率 大化 

二、与生产力经济学的关系 

1．联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交叉 
2．区别：一个研究生产力运动的规则，从宏观上抽象些。 
一个研究经济学现象的空间运动规律，具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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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环境科学的关系 

四、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现存性和静态性 
区域经济学：前瞻性和动态性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的概念和特点？ 
2．区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3．试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4．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5．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陈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3．胡佛著，《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 
4．刘再兴等：《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5．陈秀山主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6．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第二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8．吴殿廷：《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 
9．陈秀山、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10．侯景新等编著：《区域经济分析方法》，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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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区划 

教学目的： 
本章学习和掌握经济区及其特点、经济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区划的实践以及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主要类型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 
教学重点： 
经济区划的原则和依据：1．经济区内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区际间的差异性；2．地

区优势与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相结合；3．地区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相结合；4．经济区界限尽可能与

行政区界限一致；5．同级综合经济区之间在地理范围上不宜重叠或交叉。 
教学难点： 
经济区划的方法。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经济区划 

一、经济区 

（一）经济区 
1．含义：以生产经营的地域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 
2．经济区的特点： 
（1）经济区内经济基础和条件的一致性。 
（2）经济目标的一致性。 
（3）经济区内与区外的条件差异性。 

二、经济区划 

（一）定义：指在全国或者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根据一定的经济条件进行分区，为制定区域经

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经济区划的原则 
1．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具有经济区内相似性和区际差异性。 
2．地区优势和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综合发展相结合。 
3．地区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相结合。 
经济区的界限与行政区域一致。统计数字可获得性。 
5．同级经济正确地理范围上不重叠。 
（三）经济区划的方法 
1．聚类分析法：将影响经济区划的各个因素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从 低层次的因素聚类分析

开始，该层次相近的地区分为一类；然后逐次分析更高或更综合的一个层次，根据其异同再进行聚

类分析；直至因素系统的 上层次； 后一次的分类结果是一级经济区。然后根据经济区的详略程

度要求，向下截取，得出若干层次的经济区划系统。 
2．地域分工分析法：根据劳动的地域分工规律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特征，采用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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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程序划分经济区。 
3．经济中心分析法：以城市为中心划分经济区。 
第一、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影响范围确定全国的城市等级系统。 
第二、确定各个层次同级相邻城市腹地的范围的分界线。 
第三、根据各城市的吸引范围大致确定经济区系统的界限。 
第四、进行个别调整。 

三、中国经济区划类型 

（一）地域划分的经济区类型 
1．数省毗邻地（市）组成的经济联合协调组织； 
2．沿江、沿路各地（市）的经济联合组织； 
3．以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中心组成的经济协作区。 
（二）按照经济功能划分的经济区类型 
1．综合经济区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都比较迅速。 
2．单一功能的经济区有专门为了发展某个产业而划分的，有为了尽快解决某个经济问题而划

分的，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加速发展某些特定区域而制定的特别政策区域，如特区。 
（三）国家宏观经济区划 
1．中国的经济区划： 
（1）按照行政区域。 
（2）沿海和内地。 
（3）六大协作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4）三大地带，东、中、西部。 
2．新的分区 
（1）东北区，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 高，老工业基地。 
（2）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3）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4）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5）西北区，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6）中部区，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 
（7）西南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西臧。 
3．经济协作区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自发建立了很多协作区，如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上海经济区等，除了官

方会议外，还有商品交流、学术交流等。类型有： 
（1）综合经济协作区， 
（2）资源开发经济协作区， 
（3）城市经济协作区， 
（4）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协作区， 
4．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 
88 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起步，91 年全国成立 27 个国家级。给予优惠政策。94 年有 52 个国

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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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经济开放地区 

一、经济特区 

1．特区 
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由中央政府设立，给予特殊的经济管理权

限，允许海外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的特殊地区。 
1979 年广东率先提出创办经济特区，1980 年批准成立。 
目前有国家级的经济特区 5 个：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 
2．特区的特点 
（1）经济发展外向型，利用外资规模大。 
（2）产业结构先进，基础设施发达，第三产业比重高。 
（3）地理位置优越，有海外经济来往。 
（4）静态不平衡，打破低层次的静态平衡，形成一种层次发展的动态平衡。 
3．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 
（1）赋予较大经济管理权限，如项目审批权限相当于省级政府；非中央统管的工作，有权灵

活处理；属中央统管的外交、公安、海关、税收等，由国务院制定特殊办法。 
（2）特区内企业有充分经营自主权。 
（3）特区企业实行优惠税率和特殊的关税政策，特区内的组织购买用于特区建设的非个人消

费品可以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4）投资者可按照协议规定取得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 
（5）对来特区工作、探亲和旅游的外国人实行特殊的入境签证手续。 
4．特区效应 
（1）窗口效应，联结海内外的窗口，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迅速缩短差距。 
（2）试验效应，如何进行开放改革，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出现失

误，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 
（3）吸收效应，通过国家的放权让利，产生良好的投资环境，吸收外资。 
（4）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 
（5）示范效应，对内地发展和政策选择产生示范作用。 
（6）训练效应，流动的劳动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经验。 

二、保税区 

1．保税区 
是特区中的特区，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 
2．政策措施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 

1．沿海地区对外开放 
（1）第一层次是经济特区。 
（2）第二层次是 1984 年设立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

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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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层次，1985 年开始扩展沿海开发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辽

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县市。 
2．沿江地区对外开放 
长江的上海至重庆。 
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 
3．沿边地区开放 
22000 公里的边境线，与 15 个国家接壤，由内地单向联系，变成联结国内外的中间桥梁。 
4．内陆开放 

复习与思考题 

1．经济区划的目的和意义？ 
2．经济区划应遵循什么原则？ 
3．经济区划的方法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杨树珍：《中国经济区划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2．国务院特区办：《中国对外开放地区投资环境和政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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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的本质；了解城镇的四大功能及小城镇的作用，了解城

乡联系的有关理论，城乡联系模式，城乡联系途径；掌握中心地理论的主要内容；学习城镇体系的

内涵及构成。 
教学重点： 
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中心地理论；城镇体系。 
教学难点： 
中心地理论。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市的本质 

一、城市的概念 

无共同一致的定义：城市的表现形式多，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 

二、城市的本质——聚集经济 

1．概况 
2．聚集经济的产生 
聚集经济：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生产要素、企业、社会机构等）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作用

而带来的收益或成本节约 。 
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前提 
结构经济——聚集经济的本质 
知识溢出和纵向分工是聚集经济的 重要的来源，聚集经济的本质在于结构经济。 
3．城市的本质 
城市本质——以产业聚集经济为核心的聚集经济 

三、城市的划分标准 

城市划分标准是对城市本质的具体化 
1．世界各国的城市设置标准。 
人口标准（英国：3500 人，美国：2500，加拿大：1500，澳大利亚：1000，丹麦：200，联合

国人居中心：10000 ）；行政标准；城市的特征（比如公共和市政服务设施）标准；综合标准。 
2．我国的城市设置标准：设镇标准和设市标准（县级市和地级市标准）。 
设镇标准：行政标准：凡县级机关所在地；行政标准+人口标准：乡政府驻地 ，人口> 2000

（或 10%）；如确有必要，如少数民族地区等。 
设市标准（县级市和地级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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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 

一、聚集功能 

聚集功能及其原因；聚集功能的国际、国内案例。 

二、创新功能 

创新功能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功能的原因和作用。 

三、辐射功能 

形式有无形扩散和有形扩散；作用。 

四、协调功能 

社会生产中协调的客观必要性、可能性。 

第三节  城乡联系和区域的形成 

一、城乡联系的有关理论 

1．马克思的阶段论。 
2．非均衡增长理论与城市中心论。 
3．80 年代以来有关城乡联系的新理论。 

二、城乡联系模式 

1．城市——工业导向模式。 
2．城镇发展模式 
3．农村综合发展模式 

三、城乡产业联系及其发展 

1．基本概念：城乡产业结构：城乡产业布局，城乡产业联系。 
2．理论基础：聚集经济与区域。 
聚集经济与产业的关系。 
3．城乡产业联系及其发展。 
主要是工业的布局问题，第三产业的布局具有伴随性，随着工农业和人口的布局而布局。 

第四节  城市体系和城乡联系网络结构：中心地理论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1．理论基础：屠能的农业区位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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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 
（1）均匀的平原，生产所需的资源特征是均匀分布。 
（2）运输条件在任何地方都可行，且运输距离各处都相等。 
（3）人口均匀分布，他们的偏好都相同。 
（4）投入物和技术等的获得成本相同。 
（5）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生产者尽可能扩大生产区。 
（6）人们总是从 低、 近的中心地购买商品和劳务，厂商规定其产品的出厂价格，运费由

消费者承担。 

二、理论内容 

1．中心地 
一个经济活动区域必须具有自己的核心，这些核心由若干大小不等的城镇组成。 
城镇具有商业、娱乐、教育、文化等多种服务功能。城镇大都位于其服务区域的中心部位，被

成为中心地。 
市场区是中心地理论的地域细胞，一切市场系统均建立在这一细胞及其组合的图形之上。 
2．市场门坎 
能够满足中心地生存下去所必须获得的基本收益的市场区的范围。如果市场区小于这个范围，

中心地就不能生存下去。 
3．等级分布 
中心地的大小和排列具有规律性，按照规模大小可以分为等级。中心地的级别越高，数量越少，

服务功能越多，中心地的级别越低，数量越多，服务功能越少。 
4．六边形 
屠能圈所认定的圆形的缺陷：有一部分接受不到服务，或者接受重叠的服务。 
其变换过程一般从分散的服务面，到服务面粘连以及服务面重叠， 后形成六边形市场区，从

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中心地等级体系三原则 

1．市场原则 
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一般遵循市场原则。 
（1）每一个低级市场区为 3 个高级市场区所分享。 
（2）每个高级中心地实际上只辖有自身和其他两个完整的低级中心地（6/3），即一个较高的

中心地的市场区正好是下一级市场区的 3 倍，即 K=3。 
（3）高一级中心地的面积正好是低一级的 3 倍。 
（4）等级体系中，市场区系列为 1，3，9，27，81；1、2、6、18…… 
2．交通原则 
在新开发地区，移民拓荒一般是沿着交通线进行，较低级的中心地会在两个较高级的中心地之

间的中点发展起来，导致较高级中心地的市场区是下一级的 4 倍，即 K=4。1、3、12、48…… 
3．行政原则 
在交通偏僻和自给自足地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的分布首先受制于行政管理和政治控制的需

要，低级中心地完全被包围在高一级的中心地之内，以消除行政上摸棱两可的可能。市场区和行政

区是一致的，高级中心地可以管理 7 个低级的，即 K=7，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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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心地理论作用和局限性 

1．理论作用 
城市布局和城镇化的选址依据。 
2．缺陷 
（1）静态一般均衡。 
（2）许多因子如资源、地形等会引起城市区位的变异。 
（3）一个国家和区域内城市体系往往是在一个、几个枢纽、中心的刺激下经过许多历史时期

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原则是会发生变化的。 
（4）现代消费者行为常常受到广告左右，所以城市的商业职能不再取决于它的地点位置，而

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家的活动本领。 

第五节  城镇体系 

一、城镇体系概述 

1．城镇体系：指在一定区域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职能各异、规模不等、相互分工又密

切合作的城镇组成的空间体系。 
2．城镇体系的层次性 
城镇等级序列： 
（1）国家级城市体系。大城市可以为全国服务。 
（2）地区城市体系。 
（3）地方城镇体系。中心城镇所在区域服务。 
3．城市场理论 
城镇在区域内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随其职能不同、相互之间距离的远近而不同，

这种影响，就如同磁力场一样，被称为城市场。 
强调各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和关联。 

二、城镇规模体系 

1．城镇规模体系理论 
在一个区域内，城镇的位次排列与其数量一般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呈金字塔形分布。 
这种分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顺序-规模法则：即城镇人口与其序列之间的关系遵循一定的规律性。 
（2）城市指数。 
（3）城市首位度 
2． 佳城镇人口规模 
选择 佳人口规模的不同标准：（1）财政开支 小。（2）现有城镇居民的福利 大。（3）

未来城镇居民的福利 大。（4）生产经营单位的利润 大化。 
3．中国的城镇规模体系 
（1）城镇类型：城镇规模按户籍注册的非农人口数划分。 
（2）中国的城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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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空间体系 

1．城镇宏观空间结构 
（1）世界，城镇分布在中纬度平原地带：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五大湖沿岸、日本太平洋沿

岸、欧洲西北、英国。 
（2）中国城镇分布：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构成的 T 形分布。东中西三大地带空间结构明显。 
2．城镇中观空间结构 
对于各省级而言，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县城镇、小城镇四级体系。 
出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福州与厦门。 
3．城镇空间聚集过程 
（1）分散向心发展，二三产业和人口不断聚集，处于不同地域的经济中心城镇大量出现。 
（2）聚集向心发展，出现区域性大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逐渐与其他城镇在规模层次上分出

档次，成为控制其他城镇的城镇中心。 
（3）分散离心发展，以大城市为中心，周边的小城市，专门为其服务，成为卫星城。 
（4）城市群带。以交通线为纽带，大城市及其卫星城，或者是距离较近的大城市之间，形成

土地的增值，逐渐发展成城市群带或大都市圈。 

复习与思考题 

1．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2．中心地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怎么来衡量 佳城镇人口规模？ 
4．我国城镇宏观空间结构和中观空间结构如何？我国城镇空间聚集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5．简述四种不同的城乡联系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英]巴顿：《城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4。 
2．杨吾扬：《产业和城市区位导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蔡孝箴：《城市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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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区域产业布局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弄清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和机制，了解产业布局的

指向及其类型，掌握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的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 
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教学难点： 
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产业布局的区位 

一、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 

1．自然环境 
（1）气候条件：雨量、空气湿度、光照、风、各种自然灾害。 
（2）地质条件：地面坚实程度、地震、地磁。 
（3）植被条件：风景、休闲去处。 
（4）河流、山脉等。 
2．自然资源 
（1）土地状况 
（2）水源条件 
（3）矿产资源 
（4）能源状况 
自然资源对于布局的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1）交通运输业发展，使得运费率降低。（2）产

业结构高级化，产品中自然资源含量减少，科技含量提高。（3）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4）生产

成本在市场价格中的比重减少。 
3．人口和劳动力因素 
（1）企业必须有 低的劳动力数量。 
（2）高新技术产业对科技人员的要求也有一个门坎数量。 
（3）劳动力价格差异。 
4．资金 
（1）内部资金来自自我积累。 
（2）外部资金来自投资。 
5．市场因素 
任何产品都有一个门坎需求量，低于此数值，企业就不能投产。 
保本需求量和销售量。 
6．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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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本身的制约性在下降。 
站点和港口的作用在增强，因为： 
随着运输技术的提高， 
运输过程中装载的价值增值一般要大于运输距离的劳动耗费。 
7．科技发展状况 

二、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1．利益驱动机制 
投资，以企业为主体，利润 大化为主要目标。 
2．宏观调控机制 
指导和控制经济布局的盲目性。 
产业布局：大中型企业项目的区位选择。 

三、产业布局的一般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运费、生产成本、市场价格 
1．选择线路运费 低点 
2．选择总运费 低点 
总运费=线路运输费用+站点费用+其他费用。 
站点运费固定，线路费用随着距离而增加，其他费用还与货物的体积和各类特性有关。 
3．寻找劳动费用 低点：劳动费用的影响越来越大。 
4．考虑聚集效应影响 
聚集的效益可能要大于偏离运费和劳动费用 低点所增加的费用。 
聚集效应越来越重要。 

第二节  产业布局的指向 

一、影响产业布局的因子 

1．原料 
（1）广布原料：广泛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原料，如空气、水、砂石。企业主要使用这些广布原

料，则区位的选择性大，可以布局在消费区域。 
地方原料：只分布在某些特定地点的原料。 
（2）纯原料：在生产中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原料。企业可以自由配置，可以在消费区域。 
失重原料：在生产中部分重量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原料。应该配置在原料地。 
2．原料指数 
原料指数＝耗用的地方原料的重量／产品重量。 
（1）原料指数＞1 时，指向原料地布局； 
（2）原料指数＝1，比较自由，布局在交通站点； 
（3）原料指数＜1，消费区域布局。 
3．区位重量 
＝总运输重量／产品重量 
＝（耗用的地方原料的重量＋产品重量）／产品重量＝1＋原料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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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位重量＞2，原料地布局； 
（2）区位重量＝2，自由布局，在交通站点； 
（3）区位重量＜2，消费区域布局。 
4．劳动费指数 
（1）劳动费指数（产量）＝劳动费用／产品重量。考虑简单劳动。劳动费指数越大，则单位

产品中耗用的劳动就越多，劳动费用对布局的影响就越大。 
（2）劳动费指数（产值）＝劳动费用／产品价值，考虑到复杂劳动。 
5．聚集效益指数 
=聚集所引起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运输费用的增加+ 劳动费用的增加）。 
要素聚集产生正外部性，但是会增加运输费用，劳动力成本也较高。 

二、产业布局指向 

1．布局指向 
在各种因素和布局机制的作用下，产业布局所反映出某种特点的倾向。 
2．布局指向类型 
（1）能源指向。能源耗费在生产成本中占据较高的比例，35－60％。发电、冶炼、化工。 
（2）原料地指向。原料消耗高，采掘、塑料、钢铁、木材加工、纺织、糖业、水产加工。 
（3）消费地指向。为消费地服务，不易储存。机械制造、食品、缝纫服装、商业饮食服务第

三产业等。 
（4）劳动力指向。劳动费用支出占有较大比重，仪器制造、纺织、制革、制药、工艺品。 
（5）自由指向，交通通讯设施，教育等。 
3．影响布局指向的因素 
（1）企业规模技术特征，随着规模扩大，采用技术和管理方式，对于资源的要求不同。 
（2）企业所有权，归属与就业问题。 
（3）科技发展，科技的贡献率越来越高。 
（4）市场竞争。产品无差异时，趋向于分散；有差异时趋向于集中。 

第三节  产业合理规模与布局 

一、企业的合理规模 

1．单个企业的合理规模 
（1）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 大利润。 
（2）盈亏平衡点分析：能盈利的 低规模和 大规模。 
2．联合企业的合理规模 
把彼此有联系的企业的生产联合在一起。 
（1）可以减少原料和能源消耗； 
（2）节约运费和运输时间； 
（3）节约储备，减少仓储和其他流通费用； 
（4）充分利用废料，减少污染。 
3．范围经济 



区域经济学 

 1949

二、地域的合理规模 

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其规模由环境容量决定： 
1．资源要素，原材料，能源。 
2．资金要素，经济实力。 
3．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科技和管理。 
4．基础设施，交通通讯，能源，供水，热等。 
5．自然环境，环境保护支出。 

三、产业合理规模 

1．产业经济效益。 
2．产业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四、产业合理布局评价 

1．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的 大化。 
2．产业结构的优化。 

复习与思考题 

1．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有哪些？ 
2．试阐述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3．自然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布局？ 
4．有哪些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区位布局？ 
5．如何评价产业合理布局？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产业布局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3．高洪深：《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史忠良：《经济发展战略与布局》，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6．刘正刚：《我国宏观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和实践》，载于《山东社会科字》200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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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优势的发挥，如何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建立合理

的区域产业结构。 
教学重点： 
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区域不同发展阶

段主导产业的类型 。 
教学难点： 
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学时安排：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产业结构概述 

一、区域产业结构 

1．区域产业结构 
区域内具有不同经济功能各产业部门的组成及其比例关系。 
2．产业分类 

二、主导产业 

1．区域专门化产业 
以分工为基础，发挥区域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主要为区域外提供产品的产业。 
（1）区位商（劳动力专门化率）= 某产业占本区域劳动力数量的比例／该产业在较高级别区

域的劳动力数量比例。 
（2）增加值专门化率＝某产业占本区域增加值的比重／该产业在较高级别区域的增加值比重。

当增加值专门化率＞1，越大，专门化程度越高。 
2．主导产业 
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专门化产业，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产出规模大，产

值比重大，关联效应强，是区域经济的主体或核心，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非主导产业 

1．关联产业 
是直接配合和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起来的产业，在投入产出或工艺上与主导产业有直接联系。 
包括后向关联（上游产业）前向关联（下游产业）和侧向关联。 
辅助配套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前、中、后辅助配套的产业，功能是确保专门化产业的顺

利发展。 
2．潜导产业 
是指具有潜在发展前途的产业，在未来可能上升为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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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产业。 
3．非专门化产业 
4．一般专门化产业 

第二节  产业主导性选择 

一、主导产业的选择 

1．区域内部相对比较优势指标 
（1）区域内增加值比重＝某产业的增加值／该地区 GDP＞15％，具有一定规模。 
（2）区域内部比较劳动生产率＝某产业劳动生产率／该区域内平均劳动生产率＞2。 
（3）区域内比较资本产出率＝某产业资本产出率／该区域平均资本产出率＞2。 
（4）区域内比较经济效率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资本产出率＞2。 
2．区域之间比较优势分析 
比较成本=本区域某产品的销售成本/更高层次同类产品的销售成本。 
3．产业关联度 
由特定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产业之间相互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使某产业发展与其他产业相

联系，构成产业关联。 
4．关联度与区域优势 
5．确定主导产业的依据 
（1）较高劳动力专门化率，即区位商>2； 
（2）产业规模足够大，区域内增加值比重较大。 
（3）较高产业关联度，能够强力带动区域内部其他产业的发展。 
（4）市场潜力较大，具有实际和潜在巨大需求和高收入弹性。 
（5）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6．主导产业选择的一般趋势 

二、非主导产业的选择 

1．一般专门化产业的选择 
（1）原主导产业，夕阳产业。 
（2）潜导产业，适当超前投入和引导、保护。 
（3）其他，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市场需求，但区域优势不强，能够充分利用闲置资源。 
2．辅助配套产业的选择 
（1）后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前服务和原料。 
（2）前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后服务，进一步加工。 
（3）侧向联系产业，为专门化产业提供产中服务配套，饮食、维修、中介等，还有特殊的需

要，如钢铁厂与纺织厂在工人性别上的互补。 
3．非专门化产业 
（1）区域性消费倾向强或不宜长途运输。 
（2）广布产业，产品需求大，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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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 

一、产业结构的演进 

1．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随主导产业的更替而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 
2．产业演进的有序性 
（1）生产要素的密集度，由劳动密集——资金密集——资金技术密集——知识技术密集。 
（2）采纳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能力，由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新兴与传统相结合产业 。 
（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 
（4）低附加值——高附加值——更高附加值。 
3．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推动一个区域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合理转换的各种要素和条件的总称。 

二、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1．配第－克拉克定律。 
2．霍夫曼定律。 
3．精加工化规律。 
4．技术集约化规律。 

三、主导产业的转换 

1．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 
（1）待开发阶段。传统农业处于主要地位，经济水平、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资源多。 
（2）成长阶段。优势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工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劳动力向城镇区域转移。 
（3）成熟阶段。基本现代化，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技术创新能力强。 
（4）高级阶段。完全实现现代化，追求精神享受。 
2．产业更替论 
库兹涅茨认为： 
（1）各产业均存在增长率递减规律，具有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生命周期。 
（2）主导和潜导产业的转换 
（3）产业结构更新的客观性 
3．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序列不能随便改变，必须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将经济

增长分为如下 6 个阶段： 
4．消费品与资本品 
钱纳里的观点：人均收入较低时，消费品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资本品所占比重较小；

当收入水平较高时，消费品比重明显下降，资本品比重大幅度提高，机械、运输、石油制品、冶金

等部门发展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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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产业结构问题 

1．区域产业结构问题 
2．粗放与集约 
3．正确看待资源密集类型 

二、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1．市场机制 
2．计划机制 

三、产业结构调整导向 

1．导向选择的基本依据 
（1）自然资源状况； 
（2）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总水平； 
（3）国际和全国地域分工需要。 
2．产业结构导向类型 
（1）资源导向型，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 
（2）结构导向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使资源开发与加工制造业协调发

展； 
（3）技术导向型，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方向转变。 

四、区域产业结构评价 

1．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的适应 
2．产业结构与区域发展阶段的适应 
3．区域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4．产业结构的应变能力如何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配第——克拉克定律的主要内容？ 
2．简述高加工度化规律？ 
3．产业结构有哪些分类？ 
4．简述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5．主导产业更替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6．如何进行区域产业结构的评价？ 
7．论述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郁义鸿：《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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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4．周振华：《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5．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 
7．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年。 
8．石磊：《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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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区域分工与要素流动 

教学目的： 
学习、了解和掌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协调的重要性，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密切关系；掌握区

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有关区域分工与贸易的理论；掌握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 
教学重点： 
区域分工和贸易的基本理论，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资本流

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技术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教学难点： 
区域贸易的基本理论，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生产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 

一、区际经济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对区域资本的影响； 
2．对区域劳动力的影响很大； 
3．对区域技术的影响； 
4．区域自然资源的影响； 
5．对区域市场的影响； 
6．对地方传统的影响； 
7．对国家或地方区域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影响。 

二、区际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 

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冲突。 

第二节  区域差异和区域分工 

一、区域差距是区域分工和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区间差异的内涵、分类及影响： 
1．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 2．社会经济差异； 
（二）对区间差异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二、区域分工合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区域分工秘合作的涵义与分类： 
1．水平型分工； 2．垂直型分工； 3．混合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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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 
1．发挥优势原则；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三）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 
1．萌芽阶段； 2．形成和发展阶段（18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 3．深化阶段。 

第三节  区域分工理论及区域分工的形式 

一、区域分工理论 

1．斯密绝对利益理论； 
2．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 
3．赫克歇尔—奥林要素禀赋理论； 
4．区域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要素替代理论； 
（2）技术差距理论；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二、区域分工合作的形成机制 

1．市场是区域分工合作的基础作用机制； 
2．市场机制本身的缺欠； 
3．区域经济的调控。 

三、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表现形式 

1．区域分工的形成； 
2．区域合作的表现形式；从合作的内容上看，有 
（1）物资交换 
（2）商品贸易 
（3）技术合作 
（4）人才合作 
（5）资本合作 
（6）信息合作 
（7）生产合作 
（8）混合合作 

第四节  区际贸易 

一、区际贸易的涵义与分类 

1．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过境贸易；2．有形商品贸易与无形商品贸易；3．直接贸易与间接

贸易； 4．货币结算贸易与易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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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贸易的基本理论 

1．绝对成本学说； 2．比较成本学说； 3．赫克歇尔—奥林生产要素比例说（ H — O 理论）； 

三、区际贸易与区际经济增长 

1．区际贸易的直接利益（静态利益）； 
2．区际贸易的动态利益； 
（1）区际贸易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2）区际贸易加快了区域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步伐； 
（3）区际贸易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四、战后区际贸易的发展状况 

1．规模迅速扩大； 
2．贸易结构不断提高； 
3．区域一体化贸易协定激增； 
4．跨国公司正大力向世界市场扩张，成为区域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第五节  生产要素流动 

一、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劳动力流动的分类； 
2．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原因；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二、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资本流动的分类： 
（1）长期流动与短期流动； 
（2）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 
（3）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 
2．资本流动的原因： 
（1）经济原因； 
（2）其他原因。 
3．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战后区域间资本流动的现状与特点： 
（1）从资金流动形式上看，直接投资逐步成为区域间酱流动的一个重要形式。 
（2）从流动时间上看，短期资流动在区际资本流动中不断增加。 
（3）从流动方向上看，由原来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变为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资

本流向不断多元化。 
（4）从资金提供者来看，发达地区仍是区域间流动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但发展很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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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1．技术流动的特殊性和主要形式： 
（1）区域间的技术贸易； 
（2）区域音质技术交流； 
（3）区域间的技术援助。 
2．技术交流的原因： 
（1）经济原因； 
（2）其他原因。 
3．技术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经济关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2．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 
3．区域劳动分工的经济性的表现? 
4．简述区域贸易的理论？ 
5．区域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6．试阐述要素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 
2．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3．陈彪如：《国际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9 年版。 
5．刘世庆：《要素流动弹性与西部产业选择》，载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6．白井文：《要素流动规律与西部地区的要素积聚》，载于《南方经济》2001 年第 1 期。 
7．潘普：《关于资本流动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载于《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5 期。 
8．郭燕青：《对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分析》，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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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教学重点： 
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

理论。 
教学难点：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学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 

1．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 
2．区域经济增长的特征；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 

1．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义； 
2．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包容关系：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的内容，没有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空

中楼阁，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包含经济增长，有发展肯定有增长，而且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 
2．互动关系： 

第二节  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1．影响因素 
（1）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 
（2）劳动力 
（3）资本 
（4）技术 
（5）结构变化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1960 

（6）制度安排 
2．因素分析； 

二、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机制 

1．需求拉动机制 
2．供给驱动机制 
3．增长的传播途径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1．输出基础理论：输出基础理论（美国诺思 1955 年提出）区外需求是区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一个区域输出产业规模越大，赚的收入越多，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带动区域内自给型产

业的发展；同时，外部需求的扩大，会带动区域内输出生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引起区域经济成倍

增长。区域输出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2．进口替代理论：指用区域内自己生产产品来代替从区外进口产品，可以在区内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增加新的收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认为进口产品和服务需花费外汇，使出口所得外汇

额减少，因此，出口额越大，对经济推动作用越大；而进口支付额越小，则进口对经济的抑制作用

越小。他强调区内生产，区内消费，容易导致闭关自守，减低经济效率，劣化，经济结构，大而全

小儿全。 
3．自产自销理论：一个区域内部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内部交换，自己消费掉，通过

自产自消而变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局限性：只能对包括各个子区域的大区域起作用，指区域之间存在大量贸易时，才能成立，太

小区域不行。 
4．循环累积因果论：1944 年在其《美国的两难禁地》中首次提出.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

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市场的力量倾向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

由于集聚经济效益，发达地区会处于持续累积的加速增长之中，同时产生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发

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就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累积循环的结果。 

四、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理论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 6 个经济成长阶段：一是传统社会，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三是

起飞阶段，四是成熟阶段，五是群众高额消费阶段，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工业化的一般模式 

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其特点： 
1．资本积累方式，是对殖民地及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 
2．产业结构演化，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以机械、钢铁、化工为主的资

本密集型产业，再发展到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原子能利用、电脑和航天业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以日本、中国、前苏联、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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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特征： 
1．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 
2．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手段。 
3．以高积累为源泉。 
该模式的积极作用： 
（1）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2）使产业结构升级。 
该模式的弊端：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消费品匮乏。 

三、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即通过发展和建立本国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替代过去的制成品进口，一带动经济增长和实现工

业化。 
该模式的成效： 
（1）促进了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2）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3）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该模式的缺陷： 
（1）强化了对国外的依赖。 
（2）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 
（3）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保护主义使成本高效率低。 
（4）为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5）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因为收入集中于城市和少数工业部门，引起收入差距扩大。 

四、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即使工业生产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成效： 
（1）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 
（2）改善了经济结构。 
（3）增加了出口。 
缺陷： 
（1）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 
（2）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3）造成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五、农业发展模式 

印度的绿色革命，中国的以粮为纲模式，农业生产基地模式。 

复习与思考题 

1．区域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2．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3．区域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有哪些？ 
4．试阐述罗斯托的起飞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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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阐述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及其利弊。 
6．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及其利弊是什么？ 
7．试阐述重工业发展模式及其利弊。 
8．试阐述工业化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刘再兴等：《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区域经济学 

 1963

第八章  区域经济开发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和掌握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规划、区域开发的类型、区域开发的理论及具

体的开发措施。 
教学重点： 
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规划，区域开发的类型，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区域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教学难点： 
梯度开发理论模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规划 

一、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体系 

区域开发有三类目标： 
1．经济目标： 
（1）人均社会总产值； 
（2）人均国民收入； 
（3）财政收入总额； 
（4）社会劳动生产率； 
（5）科技人员数； 
2．社会目标： 
（1）区间平衡目标——集中化指数、基尼系数； 
（2）生活目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热量.人均居住面积、儿童入学率； 
3．生态环境目标： 
（1）森林覆盖率 
（2）城市大气 SO2 达标率 
（3）城市颗粒物达标率 
（4）工业废水处理率 
（5）各种废渣利用率 

二、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矛盾与协调 

1．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矛盾： 
（1）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矛盾； 
（2）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矛盾； 
（3）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2．区域开发战略目标的协调 
在总投入既定时，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投入量此消彼长，因而在总投入的分配上有两钟选择： 
（1）“替代选择”，即选择某一目标，而夫妻其他目标，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2）“延长选择”，不是在多目标中作一取舍，而是何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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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总目标的直接贡献 大目标优先考虑 
作用力强的子目标优先考虑。从我国实际出发，协调目标冲突就是要正确确定各个目标在总目

标中的地位，有主有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是主要目标；但在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目

标更重要，在落后的地区，脱贫致富 重要；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维护生态平衡 重要。 

第二节  区域开发的类型 

一、区域开发的分类 

1．依区域开发的程度：分为初期开发和再开发； 
2．依区域开发的规模：分为宏观区域开发和微观开发； 
3．依区域开发的行为主体：分为国家开发，地区开发，集体开发，企业开发； 
4．依区域开发的目标：分为单目标区域开发和综合性区域开发； 
5．依区域开发的对象：分为区域开发，工业资源开发，农业区域开发，旅游区域开发，特殊

区域开发性。 

二、流域开发 

（一）流域开发的一般性原则： 
1．流域开发以多目标综合性河流资源开发的利用为核心，以流域全面发展为宗旨.河流是整个

流域的生命线，脉络，因此流域开发应以河流为主线，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 
2．流域的开发应以自然资源开发为龙头，带动整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3．流域开发以发展工业为重点，同时兼顾第三产业及城乡居民点体系建设。 
4．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5．流域开发应该重视管理和经营，做到开发与管理并重。 
（二）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利用 

三、能源开发 

四、矿产资源的地域开发 

1．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2．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矿产资源； 
3．加强交通建设与加工工业的发展； 
4．选择正确的矿产资源开发方式； 
5．注意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全面规划。 

五、农业区域开发 

六、旅游区开发 

七、城镇各类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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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 

一、梯度开发理论模式 

1．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

别是主导产业部门所处的阶段。如果区域主导专业部门是由处在创新阶段的兴旺部门所组成，则列

入高梯度区；反之，由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老阶段的衰退部门所组成，则属于低梯度区。 
2．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地区，按顺

序逐步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 
3．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城镇体系逐步拓展实现的。我国沿海地带为第一梯度区，中西部为第

二第三梯度区。随着产业技术的梯度转移，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将缩小。 

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模式 

前苏联采用的一种地域生产组织形式。苏联计委主席 H. H. 涅克拉索夫下定义：“在经济区，

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省，边区内，一个或几个专门化部门的高度结合，并基本上共同利用生

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他是为解决重大国民经济任务而建立的，国家一次性投资，跳跃式发

展的，其各组成部分按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 
1．核心类，主导专业化部门，大型联合企业，一般布局在地域生产综合体的核心区位。 
2．主体类，与核心企业在生产上相衔接的，在利用其产品基础上与其发生密切经济联系的各

种企业依核心内企业布局。 
3．补充类，包括利用核心企业废料进行生产的各种企业;为平衡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而安排的企

业，依主体内企业布局。 
4．服务类，为上述企业提供原料，燃料，零配件和设备的企业，布局在更外的圈层。 
5．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 包括生产性，生活性，社会性设施. 地域生产综合体发展的根

本动力，在于他能比企业单独布点带来更大的聚集经济效果，不是企业简单的地域聚集，而是使生

产上相互补充的，经济上密切相关的企业在地域上有序结合布局，产生明显经济效果。 

三、增长极理论 

法国佩鲁创立，将空间中心称作增长极，认为经济增长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

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通过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并对周围地区经济

产生影响.增长极有二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四、点轴理论模式 

70 年代沃纳. 松巴特提出来的，核心内容是：连接中心地的交通干线形成了有利区位，方便了

生产要素流动，降低了运输费用和生产成本，促使企业和人口向交通线聚集，并产生新的居民点. 这
种对区域开发具有促进作用的交通线被称为生产轴。 

点轴开发：就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线状基

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点市进行重点发展。 

五、网络开发理论模式 

一般为较发达地区所采用。他认为经济重心区一般是由若干工业枢纽和若干工业城镇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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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这类地区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对老区进行整治，对部分传统产业进行

扩散、转移；另一方面又要全面开发新区，新区开发一般采用点轴开发形式，这种新旧点轴的渐进

扩散和经纬交织，将逐渐在空间上形成一个经济网络体系 

六、优区位开发理论模式 

由于各地区生产力发展千差万别，发达地区有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有优区位，因此，国土

资源的开发、生产力的布局重点，应有选择的确定 优区位，作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优区位地区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集中的地区、交通便利和位置优越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

地区、人口众多的地区等。 

七、大推动理论模式 

由英国罗森斯坦——罗丹提出来的，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几个相互补充的产业部门同时进

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外部经济效果”——有两种含义： 
一是同时投资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克服落后地区市场狭小的问题； 
二是同时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为不同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减少企业开支。成本降低，又使

利润增加，增加了再投资资本，从而能增加供给。 

八、产业滚动理论模式 

是针对落后地区开发的模式。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

促进资本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引进外资和技术打下基础。而后发展一些投资额不大的加工业，

如此滚动，可实现资金的有效利用。如河北高碑店市的白沟的贸易市场与旅游、浙江义乌小商品市

场、四川长宁县的“蜀南竹海”风景区，都是因为选准了优势产业，走贸工旅或旅工贸道路发展起

来的。 

第四节  区域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交通建设 

1．工业调查； 
2．农业调查； 
3．商业和物资部门调查； 
4．人口调查； 
5．交通调查； 

二、通讯建设 

三、电力建设 

1．小水电建设； 
2．小火电建设；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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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述区域开发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3．区域开发有哪些类型？ 
4．区域开发一般性原则是什么？ 
5．论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6．有哪些区域开发理论模式？ 

拓展阅读书目 

1．潘照东：《开发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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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了解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是局部与全局、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区域发展政策既要服从

国家经济发慌的战略目标，又要充分反映自己的区域情况，突出自己的各种优势。认识国家产业政

策、对外开放政策、可持续发展政策区域化结果。 
教学重点： 
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教学难点： 
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学时安排：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一、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及实施重点 

二、国家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1．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区域化； 
2．国家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3．国家基础工业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4．国家高技术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5．国家支柱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6．国家轻纺工业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7．国家第三产业政策的区域化。 

第二节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化 

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内容 

1．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 
2．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战略； 
3．调整利用外资政策。 

二、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化 

1．东南沿海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2．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萄对外开放政策； 
3．环渤海经济区对外开放政策； 
4．东北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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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经济区开放政策； 
6．西北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7．中部五省经济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第三节  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区域化 

一、狭义上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及其区域化 
二、广义上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及其区域化。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国家产业政策目标及重点？ 
2．联系实际谈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具体实施？ 
3．西部地区如何搞好可持续发展？ 

拓展阅读书目 

1．陈秀山主编：《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2．孙久文、叶裕民主编：《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陈秀山、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4．张可云编著：《区域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 年。 
5．孙久文编著：《区域经济规划》，商务印书馆，2004。 
6．《关于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远景目标纲要》。 
7．部分省份的“十五”规划纲要。 
 
教材 
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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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 程 号： 406010192 
英文名称：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授课对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 
开课单位：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教师姓名：李超 
周 学 时： 2  
总 学 时： 36  
学    分： 2 
课程简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学 为令人瞩目的发展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和发展。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

的时代。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课程框架结构

分为理论基础、制度一般理论和制度特殊理论三个部分，试图较全面、系统地评介国内外已有的新

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第一部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交易费用理论和科斯定理；第二部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一般理论，包括了制度的基本理论、制

度变迁的动因理论、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方式理论、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第三部分是新制度经济学

的制度特殊理论，包括了产权的基本理论、企业产权结构理论、企业的性质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

论、法律制度与法律经济学等。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启发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教    材：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参 考 书：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11 月版。 
2．（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 
3．（美）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4．（美）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二版。 
5．（南）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6．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版。 
7．茅于轼：《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1998 年 3 月版。 
8．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Ⅰ、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 
9．段文斌：《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10．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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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新制度经济学

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通过该章学习，学生要掌握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了解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演

变的基本脉络，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假定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为更加深入和具体

地学习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程打下基础。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1．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的两次企业合并浪潮 
既然市场是配置资源的 好机制，为什么还出现企业和企业合并？ 
既然企业合并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为什么还有市场交易？ 
2．外部性问题 
福利经济学 
清楚界定权利 
3．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差异 
全球化 

经济转型国家 

（二）理论背景 
1．新古典经济学： 
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满足既定需要、配置既定资源 
2．新制度经济学： 
发现和利用新需求和新的有用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演化和经济增长 
从忽略制度到重视制度 
制度不可或缺，无制度约束的自由是一种灾难。 
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 
“制度革命”的影响 

二、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阶段 

（一）产生阶段（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 
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社会成本问题》（1960） 
（二）发展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1．交易费用理论：阿罗、威廉姆森、诺斯、等等 
2．产权理论：斯蒂格勒、阿尔钦、德姆塞茨、等等 
3．企业理论：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等等 
4．制度变迁理论：诺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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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等等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修正） 

二、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一）制度主义的发端：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李嘉图的反对方，否定抽象演绎，推崇历史归纳，盛行于 19 世纪 40-60

年代 
代表人物：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等 
主张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二）历史学派的发展：新历史学派和老制度主义 
1．新历史学派：盛行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 
代表人物：施莫勒、布伦坦诺、瓦格纳等 
2．老制度主义：盛行于十九世纪末至 1936 年前后 
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米歇尔等 
老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和“职能主义”心理学的整合。 
（三）老制度主义的发展：现代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 
1．现代制度主义：1936 年凯恩斯《通论》，“凯恩斯革命”。此后，老制度主义衰落，现代

制度经济学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作为非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 
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持批判态度。 
2．新制度主义：即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是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的关系 

（一）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

深刻影响。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突出贡献 

（一）它对新古典理论脱离实际的假定进行了有效的修正，如将新古典理论中一般均衡模型

的无交易成本的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范畴而使之更接近现实，进而提升了理论的解

释力。 
（二）它通过调整解释变量而使新古典的理论模型更具解释力，如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

加入制度因素，使得诸多历史过程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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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假设 

一、制度的定义 

1．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是一种人工产品； 
2．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使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或习惯），或规范化的行为方式； 
3．规则为制度的另一核心内容，具有强制性，主要通过法律法规、组织安排和政策而得到表

现； 
4．制度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物，表现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5．制度和集体行动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一致赞同的结果，尽管赞同本身有自愿和非自愿之分； 
6．制度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合作及交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使个人对他人的

行为进行预期成为可能； 
7．制度通过各种习惯和规则为处于其中的人提供了奖励或制裁，制约了人们在各种选择方案

中进行选择的能力； 
8．维护和施行制度，意味着某种“外在”权力或权威的存在，国家就是这种权利的典型； 
9．交易是对制度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 
10．财产权与交易关系密切，又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主要手段（财产权是制度的同义

词）； 
11．制度本身是不能独立的，必须有其实际承载体，比如家庭、企业和国家等； 
12．制度是观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或行为的 重要的钥匙。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 
2．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3．科斯：“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 
4．诺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

界。 
5．柯武刚和史漫飞：“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认为： 
1．反设事实，假设某一条件与事实相反 
科斯定理（假设不存在交易费用） 
2．经验和案例研究 
（二）其他观点认为： 
1．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现象或过程/群体现象或过程 
2．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3．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 
4．博弈论方法 
5．成本——收益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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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 

（一）人既有利己主义（经济人）的一面，又有利他主义的一面 
追求财富 大化和非财富 大化 
（二）有限理性 
信息不完全、不对称 
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三）人既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又有讲诚信的一面 
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 
信任（？）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制度？它包括哪些内容？它有什么作用？你对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有多少了解？ 
2．制度经济学的硏究对象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什么不同？ 

拓展阅读书目 

1．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年 6 月版。 
2．段文斌等：《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版。 
3．汪丁丁著：《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Ⅰ、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版。 
4．（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1 月版。 
5．张五常：《卖橘者言》 



新制度经济学 

 1981

第二章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交易费用。现代科学的发展有一种跨学科交

叉研究的趋势，这一点是否在交易成本理论上得到了体现？是怎样有机结合起来的？ 
学时分配：9 学时 

第一节  知识背景：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 

一、关于经济学知识 

正统经济学与交易成本理论的差异性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理论 
行为假设 完全理性假设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分析单位 复合的商品和服务，其价格与数量关系 交易作为基本单位，人与人间的关系 
企业治理机制 生产函数、技术黑箱 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制和企业） 
产权与契约 界定成本可忽略不计 界定是需要成本的 
分立结构 边际分析模式 分立结构分析模式 
可修复性 理想与现实的比较 在备择方案中比较、选择 

二、关于法学知识 

法学家麦克内尔对契约进行的三种分类（古典、新古典和关系契约）成为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不

同交易与治理模式匹配的基础。但是交易成本理论摒弃了“法庭中心主义”的假设，认为“私人安

排”在交易关系的维度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古典契约：强调交易者的独立性和契约的明晰性 
（1）忽略交易各方的身份； 
（2）明确界定交易的性质，更倾向于采纳正式书面条款； 
（3）对违约的处理简单。在契约条款中事先规定了对违约行为的处理措施，没有第三方介入。 
评析：古典契约视契约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交易当事人自主行为的结果，体现了一种自由选择和

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 
2．新古典契约 
现实的不确定性——古典契约不适合所有交易： 
（1）未来事件并不都能预见到，对于许多意外情况来说，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理解和适应；（2）

正确的具体处理措施很难事先完全规定好； 
（2）当事人之间为了确定各自在环境变化时的权利，可能会存在意见分歧。 
面对以上困难，有三种可选择的对策： 
（1）彻底放弃这类交易； 
（2）退出市场，建立组织使交易内部化； 
（3）设计另一种契约关系，既能保留交易，又能准备好额外的治理结构——新古典契约。 
新古典契约的特点： 
（1）契约难以明晰化，是不完全的，契约筹划时留有余地： 
（2）契约筹划者所使用的技术和程序本身的可变范围很大，契约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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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契约的 终达成，需要交易各方都项新的某种解决机制，如第三方介入。 
评析：新古典契约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当事人关心契约关系的持续，并且初步认识到契约

的不完全性和事后调整的必要性。双方纠纷的解决，需要一种包括第三方在内的治理结构。 
3．关系契约 
随着契约期限的延长和复杂性的增加，维持交易各方持久稳定关系的压力导致了新古典契约的

许多从属内容分离出来，形成“关系契约”。 
在关系契约中，不再像新古典契约那样强调“初始协议的参照作用”，交易者的“身份特征”

在交易过程中的作用开始显著起来。 
关系契约包括： 
（1）一部分三边契约（另一部分属于新古典契约）：不再具体规定各种违约行为的惩罚或补

偿，而是指定一个各方都可信赖的第三方，根据规定的程序作出事后裁决； 
（2）双边契约：交易双方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交易安排如何适应环境变化的问题； 
（3）层级契约：在双边契约里，如果一方拥有支配另一方的权利，双方地位就是不平等的，

如雇佣劳动契约。 

三、关于组织学知识 

组织学不仅为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个基本行为假设，而且强调

了组织的中心地位及适应性，引发了对于交易过程和事后治理的关注。 
交易成本理论不同于组织理论之处： 
（1）避开“满意”而青睐节约； 
（2）采用一种系统性框架，“短视”和“事后理性”被视为“不完全的整体契约”； 
（3）将交易视为基本分析单位。 

第二节  科斯对交易费用的“发现” 

一、首先提出交易是有成本的，并用交易成本来分析企业的存在及界限问题。 

二、交易成本主要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至少包括两项内容 

1．交易准备阶段的成本：指收集、处理有关交易客体的价格和质量以及交易主体的信息的成

本； 
2．谈判和履约成本：包括订立契约并保证实施的成本以及处理冲突的成本。 

三、企业和市场是两种相互替代的机制或安排。 

1．一项交易是通过市场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 
2．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 
评析：“交易成本”概念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由于 初用在分析企业和市场如何替代的问题，

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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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特征 

1．更加微观，重视细节分析； 
2．更加自觉地运用行为假定； 
3．引入“资产专用性”概念； 
4．企业不再只是生产函数，而更是一种治理结构 
5．制度比较分析； 
6．更加重视事后契约制度，与法庭安排相比，更重视私人安排作用； 
7．跨学科视角； 
8．以节约交易成本为主要目标。 

二、交易维度 

1．资产专用性 
定义：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他人使用而不损失其生产价值的程度。 
通用性资产与专用性资产 
分类：——表明企业对其相关市场的依赖性 
（1）场地专用性：为交易专门建设的工厂、港口 
（2）物质资产专用性：专用的模具、设备 
（3）人力资本专用性：边干边学 
（4）专项资产：专门向某一特定的买者供货而投入的资产 
（5）品牌资产专用性：品牌、声誉 
2．不确定性 
（1）初级的不确定性：自然的随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的不可预料的变化 
（2）次级不确定性：缺乏交流，决策者无法了解情况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 
（3）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的策略性保密、隐瞒和扭曲而造成的不确定性 
3．交易频率：通过影响交易成本而影响交易的契约安排。 

三、交易与治理结构的有效匹配 

根据交易频率的不同，交易分为三种：一次性交易、数次交易和重复交易。 
根据资产专用性的不同，交易分为三种：非专用性（通用性）、混合性（半专用性）和特质（高

度专用性）。 
假定：（1）供给者有意向保持持久业务关系；（2）存在大量潜在供给者来满足需求，因而无

需考虑对专用性资源的事前垄断；（3）交易频率是由买者行为决定的；（4）投资范围是指供给商

为实现交易而做出的投资的特征。 
1．假定影响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适中（即不考虑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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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特点 

通用性 半专用性 高度专用性 

频率 

数次 
高度标准化交

易，市场治理

结构，古典契

约 

非标准化交易，三方治理结构，新古典契约 

经常重复
非标准化交易，双边治

理结构，关系契约 

非标准化交易，统一治

理结构（纵向一体化），

关系契约 

（1）市场治理：对于高度标准化的交易，市场是 主要的治理结构，尤其当交易重复进行时，

市场 有效。 
（2）三边治理：由于有专用性投资，市场调节不能令人满意，需要介于市场治理和双边治理

之间的中间形式。不直接诉诸法律，而是借助第三方（仲裁者）解决。如建筑契约中的工程监理。 
（3）双边治理：交易双方的自主权得到维持。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买方可能会倾向于从外

部购置零件。外购的适应性问题只能以双方补充协议的形式出现。 
（4）纵向一体化：一方来买断另一方，完全控制整个交易并承担全部责任。 
2．分析不确定性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1）对于非专用性交易而言，不论不确定性程度如何，古典契约仍适用，市场治理结构。 
（2）对于专用性交易而言， 
A.如果不确定性增加，就会迫使交易主体设计一种应变机制，以减少交易关系不稳定带来的风

险。 
a）若不确定性增加的是非经常性交易：或者牺牲有价值的专用性设计以适应标准化商品，使

用市场治理，或者保留原设计，但为交易设计一种精细的仲裁机制； 
b）若经常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双边治理会被企业一体化所取代。 
B.如果不确定性减少，比如一个产业逐渐走向成熟，以至于一体化所产生的收益也减少，即使

是经常性交易，也可以依赖市场治理。 

第四节  张五常的交易成本理论 

一、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 

制度不可能在一人经济中产生。任何超过两个人的社会，均存在制度，制度是使交易成本较少

的产物。 
交易成本是指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经济中的成本排除在外的

成本。 
交易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只要有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成本发生，但这种制度成本的发生并未必发生交易。比如文革期

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市场交易，但背诵毛主席语录、串联等的政治成本巨大，而这些政治成本也是

交易成本，但并没有伴随交易的发生。 

二、对土地契约选择的研究 

《佃农理论》（1969） 
1．在资源所有者所拥有的私有财产给定的条件下，所有者可以选择不同资源组合的契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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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个影响因素： 
（1）自然风险： 
规避风险的办法：搜集有关未来的信息、选择风险较小的方案、选择能将风险分摊给其他人的

安排等 
（2）交易成本 
3．提出假说：契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使得从风险的分散中所获得的收益 大

化。 
4．以农业契约安排为例验证假说 
（1）农业三种契约形式：定额租约、分成契约、工资契约 
（2）假定自然风险不存在，只考察交易成本：分成契约的交易成本 高 
（3）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或所有形式的契约的交易成本相同，只存在自然风险：分成契约的交

易成本 低 
（4）结论：契约的选择是由风险分散所带来的收益与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加权决定的。 

三、张五常对企业性质的研究 

1．从契约角度，把企业视为一种契约安排方式。 
2．生产资料所有者从事交易，有三种选择： 
（1）由他自己生产和出售商品； 
（2）出售他的全部生产要素； 
（3）引入契约安排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以获得收入。（企业） 
3．企业家或代理人是根据契约所规定的生产要素的有限使用权而不是根据市场价格来指挥生

产活动的，并在市场上销售 终产品。 
4．市场直接定价基于以下四个原因而变得成本高昂或不可能： 
（1）交易数量太大 
（2）消费者对商品每一组成部分的使用或贡献缺乏详细信息 
（3）考核种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 
（4）分解要素投入者贡献的困难 
5．简单地说企业替代市场不确切，应该说，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

契约。 
市场交易的对象是产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生产要素。 
企业与市场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 
通过生产要素契约，私人要素所有者把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人以获得收入，但他必须在一定

范围内接受代理人的行政命令，而不再通过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产生了企业。 
企业的成本优势在于，不再对每一项活动或贡献进行市场直接定价，而是通过代理人来考核。 

第五节  杨小凯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一、企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不对称的剩余控制权，即雇主对使用雇员的劳动有 后决定权或任意处置权； 
2．收益的剩余权，即在雇佣契约中，对雇员的收益有明确规定，而不写明雇主的收入，只是

把收入中除去支付雇员工资后剩余的收入归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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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雇佣雇员劳动的产出必须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不是全部由自己享用。 

二、生产方式的分类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衣服和生产衣服所需的管理知识。 
根据劳动分工与否，把生产方式分为两种：自己自足和劳动分工。 
1．自己自足：每个人先生产管理知识，再把管理知识作为中间产品来生产 终产品——衣服。

没有交易成本，但也没有分工经济。 
2．劳动分工：有分工，两部分人相互交换产品。产生交易成本。 
3．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比。 
（1）如果交易效率低（劳动分工带来的收益不能弥补交易成本时），选择自己自足。 
（2）如果交易效率高，选择劳动分工。 

三、组织分工的分类 

1．管理知识生产者与衣服生产者直接交换产品，这要求有管理知识和衣服两个市场，无劳动

力买卖，不存在剩余控制权和收益的剩余权，企业不存在。（不存在雇佣关系） 
2．衣服生产者创办企业，雇佣管理知识生产者，让他们在企业内生产管理知识。 
3．管理知识生产者创办企业，雇佣衣服生产者，让他们在企业内生产衣服。 
3 要优于 2，3 是买卖交易效率较高的生产衣服的劳动，2 是买卖效率较低的生产管理知识的劳

动。 

第六节  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 

一、简单的契约分析框架 

假定某种商品或服务可由两种备择技术之一来提供：一种是使用专用性技术，一种通用性技术。 
K 表示资产专用性参数，k=0 是使用通用性资产的交易，k>0 是使用专用性资产的交易。 
S 表示保障条款的数量，s=0 表示不提供任何保障条款，s>0 表示提供保障条款。 
假定供应商：（1）风险中立；（2）准备在任一技术下都供给商品或劳务；（3）只要能够实

现盈亏相抵，就会接受任何保障条件。 
A 点交易由通用性资产支持（k=0）。双方不存在依赖关系，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双方身份

不重要，不需要保障性治理结构。 
B 和 C 点涉及资产专用性的交易（k>0），一旦交易关系终止，专用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将受到

重大损失，因此交易各方会形成双边依赖关系。 
B 点的交易没有保障条款支持（s=0），因此盈亏相抵的供应价格就较高（P2>P3）。这种交易

双方关系不确定，如果专用性技术和通用性技术可以互相替代，交易会回到 A 点；如果引入保障

条款，则交易会转到 C 点。 
C 点享有保障条款，避免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风险。交易关系稳定，盈亏相抵，价格较低。 

二、职业联姻 

交易成本理论对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的发展。 
在 A 点，k=0，这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因支持或听从另一方而做出事业上的牺牲。 
当 k>0 时，表现为 B 点和 C 点两种结果。婚姻的一方（X）为了维护另一方的利益（Y）而做



新制度经济学 

 1987

出事业牺牲。 
在 B 点，Y 拒绝（或无法）向 X 提供一种保障（s=0），那么 X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将会要

求 Y 预先对缔约的风险付费，如钻石首饰等价格较高物品。 
若 Y 愿意且能够提供保障（s>0），则会得到结果 C。这时，X 得到保障，因此对现在报偿（即

所取得价格）的要求降低，双方维持稳定关系。 

三、对交易费用理论的评价 

1．价值 
（1）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2）实践意义：“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 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

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 
（3）等等 
2．不足 
（1）交易费用的外延不确定 
（2）过分夸大交易费用的作用 
（3）是先有市场还是先有企业？ 
（4）忽视企业的生产功能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交易费用的内涵和外延？ 
2．威廉姆森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3．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有哪些内容？如何评价康芒斯的交易观？ 
4．在威廉姆森看来，交易应该如何与治理结构相匹配才能保证交易费用 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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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 章。 
2．科斯：《企业的性质》，载于《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 章。 
4．张五常：《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

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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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产权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论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本支柱的产权理论。通过学

习,要掌握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产权理论的论述以及产权在制度变迁中的功能。产权理

论认为：经济学要解决的是由于资源稀缺而发生的利益冲突，从而必须运用这样或那样的规则，即

产权来解决这种冲突。研究内容包括了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安排产权的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

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作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促进经济增

长。 
学时分配：9 学时 

第一节  产权的概念和功能 

一、产权的定义 

1．基本公认的定义： 
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

可的行为关系。 
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或

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 
德姆塞茨：产权意指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2．产权定义的理解 
（1）完备的产权总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即产权是“权利束”。包括：使用权，即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的权利；收益权，即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权利本身或在权

利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转让权，即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别人。 
（2）产权是可以分解的。即可以是上述权利之间的分解，还可以是每一项权利内部更具体的

分解。 
（3）产权通常是指人们是否有权利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权益。 
3．产权概念的扩大 

原始的产权是与物的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经济关系制度的发展，产权概念在两个方面发生变化： 
（1）所有权不断派生出各种其他产权形式，是产权内涵的发展，如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

等； 
“财产”定义：对物的绝对支配权；扩大为对价值的权利。 
（2）财产范围的扩大，或者是产权概念外延的扩大，即向“非物质化”和“受限制”两个方

向演变。财产不是由支配物的权利所组成，而是由有价值的权利所组成的。同时，这种新财产也受

到限制，它不是由一束绝对的或固定的权利所组成，而是由一束依情况而受到限制的权利所组成的。 

二、产权的功能 

1．基本功能是界定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关系，以及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明确谁所有、

谁支配、谁受损和谁受益。 
明确界定的产权会产生一种激励，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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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作为一种规则，决定了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生产和进行产品分配，产生激励，确保创新利润

归功于创新者。 
举例：波斯纳认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就在于产生有效益地利用各种资源的激励。 
2．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部性内部化。（德姆塞茨） 
外部性，是指从事生产活动的当事人给他人或社会带来的利益或负面作用。 
外部性内部化，是指一个过程，它常常要求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在更大程度上）

对所有的相互作用的人产生影响。 
举例：化工厂排放污气 

三、产权分割与产权安排 

产权的分割与重组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结果。 
产权分割是分工导致产权功能多样化的结果。产权分割使资源的不同功能掌握在不同的手中。 
在此情况下，资源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所以还必须通过产权的重组，使不同所有者的资源及

其功能重新组合起来。 
从本质上讲，产权分割与重组就是产权安排的调整，也就是资源的配置与再配置。 

四、产权安排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效率标准就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 
应用于产权经济学中，是指任何产权制度的调整都不可能使社会资源的再配置实现更大的产出

或更高的福利。 
波斯纳提出产权效率的三个标准： 
产权的全面性，即所有有价值的资源都应有明确的所有者； 
产权的排他性，即排除他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对利用资源所产生的收益的享有； 
产权的可转让性，即财产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转移。 

第二节  产权安排与科斯定理 

一、福利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的观点 

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曾指出，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出现“外部不经济”时，市场机制

便会失灵，所以，实行国家干预以取代市场机制是必要的。 
比如国家应当对当事人课以赋税，以约束和减少这种行为的数量，从而使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

相等。 

二、科斯定理的产生 

1．科斯定理是科斯在分析“外部性”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科斯认为，市场运行之所以

存在缺陷，其根源在于产权界定不清，以及由此造成的交易过程的摩擦和障碍。因此，要从产权配

置角度分析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2．科斯第一定理：只要清楚界定权利，无论这权利谁属，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资源利

用的效率不变。 
举例 
假设一：畜牧者没有权利让牛在麦地吃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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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畜牧者有权利让牛在麦地吃麦苗。 
结论：不论畜牧者是否有放牧的权利，或农夫是否有索取赔偿的权利，只要让两者自由谈判，

总会找到 有效率的解决办法。 
3．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产权初始分配状态不能通过无成本的交易

向 优状态变化，因而产权初始界定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 
4．科斯第三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

程中的成本，改进经济效率。 

三、产权与交易 

1．界定产权就是确立排他性的专用权 
2．确立排他性专用权的办法 
习俗、规矩；围墙、篱笆、看门狗；警卫；产权证书、法庭和律师 
3．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的谈判 
霍布斯规范定理：通过建立法律结构，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所造成的损失 小化。 
规范的科斯定理：通过建立法律来消除私人协议的障碍。 
评价： 
两定理代表了产权规则的两大原则： 
（1）使私人对资源配置的不一致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小化； 
（2）使私人在资源配置上达成合作协议的障碍降到 低。 
这两大规则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能够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 优”。 
4．波斯纳定理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 
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珍视它们的人。 
在法律上，事故责任应归咎于能以 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没有这样做的当事人。 
任何法律条款的正当性都必须以经济上的合理性为基础；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资源

是不可能获得正当评价的。 

第三节  资产的属性与产权安排 

一、物品分类与产权安排 

从技术和自然属性来判断，物品可分为三类： 
1．私人物品：具有显著排他性；私人产权安排 
2．公共物品：不具有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高昂，导致这类物品在权利和义务上面临不对称

的困境（搭便车问题）；其产权不宜私有。 
3．俱乐部物品： 
（1）排他性：仅由其全体成员共同消费。成员—非排他性；非成员—排他性 
（2）非对抗性：单个会员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会员对同一物品的消费。

（临界点的选择） 
俱乐部物品评价： 
假说成立的前提是： 
成员的偏好和趣味是相同的，每个人对俱乐部产品的评价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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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以“用脚投票” 方式转向其他俱乐部。以一种特殊的产权

制度解决“搭便车”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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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品与知识产权 

1．知识成为财产的原因 
对知识和信息的有偿使用是解决其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定价困难 
生产耗费高，但复制费用低——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差距太大，创新的收益不能内部化。 
知识产权是一种既解决知识生产的激励又兼顾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旨在缩小发明者个人利益

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 
2．知识产权的特点 
（1）易逝性：知识是无形的，而其成果是有形的。 
（2）期限性：不具有永久性，经过一定的年限以后，权利会被法律终止。 
（3）地域性：知识不仅容易被复制，还容易被传播。 
3．几种主要的知识产权 
（1）专利制度：旨在建立发明和其他技术进步的所有权。但至今只保护了很小一部分知识资

产。 
（2）版权制度：将其创作成果的独占权或特许权授予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的产权制度。 
（3）商标制度：确立具有不同特征的商业标志或符号的产权制度。 
4．产权制度的演进 
按有无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可分为原始的产权理论和现代产权理论。 
产权的排他性和可交易性需要一规制的力量来维持。 
起初，这种力量是通过各类社会机制提供； 终将这种力量安排由国家来提供。 

第四节  原始的产权理论 

一、确立排他性产权的社会机制 

排他性产权的形成依赖于以下约束机制： 
1．用私设武力或武力威胁建立排他性； 
2．用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影响私人的动机从而降低排他性的成本； 
3．习俗和习惯法； 
4．由国家或其他代理机构强制实施的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普通法和行政法规 。 

二、限制个人行为的社会机制的种类 

1．复仇群体（是一些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群，它的存在增加了被侵害方报复侵害者

的倾向，降低了袭击和侵权所期望得到的收益。） 
2．补偿制度（侵犯他人产权必须赔偿受损者） 
3．横向忠诚。比如：异族通婚，冲突双方的相互关系降低了侵犯他人产权的净收益，会使人

们更愿意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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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产权实施机制的演进 

一、契约演进的方向 

在没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契约的制定和执行等职能是由契约当事人共同承担的，其间

并不存在明确的专业化分工。 
随着环境的不确定增强、交易对象的复杂化，契约内的各项职能会发生分化，其中，执行规则

的职能由外在于契约的第三方来履行可能更有效率。 

二、举例 

B 是中间商，由他充当生产者 A 和消费者 C 之间的中介。B 和 A、B 和 C 分别签订两个契约，

因此，B 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在这一关系链中，A 是否守约关系到两个契约能否履行。B 要成为一

位成功的中间商，就必须设法减少 A 违约的风险以保证他自己能对 C 履约。如果没有第三方执行

契约，那么 B 就只得考虑使用下列方法？ 
解决办法分析： 
1．B 在与 A 签订契约之前，搜集关于 A 声誉的信息，以确定 A 是否值得信赖；但 B 必须为

此承担信息成本。 
2．B 在私人圈子里寻找可以信任的交易伙伴；但 B 必须承担排斥与“圈外人”交易的机会成

本。 
3．可以依赖“连续交易的戒律”。（适用于同质性社群里）；但交易若是跨社群的， B 便不

能依赖它。 
4．B 可以向 A 贷款并以收回贷款相威胁；但这需要 B 承担借贷的职能，并增添了贷款成为坏

账的风险。 
5．B 可以增加商品库存作为缓冲；但 B 必须为此承担贮藏成本。 
6．B 可以持有更大的现金头寸，以便在 A 违约时，迅速转向其他供货者购买现货；但 B 要支

付发现新供货者的成本，并且，增加现金头寸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7．B 可以与一群供货者签订购货合同，从而将供货方违约的风险分散；但 B 要承担更大的契

约谈判成本。 
8．B 可以通过一体化将 A 购并；但 B 必须承担公司内部的协调成本。 

三、国家介入产权契约后的实施机制 

国家取代私人和行业组织而介入产权契约的理由： 
1．由国家统一行使执行契约和监督契约的职能具有规模效益。 
2．国家要垄断契约的强制执行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丰厚的收益。 

第六节  国家理论 

一、国家的主要功能：提供法律和秩序 

1．诺思：“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

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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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诺思：“国家理论关键的问题是解释由国家界定和行使的产权类型以及行使的有效性。

富有意义的挑战是，解释历史上产权结构及其行使的变迁。” 
3．诺斯：“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二、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 

1．契约理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契约的达成是多重博弈的结果。 
2．掠夺理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对其他集团或阶级进行掠夺的机器和工具。掠夺性的国

家通过界定产权，使统治集团的收益 大化而无视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 
3．评析 
（1）契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从而促进福利的增加。

然而，国家作为每一个契约的第三方，又是强制力的 终来源。尽管契约理论解释了 初契约的得

利，但并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 大化行为。 
（2）掠夺理论忽略了契约 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

金。 
3．诺斯“暴力潜能”分配论 
（1）国家既有生产性又有潜在掠夺性 
（2）控制国家的统治者既垄断暴力又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且经常充当一个具有歧视性的

垄断者角色。 
（3）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和被掠夺者。 

三、诺斯的国家模型的特点 

1．统治者与臣民之间有长期契约关系，它规定公共服务与税收之间的交换条件，即国家为获

取收入，以一组服务——“产权保护”和“公正”作交换。 
2．国家为使自身收入 大化，它将选民分为若干集团，并试图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 
3．国家总是面临着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评析： 大贡献在于抓住了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 

四、国家的目标及其冲突 

1．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 大化； 
2．界定产权结构，使统治者的租金 大化。 
3．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1）到底是使统治者的租金 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 大化？两难选择 
（2）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控制竞赛规则，对于决定经济是持续增长还是陷入停滞不前，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4．统治者追求租金的能力受三个因素的制约： 
（1）来自国内外的潜在对手的竞争，即取决于统治者被替代的可能程度； 
（2）来源于国家代理人的投机倾向； 
（3）来自各种度量成本。 

五、诺斯悖论 

“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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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 有效的工具； 
2．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 大和 危险的侵害者。 

六、巴泽尔之路 

1．“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演进”的路径 
2．产权演进依赖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契约关系的构建和实施 
假定：某一国家有一个绝对的独裁者统治；他的价值标准是自身的安全和个人的财富；他不受

前政权的约束，并可以直接支配包括物质和人力在内的所有财富。 
作为绝对的独裁者，他有权没收他的臣民现在和将来所拥有的任何资产。 
统治者可能通过取消“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某些特权，给予臣民以自由和不没收其财产而获得

收益。 
至少存在三个因素会使没收财产对统治者不利： 
他用以确定是否需要没收财产的信息成本； 
没收一个人的财产使另一些人对财产缺乏安全感，为了减少风险，这些人不敢从事有利于统治

者的经营活动，利益的损失可能超过没收财产的收益； 
统治者可能从包括没收财产条款的契约形式的变化中受到损害。 
统治者只有和臣民相互交换，允许他们拥有并积累财富，并制定约束自己行为的法律，保证他

同臣民的契约得以实施，才能实现财富 大化的目标。 
随着臣民财富的积累，臣民们会更努力地寻求财产的安全和保障。统治者将同意提供这种保障，

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收益。 
双方的努力会使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更对称，契约对双方的约束越来越公平。 
当一种不依赖于统治者的契约履行机制出现时，“法治”就会产生。 

复习与思考题 

1．比较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异同？ 
2．什么是外部性？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是什么？如何评价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 
3．科斯第一、第二以及第三定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 
4．在一个无国家的社会里，有没有可能存在排他性的产权？如果有，确立排他性产权的社会

机制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2．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载于《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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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与企业制度安排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这一章主要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制度理论,
说明了委托代理的性质。 

学时分配：9 学时 

第一节  企业产权结构 

一、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1．业主享有企业全部的剩余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是一种典型的私有产权形式。 
2．在雇佣了工人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着如何对雇员进行监督，减少其偷懒行为，以使其按照

业主利益 大化目标努力工作。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指出：企业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团队生产必然导致计量团

队成员对总产出贡献份额的困难，在监督存在费用的情况下，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不可避免。 
3．企业的产权结构就是为了克服企业内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偷懒行为而建

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4．如何减少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 
（1）市场竞争； 
（2）设立专门人员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 
5．监工自身也存在偷懒动机？——赋予监工剩余索取权 
6．业主制企业的产权安排是： 
（1）获得剩余收入的人是团队成员的监工； 
（2）有关企业生产的决策都由持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做出； 
（3）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是企业主或雇主。 

二、合伙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1．合伙制与业主制的区别？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再归属于一个主体，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个主体。 
2．詹林和麦克林（1976）认为，保证合伙制具有高效率，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1）合伙人就分享剩余收入达成彼此满意的协议； 
（2）每个合伙人的监督工作都是认真完成的，并且可以毫无代价地加以观察。 
评价：一旦这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就会在合伙人中出现偷懒行为、搭便车行为，即都希望对方

更积极地去监督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3．两个合伙人之间的博弈 
假定监督的报酬是确定的，两个合伙人应该能够互相监视对方的行为，可看作是一个“博弈”。 
如果乙监督，甲的 优策略是选择偷懒，因为偷懒可得报酬 3，而监督只能得报酬 2； 
如果乙选择偷懒，甲的 优策略则是选择监督，因为甲也偷懒的话，甲只能得报酬 1，选择监

督则可得报酬 2。 
如果甲选择监督，乙的 优策略是偷懒； 
如果甲偷懒，乙只好选择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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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会导致“欺骗”，即每个合伙人都力求使对方相信自己在偷懒，从而希望对方能努力监督。

这样反复试探，就可以达到甲和乙都努力监督的 优结果。 
但是，一旦合伙人人数增多，就会改变这个博弈的性质。偷懒的动机会加强，因为每个合伙人

的监督努力对他自己报酬份额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合伙制企业一般以小规模企业居

多。 

三、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及其治理 

1．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特点： 
（1）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归属是典型的“集体所有”，即股权结构的分散化。 
（2）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即“剩余索取权”与“监督其他要素的权利”相分离。 
2．现代公司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 
（1）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

（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 
（2）获得“分工效果”和“规模经济”。 
（3）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A.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B.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4）三种不同的角色： 
A.承担风险的所有者； 
B.发挥战略决策作用的董事会； 
C.执行和承担经营管理的经理。 
3．解析“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1）剩余索取权是相对于契约收益权而言的，是指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契约支付（如

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即利润）的要求权。 
（2）剩余控制权是指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比如监督其他要素的权利等。 
（3）现代公司面临的问题：委托代理问题 
4．现代公司中的代理问题与代理成本 
詹森和梅克林（1998）指出：如果委托代理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 大化者，就有充分的

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 大利益而行动。 
目标不一致？ 
如何减少代理问题与代理成本？ 
激励：即设计一个使代理人（经理）和委托人（股东）分享剩余的激励性报酬契约，以使经理

和股东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约束：即通过各种内、外部机制监督、约束代理人（经理）的行为。 
5．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对公司经理代理问题的“约束”思路，即公司治理问题。 
（1）公司治理结构，就是约束股份公司经营者行为、减少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的一系列组织

机构、制度安排和客观力量。 
（2）公司治理的内部结构：即法人治理结构 
（3）公司治理的外部结构：包括一般少数股东以及潜在股东、资本市场、股票交易所等，以

及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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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特征及其改革 

1．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特征： 
（1）每一个个人并不直接拥有产权，个人不能直接享有国有资产收益； 
（2）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主体，要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 
（3）在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4）导致的结果： 
A.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 
B.代理成本非常高。 
2．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困境 
（1）国有产权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制度安排。适用于一些纯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消费，以及一

些非排他性的自然垄断行业。 
（2）在国有企业中，公民作为 终所有者，缺乏监督企业提高利润的激励。 
（3）作为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的政府是否有这种激励呢？ 
（4）政府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政府 大化目标不是“利润 大化”能够涵盖的，而且缺乏

有效手段监督国有企业提高利润。 
3．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1）渐进式改革 
（2）前提：充分发展的市场制度的存在？ 
（3）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国企改革应该是产权、竞争环境和企业治理结构的综合改革。 
（4）对于我国而言，充分地创造市场是十分重要的。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主要体现在市场的进

入与退出机制的有效及完善性。 

第二节  企业的性质理论（或企业的契约理论） 

一、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关系 

1．二者区别： 
（1）企业契约是一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特别契约。 
（2）在企业契约中，存在一个“中心签约人”，即企业家，他具有一定的权威。 
A.当这个中心签约人的企业家同时是资本家时，是一个古典企业契约； 
B.当这个中心签约人的企业家是一个职业企业家时，是一个现代企业契约。 
（3）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是关系契约和长期契约。 
2．二者共性： 
都是两个以上的主体（签约人）在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各方同时为改进自己的经济

状况（至少理性预期）而在交易过程中确立的一种权利流转关系。 

二、契约的不完全性与契约实施机制 

埃格特森（1996）：“转移或让渡消费品、服务或生产性资产的产权，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久

的，都是通过契约方式来完成，契约规定了交换的条款。契约的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1．契约的本质 
契约的本质是交易的微观规制结构，它是一组约束当事人行为的局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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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契约存在“缺口”） 
2．不完全契约与“敲竹杠”问题（或“要挟”问题） 
（1）所谓“敲竹杠”问题，就是当人们一旦做出专用性资本关系投资后，担心事后重新谈判

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契约条款或担心由于他人的行为使他的投资贬值。 
（2）案例（克莱因，1992）： 

初的汽车车身是使用木料加工的单个、独立的开放型构件。到 1919 年，生产汽车开始使用

大量封闭型的金属车身构件，因而需要专用性压铸机械。通用汽车公司为了鼓励供给其配件的费舍

公司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与它签订了为期 10 年的购买封闭车身的契约，其中规定通用公司必须

尽量从费舍公司购买封闭车身。同时，为了防止发生费舍公司利用上述排他性交易条款来谋利的机

会主义行为，契约对价格做了限定，当时规定的价格是成本加上 17．6%的盈利。此外还规定，费

舍公司供给通用汽车公司的车身价格的变化幅度不能超过它供给其他同类汽车制造商的价格变化

幅度，并且车身价格不能超过费舍公司以外的其他配件公司生产同类车身的市场平均价格。契约还

订有在一方破坏价格契约的条件下可以强制性地诉诸仲裁的条款。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契约条款

虽然限制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却增加了费舍公司敲竹杠的可能性。费舍公司使用了

特别条款，用契约中的附加成本条款“敲诈”了通用汽车公司。到 1924 年，通用汽车公司已无法

忍受费舍公司的契约关系，开始谈判收购它的股权， 终于 1926 年正式兼并了它。 
3．契约的实施机制 
（1）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主要是通过对交易一方的违约行为施加一种私人惩罚来保证

交易的正常进行。 
（2）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 
青木昌彦（2001）：“随着产权交易域不断扩展，潜在交易者已无法事先识别其潜在的交易伙

伴，这时，第三方就有必要代替直接的交易伙伴成为非人格化交易的治理手段。” 
（3）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 
青木昌彦（2001）：“随着市场交换的不断扩张，民族国家将逐渐成为首要的保护和实施合同

的第三方实施机制。” 

三、企业代理问题与激励契约设计 

1．企业代理问题及其表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即机会主义行为在企业契约不完全情况下

的一种表现形式。 
（1）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交易双方在交易协定签订后，其中一方利用多于另一方

的信息，有目的地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增加自己的利益的行为。 
在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合约（设计一个 优的激励机制）诱使代理人

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2）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指在契约签订以前，市场的某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

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使另一方受损，那么倾向于与对方签订协议进行交易。 
在逆向选择模型中，委托人的问题是不知道代理人的类型，因此要选择一个有效合同来获得代

理人的私人信息。 
2．柠檬车市场模型 
旧车市场模型（Akerlof, 1970） 
在旧车市场上，卖者知道车的真实品质，而买者却不知道（买者要在购买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

后才会发现车的真实质量）。 
因此，在买车的时候，买者是根据自己对车市上所卖车质量的平均估价（主观概率）来支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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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即如果买者对旧车的平均质量估价认为值 4000 美元，则即使对于一辆实际价值 6000 美元得

好车（买者不知道），买者也只愿意 多支付 4000 美元。而一辆实际价值 2000 美元的坏车也可能

获得 4000 美元的平均价。 
结果好车坏车一个价。拥有好车的卖者就会退出市场，只有]坏车会留在市场上。 
3．企业 优委托权安排：张维迎模型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 
（1）将所有经济活动分为两类：经营决策和生产活动。 
（2）分析分为三个步骤： 
A.建立了一个“隐藏行为模型”。将企业的委托权安排给经营成员比生产成员更优。让经营者

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主要功能是免除对经营者行为的外部监督，即让经营者自己监督自己。 
B.建立了一个“隐藏信息模型”。将充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或选择经营者的权威赋予资本所有者

是 优的，因为资本所有者的选择传递有关当事人经营能力的信息，只有那些愿意当企业家而同时

又拥有足够个人财产的人才能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 
C.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经营才能、个人财富和个人风险态度识别为决定市场经济中人

们之间均衡职业划分的三个基本要素。 
D.将股份公司理解为能力与财富之间的“合作”。 
E.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有才能又有财产的人成为“企业家”，有才能而无财产的人成为

“职业经营者”，有财产而无才能的人成为“单纯资本所有者”，既无才能又无财产的人成为“工

人”。 

复习与思考题 

1．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区别表现在哪里? 
2．为什么说企业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的产权制度? 
3．什么是委托代理制度,它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联系是什么? 
4．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各有什么特征？其各自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什么？ 
5．什么是道德风险？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形下，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激励契约设计？ 
6．什么是逆向选择？逆向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在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形下，企业应

该如何进行激励契约设计？ 

拓展阅读书目 

1．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

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2．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

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李维安、武力东：《公司治理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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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该章是上一章内容的深入，通过学习，要掌握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

的基本理论，特别是要掌握用运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分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

新的实践。 
学时分配：8 课时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动因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原因 

1．1940-1950 年，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

暂时的。 
2．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出现长期增长。认为劳动投入增加、技术进步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不单是资本积累的问题。 
3．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小结：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分为发展软件（技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和发展硬件（资本、

劳动）两类。 
4．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受到了长期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 终

把制度因素纳入到解释经济增长中来。 
诺斯例证： 
在 1600—1850 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没有发生诸如轮船替代帆船这样重大技术进步，但这

期间海洋运输的效率却大大提高。 
诺斯经过对于海洋运输成本的统计分析发现，虽然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船运制度

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提高了海洋运输生产率。 
这说明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够提高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完善，需要

“修补”。 
诺斯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斯从研究经济增长开始的学术之路， 后以创建制度变迁理论收场，其间反映了敏感的问题

意识和出色的创新能力。 
诺斯认为：产权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因此国家要对产权的有效性负

责， 后对经济发展负责。 

二、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1．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定义 
（1）制度可以分为制度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安排两个层次。 
A.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

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 
B.制度安排是指对某些具体行动或关系实施管制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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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一般就指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也指制度安排的变迁。 
2．制度变迁需求的含义 
（1）制度变迁即是一种新的、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旧的、效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2）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 
（3）人类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某些潜在利益（或外部利润），产生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需求。 
（4）诺斯等认为：1．制度有助于获得规模经济；2．制度有利于克服外部性；3．克服对风险

的厌恶；4．帮助克服市场失败，促使不完全市场更好地运作。 
（5）林毅夫认为：制度对人类有两项基本功能：安全功能和经济功能。 
3．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 
（1）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 
（2）技术进步 
（3）市场规模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5）偏好的变化 
（6）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 
（7）偶然事件 
4．制度变迁供给的含义 
（1）只有当预期的变迁收益超过预期的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2）然而，许多时候行动团体的经济计算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意识形态对于其他制

度的维持与变迁影响很大。 
（3）如果人们对现有制度不满，怀疑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那么即使个人在制度变迁中遭受

损失也会去参与制度变迁。 
5．影响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 
（1）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 
（2）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 
（3）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制度选择集的改变 
（4）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 

三、制度均衡 

1．制度均衡的定义 
诺斯认为：制度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

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 
制度均衡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变迁需求和供给因素一定时，制度变迁的供给适应制度变迁需

求、制度安排不再变动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 
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

变现行制度。 
2．制度的非均衡及其类型 
（1）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 
（2）类型： 
A.制度供给不足 
a.制度的短期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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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制度的长期供给不足 
B.制度供给过剩 
a.制度的短期供给过剩 
b.制度的长期供给过剩 
3．制度市场的类型 
（1）完全竞争的制度市场：制度的供给者数目很大，可以是很多的个人、自愿团体或者政府。

如社区管理者向社区内居民征集规范社区成员行为的制度。 
（2）寡头垄断的制度市场：制度的供给者由少数几个人、自愿团体或政府构成。如当前的国

际政治经济制度。 
（3）完全垄断的制度市场：制度的供给者只有一个主体的市场。如国家范围内的正式制度的

供给。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方式理论 

一、制度变迁：基于目标实现途径的分类 

1．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变迁 
通过改变人类行为的“选择集”，以提高生产效率，使货币化的社会所得即净国民收入得到增

加的制度变迁。（增大馅饼） 
解释：不同的制度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现状中的不同选择领域，即不同的行为选择集。 
举例：一个选择集可以是消费者的消费集 X，或是企业的生产集 Z。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决定

了 X 和 Z 的性质和范围。 
总结：制度作为限制、解放、扩展个人行为的集体行为，是界定消费集和生产集的根本因素。 
2．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意图在于改变收入的分配（仅是重新分配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 
3．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变迁 
比如：一些矿工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疏通以增加矿井安全。改善煤矿安全状况的集体行动如果成

功的话（产生新的安全法），会导致有利于矿工的经济机会的重新配置。 
4．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变迁 
例如：一些制鞋者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疏通以对便宜的外国鞋实行进口管制。限制便宜进口货的

集体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会导致有利于国内鞋类生产者的经济优势的重新配置。 

二、制度变迁的过程 

1．相关定义 
（1）初级行动团体 
是一个能够发现新的收入，并意识到，通过改变制度能获取这些收入的决策单位。如果创新成

功，它将获得创新收入，同时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通常称为“创新企业家”。 
（2）次级行动团体 
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它帮助初级行动团体为获取收入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它一般不增加收入总

量。比如，一些为实现某项具体制度变迁而设立的委员会。 
（3）制度装置 
是行动团体为实现制度变迁而利用的文件或手段等。当这些装置被运用于新的制度安排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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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团体就用它们来换取制度创新收入。 
2．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 
（1）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 
A.首先形成“初级行动团体”。 
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 
熊彼特创新理论？ 
B.初级行动团体提出制度变迁方案。 
新的方案的等待时间的长短？ 
方案设计的复杂性？ 
方案应该得到基本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的许可 
C.在有了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变迁方案之后，初级行动团体对预期纯收益为正值的几种制度变

迁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利润 大化原则。 
D.形成“次级行动团体”。 
次级行动团体的建立方式？ 
初级行动团体可通过选举、贿赂、收买等手段建立次级行动团体 
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自动产生次级行动团体 
利用专门提供制度变迁服务以谋利的社会经济团体 
可能是个人、团体、政府部门自身？ 
E.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一起努力使新的制度方案得以通过并付诸实施。 
举例？ 
高校后勤制度改革：如处于垄断地位的学生食堂 
学生代表团（初级行动团体） 
学生伙食委员会（次级行动团体） 
经营证和停止命令（制度装置） 
（2）黄少安对制度变迁一般过程的分析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A.认识变迁条件、发现变迁机会。 
B.组织变迁集团。 
C.确定变迁目标。 
目标确定过程是对各种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发明、创造的过程 
D.设计和选择变迁方案。 
E.实施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实质性阶段 
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是否需要修改方案 
是否完全按既定方案实施 
F.完成、检验变迁，修补和完善新制度。 
（3）研究制度变迁一般过程的意义 
A.发现而不是忽视创新机会 
B.可降低每一阶段的变迁成本，减少整个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 
C.尽量缩短每一阶段的时间，加速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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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要现象 

（一）时滞 
1．时滞的定义：制度变迁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动，制度就从均衡变成非均衡（潜在利润存在）。

其中，从认知制度非均衡、发现潜在利润的存在到实际发生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过程，即

为时滞。 
2．制度变迁中的时滞包括： 
（1）时滞 1：是认知与组织时滞。从发现外部利润到组织初级行动团体需要时间。 
时间长短取决于： 
潜在利润的大小 
合法的制度安排选择方案的多少 
组成有关行动团体的成员数量 
原型组织是否存在 
通讯和交通条件的好坏 
（2）时滞 2：发明时滞。初级行动团体要去发现或发明能够实现潜在利润的新制度需要一定

时间。 
时间长短取决于： 
从新安排中得到的利润 
可借用的创新方案 
法律和政治环境的可靠性 
经济环境对可选择方案的制约 
（3）时滞 3：菜单选择时滞。如果实现潜在利润的制度安排不止一个，人们就需要从中选择

一个作为实施对象。 
时间长短取决于： 
菜单中可行的安排选择数目多少 
方案之间的差距的大小 
（4）时滞 4：是启动时滞。选择 佳的制度变迁方案和实际进行的制度变迁之间的时间间隔。 
时间长短取决于： 
潜在利润的大小 
初级行动团体成员之间的意见一致程度和成员规模 
3．认识制度变迁时滞的现实意义 
在影响诸种影响制度变迁时滞的因素中， 重要的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 
1．现存法律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 
2．现存制度安排可能还有残存价值（如同旧机器一样） 
3．发明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若变迁必须等新安排形式的发明，则新制度安排的供给时滞一定

很长。 
因此，如何缩短制度变迁时滞？ 
（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1．路径依赖的定义：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的强大影响。 
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 
2．成功的路径依赖：19 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 
基本制度框架于 19 世纪初就开始演进，如宪法、西北法令以及给辛劳工作付酬的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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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使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如议会、地方政治团体、家庭农场、商人协会和造船企业

等 
导致了对教育投资的需求 
教育投资又导致了免费公共教育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农业试验站的建立等 
政治和司法框架、产权结构被修正，行为规范和其他非正规制约也发生变化 
3．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第三世界国家 
提供给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机会是一个混合物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多是利于促进再分配，而不是促进生产活动 
他们所创造的是垄断，而不是竞争性条件 
他们限制机会，而不是增加机会 
他们很少进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教育投资 
基本的制度结构选择很少有利于生产活动 
4．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

过程。这个过程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首先，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有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后来的改革要受原有改革道路的制

约，因为沿着原有道路走下去总比另辟蹊径要方便一些； 
其次，一种新的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在该种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即使下一步改革

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改进，这些压力集团也会阻挠改革或者促使改革朝着有利于他们既得利益的方向

发展。 
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为下一步改革划定了范围。 
（三）连锁效应 
1．连锁效应的定义：由经济学家赫希曼为了分析经济发展过程而提出的概念。是指国民经济

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机制。 
制度变迁都会存在某些外部性，它也会受到其他制度变迁的外部性的影响。这种制度之间的相

互关系形成的就是“制度连锁”机制。 
2．制度变迁的前向连锁：一项制度的变迁将对以该项制度为基础和依托的其他制度安排产生

促进或制约的影响。 
前向连锁的效应是扩散的。如一项根本性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会造成全面和深刻的影响，会造就

一个新的制度结构。 
3．制度变迁的后向连锁：一项制度的变迁对该项制度赖以产生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创新所产生

德拉动或限制的影响。 
后向连锁主要是通过特定的拉动作用实现效应的。 
次一级制度的变迁对初级制度提出了变迁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的实现往往是强制性的。 
对它的抗拒所导致的后果，要么是已经变迁的次级制度安排废除，要么是对新的次级制度安排

功能的损害。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及其搭配使用 

1．根据制度变迁的规模来划分： 
（1）单项（局部）制度变迁：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的制度独立于其他制度而变迁。 
（2）整体制度变迁：是特定社会范围内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变迁。 
单项制度变迁也是局部制度变迁，但局部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单项制度变迁，它可以包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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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一起变迁。 
2．根据制度变迁的速度来划分： 
（1）渐进式制度变迁：变迁过程相对平稳、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新旧制度之间的轨迹

平滑、衔接较好的制度变迁。（从启动变迁到完成变迁需要较长时间） 
（2）激进式制度变迁：即休克疗法。在短时间内、不顾及各种关系的协调、采取果断措施进

行制度变迁的方式。（变迁的果断性） 
3．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来划分： 
（1）诱致性制度变迁：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

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包括个人制度安排和自愿的制度安排。 
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 
（2）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即为政府制度安排。 
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或重新分配经济优势

而发生。 
（3）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 
A.相同点：a.两者都是对制度非均衡的反应；b.都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原则等。 
B.区别： 
a.主体不同。 
b.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的是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强制性制

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较短的时间和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还能以自己的强制力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c.面临的问题不同。诱致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强制性制度变

迁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 
4．制度变迁方式的相机组合模式 
（1）强制性制度创新方式+激进方式的组合模式：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的转变。 
（2）强制性制度创新方式+渐进方式的组合模式：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 
（3）需求诱导性制度创新方式+激进方式的组合模式：如我国 1978 年以来的农业制度变迁。 
（4）需求诱导性制度创新方式+渐进方式的组合模式：如我国 1978 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确定以后的农业制度变迁。 
5．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 
（1）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A.意识形态的特征：a.个人与其环境达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

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b.意识形态同个人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需要在相互对立

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选择。c.意识形态会随着人们的经验的变化而变化。 
B.影响意识形态（伦理和道德评判）的变化的因素：a.产权的改变；b.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上，交换的条件偏离了已为人们认为是公平交换的比率；c.在劳动力中，一个特殊的集团的相对收

入状况发生了偏离；d.信息成本降低的结果是，人们相信不同的或更优惠的交换条件可能在别处占

优势。 
（2）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A.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 
B.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情况）。 
C.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不再按照有关的成本收益的简单的、享乐

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形式。（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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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毅夫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A.意识形态界定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

会现行制度结构。 
B.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a.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 
b.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c.意识形态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6．组织与制度变迁 
（1）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实体，实体中的创新者用它来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

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 大化。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组织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 
（2）组织的 大化行为是如何规范和影响制度变迁的？ 
A.制度变迁是组织对所有类型知识进行投资的派生需求。 
B.制度变迁是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及制度框架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C.非正式制度的渐进变迁是组织的 大化活动的副产品。 
7．学习与制度变迁 
（1）人类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就是制度形成的过程。 
（2）学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A.制度是人通过学习形成的思维模型和信仰结构的外化； 
B.经验和学习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社会和文明（从而不同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 
C.经济和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经济变迁是一个无处不在、持续进行的增量过程，

它是组织内的个体行为人和组织内企业家每日每时进行选择的结果。 

第三节  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1．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 
（1）诺斯：“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相等。” 
（2）举例： 
“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

会收益，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 
“一套鼓励技术变化、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的激励机制仅仅随着

专利制度的建立才被确立起来。”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认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

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 
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出：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

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保护，并通过缩小对创新带来额外“利益”可能性无把握的程度，促使发明

者的活动得到 大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创新精神”，并且更能使经济增长。 
与可能得到的“利益”相比较，创新的“费用”越高，人们就越没有理由把他们的努力和精力

用于“有益”社会的创新活动。 
2．历史上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度缺乏的原因 
可能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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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 
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 
李的解释：中国是官僚体制，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林毅夫的解释：中国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 

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拉坦：“对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

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感到困惑的。” 
1．凡勃伦等人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 
2．马克思的观点 
3．诺斯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4．拉坦认为二者“互不决定论” 

复习与思考题 

1．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含义是什么？两者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2．怎样理解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 
3．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各有什么特点？ 
4．制度创新的主体由谁承担，在实践中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扮演什么角色？ 
5．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对解释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有什么意

义？ 

拓展阅读书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5．6 章。 
2．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极其验证》，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3．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0．11．12 章。 
4．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于《制度、技术与中国农

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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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主要内容是简单介绍经济分析法学，从法律经济学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入手，分别介绍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经济调节方式以及对于法

律制度变迁的经济学阐释。 
学时分配：8 学时 

第一节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学科性质 

学科“冠名”上的看法分歧，是否实际上反映了有关学科性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一）主流学派的观点 
主流学派的学者认为，学科的名称无需刻意加以区别，冠名不同并不代表对学科性质看法的分

歧。主流学派的学者在他们撰写的著作、教科书和论文中，经常使用不同的学科名称，但是，他们

对学科性质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二）非主流学派的观点 
法－经济学反映了许多不同的学术传统，有互补性，亦有竞争性，主要的学派有：法与经济学

的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法与经济学、纽黑文学派、现代共和主义和

批判法学。 

二、学科的研究范围 

（一）主流学派 
1．研究范围：法－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

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

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 
2．研究重点：“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 
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

管制的领域，而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二）非主流学派 
1．与对于法－经济学学科性质定位的认识一致，非主流学派关于法－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看法，

具有更大的视野。 
2．非主流学派认为，法－经济学应该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

比和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或者说，法－经济学应该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

社会模式，研究选择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 

三、法律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1．1960 年代科斯等人的研究出现之前，对法律的经济分析集中在反托拉斯法、税法等立法领

域，“大约 30 年前，法律的经济分析几乎是反托拉斯法经济分析的同义词”（波斯纳，1997：22）。 
2．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 年）、《社会成本问题》（1960 年） 
3．1961 年，卡拉布雷西在《耶鲁法学》发表了“Some Thoughts on Risk Distribution and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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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orts”，从风险分配的角度思考侵权法，反对侵权法中流行的道德理论。 
4．1961 年，阿尔钦发表了“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5．1962 年，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系列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

逻辑基础》，开创了所谓“公共选择”或“宪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将理性选择理论应

用到政治学或公法的领域。 
6．1973 年，波斯纳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从此进入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表。

在各大法学院，基本上都有专职的经济学家担任法律经济学的教学，在传统的案例教学课程中使用

经济学亦很流行。 
7．在司法实践中，一批明确的使用经济学术语的判例也出现了。法律经济学成为 1970 年代以

后美国法学界影响 大的法学流派。 

第二节  市场与秩序：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分析 

一、市场秩序的产生 

1．习惯 
2．惯例 
3．法律 

二、合同制度分析 

1．合同法的经济意义 
（1）马克思：“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

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

品，占有别人的商品。” 
（2）波斯纳：“合同法的作用在于通过自愿交换，促进各种资源流向更有价值的使用方向，

如果某许诺完全是单方面的，它就不可能成为交换的一部分。” 
2．合同法的经济作用 
（1）节省交易成本 
合同法是提供各种交易规范和标准术语，以使当事人在合同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

减少达成交易规范和反复推敲合同条款所需的成本。 
（2）分配市场风险 
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 
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3．合同法目标： 大限度地实现私人目的。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动必然有后果，合同法赋予我们的行动以合法的后果。” 
4．合同法的两个基本问题 
（1）应该履行什么契约，即合同的可实施性问题、法律效力问题。包括： 
第一，合同双方之间必须存在着一个协议，即一方提出要求，另一方接受了这一要求； 
第二，这一协议是建立在合意基础上的； 
第三，合同必须以约因为基础； 
第四，合同双方必须有签约能力； 
第五，合同内容必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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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背可履行的契约应给予什么补偿。 
5．契约自由和政府管制 
（1）1999 年《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的确认 
（2）1995 年《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管制 
6．《劳动法》与劳动合同——谁来保护工人？ 
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第 8 章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

能雇主的工人。 
7．《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谁来保护消费者？ 
弗里德曼夫妇《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第 7 章 
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心肠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慷慨

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垮台，而犯严重错误的

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 
消费者可以依赖百货公司、商标和私人检验组织判断产品的质量。无需政府的帮助。 
8．完备合同理论 
（1）完备合同：假如可强制履行，那就能理想地适应立约人和受约人目标的一种承诺。 
（2）假定条件： 
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包括有稳定的偏好、在追求偏好时要受到约束、在约束范围内尽量实现个

人的目的； 
存在完备合同的环境，包括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伙伴以及零交

易成本等。 
9．合同的成立与履行 
如果原告对违约起诉，被告可能提出两类辩解： 
（1）立约抗辩：订立合同时的不完备妨碍了其合法性，所以，合同是不可履行的； 
（2）履约抗辩：合同是通过正当手续订立的，并产生了法律责任，但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意

外，因而应免除合同义务。 
10．合同的免除与风险分担 
（1）有些合同是不可能履行的？ 
（2）风险分担问题？ 

三、侵权责任制度 

关于侵权的法律理论中充满了规范性。而经济分析是一种实证分析。 
1．侵权行为的法学解释 
（1）侵权行为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同于违约的违法行为。 
（2）古典的侵权行为理论将侵权行为分为三个要素： 
A.被告对原告的失职；注意义务、过失行为 
B.原告遭到损害； 
C.失职是损害的直接原因和近因（因果关系）。 
2．侵权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1）考特和尤伦：“作为对合同法的补充，侵权法在下列情况下设计出按比例承担损失的原

则：潜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形成合同关系的费用太高，从而无法定下这种比例。其结果是侵权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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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 直接的方式依法干预私人行为。” 
（2）科斯认为，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

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3．侵权责任制度的变迁 
（1）从绝对责任到过失责任。 
A.绝对责任原则：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造成损害结果，就要负责。 
B.过失责任原则：以“注意义务”为基础，行为人在对他人负有注意义务的场合，如果没有适

当地注意或合理地关心，造成损害结果，他就要对此负责。 
（2）从过失责任到严格责任 
劳工赔偿法 
产品责任法 
4．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有一种说法：在普通法中，合同法消失在侵权法当中。这种认识表明侵权法与合同法在本质上

是相同的，侵权法是特殊的合同法。 
但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比较合同法与侵权法，二者存在区别。 
合同法在以下情况下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关系，即他们的事前谈判成本低并因而缔结成合同关

系； 
侵权法在以下情况下涉及到人们之间的关系，即他们有关伤害的事前谈判成本高并因此不能缔

结一种合同关系。 
5．汉德法则的经济理论 
（1）侵权法的“谨慎义务”和“合理注意”原则，要求行为者以 合理的成本来预防损害，

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合理的预防成本应怎样确定？ 
（2）加州 高法院首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汉德法则”。汉德法

官认为：船主的责任在于防止产生损害，他的义务取决于三个变项的函数： 
船只冲出泊留位置的概率（P）； 
如果冲出来，其产生损害的严重性（L）； 
充分预防的责任（B）。 
B < PL 
如果预期损害超过了预防成本，并且被告没有采取措施，那么被告就是有过失的。 
6．波斯纳的发展 
（1）与避免事故有关的成本应该是边际成本，即在预防某一事故时需支付的追加成本。 
（2）如果预防事故的追加成本超过了减少的预期事故成本，预防就是得不偿失的。 
（3）将人们的不同风险态度作为适用汉德法则的必要因素。（汉德法则是建立在风险中性的

假定基础上） 
1%获得 100 美元的非确定性 
100%获得 1 美元的确定性 
7．产品责任制度的产生与沿革 
（1）产品责任法主要调整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侵权行为所引起的人身和财

产损害责任。 
（2）考特和尤伦将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契约原则 
过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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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责任原则 
8．现代产品责任制 
（1）内容：现代产品责任制是以严格责任制为特征的，对消费者更有利。 
只要产品有缺陷，对使用者或消费者具有不合理的危险，并因此使他们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失，

该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卖方包括：与买方直接订立合同的卖方，以及生产者、批发商、经销商以及为该产品提供零配

件的供应商。 
卖方包括：直接的买主，以及买主的家属、亲友、客人甚至过路行人。 
（2）评价： 
A.产品缺陷主要有三种形式：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缺陷； 
产品在设计上有缺陷； 
生产者对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危险没有给予警告。 
B.严格产品责任制度强调生产者单方面预防。 
C.被告的抗辩理由： 
风险承担 
产品误用 
D.严格产品责任制度的危机 
绝对责任 
9．中国侵权法 
（1）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 
（2）特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A.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B.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C.公共场所施工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D.建筑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E.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F.产品责任 

第三节  国家与法制：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 

一、国家与法的起源 

法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1．国家起源问题： 
（1）诺斯暴力潜能论 
（2）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法的产生：从习惯到法律 
实现途径：默认、确认和整理 
3．国家的效率 
国家是 有效的实施法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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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与效率 

1．经济自由：自由与效率 
经济自由包括： 
（1）财产自由 
（2）契约自由 
（3）经营自由 
（4）联合自由 
2．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国家干预者，都不否认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1）国家干预的法理学依据 
自由的有限理性 
家长主义 
（2）国家干预的经济学依据 
公共物品 
外部经济 
自然垄断和不完全竞争 
信息不对称 
开发和发展风险 

三、经济法问题 

1．经济法的产生 
（1）德国 
（2）日本 
2．经济法的特征： 
（1）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3）其体系和内容都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不像民法那样比较稳定。 
3．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间接调控的法律体系： 
税收、利率、信贷等 
（2）产业管理的法律体系： 
农业法、工业产业振兴法、中小企业振兴法等 
（3）市场规范的法律体系： 
公平竞争和反垄断法律、规范各种交易活动的法律 
（4）社会政策的法律体系： 
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 
4．经济法的评价 
（1）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放任、民商法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公法对私法领域的调整 
（2）经济法的出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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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已经受到限制 
（3）经济法的出现，是由于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经济的外部性日益扩大，市场的自

发调节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可从宏观上进行调节，实现社会效益

的 大化。 

四、竞争与反垄断法 

1．反垄断法的产生及其要点 
（1）美国垄断组织的发展 
美国：反垄断法的发源地 
1882 年，洛克菲勒组建美孚石油公司 
（2）反托拉斯立法运动 
1890 年《谢尔曼法》：反勾结和反垄断 
1913 年《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3）反托拉斯法限制的垄断行为： 
联合限制竞争 
滥用经济优势 
价格歧视 
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兼并 
损害消费者 
其他反竞争行为 
2．反托拉斯法实施原则的变迁 
（1）本质原则与合理原则 
A.合理原则：只有“不合理”的限制竞争行为才属于法律禁止范围。 
给企业的竞争行为以很大的活动余地 
企业在竞争和垄断活动中仍难以自我把握“合理标准” 
B.本质原则：主张只有那些特别有害于竞争的限制行为才可以推定为违反了禁令，一旦作了这

种推定，就是不可推翻的。 
明确规定了不能豁免的反竞争行为 
对垄断企业起到了一种威慑作用，要求自我禁止 
一旦违反，法院无需对该限制行为对竞争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加以权衡，避免了冗长的案

件审理过程。 
（2）行为主义与结构主义 
在反托拉斯法执行比较宽松时，合理原则成为为垄断解脱罪名的有力工具。 
A.行为主义：只有垄断行为才是违法的。 
而事实上垄断行为本身难以确定 
B.结构主义：市场力量 终来源于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进入障碍是市场垄断的根本原因，法

律就应禁止垄断性兼并。 
（3）效益原则 
波斯纳提出：反托拉斯法应以促进经济效益为目标，应以效益原则评价企业行为的合理性。 
某种行为，不论其是否损害竞争者或是竞争对手，只要能促进社会经济效益就是合理的。 
3．微软公司反垄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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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5 月 18 日，美国联邦司法部联同 20 个州共同发起了美国近百年来 大宗的反垄断行

动，控诉微软公司企图将竞争对手排挤到行业以外。 
4．反托拉斯法的效益评价 
（1）反托拉斯法的反垄断效果：毁誉参半 
（2）反托拉斯法遵循的效益路线 
A.垄断和竞争的矛盾 
B.集中和垄断的效益观 
5．政府管制 
（1）定义：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活动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 
（2）政府管制的经济原因： 
减少交易费用（科斯） 
限制垄断 
（3）政府管制的手段： 
批准和认可：许可、认可、特许 
命令 
行政指导：非法律手段 
6．自然垄断与行业管制 
（1）自然垄断：由生产、配送方面的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沉没成本、资源稀缺性

等原因，使企业仅被限定为一家或极少数几家公司的产业。 
（2）自然垄断是垄断企业不受反托拉斯法管辖的原因。由于自然垄断性，赋予少数企业以垄

断供给权，限制其他企业加入在政策上是允许的。 
7．政府管制的起源与法律制度变迁 
（1）在美国， 早的管制是对铁路运价的限制 
1877 年格兰其法案 
电力、电话、煤气等 
银行、证券、广播、公路货运、海运和航空等 
（2）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很多产业实行放松管制的政策 
取消证券市场的股票委托手续费 
取消航线认可、解散民间航空委员会等 

五、宪政和市场经济 

1．没有市场经济便没有真正的宪政 
宪政是依据宪法而统治的一种政治形式。“依宪治国” 
2．现代宪政的五项基本价值： 
（1）人民主权 
（2）宪法至上 
（3）有限政府 
（4）保障人权 
（5）宪法是法 
3．各国宪政建设的首要课题 
（1）“法治行政”的确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克服市场经济弊端方面的

作用成为宪政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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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以及加强人权保障的角度来促进市场机制的繁荣与发展 
（3）从中国历次修宪的实践来看，宪法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依据 
及时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地位 
及时肯定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 
4．宪政与公共选择分析 
（1）布坎南将人们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 
A.宪制选择阶段：人们关于政治秩序和政治决策基本规则的选择。（布坎南强调此阶段的重要

性） 
B.后宪制选择阶段：在已确定的宪制下对具体行动策略的选择。 
（2）宪政制约的必要性：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要以自由的市场经济、可靠的宪政制度为

基础 

六、犯罪的经济分析 

1．罪犯是一个理性计算者 
（1）理性罪犯的犯罪行为模型是：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

施犯罪。 
（2）诈骗行为的成本： 
A.显性成本：实际支付的费用 
B.隐性成本： 
a.因诈骗而牺牲的可能从事其他职业获得的收入 
b.可能由逮捕而带来的隐性成本：丧失自由活动的权利 
c.社会地位的降低 
2．刑罚的经济分析 
（1）加重刑罚或增加判刑可能性，将提高犯罪价格而减少犯罪。 
（2）对犯罪行为不能仅限于单纯的损害赔偿，为了对犯罪进行有效的威慑，必须使犯罪活动

的成本即社会对罪行的要价，大于这种活动对他们来说的价值。 
（3）要有效地预防、惩治犯罪，关键在于设置 佳的刑罚体系，即刑罚的设置水平应是预期

的刑罚成本大于犯罪人的预期犯罪收益。 

第四节  法律制度变迁：一个经济学解释 

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大陆法系的分布： 
（1）欧洲： 
法国支系（拉丁语系各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德国支系（日耳曼语系各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 
（2）亚洲：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澳门 
2．英美法系的分布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制度经济学 

 2019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 
3．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上的差异 
大陆法系：金字塔式的制定法体系 
英美法系：判例和立法 
4．大陆法系的历史发展 
（1）古代罗马法（2-3 世纪罗马法的古典时期；6 世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2）中世纪后期罗马法的复兴（注释法学派、评注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 
（3）法国大革命与 1804 年《法国民法典》 
（4）1900 年《德国民法典》 

二、经济增长与法律制度变迁 

1．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原因：潜在收益的存在 
只有在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制度变迁才成为可能。 
2．法律制度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 
（1）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法律是被作为制度环境的要素来研究的。 
诺斯：“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 
（2）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律制度制约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 
一项合适的法律制度也会有利于制度创新，或者法律制度的改变，会促进制度创新的过程。 
（3）法律是承认已经改变了的制度即新的制度安排，并使之合法化。 
3．经济增长与法律目标 
（1）经济目标：二元性或多元性 
A.经济增长 
B.经济稳定 
（2）法律目标：多元化 
A.秩序与效率 
B.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增长为第一目标”的法律制度 
（3）“以增长为第一目标”的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 
A.个人主义。19 世纪美国的法律制度强调人的自然权利、私人财产权和自由契约三个基本原

则。 
B.工具主义。法律被视为调动一切资源的工具。 
C.法律达尔文主义。为生存和成功而进行的不断竞争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 
D.效率主义。 
（4）经济增长与法律目标的变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法律目标的变化表现在： 
A.从以个人本位到以社会本位。 
社会法学的兴起（既有社会合作又有个人自由竞争） 
B.从法律达尔文主义到法律现实主义。 
庞德提出两个原则： 
每个人都有权要求社会承担个人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意外损害； 
每个人都有权要求确保个人 低的生活标准。 
C.从强调财产权到强调人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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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制度变迁是人的价值上升的结果。” 
D.从契约到身份。 
过去的以财产自由和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契约原则，已不再绝对地适用，契约自由让位于社会福

利和对一个更公平的工作和生活水准的维护。 

三、法律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一）影响法律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 
1．宪法秩序。 
宪法奠定制度的 基本框架。 
2．技术变化。 
生产技术（ 基础的动因） 
交易技术（直接影响制度安排） 
3．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扩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4．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 
要求资源的重新配置，重新做出制度安排 
（二）法律制度的供给 
1．法律制度供给的特点： 
强制性变迁 
法律制度供给具有较高的成本 
法律制度供给受利益集团的影响 
2．影响法律制度供给的因素： 
（1）宪法秩序。 
宪法为人们提供一个 基本的制度框架，它决定法律制度供给的基本方式，也决定供给成本。 
（2）法律制度设计成本。 
设计新的法律制度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 
（3）现有法律知识的积累和相关科学理论的进步。 
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 
（4）实施新的法律制度的预期成本。 
若新法律制度变迁所需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时，新的法律制度将减少或不被供给。 
（5）规范行为准则。 
诺斯：“行为规范是合乎宪法的执行法的行为准则。” 
（三）法律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分析 
1．法律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波斯纳：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事实上也是依据效率原则进行的。 
2．利益集团对法律制度变迁的作用 
波斯纳：“由于征税和开支权，立法机关拥有强有力的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因此一种有效

率的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劳动分工就使立法部门集中力量接待利益集团的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司法

部门集中于基础更广泛的社会要求，即以有效率的规则来保护安全、财产和交易。” 
3．法律制度的供需均衡 
波斯纳：“依前例原则” 
（1）前例是作为诉讼的副产品而创造的。在一个领域内近期的前例数量很多，诉讼率就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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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特别是有些纠纷涉及的是完全不同于纯粹事实问题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案件将会得到解决。存

在大量的、信息众多的前例将会使法律纠纷的各方对审判的可能结果形成更加一致的估定。 
（2）但随着诉讼的减少，前例就会较少产生，现存的前例就会随情况的改变而过时，它们不

很贴切又缺少信息。因此诉讼会增加，会出现更多的前例并因此再次使诉讼率回落。 
（四）法律制度的变迁 
1．法律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庞德：“法既是理性，也是经验。它是经过理性发展了的经验，又是经过经验检验乐的理性。” 
2．法律制度的创新与移植 
阿兰•沃森：“法律移植是指一条法规或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自一族向另一族的

迁移。” 

复习与思考题 

1．请尝试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合同法问题？ 
2．请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拓展阅读书目 

1．[美]罗伯特·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1997 年版。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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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学生掌握把学到的理论

知识用于分析解决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时分配：5 学时 

一、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一：“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

开发区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二：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三：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 
案例分析四：竞争规则是如何形成的？——联通进入电信业后的案例研究 
案例分析五：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来自于村庄的经验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向公式化、模型化、定量分析方面发展 
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的应用 
2．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发展 
3．注重制度差异的比较研究 
比较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的发展 
4．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1．新制度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 
2．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3．互惠制度的形成 
4．演化制度分析 
5．国家理论 
6．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如何？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特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茅于轼著：《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1998 年 3 月版。 

2．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11 月版。 
3．林毅夫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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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商务沟通．Business  Communication （406020282） 
2．课程目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主要讲述商务沟通的历史背景、基本概念及有效的手段，通过模拟场景，为学生提供将

概念应用到现实的实务中去的机会，提高学生处理商务沟通问题的能力。 
3．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层面的沟通策略和组织层面的沟通策略。 
个人层面的沟通主要包括 有效的口头表达；听的策略；非语言交流；演讲、面谈与电话沟通；

商务报告和口头陈述的计划、书写和完善过程；求职方面的沟通；商务沟通的基本礼仪。 
组织层面的沟通主要从公共关系的角度考虑，和各类公众建立和谐的关系；群体内的沟通；组

织和参加会议；问题、危机管理等等和组织沟通紧密相关的一些 基本的问题。 
4．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选修课 36 个课时，周 2 学时。老师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

的教学形式。根据课程特点教学可将课堂讲授与学生参与结合起来进行。一方面增加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机会，另一方面还可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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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沟通过程 

本章提要 
对于现代组织的管理者来说，沟通已经成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求管理者掌

握有效沟通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本章重点介绍沟通对于一个组织成功的重要性，沟通的目标和类型，

以及影响有效沟通的主要因素，此外，还将讨论沟通中可能发生的障碍及避免障碍的方法。 

第一节  沟通的目标 

一、商务沟通的重要性( 沟通的背景) 

1．单一的管理层次 
2．更多的人参与管理 
3．自主工作和团队受到更多的重视 
4．全球竞争加剧 
5．创新沟通技术 

二、沟通过程 

1．什么是沟通？ 
在英文中，沟通(communication)这个词即可以译作交流，沟通、交际、交往、通信、交通、传

达、传播等。这些词在中文中的使用尽管会有些微差异，但他们本质都涉及到了信息交流或交换，

其基本含义是“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 
2．沟通目标 
沟通的问题和困难，经常存在，其原因是我们在沟通时，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有四个目标。 
被对方接收（倾听或阅读）； 
被对方理解； 
被对方接受； 
引起对方反响（改变行为或态度）； 
如果未能实现以上任何一个目标，就意味着沟通的失败。 
3．沟通过程的基本模式 
这个交流过程，包括七个部分：信息源、编码、信息、通道、解码、接受者、反馈。 
信息源：信息产生的 初发源地，也指信息的传播者。 
编码：当要主动交流信息时，传播者就可能要把原始、零散的信息制成外界所能接受和理解得

了的符号或形式，这一过程就是编码。 
信息：有价值的消息，也包括观念、态度和情感。或者说信息是指信源要传递的内容 
通道或媒介：媒介是指信息传播的中介物或信息的载体。一般来说，媒介是指报纸、杂志、磁

带、电视、电台、磁带、软盘等。 
接受者：与解码是一组密不可分的交流要素。是信息的传播对象，接受并利用信息的公众 
解码：交流信息的一方在接受信息后都要对此解读，既要译码。译码并非是信号的简单还原，

而是渗透诸多主观成分的理解过程 
反馈：是一种信息的回流，对信息的传送是否成功以及传送的信息是否符合原本意图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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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确定信息是否被理解了。 

第二节  如何克服沟通中的障碍 

一、沟通中的障碍 

1．信息传送的问题 包括，噪音；传达的工具不灵；组织庞大层次多；地位的障碍。 
2．感觉差异  人们对于事物、信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经验。年龄、国籍、文

化、教育、职业、性别、地位、个性等方面的不同背景，因此每种因素都可能引起感觉差异和对情

境的不同认识。 
3．武断和成见（社会刻板印象） 
4．缺乏了解（背景不同的人之间进行交流是困难的，或人们对所讨论专题的只是程度不同时，

也难以交流 
5．缺乏兴趣（我们很可能认为别人和自己一样关心某事，应时刻注意这种障碍的存在，增加

信息的吸引力） 
6．自我表达困难（作为交流者，如果难以用适当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然是一个交流障

碍。）在语言问题上，专门术语和字义含糊尤为需要注意。 
7．情绪（无论交流者或接收者的情绪都能造成障碍。某种冲动的情绪会使你讲话语无伦次甚

至完全不是你的本意。） 
8．个性。信息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心理因素的制约。（专门章节性格与沟通） 

二、了解不同文化对沟通的影响 

1．主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 
2．理解和接受其他文化的障碍 

三、确保沟通有效的途径 

首要的指导原则是具有预见性。在沟通之前考虑可能的问题，就可以避免 一些情况的出现。 
无论承担什么样的沟通工作，都要回答以下六个问题 
1．为什么？（目的）告知？说服？影响？教育？慰问？娱乐？劝导？ 解释？启发？ 
2．何人（接收者） 
3．何时？（时间） 
4．何地？ （地点和场景） 
5．何事？ （主题）信息做到清楚、有建设性、简明扼要、正确、有礼貌、完整。这是有效沟

通的 6Cs。 
6．怎样？（语气和风格） 

思考题 

1．沟通的目标是什么？ 
2．沟通的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包括哪些？ 
3．沟通的障碍有哪些？ 
4．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沟通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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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言沟通 

本章提要 
各种沟通中的问题会发生在工作时的各种谈话场合或情形中，因此利用沟通技巧清晰、准确和

有力地表达出你要说的内容，尤为重要。 

第一节 有效的口头表达——基本的讲话技巧 

在交流沟通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各种谈话场合或情形中，在每一种情形中，都可

以利用沟通技巧清晰、准确和有力地表达出你要说的内容。这一节，主要了解讲话的基本技能，这

些技能可以应用在任何情形中。 

一、个人素质 

1．清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2．准确：使用的词语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3．移情作用（换位思考）：永远保持礼貌和友好。 
4．真实放松：时刻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 
5．目光接触：你遇到过与你谈话的人好像不想用眼睛看你的情形吗？这种人除了不看你，几

乎哪儿都看。这会使你有什么感觉？ 
6．外表：反映了你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形象 
7．姿势：有些人讲话时靠在墙上或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传递到信息会使听众感到厌烦或者

不关心。 

二、声音素质：声音是可以控制的，影响说话声音的因素有很多 

1．发音的机理： 
2．音调 
3．音量 
4．发声的紧张和放松 
5．速度与语调 
6．使用停顿 

三、讲话应具备的特征 

 1．机敏 会给听众这样的印象：你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事和你所说的话，并对此有兴趣，他

们就更愿意听你讲话。 
2．愉快 是礼貌的一部分，微笑和愉快的表情也会促使你的语调变得友好。 
3．清晰 就是吐字清楚，听众可以听清并理解你的话，包括发音。清晰需要你正确呼吸，自由

和灵活地活动嘴唇，舌头和上下颚，还需要你直接面对听众讲话。 
4．富有表情 是指声音中充满感情。为了做到富有表情，必须避免使用会使听众失去兴趣的低

沉单调的声音，如果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对所讲题目有兴趣并关心听众，就容易做到富有表情。 
总结——有效的口头表达 
有效的表达是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个人素质——清晰、准确、移情作用、真实、放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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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接触、外表和你说话时作出的各种姿势；第二，声音素质——发音的机理、音调、音量、发音和

口音、发声的紧张和放松、速度、停顿和语调的使用，这些都影响着你的声音。 

作业与练习 

挑选一本书或杂志的一段文字，并大声朗读 4 遍（如果可能把它录下来）：第一遍专心机警地

注意声音，第二遍专门注意愉快地发声（利用微笑），第三遍专门注意清晰发声， 后一遍注意充

满感情。 
回放朗读 4 遍的这段文字，着重强调的特点你做到了吗？ 
后，再朗读和录下这段文字，争取具有全部 4 个特征。 

第二节  面  谈 

一、面谈的定义 

任何有计划的和受控制的、在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进行的，并且在进行过程中双方互有听

说的谈话。 
为了达到有效的面谈，面谈必须具有 
目的 
计划 
有控制的相互影响 

二、面谈的目的 

面谈的目的可能是非常具体的，如为某个职位选择一个人，听某人抱怨，对某人的错误进行批

评、训导，或确定某人是否正在取得进步等，但所有的面谈都涉及到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和阐明信

息，即交换信息。 
面谈有四个目的 
1．信息的传播（教师与学生的面谈，新闻报刊记者的采访） 
2．寻求信念或行为的改变（推销、训导、劝告、绩效评估）。也就是公关。 
3．解决问题和决策（招聘面试、看病、申诉、父母与教师的讨论） 
4．探求与发现新信息（市场调查，民意测验和舆论调查、警方的审讯，记者调查等等 

三、面谈信息的类型 

1．描述性信息—— 
2．知识真实性问题 
3．行为状况信息 
4．态度及信念信息 
5．情感信息 
6．价值观信息 

四、组织面谈 

面谈的主要部分应用来提出和回答问题、寻求问题的答案、努力说服被面谈者接受你的观点或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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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控制面谈的程度取决于面谈的目的、类型和时间限制。 
面谈的组织控制程度常常被描述为，非结构化的、一般结构化的、高度结构化的或高度结构化

——标准化的。 

五、如何提问 

1．直接提问或限定性提问 
2．引导性提问或表明标准答案的提问 
3．无限制的提问（开放式提问） 
4．提示性提问（导向性） 
5．重复性提问 
6．深入调查的提问 
7．假设的提问 

思考题 

1．如何进行一次有效的面谈？ 
2．面谈与自发的谈话有何不同？ 
3．如何进行有效的提问？ 
4．练习：小组模拟一次面谈的场景 

第三节  电话沟通 

当你在电话中讲话时，你的名声和组织的声誉都在你的手上。 

一、电话应对的基本礼仪 

1．电话中的问候、笑容和姿势 
电话交谈，对方看不到自己，但要随时保持微笑，对方一定会从声音中感受到你清爽愉快的表

情。 
2．学会改善电话中的语音、语调 
在电话的声音，高亢的声音较低沉的声音易被对方接受，通过电话的传达，声音会比平常稍微

低一点，音调稍微提高一下，也不要太过刺耳。 
3．尽快拿起听筒，延迟接听须道歉 
4．勿忘先报公司名称和说声“谢谢您的照顾 
5．转接电话一定要确认对方姓名和身份 
6．备好便条纸，左手握话筒，右手执笔 
7．勿忘 5W1H 及电话的传达和复诵 
8．电话中敬称的正确使用 
9．不要忘记礼貌性的寒暄 
10．尽量避免在晚上谈公事 
11．让对方先挂电话，再轻放话筒 
12．避免在公司打私人电话 
13．所有的公司电话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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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对方产生信赖感的电话 

三、不会误失的打电话的方法 

四、如何处理难接的电话 

五、如何使用手机与短信 

思考题 

打电话的基本礼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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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倾听的技巧 

本章提要 
倾听是一种被忽视的技能。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善于倾听。听觉试验表明，一般人对刚刚听到

的信息只记住 50%，2 个月或只记住 25%的内容。 

第一节  影响有效倾听的障碍 

一、倾听的三个层次 

1．第三层次：表面的听,半听半不听,安静而消极的听。 
2．第二层次：听到讲话者的声音也听到他的话了,但听的还不够深刻,没有理解起意思．肤浅的

沟通,造成的危险较大。（伪装出来的注意力） 
3．第一层次：专心而有效的倾听。 

二、影响有效倾听的障碍 

1．物质障碍物  包括听力残疾、声音质量差和嘈杂的环境。 
2．心理障碍物：心中另有他事，对他人的情感倾向，有选择的听，或事先已有答案。 
3．语言问题：生疏的词语会破坏沟通过程；过于激烈或冲动的言语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4．非语言障碍：怪异的服装、讲话时的特殊习惯、身体的抖动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分散我们

的注意力。 
5．表现欲：有时不能倾听的原因只是我们在礼貌的等待别人讲完后，以便自己可以发表意见。 
6．思考速度：因为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是说话者语速的 3 倍，所以我们会产生厌倦情绪，并

且走神。 
7．伪装出来的注意力。出于礼貌会伪装听，所以严重地威胁了有效听取意见。 

第二节  如何成为积极的倾听者 

一、良好倾听的结果 

1．对他人是一种鼓励 
2．拥有全部的信息 
3．改善关系 
4．解决问题 
5．人与人之间能达到进一步理解 

二、改善倾听技能 

成为积极倾听者的诀窍 
1．别说话：学会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说的话上。 
2．控制周围的环境：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把分散注意力的声音除去。 
3．培养善于接纳的心胸：期望从倾听中学到东西，如果信息很复杂，就把它当作一种脑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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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练习很艰苦，但对拓展头脑、增长知识有益。 
4．抓住重点。 
5．听话语间暗含的意思：听事实，也要听感觉 
6．以观点取人，不以外表取人。 
7．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 
8．有选择的记笔记。 
9．提供反馈。让说话的人知道你在听，点头或保持目光的交流，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些相关

的问题。 
总之，投入沟通的过程对倾听者和说话者都有意。 

测试题 

你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吗？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自己的倾听习惯如何，那么就回答下列问题：你选择某个位置以使你能听得

更清楚吗？你要听主要的看法和事实吗？你是不注意讲话者的外表而只关注他讲的观点吗？你是

以自己的好恶和情感来评价讲话者的话吗？你是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并领悟讲话者所表达

的思想吗？你是在努力深入地思考讲话者所说内容的逻辑和理性吗？当你认为所听到的内容有错

误时，你是在克制自己（没有插话或者不听）吗？讨论时，你愿意让其他人做出 后的结论吗？在

你评论、回答或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之前，你能尽量做到用心思考吗？你“注意到”你在看讲话者

也在听他所说的话吗？ 
只回答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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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语言沟通 

内容提要 
艾伯特．梅拉比恩非语言沟通领域权威，他对信息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做过调查。发

现一次口头沟通的全部含义是：语言占 7%，声音占 38%，面部表情占 55%。书面沟通中，选择词

语以及如何组织词语是重要的。面对面，词语只是一小部分，如何组合和表达这些词语是包括语调、

语速、音调转变、停顿和面部表情。 

第一节  非语言沟通的含义 

一、非语言沟通的定义 

除语言沟通以外，人们还运用其他方式，如手势和表情等进行交流，这些交流形式统称为非语

言沟通。 
1．附加信息 用来解释语言之外的所有沟通都叫附加沟通（metacommunication），使用语言

伴随的行为举止和语气等。 
2．言外之意 
常常表达的事与所说之话相反的意思。出现这种情况，通常选择言外之意。 

二、非语言沟通的形式 

1．沉默 
当有人提问题而我们不回答时，我们是在传递一定的信息。 
当讲话者讲完要求提问题，全场一片肃静，听众也在传递信息。 
沉默是什么意思，厌倦？不同意？，全体抵制？很满意？ 
有的时候，沉默是金，尤其是倾听的时候。是鼓励反馈的有效技巧。 
沉默是一种强有力的交流工具，必须巧妙使用 
2．时间与空间 
3．身体语言 
非语言和语言常相伴，二者协调一致，则会彼此强化，比如，上司的言语告诉我他很生气，他

的语调，身体的动作也表示很愤怒，于是可以正确推断出他的态度。 
当非语言线索与口头信息不一致时，不但会使接受者感到迷茫，而且信息的清晰度会受到影响。

比如，上司告诉你他真心想解决你的困难，而你告诉他你的困难时，他却在浏览他的信件，这便是

一个冲突的信号。 

第二节  时间与空间 

一、时间的意义 

1．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对时间的感受是不同的。 
2．对时间的不同价值反映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上。 
3．对人际沟通更明显的影响是使用时间的方式，10 点钟的约会，10 点 30 分到，会传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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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4．提前出席一个活动，可能在利用时间表达你的兴趣，不只是兴趣和热情。 

二、空间领域是怎样传递无言的信息的 

1．如何利用空间主要显示着传授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把交流的距离划分为四种 
亲密距离  在 0—1.5 英尺  家庭成员与爱人之间 
私人距离  在 1.5—4 英尺  朋友之间私聊 ，外部距离保持在一臂之外。 
社交距离 在 4—12 英尺   一种社交场合下人与人之间所保持的距离。在表达方式上注重谈话

的分寸和礼节。 
公众距离  在 12 英尺以上  是在进行公开的正式的讲话、演讲、报告演出等场合双方之间所

保持的距离 
2．领地与个人空间 
每一个人都保持有使自己感到舒适的私人领域 
距离远近所显示的是交流双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尺度，距离的改变，可以显示关系的改变。因此，

人们会自动做出空间调整并且对空间提示做出解释。 
朝向与距离密切相关：面对面，背对背，肩并肩等都能显示自己的态度，表达与对方的关系 
在较为正式的会谈、谈判、共同就餐 等活动中，方位座次的安排往往透露出传播参与者的社

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参与者必须遵守其严格的规定 

第三节  身体语言 

一、目光交流 

目光交流 眼睛是猜测说话者真实感情的 佳部位。因为一些人的眼神是不能控制的。 
1．人们通常信任双眼直视他们的人。连续的目光交流意味着信任和敬慕，短暂的目光交流意

味着恐惧和压力。 
2．眼睛传神还可以通过瞳孔大小变化来显示个人兴趣。 
3．试验表明，凡是给人以刺激的事件，令人恐惧或兴奋的场合，会使人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扩

大，而在视觉上给人以厌恶感觉的场合、事物，则会使瞳孔不由自主地缩小。 
4．眼神在商务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5．表示兴趣。 
6．反馈——当人们喜欢讲话者或讲话者说实话的时候，他们看讲话者的时候更多了。 
7．伴随讲话 
8．眼睛不孤立地交流信息，将眼睛语眼睑、眼眉和身体其他部位的各位活动和位置结合起来

可以传递无数的信息。 

二、面部表情与微笑 

面部表情是在所有身体动作中， 有可能予以控制的。所以，要联系他们所说的话和其他身体

动作来观察他们的真实感情 
1．面部表情 这是人类 有表现力的非言语行为。专家估计人类面部可以显示 250 000 多种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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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多数人会公开展露自己的情感。挑动眉毛，眼睛斜视，紧张的吞咽，咬紧牙关，咧嘴微

笑——这些自觉和不自觉地面部表情能够添加或完全改变语言信息。 
面部表情是在所有身体动作中， 有可能予以控制的。所以，要联系他们所说的话和其他身体

动作来观察他们的真实感情。 

三、手势与姿态 

1．手势示意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和可控性。它通常与言语行为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用以交流某

种 情感。 
2．姿态可以流露无数信息，如地位、自信心、畏缩和恭顺。身体倾斜向说话人，暗示被吸引

和感兴趣，往后靠或退缩表示恐惧、不信任、焦虑或厌烦。 
身体语言是一个神奇的研究领域，通过更敏锐的观察、强化知觉能力和尽可能了解你正在与之

交流的人，你应当能更准确地掌握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以及理解你与他人正在交流的内容和他

人如何“看待”你。 

思考题 

1．非语言沟通在面对面的沟通中的意义是什么？ 
2．空间领域是如何传递着无言的信息的？ 
3．怎样理解身体语言所附着的信息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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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面  试 

本章提要 
在以下方面为同学提供指导：事先对面试进行全面考虑、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面试中尽

力表现自己。 

第一节  面试前的准备 

一、求职前的准备——了解组织 

1．收集一些背景信息 
至少要知道一个组织是干什么的。是零售、制造、批发还是提供服务？ 它制造、销售或批发

什么？它提供什么服务？ 
2．收集信息的渠道 
3．组织本身，在申请工作之前，你就可能了解了该组织的一些情况，可以索要各种报告，资

料。 
4．查询网络。现在的 Job web 有许多提供职业计划信息和资料的求职网站，但确实需要分辨

能力 
5．使用图书馆。查企业名录，职业展望手册，工作评价年鉴，可以找出职业责任、资格要求、

工资、就业趋势等有用的信息。 
6．留意分类广告；等等 

二、准备——了解自己 

1．在面试的过程中，人们都愿意突出自己的优点，淡化自己的缺点，可如何有效的做到这一

点呢？ 
2．如何以尽可能的有利的方式来承认自己的缺点，并用可以弥补它的优点来加以平衡。 
3．也有可能事先你认为是优点而面试者认为是缺点，也有可能相反。 
总之自己的特点要正视，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应对。 

第二节  面试过程 

一、初试与复试 

初试只是淘汰那些未能达到 低要求的求职者。可能通过电话或计算机来完成，电话虽然只有

几分钟，决不能草率。 
复试中，那些训练有素的面试者尽量去寻找任何不利信息来淘汰候选人，而求职者尽量少犯错

误，展示长处而不被淘汰。 
面试一般分一对一面试和连续的和集体的面试 

二、如何应对面试 

1．传递积极的非语言信息，突出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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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服恐惧 
3．几种面试时要避免的行为 
4．常见问题与精选回答 
5．如何协商薪酬 

三、面试结束 

总结：对未来的被面试者 经常的忠告是保持自我，但是如果到现在为止，你在面试中一直无

法成功地保持自我，或许就该分析一下自己在面试前、面试中和面试后的所作所为。如果遵循本章

的建议并尽可能的多练习，准备做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意见，直到“保持自我”意味着为得到工

作而作正确的事，你的自信心将会大大增加。 

思考与练习 

1．求职前为什么要了解组织的各种情况？ 
2．你认为在面试过程中 为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3．小组练习：用录音机， 好是录像机，录下假设面试者要求你“谈一谈你自己”时，你列

举自己的优缺点和回答这个棘手问题的情形。用 3-5 分钟的时间表达（在实际的面试中，你可能没

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面试者可能会打断你，你必须判断应在什么时候停下来） 
4．模拟招聘与面试的场景。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042 

第六章  有效的演讲 

本章提要 
将从演讲的准备工作，到如何发表讲话和评价演讲效果，讨论演讲的全过程。学习完本章，将

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承担演讲任务时受益匪浅。 

第一节  有效的演讲技术 

为了成功地发表演讲，让我们从如何制定演讲计划开始。 

一、明确演讲目标 

告知或描述 
指导或解释 
说服或激励 
娱乐性等 

二、了解听众 

缺乏经验的演讲者总是担心怎样更好地表现自己，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演讲成

功的诀窍是站在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 

三、设计演示提纲 

基本原则是简洁、清晰。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查阅与演讲题目有关的资料，利用一切机会和别

人谈论这个主题，认真整理思路。 

四、发表演讲 

1．开场白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设计一个简短、有吸引力的开场白是十分重要的。 
2．演讲的主题部分 在正文中要向人们展示一个清晰的结构，并设法保持听众的兴趣。 
3．结束语 结束讲演的成功之道与开场白相似，可以采用引证、统计资料和趣闻轶事等技巧。 

第二节  做一个完美的演讲者 

一、演讲开场白 

1．确保自己知道在开始几分钟到底准备说什么、做什么是十分关键的。 
2．形成良好的第一印象 
3．开始讲话的一系列方法 
当然，选择演讲开场白取决于你的个性，但要具有灵活的的想象力，修改开场白使其尽善尽美，

明确你要说的以及他将如何顺畅地衔接讲话正文。 

二、结束演讲 

1．避免潜在的问题：避免跑题，不要做第二个演讲，避免重复，不要说过多的结束符，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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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你的提要作 后的评论。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你需要做一个结束计划，这是一个完整的

讲演的组成部分。 
2．几个非常有用的结束方法 

三、利用视觉辅助手段 

1．视觉资料如何辅助我的讲话 
2．如何制作生动的视觉资料 
你不必成为书画艺术家，但利用视觉辅助手段绝对有助于讲演的效果。 

四、使用提要 

因为记忆会出错，可以防止遗漏，有助于展开严密的辩论，防止顺序紊乱，所以即使 优秀的

充满信心的演说家也需要提要。 

五、演讲练习和发表演说 

1．完善的准备和大量的练习 
2．清楚房间、讲台布局 
3． 后发表演说 

六、优秀的演说家的特征 

1．令人信服 
2．热情洋溢 
3．坚定有力 
4．简洁 
事实上，这四个特征是所有有效沟通的基本要素。 

思考题 

1．演讲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2．如何运用演讲的技巧？ 
3．如何做一个优秀的演说家？ 
4．练习：请牢记你的假设观众和目标公众，运用所学到知识、 建议写出你的演讲开场白，运

用你的想象力并进行必要的实际调查，如收集引证、 统计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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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有效的商务书信 

本章提要 
作为一名商务工作者，一个组织的员工。承担的日常工作很多是商务书信的写作，一封合适的、

漂亮的、清楚的商务书信， 不只是员工个体能力的一个体现，而且还是组织形象的一个缩影，本

章将告诉你，明确何时以及怎样使用书面交流方式，有效运用各种书面交流方式，商务文件中的技

应用。如何通过商务通信来达到组织预期的目的，即传递信息，保持良好关系。商务书信的理想的

构成与格式以及商务书信的主要种类等。 

第一节  商务书信的概说 

一、书面沟通和口头的语言沟通的比较 

1．书面沟通的优势和劣势 
2．口头沟通的优势和劣势 

二、对于商务书信的计划 

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信函不会自己形成。如同有效地进行其他方式的沟通一样，写信时必须考虑：

为什么？谁？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等等。 
1．商务书信的分类：书信的内容和书信对读者预期产生的影响决定选择何种策略。 
一般分类和具体分类 
2．有关写作商务书信的方法和建议 

三、书信的布局和样式 

一封信在达到收信人手中时，便开始了他作为写信人所在的机构的代表的工作，不管信的内容

经过怎样的精心计划和组织，收信人必然会受信函的总体外观所影响（甚至信封） 

四、书信的结构 

1．信头 包括标识和寄信人的地址。 
2．日期 
3．存档号码 
4．收信人的名字、职务和地址 
5．称谓和结束语 
6．主题行 
7．签名 
8．信的正文 

第二节  怎样写求职信 

以招聘公司要求的方式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但是应该包括那些你想告诉他们的有关你自己

的相关信息，用 完美的方式表述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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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对于很多人来说，失业率和就业形势的严峻表明，在找工作时挑三拣四是不明智的。确实，经

常是雇主有资格作出选择，而不是由求职者来选择。但是，你依然应仔细地考虑你想从事而又能胜

任的工作，否则你可能匆匆忙忙地申请一些你并不适合的工作，结果必然导致求职的失败。 
1．你是怎样的人 
2．个性测试和职业指导测试 

二、有哪些工作 

1．寻找一切可能的信息的来源 
报纸、就业指导办公室、职业介绍所 
2．什么工作适合你 

三、申请过程 

1．填写申请表的建议 
2．怎样写完整的申请信 

第三节  书写报告 

写报告让很多人都很头疼，其实一个好的报告的基本结构和任何很长的写作的结构非常相似如

文章、论文等。 

一、什么是报告 

1．定义 报告是一种搜集研究事实的人与由于某种目的而要求提交报告的人之间的信息或建议

的交流形式。报告的 终作用通常是作为决策和行动的基础。 
2．报告的类型 

二、报告的必备条件 

1．报告内容应该统一 
2．报告内容应该完整 
3．所有的信息应该准确 
4．应按照基于逻辑分析和材料分类的计划描述主题内容 
5．内容表述方式应使计划清楚 
6．报告应以简单、精练的风格写作。 
7．编码清楚，容易解码 

三、报告的目的 

1．为什么需要这份报告？ 
2．到底报告是为谁写的？ 
3．他们想用这份报告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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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的基本结构 

1．内容简介 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为读者引入报告的正文部分。一般按照一个标准的计划来写，

这一计划已经过实践证明，可以很好地避免开头时没有条理、比重失调、重点不对的问题。 
2．报告的正文部分 解释你所遵从的程序，分析阐明结果，指出从中作出推断。 
3． 后部分  作用在于简要、清楚、终局性地提出得到的结论、建议。一个成功遏 后部分

的特征是：不引入任何新的观点，与内容简介和正文部分相协调，给读者留下你想象的印象。 
4．写作摘要 把整个报告浓缩在一个内容充实的段落中（或者两个）；和你的“中心思想句”

进行核对，看是否与你 初的想法和目的严格一致。和你的简介部分进行核对。 
5．准备目录、附录等 

五、修改报告 

1．考虑标题、目录、简介和结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检查正文 
3．大声地朗读报告， 好能找别人作为听众 
4．检查你的视觉辅助资料 
5． 后的批评 

第四节  其他的写作工作 

一、电子邮件 e-mail 

1．电子邮件的特征 
与电话的共有特征 
信息能无限制地搁置等待 
与书面交流的共有特征 
信息在语言上经常是不正式的 
2．有效使用电子邮件的方法 
在设计信息时，应考虑以下问题：屏幕长度，格式，大小写，主题句 
3．电子邮件的风格 
如同书面记录一样，你的电子邮件信息会随着你的读者和目的及反映出的地方电子信件风格规

范的不同而不同。 
正确、 正式、 幽默、 
4．电子邮件礼仪 
垃圾信件的防止 
媒介切换：如果在交流中发现紧张情形，转换到另一种媒介，特别是面对面去解决和缓和紧张。 
信息变动：除非清楚地标明自己的改动之处，否则千万不要改动别人的信息后将其发出。 
身份：清楚地提供你的和接收者的身份，尤其是在使用不同的 e-mail 网络的人沟通时，更应十

分注意 

二、备忘录 

备忘录原本是记住的意思。在商务沟通中的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包含着协助记忆的意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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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书面交流中，它还提供书面记录的优点。他们被用来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咨询以及指令，而且

篇幅较长的备忘录能起到报告的功用。 
1．备忘录的特征 一般会省去礼貌和恭维的结束语；备忘录的信息要尽可能简短，通常只有一

个条款。主要包括：送达（收函人的名字）、发送人、日期、标题。 
2．备忘录的风格 
信息的性质 
消息的前后照应 
收函人的个性和地位 
收函人和发函人的关系 

三、表格设计和调查问卷设计 

1．使用表格的便利 
它能使你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相同的信息；它能让你从相同的渠道得到许多信息；它意味着比

较信息更加容易；它也使得到和参照规定条款信息更加容易。 
实际上，表格提供了一种寻求特殊信息的工具，通过它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信息，排除你不要

的信息，当一份表格设计得不合理时，对每个使用者都会带来问题。 
2．如何设计表格 
表格设计是一门艺术，而且不是轻易就可以实现的事情。使用计算机处理的日益增多，从事此

项工作就要经过特殊的训练。要考虑几个因素：表格的分布，尽可能让它吸引人，做得较为简洁，

提供真正需要的信息，尽可能容易被填写；表格的安排，要按逻辑顺序排列你的问题和指令，避免

交叉参考和不分地点地解释信息。 
3．问卷 
问卷调查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正式途径之一，但是由于有的问卷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调查问卷

占用别人太多的时间，而且问题的设计比较晦涩，难懂，难以回答 ，因此调查问卷经常受到指责。

当然，作为获取信息的一种方法，问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被许多业余调查人员的无差别

乱用导致方法上严重的不可信性，在此条件下的结果的有效性也受到怀疑。 
如何准备一份合格的问卷： 

思考题 

1．对比书面语言沟通和口头语言沟通的优势与劣势？ 
2．如何写一封有效的、漂亮的求职信？ 
3．书写报告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4．如何做一份值得人信任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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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群体沟通 

本章提要 
会议是沟通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本章将讨论群体沟通的内涵及影响群体沟通的因素，进一步

介绍会议在公司日常工作中的作用，会议组织、安排的实用技巧，并分别从参加者的角度和会议组

织者的角度阐述如何能够 大程度地从会议中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达到你的目的。 

第一节  群体沟通的概述 

一、群体的优势与劣势 

1．优势 有更多可利用的信息；有更多更好的建议；更大胆的决策；更高的生产率。 
2．劣势 

二、影响群体沟通效率的因素 

1．不可控变量 一个群体被指定承担某项任务，个体成员对他们可能与谁一起工作，对自己执

行什么任务，对自己活动的环境等都几乎无法选择，无法控制。所有这些相互影响的不可控因素，

将对群体中发生的一切产生影响。包括：群体规模、环境变量、任务变量。 
2．可控变量 是指那些可以改变，以使之适应于改进群体的生产率和成员满意度的因素。 
包括：领导风格、群体的相互影响与角色和群体效率。 

第二节  群体沟通的积极方式 

一、保证群体沟通成功的因素 

1．与群体任务相关联的行为 
2．与群体道义、和谐相关联的行为 
3．与个体成员目标、需要相关联的行为 
上述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群体会不断地成长，成熟，变化和发展。起初，群体成员成员

要花费时间来彼此认识，评价其能力、弱点、信仰和价值观念等，到后来联盟不断形成、解散、再

组成。 
一个较成功的群体由以下能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组成：主席、公司职员、形象塑造着、资源调查

者、群体工作者、修缮者。 
群体的上述角色都能够促使群体的平衡和高效，能够充分利用群体资源，具备从失望中解脱出

来的能力，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拥有个别成员具备的创造能力，限制对关键成员的过分依赖 

二、成功会议的要素 

1．高水平的主席 
主席是否称职使得会议的成功和失败之间有天壤之别。 
计划和安排一次会议，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会以 佳的议程是什么？谁参

加会议？如何选择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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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一个成功的会议还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安排与计划，组织好群体，保存好有效的会议

记录。 
其有效的工作方式应该是：创造良好的会议气氛；不要总是盛气凌人，发号施令；恰到好处地

提一些问题；使每一位与会者按照会议章程办事；使与会者各抒己见，充分发表意见；控制一下那

些专横的参与者；要有总结。只有这样，你的会议才能成为一个集体活动。 
2．合格的参与者 
大多数人所参加的会议要多于他们所主持的会议，在这里我们从参加者的角度来看看如何在会

议上获得收获并且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会者在参加会议时的问题如下：加入讨论时感到自身资历太浅；对议程中的项目了解不够以

至不能做出自己合理的贡献；对隐藏在会议背后的规则和假定不清楚；习惯地在公开场合不愿意开

口讲话；不感兴趣；对会议的“一套仪式”失去耐心。 
合格的参与者应该做到：阅读上次会议的备忘录并注明重点；在会前阅读与你想讨论的问题有

关的材料；研究会议议程，在你想或需要做出贡献的项目上做好准备；完成在会议期间任何指定给

你的任务，并且做到能准确而清晰地谈论他们；提前提供你自己的材料，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就能有

机会好好地阅读它们；安排好时间，做到不迟到，不早退；随身带好所有相关材料。 

第三节  会议的召开 

一、起草议程 

会议的议程必须事先准备妥当，并分发给与会者，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心中有数，做好倾听发言

的准备。必要时还可以向讨论议题有关的部门收集信息，以便会上提出准备的数据和材料。制定会

议议程是主席的职责，要求在会议举行前决定将要讨论的事务的内容和顺序。 
1．会议的议程 
2．会议议程对于会议顺利举行的影响 

二、邀请与会者 

理想的会议规模应该有 10 位参与者，一方面可以保证会议中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可以避

免由于人数太多使一些不善言谈的人难以加入讨论。参加会议的人应做到： 
1．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与专业知识 
2．都能坦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3．有权利不向上下级请示、通报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4．能够准时参加会议。 

三、布置会议室 

不要随便选择一个房间，马虎了事 
1．会场的环境与会议目的的一致 
2．精心设计会场中的家具 
3．椅子的摆放要讲究 
4．是否需要一些视觉教具 
5．保证室内温度令人感觉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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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会议记录 

1．会议记录的必要性 
2．合格的会议记录的指导方针 

思考题 

1．影响群体沟通效果的因素有哪些？ 
2．群体沟通的优势与劣势？ 
3．会议的成功取决于哪些要素？ 
4．会议失败有可能是哪些因素？ 
5．为什么说制定会议的议程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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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组织公共关系的沟通模式 

内容提要 
商务沟通还有组织层面的沟通，作为组织的员工，其行为是组织的代言，形象的代表，本章主

要讲述组织公共关系的活动模式及危机管理中的沟通 

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活动模式 

一、按工作方法特点划分的公关模式 

根据公共关系工作特点，可以将公共关系活动时间分为五种模式 
1．宣传型公关 分为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即运用各种有效的宣传手段传递组织的信息，影响

内外公众舆论，迅速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和凝聚力。“策划新闻”引起公众关注是宣传型公关的重

要工作。 
2．交际型公关 即运用各种交际方法和沟通艺术，广交朋友，协调关系、缓和矛盾、化解冲突，

为组织创造“人和”的环境。 
3．服务型公关 是一种以提供优质服务为主要手段的公共关系活动模式。 
4．社会型公关 是组织举办社会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的公共关系模式。 
5．征询型公关 是以采集信息、调查舆论、民意测验为主的公共关系模式。 

二、按组织与环境适应程度划分的公关模式 

1．建设型公关（开拓型）是组织为了开局面，采用宣传与交际相结合的方法，向公众主动介

绍自己，给公众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初步形成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 
2．维系型公关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持续不断地向公众传递组织的各方信息，让公众逐渐形

成或保持对组织的良好形象，从而巩固与公众的良好关系。 
3．进攻型公关是组织与公众发生冲突、与环境产生严重失调，其生存、发展面临阻力、危机

时，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以攻为守，改造环境、调整与公众的关系，创造新局面的一种公关模

式。 
4．防御型公关是当组织的政策或行为出现了不适应公众的现象，或双方显露出磨擦苗子时，

组织通过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去适应公众，防御双方失调的公共关系模式。 
5．矫正型公关是当组织的政策或行为出现了不适应公众的现象，或双方显露出磨擦苗子时，

组织通过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去适应公众，防御双方失调的公共关系模式。 

第二节  公共关系的沟通要素 

一、公共关系的主体要素 

（一）社会组织 
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分工日趋精细而出现的一种非基本群体，使人们依照一定规范和目的而组成

的一种社会组合。 
一定人数；有特定的目标；有规章制度；存在某种权力结构；有一定物质基础；存在着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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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性；有某种群体意识。 
竞争性营利组织 
竞争性非营利组织 
垄断性非营利性组织 
垄断性营利组织 
（二）公关部与公关从业人员 
1．公关部的职能 
制定整体公关计划 
采集信息 
咨询建议 
宣传教育 
游说与开发 
接待交际 
问题处理 
组织实施专项公关活动 
2．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 
心理素质：追求卓越、渴望成功的心理；易于投入、热情工作的心理；自信的心理；开放乐观

的心理 
能力素质：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健全的思维能力；良好的创造能力与学习能力；较强

的组织谋划能力；信息采集处理能力与知识管理能力；善于与他人交往的能力；自控、自制和处理

危机的应变能力；正确掌握政策、理论的能力。 

二、公共关系的客体要素——公众 

1．组织与公众应建立好良好的沟通关系，主要关系包括：顾客公众；政府公众；媒介公众；

竞争者公众；社区公众。 
2．公众的分类 
组织应针对不同的公众制定不同的策略，以保证公共关系沟通工作的成功。 

三、媒介——传播 

1．传播对组织层面沟通的影响作用 
传播是指组织利用各种媒介与公众进行沟通，争取理解与信任的过程。 
特征是 双向传播；真实性；时效性。 
2．传播的分类 
根据传播的广度来划分：大众传播媒介；群体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 

第三节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中的沟通 

一、危机及其危机的特征 

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

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1．突发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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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坏性 
3．不确定性 
4．信息不充分性 
5．资源严重缺乏 

二、危机过程的沟通 

1．危机预警及准备 
2．识别危机 
3．隔离危机 
4．管理危机 
5．危机后处理 

三、如何与媒体沟通 

1．媒体的积极贡献 
2．媒体对危机管理的不利影响 
3．与媒体沟通的具体内容 

四、危机传播与沟通的原则和策略 

1．当危机发生时，将公众的利益置于首位。 
2．当危机发生时，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的利益。 
3．当危机发生时，组织应立即成为第一消息来源，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 
4．确定信息传播的公众对象。 
5．确定危机传播的媒介及其联系人。 
6．拟定统一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口径。 
7．准备一份应急新闻稿，留出空白，以便危机发生时可直接填写具体数据并及时发出 
8．准备好组织的背景材料，并不断根据 新情况进行补充。 
9．公关机构的第一负责人或高级公关顾问须参加危机管理小组，并担任首席发言人。 
10．设立危机新闻中心，作为新闻发布会和媒介索取材料的场所。 
11．在危机期间为新闻记者准备好所需的通讯设备。 
12．建立 24 小时热线电话，以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回答新闻媒介和外部公众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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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商务礼仪 

本章提要 
主要了解，礼节与习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成文法，它的约定成俗使得其以无形的社会规范

力量影响着每一个人。人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化过程，从一个人的对礼仪的适应和掌握程度，

可以看出他的文明与教养程度。个人或群体在商务沟通中如能遵循礼仪、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则

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尊重与信任。 

第一节  商务沟通中基本的社交礼仪 

礼仪不是万能的，缺乏诚信的礼仪是虚伪的；礼仪不是僵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人们有不

拘小节的趋势。受全球化的影响，各民族的文化、包括礼仪的差异在逐渐减少。实践中只要掌握基

本的礼仪就能畅通无阻；另外是否讲究礼仪主要取决于场合的正规程度。 

一、礼仪的定义及内容 

1．礼仪是以体贴他人为基础的，或是众所周知的“为对方考虑的态度”，这一态度就是将其

本身置于一种道德的考虑中。礼仪不仅建立在为他人着想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生活常识和对社会

习俗的认可上。广义的礼仪还包括行为准则、善意书信、言辞的使用等其他方面。 
2．一般的礼仪问题包括：问候客人、作介绍、餐桌礼仪、衣装的选择、商务信函礼仪、商务

宴请、恰当的称呼、谈话方式、办公室恰当的异性关系、礼品的赠送、筹备会议等。 

二、基本社交礼仪指南 

1．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而不是只集中于自己所说的话。 
2．记住并使用别人的名字，并能正确地拼写和发音。 
3．及时并正确地作介绍，按传统而言，先将男性介绍给女性（先说女性的名字），将年轻人

先介绍给长者（先说长者的名字），将其他人先介绍给客人（先说客人的名字），将你公司的人先

介绍给另一个公司同等级的人，把低职位的人先介绍给高职位的人，把自己公司的人先介绍给公司

的客户。 
谨慎使用新认识人的名字，尤其是对方年长于你或职位高于你。 
信守你的诺言。 
做出诚心诚意地赞美。 
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如果你是上司必须批评下属，要私下公平而礼貌的进行。 
应该道歉时要道歉，但不要多次或进行不必要的道歉。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晚会上，尤其要照顾到新来的人或单独来的人。 
不要在未得到周围的人允许的情况下吸烟。 
赠送礼物时要慎重，不要使对方没有心理准备或觉得必须回赠礼物，确保任何礼物既要客观，

又不能太奢华。 
在任何场合都要着装得体。 
参加会议或社交聚会时要准时，勿使来访者等待。 
24 小时内及时回复电话。 
三天内回复重要信函，两周内或更早的回复所有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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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餐桌礼仪。 

三、介绍礼仪 

介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正式引见，介绍可是人们之间彼此相识，并建立关系，第一印象是

至关重要的。得体的介绍是进一步交往的良好开端。 
介绍指南 
对介绍的应答 

四、握手 

握手是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表示，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工商界通用的一种问候和致意方式。

不论男士或女士，见面时都必须热情、得体地行使握手礼。人们往往根据一个人行使的握手礼来对

其做出评价。因此，正确的行使握手礼是至关重要的。 
握手的时机 
握手的规则 

五、问候 

社交场合中有很多问候的方式，包括正式问候和非正式问候；语言问候和非语言问候。 
1．正式与非正式语言问候 
亲密朋友间的相互问候，一般采用非正式的方式，例如，你可以说：Hello, David!  Long time 

no see!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国际贸易活动中通常采用正式的方式。例如，你可以说：Good morning, Mr ．Smith ．How are 

you ? 
2．非语言问候 
非语言问候包括握手、拥抱、亲吻、鞠躬等。接吻是非常亲密的问候方式，所以在工作场合要

慎用。不要亲吻不太熟悉的人，这会引起他们的惊讶或尴尬，对你们双方都不合适。总之，双方相

交越久，工作关系越稳固，这种问候方式越不显得唐突。要考虑场合和背景。带商务性质的集会，

如酒宴相互亲吻是可以接受的。在单纯工作场合，如会议室或办公室里，可以握手相互问候。上下

级间避免接吻。下级亲吻上司会让人觉得是拍马屁。反之，则会让人认为你在利用职务之便对下级

做出不妥的举动。不要把相互亲吻看作是非做不可的事。可以在对方未走的太近之前伸出你的手，

微笑的说声“很高兴见到你”同样能联络彼此间的感情。 

第二节  商务宴会的礼仪 

一、宴会的种类 

宴会，通常指的是以用餐为形式的社交聚会。可以分为正式宴会和非正式宴会两种类型。 
正式宴会，是一种隆重而正规的宴请。它往往是为宴请专人而精心安排的，在比较高档的饭店，

或是其他特定的地点举行的，讲究排场、气氛的大型聚餐活动。对于到场人数、穿着打扮、席位排

列、菜肴数目、音乐演奏、宾主致词等，往往都有十分严谨的要求和讲究。 
非正式宴会，也称为便宴，也适用于正式的人际交往，但多见于日常交往。它的形式从简，偏

重于人际交往，而不注重规模、档次。一般来说，它只安排相关人员参加，不邀请配偶，对穿着打

扮、席位排列、菜肴数目往往不作过高要求，而且也不安排音乐演奏和宾主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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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宴请者礼仪和赴宴者礼仪 

宴请者礼仪：确定邀请对象、范围和形式；、确定宴请时间和地点；发出邀请；拟订菜单；桌

次和席位的安排；致词。 
赴宴者礼仪：准时出席宴请；仪表整洁；按位落座；进餐要求 ；礼貌告别；宴会后致谢。 

三、接待规格的确定 

1．高规格接待 
主要陪同人员比主要来宾的职位高的接待。如一公司副总经理接待上级单位派来了解情况的工

作人员，或接待一位重要客户，而该客户的职位不过是某公司部门经理。高规格接待表明对被接待

一方的重视和友好。 
对等接待 
2．主要陪同人员于主要来宾的职位相当的接待。这是 常用的接待规格。 
3．低规格接待 
主要陪同人员比主要来宾的职位低的接待。这种接待规格常用于基层单位，比如某部门领导到

下属企业视察，其企业的 高领导的职位也不会高于部门领导，这属于低规格接待。 

四、用餐的得体表现 

1．就座和离席 
应等长者坐定后，方可入座。 
席上如有女士，应等女士坐定后，方可入座。如女士座位在隔邻，应招呼女士。 
用餐后，须等男、女主人离席后，其他宾客方可离席。 
坐姿要端正，与餐桌的距离保持得宜。 
在饭店用餐，应由服务生领台入座。 
离席时，应帮助隔座长者或女上拖拉座椅。 
2．餐桌上的礼仪 
入座后姿式端正，脚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任意伸直，手肘不得靠桌缘， 或将手放在邻座椅

背上。 
用餐时须温文而雅，从容安静，不能急躁。 
在餐桌上不能只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尤其要招呼两侧的女宾。 
口内有食物，应避免说话。 
自用餐具不可伸入公用餐盘夹取菜肴。 
必须小口进食，不要大口的塞，食物末咽下，不能再塞入口。 
取菜舀汤，应使用公筷公匙。 
吃进口的东西，不能吐出来，如系滚烫的食物，可喝水或果汁冲凉。 
等等 

五、敬酒的礼仪 

敬酒也就是祝酒，是指在正式宴会上，由男主人向来宾提议，提出某个事由而饮酒。在饮酒时，

通常要讲一些祝愿、祝福类的话甚至主人和主宾还要发表一篇专门的祝酒词。祝酒词内容越短越好。 
在饮酒特别是祝酒、敬酒时进行干杯，需要有人率先提议，可以是主人、主宾，也可以是在场

的人。提议干杯时，应起身站立，右手端起酒杯，或者用右手拿起酒杯后，再以左手托扶杯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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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微笑，目视其他特别是自己的祝酒对象，嘴里同时说着祝福的话。 

第三节  接待礼仪 

一、接待工作的基本要求 

1．亲切迎客 
2．热情待客 
3．礼貌送客 
“出迎三步,身送七步” 

二、接待过程中的次序礼仪要求 

1．就坐时，右为上座。即将客人安排在组织领导或其它陪同人员的右边。 
2．上楼时，客人走在前，主人走在后；下楼时，主人走在前，客人走在后。 
3．迎客时，主人走在前；送客时，主人走在后。 
4．进电梯时，有专人看守电梯的，客人先进，先出；无人看守电梯的，主人先进，后出并按

住电钮，以防电梯门夹住客人。 
5．进门时，如果门是向外开的，把门拉开后，按住门，再请客人进。如果门是向内开的，把

门推开后，请客人先进。 
总之，社会场合，一般以右为大、为尊，以左为小，为次，进门上车，应让尊者先行，一切服

务均从尊者开始。 

第四节  礼品馈赠礼仪 

礼品，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无论好友，还是商务伙伴，相互馈赠礼品都能增进彼此的感

情，因此，了解礼品馈赠礼仪的知识，能让你在处理生活与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时如虎添翼。 

一、馈赠礼品的时机和如何选择礼品 

1．馈赠时机 
馈赠礼品有多种多样，选择适当的时机，可以使馈赠礼品显得亲切自然。具体说，主要有以下

几种时机： 
节假良辰 
喜庆嫁娶 
探视病人 
亲友远行 
拜访做客 
“感谢帮助”，“礼尚往来”，“略表寸心” 
2．礼品的选择 
馈赠之前，要对礼品进行认真选择，一般要考虑受礼一方的性别、婚否、教养和嗜好，挑选具

有鲜明的特色、突出的标志，并能够使其经常看见或经常使用的礼品。所送礼品既不要增加受礼者

的心理负担，又要使之产生重视的感觉。礼品要有创造性，并为受礼者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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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馈赠礼品的要求 

赠送礼品时，要附上赠送者写的卡片，也可用名片代替，并在卡片或名片上写简短的祝贺语言，

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卡片或名片应装在与其相称的信封里，信奉封面上写清受礼人的姓名，信奉可

不封。 
赠送的礼品一定要带包装。一定要讲究包装的精美，切不可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礼品放在一起，

随便用一个袋子一装就送去，这样是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 

三、接受礼物的礼节 

收到别人赠送的礼品，应双手捧接。无论礼品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受礼者都应当一视同仁首

先表示谦让，在对方诚意相送时，方可接受，接受后要表示感谢。受礼者受礼后一般要等客人走后

才打开。 
假如准备退还礼品，应在 24 小时内付诸行动，在感激馈赠者的同时，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礼

品。在商业活动中，拒收礼品时，可以附上专门信件。 
接受他人的馈赠，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应当有回礼。可以在客人临走时回赠，也可以在接受礼

物之后隔一段时间登门回拜，顺便带给对方一些礼物表示感谢。 
回礼的方式多种多样，礼品可以和馈赠礼品的价值相仿，但也可多可少，是亲密程度而定。 

四、送礼的技巧 

1．选择的礼物，你自己要喜欢，你自己都不喜欢，别人怎么会喜欢呢？ 
2．为避免几年选同样的礼物给同一个人的尴尬情况发生， 好每年送礼时作一下纪录为好。 
3．千万不要把以前接收的礼物转送出去，或丢掉它，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送礼物给你的人

会留意你有没有在用他送的物品。 
4．切勿直接去问对方喜欢什么礼物，一方面他要求的可能导致你超出预算，另一方面你即使

照着他的意思去买，也可能会出现有所偏差而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5．切忌送一些将会刺激别人感受的东西。 
6．不要打算以你的礼物来改变别人的品位和习惯。 
7．必须考虑接受礼物人的职位，年龄，性别等 
8．即使你比较富裕，送礼物给一般朋友也不宜太过，而送一些有纪念的礼物较好。 
9．谨记除去价钱、品牌及商店的袋装，无论礼物本身是如何不名贵， 好用包装纸包装，又

是细微的地方更能显出送礼人的心意。 
10．考虑接受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否使用你送的礼物。 

思考题 

1．礼节礼仪在商务沟通中的意义如何？ 
2．现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对礼仪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3．了解商务宴会中中餐礼仪与西餐礼仪的具体规定。 
4．在迎来送往的过程中应如何注意接待规格？ 
5．在礼品馈赠中，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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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制定（修订）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制定（修订）时间：2007 年 1 月 
主编：张淑静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商务谈判》 
课程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号： 
学时数：36 
学分数：2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 
适用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国际经贸专业、外语专业等 

一、课程内容与特色 

《国际商务谈判》是商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面向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它系统地介绍

了国际商务谈判的概念、原则、内容、实务及技巧等内容。本课程适用于国际商务、国际经贸、外

语等专业的学生，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实务》。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融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随着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商务谈判的实践和理论逐渐受到瞩目，对谈判

理论、实务、技巧的学习已成为许多专业尤其是国际经贸学院学生必修的课程。此课程旨在帮助学

生理解国际商务谈判的性质特点，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熟悉国际商务谈判各个阶段的谈

判策略和技巧，并能够在今后的谈判实践中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从而为其走上社会，为他们将来

从事国际商务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 

二、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是将理论知识的讲授与案例分析和模拟谈判密切结合，采取多媒体教学方

式。旨在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机会，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一、理论部分。融合国内外经典的谈判理论，主要涉及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概念、国际商务谈

判人员的组织与管理、谈判前的准备、谈判中的策略与技巧、各大洲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等内容，

运用模型和实例分析对影响谈判全过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二、案例研究。结合理论部分的讲解，进行相应的案例分析，除了使用经典的谈判案例，更加

注重搜集并分析涉及当今热点问题的案例。 
三、模拟谈判。模拟谈判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际操练体会谈判理论的指导意义，获得比较接

近实际的真实体验。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更为生动、具体。除模拟谈判外，每

章结束后都会给出相应的思考与讨论题。 

三、学习方法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已经学习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实务》。如果因某些

原因有的学生对本课程所涉及的一些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十分了解，学生要做好自我预习。 
本课程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除了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要花更多时间分析案例，充分准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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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模拟谈判。通过自我训练，提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教师提供的参考文献清单，加强课外学习，扩大视野。 

四、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在教学中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方法，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1．在讲解理论的同时结合案例分析，并就案例中的问题再用理论进行分析，使学生通过课堂

讨论真正理解所讲的知识。 
2．全学期组织约五次模拟谈判，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谈判中。在谈判前要求学生进行认

真的准备，谈判后根据学生达成的协议再进行具体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3．我国学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各自为战的能力较强而合作精神不足，这一点通过课堂

中的个人性格类型测试可得到证实，这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成为经济领域主旋律的国际社会中，是

一个重要的缺陷。为加强学生的合作精神，课堂上的练习以及课后的案例分析作业都力求突出合作

精神的培养，如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模拟谈判，共同完成案例分析作业，并在课

堂上作集体报告等。 

五、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 
本课程的后续课程：本门课程作为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和其它专业课（如《国际贸

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商务函电》、《国际市场营销》等）一起为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

学习好专业知识、打好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理论基础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主要参考资料 

[1]白远：《国际商务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 刘园主编：《国际商务谈判》（第二版），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6 年版。 
[3] Herminia Ibarra，Deborah M. Kolb，《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 樊建廷：《商务谈判》，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5] 方其主编：《商务谈判——理论、技巧、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6][美]尼尔伦伯格（Nierenberg，G.I）著，曹景行、陆延泽译：《谈判的艺术》，上海翻译出

版公司，1987 年版。 
[7][美]杰勒德著：《哈佛谈判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8]吕维霞等著：《现代商务礼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七、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的选修课，每周 2 学时，每学期共 18 周、36 学时。32 学时为讲授新课时间，

2 学时复习，2 学时随堂期末考试。期末考试成绩为 80 分，平日考勤、模拟谈判、作业等成绩为

20 分。 

八、课程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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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谈判动机与关键词语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什么是谈判和为什么要谈判，谈判的三个基本

要素、主要类型以及主要的国际商务谈判理论等谈判的基本知识。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专门

研究。 
教学重点：谈判的三个基本要素：谈判、冲突、利益 
教学难点：冲突 

第一节  谈判概述 

一、谈判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引发这些矛盾冲突的原因有经济的、政

治的、外交的、宗教的和文化的，等等，其中由经济原因引发的矛盾是 根本和 普遍的。人类

在解决矛盾冲突时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可归纳为两大类：军事手段与和平手段，而和平手段即是

谈判。 
1．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指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不可再生的。资源的稀缺性还相对于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占有欲望而言。 

二、谈判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现实 

事实上谈判已被人类应用于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和场合中，谈判是一种生活现实。导致

谈判发生的原因在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和意见，也就是矛盾和冲突，而对于冲突这

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历来褒贬不一。冲突不仅仅会带来负面影响，它也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关

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和引导冲突，使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方向转化。如果说冲突

导致谈判发生，那么造成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有了利益的差异就有了不同

的意见、矛盾和冲突，因而也就有了谈判的发生。 

三、谈判为人们带来什么 

谈判的过程是一个“给”与“取”并存的过程，也就是说谈判双方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必须付

出一定的成本，包括时间、人力、物力以及机会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指选择 A 方案放弃 B 方案

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选择甲而不选择乙为合作方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等。 

 第二节  什么是谈判 

一、谈判释义 

谈判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存在着利益差异的双方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取利益而与对方进行

沟通，目的是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为此作出某种安排。谈判的双方既有冲突利

益又有共同利益，有冲突利益才使他们走到一起，而共同利益使他们有可能取得谈判的成功。 
1．谈判是“给”与“取”兼而有之的过程。 
2．谈判双方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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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判双方地位和权利平等。 

二、什么是商务谈判 

1．商务谈判的特征： 
1）经济利益的得与失是谈判的焦点 
2）谈判的内容具体明确，常用量化指标。 
3）谈判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 
4）遵守契约是商务谈判的道德前提。 

第三节  冲突与谈判 

一、什么是冲突 

冲突又被称作是对抗、争执或不同意见；冲突发生在两个或更多的既有不同利益又有共同利益

的相互依赖的当事人之间：冲突可以削弱双方获取利益的能力。 
1．冲突的当事人是相互依赖的 
2．冲突的当事人之间既存在着不同利益，又存在着相同利益 
3. 降低双方获利的能力，减少双方实际获取的利益 

二、冲突的类型 

1．按照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分类 
经济冲突、政治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军事冲突 
2．按照冲突性质进行分类 
利益冲突、结构性冲突、价值冲突、关系冲突、数据冲突 

三、冲突的利弊分析 

冲突像其他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即它既有有害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我们以两分法的方

式来考虑在谈判中冲突可能会带来的利与弊。 

第四节  利益差异与谈判 

一、利益与利益差异 

利益得失指的是通过谈判可以获取的利益或者会失去的利益，以及可能引发或者避免的成本。

评判利益的得失必须考虑谈判者所处的现状，并与可以选择的其他方案相比较才能确定。利益既指

目前利益也指长远利益，或者是谈判者所表达的潜在愿望和具体事件。 

二、获取利益的谈判成败 

本章思考题 

1．你认为在生活中你常常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吗？请举一两个你参与过的谈判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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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中美“入世”谈判要点；松下电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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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谈判程序与谈判结构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商务谈判的基本知识，熟悉商务谈判的一般程序，能分

析影响商务谈判模式的基本因素，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结构。这是进一步学习商务谈判理论、实务

和艺术的基础。 
教学重点：谈判一般程序及询盘、发盘、还盘、接受 
教学难点：谈判一般程序 

第一节  谈判程序 

谈判是一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它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常使人们认为谈判是一种无章可循的活

动。其实不然。事实上在谈判的复杂表象下面存在着普遍性和规律性。谈判的程序和结构从谈判的

外部和内部揭示了谈判发生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谈判结构总结了所有谈判发生过程的同一性，因而

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介绍谈判组成员 

二、安排谈判日程 

1．谈判开始后立即进入关键议题 
2．从不重要的、容易达成协议的议题谈起 

三、进入实质性谈判 

四、谈判总结 

总结是谈判全过程中的 后一个阶段。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通过回顾总结对各项议题所达

成的一致意见和仍存在的不同意见，以确认对所达成的协议已确实不存在疑虑。 

第二节  谈判的一般结构 

一、确定利益与议题 

在谈判开始后，尽快确定双方的利益特别是潜在的和隐藏的利益是取得谈判成功的第一步。 

二、设计和提出方案 

1．谈判方案首先应当包括谈判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 
2．确立了谈判目的或目标后就要确定谈判的条件 
3．谈判方案还应包括确定谈判议题的顺序 

三、引入评价方案的标准 

谈判开始后，谈判各方根据自己的谈判方案向对方提出自己的条件。之后，各自对对方的条件

和要求进行评价，也就是说彼此如何看待对方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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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各自得保留点和底线 

1．谈判底线：谈判底线一般指参加谈判的各方为保证自己的 基本利益而确定的 起码的目

标，也可以理解为离开谈判桌前的 低要价。对于谈判一方来说，如果他的 低要求都无法满足的

话，那就是他考虑退出谈判的时候。 

五、寻求达成协议的替代方案 

1． 佳替代方案： 佳替代方案指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某谈判方面临

着是接受对方的要求还是另有其他的选择方案的抉择。从事谈判的各方应当在谈判前和谈判过程中

准备其他的替代方案，并确定一个 好的方案。 

六、达成 终协议 

第三节  贸易谈判结构 

贸易谈判作为商务谈判中 为普遍和重要的一种谈判类型，也遵循一般谈判结构发生的规律，

但是，贸易谈判使用更为专业的词汇来表达其发生的过程即寻盘、发盘、还盘和接受。 

一、询盘 

又称为询价，是买卖双方中的一方欲出售或购买某种商品而邀请对方提出交易条件的行为。 

二、发盘 

或称报价，指的是买方或卖方向对方提出各项交易条件，它是谈判中的中心环节。 

三、还盘 

是受盘人不同意发盘的交易条件而提出的修改或增加条件的行为。受盘人对原发盘的条件进行

的修改和提出新的条件即构成还盘。 

四、接受 

是买方或卖方无条件同意对方在发盘中提出的交易条件，并愿意按照该条件与对方达成交易、

订立合同的一种肯定表示。 

本章案例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阅读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相关资料，并讨论：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中

方和美方各自的利益是什么？什么是双方的目前利益？什么是双方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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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谈判的润滑剂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商务谈判的准备工作对谈判进程和谈判结果的重要影

响，掌握各项准备工作的原则、范围和方法。强调“谈判准备阶段”必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

事情的展开，谈判策略---有时甚至是目标，必须不断更新与修正。 
教学重点：确定谈判目标；进行信息调研 
教学难点：确定谈判的三个目标 
 
谈判的成功与否与谈判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判准备主要应包括如下

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节  确定谈判目标 

确定谈判的目标，这包括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协调，以及谈判中自己的 高期望

目标、一般目标和保底目标的确定。 

一、利益抉择 

一次谈判可能涉及谈判双方多方面的利益，谈判者希望通过谈判获得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层次和

多方面的。谈判所涉及的利益与问题有轻重缓急之分，还有相互平衡和制约的因素。因此谈判者就

应全盘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确定哪些利益应当首先得到满足，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做出让步以实现

丢卒保车的目的。 

二、目标层次 

谈判双方还应从谈判战略角度出发确定至少三个目标层次： 
1．希望达到的目标 
2．可能达到的目标 
3．保底目标 

第二节  进行信息调研 

搜集谈判所需要的信息，这包括谈判方所在地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合作方的财务信用状况及与

市场相关的信息。搜索和收集信息时如果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当然 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成本问

题，也就是说不可能所有信息都通过亲身前往和实地考察获得，在当今信息传播工具十分发达的时

代，可以通过方便的间接渠道获得所需的信息。 

一、什么是信息 

信息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降低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对某件事物了解得越多，

对事物预测的准确性就越高，因此所冒的风险就越小。信息在谈判中有两个重要的用途：解决问题

和战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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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的来源 

1．国际组织 
2．政府部门 
3．服务组织 
4．时事通讯和工业指南 
5．在线服务 

三、需重点了解的信息 

1．地方法律和法规 
2．财务信用状况 
财务信用状况指谈判方的资信、偿债能力和财务状况。 
合作伙伴的资信情况是由它以前的偿还贷款情况和它在金融机构和信用纪录组织的名声所决

定的。偿债能力取决于其偿债资金的来源。财务状况可通过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来了解。 

四、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对于国际商务谈判来说永远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市场调研就是确定市场的需求和愿

望，以便能根据调查的结果提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和愿望的产品。 

第三节  配备谈判组成员 

选择谈判组成员，包括谈判组领导的确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选择以及在双边谈判中翻译的配

备。在谈判中各部分人员都应各司其职，共同为谈判的成功而努力 
一、谈判组领导 
二、专家和技术人员 
三、翻译 
四、对谈判队伍的其他要求 

第四节  确定谈判地点 

确定谈判场地，包括主场、客场、第三方场所以及主客场轮流制四种方式。选择不同的场所都

各有其利弊。谈判双方根据谈判的需要来选择在哪一场所举行谈判。总的说来，主场谈判占有天时、

地利与人和的优，应当积极争取。 

一、主场 

主场谈判是指谈判一方在自己的工作所在的国家、城市、办公楼甚至是自己的家——总之是自

己熟悉的生活工作环境中组织和主持谈判。 

二、客场 

谈判如果是在另一方的国家、城市、或办公楼等不属于自己所在地的地点进行都可视之为客场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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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方场所 

这里的第三方一般是与谈判双方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一方。 

四、主客场轮流制 

是指谈判先后在主场和客场举行。 

本章思考题 

1． 你认为现在的工作不太理想，决定换一家公司。现在有一家外企——西门子（中国）公司

约你去面谈。请制定一个谈判计划，主要包括你希望获得的利益和目标、西门子公司的情况、公司

招聘的可能的目标群。 

案例研究 

1．一项中美合资谈判中针对法律条款的谈判 

模拟谈判 

1．丝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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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双赢理念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了解传统理念与赢-赢理

念的区别，并用于指导今后的谈判实践工作。 
教学重点：双赢理念 
教学难点：双赢理念遵循的步骤 

第一节  传统理念 

一、传统的输-赢模式遵循的步骤 

1．确定自己一方的利益和立场 
2．捍卫己方的利益和立场 
3．各方讨论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4．达成妥协的方案 
5．宣布谈判失败 

第二节  赢-赢理念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输一赢谈判理念已经不适应新形势

的发展，这使双赢理念的提出成为必然。双赢理念为谈判界带来了一场革命。 

一、双赢模式遵循的步骤 

1．确定谈判己方的利益和要求 
2．寻找对方的利益和需求 
3．提出建设性的提议和解决方法 
4．宣布谈判成功 
5．宣布谈判失败或谈判陷入僵局 

本章思考题 

1．你认为谈判取得双赢结果的机会多吗？什么样的谈判可能出现双赢的结果？什么样的谈判

只能出现非赢即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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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立统一与知己知彼、攻心为上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国古代谈判思想；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古代谈

判思想的贡献主要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和在“对立统一”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分合往复”的理

论；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攻心为上”的策略。 
教学重点：对立统一、攻心为上 
教学难点：对立统一、攻心为上 

第一节  谈判中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古代谈判思想的贡献主要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和在“对立统一”思想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合往复”理论。 

一、对立统一论 

对立统一思想强调的是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要善于发现和捕捉双方或多方的对立统一关

系，在利益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统一中达成协议，在对立中瓦解对方，以达到化敌为友的目的。 
1．对立统一：对立统一的观点指宇宙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互相对立、斗争的一面，同时

也有互相渗透、互相包含和互相转化的一面，即对立面中包含着统一，统一之中又包含着对立。 

二、分合往复轮 

第二节  中国古代谈判思想中的军事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兵法对谈判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攻心为上”。在这寥寥数

字中，包含了深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知己知彼”通过强调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

手，说明了谈判前和谈判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而“攻心为上”强调的则是注重对方的心理变化，

采取恰当的谈判策略，消除心理冲突，在和谐的气氛中取得谈判的成功。 

一、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对战争

实践的精辟总结不仅被无数次战役证明了其正确性，而且在以后的谈判——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军事

和政治谈判还是现代的商务谈判都证明其道理的普遍性。 

二、攻心为上 

攻心为上，源自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它强调的是根据对方的心态、意愿、情趣、爱好、目的、

价值观、兴奋点而采取适当的游说方式，通过把握对方的心态来缓和、消除彼此的心理冲突，达到

进行心理沟通、创造和谐的谈判氛围的目的。 

本章思考题 

1．讲述几个你所知道的中国古代谈判家的精彩故事，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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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亚当森的攻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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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合作原则谈判法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商务谈判策略及其分类的重要意义；了解在商务谈判

过程中，根据进程、谈判对手的地位、作风和性格类型所采取的常用应对策略；根据对谈判具体情

况的分析，能比较准确的选择和运用相应的谈判策略，为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教学难点：着眼于利益而非立场 
 
以双赢理念为基础，费希尔和尤利等提出和完善了合作原则谈判法，使其成为 有影响的谈判

理论之一。合作原则谈判法从如何对待谈判对手、 政方利益、利益获取和评判标准等四个方面阐

述了整个谈判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实践证明，合

作原则谈判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从事谈判的人们应常用的有效方法。 

一、对待谈判对手——对事不对人 

1．发展移情法 
1）从对方的立场看待问题 
2）避免因自己的问题而责备对方 
3）协助对方参与到解决问题中去 
2．正确看待情绪 
1）允许对方发火 
2）恰当看待情绪的爆发 
2．加强沟通 
1）注意倾听并总结听到的情况 
2）避免给对方打分并将对方当作辩论的对手 
3）不严厉指责对方的错误 

二、对待各方利益——着眼于利益而非立场 

1．明确利益 
1）探讨妨碍我方的对方利益 
2）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对方的不同利益 
3）透过对方的立场看到对方的人性需求 
2．讨论利益 
1）总结并接受对方的利益 
2）在提出解决方案前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提出问题 
3）在解决问题时尽量不追究过去的矛盾而应朝前看 

三、对待利益获取——制定双赢方案 

1．诊断 
1）放弃对方利益的满足一定是以我方的付出为代价的观念 
2）鼓励各方共同解决问题 
3）在对方未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不预先锁定在一种方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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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创建性方案 
1）将提出方案和评价方案分开 
2）在确定 终解决方案之前先提出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3）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 
4）寻求使对方容易接受的方案 

四、对待评判标准——引入客观评判标准 

1．判断一个标准是否属于客观标准的因素 
1）客观标准应当独立于所有各方的主观意志之外，因而它可以不受任何一方的感情影响 
2）客观标准应当具有合法性并且切合实际 
3）客观标准应当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本章思考题 

1．各国之间由于领土主权发生的争端是谈判中的硬骨头，但是中国就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所进

行的谈判是此类谈判中成功的范例。结合合作原则谈判法谈谈你的感受，并指出促成香港、澳门回

归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案例研究 

1．谁是 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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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利益分配法则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到利益对谈判结果发挥着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本

章主要讨论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谈判的进程和结果。 
教学重点：双层游戏规则 
教学难点：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对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的影响。 
 
在国内、国际谈判中，谈判双方的利益只是谈判所涉及的直接议题，事实上许多其他方面的利

益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谈判桌上的议题。 

第一节  国内谈判中三层利益的规则 

一般说来在国内谈判中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利益，即谈判者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在

谈判中这三个利益层次应当是一致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各个层次的利益都有使自己利益 大化的倾

向，这使谈判变得复杂。根据尼尔伦伯格需求理论，如果在谈判中采用迎合人们基本生理需求的策

略，将会大大提高谈判的成功率。 

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二、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际利益 

三、利益需求与谈判策略 

谈判的需要理论：由美国著名的谈判理论家尼尔伦伯格提出。他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七个

层次理论归纳出六种类型的谈判策略和方法，并得出一个一般的规律一一当谈判者以对方的基本生

存问题为谈判内容，同时采用顺从对方需要的策略时 容易取得谈判的成功；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

升高，以及采用的谈判策略由第一种向后几种移动，谈判成功的难度也逐步提高。可以说，人们的

需要越基本，谈判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1．谈判者顺从对方的利益需求 
2．谈判者通过满足对方的需要来达到满足己方需要的目的 
3．谈判者同时服从对方和自己的利益需要 
4．谈判者违背自己的利益需要 
5．谈判者损害对方的利益需要 
6．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利益需要 

第二节  国际谈判中双层利益的规则 

在国际谈判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利益，即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国际谈判的结果不是参与国

际谈判的代表所能决定的，他受制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制约。当国内各利益团体意见一致时会增

加谈判代表的谈判力，否则将降低他的谈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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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层利益及其相互作用 

二、双层利益规则的实证分析 

本章思考题 

1．“个人利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让位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2．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 大的统一？如何使三者达到 大的统一？ 

案例研究 

1．美日半导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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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谈判力及相关因素 

教学目的与要求：本章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什么是谈判力? 谈判力在谈判中是如

何发挥作用的？影响谈判力此消比长的因素是什么？ 
教学重点：动机、依赖、替代 
教学难点：影响谈判力各因素的关系 
 
影响谈判过程和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谈判双方的谈判力。谈判力的来源：要有三个，即环境

条件、组织实力和个人素质。这三方面的因素构成了谈判力变化的外部因素，而影响谈判双方相对

谈判力变化的内部和直接因素也有三个，即动机、依赖与替代。这三者的关系是：一方的动机和对

对方的依赖性越强，则谈判力越弱，而一方的替代越多则谈判力越强。 

第一节  谈判力概述 

一、实力与谈判力 

1．谈判力：谈判力指的是谈判者在谈判中可以借用的、能控制和影响对方决策行为以期实现

解决问题和赢得谈判的目的的能力。 

二、谈判力的来源 

1．环境条件 
2．组织实力 
3．人员素质 

第二节  相对谈判力与其三个变量的关系 

一、影响相对谈判力增减的变量 

二、动机 

动机可以解释为获取利益的愿望和激励因素。谈判动机指的是谈判者希望通过谈判获取利益的

愿望与期待。A 方的动机与己方的谈判力之间形成反比关系，而与 B 方的谈判力形成正比关系。 
1．诱导谈判对手或对手的支持者 
2．向对方展示所提供条件的诱人之处 
3．获取第三方对所提供的诱人条件的支持 
4．限定获得所提供好处的时间 

三、依赖 

依赖指的是谈判一方为实现其利益和目的对另一方的需求。A 方对 B 方的依赖与 A 方的谈判

力成反比关系，而与 B 方的谈判力成正比关系。 
1．削弱、延迟或抑制对方希望获得的服务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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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削弱对方独立工作的能力 
3．说服对方的支持者阻止对方的行动 
4．使对方放弃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四、替代 

替代指的是谈判一方所能寻求的其他选择方案，以及他为了降低对对方的依赖而采取的行动。 
1．谈判一方具有不需要依赖对方而独自维持下去的替代选择 
2．谈判一方有能力吸收不断升级的冲突成本 
3．谈判一方在对方向自己的支持者施加不利影响时仍然能够独自坚持下去 
4．谈判一方有能力使用各种支持 

五、谈判力策略的应用 

1．设定 后期限 
2．显示强硬态度 
3．嘲笑对方立场 
4．突出己方方案 
5．威胁双方关系 

本章思考题 

1．在下面的例子中，你认为如何做才能够激发潜在消费者的欲望？ 
（1）你正在拟定 City Baby（长安奥托）的促销计划。 
（2）你和你的同学自己经营一个小书店，但是销售并不景气。 

案例研究 

1．美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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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任法则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在谈判中，谈判小组内的领导和组员之间是否相互信

任，谈判一方和另一方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决定各方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谈判结果。 
教学重点：决定信任与不信任的因素 
教学难点：影响信任的因素 

第一节  信任与信任的传递 

信任是决定人们关系得一个重要因素。 在谈判中双方是否彼此信任决定了谈判是否能够顺利

进展、达成的协议能否顺利实施。 

一、信任的含义 

1．信任：信任意味着一个人将自己易受伤害之处暴露给其他不受自己控制的，该人如果利用

他的易受伤害之处，就会给他带来伤害；该人如果保护他的易受伤害之处，他便可以享受信任所带

来的快乐。 

二、信任的传递 

人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传递信任 (或不信任) 的表示，即向他人透露 (或者不透露) 与自己利

益相关的信息、 向他人征求 (或者不征求) 建议从而受到对方的影响以及放松 (或加强) 对他人的

控制。 
1．信息 
2．影响 
3．控制 

第二节  信任的培养与形成 

决定人们的信任行为的因素有不变和可变两种，不变因素主要是人们儿时受到的教育和成人后

接受的职业训练；可变因素主要包括以往的信任记录、完成一项使命的能力、对他人意图的估计、

支持性反应和激励机制。 

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 

1．儿童教育 
2．职业训练或特殊训练 

二、与谈判双方有关的可变因素 

1．以往的信任记录 
2．完成一项使命的能力 
3．对他人的意图的估计 
4．支持性反应 
5．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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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信任行为的运动规律 

在一个组织内和谈判各方之间如果彼此传递的是信任的信号，则信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达到

更高的水平；如果彼此传递的是不信任的信号，则信任程度会进一步下降，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 

一、信任周期 

信任是决定人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互信任带来更高水平的信任，不信任则导致更高

水平的不信任。 

二、信任的培养和建立 

由于不信任对人们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人们应当为培养信任感做出努力，例如通

过建立合作激励机制、对信任原因的分析、对信任行为的培训和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等来达到我们

的目的。 
1．建立合作激励机制 
2．分析不信任发生的原因 
3．信任行为的训练 
4．建立一个诚信社会 

本章思考题 

1． 你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任是决定人们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吗？如果你同意这一观点，

那么你认为应当怎样做才能增进人们的信任感？ 
2．你是如何向他人表达你的信任的？ 

案例研究 

1．新产品的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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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谈判者性格类型与谈判模式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谈判者个人的性格类型是决定谈判进程和谈判结果的

又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了解 AC 谈判模型，博弈论在谈判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个性类型与谈判模式；AC 谈判模型 
教学难点：博弈论在谈判中的应用 
 
任何形式的谈判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每个谈判者在谈判中的行为都受其性格的影响，因此谈

判者的性格是决定谈判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节  谈判者的性格类型 

一、了解自己与对手的性格类型 
二、谈判者的性格类型与 AC 模型 
三、决定谈判者强硬与合作程度的其他因素 
1．谈判者的态度强硬与否取决于利益得失和谈判力 
2．谈判者的合作程度依赖于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和彼此的关系 

第二节  个人性格类型与谈判模式 

各国心理学家对人的性格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而将谈判者心理和谈判行为结合起来研究的成

果以汤姆斯和基尔曼为代表。他们依照谈判者在谈判中的顽强程度和合作程度将谈判者的性格类型

分为五类。每一个人的行为中都包含了这五种性格类型，但是其中一种类型是他的代表性性格。 

一、性格类型与谈判模式 

1．竞争类型 
五种谈判者性格类型中的一种。谈判中的主要代表性行为是：高度的坚定性和低度的合作性；

惯用高压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多考虑对方的利益；言语直率，喜欢速战速决。 
2．合作类型 
3．折中类型 
五种谈判者性格类型中的一种。谈判中的主要代表性行为是：既不十分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

也不积极与对方合作；是否向对方提供帮助和信息取决于对方向自己提供帮助的多少。 
4．回避类型 
五种谈判者性格类型中的一种。回避类型的人既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不积极与对方合

作。典型的表现为避免与对方正面接触，将矛盾转移和拖延，采取迂回的方式。 
5．迎合类型 

二、相关的环境背景对性格类型及谈判模式的影响 

性格测试表明人的性格类型及惯用的谈判模式受到他的生长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

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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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做完“性格测试题”之后，回答下列问题： 
（1）你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有相互关系吗？ 
（2）该测试题对公司寻找合适的雇员是否有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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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两分法谈判与复杂谈判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区分两分法谈判与复杂谈判，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支持联

盟，了解建立联盟对谈判结果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复杂谈判 
教学难点：谈判者如何建立自己的支持联盟 
 
按照谈判参与各方数量的多少，可以将谈判分为两分法谈判和复杂谈判。 

第一节  两分法谈判 

一、两分法谈判的特征 

两分法谈判指非输即赢的谈判，也被称为"零和游戏"，属于简单谈判。它的主要特征是谈判只

涉及两方，彼此的关系简单；内容单一、具体，例如价格谈判；双方在谈判中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

使自己一方的利益 大化。 
1．激励机制 
2．双方关系简单化 
3．谈判内容具体 
4．对谈判后果较少设想 
5．谈判策略多 
1）降低对方的抵抗力 
2）降低对方对我方将要让步的预期 
3）利用对方的信任和谈判技术低下、经验不足的弱点 
4）充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二、价格谈判与价格谈判区间 

1．确定报价起点 
2．报价范围与谈判区域 
1）价格区域：买方和卖方在谈判开始时的出价以及他们确定的底价之间的区域被称为价格区

域。在谈判中，这个区域又被称为“谈判区域”，因为谈判将在这个范围内展开。 
3．可能达成协议区域的价值分配 
1）对“可能达成协议的区域”的确定 
可能达成协议的区域的外围边界由买卖双方各自的底价构成，也就是说当双方的价格区域互相

有重叠时才有可能构成这个“可能达成协议的区域”。 
2）高起始要价 
3）高压力 

第二节  第三方参与的谈判 

复杂谈判包括三方或三方以上的谈判者。由于谈判方的增加和谈判内容的增加，谈判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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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在第三方参与的谈判中，第三方的角色可分为牵线人、 助谈人、协调人、仲裁人和行政长

官等五种类型。 

一、什么是复杂谈判 

1．多方参与 
2．多个议题 
3．多个利益 
4．不同的利益 

二、第三方的进入 

1．希望引入第三方的情况 
2．第三方与原有谈判方的关系 

三、第三方的作用和它们的分类 

1．牵线人 
2．助谈人 
3．协调人 
4．仲裁人 
5．行政长官 

第三节  多方参与的谈判 

谈判双方为了增加自己的谈判力还常常组织谈判联盟。组织和建立谈判联盟首先需要确定目标

人群，分清谁是自己可能的盟友和合作者，谁是保持中立态度者，以及谁是反对者。为了使联盟真

正发挥它的作用，组织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建立联盟以及管理好联盟。 

一、多方参与的谈判和谈判联盟 

二、确定加入联盟的目标人群 

1．从争取同盟者的角度进行分类 
1）肯定加入者 
2）可能加入者 
30 潜在加入者 
2．从对谈判一方的影响和作用来分类 
1）同盟者 
2）持不同意见者 
3）合作者 
4）中立者 
5）反对者 

三、组建联盟 

1．了解目标人群的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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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引目标人群 
3．提醒目标人群 

四、管理联盟 

1．开发集体的立场和观点 
2．澄清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3．排除内乱因素 
4．强调实际利益、去除不实际的要求和期待 

本章思考题 

1．在参与谈判的五种类型的第三方中，人们对哪些类型的第三方需求量 大？为什么？ 

案例研究 

1．艾克卡拯救克莱斯勒公司 

模拟谈判 

1．旅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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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文化模式与谈判模式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商人谈判风格的影响：

学会分析文化的差异对商人谈判风格的影响，并会针对不同的谈判风格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教学重点：同文化差异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商人谈判风格的影响 
教学难点：针对不同的谈判风格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来自世界各国的谈判者由于受各国文化的影响，必然在谈判中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来影响谈判的进程与结果。与文化相关的因素包括：语言、宗教、价值取向、礼节和习俗、社会组

织、教育和幽默等。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交流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一个习得的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系，它体现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的特性。文化包括一个

人类群体中人们的一切行为，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和所做，以及一切事物，包括风俗习惯、

语言文字、物质产品和大家所共享的观念及情感体系。 

二、文化的组成部分 

1．语言 
2．宗教 
3．文化价值取向 
4．礼节和习俗 
5．社会组织 
6．教育 
7．幽默 

三、跨文化交流 

四、信息交流的方式 

1．语言交流 
1） 语义高关联度文化：它是一种用语交流的文化行为。在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说话人和昕

话人都依赖于对语境的共同理解来进行交流，而且常常未明确表达的部分所包含的意义甚至多于明

确表达的部分。这样的交流方式对于信息接收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除非双方对于语言的交流背景

都十分了解，否则信息就不可能准确地传递。 
2） 语义低关联度文化：在语义低关联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大多数信息通过语言明明白白地传

达出来。双方的交流更多地依赖语言的直接表达，说话人对于信息的准确传递负有更多的责任。 
2．非语言交流的方式 
1）面部表情 
2）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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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眼睛接触 
4）沉默 
5）姿势 

第二节  文化模式与商务谈判 

代表不同文化行为的谈判者在谈判行为上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和模式，与谈判模式相关联的

文化模式有：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时间观念、人际关系与交往形式、举止和习俗、对女性谈判者

的态度等。 

一、个人意识相对于集体意识 

1．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2．针对“自我意识”的调查所揭示的结果 
3．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对谈判的影响 

二、时间观念 

三、人际关系与交往形式 

四、举止和习俗 

五、对女性谈判代表的态度 

第三节  国际商务谈判实践 

在国际商务谈判实践中，文化的不同也体现在谈判的进展速度、讨价还价的方式、情况介绍、

让步的方式等谈判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上。 

一、国际商务谈判的进程 

二、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1．起始价与成交价的差别 
2．情况介绍 
3．对争执的处理 
4．妥协与让步 

三、国际谈判的策略 

虽然谈判活动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个性差别，但是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在世界各地

都适应的谈判策略，这包括：做好谈判计划、采取赢一赢方法、多提问、建立积极的关系、保持正

直的人品、保持耐心、具备丰富的跨国文化知识等。 
1．对谈判做出计划 
2．采取赢-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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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提问、认真听 
4．建立积极的关系 
5．保持正直的人品 
6．保持耐心 
7．了解和尊重各国文化和习俗 

本章思考题 

1．对在谈判中的文化差异，你的态度是什么？ 
2．你如何解释世界各地存在的不同的行为方式？ 
3．如果你与一个美国人谈判，你将如何谈？如果与沙特阿拉伯人谈判，你应该注意什么？ 

案例研究 

1．阅读案例“香港迪斯尼乐园的门票风波”，回答下列问题： 
（1）“香港迪斯尼乐园的门票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2）对异国文化习俗的了解在跨国经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试从本案例中找出相应的例子证

实这一点。 
（3）香港迪斯尼乐园在经营中的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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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简介 
《进出口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综合性应用科学，涉及国际贸易学、法律和惯例、国际金融学、运输学和保险学等学科的某些基本

原理和基本知识的应用。本课程从经济和法律两个方面，分析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各种做法，总结

我国的实践经验，学会在进出口业务活动中的各种经营做法。 
课程特色 
与国际贸易理论课相比，进出口贸易实务这门课主要侧重于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研究进出口业务

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商品交易的具体过程,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是，针对国际贸易实务的特点和要求，帮助学生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

分析研究国际贸易适用的有关法律与惯例和国际商品交换过程的各种实际运作，总结国内外实践经

验，吸取国际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贸易习惯做法，以便掌握从事贸易的“生意经”；学会在进出口业

务中，既能正确贯彻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意图，确保 佳经济效益，又能按国际规范办

事，使我们的贸易做法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做到同国际接轨。 
学习方法 
本课程学习中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本课程学习要以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为指导。 
（2）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前了解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经济、国际经济法以及运输学、保

险学等相关知识。 
（3）本课程学习要以进出口交易的全过程为线索，了解和掌握国际交易的实际运作过程，提

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4）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要重视实验课中的实务操作过程和相关案例的学习，通过模拟实

务操作以及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明确进出口业务流程中各个环节商品交易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的国

际法律和惯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注意紧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了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我

国外贸工作具体操作方法的变化，不断更新和充实自己的进出口贸易实务知识； 
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的专业限选课，是 36 个学时，周 2 学时，其中实验课为 9 个学时。 
教学方法和手段 
本课程采取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注重案例教学和习题练

习相结合，采取课堂教授和组织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的方式，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注重对真实贸易实

务的模拟和操作的练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力求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解决贸易实务问题

的能力。 
使用的教材 
1．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第三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三版 
2．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主要参考书目 
1．仲鑫：《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 
2．梁树新：《国际贸易实务案例评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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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方法，掌握国际货物

买卖的特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基本

业务程序。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内容学习重点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基本内容以及进出口

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从而为以后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的内容与教学方法 

一、《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的主要内容 

以国际货物买卖为对象，以交易条件和合同条款为重点，以国际贸易惯例和法律规则为依据，

并联系我国外贸实际，介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及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基本环节与一般做

法。 

二、《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的教学方法 

要以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为指导；注意有选择地学习国内外有关的法

律、法规、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不断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使之与我国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客

观实际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善于总结我国进出口贸易实际业务中的经验教训，重视实验课、案例、

实例分析和平时的操作练习。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计划学时作适当安排，采用由教师课堂讲授

和组织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和适用的法律 

一、国际货物买卖的特点 

国际货物买卖属商品交换范畴，虽与国内贸易并无实质差别，但由于它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

所以具有国际性。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 

1．合同的标的 
2．货物的价格 
3．卖方的义务 
4．买方的义务 
5．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 

1．国内法 
2．国际贸易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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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条约 

第三节  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一、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1．出口交易前的准备 
（1）做好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 
（2）制定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 
（3）落实货源、制定出口商品生产计划 
（4）广告宣传 
（5）选定和建立业务关系 
2．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3．出口合同的履行 
（1）准备货物 
（2）落实信用证 
（3）安排装运 
（4）制单结汇 

二、进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1．进口交易前的准备 
2．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3．进口合同的履行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3．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4．张卿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 
5．张琦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模拟实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一版。  
6. 孟祥年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7. 祝卫主编：《出口贸易模拟操作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8. 郑俊田主编：《中国海关通关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9. 刘文广、项义军、张晓明主编：《国际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一版。 

核心概念 

进出口贸易实务   国际货物买卖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思考题 

1. 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性质和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2. 订立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法律有哪些？ 
3.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哪些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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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出口贸易一般要经过哪些程序？ 

讨论题 

为什么要学习进出口贸易的实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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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合同的标的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商品质量的名称、含义和要求、商

品数量的计算、运输包装、销售包装的种类；理解国际贸易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买卖合同中的品

名质量条款、定牌、无牌和中性包装以及买卖合同中的包装条款；掌握运输包装标志、物品条码标

志、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买卖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凭卖方样品买卖”应注意的问题、

溢短装条款的含义，有关国际惯例对溢短装的有关规定，以及溢短装货物的计价；难点是运输包装

标志、物品条码标志。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商品的名称和质量 

一、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名称，或称“品名”，是指能使某种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一种称呼或概念。 

二、商品质量的含义和要求 

1．商品质量的含义 
商品的质量是商品的外观形态和内在品质的综合。 
2．商品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3．对进出口商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三、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 

1．用实物样品表示商品质量的方法 
商品质量用实物样品表示在国际贸易中称为“凭样品买卖”。当样品由卖方提供时称为“凭卖

方样品买卖”，当样品由买方提供时称为“凭买方样品买卖”。一般说来，国际货物买卖中的样品，

大多由卖方提供。 
2．用文字说明表示商品的质量 
（1）凭规格买卖 
（2）凭等级买卖 
（3）凭标准买卖 
（4）凭品牌或商标买卖 
（5）凭产地或地理标志买卖 
（6）凭说明书或图样买卖 

四、买卖合同中的品名质量条款 

1．基本内容 
包括商品的名称、规格、等级、标准、牌名、商标或产地名称等内容。在以说明书和图样表示

商品质量时，还应在合同中列明说明书、图样的名称、份数等内容。 
2．质量机动幅度条款与质量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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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机动幅度条款  
（2）质量公差 

第二节  商品的数量 

一、数量的计算 

1．重量的计算方法 
（1）按毛重计 
（2）按净重计 
（3）其他计算重量的方法 
2．国际贸易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 
（1）公制 
（2）美制 
（3）英制 
（4）国际单位制 
3．计量单位 
（1）重量单位 
（2）容积单位 
（3）个数单位 
（4）长度单位 
（5）面积单位 
（6）体积单位 

二、买卖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1．基本内容 
合同中的数量条款，主要包括成交商品的具体数量和计量单位。有的合同还需规定确定数量的

方法。 
2．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 
（1）溢短装条款的含义 
（2）有关国际惯例对溢短装的有关规定 
（3）溢短装货物的计价 

第三节  商品的包装 

一、运输包装 

（1）运输包装的种类 
箱、桶、袋、包 
（2）运输包装的标志 
运输标志、指示性标志、警告性标志、重量体积标志、产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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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包装 

（1）销售包装的种类 
（2）销售包装的装潢和文字说明 
（3）物品条码标志 
物品条码是一种产品代码，它是由一组粗细间隔不等的平行线条及其相应的数字组成的标记。 
国际上通用的条码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编制的 UPC 条码；

另一种是欧洲 12 国成立的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编制的 EAN 条码。 

三、定牌、无牌和中性包装 

定牌是指买方要求在我出口商品和/或包装上使用指定的商标或牌名的做法；无牌是指买方要

求在我出口商品和/或包装上免除任何商标或牌名的做法；中性包装是指在商品上和内外包装上不

注明生产国别的包装。 

四、买卖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合同中包装条款的内容一般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和每件包装中所含物品的数量或重量。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3．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交易程序·磋商内容·案例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一版。 
4．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5．张卿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 

核心概念 

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质量  品名质量条款  良好平均品质  上好可销品质质量机动幅度条款  
质量公差  数量条款  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  溢短装条款  销售包装  物品条码标志  UPC 条码  
EAN 条码 定牌  无牌  中性包装 

思考题 

1．合同中规定商品质量的方法有哪几种？ 
2．什么是“代表性样品”、“原样”、“复样”、“封样”、“对等样品”和“参考样品”？ 
3．“凭卖方样品买卖”应注意哪些问题？ 
4．试述“质量机动幅度”与“质量公差”的含义及其作用。 
5．为什么要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规定数量机动幅度条款？数量机动幅度条款是如何规定

的？ 
6．进出口合同中的包装条款一般包括哪些内容？在规定包装条款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1．出口合同规定的商品名称为“手工制造书写纸”。买主收到货物后，经检验发现该货物部

分工序为机械操作，而我方提供的所有单据均表示为手工制造，按该国法律应属“不正当表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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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宣传”，遭用户退货，以致使进口人（即买主）蒙受巨大损失，要求我方赔偿。我方拒赔，

主要理由有二：（1）该商品的生产工序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在关键工序上完全采用手工制作；（2）
该笔交易是经买方当面先看样品成交的，而实际货物质量又与样品一致，因此应认为该货物与双方

约定的品质相符。后经有关人士调解后，双方在友好协商过程中取得谅解。对此，希予评论。 
2．合同规定水果罐头装入箱内，每箱 30 听。卖方按合同如数交付了货物，但其中有一部分是

装 24 听得小箱，而所交货物的总听数，并不短缺。可是买方以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为由拒收整批

货物，卖方则坚持买方应接受全部货物，理由是经买方所在地的公证人证实：不论每箱是装 24 听

或 30 听，其每听市场价格完全相同。于是引起诉讼。对此，你认为，法官应如何判决？依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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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品的价格和贸易术语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学习时要求了解作价方法、计价货币的选择以及计价数量单位与单

位价格金额；理解贸易术语的含义、贸易术语的作用；掌握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以及六种主要

贸易术语和其他七种贸易术语、贸易术语的选用、出口成本核算与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计算方

法与支付方法。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以及六种常用的贸易术语和其他

七种贸易术语、出口商品成本的核算与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和计算方法；难点是贸易术语的选用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贸易术语 

一、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贸易术语，又称贸易条件，价格术语，它是一个简短的概念，例如“Free On Board”或三个字

母的缩写，例如“FOB”，用来说明价格的构成及买卖双方有关费用、风险和责任的划分，以确定

买卖双方在交货和接货过程中应尽的义务。 

二、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 

1．1932 年华沙-牛津规则 
2．1941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3．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三、六种主要贸易术语 

1．FOB 
2．CIF 
3．CFR 
4．FCA 
5．CPT 
6．CIP 

四、其他七种贸易术语 

1．EXW 
2．FAS 
3．DAF 
4．DES 
5．DEQ 
6．DDU 
7．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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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一、作价方法 

1．固定作价 
2．暂不固定价格 
3．暂定价格 
4．滑动价格 

二、计价货币 

1．压低进口价格或提高出口价格 
2．“软”“硬”币结合使用 
3．订立外汇保值条款 

三、计价数量单位与单位价格金额 

拟定书面合同时应予以注意的两个具体问题： 
1．计价数量单位 
2．单位价格金额 

四、贸易术语的选用 

第三节  出口成本核算与佣金和折扣 

一、出口商品成本核算 

所谓“成本核算”，就是将为出口商品所作的投入与通过出口该商品所创造的 FOB 外汇净收

入，或与外汇净收入按人民币市场汇价的银行外汇买入价所兑换成的人民币收入相比较。为出口商

品所投入的人民币耗费，即出口商品总厂呢根本（经扣除出口退税后），与 FOB 外汇净收入比较，

可求得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换汇率）；出口商品总成本（退税后）与 FOB 外汇净收入兑换成人

民币总额相比较，可求得出口盈利额或亏损额。 

二、佣金和折扣 

1．佣金和折扣的含义和作用 
佣金是卖方或买方付给中间商为其对货物的销售或购买提供中介服务的酬金。 
折扣是卖方按照原价给买方以一定的减让。  
2．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 
（1）佣金的表示方法 
（2）折扣的表示方法 
3．佣金和折扣的计算方法 
4．佣金和折扣的支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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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李权编著：《国际贸易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李军编著：《外贸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4．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核心概念 

出口换汇成本  佣金  折扣  贸易术语  FOB  CIF  CFR  FCA  CPT  CIP  EXW  FAS  
DAF  DES  DEQ  DDU DDP 

思考题 

1．在进出口交易中用以计价和支付的货币有哪些？在选择使用货币时应考虑哪些问题？ 
2．在进出口贸易中，如何选择使用贸易术语？ 
3．佣金的计算方法有哪几种？如买卖合同对此未作规定，仅列明佣金率，按习惯应如何计付

佣金？ 
4．我某外贸公司出售一批货物至日本，出口总价为 10 万美元 CIFC5%横滨，其中从中国口岸

至横滨的运费和保险费占 12%。这批货物的国内购进价为人民币 702000 元（含增值税 17%），该

外贸公司的费用定额率为 5%,退税率为 9%。结汇时银行外汇买入价为 1 美元折合人民币 8.4 元。

试计算这笔出口交易的换汇成本和盈亏额。 
5．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哪几种？分别解释哪些术语？ 
6．什么是《2000 通则》？试分别指出各组术语的共同点以及 13 种贸易术语的交货点/风险点。 
7．试简述 FOB、CFR、CIF 与 FCA、CPT、CIP 的主要区别。 

案例 

印度孟买一家电视机进口商与日本京都电器制造商洽谈买卖电视机交易。从京都（内陆城市）

至孟买有集装箱多式运输服务，京都当地货运商以订约承运人的身份可签发多式运输单据。货物在

京都距制造商 5 公里的集装箱堆场装入集装箱内，由货运商用卡车经公路运至横滨，然后装上海轮

运到孟买。京都制造商不愿承担公路和海洋运输风险；孟买进口商则不愿承担货物交运前的风险。

试对以下问题，提出你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1．京都制造商是否可向孟买进口商按 FOF、CFR 或 CIF 术语报价？ 
2．京都制造商是否应提供已装船运输单据（on board transport document）? 
3．按以上情况，你认为京都制造商应采用何种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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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货物的支付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学习本章内容要求了解班轮运输与租船运输的特点、海运提单与其他运

输单据的区别、合同中有关装运时间，装运港和目的港的规定、我国陆、海、空、邮运输货物保险

条款、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理解交货时间、装运港（地）和目的港（地）、分批装运

和转运的含义；掌握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班轮运费的计收标准，班轮运费的计算、海运提单的

性质、作用及其种类、我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海洋运输保险的风险与损失，

难点是海洋船舶的各种营运方式的计算以及概念的区分、海上货物运输费用的计算。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交货时间和地点 

一、“交货”和“装运”的概念 

二、交货时间 

在实际业务中，对交货时间的规定 常见的有以下四种： 
1．规定某月装运 
2．规定跨月装运 
3．规定在某月月底或某日前装运 
4．规定在收到信用证后若干天内装运 

三、装运港（地）和目的港（地） 

1．装运港或装运地 
2．目的港或目的地 

四、分批装运和转运 

1．分批装运 
分批装运又称分批装运，是指一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先后分若干期或若干批装运。 
2．转运 
转运的本意是指从装运港或装运地至卸货港或目的地的货运过程中进行转装或重装，包括从一

运输工具或船只移至另一同类运输方式的运输工具或船只，或由一种运输方式转为另一种运输方式

的行为。 

五、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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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输方式 

一、海洋运输 

1．海运船舶营运方式 
（1）班轮运输 
（2）租船运输 
2．海上货物运输费用 
（1）班轮运费 
（2）程租船运费 
（3）期租船租金 
3．海上货物运输单据 
（1）海运提单 
海运提单的种类、海运提单的内容 
（2）海上货运单 

二、铁路运输 

1．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铁路货物运输 
（1）对港铁路运输方式 
（2）运输单据 
（3）运输费用 
2．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1）“国际货约”与“国际货协” 
（2）国际铁路联运的范围 
（3）国际铁路联运运单 
（4）国际铁路货物联运的运输费用 

三、航空运输 

1．国际空运货物的运输方式 
（1）班机运输 
（2）包机运输 
（3）集中托运方式 
（4）航空急件传送方式 
2．航空运输的承运人 
航空运输公司、航空货运代理公司 
3．航空运单 
4．航空运价 

四、公路、内河、邮政和管道运输 

1．公路运输 
2．内河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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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邮政运输 
4．管道运输 

五、集装箱运输 

1．集装箱的含义及其种类 
2．集装箱运输的优点 
3．集装箱运输货物的交接 
4．集装箱运输的主要单据 
5．集装箱运输的费用 

六、国际多式运输和大陆桥运输 

1．国际多式运输 
国际多式运输又称国际联合运输，是在集装箱运输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连

贯运输方式。 
2．大陆桥运输 
大陆桥运输是指以集装箱为媒介，大陆上的铁路或公路运输系统为 zho 能够间桥梁，把大陆两

端的海洋运输连接起来，构成海/陆/海的连贯运输。 

第三节  货物运输保险 

一、保险的基本原则 

1．保险利益原则 
2． 大诚信原则 
3．补偿原则 
4．近因原则 

二、货物运输保险保障的范围 

1．风险 
海上风险、外来风险 
2．损失和费用 
海上损失和费用、外来风险的损失 

三、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与条款 

1．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与条款 
（1）平安险 
（2）水渍险 
（3）一切险 
2．附加险 
（1）一般附加险 
（2）特殊附加险 
3．海洋运输货物专门保险险别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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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运输冷藏货物保险 
（2）海洋运输散装桐油保险 
（3）活性畜、家禽运输保险 

四、我国陆空邮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与条款 

1．我国陆上运输货物保险险别与条款 
（1）陆运险与陆运一切险 
（2）陆上运输冷藏货物险 
（3）陆上运输货物战争险（火车） 
2．我国航空运输货物保险险别与条款 
（1）航空运输险与航空运输一切险 
（2）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 
3．我国邮包运输保险险别与条款 
（1）邮包险和邮包一切险 
（2）邮包战争险 

五、伦敦保险业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1．（A）险条款 
2．（B）险条款 
3．（C）险条款 

六、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实务 

1．确定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系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 高限额，也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基

础。 
2．办理投保和交付保险费 
    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3．取得保险单据 
（1）保险单 
（2）保险责任 
（3）联合凭证 
（4）预约保单 
（5）批单 
4．保险索赔 
（1）损失通知 
（2）向承运人等有关方面提出索赔 
（3）采取合理的施救、整理措施 
（4）备妥索赔单证 
（5）代位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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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买卖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保险条款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订得明确、合理。保险条款的内容选

用不同的贸易术语而有所区别。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编：《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信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 
3．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三版。 
4．姚新超编著：《国际贸易运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核心概念 

装运港  目的港  分批装运  转运 海洋运输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  内河运输  
邮政运输  管道运输  集装箱运输 国际多式运输  大陆桥运输  实际全损  推定全损  共同海损  
单独海损  施救费用  救助费用  平安险  水渍险  一切险  附加险  特殊附加险  陆运险  陆
运一切险  航空运输险  航空运输一切险  邮包险  （A）险条款  （B）险条款  （C）险条款  保
险索赔  保险条款 

思考题 

1．为什么说在 FOB、CFR、CIF、FCA、CPT、CIP 合同中，“交货”与“装运”可理解为是

一致的？ 
2．何谓分批装运和转运？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合同规定允许分批装运和转运，对买卖双方各

有什么利弊？ 
3．何谓“已装船提单”、“指示提单”、“直达提单”“转运提单”“清洁提单”与“过期

提单”？ 
4．“多式运输单据”与“海运提单”有哪些区别？ 
5．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有哪三种？三种基本险别的责任范围有何区别？ 
6．我按 CIF 或 CIP 贸易术语对外成交，一般应怎样确定投保金额？为什么？ 
7．I．C．C．条款中（A）（B）（C）三种险别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有何区别？ 

案例 

1．我某出口企业收到的一份信用证规定：“装运自重庆至汉堡。多式运输单据可接受。禁止

转运。”受益人经审查认为信用证内容与买卖合同相符，遂按信用证规定委托重庆外运公司如期在

重庆装上火车经上海改装轮船至汉堡。由重庆外运公司于装车当日签发多式运输单据。议付行审担

认可后即可将单据寄开证行索偿。开证行提出单证不符，拒绝付款。理由两条：（1）运输单据上

表示的船名有“预期”字样，但无实际装船日期和船名的批注；（2）信用证规定禁止转运，而提

供的单据却表示“将转运”。石对此进行评析。 
2．我方以 CFR 贸易术语出口货物一批，在从出口公司仓库运到码头待运过程中，货物发生损

失，该损失应由何方负责？如买方已经向保险公司办理了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公司对该项损失是否

给予赔偿？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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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货款的结算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含义与种类，汇付、

托收、国际保理和出口信用险的含义、有关的当事人，选择结算方式应予考虑的因素；理解信用证

的含义、当事人、收付程序、种类、跟单信用证统一管理、SWIFT 信用证；掌握汇票的基本内容、

汇票的使用、本票的必备内容、支票的必备内容以及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区别，汇付和托收的业务

程序，托收统一规则，国际保理的业务程序以及出口信用险的保险责任，信用证的性质和特点、内

容，不同结算方式的结合使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汇票的基本内容、汇票的使用、本票的必备内容、支票的必

备内容，汇付和托收的种类及其业务程序，托收统一规则，信用证的性质、特点、内容，不同结算

方式的结合使用；难点是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区别、信用证的收付程序、信用证支付条款的使用。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票  据 

一、票据 

1．汇票的定义 
我国《票据法》第 19 条对汇票下了如下定义：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

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2．汇票的必备内容 
（1）表明“汇票”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3）确定的金额 
（4）付款人名称 
（5）收款人名称 
（6）出票日期 
（7）出票人签章 
3．汇票的种类 
（1）按照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可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2）按照付款时间的不同，汇票可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 
（3）按照承兑人的不同，汇票又可分为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4）按照是否附有货运单据，汇票可分为光票和跟单汇票 
4．汇票的使用 
（1）出票 
（2）提示 
（3）承兑 
（4）付款 
（5）背书 
（6）拒付与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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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票和支票 

1．本票 
（1）本票的定义 
（2）本票的必备内容 
（3）本票的种类 
（4）本票与汇票的区别 
2．支票 
（1）支票的定义 
（2）支票的必备内容 
（3）支票的种类 
（4）支票与汇票、本票的区别 

第二节  汇付和托收 

一、汇付 

1．汇付方式的当事人 
包括汇款人、汇出行、汇入行和收款人 
2．汇付方式的种类及其业务程序 
汇付方式有电汇、信汇和票汇。 
3．汇付方式的性质及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使用 

二、托收 

1．托收的定义 
托收是指由接到委托指示的银行处理金融单据和/或商业单据以便取得承兑或付款，或凭承兑

或付款交出商业单据，或凭其他条件交出单据。 
2．托收方式的当事人 
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 
3．跟单托收的种类 
（1）付款交单 
（2）承兑交单 
4．跟单托收的一般业务程序 
5．跟单托收方式下的资金融通 
（1）托收出口押汇 
（2）凭信托收据借单 
6．托收统一规则 
7．托收方式的性质和作用 
8．在出口贸易中使用托收方式时应予掌握的问题 

三、国际保理与出口信用保险 

1．国际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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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信用保险 
（1）出口信用保险的含义及其发展的概况 
（2）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性 
（3）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 
（4）出口信用保险的种类 
（5）承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基本要求 
（6）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 

第三节  信用证 

一、信用证的含义 

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应申请人的要求并按其指示，向第三人开具的载有一定金额，在一定期限

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文件 

二、信用证的当事人 

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有三，即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和受益人。此外还有其他关系人，即通知行、

保兑行、付款行、偿付行、议付行等。 

三、信用证的内容 

四、信用证的收付程序 

1．订立买卖合同 
2．申请开证 
3．开证 
4．通知 
5．审证、交单、议付 
6．索偿 
7．偿付 
8．付款赎单 

五、信用证的性质和作用 

六、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七、信用证的特点 

信用证主要有三个特点： 
1．开证银行要负首要付款责任 
2．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 
3．信用证方式时纯单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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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用证的种类 

1．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 
2．可撤销信用证和不可撤销信用证 
3．保兑信用证和非保兑信用证 
4．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和议付信用证 
5．即期信用证和远期信用证 
6．可转让信用证与不可转让信用证 
7．循环信用证 
8．对开信用证 
9．对背信用证 
10．预支信用证 
11．当地信用证 

九、SWIFT 信用证 

“SWIFT”是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简称 

第四节  不同结算方式的选择使用 

一、选择不同结算方式应予考虑的因素 

1．客户信用 
2．经营意图 
3．贸易术语 
4．运输单据 

二、不同结算方式的结合使用 

1．信用证与汇付相结合 
2．信用证与托收相结合 
3．跟单托收与预付押金相结合 
4．备用信用证与跟单托收相结合 

三、分期付款与延期付款 

1．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是指买方预交部分定金，其余货款根据所订购商品的制造进度或交货进度分若干期支

付，在货物交付完毕时付清或基本付清。 
2．延期付款 
延期付款是指买方在预付一部分定金后，大部分货款在交货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分期摊付。 
3．分期付款和延期付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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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一、汇付条款 

汇付方式通常用于预付货款和赊账交易。对于使用汇付方式结算货款的交易，在买卖合同中应

当明确规定汇付的时间、具体的汇付方法和金额等。 

二、托收条款 

凡以托收方式结算货款的交易，在买卖合同的支付条款中，必须明确规定交单条件和付款、承

兑责任以及付款期限等内容。其具体的规定方法，一般可先列明由卖方负责在装运货物后，开立汇

票连同货运单据办理托收。之后，再按不同交单条件、付款期限，和买方的付款、承兑责任等作具

体明确规定。 

三、信用证支付条款 

1．开证时间 
2．开证银行 
3．受益人 
4．信用证种类 
5．信用证金额 
6．到期日和到期地点 

主要参考书目 

1．苏宗祥、景乃祥、张汉森编著：《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第 3 版。 
2．徐莉芳、王晓博编著：《国际结算与信贷》，立信出版社，2006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核心概念 

汇票  本票  支票  出票  提示  承兑  付款  背书  拒付  追索汇付  托收  国际保理  
出口信用保险  信用证  跟单信用证  光票信用证  可撤销信用证  不可撤销信用证 保兑信用证  
非保兑信用证  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和议付信用证  即期信用证 远期

信用证 可转让信用证 不可转让信用证 循环信用证 对开信用证 对背信用证 预支信用证 当地信

用证 SWIFT  汇付  托收  跟单托收  备用信用证  分期付款  延期付款  汇付条款  托收条款  
信用证支付条款  受益人  到期日  到期地点 

思考题 

1．商业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有什么不同？银行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又有什么不同？ 
2．试比较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异同。 
3．何谓保付支票？支票保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4．试比较凭单托收与一般汇付和跟单托收的异同。 
5．何谓国际保理？其主要作用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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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简述银行保证书与信用证的异同 
7．试简述备用信用证与一般跟单信用证的区别。 
8．采用部分信用证、部分托收方式以及备用信用证和托收相结合结算货款的主要作用何在？

在实践中应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9．进出口贸易中，选择结算（支付）方式应考虑哪些因素？其中 重要的是什么？在具体工

作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1．出口合同规定的支付条款为装运月前 15 天电汇付款，买方延至装运月中始从邮局寄来银行

汇票一纸，为保证按期交货，出口企业于收到该汇票次日即将货物托运，同时委托银行代收票款。

1 个月后，按银行通知，因该汇票系伪造，已被退票。此时，货已抵达目的港，并已被买方凭出口

企业自行寄去的单据提走。事后追偿，对方早已人去楼空。对此损失，我方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2．我某银行为从国外“引资”，凭当地以外资集团提交的一份伪造的外国银行开立的备用信

用证的反担保，向该集团开出多份巨额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备用信用证。随后，该集团将这些

备用信用证寄往国外进行诈骗。幸经我国公安部门及时侦破，涉案外国人和我银行工作人员均受到

应有的法律制裁。我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终未被使用。试对此案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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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买方的检验权，检验的时间和地点，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证书、违约责任、仲裁的形式和机构，仲裁的形式，仲裁程序，理解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

内容，掌握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索赔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仲裁条款。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的教学重点是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索赔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仲裁

条款，难点是不可抗力的认定和处理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货物的检验 

一、买方的检验权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买方有权对自己所购买的货物进行检验。 

二、检验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检验的时间和地点的规定，基本做法有三种： 
1．在出口国检验 
2．在进口国检验 
3．在出口国检验，在进口国复检 

三、检验检疫机构 

1．国外的检验机构 
2．我国的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基本任务 

四、检验证书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或鉴定后，根据不同的检验结果或鉴定项目签发的各种检

验证书，鉴定证书和其他证明书，统称为检验证书。 

五、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货物检验条款一般包括下列内容：有关检验权的规定；检验或复检的时

间和地点；检验项目和检验证书等。 

第二节  索赔 

一、违约责任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确定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如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这就在法律上构成违约行为，违约一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进出口贸易实务 

 2125

二、索赔与理赔 

索赔是指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违约致使其遭受损失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要

求损害赔偿的行为。理赔则是一方对于对方提出的索赔进行处理。因此，索赔与理赔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 

三、买卖合同中的索赔条款 

1．异议与索赔条款 
异议与索赔条款一般是针对卖方交货质量、数量或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而订立的，主要包括索

赔依据、索赔期限。 
2．罚金条款 
罚金条款，也有称为违约金条款，较多使用于卖方延期交货或买方延期接货或延期付款的场合。 

第三节  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的认定和处理 

1．不可抗力的认定 
我国法律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不可抗力的处理 
按照有关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惯例，如果发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得到全部或部分履行，有

关当事人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而免除其相应的责任，即对有关当事人因不

可抗力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免负赔偿责任。 

二、不可抗力的通知和证明 

不可抗力发生后，不能按规定履约的一方当事人要取得免责的权利，必须及时通知另一方，并

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而且在通知中应提出处理的意见。 

三、买卖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进出口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主要有以下三种规定方法： 
（1）概括式 
（2）列举式 
（3）综合式 

第四节  仲  裁 

一、仲裁的形式和机构 

仲裁有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两种。 
我国常设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称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隶

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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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的作用 
2．仲裁协议的形式 
（1）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2）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协议 

三、仲裁程序 

1．仲裁申请 
2．仲裁庭的组成 
3．仲裁审理 
4．仲裁裁决 

四、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仲裁裁决的承认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仲裁裁决具有可予执行的法律效力；仲

裁裁决的执行是指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决事项，或法院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另一方当事人

当事人执行裁决事项。 

五、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国际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一般应包括：提交仲裁的事项，即提请仲裁的争议范围、仲裁地点、

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裁决的效力等内容。 

核心概念 

违约责任  索赔 理赔  索赔条款  罚金条款  不可抗力  认定  处理   免责   不可抗力条

款  仲裁  仲裁协议  仲裁程序  仲裁裁决  仲裁条款  检验权  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条款 

思考题 

1．何谓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如何认定的？ 
2．发生不可抗力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3．何谓不可抗力条款？为什么要在进出口合同中规定不可抗力条款？ 
4．当我方援引或对方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要求免责时，我方应分别注意哪些问题？ 
5．在进出口贸易中，解决争议的办法有哪几种？ 
6．仲裁协议的形式有哪几种？为什么在买卖合同中通常应订立仲裁条款？ 
7．何谓买方的检验权？各国法律对买方检验权主要有哪些规定？ 
8．为什么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要订立商品检验条款？合同中的检验条款一般应包括哪些内

容？试举例说明。 

案例 

1．我某企业与某外商按国际市场通用规格订约进口某化工原料。订约后不久，市价明显上涨。

交货期限届满前，该商所属生产该化工原料的工厂失火被毁，该商以该厂火灾属不可抗力为由要求

解除其交货义务。对此，我方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2．我某公司向外商出口货物一批，合同中明确规定一旦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如友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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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决，即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后来，双方就商品的品质

发生争议，对方在其所在地法院起诉我方，法院也发来了传票，传我方公司出庭应诉。对此，我方

应如何处理？ 
3．我出口公司 A 向新加坡公司 B 以 CIF 新加坡条件出口一批土特产品，B 公司又将该批货物

转卖给马来西亚公司 C。货到新加坡后，B 公司发现货物的质量有问题，但 B 公司仍将原货物转销

至马来西亚。其后，B 公司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期限内凭马来西亚商检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向 A 公

司提出退货要求。试问：A 公司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主要参考书目 

1．程德钧主编：《国际贸易争议与仲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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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口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出口交易磋商的形式和内容、一般程序、交易磋

商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电子商务准备货物过程中买方的基本义务、安排装运时各个环节的具体做

法，制单结汇的具体要求；理解出口收汇核销和出口退税以及违约的处理；掌握出口合同订立的过

程、书面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审核、修改。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教学重点是出口合同的订立和书面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审核和修改，

难点是出口合同订立的过程、安排装运、制单结汇的具体做法。 
学时分配：6 学时（实验学时） 

第一节  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一、出口交易磋商的形式和内容 

出口交易磋商的形式可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交易磋商的内容，以货物的品质、数量、包装、

价格、交货和支付条件为主要内容，但通常也涉及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条件等其他内容。 

二、出口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1．询盘 
2．发盘 
3．还盘 
4．接受 

三、出口合同的订立 

1．发盘 
（1）发盘的定义和构成发盘的必备条件 
（2）发盘的有效期 
（3）发盘的撤回 
（4）发盘的撤销 
（5）发盘的终止 
2．接受 
（1）接受的定义和构成接受的条件 
（2）逾期接受 
（3）接受的撤回 

四、交易磋商中应注意的问题 

1．坚持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原则 
2．制定磋商方案 
3．组织谈判班子 



进出口贸易实务 

 2129

五、书面合同的签订 

1．签订书面合同的意义 
（1）合同成立的证据 
（2）合同生效的条件 
（3）合同履行的依据 
2．书面合同的形式 
（1）合同和确认书 
（2）协议 
（3）备忘录 
（4）意向书 
（5）订单和委托订购单 
3．书面合同的内容 

六、电子商务 

1．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是指个人、企业、国家之间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交换各种业务

信息而进行的各种商贸活动。 
2．电子商务的分类 
3．基于 EDI 的电子商务和基于 INTERNET 的电子商务 
4．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产生的主要影响 
（1）电子的商务的发展改变着商务活动的方式 
（2）电子商务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3）电子商务改变着企业的生产方式 
（4）电子商务拓展了金融企业的发展空间 
（5）电子商务将改变政府的管理行为 
5．电子商务的发展引起的有关法律问题 

第二节  出口合同的履行 

一、准备货物 

1．卖方的基本义务 
（1）质量 
（2）包装 
（3）数量 
（4）备妥时间 
（5）所有权 
2．备货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有关事项 

二、落实信用证 

1．催开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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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开信用证是指通过信件、电报或其他电讯工具催促对方及时办理开立信用证手续并将信用证

送达我方，以便我方及时装运货物出口，履行合同义务。 
2．审核信用证 
（1）总的方面的审核要点 
（2）专项审核要点 
3．修改信用证 
不可撤销信用证在其有效期内的任何修改，均须取得各有关当事人的同意，方能生效。 

三、安排装运 

1．托运 
2．订舱 
3．投保 
4．报关 
5．装运 
6．发装运通知 

四、制单结汇 

1．制作单据 
（1）对出口单据的基本要求 
（2）常用的出口单据 
2．交单结汇 
交单是指出口人（信用证受益人）在信用证交单到七日前和交单期限内向指定银行提交符合信

用证条款规定的单据。这些单据经银行审核确认无误后，根据信用证的付款条件，由银行办理出口

结汇。 

五、出口收汇核销和出口退税 

1．出口收汇核销 
出口收汇核销制度，是国家加强出口收汇管理，确保国家外汇收入，防止外汇流失的一项重要

措施。 
2．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指由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和代理出口货物的企业，除另有规定外，可在货物报关出口

并在企业财务帐册做销售处理后，凭有关凭证按月报送税务机关批准退还或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六、违约的处理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主要参考书目 

1．周秉成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吴百福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履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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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核心概念 

出口合同  询问  发盘  还盘  接受  电子商务  交易磋商  书面合同、备货  信用证  托运  
订舱  投保  报关  装运  制单结汇  交单结汇  出口退税  违约 

思考题 

1．在进出口业务中，我外贸企业与对方磋商交易，通常必须对哪几项交易条件进行磋商？ 
2．何谓“一般交易条件”？它包括哪些内容？其主要作用何在？ 
3．什么叫“发盘的有效期”？如何规定发盘的有效期？试举例说明。 
4．一项有效接受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5．对于 CIF 条件和即期议付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合同，我方在履行时一般要经过哪些环

节？ 
6．为什么在收到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后要对信用证进行仔细审核？ 
7．审核信用证的依据是什么？通常应审核哪些内容？ 
8．有关信用证条款的修改，作为受益人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某出口企业出口供加工发网用的原料——人发（注：认罚的售价与长度成正比），合同规定长

度为 8 英寸。装运时因 8 英寸的人发货源短缺，遂以售价较高的 9 英寸的人发替代。买方在收到货

物后，不仅不对我方按原价交付了较合同规定更长、售价更高的货物表示感谢，相反还向我方提出

索赔，理由是：9 英寸的人发过长，不能适应加工法网的机器生产，需切断 8 英寸后才能加工，以

致造成人工和时间上的损失。 终以我方赔付切短费用结案。试分析我方在此案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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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口贸易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进口交易前的调查研究准备工作、进口交易

磋商的程序、安排运输和保险、审单和付款、进口货物检验、货物进口的管理，掌握进口成本核算，

进口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进口报关以及进口索赔的具体做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进口成本核算、进口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难点是

货物进口的管理、进口报关 
学时分配：4 学时（实验学时） 

第一节  进口交易前的准备 

一、调查研究 

1．商品价格趋势 
2．供应商的资信 

二、进口成本核算 

1．进口成本的构成 
货物的进口成本=进口合同价格+进口费用 
2．作价原则 
进口商品的作价，应以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基础，以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为依据，结合企业的经营

意图，制定进口商品的适当价格。 
3．价格的计算 
（1）进口商品盈亏率的计算 
（2）确定合理的进口价格 
（3）CIF 价格的计算 

三、货物进口的管理 

1．禁止进口的货物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国家禁止进口：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为保护人的生

命或者健康，必须禁止进口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据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协定的规定，

需要禁止进口的。另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进口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2．限制进口的货物 
1）配额的申请和使用 
2）许可证的申领和使用 
3）自由进口的货物 
4）关税配额管理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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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一、进口交易磋商 

1．询盘 
2．发盘 
3．比价和还盘 
4．接受 

二、进口合同的签订 

1．约首 
约首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合同名称 
（2）订约日期和地点 
（3）当事人名称、地址 
（4）前文 
2．基本条款 
（1）商品的名称和数量 
（2）数量条款 
（3）价格条款 
（4）装运条款 
（5）付款条款 
3．格式条款 

第三节  进口合同的履行 

 一、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 

1．申请开立信用证 
开证申请人在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应填写开证申请书，连同所需附件交开证行。 
2．信用证的修改 
信用证开出后，如发现内容与开证申请书不符，或因情况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需对信用证进

行修改，应立即向开证行递交修改申请书，要求开证行办理修改信用证的手续。 

二、安排运输和保险 

1．租船、订舱和催装 
（1）租船、订舱 
（2）催装 
2．保险 
（1）预约保险 
我国部分外贸企业和保险公司签订海运、空运和陆运货物的预约保险合同，简称“预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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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笔投保 
在没有与保险公司签订预约保险合同的情况下，对进口货物就需逐笔投保。 

三、审单和付款 

1．银行的审单责任 
2．银行的审单时间 
开证行、保兑行（如有的话）或代表他们的指定银行应各有一段合理时间审核单据，即不超过

收到单据次日期的 7 个银行工作日，审核和决定接受或拒绝接受单据，并相应地通知交单方。 
3．付款或拒付 

四、进口报关 

1．进口货物的申报 
所谓进口报关，是指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他的代理人向海关交验有关单证，办理进口货物申报

手续的法律行为。 
2．进口货物报关单的填写 
（1）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的一般要求 
（2）进口货物报关单的主要内容 
3．接受货物查验 
根据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除因特殊原因经海关总署批准的以外，都应当接受海关的

查验。 
4．结关 
结关又称放行，是指进口货物在办完向海关申报，接受查验，缴纳关税后，由海关在货运单据

上签字或签章放行，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持海关签章放行的货运单据提取进口货物。 
5．保税货物 
所谓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先行手续先行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

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五、进口货物检验 

1．法定检验 
2．列入《目录》以外的进口商品的检验 

六、进口索赔 

1．向卖方索赔 
（1）宣告合同无效 
（2）其他的补救措施 
（3）索赔期限和索赔证据 
2．向承运人索赔 
3．向保险公司索赔 

主要参考书目 

1．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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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核心概念 

进口贸易  进口成本  作价原则、约首  数量条款  装运条款  格式条款、信用证  运输  预
约保险  逐笔投保  审单  报关  结关  保税货物  进口索赔 

思考题 

1．进口交易磋商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如何进行比价和还盘？ 
3．进口合同的基本条款主要有哪些？ 
4．试将进口合同中条款与出口合同作比较。 
5．进口人在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应注意什么问题？在进口业务中，对于信用证的修改，又应注

意什么问题？ 

 案例 

我 A 公司向香港 B 商进口马口铁一批，计 30 多万美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付款。A 公司

按合同规定开出信用证，开证银行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收到议付行寄来的单据，经审查认为单、证一

致，单、单一致，即向外付款。货到后，A 公司却发现 B 公司在集装箱内装的全是烂泥，根本没有

装运合同规定的马口铁，始知受骗上当。 
试问：1．开证银行是否应该向外付款？ 
      2．A 公司在这一事件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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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贸易方式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独家经销、独家商业代理的含义、寄售的特

点、优点和缺点以及寄售协议的主要内容、招标与投标的具体做法、对等贸易的基本形式、对外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法；理解采用独家经销方式的利弊、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对外加

工装配的含义和特点、商品期货交易的含义和特征；掌握独家经销协议、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

订立对外加工装配合同的注意事项、套期保值中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的具体做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对外加工装配合同的订立、独家

经销和独家代理协议的内容，难点是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对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

法。 
学时分配：3 学时 

第一节  经销和代理 

一、经销方式 

1．独家经销的含义 
独家经销是指我出口企业与国外一个客户或几个客户组成的集团即独家经销商。 
2．采用独家经销方式的利弊 
在出口贸易中，采用独家经销方式，胜过一般的逐笔售定。独家经销方式通过协议，确定了双

方在一定期限内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互相协作的，又是互相制约的。采用独家经销方式，有

着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风险的一面。 
3．对独家经销商的选择、使用和管理 
对于独家经销商，重在选择，贵在使用。 
4．独家经销协议 
独家经销协议是出口企业与其所授权的独家经销商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从法律上确立双

方关系的契约。 

二、代理方式 

1．有关代理的法律规定 
2．国际贸易中的独家商业代理 
（1）独家代理的含义 
独家代理是指出口企业与国外的独家代理商签订书面协议，在约定的期限和地区范围内，给予

对方独家推销约定商品的权利——专营权。 
（2）独家代理协议 
独家代理协议是规定出口企业和独家代理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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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招标与投标 

一、招标 

所谓招标是指一次招标与投标业务的第一阶段——招标包括三项基本工作：发布招标通告，制

定招标文件和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 
1．招标通告 
2．制定招标文件 
3．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 

二、投标 

投标是指由卖方或承包人在指定的时间内，按照招标的要求和条件，报出价格和必要的其他条

件，争取中标，达成交易的行为。参加投标的一方称为投标人。参加投标时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研究招标文件 
2．确定适当的价格 
3．提供投标保证金 
4．认真制作投标文件 
5．正确及时递送投标文件 

三、开标与评标 

在投标期截止后，招标人即可将收到的投标文件进行启封和评估，从而选定对他 为有利的投

标人，作为供货人或承包商。被选中的投标人就是这一招标活动中的中标人。 
1．开标 
开标有公开开标和秘密开标之分。开标往往只是一种形式，对一次具体的招标没有实际意义。

通常开标日只是把各投标人的投标内容记入正式记录或公布于众，并不当场评出中标人。 
2．评标 
评标或审评标书就是招标人对投标书的贸易条件、技术条件及法律条件进行评审、比较、选出

佳投标人作为中标人。评标的基本原则是公正性、准确性和保密性，所以，一切投标的评议程序

都是保密的。 

四、签订协议 

签订协议是一项招标与投标活动的 后阶段，即在得出评标结果后，招标人以书面通知中标人，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招标人所在地与招标人签订协议或承包项目协议，并按规定缴付保证金。 

第三节  拍卖和寄售 

一、拍卖 

拍卖是由专营拍卖业务的拍卖行接受货主的委托，在一定的地点和时间，按照一定的章程和规

则，以买主公开叫价竞购的方法， 后由拍卖行把货物卖给出价 高的买主的一种现货交易方式。 
1．拍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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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拍卖 
（2）减价拍卖 
（3）密封递价拍卖 
2．拍卖的基本程序 
（1）准备阶段 
（2）查看货物 
（3）正式拍卖 
（4）付款和提货 

二、寄售 

寄售是寄售人先将准备销售的货物运往寄售地，委托当地代销商按照寄售协议规定的条件和办

法代为销售的方式。 
1．寄售的特点 
2．寄售的优点 
3．寄售的缺点 
4．寄售协议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协议名称及双方的义务与责任 
（2）寄售区域及寄售商品 
（3）定价方法 
（4）佣金 
（5）付款 

第四节  对等贸易 

一、对等贸易的基本形式 

1．易货 
易货贸易是指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的货物或劳务等值或基本等值的直接交换，不涉及现金的收

付。 
2．互购 
互购也被称为对购或平行交易，是 简单、 常用的对等贸易形式。 
3．回购 
回购在我国又称为补偿贸易，实在信贷基础上进行的，是指提供机器设备或交钥匙工厂的出口

方，接受进口一方以该机器设备或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支付部分或全部价款的做法。 
4．抵消 
抵消是指一方在进口诸如国防、航空或宇航、计算机、信息交流等设备时，以先期向另一方或

出口方提供的某种商品和/或劳务、资金等地小一定比例进口价款的做法。 

二、对等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对等贸易的历史向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这种或

那种形式的对等贸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对等贸易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市场营销工具，对企业开

拓市场起到积极作用，许多跨国公司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对等贸易业务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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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等贸易合同 

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如下： 
1．对等贸易额度 
2．对等贸易商品 
3．联环条款 
4．对等贸易商品的销售区域 
5．对等贸易义务的转让条款 
6．罚金条款 
7．合同的履行期限 
8．合同义务完成确认条款 
9．有条件转让帐户条款 

四、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 

进行补偿贸易业务的基本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 
从引进设备、技术和劳务的一方来说，首先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其中 主要的是，引进项目的

建设条件是否具备；对项目的投资效果要进行估算，应保证有相当的经济效益；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市场的，销路要有保证等。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引进项目，然后按规定报请主管

部门审批，获准后再进行具体的前期工作安排。 
2．对外磋商阶段 
这是补偿贸易的关键阶段，双方就补偿贸易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具体磋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 
3．签订书面合同阶段 
根据磋商达成的一致意见，签订书面合同，以便有关双方据以执行。补偿贸易签订的合同一般

有三种：补偿贸易协议；设备（或/和技术、劳务）进口合同；补偿产品出口合同。 

第五节  加工贸易 

一、对外加工装配的含义和特点 

1．对外加工装配的含义 
对外加工装配时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总称，是一种委托加工的交易方式。 
来料加工是国外客户作为委托方，提供原材料、辅料及/包装物料，委托国内生产企业作为承

接方，以本身具有的厂房设备、技术和劳动力，按委托方所提出的品质、规格、款式等要求，加工

成成品后，运交委托方在国外销售使用，承接方收取约定的工缴费。 
来件装配是指由国外委托方提供零部件、元器件，有的还提供包装物料，委托国内承接方按其

工艺设计要求进行装配，成品交委托方处置，承接方按约定收取工缴费。 
2．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特点： 

二、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发展和运用 

1．1978 年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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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9 年提出了新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即新二十二条） 
3．1987 年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部关于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

务的请示的通知》 
4．1988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放宽来料加工装配品种限制及有关问题的规定》 
5．1999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规范封闭式出口加工区的试点。 

三、对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法 

1．就承接业务的机构而言 
2．从用料的比重看 
3．在来料来件如何作价方面有两种不同做法 

四、对外加工装配合同 

1．关于来料、来件 
2．关于加工装配的成品 
3．关于工缴费 
4．关于消费定额与合格率的核定 
5．关于工缴费的支付方式 
6．关于保险 

五、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基本程序 

1．来料、来件进口前的申报手续 
（1）备齐有关文件向主管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2）向海关申办免税手续，申领登记手册 
2．来料、来件进口时的报关手续 
3．成品进口时的手续 
（1）当成品出口时须向外运机构办理手续，订定舱位和出运日期 
（2）向海关申报出口，填写来料加工出口报关单一式四份 
（3）货物出口后，按约定支付方式办理外汇结算事宜 
4．核销手续 

第六节  商品期货交易 

一、商品期货交易的含义和特征 

商品期货交易是一种在特定类型的固定市场，即期货市场或称商品交易所，按照严格的程序和

规则，通过公开喊价的方式，买进或卖出某种商品期货合同的交易。 
期货交易存在以下基本特征： 
1．标准合同交易为主 
2．特殊的清算制度 
3．严格的履约保证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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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又称对冲交易。它的基本做法是在买进实货的同时或前后，在期货交易所卖出（或买

进）相等数量的期货合同作为保值。由于期货市场和实货市场的价格趋势一般来说是一致的，涨时

同涨，跌时俱跌，所以实货市场的亏（盈），可从期货市场的盈（亏）得到弥补或抵消。 
套期保值分为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两种。 
1．卖期保值 
2．买期保值 

主要参考书目 

1．田飞主编：《 近外贸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 版。 
2．姚昌，徐子荣编著：《对外贸易业务知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年第 4 版。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核心概念 

经销  独家经销  代理  法定代理  意定代理 直接代理  间接代理 隐名代理  独家代理  
佣金招标  投标  开标  评标  拍卖  寄售  佣金  对等贸易  补偿贸易  间接产品补偿  直接

产品补偿  加工贸易  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对外加工装配合同  来料加工  来件装配  期货交易  
套期保值  卖期保值  买期保值 

思考题 

1．采用独家经销方式和独家代理方式主要有什么利弊？ 
2．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政府贷款项目获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都规定贷款使用人必须通过国

际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或兴建工程？ 
3．何谓拍卖？一般来说，哪些商品适宜采用拍卖方式进行销售？ 
4．寄售合同一般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5．何谓对等贸易？其基本形式有哪几种？ 
6．何谓补偿贸易？补偿贸易一般是如何进行的？ 
7．对外加工装配合同有哪些主要条款？ 
8．什么是套期保值？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的含义有什么不同？ 

 案例 

1．A 公司与美国 B 公司签订一份独家经销协议，A 公司把该公司经营的草制品（狗窝）在美

国的独家经营权（购买权）授予 B 公司，期限为一年。一年来，由于 B 公司销售不力，致使 A 公

司蒙受很大损失。试分析 A 公司蒙受损失的原因。 
2．我国多次以补偿贸易方式从日本进口渔舱，用直接产品鱼品偿付渔轮进口价款。20 世纪 80

年代某省一外贸公司又进口一艘渔轮，其具体做法是先出口鱼品积存外汇，在达到一定金额后，即

用以购买新渔轮。该公司把这种做法报请主管机关给予补偿贸易的优惠待遇，遭到拒绝。试对此进

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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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

学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3．安徽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教程》案例与习题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一

版。 
4．程德钧主编：《国际贸易争议与仲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5．储祥银、章昌裕主编：《国际融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年。 
6．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编：《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信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 
7．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8．姜圣复编著：《国际贸易实务与法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年 
9．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10．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李军编著：《外贸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12．李权编著：《国际贸易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3．梁树新、张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案例评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4．林珏主编：《国际贸易案例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5．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16．刘文广、项义军、张晓明主编：《国际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一

版。 
17．刘耀威主编：《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与检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8．孟祥年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一版。  
19．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0．苏宗祥、景乃祥、张汉森编著：《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第 3 版。 
21．田飞主编：《 新外贸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二版。 
22．王垂芳，吴绍中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实用大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 
23．王恒伟主编：《中外商贸大百科》，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24．吴百福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履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5．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6．谢成德编著：《国际金融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 
27．徐莉芳、王晓博编著：《国际结算与信贷》，立信出版社，2006 年。 
28．姚昌，徐子荣编著：《对外贸易业务知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年第 4 版。 
29．姚新超编著：《国际贸易运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30．张琦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模拟实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一

版。  
31．张卿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 
32．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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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郑俊田主编：《中国海关通关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4．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交易程序·磋商内容·案例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一版。 
35．周秉成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6．祝卫主编：《出口贸易模拟操作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37．Daniel R. Kan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 Croom HelmLtd, 1992. 
38．Daniel F. Lomax and P.T. Gutmann. The Euro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co. London: The 

Maemillau Press Ltd, 1991. 
39．Gunter Dufey, Ian H. Giddy,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New Jersey: Hall Ine Englewood 

Cliffs, 1989. 
40．J．P． Moll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41．William H. Baughn, Donald R。 Mandick.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andbook. Llinos;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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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实务》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40602025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学时]----26                           [实验学时]----10       
[授课对象] ----商学院学生                [授课单位]----商学院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教学是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育环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走入社会、认识社会、

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的机会，通过实验熟悉外贸实务的具体操作，增强感性认识和社会适应能力，

进一步巩固、深化已学过的理论知识，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虚

拟的贸易环境，学生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

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真正了解到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

运作方式， 终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实验课学习，要求学生熟悉业务规划过程，能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同业务伙

伴建立合作关系；掌握进出口成本的核算；熟悉进出口业务中的询盘、报盘、还盘、成交过程；学

会外销合同和内购合同的签订，熟悉租船订舱、报检、报关、进出口货物的保险及索赔和出口核销

退税的业务过程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交易前的准备工作”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

实验要求。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熟悉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如何进行业务规划，通过网络建立业

务关系，提高学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的能力，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业务规划的基础上，出口商要将自己的产品发布信息，进口商根据信息进行选择，要求学生

熟悉业务规划、能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同业务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学会利用网络宣传

企业及产品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宣传工作以及业务关系建立比较顺利的学生进行经验总结，对业务进展不顺利的学生进行辅

导 
 
实验项目二：业务磋商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交易磋商”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 
2．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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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进行业务磋商的具体操作过程，学会

往来函电的书写和交易内容的英文表述，为签订合同打好基础 
3．实验内容和要求 
使用邮件系统进行业务磋商，要求学生掌握往来函电的书写技巧，学会交易内容磋商的惯用表

达方式和英文函电的使用。掌握不同贸易术语在海运、保险方面的差异。在询盘、发盘、还盘、接

受环节的磋商过程中，灵活使用贸易术语 (CIF、CFR、FOB) 与结算方式 (L/C、T/T、D/P、D/A)，
正确核算成本、费用与利润，以争取较好的成交价格。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的交易磋商过程进行记录并评阅，对不规范、不适当的表达方式要加以纠正、总结和指

导。 
 
实验项目三：签订外销合同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外销合同签订”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

要求，温习各种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的应用条件和注意事项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业务磋商的基础上，正确使用贸易

术语与结算方式签订外销合同 
3．实验内容和要求 
练习外销合同签订中各项合同条款的拟定，明确合同签订的具体过程和注意事项，通过模拟的

外贸环境学会外销合同的签订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外销合同签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指导和总结，对外销合同签订过程中应注意的事

项加以强调。 
 
实验项目四：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的内容，

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熟悉在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下办理租船订舱与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

赔事宜的注意事项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合同条款订立的基础上，熟悉租船

订舱、办理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的具体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模拟的贸易环境中，学生通过对租船订舱、办理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进行具体操作，

熟悉各业务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掌握各环节应注意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办理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总结和指导，对具体

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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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五：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和核销退税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进出口报检、报关和核销退税”的内容，明确

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熟悉在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下办理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

核销退税过程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合同条款订立的基础上，熟悉办理

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模拟的贸易环境中，学生通过对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进行具体操作，

熟悉各业务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掌握各环节应注意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办理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总结和指

导，对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加以强调。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406020252001 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2 业务磋商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3 签订外销合同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4 租船订舱、进出口货

物保险及索赔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5 进出口货物报检、报

关和核销退税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五、考核方式 

上机操作项目得分为实验课成绩，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实验教材： 
《进出口贸易实务操作手册》，教师自编 
参考书： 
1．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七、说明 

实验类型说明： 
《进出口贸易实务》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配合理论学习，需要有一定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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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历才能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实践技能，实

验课对于《国际信贷与结算》这门课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环，利用计算机和教学软件可以让学生在

实验室进行实践，因而实验类型采取了实践的形式。 
任课教师名单：杨丽花 
 



 

《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大纲 

杨丽花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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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 
与国际贸易理论课相比，进出口贸易实务这门课主要侧重于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研究进出口业

务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商品交易的具体过程,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

学。 
课程简介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

合性应用科学，涉及国际贸易学、法律和惯例、国际金融学、运输学和保险学等学科的某些基本原

理和基本知识的应用。本课程从经济和法律两个方面，分析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各种做法，总结我

国的实践经验，学会在进出口业务活动中的各种经营做法。 
教学任务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是，针对国际贸易实务的特点和要求，帮助学生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

分析研究国际贸易适用的有关法律与惯例和国际商品交换过程的各种实际运作，总结国内外实践经

验，吸取国际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贸易习惯做法，以便掌握从事贸易的“生意经”；学会在进出口业

务中，既能正确贯彻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意图，确保 佳经济效益，又能按国际规范办

事，使我们的贸易做法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做到同国际接轨。 
课程进度安排 
本课程作为商学院的专业选修课，是 36 个学时，周 2 学时，其中实验课为 8 个学时。 
教学方法和手段 
本课程采取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注重案例教学和习题练

习相结合，采取课堂教授和组织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的方式，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注重对真实贸易实

务的模拟和操作的练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力求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解决贸易实务问题

的能力。 
使用的教材 
1．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第三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三版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仲鑫：《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 
3．梁树新：《国际贸易实务案例评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156 

绪  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本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方法，掌握国际货物

买卖的特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基本

业务程序。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内容学习重点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基本内容以及进出口

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从而为以后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 
学时分配：2 学时 

一、国际贸易的特点 

（一）国际贸易既是一项经济活动，也是涉外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 
（二）国际贸易属跨国交易，情况错综复杂 
（三）国际贸易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四）国际贸易面临的风险远比国内贸易大 
（五）国际贸易线长面广，中间环节多 
（六）国际市场商战不止，竞争异常激烈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 

1．合同的标的 
2．货物的价格 
3．卖方的义务 
4．买方的义务 
5．争议的预防与处理 

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适用的法律 

1．国内法 
2．国际贸易惯例 
3．国际条约 

四、国际贸易的基本做法 

（一）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1）出口交易前的准备 
（2）做好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 
（3）制定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 
（4）落实货源、制定出口商品生产计划 
（5）广告宣传 
（6）选定和建立业务关系 
1．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2．出口合同的履行 
（1）准备货物 
（2）落实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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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排装运 
（4）制单结汇 
（二）进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1．进口交易前的准备 
2．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3．进口合同的履行 

五、《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方法 

要以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为指导；注意有选择地学习国内外有关的法

律、法规、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不断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使之与我国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客

观实际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善于总结我国进出口贸易实际业务中的经验教训，重视实验课、案例、

实例分析和平时的操作练习。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计划学时作适当安排，采用由教师课堂讲授

和组织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3．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4．张卿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 
5．张琦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模拟实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一版。 
6． 孟祥年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一版。 
7． 祝卫主编：《出口贸易模拟操作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8． 郑俊田主编：《中国海关通关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9． 刘文广、项义军、张晓明主编：《国际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一

版。 

核心概念 

国际贸易   国际货物买卖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思考题 

1.订立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法律有哪些？ 
2.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哪些基本内容？ 
3．进出口贸易一般要经过哪些程序？ 

讨论题 

为什么要学习国际贸易实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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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合同的标的物及其质量、数量与包装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商品质量的名称、含义和要求、商

品数量的计算、运输包装、销售包装的种类；理解国际贸易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买卖合同中的品

名质量条款、定牌、无牌和中性包装以及买卖合同中的包装条款；掌握运输包装标志、物品条码标

志、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买卖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凭卖方样品买卖”应注意的问题、

溢短装条款的含义，有关国际惯例对溢短装的有关规定，以及溢短装货物的计价；难点是运输包装

标志、物品条码标志。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商品的标的物及其质量 

一、买卖合同中的品名质量条款 

1．基本内容 
包括商品的名称、规格、等级、标准、牌名、商标或产地名称等内容。在以说明书和图样表示

商品质量时，还应在合同中列明说明书、图样的名称、份数等内容。 
2．质量机动幅度条款与质量公差 
（1）质量机动幅度条款 
（2）质量公差 
3．规定品名条款的注意事项 
（1）必须明确具体 
（2）针对商品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的规定 
（3）尽可能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 

二、商品质量的含义和要求 

1．商品质量的含义 
商品的质量是商品的外观形态和内在品质的综合。 
2．商品质量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3．对进出口商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三、商品质量的规定方法 

1．用实物样品表示商品质量的方法 
商品质量用实物样品表示在国际贸易中称为“凭样品买卖”。当样品由卖方提供时称为“凭卖

方样品买卖”，当样品由买方提供时称为“凭买方样品买卖”。一般说来，国际货物买卖中的样品，

大多由卖方提供。 
2．用文字说明表示商品的质量 
（1）凭规格买卖 
（2）凭等级买卖 
（3）凭标准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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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凭品牌或商标买卖 
（5）凭产地或地理标志买卖 
（6）凭说明书或图样买卖 

第二节  商品的数量 

一、数量的计算 

1．重量的计算方法 
（1）按毛重计 
（2）按净重计 
（3）其他计算重量的方法 
2．国际贸易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 
（1）公制 
（2）美制 
（3）英制 
（4）国际单位制 
3．计量单位 
（1）重量单位 
（2）容积单位 
（3）个数单位 
（4）长度单位 
（5）面积单位 
（6）体积单位 

二、买卖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1．基本内容 
合同中的数量条款，主要包括成交商品的具体数量和计量单位。有的合同还需规定确定数量的

方法。 
2．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 
（1）溢短装条款的含义 
（2）有关国际惯例对溢短装的有关规定 
（3）溢短装货物的计价 

第三节  商品的包装 

一、运输包装 

（1）运输包装的种类 
箱、桶、袋、包 
（2）运输包装的标志 
运输标志、指示性标志、警告性标志、重量体积标志、产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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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包装 

（1）销售包装的种类 
（2）销售包装的装潢和文字说明 
（3）物品条码标志 
物品条码是一种产品代码，它是由一组粗细间隔不等的平行线条及其相应的数字组成的标记。 
国际上通用的条码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编制的 UPC 条码；

另一种是欧洲 12 国成立的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编制的 EAN 条码。 

三、定牌、无牌和中性包装 

定牌是指买方要求在我出口商品和/或包装上使用指定的商标或牌名的做法；无牌是指买方要

求在我出口商品和/或包装上免除任何商标或牌名的做法；中性包装是指在商品上和内外包装上不

注明生产国别的包装。 

四、买卖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合同中包装条款的内容一般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和每件包装中所含物品的数量或重量。 

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3．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交易程序·磋商内容·案例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一版。 
4．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核心概念 

商品的名称  商品的质量  品名质量条款  良好平均品质  上好可销品质质量机动幅度条款  
质量公差  数量条款  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  溢短装条款  销售包装  物品条码标志  UPC 条码  
EAN 条码 定牌  无牌  中性包装 

思考题 

1.合同中规定商品质量的方法有哪几种？ 
2．“凭卖方样品买卖”应注意哪些问题？ 
3．试述“质量机动幅度”与“质量公差”的含义及其作用。 
4．进出口合同中的包装条款一般包括哪些内容？在规定包装条款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出口合同规定的商品名称为“手工制造书写纸”。买主收到货物后，经检验发现该货物部分工

序为机械操作，而我方提供的所有单据均表示为手工制造，按该国法律应属“不正当表示”和“过

大宣传”，遭用户退货，以致使进口人（即买主）蒙受巨大损失，要求我方赔偿。我方拒赔，主要

理由有二：（1）该商品的生产工序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在关键工序上完全采用手工制作；（2）该

笔交易是经买方当面先看样品成交的，而实际货物质量又与样品一致，因此应认为该货物与双方约

定的品质相符。后经有关人士调解后，双方在友好协商过程中取得谅解。对此，希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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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品的价格和贸易术语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学习时要求了解作价方法、计价货币的选择以及计价数量单位与单

位价格金额；理解贸易术语的含义、贸易术语的作用；掌握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以及六种主要

贸易术语和其他七种贸易术语、贸易术语的选用、出口成本核算与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计算方

法与支付方法。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以及六种常用的贸易术语和其他

七种贸易术语、出口商品成本的核算与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和计算方法；难点是贸易术语的选用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贸易术语 

一、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贸易术语，又称贸易条件，价格术语，它是一个简短的概念，例如“Free On Board”或三个字

母的缩写，例如“FOB”，用来说明价格的构成及买卖双方有关费用、风险和责任的划分，以确定

买卖双方在交货和接货过程中应尽的义务。 

二、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 

1．1932 年华沙-牛津规则 
2．1941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3．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三、六种主要贸易术语 

1．FOB 
2．CIF 
3．CFR 
4．FCA 
5．CPT 
6．CIP 

四、其他七种贸易术语 

1．EXW 
2．FAS 
3．DAF 
4．DES 
5．DEQ 
6．DDU 
7．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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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一、作价方法 

1．固定作价 
2．暂不固定价格 
3．暂定价格 
4．滑动价格 

二、计价货币 

1．压低进口价格或提高出口价格 
2．“软”“硬”币结合使用 
3．订立外汇保值条款 

三、计价数量单位与单位价格金额 

拟定书面合同时应予以注意的两个具体问题： 
1．计价数量单位 
2．单位价格金额 

四、贸易术语的选用 

第三节  出口成本核算与佣金和折扣 

一、出口商品成本核算 

所谓“成本核算”，就是将为出口商品所作的投入与通过出口该商品所创造的 FOB 外汇净收

入，或与外汇净收入按人民币市场汇价的银行外汇买入价所兑换成的人民币收入相比较。为出口商

品所投入的人民币耗费，即出口商品总厂呢根本（经扣除出口退税后），与 FOB 外汇净收入比较，

可求得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换汇率）；出口商品总成本（退税后）与 FOB 外汇净收入兑换成人

民币总额相比较，可求得出口盈利额或亏损额。 

二、佣金和折扣 

1．佣金和折扣的含义和作用 
佣金是卖方或买方付给中间商为其对货物的销售或购买提供中介服务的酬金。 
折扣是卖方按照原价给买方以一定的减让。 
2．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 
（1）佣金的表示方法 
（2）折扣的表示方法 
3．佣金和折扣的计算方法 
4．佣金和折扣的支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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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李权编著：《国际贸易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3．李军编著：《外贸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4．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核心概念 

出口换汇成本  佣金  折扣  贸易术语  FOB  CIF  CFR  FCA  CPT  CIP  EXW  FAS  
DAF  DES  DEQ  DDU DDP 

思考题 

1．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哪几种？分别解释哪些术语？ 
2．什么是《2000 通则》？试分别指出各组术语的共同点以及 13 种贸易术语的交货点/风险点。 
3．试简述 FOB、CFR、CIF 与 FCA、CPT、CIP 的主要区别。 
4．佣金的计算方法有哪几种？如买卖合同对此未作规定，仅列明佣金率，按习惯应如何计付

佣金？ 
5．我某外贸公司出售一批货物至日本，出口总价为 10 万美元 CIFC5%横滨，其中从中国口岸

至横滨的运费和保险费占 12%。这批货物的国内购进价为人民币 702000 元（含增值税 17%），该

外贸公司的费用定额率为 5%,退税率为 9%。结汇时银行外汇买入价为 1 美元折合人民币 8.4 元。

试计算这笔出口交易的换汇成本和盈亏额。 

案例 

印度孟买一家电视机进口商与日本京都电器制造商洽谈买卖电视机交易。从京都（内陆城市）

至孟买有集装箱多式运输服务，京都当地货运商以订约承运人的身份可签发多式运输单据。货物在

京都距制造商 5 公里的集装箱堆场装入集装箱内，由货运商用卡车经公路运至横滨，然后装上海轮

运到孟买。京都制造商不愿承担公路和海洋运输风险；孟买进口商则不愿承担货物交运前的风险。

试对以下问题，提出你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1．京都制造商是否可向孟买进口商按 FOF、CFR 或 CIF 术语报价？ 
2．京都制造商是否应提供已装船运输单据（on board transport document）? 
3．按以上情况，你认为京都制造商应采用何种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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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学习本章内容要求了解班轮运输与租船运输的特点、海运提单与其他运

输单据的区别、合同中有关装运时间，装运港和目的港的规定、我国陆、海、空、邮运输货物保险

条款、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理解分批装运和转运的含义；掌握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班轮运费的计收标准，班轮运费的计算、海运提单的性质、作用及其种类、我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海洋运输保险的风险与损失，

难点是海洋船舶的各种营运方式的计算以及概念的区分、海上货物运输费用的计算。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运输方式 

一、海洋运输 

1．海运船舶营运方式 
（1）班轮运输 
（2）租船运输 
2．海上货物运输费用 
（1）班轮运费 
（2）程租船运费 
（3）期租船租金 
3．海上货物运输单据 
（1）海运提单 
海运提单的种类、海运提单的内容 
（2）海上货运单 

二、铁路运输 

1．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铁路货物运输 
（1）对港铁路运输方式 
（2）运输单据 
（3）运输费用 
2．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1）“国际货约”与“国际货协” 
（2）国际铁路联运的范围 
（3）国际铁路联运运单 
（4）国际铁路货物联运的运输费用 

三、航空运输 

1．国际空运货物的运输方式 
（1）班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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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机运输 
（3）集中托运方式 
（4）航空急件传送方式 
2．航空运输的承运人 
航空运输公司、航空货运代理公司 
3．航空运单 
4．航空运价 

四、公路、内河、邮政和管道运输 

1．公路运输 
2．内河运输 
3．邮政运输 
4．管道运输 

五、集装箱运输 

1．集装箱的含义及其种类 
2．集装箱运输的优点 
3．集装箱运输货物的交接 
4．集装箱运输的主要单据 
5．集装箱运输的费用 

六、国际多式运输和大陆桥运输 

1．国际多式运输 
国际多式运输又称国际联合运输，是在集装箱运输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连

贯运输方式。 
2．大陆桥运输 
大陆桥运输是指以集装箱为媒介，大陆上的铁路或公路运输系统为 zho 能够间桥梁，把大陆两

端的海洋运输连接起来，构成海/陆/海的连贯运输。 

第二节  装运条款 

一、“交货”和“装运”的概念 

二、交货时间 

在实际业务中，对交货时间的规定 常见的有以下四种： 
1．规定某月装运 
2．规定跨月装运 
3．规定在某月月底或某日前装运 
4．规定在收到信用证后若干天内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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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运港（地）和目的港（地） 

1．装运港或装运地 
2．目的港或目的地 

四、分批装运和转运 

1．分批装运 
分批装运又称分批装运，是指一个合同项下的货物先后分若干期或若干批装运。 
2．转运 
转运的本意是指从装运港或装运地至卸货港或目的地的货运过程中进行转装或重装，包括从一

运输工具或船只移至另一同类运输方式的运输工具或船只，或由一种运输方式转为另一种运输方式

的行为。 

五、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第三节  货物运输保险 

一、保险的基本原则 

1．保险利益原则 
2． 大诚信原则 
3．补偿原则 
4．近因原则 

二、货物运输保险保障的范围 

1．风险 
海上风险、外来风险 
2．损失和费用 
海上损失和费用、外来风险的损失 

三、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与条款 

1．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与条款 
（1）平安险 
（2）水渍险 
（3）一切险 
2．附加险 
（1）一般附加险 
（2）特殊附加险 
3．海洋运输货物专门保险险别与条款 
（1）海洋运输冷藏货物保险 
（2）海洋运输散装桐油保险 
（3）活性畜、家禽运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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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陆空邮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与条款 

1．我国陆上运输货物保险险别与条款 
（1）陆运险与陆运一切险 
（2）陆上运输冷藏货物险 
（3）陆上运输货物战争险（火车） 
2．我国航空运输货物保险险别与条款 
（1）航空运输险与航空运输一切险 
（2）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 
3．我国邮包运输保险险别与条款 
（1）邮包险和邮包一切险 
（2）邮包战争险 

五、伦敦保险业协会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1．（A）险条款 
2．（B）险条款 
3．（C）险条款 

六、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实务 

1．确定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系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 高限额，也是保险人计算保险费的基

础。 
2．办理投保和交付保险费 
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 
3．取得保险单据 
（1）保险单 
（2）保险责任 
（3）联合凭证 
（4）预约保单 
（5）批单 
4．保险索赔 
（1）损失通知 
（2）向承运人等有关方面提出索赔 
（3）采取合理的施救、整理措施 
（4）备妥索赔单证 
（5）代位追偿 

七、买卖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保险条款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订得明确、合理。保险条款的内容选

用不同的贸易术语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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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三版。 
3．姚新超编著：《国际贸易运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核心概念 

装运港  目的港  分批装运  转运 海洋运输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  内河运输  
邮政运输  管道运输  集装箱运输 国际多式运输  大陆桥运输  实际全损  推定全损  共同海损  
单独海损  施救费用  救助费用  平安险  水渍险  一切险  附加险  特殊附加险  陆运险  陆
运一切险  航空运输险  航空运输一切险  邮包险  （A）险条款  （B）险条款  （C）险条款  保
险索赔  保险条款 

思考题 

1．何谓分批装运和转运？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合同规定允许分批装运和转运，对买卖双方各

有什么利弊？ 
2．何谓“已装船提单”、“指示提单”、“直达提单”“转运提单”“清洁提单”与“过期

提单”？ 
3．“多式运输单据”与“海运提单”有哪些区别？ 
4．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有哪三种？三种基本险别的责任范围有何区别？ 
5．I.C．C．条款中（A）（B）（C）三种险别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有何区别？ 

案例 

我某出口企业收到的一份信用证规定：“装运自重庆至汉堡。多式运输单据可接受。禁止转运。”

受益人经审查认为信用证内容与买卖合同相符，遂按信用证规定委托重庆外运公司如期在重庆装上

火车经上海改装轮船至汉堡。由重庆外运公司于装车当日签发多式运输单据。议付行审担认可后即

可将单据寄开证行索偿。开证行提出单证不符，拒绝付款。理由两条：（1）运输单据上表示的船

名有“预期”字样，但无实际装船日期和船名的批注；（2）信用证规定禁止转运，而提供的单据

却表示“将转运”。石对此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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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货款的收付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含义与种类，汇付、

托收、国际保理和出口信用险的含义、有关的当事人，选择结算方式应予考虑的因素；理解信用证

的含义、当事人、收付程序、种类、跟单信用证统一管理、SWIFT 信用证；掌握汇票、本票、支

票的必备内容以及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区别，托收统一规则，国际保理的业务程序以及出口信用险

的保险责任，信用证的性质和特点、内容，不同结算方式的结合使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支付

条款。 
学习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汇票、本票、支票的必备内容，汇付和托收的种类及其业务

程序，托收统一规则，信用证的性质、特点、内容，不同结算方式的结合使用；难点是汇票、本票

和支票的区别、信用证的收付程序、信用证支付条款的使用。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支付工具 

一、汇票 

1．汇票的定义 
我国《票据法》第 19 条对汇票下了如下定义：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

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2．汇票的必备内容 
（1）表明“汇票”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3）确定的金额 
（4）付款人名称 
（5）收款人名称 
（6）出票日期 
（7）出票人签章 
3．汇票的种类 
（1）按照出票人的不同，汇票可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2）按照付款时间的不同，汇票可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 
（3）按照承兑人的不同，汇票又可分为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4）按照是否附有货运单据，汇票可分为光票和跟单汇票 
4．汇票的使用 
（1）出票 
（2）提示 
（3）承兑 
（4）付款 
（5）背书 
（6）拒付与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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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票和支票 

1．本票 
（1）本票的定义 
（2）本票的必备内容 
（3）本票的种类 
（4）本票与汇票的区别 
2．支票 
（1）支票的定义 
（2）支票的必备内容 
（3）支票的种类 
（4）支票与汇票、本票的区别 

第二节  汇付与托收 

一、汇付 

1．汇付方式的当事人 
包括汇款人、汇出行、汇入行和收款人 
2．汇付方式的种类及其业务程序 
汇付方式有电汇、信汇和票汇。 
3．汇付方式的性质及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使用 

二、托收 

1．托收的定义 
托收是指由接到委托指示的银行处理金融单据和/或商业单据以便取得承兑或付款，或凭承兑

或付款交出商业单据，或凭其他条件交出单据。 
2．托收方式的当事人 
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 
3．跟单托收的种类 
（1）付款交单 
（2）承兑交单 
4．跟单托收的一般业务程序 
5．跟单托收方式下的资金融通 
（1）托收出口押汇 
（2）凭信托收据借单 
6．托收统一规则 
7．托收方式的性质和作用 
8．在出口贸易中使用托收方式时应予掌握的问题 

三、国际保理与出口信用保险 

1．国际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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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信用保险 
（1）出口信用保险的含义及其发展的概况 
（2）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性 
（3）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 
（4）出口信用保险的种类 
（5）承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基本要求 
（6）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 

第三节  信用证付款 

一、信用证的含义 

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应申请人的要求并按其指示，向第三人开具的载有一定金额，在一定期限

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文件 

二、信用证的当事人 

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有三，即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和受益人。此外还有其他关系人，即通知行、

保兑行、付款行、偿付行、议付行等。 

三、信用证的内容 

四、信用证的收付程序 

1．订立买卖合同 
2．申请开证 
3．开证 
4．通知 
5．审证、交单、议付 
6．索偿 
7．偿付 
8．付款赎单 

五、信用证的性质和作用 

六、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七、信用证的特点 

信用证主要有三个特点： 
1．开证银行要负首要付款责任 
2．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 
3．信用证方式时纯单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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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用证的种类 

1．跟单信用证和光票信用证 
2．可撤销信用证和不可撤销信用证 
3．保兑信用证和非保兑信用证 
4．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和议付信用证 
5．即期信用证和远期信用证 
6．可转让信用证与不可转让信用证 
7．循环信用证 
8．对开信用证 
9．对背信用证 
10．预支信用证 
11．当地信用证 

九、SWIFT 信用证 

“SWIFT”是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简称 

第四节  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一、汇付条款 

汇付方式通常用于预付货款和赊账交易。对于使用汇付方式结算货款的交易，在买卖合同中应

当明确规定汇付的时间、具体的汇付方法和金额等。 

二、托收条款 

凡以托收方式结算货款的交易，在买卖合同的支付条款中，必须明确规定交单条件和付款、承

兑责任以及付款期限等内容。其具体的规定方法，一般可先列明由卖方负责在装运货物后，开立汇

票连同货运单据办理托收。之后，再按不同交单条件、付款期限，和买方的付款、承兑责任等作具

体明确规定。 

三、信用证支付条款 

1．开证时间 
2．开证银行 
3．受益人 
4．信用证种类 
5．信用证金额 
6．到期日和到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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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各种支付方式的选用 

一、选择不同结算方式应予考虑的因素 

1．客户信用 
2．经营意图 
3．贸易术语 
4．运输单据 

二、各种支付方式的结合使用 

1．信用证与汇付相结合 
2．信用证与托收相结合 
3．跟单托收与预付押金相结合 
4．备用信用证与跟单托收相结合 

三、分期付款与延期付款 

1．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是指买方预交部分定金，其余货款根据所订购商品的制造进度或交货进度分若干期支

付，在货物交付完毕时付清或基本付清。 
2．延期付款 
延期付款是指买方在预付一部分定金后，大部分货款在交货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分期摊付。 
3．分期付款和延期付款的区别 

主要参考书目 

1．苏宗祥、景乃祥、张汉森编著：《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第 3 版。 
2．徐莉芳、王晓博编著：《国际结算与信贷》，立信出版社，2006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核心概念 

汇票  本票  支票  出票  提示  承兑  付款  背书  拒付  追索汇付  托收  国际保理  
出口信用保险  信用证  跟单信用证  光票信用证  可撤销信用证  不可撤销信用证 保兑信用证  
非保兑信用证  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和议付信用证  即期信用证 远期

信用证 可转让信用证 不可转让信用证 循环信用证 对开信用证 对背信用证 预支信用证 当地信

用证 SWIFT  汇付  托收  跟单托收  备用信用证  分期付款  延期付款  汇付条款  托收条款  
信用证支付条款  受益人  到期日  到期地点 

思考题 

1．商业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有什么不同？银行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又有什么不同？ 
2．试比较汇票、本票和支票的异同。 
3．试比较凭单托收与一般汇付和跟单托收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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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简述备用信用证与一般跟单信用证的区别。 
5．采用部分信用证、部分托收方式以及备用信用证和托收相结合结算货款的主要作用何在？

在实践中应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6．进出口贸易中，选择结算（支付）方式应考虑哪些因素？其中 重要的是什么？在具体工

作中，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我某银行为从国外“引资”，凭当地以外资集团提交的一份伪造的外国银行开立的备用信用证

的反担保，向该集团开出多份巨额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备用信用证。随后，该集团将这些备用

信用证寄往国外进行诈骗。幸经我国公安部门及时侦破，涉案外国人和我银行工作人员均受到应有

的法律制裁。我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终未被使用。试对此案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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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检验、索赔、不可抗力与仲裁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买方的检验权，检验的时间和地点，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证书、违约责任、仲裁的形式和机构，仲裁的形式，仲裁程序，理解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

内容，掌握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索赔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仲裁条款。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的教学重点是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索赔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仲裁

条款，难点是不可抗力的认定和处理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商品检验 

一、买方的检验权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买方有权对自己所购买的货物进行检验。 

二、检验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检验的时间和地点的规定，基本做法有三种： 
1．在出口国检验 
2．在进口国检验 
3．在出口国检验，在进口国复检 

三、检验检疫机构 

1．国外的检验机构 
2．我国的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基本任务 

四、检验证书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或鉴定后，根据不同的检验结果或鉴定项目签发的各种检

验证书，鉴定证书和其他证明书，统称为检验证书。 

五、买卖合同中的检验条款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货物检验条款一般包括下列内容：有关检验权的规定；检验或复检的时

间和地点；检验项目和检验证书等。 

第二节  索  赔 

一、违约责任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确定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如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这就在法律上构成违约行为，违约一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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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赔与理赔 

索赔是指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违约致使其遭受损失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要

求损害赔偿的行为。理赔则是一方对于对方提出的索赔进行处理。因此，索赔与理赔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 

三、买卖合同中的索赔条款 

1．异议与索赔条款 
异议与索赔条款一般是针对卖方交货质量、数量或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而订立的，主要包括索

赔依据、索赔期限。 
2．罚金条款 
罚金条款，也有称为违约金条款，较多使用于卖方延期交货或买方延期接货或延期付款的场合。 

第三节  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的认定和处理 

1．不可抗力的认定 
我国法律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不可抗力的处理 
按照有关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惯例，如果发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得到全部或部分履行，有

关当事人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而免除其相应的责任，即对有关当事人因不

可抗力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而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免负赔偿责任。 

二、不可抗力的通知和证明 

不可抗力发生后，不能按规定履约的一方当事人要取得免责的权利，必须及时通知另一方，并

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而且在通知中应提出处理的意见。 

三、买卖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我进出口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主要有以下三种规定方法： 
（1）概括式 
（2）列举式 
（3）综合式 

第四节  仲  裁 

一、仲裁的形式和机构 

仲裁有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两种。 
我国常设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称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隶

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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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的作用 
2．仲裁协议的形式 
（1）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2）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协议 

三、仲裁程序 

1．仲裁申请 
2．仲裁庭的组成 
3．仲裁审理 
4．仲裁裁决 

四、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仲裁裁决的承认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仲裁裁决具有可予执行的法律效力；仲

裁裁决的执行是指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决事项，或法院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另一方当事人

当事人执行裁决事项。 

五、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国际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一般应包括：提交仲裁的事项，即提请仲裁的争议范围、仲裁地点、

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裁决的效力等内容。 

核心概念 

违约责任  索赔 理赔  索赔条款  罚金条款  不可抗力  认定  处理   免责   不可抗力条

款  仲裁  仲裁协议  仲裁程序  仲裁裁决  仲裁条款  检验权  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条款 

思考题 

1．何谓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如何认定的？ 
2．当我方援引或对方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要求免责时，我方应分别注意哪些问题？ 
3．仲裁协议的形式有哪几种？为什么在买卖合同中通常应订立仲裁条款？ 
4．何谓买方的检验权？各国法律对买方检验权主要有哪些规定？ 
5．为什么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要订立商品检验条款？合同中的检验条款一般应包括哪些内

容？试举例说明。 

案例 

1．我某企业与某外商按国际市场通用规格订约进口某化工原料。订约后不久，市价明显上涨。

交货期限届满前，该商所属生产该化工原料的工厂失火被毁，该商以该厂火灾属不可抗力为由要求

解除其交货义务。对此，我方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2．我出口公司 A 向新加坡公司 B 以 CIF 新加坡条件出口一批土特产品，B 公司又将该批货物

转卖给马来西亚公司 C。货到新加坡后，B 公司发现货物的质量有问题，但 B 公司仍将原货物转销

至马来西亚。其后，B 公司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期限内凭马来西亚商检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向 A 公

司提出退货要求。试问：A 公司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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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程德钧主编：《国际贸易争议与仲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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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口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出口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交易磋商中应注意的

问题；理解出口收汇核销和出口退税以及违约的处理；掌握出口合同订立的过程、书面合同的签订、

信用证的审核、修改。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教学重点是出口合同的订立和书面合同的签订，难点是信用证的审核和

修改。 
学时分配：6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 学时，实验学时 4 学时） 

第一节  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一、出口交易磋商的形式和内容 

出口交易磋商的形式可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交易磋商的内容，以货物的品质、数量、包装、

价格、交货和支付条件为主要内容，但通常也涉及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条件等其他内容。 

二、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法律步骤 

1．询盘 
2．发盘 
3．还盘 
4．接受 

三、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合同生效的要件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根据《公约》的规定，合同成立的时间为接受生效的时间，而接受生效的时间，又以接受通知

到达发盘人或按交易习惯及发盘要求作出接受的行为为准。 
2．合同生效的要件 
根据各国合同法规定，一项合同，除买卖双方就交易条件通过发盘和接受达成协议后，还须具

备以下要件，才是一项有效的合同，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护。 
（1）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签约能力 
（2）合同必须有对价或约因 
（3）合同的内容必须合法 
（4）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5）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四、出口合同的订立 

1．发盘 
（1）发盘的定义和构成发盘的必备条件 
（2）发盘的有效期 
（3）发盘的撤回 
（4）发盘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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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盘的终止 
2．接受 
（1）接受的定义和构成接受的条件 
（2）逾期接受 
（3）接受的撤回 

五、交易磋商中应注意的问题 

1．坚持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原则 
2．制定磋商方案 
3．组织谈判班子 

六、书面合同的签订 

1．签订书面合同的意义 
（1）合同成立的证据 
（2）合同生效的条件 
（3）合同履行的依据 
2．书面合同的形式 
（1）合同和确认书 
（2）协议 
（3）备忘录 
（4）意向书 
（5）订单和委托订购单 
3．书面合同的内容 

第二节  出口合同的履行 

一、准备货物 

1．卖方的基本义务 
（1）质量 
（2）包装 
（3）数量 
（4）备妥时间 
（5）所有权 
2．备货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有关事项 

二、落实信用证 

1．催开信用证 
催开信用证是指通过信件、电报或其他电讯工具催促对方及时办理开立信用证手续并将信用证

送达我方，以便我方及时装运货物出口，履行合同义务。 
2．审核信用证 
（1）总的方面的审核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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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审核要点 
3．修改信用证 
不可撤销信用证在其有效期内的任何修改，均须取得各有关当事人的同意，方能生效。 

三、安排装运 

1．托运 
2．订舱 
3．投保 
4．报关 
5．装运 
6．发装运通知 

四、制单结汇 

1．制作单据 
（1）对出口单据的基本要求 
（2）常用的出口单据 
2．交单结汇 
交单是指出口人（信用证受益人）在信用证交单到七日前和交单期限内向指定银行提交符合信

用证条款规定的单据。这些单据经银行审核确认无误后，根据信用证的付款条件，由银行办理出口

结汇。 

五、出口收汇核销和出口退税 

1．出口收汇核销 
出口收汇核销制度，是国家加强出口收汇管理，确保国家外汇收入，防止外汇流失的一项重要

措施。 
2．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指由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和代理出口货物的企业，除另有规定外，可在货物报关出口

并在企业财务帐册做销售处理后，凭有关凭证按月报送税务机关批准退还或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六、违约的处理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主要参考书目 

1．周秉成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吴百福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履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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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出口合同  询问  发盘  还盘  接受  电子商务  交易磋商  书面合同、备货  信用证  托运  
订舱  投保  报关  装运  制单结汇  交单结汇  出口退税  违约 

思考题 

1．什么叫“发盘的有效期”？如何规定发盘的有效期？试举例说明。 
2．一项有效接受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3．对于 CIF 条件和即期议付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合同，我方在履行时一般要经过哪些环节？ 
4．审核信用证的依据是什么？通常应审核哪些内容？ 
5．有关信用证条款的修改，作为受益人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 

某出口企业出口供加工发网用的原料——人发（注：认罚的售价与长度成正比），合同规定长

度为 8 英寸。装运时因 8 英寸的人发货源短缺，遂以售价较高的 9 英寸的人发替代。买方在收到货

物后，不仅不对我方按原价交付了较合同规定更长、售价更高的货物表示感谢，相反还向我方提出

索赔，理由是：9 英寸的人发过长，不能适应加工法网的机器生产，需切断 8 英寸后才能加工，以

致造成人工和时间上的损失。 终以我方赔付切短费用结案。试分析我方在此案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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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口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进口交易前的调查研究准备工作、进口交易

磋商的程序、安排运输和保险、审单和付款、进口货物检验、货物进口的管理，掌握进口成本核算，

进口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进口报关以及进口索赔的具体做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进口成本核算、进口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难点是

货物进口的管理、进口报关 
学时分配：4 学时（实验学时） 

第一节  进口交易前的准备 

一、调查研究 

1．商品价格趋势 
2．供应商的资信 

二、进口成本核算 

1．进口成本的构成 
货物的进口成本=进口合同价格+进口费用 
2．作价原则 
进口商品的作价，应以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基础，以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为依据，结合企业的经营

意图，制定进口商品的适当价格。 
3．价格的计算 
（1）进口商品盈亏率的计算 
（2）确定合理的进口价格 
（3）CIF 价格的计算 

三、货物进口的管理 

1．禁止进口的货物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国家禁止进口：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为保护人的生

命或者健康，必须禁止进口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据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协定的规定，

需要禁止进口的。另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进口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四、限制进口的货物 

1．配额的申请和使用 
2．许可证的申领和使用 
3．自由进口的货物 
4．关税配额管理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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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一、进口交易磋商 

1．询盘 
2．发盘 
3．比价和还盘 
4．接受 

二、进口合同的签订 

1．约首 
约首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合同名称 
（2）订约日期和地点 
（3）当事人名称、地址 
（4）前文 
2．基本条款 
（1）商品的名称和数量 
（2）数量条款 
（3）价格条款 
（4）装运条款 
（5）付款条款 
3．格式条款 

第三节  进口合同的履行 

一、信用证的开立和修改 

1．申请开立信用证 
开证申请人在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应填写开证申请书，连同所需附件交开证行。 
2．信用证的修改 
信用证开出后，如发现内容与开证申请书不符，或因情况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需对信用证进

行修改，应立即向开证行递交修改申请书，要求开证行办理修改信用证的手续。 

二、安排运输和保险 

1．租船、订舱和催装 
（1）租船、订舱 
（2）催装 
2．保险 
（1）预约保险 
我国部分外贸企业和保险公司签订海运、空运和陆运货物的预约保险合同，简称“预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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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笔投保 
在没有与保险公司签订预约保险合同的情况下，对进口货物就需逐笔投保。 

三、审单和付款 

1．银行的审单责任 
2．银行的审单时间 
开证行、保兑行（如有的话）或代表他们的指定银行应各有一段合理时间审核单据，即不超过

收到单据次日期的 7 个银行工作日，审核和决定接受或拒绝接受单据，并相应地通知交单方。 
3．付款或拒付 

四、进口报关 

1．进口货物的申报 
所谓进口报关，是指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他的代理人向海关交验有关单证，办理进口货物申报

手续的法律行为。 
2．进口货物报关单的填写 
（1）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的一般要求 
（2）进口货物报关单的主要内容 
3．接受货物查验 
根据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除因特殊原因经海关总署批准的以外，都应当接受海关的

查验。 
4．结关 
结关又称放行，是指进口货物在办完向海关申报，接受查验，缴纳关税后，由海关在货运单据

上签字或签章放行，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持海关签章放行的货运单据提取进口货物。 
5．保税货物 
所谓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先行手续先行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

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五、进口货物检验 

1．法定检验 
2．列入《目录》以外的进口商品的检验 

六、进口索赔 

1．向卖方索赔 
（1）宣告合同无效 
（2）其他的补救措施 
（3）索赔期限和索赔证据 
2．向承运人索赔 
3．向保险公司索赔 

主要参考书目 

1．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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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核心概念 

进口贸易  进口成本  作价原则、约首  数量条款  装运条款  格式条款、信用证  运输  预
约保险  逐笔投保  审单  报关  结关  保税货物  进口索赔 

思考题 

1．进口交易磋商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进口合同的基本条款主要有哪些？ 
3．试将进口合同中条款与出口合同作比较。 
4．进口人在申请开立信用证时应注意什么问题？在进口业务中，对于信用证的修改，又应注

意什么问题？ 

案例 

我 A 公司向香港 B 商进口马口铁一批，计 30 多万美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付款。A 公司

按合同规定开出信用证，开证银行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收到议付行寄来的单据，经审查认为单、证一

致，单、单一致，即向外付款。货到后，A 公司却发现 B 公司在集装箱内装的全是烂泥，根本没有

装运合同规定的马口铁，始知受骗上当。 
试问：1．开证银行是否应该向外付款？ 
2．A 公司在这一事件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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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贸易方式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独家经销、独家商业代理的含义、寄售的特

点、优点和缺点以及寄售协议的主要内容、招标与投标的具体做法、对等贸易的基本形式、对外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法；理解采用独家经销方式的利弊、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对外加

工装配的含义和特点、商品期货交易的含义和特征；掌握独家经销协议、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

订立对外加工装配合同的注意事项、套期保值中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的具体做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本章学习重点是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对外加工装配合同的订立、独家

经销和独家代理协议的内容，难点是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对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

法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经销与代理 

一、经销方式 

1．独家经销的含义 
独家经销是指我出口企业与国外一个客户或几个客户组成的集团即独家经销商。 
2．采用独家经销方式的利弊 
在出口贸易中，采用独家经销方式，胜过一般的逐笔售定。独家经销方式通过协议，确定了双

方在一定期限内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互相协作的，又是互相制约的。采用独家经销方式，有

着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风险的一面。 
3．对独家经销商的选择、使用和管理 
对于独家经销商，重在选择，贵在使用。 
4．独家经销协议 
独家经销协议是出口企业与其所授权的独家经销商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从法律上确立双

方关系的契约。 

二、代理方式 

1．有关代理的法律规定 
2．国际贸易中的独家商业代理 
（1）独家代理的含义 
独家代理是指出口企业与国外的独家代理商签订书面协议，在约定的期限和地区范围内，给予

对方独家推销约定商品的权利——专营权。 
（2）独家代理协议 
独家代理协议是规定出口企业和独家代理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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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招标投标与拍卖 

一、招标与投标 

（一）招标 
所谓招标是指一次招标与投标业务的第一阶段——招标包括三项基本工作：发布招标通告，制

定招标文件和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 
1．招标通告 
2．制定招标文件 
3．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 
（二）投标 
投标是指由卖方或承包人在指定的时间内，按照招标的要求和条件，报出价格和必要的其他条

件，争取中标，达成交易的行为。参加投标的一方称为投标人。参加投标时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研究招标文件 
2．确定适当的价格 
3．提供投标保证金 
4．认真制作投标文件 
5．正确及时递送投标文件 
（三）开标与评标 
在投标期截止后，招标人即可将收到的投标文件进行启封和评估，从而选定对他 为有利的投

标人，作为供货人或承包商。被选中的投标人就是这一招标活动中的中标人。 
1．开标 
开标有公开开标和秘密开标之分。开标往往只是一种形式，对一次具体的招标没有实际意义。

通常开标日只是把各投标人的投标内容记入正式记录或公布于众，并不当场评出中标人。 
2．评标 
评标或审评标书就是招标人对投标书的贸易条件、技术条件及法律条件进行评审、比较、选出

佳投标人作为中标人。评标的基本原则是公正性、准确性和保密性，所以，一切投标的评议程序

都是保密的。 
（四）签订协议 
签订协议是一项招标与投标活动的 后阶段，即在得出评标结果后，招标人以书面通知中标人，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招标人所在地与招标人签订协议或承包项目协议，并按规定缴付保证金。 

二、拍卖 

拍卖是由专营拍卖业务的拍卖行接受货主的委托，在一定的地点和时间，按照一定的章程和规

则，以买主公开叫价竞购的方法， 后由拍卖行把货物卖给出价 高的买主的一种现货交易方式。 
1．拍卖的形式 
（1）增加拍卖 
（2）减价拍卖 
（3）密封递价拍卖 
2．拍卖的基本程序 
（1）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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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货物 
（3）正式拍卖 
（4）付款和提货 

第三节  寄售与展卖 

一、寄售 

寄售是寄售人先将准备销售的货物运往寄售地，委托当地代销商按照寄售协议规定的条件和办

法代为销售的方式。 
1．寄售的特点 
2．寄售的优点 
3．寄售的缺点 
4．寄售协议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协议名称及双方的义务与责任 
（2）寄售区域及寄售商品 
（3）定价方法 
（4）佣金 
付款 

二、展卖 

（一）展卖的含义和做法 
展卖是利用展览会和博览会及其他交易会形式，对商品实行展销结合的一种贸易方式。 
展卖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展卖的做法主要有两种： 
1．将货物通过签约方式卖断给国外客户，双方是一种买卖关系，由客户在国外举办或参加展

览会。 
2．由双方合作，展卖时货物所有权不变，展品出售的价格由货主决定。 
（二）我国开展的展卖方式 
国际博览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三）开展展卖业务应注意的问题 
1．选择适当的展卖商品 
2．选择好合作的客户 
3．选择合适的展出地点 
4．选择合适的展出地点 
5．选择合适的展卖时机 

第四节  对等贸易 

一、对等贸易的基本形式 

1．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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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货贸易是指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的货物或劳务等值或基本等值的直接交换，不涉及现金的收

付。 
2．互购 
互购也被称为对购或平行交易，是 简单、 常用的对等贸易形式。 
3．回购 
回购在我国又称为补偿贸易，实在信贷基础上进行的，是指提供机器设备或交钥匙工厂的出口

方，接受进口一方以该机器设备或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支付部分或全部价款的做法。 
4．抵消 
抵消是指一方在进口诸如国防、航空或宇航、计算机、信息交流等设备时，以先期向另一方或

出口方提供的某种商品和/或劳务、资金等地小一定比例进口价款的做法。 

二、对等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对等贸易的历史向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这种或

那种形式的对等贸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对等贸易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市场营销工具，对企业开

拓市场起到积极作用，许多跨国公司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对等贸易业务的拓展。 

三、对等贸易合同 

对等贸易合同的基本条款如下： 
1．对等贸易额度 
2．对等贸易商品 
3．联环条款 
4．对等贸易商品的销售区域 
5．对等贸易义务的转让条款 
6．罚金条款 
7．合同的履行期限 
8．合同义务完成确认条款 
9．有条件转让帐户条款 

四、补偿贸易的基本业务做法 

进行补偿贸易业务的基本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 
从引进设备、技术和劳务的一方来说，首先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其中 主要的是，引进项目的

建设条件是否具备；对项目的投资效果要进行估算，应保证有相当的经济效益；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市场的，销路要有保证等。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引进项目，然后按规定报请主管

部门审批，获准后再进行具体的前期工作安排。 
2．对外磋商阶段 
这是补偿贸易的关键阶段，双方就补偿贸易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具体磋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 
3．签订书面合同阶段 
根据磋商达成的一致意见，签订书面合同，以便有关双方据以执行。补偿贸易签订的合同一般

有三种：补偿贸易协议；设备（或/和技术、劳务）进口合同；补偿产品出口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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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加工贸易 

一、对外加工装配的含义和特点 

1．对外加工装配的含义 
对外加工装配时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总称，是一种委托加工的交易方式。 
来料加工是国外客户作为委托方，提供原材料、辅料及/包装物料，委托国内生产企业作为承

接方，以本身具有的厂房设备、技术和劳动力，按委托方所提出的品质、规格、款式等要求，加工

成成品后，运交委托方在国外销售使用，承接方收取约定的工缴费。 
来件装配是指由国外委托方提供零部件、元器件，有的还提供包装物料，委托国内承接方按其

工艺设计要求进行装配，成品交委托方处置，承接方按约定收取工缴费。 
2．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特点： 

二、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发展和运用 

1．1978 年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二十二条） 
2．1979 年提出了新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即新二十二条） 
3．1987 年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部关于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

务的请示的通知》 
4．1988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放宽来料加工装配品种限制及有关问题的规定》 
5．1999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规范封闭式出口加工区的试点。 

三、对外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的基本做法 

1．就承接业务的机构而言 
2．从用料的比重看 
3．在来料来件如何作价方面有两种不同做法 

四、对外加工装配合同 

1．关于来料、来件 
2．关于加工装配的成品 
3．关于工缴费 
4．关于消费定额与合格率的核定 
5．关于工缴费的支付方式 
6．关于保险 

五、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基本程序 

1．来料、来件进口前的申报手续 
（1）备齐有关文件向主管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2）向海关申办免税手续，申领登记手册 
2．来料、来件进口时的报关手续 
3．成品进口时的手续 
（1）当成品出口时须向外运机构办理手续，订定舱位和出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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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海关申报出口，填写来料加工出口报关单一式四份 
（3）货物出口后，按约定支付方式办理外汇结算事宜 
4．核销手续 

第六节  商品期货交易 

一、商品期货交易的含义和特征 

商品期货交易是一种在特定类型的固定市场，即期货市场或称商品交易所，按照严格的程序和

规则，通过公开喊价的方式，买进或卖出某种商品期货合同的交易。 
期货交易存在以下基本特征： 
1．标准合同交易为主 
2．特殊的清算制度 
3．严格的履约保证金制度 

二、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又称对冲交易。它的基本做法是在买进实货的同时或前后，在期货交易所卖出（或买

进）相等数量的期货合同作为保值。由于期货市场和实货市场的价格趋势一般来说是一致的，涨时

同涨，跌时俱跌，所以实货市场的亏（盈），可从期货市场的盈（亏）得到弥补或抵消。 
套期保值分为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两种。 
1．卖期保值 
2．买期保值 

第七节  国际电子商务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是指个人、企业、国家之间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交换各种业务

信息而进行的各种商贸活动。 

二、电子商务的分类 

三、基于 EDI 的电子商务和基于 INTERNET 的电子商务 

四、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产生的主要影响 

（1）电子的商务的发展改变着商务活动的方式 
（2）电子商务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3）电子商务改变着企业的生产方式 
（4）电子商务拓展了金融企业的发展空间 
（5）电子商务将改变政府的管理行为 
（6）电子商务的发展引起的有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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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田飞主编：《 近外贸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 版。 
2．姚昌，徐子荣编著：《对外贸易业务知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年第 4 版。 
3．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一版。 
4．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版。 
5．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一版。 

核心概念 

经销  独家经销  代理  法定代理  意定代理 直接代理  间接代理 隐名代理  独家代理  
佣金招标  投标  开标  评标  拍卖  寄售  佣金  对等贸易  补偿贸易  间接产品补偿  直接

产品补偿  加工贸易  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对外加工装配合同  来料加工  来件装配  期货交易  
套期保值  卖期保值  买期保值 

思考题 

1．采用独家经销方式和独家代理方式主要有什么利弊？ 
2．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政府贷款项目获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都规定贷款使用人必须通过国

际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或兴建工程？ 
3．何谓拍卖？一般来说，哪些商品适宜采用拍卖方式进行销售？ 
4．何谓对等贸易？其基本形式有哪几种？ 
5．何谓补偿贸易？补偿贸易一般是如何进行的？ 
6．什么是套期保值？卖期保值和买期保值的含义有什么不同？ 

案例 

A 公司与美国 B 公司签订一份独家经销协议，A 公司把该公司经营的草制品（狗窝）在美国

的独家经营权（购买权）授予 B 公司，期限为一年。一年来，由于 B 公司销售不力，致使 A 公司

蒙受很大损失。试分析 A 公司蒙受损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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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美]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第 11 版），国外经济

学教材库，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版。 
3．安徽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教程》案例与习题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一

版。 
4．程德钧主编：《国际贸易争议与仲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5．储祥银、章昌裕主编：《国际融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年。 
6．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编：《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信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出版。 
7．韩长青主编：《新编进出口贸易实务》，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8．姜圣复编著：《国际贸易实务与法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年 
9．黎孝先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10．黎孝先著：《进出口合同条款与案例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1．李军编著：《外贸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 
12．李权编著：《国际贸易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3．梁树新、张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案例评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4．林珏主编：《国际贸易案例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5．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16．刘文广、项义军、张晓明主编：《国际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一

版。 
17．刘耀威主编：《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与检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8．孟祥年主编：《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第

一版。 
19．彭永福编著：《国际贸易实务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0．苏宗祥、景乃祥、张汉森编著：《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第 3 版。 
21．田飞主编：《 新外贸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二版。 
22．王垂芳，吴绍中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实用大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 
23．王恒伟主编：《中外商贸大百科》，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24．吴百福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履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25．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6．谢成德编著：《国际金融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 
27．徐莉芳、王晓博编著：《国际结算与信贷》，立信出版社，2006 年。 
28．姚昌，徐子荣编著：《对外贸易业务知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年第 4 版。 
29．姚新超编著：《国际贸易运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二版。 
30．张琦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模拟实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一

版。 
31．张卿主编：《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第一版。 
32．赵承壁著：《进出口合同的履行与违约救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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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郑俊田主编：《中国海关通关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4．仲鑫主编：《国际贸易实务——交易程序·磋商内容·案例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一版。 
35．周秉成等著：《出口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6．祝卫主编：《出口贸易模拟操作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37．Daniel R. Kan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ondon: Croom HelmLtd, 1992. 
38．Daniel F. Lomax and P.T. Gutmann. The Euro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co. London: The 

Maemillau Press Ltd, 1991. 
39．Gunter Dufey, Ian H. Giddy,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New Jersey: Hall Ine Englewood 

Cliffs, 1989. 
40．J．P． Moll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41．William H. Baughn, Donald R。 Mandick.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andbook. Llinos; Dow 

Jones-Irwin， Homewoo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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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40303008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课程学时]----26           [实验学时]----8 
[授课对象] ----商学院学生            [授课单位]----商学院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教学是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育环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走入社会、认识社会、

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的机会，通过实验熟悉外贸实务的具体操作，增强感性认识和社会适应能力，

进一步巩固、深化已学过的理论知识，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虚

拟的贸易环境，学生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

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真正了解到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

运作方式， 终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实验课学习，要求学生熟悉业务规划过程，能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同业务伙

伴建立合作关系；掌握进出口成本的核算；熟悉进出口业务中的询盘、报盘、还盘、成交过程；学

会外销合同和内购合同的签订，熟悉租船订舱、报检、报关、进出口货物的保险及索赔和出口核销

退税的业务过程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 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交易前的准备工作”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

实验要求。 
2.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熟悉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如何进行业务规划，通过网络建立业

务关系，提高学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的能力，做好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3. 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业务规划的基础上，出口商要将自己的产品发布信息，进口商根据信息进行选择，要求学生

熟悉业务规划、能够利用网络发布广告、搜索信息、同业务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学会利用网络宣传

企业及产品 
4. 实验学时：1 
5. 教师点评 
对宣传工作以及业务关系建立比较顺利的学生进行经验总结，对业务进展不顺利的学生进行辅导 
实验项目二：业务磋商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交易磋商”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进行业务磋商的具体操作过程，学会

往来函电的书写和交易内容的英文表述，为签订合同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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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和要求 
使用邮件系统进行业务磋商，要求学生掌握往来函电的书写技巧，学会交易内容磋商的惯用表

达方式和英文函电的使用。掌握不同贸易术语在海运、保险方面的差异。在询盘、发盘、还盘、接

受环节的磋商过程中，灵活使用贸易术语 (CIF、CFR、FOB) 与结算方式 (L/C、T/T、D/P、D/A)，
正确核算成本、费用与利润，以争取较好的成交价格。 

4．实验学时：1 
5．教师点评 
对学生的交易磋商过程进行记录并评阅，对不规范、不适当的表达方式要加以纠正、总结和指

导。 
实验项目三：签订外销合同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外销合同签订”的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

要求，温习各种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的应用条件和注意事项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业务磋商的基础上，正确使用贸易

术语与结算方式签订外销合同 
3．实验内容和要求 
练习外销合同签订中各项合同条款的拟定，明确合同签订的具体过程和注意事项，通过模拟的

外贸环境学会外销合同的签订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外销合同签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指导和总结，对外销合同签订过程中应注意的事

项加以强调。 
实验项目四：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赔”的内容，

明确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熟悉在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下办理租船订舱与进出口货物保险及索

赔事宜的注意事项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合同条款订立的基础上，熟悉租船

订舱、办理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的具体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模拟的贸易环境中，学生通过对租船订舱、办理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进行具体操作，

熟悉各业务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掌握各环节应注意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办理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检验及索赔事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总结和指导，对具体

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加以强调。 
实验项目五：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和核销退税 
1．预习要求 
学生在实验前应认真阅读《操作手册》中有关“进出口报检、报关和核销退税”的内容，明确

实验目的和实验要求，熟悉在常用贸易术语与结算方式下办理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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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退税过程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过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业务中出口商与进口商在合同条款订立的基础上，熟悉办理

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模拟的贸易环境中，学生通过对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进行具体操作，

熟悉各业务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掌握各环节应注意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过程 
4．实验学时：2 
5．教师点评 
对学生在办理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事宜和进出口核销退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总结和指

导，对具体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加以强调。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406020252001 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1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2 业务磋商 1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3 签订外销合同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4 租船订舱、进出口货物

保险及索赔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406020252005 进出口货物报检、报关

和核销退税 
2 必做 实践 计算机 配有 simtrade 教学软件 

五、考核方式 

上机操作项目得分为实验课成绩，实验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3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实验教材： 
《进出口贸易实务操作手册》，教师自编 
参考书： 
1．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七、说明 

实验类型说明：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配合理论学习，需要有一定的实践

经历才能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实践技能，实验

课对于《国际信贷与结算》这门课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环，利用计算机和教学软件可以让学生在实

验室进行实践，因而实验类型采取了实践的形式。 
任课教师名单：杨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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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性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与发展，特别是在加入 WTO 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

交往和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扩大，与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科技、服务等领域

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与对外

直接投资学科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门新兴的重要学科，是国际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系列课

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跨国经营与跨国公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企

业发展跨国经营的动机、全球市场评估与选择的方法、跨国经营的方式与选择、全球一体化经营战

略的实施、全球经营的控制、全球营销与研发管理、全球供应与生产管理、全球财务管理、全球人

力资源管理等内容。同时要使学生了解世界跨国经营与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国企业跨

国经营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外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对中国

的影响，以及中国国内企业应如何应对外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挑战，并通过发展自己，取得在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编写目的：全面、系统地介绍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动机、方式、结果、理论和具体

的运作程序，为任课教师提供一个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 基本的框架体系，是此课 基

本的教学依据。 
课程简介：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为为 大化其利

益所进行的投资管理行为，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开展业务的理念、

行为、流程等。相关内容包括：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述部分，主要涉及跨国公司与对外直

接投资的基本特征、领域、模式、发展趋势和相关理论；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协调，主

要介绍各国家主体、国际组织及双边和多边机构对跨国公司在跨国生产、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

领域的斗争与妥协的历史与发展；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操作实务，重点介绍跨国公司在

投资决策、生产、营销、财务、技术贸易等领域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操作程序等。 
编写人员：胡明、宏结、金仁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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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国公司概述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从本章开始，进入跨国公司管理与国际直接投资学习阶段。由于跨国公

司在国际贸易（40%的国际贸易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国际信贷和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关键

的作用，跨国公司管理也是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 主要的微观主体，因此，本章及后续

各章也是对国际贸易、金融领域合作的补充。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跨国公司的定义，了

解跨国公司演变的历史，使学生掌握有关国际经营和国际企业的基本概念，了解国际经营的产生与

发展过程，以及国际企业的发展对东道国、母国及整个世界的影响。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的定义及分类，难点是区分四种国际经营公司的异

同。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概念 

一、国际经营的内涵 

1．国际经营（International Business） 
2．跨国经营（Transnational Business） 
3．多国经营（Multinational Business） 
4．全球经营（Global Business） 
5．经营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Business） 

二、国际经营的形式 

1．出口：产品出口 服务出口 
2．投资：直接投资 间接投资 

三、国际经营的环节和内容 

1．国际经营环境分析 
2．目标国家评估与选择 
3．跨国经营方式选择 
4．跨国经营管理 

四、跨国公司名称的演变 

1．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立足于国内市场开展有限跨国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美国的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辉瑞公司早期采用。 
2．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根据不同东道国特有环境开展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

当地化是核心，主要为了避开高关税。欧洲的联合利华、菲利普和雀巢公司早期采用。 
3．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开展跨国经济活动的企业，旨在通过

全球协调建立成本优势占领全球市场。1970 年代关税及进口壁垒降低情况下日本的丰田、佳能、

松下等公司采用。 
4．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从全球竞争优势和经营效率的角度着眼并同时考虑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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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东道国特定环境而开展跨国经营活动的企业。19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向此方向进行

了调整。 

五、跨国公司的定义 

1．跨国公司的定义：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1）跨国公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业务的企业实体，不论其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经营，

也不论在哪一个经营部门经营； 
（2）这种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中经营，因而具有协调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 
（3）企业的各个实体通过所有权或相互之间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分享知识、资源并分担责

任。 
2．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按照哈佛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标准， 
（1）《财富》杂志所列美国 大 500 家工业企业，或其所列美国以外 大 200 家工业企业； 
（2）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必须分布在 6 个或 6 个以上国家，若其他国家公司的子公司则必须分

布在 1 个或 1 个以上国家； 
（3）在国外子公司中拥有的股权高于 25%。 

第二节  跨国公司的特征与类型 

一、跨国公司的特征 

相对于国内公司而言，跨国公司通常具有： 
1．抗风险（政治、财务、法律等）承受能力强； 
2．竞争战略灵活多样（兼顾效率和适应能力）； 
3．财务核算复杂（核算制度差异和货币种类多）； 
4．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强（基于产品、职能、地域等差异的高效组织管理）； 
5．生产经营活动的多样化程度高（基于产品、地域等差异的高效生产、营销管理）。 

二、跨国公司的分类 

1．按照一般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可分为：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和避税港公司； 
2．按经营结构，跨国公司可分为：横向型、垂直型和混合型三类。 
3．按决策风格不同，跨国公司可分为： 
（1）民族中心型 Ethnocentrism：以母公司为中心进行决策,采取国际公司战略。 
（2）多元中心型 Polycentrism：以东道国子公司为主进行决策的公司。采取多国公司战略。 
（3）全球中心型 Geocentrism：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全球统一协调管

理的公司，采用全球公司战略。 
（4）区域中心型 Regiocentrism：不以全球利益而以地区利益作为出发点进行决策的公司，但

重大决策要同总部协商或征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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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 

一、形成初期 

严格来说，跨国公司是在 187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其中技术进步（内燃机为

动力的新交通工具、通信网络建设、机械产品生产中标准化提高引起的规模经济潜力的增加）和组

织创新的作用突现。以获得资源为目标的直接投资多数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以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

资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间流动：英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与加工和消费品工业、欧陆公司则侧重于

化工和电气工程、美国的则以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和装配为主。 

二、两次大战期间 

1．西欧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增长缓慢，美国公司长足发展且逐步成熟。 
2．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增加； 
3．跨国经营形式多样化（关税的提高促使跨国生产替代出口，内部交易和并购均快速增长）。 

三、1945 年~1960 年恢复发展期 

由于美国替代英国占主导地位。投资普遍集中于制造业和以国内生产所需资源为基础行业，且

主要流向发达国家。 

四、1960 年代~1990 年代全球化发展期 

1．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有获得新市场和生产资源转向优化跨国生产经营活动布局和以获取战

略性资产为主（以日资公司为主）。 
2．跨国经营的组织形式更加丰富，非股权安排的合作形式和跨国战略联盟快速发展； 
3．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第四节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加速了资本的国际流动 

二、扩大了国际贸易：内部贸易增长 

三、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1．全球性市场的形成； 
2．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和协作体系逐步建立和加强。 

拓展阅读书目 

1．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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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6．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7．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国际公司 多国公司 全球公司 跨国公司 避税港公司 内部贸易 

思考题 

1．跨国公司如何定义？ 
2．简述跨国公司的特征与分类 
3．简述跨国公司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 
4．简述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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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动因和条件，了

解有关解释跨国经营动机的各种理论，并能联系实际分析中国作为东道国吸引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

因素，以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解释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定义、动因与条件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1．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一国投资者为取得国外经营企业管理上的控制权而输出资本、技术、

管理技能以及其他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经济行为。关键词：长期、影响或控制（10~25%?） 
2．与对外间接投资的区别： 
（1）是否包含资本、技术、管理技能以及其他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 
（2）是否涉及资产的所有权变更； 
（3）是否涉及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控制权； 
（4）资产负债表中是否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或只涉及持有有价证券。 
3．资金来源：内部、外部（母国、东道国、第三国或国际机构）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1．传统动因： 
（1）获取生产资源：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和管理技能； 
（2）开拓新市场（出于高关税、运输成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发展前景、维持供销关系、

更好地适应当地使用偏好和商业惯例、同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竞争等的原因）； 
（3）提高效率：全球的地域化专业分工、标准化程度高；4．逃避性投资、辅助性投资、被动

性投资。 
2．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性动因: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增强整体竞争实力。研发费用提

高、产品寿命周期缩短是动力，通过全球的交叉补贴等方式。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1．自身竞争优势； 
2．组织协调能力； 
3．优惠政策。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 

一、垄断优势理论 

1．Stephen hymer 于 1960 年代提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东道国企

业所不具有的优势（Kindleberger）：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克服外国市

场进入或退出障碍的优势。 
2．不能很好解释投资流向的产业分布或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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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周期理论 

1．美国的 Raymond Vermon（1966）把产品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并以三种类型国家（发明创

造国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过程。1）新产品引入阶段：由于市场

不确定、易于形成垄断、需要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适合熟悉环境中（本国）生产销售，少量出口。

2）成熟阶段：国内优势削弱，国外需求量大，需要增加出口并逐步对外投资。3）标准化阶段：选

择生产成本 低国生产。 
2．从动态角度将寡占与区位因素结合分析，但无法解释非开拓市场的投资行为，缺乏普遍的

解释能力。 

三、小岛清的跨国公司理论 

1．对外投资的基础应当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利润的法则。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是逆

向遵从比较优势原则，把本国没有比较优势或正在失去优势的部门，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更适宜于

生产这些产品的地方，从而产生生产的比较优势，或更多利润。这种投资是一种贸易创造性的投资，

可带来母国出口资本品和东道国的进口增长。同时母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不会出现外国的进口竞争，

相反美国模式遵从比较优势产业的对外投资导致比较优势产业失去竞争力。 
2．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现实，且不具有普遍意义。 

四、内部化理论 

1．1970 年代末由英国人 P．J．Buckley、M．Casson 和加拿大人 A．M．Rugman 提出：由于

中间产品（半成品、研发、营销技巧和管理技能等）市场的不完全（无形资产的公共物品性质导致

的要么无法提供要么定价不合乎效率原则、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增加、使用中的不确定性），

将中间产品内部化，将两个企业合二为一，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进行交易。 
2．被认为是对外投资的一般理论：揭示了出口、许可证贸易和对外投资设分支机构三种选择

中跨国公司通常选择 后一种模式的原因。 

五、国际生产综合理论 

1．英国学者邓宁 1977 年提出：综合了过去出现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

及区位理论，能够解释直接投资的所有形式和出口、投资与技术转移的选择。 
2．所有权优势是公司所特有并能在公司内部进行跨国转移的比较优势：技术、规模、组织管

理和融资优势，这种优势能解释“为什么能投资的问题”，即能力问题；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投资的

形式，即怎样投资的问题；区位优势是东道国的有利条件。 
3．三种优势缺一不可，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是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充分条件。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协调 

一、协调的主要目标及主要内容 

1．协调的主要目标：排除投资领域的障碍，减少摩擦，调整资金流向和投资利益的分配，重

点是投资管理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主要内容包括：限制投资竞争、平衡竞争条件、制定国际投资行

为规范。目前联合国设立了跨国公司委员会，起草了《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组织

讨论、协调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立场，争取在世界范围建立统一规范的管理规则。 
2．国际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重点是与跨国公司相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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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1．生产要素转移效应：通常会给东道国带来资金、生产及管理技术（技术是否先进、适用，

是否从东道国筹资）。 
2．贸易和国际收支效应（取决于出口和进口倾向，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影响也不同）。 
3．就业效应：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影响也不同。资本主义失去了国界，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

位和工资的竞争。 
4．竞争和垄断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发达程度和进入方式（M&A 或绿地投资）。 
5．自主权效应：东道国经济战略决策受制于人的可能性。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争议与冲突 

1．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的比例之争与优惠政策 
2．行业准入：由于经济、安全、环保原因的限制 
3．工厂配置与投资地点选择：东道国间的竞争和东道国内地区间的竞争 
4．冲突：经济目标不一致；存在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行为；政治、社会、文化目标的冲突。 
5．可能影响东道国的主权实施：民族国家有权控制却无权执行控制。 

四、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政策 

1．吸引投资政策： 
（1）美国联邦政府基本持开门或无门的政策，但各州执行鼓励和限制“输入直接投资”相结

合的政策； 
（2）欧洲国家中英国 为开放，德国次之，法国较为保守； 
（3）日本先紧后松，但引进投资一直很少。 
（4）主要政策工具：设立审批审查机构、投资领域限制、股权控制、投资方式、国民待遇。

1990 年代后投资自由化趋势明显。 
2．对外投资政策： 
（1）普遍接受“投资自由”原则，但常有输出就业机会、影响国内投资的反对声音。 
（2）支持方式：研究补贴、出口信贷便利、签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等。 

五、发展中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战略等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1）不加任何限制，如新加坡； 
（2）比较严格的限制，如印度曾有股权限制、技术要求等措施，但 1980 年代后期趋于放松和

自由化。 
（3）既利用又限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为。从 1960 年代的国有化到 1990 年代的自由化（到

1997 年至少有 143 个国家或地区制订有利于吸引 FDI 的法规）。 
2．具体政策包括：鼓励进入（安全保障、收益汇出、税收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等）、引导

或限制资金投向、设置股权比例、监督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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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跨国公司的抵制措施 

1．停止新投资或撤资 
2．要求母国政府出面干预 
3．影响东道国的政策实施能力：发展本地业务合作者、合营或分享所有权、多国籍化。 
4．调整经营策略：控制无形资产（R&D、技术、销售或管理诀窍）区位分布、控制销售渠道、

操控资金、利润的构成或流向。 
5．法律及其他手段（东道国或母国） 

七、国际的监督与协调原因 

1．1960~70 年代跨国公司同东道国的冲突加剧； 
2．1970 年代中期日、欧跨国公司的兴起； 
3．1980 年代发展中国家在给予优惠政策方面竞争激烈。 

八、国际的监督与协调方式 

1．东道国国内协调与监督：地区间的竞争与各地区政治势力之间的差异导致优惠政策不均。 
1980 年代以来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趋势，使得这种协调越发不易。 

2．双边层次上的协调与监督：东道国与母国投资与征税协定通常不涉及政策优惠（母国不愿，

同时竞争性的东道国也不愿）。 
3．区域层次上的协调与监督： 
（1）安第斯条约组织法则：希望通过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持股、利润汇出、投资领域、中长

期贷款的取得等），采取集资联营方式，在区域内建立自己的多国公司，后由于智利的退出和自由

化浪潮已比较开放。 
（2）OECD 的规定（1976 年在巴黎发表的“关于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的宣言”）：强调 FDI

的贡献，建议给予跨国子公司国民待遇，改善对外投资气候等反映发达国家看法的建议。未反映协

调或减少优惠政策泛滥的问题。但 1990 年代后区域一体化，欧盟限定了各国用于促进投资的优惠

政策总量（上限），根据共同标准，组织审批并进行审查。 
4．全球层次的协调： 
（1）主要是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及行动守则，意在拟定跨国公司行为的基本、普遍规则与

规范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待遇。但由于发达国家过于消极，强调平衡和反对约束，长期议而不决。 
（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专家建议：成立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优惠政策专家小

组，举行听证会，集中讨论优惠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但发达过缺乏热情。 

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薛敬孝、佟家栋、李坤望主编：《国际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核心概念 

垄断优势 产品生命周期 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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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如何定义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有何区别？ 
2．简述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条件 
3．简述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种理论解释。为什么说内部化理论是对外投资的一般理论？ 
4．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5．简述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争议与冲突 
6．简述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监督与协调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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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实际动机，熟悉跨国

公司国际化的进程及其相关的决策、国际并购、合资企业管理和战略联盟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国际投资决策、国际并购、合资企业管理和战

略联盟管理，难点是国际并购、合资企业管理和战略联盟管理部分。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一、跨国经营的实际动机 

1．资源导向 
2．市场导向 
3．效率导向 
4．利润导向 
5．优惠政策 
6．分散风险 
7．产业转移 
8．污染转移 
9．全球战略 

二、在全球竞争中获利 

（一）在全球 适合创造价值的地区生产，可以实现区位经济。 
（二）集中生产、全球服务，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三）利用转移核心竞争力到国际市场扩大回报。 
（四）转移海外经营中获得的辅助技术获得回报。 

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1．国内企业发展成跨国公司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2．价值链分析法（Value-added Chain）:每一个生产经营活动所创作新价值所构成的价值增值

过程。技术与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生产和成品装配→市场营销和分销→售后服务。 
3．进程路径选择：投资数额逐步增大；特定产品→不同产品；通常总是把高附加价值业务逐

步国际化；核心权利的逐步下放。 
4．各阶段价值的增值程度通常取决于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质和决定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分

布。高科技产业的核心主要是研发过程；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重在技术、质量和成本；消费品行

业主要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5．三个国际化的相继阶段要求更多的全球投资，因而也会承担更多的风险。第一阶段：进出

口成为全球企业的萌芽阶段，所涉及的投资与风险均 低。第二阶段：主动到海外销售产品或同外

国公司签订合同制造自己的产品。投资相应增加。第三阶段： 为积极地进入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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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化进程盈利的解释 

1．独特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 
2．把特定的价值创造活动分散于 有经营效率的地区，实现区位经济效应（ location 

economies）．案例中的 Clear Vision 公司认为实施制造作业的 佳区位是中国，而从事设计活动的

佳区位是在法国和意大利。 
3．实践了经验曲线。经验曲线是指产品生命周期内所观察到的生产成本有规律下降的趋势，

说明生产成本和产量之间的关系。 

五、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选择 

1．国别选择：基于对国家长远获利能力的评估，即从事经营活动时的利润、成本和风险的平

衡。 
（1）长期利润受制于市场规模、消费者购买力、未来财富增长的可能性等因素。 
（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润-成本-风险平衡对自由市场体制、没有急速通胀和政治

稳定的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更有利。 
（3）当然在国外市场所能创造之价值还取决于跨国公司为东道国所提供产品的适用性及当地

竞争的性质。 
2．时机选择：第一进入者（先入者）优势和第一进入者劣势。 
（1）先入者优势：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抢先阻止竞争对手和赢得需求的能力；实现经验曲线

上的成本优势；创造出消费者转换产品或服务时的转换成本。 
（2）先入者劣势：承担后来者可以避免地开拓成本（后来者可汲取教训；在东道国不熟悉产

品时教育和培育消费者成本）。肯德吉先把美国快餐引入中国，后来者麦当劳却利用了中国市场。 
3．参股形式： 
（1）全部控权：母公司拥有自公司股权的 95%及以上，即独资经营，是历史上的主要采用形

式，如 IBM； 
（2）多数控权：50%~94%； 
（3）对等控权：50%； 
（4）少数控权：50%一下。后三种属合资经营。 
4．非股权安排：从 1960 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主要包括：许可证合同（通过协议转让技术

专利、专门技术或商标使用权）、特许代理合同（通过协议使东道国企业按要求的标准和方式经营

跨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如麦当劳）、管理合同（以转移管理技能和诀窍为主的合作，但跨国公司

不承担风险，主要集中于宾馆和管理咨询行业）、交钥匙合同（承担工程设计、提供生产要素、施

工和装配到建成能投产使用，才交付买方）和提供成套设备合同（只提供技术和全套设备，不承担

建设任务）、来料加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融资租赁和联合研发等。 
5．核心竞争力与进入模式：企业国际化扩张是以从核心竞争力中获得更大的回报，并将核心

竞争力中所获得的技能与产品转移到竞争者缺乏这种技能和产品的东道国市场中。其 佳进入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竞争力的性质。 
（1）在拥有技术性专有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中，其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建立在对特有

的专有技术的控制基础之上，应尽可能避免技术授权与合资经营安排，而通过全资子公司实现。当

然如果能确保阻止专有技术被盗或技术优势只是暂时的情况下，也可考虑技术授权或合资。 
（2）在拥有管理专有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中（如麦当劳），失去对管理技能控制的风险并

不大，其核心主要在其品牌（由有关商标的国际法严格保护），许多服务企业愿意选择特许经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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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方式。 
6．成本降低的压力与进入模式：这种压力越大，企业更愿意建立全资子公司，即在要素条件

佳的地区从事制造，实现区位和经验曲线经济，后通过其他国家的销售子公司进行全球分销，以

实现全球分散的价值链的增值。 

第二节  跨国收购与兼并 

一、发展历程 

1．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先后曾发生过四次并购浪潮 
2．20 世纪 90 年代掀起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竞争进一步加剧、

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公司整体盈利状况等。 

二、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特点 

1．90％以上的并购和 10 亿美元的大型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占

FDI 流入量的比重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 10％提高到目前的 33％； 
2．并购类型主要是横向并购（并购额的 70％和并购案数量的 50％来自横向并购），其次是混

合并购， 后是纵向并购； 
3．跨国并购的产业仍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制造业的并购份额呈下降趋势，服务业呈

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电讯、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4．跨国并购过程中跨国公司 R&D 全球化； 
5．国家间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迅速发展 。 

三、中国的海外并购 

1．中国的海外并购：2000 年至 2004 年间，已公布的对外收购总额从 18 亿美元攀升至 48 亿

美元。2005 年高达 62 亿美元。 
2．特征：交易规模持续上升、目标公司广泛分布于不同行业（主要在自然资源行业）、目标

公司的规模较大，交易结构日趋复杂。 
3．动因： 
（1）劳工成本低廉及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优势； 
（2）饱和的国内市场（家电、手机、汽车制造等行业） 
（3）充裕的资金及低融资成本； 
（4）亟需引入更新 
（5）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四、外资并购中国公司的策略 

1．外资并购中国：1990 年代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2003 年开始更是大量并购装备业骨干企

业； 
2．行业涉及电力、石化通用机械、工程机械、内燃机以及齿轮轴承等。 
3．并购策略：对象必须是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 好能绝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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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国并购的利与弊 

1．利：进入市场快；获取市场上不易获得的生产资源（管理、技术、人员、市场知识）；降

低经营风险。 
2．弊：受东道国政府及社会的限制；难以缩小文化差距；目标价值评估困难。 

六、成功要素 

1．在熟悉行业并购； 
2．找寻有较好竞争地位和业绩的企业； 
3．结合并购者自身与目标对象的优势和特点； 
4．注重管理技能（无论目标公司还是并购者自身）的转移； 
5．注重并购经验的积累（从一次到多次并购，逐步推进）。 

七、跨国并购的法律环境 

1．对外资进入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限制； 
2．证券交易和证券市场的管理形式、内部交易及其它欺诈行为的处罚； 
3．公司法、税法和反垄断法等。 

第三节  合资企业的设计与管理 

一、合资企业类型 

1．加强现有业务型，通过跨国公司之间合资寻求规模经济效益：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型合资；

研究与开发型合资；市场营销与分销型合资。 
2．为现有产品开拓新市场型，跨国公司结合其产品及技术优势与东道国企业对市场的熟悉与

业务关系。 
3．进入新的行业，如 1960 年代日本三菱、富士等公司与美国波音以合资形式参与波音 767

飞机的生产。 

二、合资企业的设计 

主要体现在合资企业的管理决策模式设计，即日常或短期决策决策和中长期战略决策权力如何

分配。 

三、公司治理结构 

1．解决公司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中控制权配置问题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董事会是权

力的核心，负责重大决策，其人员构成取决于股权比例。经理负责日常具体管理，负责落实董事会

决议，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通常一方派人担任董事长，另一方担任总经理。通常由合资经营

合同和章程规范。 
2．重要文件：按时间顺序，主要有合资经营协议、合同、章程。后两者为法律文件，合资企

业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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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跨国战略联盟 

一、联盟的定义 

战略联盟：在潜在的或实际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和约，包括正式的合资企业和短期的合同式

和约，1970 年代末出现，1980 和 1990 年代兴盛起来。 

二、联盟的目的 

1．进入外国市场，如 1987 年摩托罗拉和东芝结盟生产微处理器，后者提供营销支持以克服日

本的贸易壁垒； 
2．分担开发新产品或工艺的固定成本，摩托罗拉和东芝各分担 10 亿美元，波音和日本的企业

连盟生产 767 元与波音希望分担 20 亿美元的开发投资； 
3．交换核心竞争力（单独很难开发出来的互补技能），AT&T 和 NEC1990 年达成的互换技术

技能交易，前者向后者提供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后者向前者提供先进的逻辑计算机芯片技术； 
4．有助于企业建立行业技术标准，1992 年，飞利浦与对手松下结盟，以销售制造飞利浦开发

的 DCC 系统，抗衡索尼的迷你压缩光盘技术。 

三、联盟的运作 

1．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必须具有企业所缺乏的、有价值的能力；能共享联盟远景；不会为

自身目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有着“公平游戏”名声的企业可以形成 好的联盟。 
2．联盟的构建：关键在于使企业向合作方暴露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防止联盟伙伴机

会主义行为的四种防范措施： 
（1）对不想转移技术设计增加转移难度方案，在设计、开发、制造和服务个环节均可防范，

如封锁部分环节。如波音和日本的合作中只共享生产技术； 
（2）合约式防范，如 TRW 公司同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联盟约定只向设在美国的日本汽

车装配厂供货而不能与 TRW 公司向竞争去为美国的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 
（3）交叉授权合同，即交换对方渴望得到的技能或技术，如上文中摩托罗拉得到存储器技术，

东芝得到微处理器技术； 
（4）预先得到合伙者极其可靠的承诺，如使用合资方式投入巨大的资金，便是一种可靠的承

诺。 
3．联盟管理：正视文化差异、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以及向合作伙伴学习。 
（1）通过会议等形式促进了解，进而构建信任关系和非正式的关系。如福特与马自达联盟。 
（2）研究显示：公司从联盟得益多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其向联盟的合作伙伴学习的能力。

在所有日本公司从联盟中胜出西方同伴的案例中，日本公司在学习上投注了更大的精力。而西方公

司相关投入很少，他们希望的只是分担成本或共担风险。 

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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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区位经济效应 经验曲线效应 核心竞争力 先入者优势 对等控权 公司治理结构 跨国战略联

盟 

思考题 

1．简述跨国企业各价值创造活动对企业价值链的影响 
2．简述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的国别、时机与进入模式选择 
3．简述西方国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成因及特点 
4．简述跨国战略联盟的定义、动因及其管理要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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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国公司经营环境与战略管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跨国经营环境评价的要素与方法、掌握

跨国公司战略规划的流程与战略决策的要素，为跨国公司组织、经营、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打下基

础。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部分，难点是跨国公司四种国际经

营战略的选择依据和转换条件。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跨国经营的环境因素 

一、跨国经营的环境因素 

1．经营环境是指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和条件。 
2．分析国家间环境因素的差异，了解各民族国家政、经、社、法和文化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及

其对跨国经营管理的重要意义，并进行相关评价，为制定战略决策和实施跨国经营提供依据。 
3．一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既决

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影响着跨国经营的利润、成本和风险。 

二、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 
（1）经济体制：现存四种类型，即市场经济、指令经济、混合经济和国家指导经济。 
（2）国民产出：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物品和劳务的总和。GNP 或 GDP 能衡量该国经

济或市场规模大小。G7 是代表。该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反映了该国的投资机遇和发展前景。如 BRICs 
（3）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反映一国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潜力 
（4）价格水平及其变动 
（5）产业发展：三次产业分布及产业政策 
（6）经济发展阶段：罗斯托的五阶段发展论 
2．政治因素 
（1）社会主义政体 VS 资本主义政体； 
（2）一党制 VS 多党制； 
（3）民主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或非民主政府有利于发展（来自亚洲

四小龙和智利的经验）。 
3．法律因素 
（1）财产权的保护（针对个人、组织或政府官员的犯罪侵权行为的惩戒与否、国有化的补偿

与否、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 
（2）产品安全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的规定与否及赔付与否（通常发达国家赔付较多，责任保险

费较高，影响产品竞争力）； 
（3）合同法：普通法和民法体系的不同； 
（4）反垄断法； 
（5）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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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文化因素 
（1）社会组织：其基本单位是个人还是群体（西方强调个人，东方强调集体或家族）；不同

组织所构成的社会等级程度（印度社会程度相对较高的等级化和较低的流动性，美国相对较低。） 
（2）宗教：具有共同信仰和有关神圣领域共同仪式的体系；伦理体系是指一套用于引导和决

定行为的道德原则或价值观。当今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占据统治

地位。 
（3）语言：分为口头和非口头两种沟通手段。语言的差异提高了商务成本，形体语言在不同

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4）教育：教育决定国家竞争优势，Michael·Porter 认为日本极好的教育制度是揭示日本战后

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1960 年，巴基斯坦和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几乎相当，但前者只有 30%的儿童

入小学，后者则是 94%，目前二者的经济差距巨大。 
5．自然因素 
（1）地理因素：哈佛大学的 Jeffrey·Sachs（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内

陆国家比沿海国家经济增长慢得多（后者长期从事国际贸易，较前者有更强的市场结构，而前者倾

向于组织一种等级社会），每年经济增长率大约慢 0.7%。热带国家比温带国家每年大约慢 1.3%以

上（温带地区一般供养人口密度加大，因此比热带地区有更广泛的劳动分工）（J ·Sachs,”
Nature,Nurture and Growth”The Economist, June 14 ,1997,p19-22） 

（2）气候条件 
（3）资源状况 

第二节  跨国公司战略及其管理过程 

一、战略的类型 

1．战略的概念：企业制定的未来目标及其行动方案。 
2．特征：竞争性、长期性、动态性、创新性、全局性。 
3．战略的类型： 
（1）公司战略、业务单元战略和职能战略。企业高层管理者要对企业战略负责；中层管理者

也对业务单元战略负责；底层管理者要对职能战略负责。 
（2）按照跨国经营的目标不同，企业战略可分为：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和跨国战

略。 

二、战略管理过程 

1．确定当前的经营宗旨和目标：定义企业的经营宗旨迫使管理者仔细地确定其产品或服务的

范围。目标是企业计划的基础，公司目标是制定企业绩效和战略目标的基础和依据。 
2．分析环境：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管理者的选择范围，成功的战略是与环境相吻合

的战略。要分析具体的、特定的和一般的环境状况，发现正在发生的趋势与变化。除分析经营环境

部分所涉及的要素之外，应重点分析所在行业特征、竞争对手行为选择等。 
3．识别机会与威胁：机会（Opportunities）是外部环境的积极趋势，威胁（Threats）是负面趋

势。然而由于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和管理能力，同样的环境对于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企业既可能

是机会也可能是威胁。 
4．分析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清晰地评估企业内部资源（财务资本、技术知识、有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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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队伍和有经验的管理者）和企业在完成不同功能活动方面的能力（市场营销、生产、研发、财

务管理、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等）。 
5．识别优势和劣势：企业擅长的活动或者专有的资源构成企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

（Weaknesses）是不擅长业务或非专有资源。 
6．制定战略：战略需要在公司层面、业务层面和职能层面分别制定。 
7．实施战略：把战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结果，需要企业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参与，因此要

构建一套自下而上的支持系统和战略性信息的汇报系统。其成功的标志是完成预期的战略目标和财

务目标。 
8．对战略的实施过程进行考核、修订或调整：为强化战略的执行，需要不断地对战略的实施

过程进行考核，同时也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战略实施情况进行修订或调整。 

三、战略计划与经营计划 

1．跨国公司战略通常包含战略计划和经营计划两类。其中战略计划也被称为战略规划，是公

司长期发展方向和主要经营目标的整体性、框架性安排。而经营计划也可称为年度计划，是公司特

定年度整体工作的具体安排。 
2．通常战略规划时间跨度较长，又称中长期规划；相反经营计划时间跨度较短，通常为一年。 
3．通常战略规划为框架性安排，而经营计划则较为具体，是规划实施进程的年度任务分解。 
4．规划实施的参与人员主要是中高层职员，而经营计划则需要中下层员工实施。 

第三节  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 

一、建立世界范围的竞争优势 

1．获得全球性效率：在全球提高销售收入或降低产品成本。前者通过适应不同国家经营环境

而提高；后者通过全球经营活动一体化导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 
2．拥有多国经营的灵活性：适应跨国经营环境的易变性和多样性而采取的灵活经营能力，以

有效管理由环境差异导致的风险与机会。主要的风险包括：宏观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竞争风险（竞

争对手战略性反应的不确定）和生产要素（合适的人力、技术和资金）短缺风险。 
3．完善的跨国经营的学习能力：不同国家经营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可通过不同层级的组织

间交流和学习共享或传递，以增强公司的创新和适应能力。 

二、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1．按照跨国经营的目标不同，企业战略可分为：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和跨国战略。 
2．上述战略各有优缺点，其选择取决于降低成本和国别适应能力的程度大小。 
3．通常这两种竞争压力相互冲突，降低成本的压力要求企业尽可能将单位成本 小化，将各

种业务活动置于 有利的低成本区位，也可能迫使企业向全球市场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以尽快降低

其在经验曲线中的位置；相反，提高国别适应能力则要求企业对不同国家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但可能造成大量重复劳动和缺乏产品标准化而抬高成本。 

拓展阅读书目 

1．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Charles W．L．Hill．Sixth, 2005，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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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公司战略 业务单元战略 职能战略 SWOT 分析 战略规划 年度计划 国际战略 多国战略 全
球战略 跨国战略 

思考题 

1．影响跨国经营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什么？其中经济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简述战略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3．简述 SWOT 分析的要点 
4．简述全球竞争优势的主要内容 
5．简述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6．简述四种跨国经营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优缺点（讨论） 
7．战略转换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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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国公司组织管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如果说公司战略是跨国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而组织管理则是这种

发展方向加以落实的重要保证。因此，本章实际上和第十章密不可分。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了解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中垂直体系的差异化和水平层面的差异化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进而掌

握跨国公司组织管理的实质、整合机制和控制系统。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组织的整合机制和控制系统，难点是对跨国公

司组织结构、整合机制和控制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理解。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跨国公司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的定义 

1．组织结构：为实现跨国经营目标而确立的一种内部权力、责任、控制和协调关系的形式。 
2．企业跨国经营必须具备与其战略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和正式与非正式控制机制。奉行不同的

跨国经营战略会设定和执行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控制机制。相关内容包括：垂直差异化、水平差异化、

整合机制和控制系统。 

二、组织的垂直差异化 

1．垂直差异化：公司不同层级组织中决策权结构的分布或安排，例如生产、营销、研究开发

决策的权力配置，子公司的战略与财务控制权的配置。 
2．垂直差异化决策的核心在于集权或分权的权力安排。 
3．集权或分权的安排通常取决于公司的战略，尤其是经营决策权，如生产、营销、研发与人

事等。但战略决策和财务决策通常会集中于总部。 

三、组织的水平差异化 

1．水平差异化是将公司按照职能、业务或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子单元的结构性安排。跨国经营

的公司通常会根据两种或以上的标准进行组织安排，因为跨国经营必须解决不同产品（降低成本）

和不同国家的市场（满足国别适应）冲突的要求，即按照矩阵结构进行划分。 
2．国内公司组织结构：从没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到按单一产品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能进行部门

设置到多产品的实行水平差异化的产品分部形式。 
3．在产品分部形式中，经营决策权通常下放到各产品分部，而战略及财务决策由总部控制。 
4．国际分部：从过去来看，无论是职能部门的公司还是产品部门的公司，当业务扩展至国外

后，国际业务通常集中于国际分部，其海外分支机构又往往按区域设置。从产品出口到投资建厂，

国外机构的下属组织形式往往克隆母公司的分部设置形式。 
5．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许多公司摒弃了这种组织结构，代之以地区分部、产品分部和全

球矩阵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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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组织的整合机制 

一、整合机制及其需求 

1．整合机制就是协调各下属机构的方法。 
2．公司的战略不同，对协调的需求也就不同。 
（1）多国公司对协调的需求 低（各下属公司独立经营）； 
（2）国际公司在本国和海外子公司之间转移核心竞争力，必须依靠协调； 
（3）全球公司把价值创造活动分散到全球各分支机构必须通过协调以确保投入平稳地流向全

球价值链； 
（4）跨国公司的协调需求 大，要协调产品平稳地流过全球价值链，还要协调核心竞争力向

下属单位的转移，同时还要在国外子公司和散布在全球的价值创造活动之间进行协调。 

二、整合机制手段 

1．整合机制有正适和非正式的。 
2．正式的整合机制包括： 
（1）子单位经理间的直接联系 
（2）指定固定联络员 
（3）建立由各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临时或永久性的团队 
（4）矩阵结构 
3．非正式的整合机制： 
（1）管理网络：构建包括电子邮件、可视会议和高速数据系统的内部信息网；制定岗位轮换、

管理培训或召开会议等内容的内部管理政策。 
（2）组织文化：为使网络正常运行，必须培育包含共同价值观文化，选择具有团队精神的高

级职员，设定奖励或激励措施。 

第三节  组织的控制系统 

一、控制体系的必要性 

为保证各下属机构的行动和公司的整体战略和财务目标保持一致，跨国公司高层必须对各下属

机构进行控制。 

二、控制类型主要包括 

1．个人控制：通过与下属个别接触进行控制，多适用于小公司，但大型公司高管间也常用。 
2．行政组织控制：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章程只因下属机构的行动，主要包括预算管理（确定

下属机构可使用资金的总额）和资金使用规则（资金支出超过一定金额时需要审批）。 
3．成果控制：通过设定具体的目标（如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并以此进行考核下属机构的

表现的控制方式。同预算一样，具体目标设定需要上下沟通商定。而成果控制需要通过奖励机制得

以贯彻。 
4．文化控制：通过公司的价值观体系的形成进行自我控制，如果价值观体系深入人心，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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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监控并减少其他控制系统。但很难建立。如麦当劳称其特许经营者和供应商为合伙人，并强调

对他们的长期承诺，大大减少了对两者的控制时间。日德公司中的 Stakeholder． 

拓展阅读书目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Charles W．L． Hill． Sixth, 2005，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垂直差异化 水平差异化 团队管理 矩阵结构 非正式的整合机制 个人控制 行政组织控制 成
果控制 文化控制 

思考题 

1．描述公司跨国经营垂直差异化的不同理由及各种选择安排。 
2．简述公司跨国经营水平差异化的不同结构的选择安排。 
3．简述开展国际经营的公司协调各下属机构的需求强度差异及整合机制。 
4．简述跨国公司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类型及与公司战略选择的关系。（讨论） 

 



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 

 2227

第六章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跨国公司生产及原材料管理的核心目标、

关键决策及全球协调技术，掌握跨国公司国际营销的市场细分及营销组合管理，熟悉跨国公司新产

品开发流程及模式。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生产及原材料管理和国际营销的市场细分及营

销组合管理，难点是国际营销的市场细分及营销组合的选择。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生产和原材料管理 

一、管理的目标 

解决以下三个中心问题： 
1．生产区位决策； 
2．原材料自制与外购决策； 
3．协调全球分布的供应链的方法。 

二、生产区位决策 

1．国家因素： 
（1）政治经济文化和相对不同的要素成本； 
（2）正式和非正式壁垒； 
（3）对外投资政策； 
（4）预期的汇率变动 
2．技术因素： 
（1）固定成本水平； 
（2） 小的效率规模及柔性制造。 
3．产品因素： 
（1）产品的价值重量比； 
（2）产品是否服务全球 

三、原材料自制与外购决策 

1．自制的优势：更低的成本、促进专业化投资、保护专利产品技术、有利于相邻工序的时间

安排。 
2．外购的优势：战略灵活性、更低的成本、获得补偿好处 
3．与供应商结成战略联盟：与关键供应商结成战略联盟既可获得垂直一体化的好处，又可避

免相关的组织问题。 

四、协调全球制造系统 

原材料管理包括了所有将原材料转移到生产设施的活动，由于距离、时间、汇率、关税壁垒等

因素，国际经营的企业的原材料管理职能非常复杂。因此必须协调全球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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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营销与研发 

一、跨国公司的营销和研发职能 

要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和研发标准化的产品，什么情况下生产和研发差异化产品。 

二、营销的市场细分 

1．产品特性:一项产品有许多特性构成，对于标准化产品，全球需求基本相同 。 
2．分销策略：如何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方法。 
3．沟通或宣传策略：即如何把产品的特性向消费者传达 。 
4．定价策略 价格歧视策略、战略性定价 
5．设计营销组合： 营销组合中的一项或几项要素通常存在着标准化的机会，同时又根据各国

差异调整部分要素。 

三、新产品开发 

1．研发中心选址 
2．将研发、营销和生产结合、组成跨（生产、营销、研发，甚至跨国人员）的研发小组 

3． 佳研发模式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生产区位 原材料自制与外购决策 全球分布的供应链 市场细分 产品特性分销策略 推拉决策 
价格歧视 掠夺性定价 多点定价 经验曲线定价 营销组合 

思考题 

1．简述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各自的优劣势。 
2．简述自制零部件和外包给外部供应商的优缺点。 
3．未来 20 年，将会出现巨大的标准化消费品的全球性市场吗？请说明理由。（讨论） 
4．价格歧视与倾销是否无法区分？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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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跨国公司面对的会计体制的国际差异的

影响因素和分类，熟悉跨国公司财务表表合并的方法、会计考核的目标及内容、财务管理中的投融

资决策、货币管理技术、转移资金技术和汇率风险管理技术。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财务表表合并的方法、财务管理中的投融资决

策、货币管理目标及方式 转移资金目标及方式和汇率风险管理技术，难点是货币管理和转移资金

管理的具体管理技术。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跨国公司会计制度 

一、会计准则的国别差异 

1．影响因素：企业与出资者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通货膨胀水平、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文化氛围。 
2．分类：英——美——荷兰组 、欧洲——日本组 、南美组 

二、国际会计准则 

1．由于会计和审计准则上的国别差异，导致财务报告普遍缺乏可比性。在公司跨国筹资时（向

异国发行股票或债券时），可能会给投资者或公司自身带来麻烦（提供两种或以上报表并做出解释）；

难以评估重要的外国客户、供应商和竞争者。需要协调各国会计准则的努力导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

会（IASC）的出现。 
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 

三、会计报表合并 

1．目的：提供集团公司整体的会计信息，即反映的仅仅是集团公司与外部第三方交易产生的

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 
2．编制方法：先把各独立财务报表中的各项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加总，再剔除内部交易。 
3．货币换算方法： 
（1）现行汇率法； 

（2）时限法四、会计考核 

1．在大多数国际企业中，年度预算是母公司控制国外子公司的主要工具。 
2．考核旨在确保下级单位取得 佳绩效（联合确定目标并编制预算、根据目标进行考核、查

明问题进行整改）。 
3． 主要的标准是将子公司的实际利润与预算利润进行比较。其次比较实际与预算的销售额，

另外 ROI（投资收益率）、ROE、ROA、ROS（销售收益率）等。 
4．汇率变化和转移价格会影响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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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跨国公司财务管理 

一、投资决策 

1．将公司稀缺的财务资源投入可选择的投资区域的收益、成本和风险等进行定量化综合评价

必须考虑公司经营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并将之加以量化，以反映经营项目损失的可能性。 
2．评价过程： 
（1）如国内投资决策一样，首先预估项目在寿命期内的现金流量（从负到正）； 
（2）按合适的折现率将现金流量折现计算净现值（公司的资本成本或期望的收益率是常用的

折现率）； 
（3）采纳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 
3．风险调整的处理方法： 
（1）根据所面临的风险大小调整折现率 
（2）降低未来现金流量以反映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风险。 
（3）目前两种方法几乎一样的普及。 

二、融资决策 

1．如何筹资：通常应选择从 低成本来源筹集资金（外部还是内部，东道国还是母国或第三

方）。 
2． 优融资结构选择：融资结构是指企业所使用的负债和股东权益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 

3．通常应选择从 低成本来源筹集资金三、全球货币管理 

1．管理目标：追求效率 大化， 
（1）现金余额的 小化； 
（2）降低交易成本。 
2．管理技术： 
（1）集中存款； 

（2）多边净额清算。四、跨国转移资金管理 

1．股利返还 
2．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 
3．转移价格 
4．佛罗廷贷款 

5．利用避税港（tax havens）五、外汇风险管理 

1．外汇风险的类型： 
（1）交易风险：各项交易所获利润受外汇价格波动影响的可能性。 
（2）换算风险：汇率变动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的可能性。是一种账面损益，影响公司

总体的用单一货币标示的价值，进而影响公司的负债比率， 终影响公司的借款成本和增加进入资

本市场的难度。 
（3）经济风险：公司未来在国际市场获利能力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的可能性，影响长期的竞争

力，而非交易风险中的短期影响。 
2．防范汇率风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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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少交易和换算风险的策略：购买远期外汇、货币互换、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提前（lead 
strategy）或拖后（lag strategy）策略。 

（2）降低外汇经济风险的策略：其策略已超出财务管理范畴，属战略性选择，关键是把公司

经营性资产分散于全球各点，使公司长期财务状况不会受到汇率不利变化的长期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国际会计准则 合并报表 会计考核 折现系数 风险调整 集中支付 多边净额 股利返还 转移

价格 佛罗廷贷款 避税港公司 

思考题 

1．为什么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差异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为什么跨国公司合并的财务报表不包括内部交易？ 
3．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如何在提高公司的效率方面发挥作用的？ 
4．简述跨国公司全球纳税 小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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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及跨文化管理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的

作用及内容，掌握不同类型公司不同的人员配置政策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优激励方式。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跨国公司人员配置政策和文化冲突的管理，难点是文化

差异性的度量。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跨国公司是使其跨国经营战略、开展跨国经营的 重要的基础保证，没有有效

的人力资源管理很难保证公司计划、组织、控制、经营与财务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 

二、跨国人员的配置 

1．人员需求：奉行不同战略的企业对管理人员有不同的需求。 
2．人员配备政策：国际公司所有关键的岗位都有母国担任；多国公司要求子公司管理层由东

道国人员担任，但母公司的关键岗位须是母国人员担任；全球和跨国公司追求在组织内合理的人员

配置，而不考虑国籍因素。 
3．人员的挑选：门登霍尔（Mendenhall）与奥德欧（Oddou）归纳出的四种可预测国外任职成

功的因素模式、壳牌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终极潜力模式 

三、跨国人员的激励 

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假定每个人都有五种基本需求，构成一个需求的层次结构。2．马斯

洛理论的国际性研究 研究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需求大体上都如马氏理论所描述。但不同文化因

素、不同的工作起需求也有差异。3．外派人员激励：报酬体系包括基本工资、国外服务奖金、各

种形式的补助、差别纳税以及福利。非货币报酬，如职务晋升、培训、假期。4．对不同文化、不

同工作类型施以不同的激励措施 

第二节  跨文化管理 

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1．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在美国或西方的管理实践和组织行为学广泛认可的结论，具有一定的

推广性，而非只局限于西方文化。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全球就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 
2．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尽管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异性也广泛存在，并比相似性

似乎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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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差异的层次与内容 

1．国家或民族层面: 法律制度、语言沟通、教育、民族宗教、风俗习惯 
2．企业层面：经营理念、制度规范 

三、文化冲突 

1．定义：不同形态的文化或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过程 
2．影响： 
（1）影响管理者和当地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非理性反应）； 
（2）导致市场机会的损失和组织机构的低效率（增加管理费用，难以面对市场竞争）； 
（3）使其全球战略难以实施（尤其是矩阵式结构）。 
3．霍夫斯蒂德模型： 
（1）权力化程度 
（2）个人或集体主义 
（3）男性或女性主义 
（4）不确定性的规避 
（5）长短期取向 

四、跨文化管理 

1．跨文化管理研究的问题： 
（1）企业行为的跨文化变化； 
（2）文化性决定因素； 
（3）不同文化环境中企业行为的变化趋势； 
（4）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2．跨文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1）识别文化差异； 
（2）协调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3）对子公司内部的多元文化实施管理。 

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核心概念 

人员配备政策 需求层次 自我倾向 他人倾向 报酬体系 文化冲突 霍夫斯蒂德模型 权力化程

度 集体主义 女权主义 不确定性的规避 长短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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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不同公司人员需求及其相关的人事配备政策有何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2．如何平衡看待管理人员业绩与发展潜能的关系（讨论题） 
3．简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及其对跨国公司人员报酬或激励方面的启示。 
4．简述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5．简述度量文化差异的霍夫斯蒂德模型 
6．简述跨文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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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跨国公司未来发展及挑战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本章是跨国公司管理内容中的结尾部分。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

握跨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面对的挑战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前景问题。 
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当前跨国公司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及其面临的挑战，难点

是跨国公司决策者的商业道德决策部分。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演变中的跨国公司管理 

一、国际企业的演变趋势 

从国际公司→多国公司→全球公司→跨国公司 

二、跨国公司管理的内容 

1．全球业务管理 
2．全球职能管理 
3．国外子公司的管理 
4．总部管理 

第二节  当前跨国公司管理的重点或难点 

一、组织领导人员的管理 

需要一个对管理人员警醒管理和定位的过程。一线管理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高层领导。 

二、一体化管理 

1．将公司的研发、生产和市场营销等环节的能力进行整合，有效地衔接，形成公司核心竞争

力，以寻求或创造新的机遇； 
2．一体化管理是利用现有能力维护和加强当前战略； 
3．公司领导、高层管理人员、一线管理人员参与。 

三、创新管理 

1．对现有业务进行重组使之合理化，提高经营绩效； 
2．建立新能力和新业务。 
3．组织领导人员的管理的核心是一线管理人员； 
4．创新管理的主角是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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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跨国公司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跨国公司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1．跨国公司的商业道德：跨文化经营环境的差异导致东道国商业惯例产生的文化敏感及与母

国法律的冲突；跨国公司运用其庞大的经济实力的方式同富有挑战性的商业道德上的两难困境。 
2．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负有超越盈利责任的要求。企业的商业道德关心的主要是决策

者个人所遇到的商业道德困境，而社会责任则通常关注于，作为一个组织，公司的政策和行为所形

成的外部性后果。 

二、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国别差异性和趋同性 

1．差异性：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和宗教（如东西方）等差异对商业道德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趋同性： 
（1）经济一体化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的共同的商业道德方式的需求，通过

可预知的交往行为会提高交易的效率； 
（2）效仿他国经营方式的压力（融入国际社会）； 
（3）跨国企业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雇员需要共同的行为标准和一致性的规则。 

三、跨国公司指导性的商业道德 

1．防止伤害、权利和义务、社会契约。 
2．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关于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国际商会的国际投资指南；经合组

织的跨国企业指南；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公司与社会政策原则的三部宣言等。 

四、跨国公司决策者的商业道德决策 

1．经济因素（盈利 大化）分析 
2．法律分析（遵守东道国、母国的法律） 
3．企业自身的文化分析 
4．符合或尊重东道国当地的文化标准 
5．个人的道德判断 

拓展阅读书目 

1．查尔斯·希尔：《国际商务》（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理查德·霍杰茨：《国际管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袁毅军编著：《跨国公司管理》（第三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徐二明：《国际企业管理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 
5．罗伯特·凯伯：《国际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5 年。 
6．周建林：《新编国际企业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 
7．马春光：《国际企业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8．Michael R． Czinkota，International Business（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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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全球业务管理 全球职能管理 国外子公司的管理 总部管理 一体化管理 创新管理 商业道德 
社会责任 

思考题 

1．简述跨国公司管理的主要内容 
2．简述未来跨国公司管理的重点或难点 
3．跨国公司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国别差异性和趋同性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讨论） 
4．简述跨国公司商业道德决策主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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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406020172 
课程中文名称：国际服务贸易 
课程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课程性质：专业选修课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学 
考核方式：考查 
开课专业： 国际商务 
总学时：32 学时 
周学时：2 学时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重要选修课程之一。《国际服务贸易》课程全面阐述

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理论、国际服务贸易协议和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并对当前服务贸易发展的

新动态和理论前沿进行介绍。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在掌握国际贸易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理解服

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服务贸易理论和政策，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培养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并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奠定基

础。 

三、编写目的 

《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目的在于：通过教学大纲，学生可以了解本课程的性质、

学时分配、先修课程、开课专业和考核方式、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学习方法等内容，帮助

学生在选课之前认识和了解本课程的特点，学习过程中结合教学大纲更好地掌握课堂内容。 

四、编写人员 

《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教学大纲由商学院教师杨丽花独立编写完成。 

五、课程特色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门子学科或独立课程，是以服务产品特征和服务经济机理的阐述为基础来

论述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原理。本课程强化服务贸易理论层面的分析，挖掘和展现国际服务贸易的

独特性，同时兼顾和尽量吸收实践发展的新进程，体现理论的前沿性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六、教学手段和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为主，重点章节结合案例分组讨论；布置思考题、参考资料、课外

阅读书目指导自学；指导撰写学术论文。 

七、使用的教材 

李慧中主编:《国际服务贸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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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参考书目 

1、张林主编：《国际服务贸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李小牧主编：《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年。 
3、饶友玲 张伯伟主编：《国际服务贸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王绍媛著：《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与规则》：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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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服务经济总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全球经济“服务化”的现状，掌握服

务产品的特征以及按照不同标准对服务业进行分类的方法。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服务与现代经济 

一、全球经济的“服务化” 

二战以后，尤其是 197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提出“服务贸易”这一概念以来，国际服

务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工业经济开始向服务经济转变，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这种趋势表现

得更为明显。不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其全部 GDP 和就业人数的比重远超过一

半，连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二、“服务经济”与“新工业经济” 

由于还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转”，于是，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使这个经济被称

为“新工业经济”。当今世界的服务在整个经济中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在发达国家几乎已达 67%，

在发展中国家也已平均不低于 50%的水平，于是，从某个角度看来，我们的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

时代或“后工业社会”。 

第二节  服务产品与服务业的发展 

一、服务：理论界定的历史考察 

对经济学史的研究表明，对“服务”的界定是复杂多变的。但不管怎样，定义服务应至少考虑

三个因素：产出特征，投入特征和服务生产的目的。 

二、服务业及其发展 

经济学家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把产业结构变化分为三个产业先后为主的三个阶段，并划分

了三次产业。被看作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后来被 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克拉克改称为服务业。克拉克发

现并总结了社会经济中产业更替的一般规律，由于这一发现更早可渊源于配第的思想，所以三次产

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变迁规律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追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们形成的标

志是服务劳动职业化、服务部门独立化和服务部门门类多样化，而其形成条件则是整个社会的物质

产品生产率达到出现剩余产品的水平、服务部门独立化的正效率和整个经济对服务需求的经常化与

规模化。 

第三节  服务业的分类 

一、服务业的部门分类 

总的来说，服务业的部门划分基于三类标准：一是以生产为基础的针对全部产业的划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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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费雪与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划分。二是以消费为基础的专门针对服务行业的分类。三是以经济

功能为基础的专门针对服务行业的分类。 

二、服务业的经济分类 

在经济意义上，服务部门可以分为：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分销服务和政府服务。 

复习与思考题： 

1、服务业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2、服务业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3、从经济学史的角度比较分析有关“服务”概念的界定。 
4、与有形的商品相比，服务具有哪些感性特征？ 
5、服务的异质性的含义与意义何在？ 
6、简述我国服务部门划分与服务业统计的演变历程。 
7、分析将服务部门划分为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分销服务和政府服务的经济意义。 

课堂讨论： 

你如何理解“后工业社会”与“新工业社会”之争？ 

拓展阅读书目： 

1、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陈宪，程大中. 国际服务贸易.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西蒙·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俞梅珍. 服务业与当代国际经济竞争.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 
6、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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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务产品特征和服务价格特征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学生应了解服务产品的效用性质和外在特征，理解

服务产品的市场特征和进入障碍，掌握服务产品价值的质与量的规定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价

格特征。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服务产品的效用性质和外在特征 

一、服务产品的效用性质 

1、服务产品效用与物质产品效用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 
服务产品与物质产品同样具有可消费性；服务产品和物质产品同样构成社会财富；服务产品和

物质产品同样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 
2、服务产品效用与物质产品效用也存在形式上的差异性。 
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活动形式的使用价值。服务生产过程生产的是向消费者以活动形式提供

而不是实物形式提供效用的服务产品。消费的客体，是效用的内容。而效用的形式，在载体上可以

是凝固的，也可以是活动着的。恰恰是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构成了服务生产和流通与物质生产和流通

的某种差异性，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理论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性。 

二、服务产品的外在感性特征 

1、无形性 
服务是没有空间形态的，它是无形的、不可视的。一方面，服务提供者通常无法向顾客介绍空

间形态上的服务样品。另一方面，服务消费者在购买服务之前，往往不能感知服务，因为它还没有

被生产；在购买之后，消费者也只能觉察到服务的结果而不是服务本身。 
2、非储存性 
服务是一种活动，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是活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它一旦被生产了，事实上消费

也同时开始了，也就是它不可能处于库存状态。如果服务不被使用，也就没被生产。所以，可以想

象，服务产品没有生产过剩，过剩的只会是服务的供给条件或能力。 
3、非移动性 
服务是无形的，没有物质空间形态，就不能被运输或移动。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通常是同时发生

的。服务要么同其提供来源不可分，要么同其消费者不可分。这种不可分性一般要求服务提供者和

服务购买者不能与服务在时间和（或）空间上分割开来。 
4、强异质性 
同一种服务的消费效果和品质往往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供求两个方面：其一，服务提

供者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他们的服务随之产生差异；其二，服务消

费者对服务也时常提出特殊要求。所以，同一种服务的一般与特殊的差异是经常存在的。 
其中无形性、非储存性和非移动性决定了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的同一性，也决定了服务

产品更具有经验性和信任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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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务产品的市场特征和进入障碍 

一、服务产品的市场特征 

1、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关于产品品质的信息不对称 
2、服务市场的价格竞争具有低效性 
3、一部分服务部门的自然垄断性 

二、服务产品市场的进入障碍 

1、对服务供给的政府规制 
任何产品在时常上都受一定的方式与力量的管制与约束。对于大多数商品，它们受市场力量本

身的约束。一般商品的市场机制能发挥圆满的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具有上述市场特征的服务产品，

市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灵的。 
政府管理或规制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多，包括各种规制的管理、许可证制度、差别税收和政府

在有些市场直接介入供给等，但这些管理形式在作用机制上无非归为两类：一是部门结构管理，即

管理和控制新进入者。这尤其指政府对有些服务部门的进入应建立资格门槛并进行严格审查。二是

企业行为管理，即规范和影响已有供给者的行为。它包含着产品质量、服务态度、价格等一系列企

业供给元素的 低要求的限制。 
2、沉淀成本 
除了政府对进入的限制性管理外，无形的沉淀成本是服务业特有的进入和推出的障碍。服务业

要求两类典型的固定成本：一类是建筑和设备等有形成本；另一类主要是由于建设企业经营商誉形

成的无形成本。对大多数服务部门，有形固定成本并不具沉淀，它们往往可转用于其他服务部门或

非服务部门。沉淀成本是服务业 重要的市场进入障碍，沉淀成本越高，进入障碍越大。 

第三节  服务产品价值的质与量的规定性 

一、服务产品价值：质的规定性 

1、物质产品与服务产品：价值理论的“两分法” 
（1）“两分法”的原因 
关于历史成因；关于对服务业价值生产的歧视 
（2）“两分法”的历史沿革 
2、服务产品具有价值的原因 
（1）服务劳动的凝结性 
（2）服务劳动的社会性 
（3）服务劳动的抽象等同性 
3、服务劳动的价值体现形式 
（1）生产者服务 
（2）消费者服务 
（3）分销服务 
4、几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 
（1）关于承认服务劳动创造价值是否违背传统劳动价值论的问题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250 

（2）关于服务产品的价值是否从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转移过来的问题 
（3）关于服务生产者收入的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 
（4）关于内容不健康的“服务”的价值问题 

二、服务产品价值：量的规定性 

1、服务产品价值量的决定 
（1）重复生产型服务产品的价值量决定 
（2）不可重复生产型服务产品的价值量决定 
2、服务产品价值量的构成 
3、服务产品价值量的实现 

第四节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价格特征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及其原因 

从理论上说，服务业产出的计量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抵消和否定服务生产的一些本质特征对服务

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拖累。从实践上说，在统计和市场 发达的美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严重滞

后的确是一个事实。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由服务的产品特征所引致的对服务的政府管制的过度运

用，也是服务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原因之一。他们呼吁应在服务生产的效率与管制之间求得一种

平衡。 

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的相对价格效应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引起的服务产品与物质商品的相对价格效应是服务产品的一个价

格特征。 

三、“成本病”：两部门非均衡增长的宏观价格效应 

1、非均衡增长的宏观价格效应：“成本病”模型 
2、非均衡增长的宏观价格效应：“成本病”模型 
3、“成本病”模型的具体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服务产品与物质产品具有怎样的效用性质同一性？ 
2、服务产品具有哪些外在特征与市场特征？ 
3、为什么说服务产品更具经验性特征与信任性特征？ 
4、如何认识服务市场与政府规制之间的联系？ 
5、为什么服务劳动创造价值？ 
6、怎样理解服务产品的价值量决定？ 
7、为什么存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之后现象？ 
8、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对服务价格带来怎样的效应？为什么？ 
9、什么是“成本病”？ 

课堂讨论： 

请谈谈你学习本章后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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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富克斯. 服务经济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俞梅珍. 服务业与当代国际经济竞争. 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6 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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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特征及发展状况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理解国际服务

贸易的定义，掌握国际服务贸易的特征及成因。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 

一、可贸易性与不可贸易性的讨论 

1、可贸易性、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定义 
那些只能在其生产国进行消费或使用，不能进行跨国贸易的经济物品（包括 终消费的商品与

服务即消费品，中间投入的商品与服务即资本品）被称为非贸易品。由此，经济物品就被划分为贸

易品与非贸易品，经济部门被划分为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在理论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还

是将大多数服务看做是非贸易品，将大多数服务部门看做是非贸易品部门。 
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区分是基于经济物品的可贸易性。如果从跨国交易的角度看，可贸易性是

指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交易的可能性，即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 
2、可贸易性问题的经济意义 
从总体上来看，非贸易品的存在会影响到经济的方方面面，从价格决定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

增长，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并存意味着，一些市场是国内的，而另一

些市场则是国际的，因此，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也可以出现在封闭经济中出现的所有非均衡状态。 
3、可贸易性的决定因素 
决定经济物品可贸易性的因素有四个方面原因：一是产品自身属性阻碍跨境交易；二是运输成

本构成贸易的自然壁垒；三是产品市场特征；四是政府管制导致的贸易保护。 
上述四个方面因素既涉及短期因素，也涉及长期因素；既有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有需求方面的

因素。它们交织在一期，共同影响产品的可贸易性。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 

《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定义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

动”四种模式。 

三、传统的服务贸易定义 

传统定义基于传统的服务进出口。当一国（地区）的劳动力向另一国（地区）的消费者（法人

或自然人）提供服务时，并相应获得外汇收入的全过程，便构成服务的出口；与此相对应，一国（地

区）消费者购买他国（地区）劳动力提供服务的过程，便形成服务的进口。各国的服务进出口活动，

便构成国际服务贸易。其贸易额为服务总出口额或总进口额。 

四、国际服务贸易统计 

1、BOP 服务贸易统计 
BOP 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英文缩写。BOP 中经常项目下的“服务”指的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

的服务交易。BOP 定义的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服务的跨境交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

和“自然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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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T 统计 
按国际公认的标准，应将外国直接投资额占投资总额 50%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列入外国附属机

构的范畴。FAT 统计反映了外国附属机构在东道国的服务交易情况，包括与投资母国之间的交易、

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易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FAT 分为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别国在东道

国的附属机构的服务交易称为“内向 FAT”，东道国在别国的附属机构的服务交易称为“外向 FAT”。 
3、BOP 定义的服务贸易和 FAT 之间的关系 
BOP 定义的服务贸易指的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跨境服务交易，它不包含作为居民的外国附

属机构与当地居民之间相互提供的服务。BOP 定义的服务与 FAT 统计之间虽互为补充，却不能简

单相加。原因在于，一方面，FAT 统计与 BOP 统计的范围、内容和记录原则不同；另一方面，FAT
统计与 BOP 统计的部分内容有重叠，两者相加会产生统计内容的重复。 

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基本做法 
中国 BOP 服务统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照 IMF 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要求负责汇总贬值，其

中包括分国别和分省（区、市）统计。FAT 服务统计由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依照

WTO 等国际机构的要求，参照有关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联合制定统计办法。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特征 

一、服务产品特征制约的国际服务贸易特征 

1、交易标的的无形性 
2、交易过程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同步性 
3、交易标的与交易者的不可分割性和交易主体地位的双重性 

二、国际服务贸易的特征表现 

1、服务产品进出口的非海关控制性 
2、国际服务贸易保护方式更具刚性和隐蔽性 
3、服务贸易的惯例、约束具有相对的灵活性 
4、国际服务贸易对要素移动和服务机构境外设置的更多依赖性 
5、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具有更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6、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具有高度垄断性 

第三节 “商业存在”服务贸易特征 

一、服务业“商业存在”的贸易形式特征 

“商业存在”是国际服务贸易四种模式中明显区别与其他三种模式的特殊形式。服务产品的特

征决定了国际服务贸易要以“商业存在”即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业 FDI）形式为主。 

二、服务业“商业存在”的发展特征 

1、国际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 
2、服务业“商业存在”的特点与趋势 
（1）规模巨大，潜力惊人。 
（2）从服务业的外向 FDI 和内向 FDI 看，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但地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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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业 FDI 的部门与行业结构在发生变化。 
（4）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微观主体看，跨国公司是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发动者和主要载体。 
（5）服务业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的形式趋于多样化，包括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跨国直接

投资以及收购兼并等。 
（6）服务业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日益触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敏感领域。 

三、外国服务业在中国“商业存在”情况 

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利用外资均呈上升趋势，但分布很不平衡，目前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

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仍是中国吸引利用外资的主

要行业，这些行业在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额所占比重超过 80%，尤其是房地产业，吸引外资占服务业

利用外资总量的 40%以上。而金融、保险业等外资所占比重较低，这与中国金融保险市场开放程度

较低，外资进入有较高的准入限制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及成因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和各国 GDP 和就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各

国服务生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国与国之间服务交换即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从 BOP 统计口径看，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占国

际贸易的比重逐渐提高，大有与货物贸易“平分秋色”之势。BOP 统计意义上的国际服务贸易发

展具有明显的部门结构不平衡性和地区结构的不平衡性。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1、科技革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从而引起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2、科技革命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对象的迅速扩大 
3、科技进步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 
4、科技发展加剧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5、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促使服务行业独立化，从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6、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日益国际化也使国际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经济学中的可贸易性问题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含义 
2、决定经济物品可贸易性的因素有哪些？ 
3、《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如何定义服务贸易的？ 
4、BOP 服务贸易统计与 FAT 服务贸易统计有何区别？ 
5、为什么说对某些服务贸易而言，投资不再只是补充手段，而是贸易的必要条件？ 
6、受服务产品本质特征制约的服务贸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7、请描述服务贸易的特征表现。 
8、阐述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演变趋势。讨论我国该如何有效地在服务业方面吸引外资。 
9、分析国际服务业转移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特点、趋势、原因和影响。 
10、科技进步如何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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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比较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比如 OECD）BOP 项下服务贸易发展的水平、速度与结构状况。 

拓展阅读书目： 

1、格鲁伯，沃克. 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富克斯. 服务经济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俞梅珍. 服务业与当代国际经济竞争. 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 
5、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尹翔硕，胡俊芳，申朴，等. APEC 的服务贸易发展.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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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服务贸易动因理论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理解传统理论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适用性，

掌握服务产品特征制约的国际服务贸易动因。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传统理论适用性的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服务贸易动因的解释 

关于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货物贸

易，也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个简单思想，比较优势理论是普遍有效的；有

的学者认为尽管服务与商品有着显著差别，但比较优势的强有力的逻辑超越了这些差别。也有一些

国际经济学家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加以延伸，用相应的逻辑和概念来阐述国家贸易

理论的框架中肯定它对国际服务贸易动因解释的适用性。主张适用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国际

经济学家库伯，反适用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菲科特克蒂。反适用论的基本观点是比较优势

理论不适用于说明国际服务贸易的动因。因为同货物相比，服务有着使传统贸易理论不足以解释它

的特征。 

二、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国际服务贸易动因的解释 

至今 重要、 著名的 FDI 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折中理论集所有权优势理论、内部化优势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之大成。这三个理论都曾

被单独用来解释 FDI 的动因。邓宁的生产折中优势理论认为，只有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两个变量

不足以解释 FDI，必须纳入区位优势的分析思路。区位优势是东道国而不是投资国所拥有的。区位

优势理论认为，决定是否对一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标准不外乎以下五种：一是市场因素（如市场

规模、市场增长、确保或扩大市场份额、与消费者保持密切联系、打破现有市场划分等）；二是出

口障碍因素（包括关税、配额及法规等产品进入障碍等）；三是成本因素（如劳动力成本低廉、运

输成本低廉、通信成本低廉、接近原料来源及原料成本低廉以及基础设施成本低廉等）；四是投资

环境因素（如政治稳定性、所有权限制、外汇和汇率制度以及汇率稳定性、税收制度等）；五是其

他因素。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适用于制造业。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在 1966 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要旨是，产品的不同生命阶段所需要密集投入的要

素是不同的，在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中， 初的密集要素是创新技术，是研发能力，之后是资本密

集， 后是劳动密集。因此决定了生产的不同阶段成本和区位的选择。到产品结束了创新垄断阶段

而到了成熟阶段后，出口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甚至加上进口国关税逐渐接近并超过进

口国市场的预期成本，成本竞争开始了，因此创新国的生产者需要进行 FDI 了。而到了产品进入标

准化后，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尽除，生产和装配逐渐转移到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国

成为这种产品的进口国。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要适用于服务业的 FDI 是有障碍的。从供给方面看，大多数服务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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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劳动密集型的，没有制造业产品在生命周期中从技术到资本再到劳动力密集要素相继轮换的明显

过程。从需求方面看，制造业的生产中心在不同生命阶段替换并不影响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销售，而

不可运输的服务随所谓生命阶段的不同期变换生产中心，将不能使服务被面对面地消费，则会要求

各方需求者跨境消费。 

三、其他国际服务贸易纯理论 

1、服务价格的国际差异理论 
Kravis,Heston 和 Summers 的研究表明，服务相对于商品的价格在不同国家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与实际人均收入的差异正相关。这些解释都是基于要素生产率或技术的跨国差异，其实质是，

服务生产中要素生产率的国际差异比商品生产中要素生产率的国际差异要小。随着国际贸易使商品

价格在国际范围内均等化，哪些总体上具有相对较低要素生产率（较低实际人均收入）的国家，在

服务生产方面将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其服务价格也因此相对较低。这种解释被 Falvey 和

Gemmell 称为“要素生产率假说”。当初，这种解释是在李嘉图式的单一要素模型中以劳动生产率

的形式表述 de ，后来 Bhagwati 将其扩展至多要素模型。 
2、Jones 和 Kierzkowski 的生产段与服务链理论 
Jones 和 Kierzkowski 基于生产者服务的“黏合剂”作用，在 1990 年提出生产段和生产者服务

链理论。一系列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生产者服务组成服务纽带，当生产过程逐渐

由分散到位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区段合作进行时，对生产者服务纽带的需求就会明显上升，从而诱发

生产者服务贸易的持续增长。 

第二节  服务产品特征制约的国际服务贸易动因 

一、非价格差：产品差异与“境外消费” 

两国间价格差一般并不支持服务的跨境消费，即比较优势理论或称比较成本说并不能集中指向

对跨境服务消费动因的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境服务消费不是由价格差所引起的，而是由产品差

异引起。 

二、非成本差：产品差异与服务业“商业存在” 

“走出去”即“商业存在”模式中的生产者动因与“引进来”即“境外消费”模式中的生产者

动因是不同的。因为“走出去”是“主动”的出口。服务业“商业存在”即 FDI 动因问题不仅要回

答“为何要”进行 FDI，更重要的是要回答“为何能”在东道国占有市场并获利。 
1、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与服务业 FDI 
邓宁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基础，结合服务不同于有形商品的特点，具体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

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 
（1）在所有权优势方面 
在所有权优势方面，邓宁指出了质量、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技术与信息、商誉以及创新等企

业优势对服务业 FDI 的影响。根据服务的特点，邓宁认为决定其所有权优势的影响因素在某些方面

不同于制造业企业。他将服务跨国公司的主体分为两个，其一是制造业跨国公司投资于服务业，其

二是纯粹提供服务产品的跨国公司。第一类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主要来源于与母公司之间

的协同效应。对于纯粹提供服务产品的跨国公司而言，公司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他因素。邓宁强调

服务质量对于服务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服务的性质决定服务质量难以控制，而质量比

价格更为重要，成本优势往往无法再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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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内部化优势方面 
在内部化优势方面，邓宁认为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特别相关的优势包括：减少寻找买主及其与之

谈判的成本；保证服务产品的质量；保护服务企业的无形资产等。服务的特性决定其在消费过程中

买主的不确定性，服务跨国企业通过内部市场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或减少买主不确定带来

的成本。服务质量难以控制，就更需要为服务建立严格、直接的质量标准。通过内部化控制质量标

准比外部市场交易更为有效，当内部市场跨越国界时，就成为服务跨国投资。 
（3）在区位优势方面 
在区位优势方面，邓宁认为与制造业 FDI 相比，运输成本不是影响服务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国外

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接近消费者、使服务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需要则是影响服务业跨国公司

选址的主要因素。市场的大小与特点以及实际工资水平也会对企业服务、专业化服务还有一些与旅

游相关服务企业的选址有很大影响。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性对于某些服务部门至关重要。影响服

务业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因素还应该包括东道国集聚经济因素，东道国政府的激励、控制和管制措

施等。 
2、产业内贸易理论与服务业 FDI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放松传统贸易理论过于严格的两个重要的假设条件：

一是要素规模报酬不变；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重新审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现象的结果是诞生

了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关于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的理论内

核可以大体上说明服务业的 FDI。产业内贸易理论在解释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与服务业 FDI 时只不过

存在如下差异：由于前者是商品流动，所以规模经济可以在一集中的生产点获得，差异产品也在出

口国完成生产，而后者是要素流动，所以规模经济在分散的生产点上获得，差异产品也生产于境外

各子公司。 

复习与思考题： 

1、怎样理解“可贸易性”与贸易理论的关系？ 
2、为什么跨境交付的服务贸易模式可适用比较成本理论？ 
3、运输费用如何影响境外消费的服务贸易模式的理论解释？ 
4、怎样理解所有权优势理论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5、怎样理解内部化优势理论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6、怎样理解区位优势理论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7、怎样理解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8、你认为境外服务消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为什么？ 
9、请分析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课堂讨论： 

请分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优劣势。 

拓展阅读书目： 

1、格鲁伯，沃克. 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富克斯. 服务经济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李慧中. 贸易与投资动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 复旦学报，2004（1）. 
4、俞梅珍. 服务业与当代国际经济竞争. 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 
5、施本植. 试论国际服务贸易的特点. 国际商报，1996-4-27. 
6、程大中. 生产者服务论.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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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服务贸易协议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产生、GATS
的重要意义、WTO 的体制，掌握 GATS 的主要内容和结构、WTO 体制下的服务贸易谈判以及服务

贸易多边体制的完善。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国际服务贸易 

一、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产生 

1986 年开始的第八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首次将服务贸易列为三大新议题之一并展开谈判，

目标是为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制定各缔约方普遍遵守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谈判

的成果之一就是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概括起来，服务贸易谈判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6 年 10 月 27 日——1988 年 11 月 
2、第二阶段：1988 年 12 月——1990 年 6 月 
3、第三阶段：1990 年 7 月——12 月 
4、第四阶段：1991 年——1994 年 4 月 15 日 

二、GATS 的总体结构及主要内容 

1、GATS 的框架结构 
GATS 文本由三方面内容组成：一是 GATS 条款；二是 GATS 附件；三是各成员方的具体承诺

（市场准入减让表）。这些内容除序言外，由正文 6 个部分，共 29 个条款、8 个附件和 9 个部长会

议决定，以及各成员方的承诺表组成。 
条款部分包括序言和 6 个部分共 29 条，明确了制定服务贸易各项原则和多变规则的基本宗旨，

规定了适用于所有成员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附件是 GATS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涉及“ 惠国待遇豁免”、“自然人提供服务活动”、“航空

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海运服务谈判”、“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谈判”等内容。这些附录旨

在处理特定服务部门及服务提供方式的特殊问题。 
2、GATS 文本的主要内容 
（1）序言 
（2）范围和定义 
（3）一般义务和纪律 
具体包括： 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内法规、承认、垄

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商业惯例、紧急保障措施、支付和转移、保障国际收支的限制、政府采购、

一般例外、补贴。 
（4）具体承诺 
具体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附加承诺 
（5）逐步自由化 
具体包括：具体承诺的谈判、具体承诺减让表、减让表的修改 
（6）机构条款 
具体包括：磋商、争端解决和执行、服务贸易理事会、技术合作、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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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条款 

三、GATS 的重要意义 

1、GATS 是国际服务贸易迈向自由化的重要里程碑 
2、GATS 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3、GATS 有利于促进各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第二节  WTO 体制与国际服务贸易 

一、WTO 体制简介 

1、 WTO 体制的根本特征 
从形式上看，在所有具有全球职能的国际组织中，WTO 是 具有民主性的。WTO 的一个成员

一票的管理制度远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更具民主性。从结构上看，尽管 WTO 成员没有联合国成

员那么多，但由于 WTO 不设类似于安理会的机构，可以说 WTO 比联合国更具民主性。与 GATT
体制相比，WTO 体制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1）制度安排的正式性 
与关贸总协定不同，WTO 体制在法律上实现了临时适用性向正式适用性的转变，而且还在

WTO 协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的组织机构，包括 WTO 本身，下属权力、行政、“司法”和监督

等机构。作为正式的国际组织，WTO 是国际法主体，其职员和成员的代表享有与联合国专门机构

同等的特权和豁免权等待遇。但 WTO 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不隶属于联合国。 
（2）协定内容的广泛性 
WTO 体制不仅涵盖原有的“乌拉圭回合”新设定的议题规则，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知

识产权的协定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另外，WTO 还首次设立有关其成员贸易政策的定期

审议机制，以实现对各成员方贸易体制的多边监督。这表明，全球贸易体制的范围已扩大到一些在

WTO 成立前术语国内范畴的领域，同时强化的现行规则使其更具干预性。 
（3）体制本身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体现为各成员方在加入 WTO 的同时也一并加入 WTO 的所有协定，即所谓的“一

揽子加入”（single undertaking）。GATT 体制大体上是以 GATT 文本为主协议，以“东京回合”达

成的非关税方面的 9 个守则和多边纺织品协定为附属协议的两层结构。附属协议允许各国包括缔约

方和非缔约方根据各自的评价标准，以“点菜式”的方式有选择地加入 GATT，从而破坏了 GATT
体制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一缺点正好为 WTO 体制所避免，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2、WTO 体制的内容和机构 
（1）WTO 的法律框架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构成 WTO 体制的基本内容。WTO 协定包括其本身文本 16 项条款

和四大附件。 
文本本身并未涉及规范和处理多边贸易关系的实质性原则，只是就 WTO 的建立、范围、职能、

结构、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秘书处、预算与会费、地位、决策、修正、创始成员资格、加入、接受、

退出等相关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 
4大附件则涉及有关多边贸易关系的协调和贸易争端的解决以及贸易竞争规则的规范等实质性

规定。4 大附件包括 13 个多边商品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

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 4 个单项贸易协定。通常把 4 大附件所包括的

21 个协定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多边贸易协定”，一类称为“诸边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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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TO 的组织框架 
WTO 的组织机构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部长会议；第二层次是各成员方代表组成的总理

事会；第三层次包括三个专门理事会即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理事会，以及总理事会下设的五个专门委员会；第四层次是上述三个专门理事会下设的工作组、工

作小组和委员会。另外，WTO 还设立一个由总干事领导的秘书处。总干事由部长会议任命并确定

其责任、服务条件和任期。总干事任命秘书处职员，并依据部长会议的规定确定他们的责任与服务

条件。总干事和秘书处的职责具有国际性，他们在履行职责时，不寻求或接受除 WTO 以外的任何

政府或当局的指示，他们被要求制止任何可能影响其作为国际官员地位的行为。 

二、WTO 体制下的服务贸易谈判 

历史上，关贸总协定累计进行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前六轮谈判主要是围绕各国商品贸易的关

税减让进行的。第七轮“东京回合”的谈判重心转移到各国商品贸易的非关税壁垒问题，到了第八

轮“乌拉圭回合”谈判，服务贸易才开始成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成

果，就是达成了 GATS。该协定于 1995 年 1 月 1 日与 WTO 同时生效。 
从 1995 年 1 月开始，在服务贸易理事会指导下，服务贸易谈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试图在

金融服务、基础电信、海运服务和自然人流动等领域改善市场准入；通过在紧急保障措施、补贴和

政府采购等方面的谈判，以及对国内管制约束适时解释，来完善框架协议。 
1、改善市场准入的谈判 
（1）金融服务谈判 
（2）基础电信服务谈判 
（3）海运服务谈判 
（4）自然人流动谈判 
2、完善框架协议的谈判 
（1）服务业紧急保障问题 
（2）服务业补贴问题 
（3）政府采购服务问题 

三、服务贸易谈判的前景与服务贸易多边体制的完善 

1、服务贸易谈判的前景 
2、服务贸易多边体制的完善 

复习与思考题： 

1、GATS 对“服务贸易”是如何定义的？ 
2、GATS 适用于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包括哪些方面？ 
3、“一般义务和纪录”是 GATS 的核心内容，是成员方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各成员方在各

服务部门均应统一实施。请列举“一般义务和纪录”所包含的内容。 
4、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用以衡量进入成员方服务市场的程度。提供的待

遇以具体减让表为底线。在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除非在其减让表中另有列明，否则一成员不

得在其一地区或在其全部领土内维持或采取哪六大措施？ 

拓展阅读书目： 

1、石广生.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张林. 国际服务贸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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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小牧. 国际服务贸易.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年。 
4、饶友玲 张伯伟. 国际服务贸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年。 
5、王绍媛.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与规则.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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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服务贸易政策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服务贸易保护政策产生的原因、国家

竞争力的概念，理解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因素，掌握服务贸易进入壁垒措施、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经

济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选择。 
学时分配：6 学时 

第一节  保护贸易政策 

一、服务贸易保护政策产生的原因 

1、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需要 
2、维护国家政治、文化独立和安全的需要 
3、避免或缓和国家间服务业水平过大差异导致负面影响的需要 

二、服务贸易进入壁垒措施 

1、把服务贸易模式与影响服务提供和消费的壁垒结合起来分类 
按这种方式服务贸易壁垒分为四种形式：产品移动壁垒、资本移动壁垒、人员移动壁垒、开业

权壁垒。 
（1）产品移动壁垒 
产品移动壁垒即限制服务产品移动，包括数量限制、当地成分要求、补贴、国家垄断、政府采

购、歧视性技术标准、税收制度与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 
·数量限制 
即采用数量配额、垄断和专营等方式，或要求测定经济需求的方式，限制外国服务者的数量、

限制服务交易的数量、限制雇佣外国自然人的数量、限制外商股权参与的比例等服务贸易壁垒。 
·补贴 
补贴是服务贸易常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之一，即国家通过直接拨款或税收优惠等手段，对本国

某些服务行业进行补贴，鼓励其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各国对于服务贸易的补贴措施较货物贸

易形式更多样、更复杂、更隐蔽，金额更大，并且许多涉及国内立法及政策措施。服务补贴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个领域：旅游业、运输业、银行业。 
·国家垄断 
垄断主要是指市场主体通过自身的力量设置市场进入障碍，达到控制和支配市场、限制和排斥

竞争的目的的行为和状态。除特定行业和领域外，垄断一般为各国法律所禁止。 
·歧视性政府采购 
歧视性政府采购是指政府机构为保护国内产业而对外国厂商进行歧视性采购服务的行为。 
·技术性标准 
技术标准是指经过某一认证机构批准的文件，包括通过多次使用的、非限制执行的关于产品或

有关加工生产方法的规则、准则或特性等，如产品生产标准、劳动保护标准、卫生安全标准、环境

保护标准等。 
· 税收歧视 
对外来的经济组织或个人所提供的服务或购买的服务征收较高或额外的税收。 
·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264 

缺乏保护指示产权的法规，也可以有效地阻止外国服务输入。知识产权既是服务贸易的条件，

也是构成服务贸易的内容和形式。 
（2）资本移动壁垒 
资本移动壁垒的主要形式有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对投资收益汇出的限制等。 
·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外汇在本国境内的持有、流通和兑换，以及外汇的出入境所采取的各

种控制措施。外汇管制将影响到除贸易外汇收入外的几乎所有外向型经济领域。 
·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体系是指一国的货币汇价不规定上下波动的幅度，外汇汇率主要由供给和需求的市场

力量决定。浮动汇率可分为自由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两类。 
·对投资收益汇出的限制 
也就是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汇回母国进行限制。 
（3）人员移动壁垒 
人员移动壁垒包括各种形式的移民限制与繁琐的出入境手续等，其中移民限制政策是指对外国

老公进入本国服务市场所做的限制性政策。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跨国移动是服务贸易的主要途

径之一，也自然构成了各国政府的限制对象。其形式是限制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或限制进入本国后

所从事的服务业经营范围。种种移民限制和繁琐的出入境手续，以及由此造成的长时间等待，都属

于人员移动壁垒的形式。 
（4）开业权壁垒 
开业权壁垒又称生产者创业壁垒，指的是禁止外国服务提供商进入某些行业或地区设立机构或

提供服务，或者政府对某些行业实行政府垄断，或者禁止外国服务人员进入本国从事职业服务工作，

或者对外商进入部门、使用雇员和投资比例规定诸多限制等。开业权壁垒主要变现为资格限制、股

权限制、经营业务限制及许可证限制四个方面。 
·资格限制 
资格限制一般指对外国个人与组织在本国经营某种服务业的权利进行限制。 
·股权限制 
股权限制虽然允许外国服务者在本国开业，但东道国要求必须参股，并通常要求控股，以此维

持本国对该行业的控制。 
·经营业务限制 
经营业务限制就是对外国服务实体在本国的活动权限进行规定，以限制其经营范围、经营方式

甚至干预其具体的经营决策。 
·许可证制度 
服务贸易中的许可证制度主要指东道国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经审批而给予的许

可经营或许可从事某项业务的制度。 
2、按照乌拉圭回合谈判采纳的方案进行分类 
按这种方式服务贸易壁垒可分为影响市场准入的措施与影响国民待遇的措施。 
（1）影响市场准入的措施 
影响市场准入的措施包括那些禁止或限制外国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一致国内市场竞争的措

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对交通运输、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电信等对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宣传舆论和文化等具有

重大影响的服务部门或企业，禁止或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 
·有偏向性地限制某类投资方式。 
·对服务业外来投资规定其在企业中的 高所有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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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业投资地域和企业数量的限制。 
（2）影响国民待遇的措施 
影响国民待遇的措施是指有利于本国企业，但歧视外国企业的措施，包括为国内生产者提供成

本优势，或增加外国生产者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目前各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方面

存在的主要限制措施有： 
·对经营范围和介入当地金融市场的限制。 
·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要求。 
·对外汇管理的规定。 
·对服务提供者人事资格的限制。 
3、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 
（1）服务贸易保护程度的度量 
服务贸易保护程度的衡量，就是对一项或一揽子保护政策的水平、影响及有效性的数量评估。

完善的保护政策衡量指标应具备四个特征：1）可比性；2）可解释性；3）准确性；4）可操作性或

可重复性。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对本国服务产业的保护程度可以通过价格变化来反映，对此可用类似

货物贸易中的名义保护率、有效保护率和生产者补贴等值等来衡量。 
·名义保护率 
名义保护率是衡量贸易保护程度 普通的指标。它通过测算同一类或类似产品在世界市场价格

与国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衡量保护政策的影响。名义保护率是测度一国对某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使

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比例。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差异往往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因产品差异、技术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等因素引起。 
·有效保护率 
有效保护率反映各种保护措施对某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净增值的影响，即各种保护措施引起的国

内增值的提高部分与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值部分相比的百分比。有效保护率反映了一个产业所面对的

实际保护程度，是用来衡量投入和产出政策对价值增值的共同影响的指标，其大小由中间产品即投

入品与 终产品即产出品的所受保护程度共同决定。 
·生产者补贴等值 
生产者补贴等值是用来测算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与分析相关的政策变量的保护程度的

一种衡量指标。它是对政府各种政策包括支持、税收和补贴等的总体效应进行评估。通常可用两种

方法获得生产者补贴等值：一是通过观察政策的预期效果；二是通过观察政策措施引起的国内外价

格的变动。 
（2）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政府管制的经济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的经济效应分析 
·配额效应分析 
·许可证效应分析 

第二节  自由贸易政策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 

1、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分析 
（1）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效应 
从静态的角度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明显的福利改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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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动态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原理对于服务贸易同样适用，从而成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动态

正效应之一。 
·竞争优势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使一国的服务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改善经营管

理，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市场开拓，强化企业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和人才观念，使企业

更加重视人才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服务部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服务部门技术标准化和服务

综合化程度的提高，提高厂商甚至贸易国的竞争力。 
·经济刺激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产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对经济

的刺激效应，可以提高一国潜在的生产力，促进其经济发展。 
·经济资源充分利用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总体上可以使发

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经济资源，提高国内的福利和消费水平。 
·学习效应。一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会促进对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管理方法的引起和学习，

从而降低服务业的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强烈的国内的服务业形成适当的生产规模，

更有利与学习效应的发挥。 
2、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效应 
（1）阻碍国内服务业发展 
（2）危害国家安全 
（3）国际收支恶化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选择 

1、实行有步骤的梯度开放策略 
2、逐步放松国内服务市场的管制 
3、逐步开放其他服务贸易要素市场 
4、降低有形服务产品即有物质载体的服务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第三节  服务贸易与国家竞争力 

一、国家竞争力概念及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因素 

国家竞争力在这里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在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中创造国民

财富的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哈弗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国家竞争优势

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波特认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企业、行业的

竞争力。国家的繁荣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固有的。一国的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该国产业发展和创新

能力的高低。在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中，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将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因素概括为：

需求条件、生产因素相关与辅助产业、厂商策略（企业结构和行业竞争）、机会以及政府因素六大

方面。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竞争力 

发展服务贸易能提供给厂商或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基本要素可分解为以下六个方面： 
1、服务技术要素 
服务贸易可能依靠服务技术基础设施或其他高技术方式来实现，从而促使厂商及时采用各种

新技术以寻求产品差异或获得低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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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资源要素 
与完全不分工地封闭开发生产相比，国际服务贸易能使一国厂商在实现规模经济中生产基础性

差异产品或获得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 
3、服务管理要素 
现代服务也多属于人力资本与管理密集型行业，服务贸易过程既是服务生产过程和生产过程中

的服务管理实施过程，又是在实施服务管理过程中提高服务产品品质的过程。所以服务贸易能提高

厂商的服务管理效率，从而提高竞争力。 
4、服务市场要素 
服务贸易自由化既能使本国厂商在享有国际服务市场过程中扩大产量、降低成本，又能给本国

厂商引入外国服务厂商的竞争，同样还可导致服务价格的下降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它又给本

国厂商提供了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5、服务资本投入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服务贸易基本形式的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是靠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来实

现的。这既是服务业跨国公司产业内贸易的需要，也是市场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外国资本的持续流

入与提高本国市场的开放度互为原因，互相促动，两者都提高了开放国的国家竞争力。 
6、服务产品要素 
服务贸易内含的服务技术、资源、管理、市场和投资等诸要素的跨国互动，必然促进服务产品

的生产和贸易，并促进服务产业的升级，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 

复习与思考题： 

1、服务贸易进入壁垒措施主要有哪些？其分类依据是什么？ 
2、什么是名义保护率、实际保护率和生产者补贴等值？ 
3、以保险业为例，分析政府管制对国内和国外保险公司福利的影响。 
4、分析配额对国内服务生产者、国外服务生产者和本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5、什么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 

课堂讨论： 

既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设置服务贸易进入壁垒？ 

拓展阅读书目： 

1、张林. 国际服务贸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李小牧. 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年。 
3、饶友玲 张伯伟. 国际服务贸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王绍媛.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与规则，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陈宪. 国际服务贸易-原理·政策·产业，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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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服务贸易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发展中国

家服务贸易的发展，掌握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和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一、发达国家国际服务贸易概述 

1、发达国家国际服务贸易总量概述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角度而言，迄今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支配地位相

对稳定。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额排在前 10 位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从

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保持正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悬差较大。随着西方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过渡，对外服务贸易对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

要的意义，这是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现阶段货物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要远远高于服

务贸易，具体到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有所差异。 
2、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构成概述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上，更反映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构成

方面。三大服务行业包括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三大服务行业

的发展相当稳定，其他商业服务不仅进出口额在三大行业中居首，而且增长趋势明显。第一，其他

商业服务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是 高的，旅游服务的进出口额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不到三分之一。第二，从增长趋势上来看，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服务

贸易总额的比重是逐步降低的，而其他商业服务的比重是增加的。第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多是

以资本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为主的。 

二、美国的服务贸易 

1、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概述 
（1）美国服务贸易总额及其变化趋势 
美国是世界上 为发达的经济体，也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发达的国家。目前美国的服务贸易

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进出口额大、服务贸易顺差多、服务贸易增长快。 
（2）服务贸易在美国国内经济中的地位 
虽然美国服务贸易总额高，发展速度快，但是它在美国国内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如货物贸易重要。 
（3）美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 
从规模上考察，美国是服务贸易大国。美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也是出口好于进口，即美

国在统计期间各年份的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额比重均高于其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

额的比重。 
（4）美国服务贸易构成情况 
美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不仅表现在进出口总额上，也表现在服务贸易构成方面。 
从行业构成角度来看，美国依据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在服务部门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其他商

业性服务领域占据优势。 
从贸易地理方向来看，美国的贸易伙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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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 
（1）新技术革命对美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2）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为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3）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 
（4）美国服务业企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作用 
（5）美国政府利用政治力量，推行“服务优先”的发展战略，为美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3、美国的服务贸易政策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开放度与透明度 高的国家之一，其对外贸易政策也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指

导。虽然在当今世界货物贸易争议中，美国不乏其实用的保护贸易的色彩，但由于其在世界服务贸

易中的突出的优势地位，在贸易政策上，尤主张自由贸易。 
美国的服务贸易政策是立足于以各种形式扩大出口的，它的政策表现有两方面：一是积极推动

市场开放谈判，迫使外国政府降低或消除服务贸易壁垒，扩大美国服务出口的机会。美国政府成功

地通过各个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并签订协议，取得了扩大服务出口的很大进展。具有代表性的三个

协议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GATS 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美国旨在扩大服务出口的另一

政策表现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服务出口的市场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出口发展战略的总方针是服

务业出口主要依靠传统市场，同时在新兴市场和传统市场都要积极寻求新的贸易机会。具体而言，

美国服务业的传统出口市场是欧洲和日本。传统市场对美国仍然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美国政府扩大服务出口政策的贯彻实施是有效的。政策之所以能得以较好地贯彻实施，原因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保障；二是各部门的积极协作和配合。 

三、日本的服务贸易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阶段（1946-1955）。这一阶段日本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对外贸易收支大幅逆差。在出口商品中多以低附加值和劳动力价格优势的轻纺产品为主。 
其次是对外贸易的高增长阶段（1956-1973）。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同时保持高

速增长。贸易收支由逆差开始转为顺差。贸易结构由重化学工业取代轻纺业成为主导产业。 
再次是对外贸易的稳定阶段（1974-1990）。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外贸易增速相应下降。出口主

导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信息、机械行业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 
后是对外贸易的低迷阶段（1991 年至今）。与其商品贸易缓慢发展相比，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日本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 
（1）日本服务贸易的规模和发展趋势 
·服务贸易总体规模比较大。2002 年日本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 649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1066

亿美元，逆差 417 亿美元。其中运输服务出口位居世界第 3 位，运输服务进口位居世界第 2 位，旅

游服务进口位居世界第 4 位，其他商业性服务出口位居世界第 4 未，进口总额位居世界第 3 位。 
·服务贸易进出口呈现正增长态势。 
·日本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 
·与美国相同，尽管在日本国内经济中，服务业的贡献率高达 67.7%，但是服务贸易在对外贸

易中的地位始终低于货物贸易。 
（2）日本服务贸易在国内经济中的地位 
从对外贸易对日本国内经济的贡献来看，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的经济体中，对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270 

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 
（3）日本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 
日本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尽管在国内经济中，日本服务贸

易对经济的贡献度不高，但从世界服务贸易的总体来看，日本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

始终保持着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十强的排名。 
（4）日本服务贸易的构成情况 
日本服务贸易不仅进出口贸易逆差大，而且在服务贸易的内部行业构成中，日本三大服务行业

各个年度进出口额的差别非常大。其他商业性服务出口额 高，其次是运输，旅游服务出口额远远

小于前两者。从发展趋势来看，发展 快的是其他商业性服务贸易。 
2、日本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 
虽然日本服务贸易长期呈现出巨额逆差，其服务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

降。日本的金融服务贸易长期接受政府保护，缺乏国际竞争力。但是在世界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

性服务方面日本还是具有优势的。 
（1）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会推动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 
（2）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加快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 
（3）日本政府的外贸政策改革促进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 
3、日本的服务贸易政策 
与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贸易平衡情况正好相反，日本的服务贸易产期处于逆差状态，这决

定了日本的服务贸易政策选择相对有限。在服务市场开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承诺并坚持

逐步开放市场。对于开放商业零售市场的承诺，日本政府采取了同时对本国市场保护和对从业者进

行有效的管理的措施。对于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日本政府业实施了积极有效的因应措施。对于电信

业，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实施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目前，日本的服务贸易政策并没有因其总体服务

贸易逆差而限制所有的服务业开放。日本的旅游服务业完全对外开放。总体来看，尽管在发达国家

中，日本的服务业开放相对较晚，但日本政府还是比较积极有序地开放了服务市场。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一、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概述 

1、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从总体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比较小，但是近 20 年来

发展速度却是非常迅速的。从贸易差额方面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普遍存在巨

大的贸易逆差。 
2、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构成概述 
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中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

服务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输出、工程建筑承包、部分旅游服务

业等密集型服务领域。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整体上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在贸易政策方面，

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持消极态度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获利者是

发达国家，自己从中获得利益十分有限。 

二、东盟 5 国的服务贸易发展 

1、东盟 5 国服务贸易的总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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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规模上考察，不难发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盟 5 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发展比较迅速。

东盟 5 国服务贸易的特征如下： 
（1）东盟 5 国服务贸易总体规模大，但是具体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十分大。 
（2）东盟 5 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速度较快。 
（3）在东盟 5 国中，除了新加坡保持服务贸易顺差之外，其余 4 国均存在服务贸易逆差。 
2、东盟 5 国服务贸易的构成情况 
东盟 5 国在电信业、金融服务业、海运服务业等几个优先开放的行业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呈现较

快发展优势。 
3、东盟 5 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1）正面影响 
东盟 5 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动了各国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2）负面影响 
服务贸易自由化给东盟 5 国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各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 
·对各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第五节  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述 

1、中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49-1978）。在这一阶段，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把社会发展的重心放

在第一和第二产业，长期轻视第三产业，导致国内服务业一直停滞不前。 
第二阶段（1979-1991）。第一和第二产业的飞速发展，必然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服务业的

内部结构来看，商贸餐饮、居民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服务业的主体，而保险、咨询、

科技服务等新兴服务处于起步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贸易构

成中，以国际旅游服务为主。 
第三阶段（1991 年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服务业总值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超过第一产业。服务贸易结构中除了有商业、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之外，信息咨询、地产、教育、

广告等新兴服务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对应，中国服务贸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和发展趋势 
经过了 5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另外从服务贸易的发展

速度而言，虽然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慢于货物贸易，但从国别角度来看，仍属于世界上发展较

快的国家。同美国、日本相同，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中仍然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 
3、中国服务贸易构成情况表 
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中三个主要服务行业的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三项合计占

国际服务总额的近 4/5。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1、起步晚、增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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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一直高于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和全球服务贸易中主要出口

国家（地区）的出口增速。另外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变化趋势与全球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所不同

的是中国的增长幅度更明显一些。 
2、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3、服务贸易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且存在巨额逆差 
（1）中国服务贸易明显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 
（2）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 
4、以传统服务行业为主体 
5、出口市场多元化分布，进口市场比较集中 
6、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管理体制相对滞后 

三、影响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国内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2、长期“重制造，轻服务”的政策导向客观造成服务贸易发展相对缓慢 
3、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管理不够完善 
4、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贸易发展落后 
5、服务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 

四、其他国家服务贸易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1、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 
2、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对服务贸易发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3、着力扶持与发展现代服务业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2、简述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具体原因和未来发展趋势。 
3、简述美国服务贸易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4、试比较美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的导向。 
5、分析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其经济的影响。 
6、简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拓展阅读书目： 

1．汪尧田、李力. 国际服务贸易总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刘庆林. 国际服务贸易，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年版. 
3．陈宪. 国际服务贸易-原理·政策·产业，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3 年版. 
4．王粤.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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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服务外包 

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内容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外包的概念、服务外包的兴起，信息

技术外包与业务流程外包，掌握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外包概论 

一、外包的概念 

所谓外包，即外部资源利用，是指企业通过签订外包协议将其非核心业务交给其他企业承担，

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实质是为了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增强企业对环境的应变能力，以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 

二、外包的性质 

一般来说，外包行为具有以下性质： 
第一，外包是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仅保留其 具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而将企业的

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的专业公司或个人，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或者

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实现其自身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管理形式。 
第二，外包的产品可以被分解为数个生产环节，各个环节在生产上、运输上必须可以分离。 
第三，发包商与接包商之间是在外包合约的约束下形成的一种委托受托的生产协作关系。 
第四，发包商与接包商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产权分离，独立核算。即外包行为是超越企

业边界的行为。 

三、国际外包与 FDI 

1、国际外包与 FDI 的相同之处 
FDI 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者输出生产率资本直接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实际产业的投资，并由投资者

直接进行或参与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一种投资形式。FDI 与国际外包具有相

似之处，即都是企业追求利润 大化的战略决策方式。两者都涉及两个国家：FDI 涉及的两个国家

分别称为母国和东道国；国际外包涉及的两个国家分别为发包国和承接国。 
2、国际外包与 FDI 的相异之处 
（1）FDI 是“国内一体化”在国家之间的延伸，因此 FDI 并没有超越企业边界。 
（2）FDI 方式下，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即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隶属关

系；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与接包商是独立的两个企业，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3）FDI 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金、技术投入，投资方往往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是否给接包商技术指导或前期资金投入由外包合同决定，而且发包商

一般不直接参与接包商的生产经营活动。 
（4）FDI 方式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主要通过产权联系起来；国际外包方式下，发包商和

接包商主要通过外包合同联系起来。 

四、外包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外包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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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外包参与方的国别不同可分为境内外包与离岸外包 
境内外包是指外包参与双方，即发包方与接包方都处在一国境内的外包。即一家企业与本国的

供应商签订外包协议，要求供应商提供协议中规定的部分。当外包商将自己的某项业务交给国外的

供应商去完成时，即外包活动跨越国境就是离岸外包或国际外包。 
2、 按外包的对象分类可分为制造业外包与服务外包 
如果企业通过签订外包协议把零部件或生产过程中某些工序交给第三方（与外包企业没有从属

关系）去完成，就称为制造业外包。而服务外包则是指企业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第三方提

供者的经济活动以及服务领域的外包活动。因此，服务外包并非完全发生于服务行业，制造业和其

他行业所需要的服务流程也常常对外发包，如企业售后服务的外包。 

第二节  服务外包兴起 

一、服务外包的概念 

服务外包就是指通过服务外包提供商向服务外包发包商提供包括 IT 系统架构、应用管理以及

业务流程优化在内的产品支持与服务，达到后者的业务目标。如果服务外包的发包商与服务外包的

提供商分属于两个国家，则称为离岸服务外包或者国际服务外包。 

二、服务外包种类 

服务外包可以按不同标志进行分类： 
1、按服务的部门分类，可以划分为 12 个大类和 160 多个小类 
WTO 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分为 12 个部门 155 个服务项目，与此相对应，服务外包就

有这些相应的大类和小类。目前，发展较快的服务外包部门主要有：软件开发、信息技术、通信、

人力资源、媒体公关、金融、保险、医疗、文化、分销等。 
2、按服务的性质分类，可将服务外包分为生产与消费同时型与非同时型两类 
所谓同时型外包是指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服务外包。呼叫服务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所谓

非同时型外包是指服务的生产与服务的消费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一般先生产后消费。 
3、按服务的内容分类，服务外包可分为整体外包与分项外包 
服务项目整体包给某一个公司称为整体外包，分项包给多个不同公司，称为分项外包。 

三、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区别 

1、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宏观区别 
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由于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所以两者存在一些区别： 
（1）从外包所属的行业特征来看，制造业外包属于生产制造领域内的外包，外包出去的是可

以储存、可以运输的有形商品；服务外包涉及服务业，被外包的服务大部分术语原来不可储存、不

可运输的无形服务。 
（2）一般来讲，服务外包对资源、空间和设备等方面的要求比制造业外包的要求简单，所以

服务业外包的收益要比制造业外更容易获得。 
（3）服务外包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可能比制造业外包的要求更高。服务业外包主要

影响的是白领工人的工作，而制造业外包主要影响的是蓝领工人的工作。 
（4）服务业外包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沉没成本都比较低，所以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外包就

显得相当灵活自由。 
2、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微观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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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务常常是无形的，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讲，服务外包与制造外包的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期望的界定、质量、合同要点、外包项目设施的使用或管理情况、需求的可预测性、工

作内容/或成本的决定要素、信息/数据的安全性、问题的解决、承包商的更替与过渡问题。 

四、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1、服务外包总量不断扩大，并呈加速度增长的趋势 
2、服务外包的离岸趋势日益明显 
3、ITO 和 BPO 是目前服务外包的两大主要业务领域 
4、技术、知识、资金密集型项目在服务外包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服务外包的动因从 初的降低成本转变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节  国际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一、国际服务外包动因分析 

除了成本节约这一重要动因外，国际服务外包还有以下动因： 
1、集中资源增强本企业核心竞争力 
2、享受专业服务质量 
3、增强应对工作变化的灵活性及能力 
4、分散或转移风险 

二、国际服务外包对产出的影响 

国际服务外包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或劳动力技能的

要素禀赋，专业化生产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增进整个世界的经济

福利。 

三、国际服务外包对工资的影响 

从经济整体来看，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增加产出、增进社会福利，但国家服务外包对不同生产要

素所有者的收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是国际服务外包会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所在。 

第四节  信息技术外包与业务流程外包 

一、ITO 与 BPO 简介 

1、ITO 简介 
从目前 ITO 的发展来看，其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管理服务；技术支持

管理服务。 
2、BPO 简介 
BPO 目前主要包括四类业务，分别是需求管理、企业内部管理、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 
3、ITO 与 BPO 的对比 
同 ITO 相比，BPO 在毛利水平、客户新增机会、合作伙伴的积极程度上均具有优势，相对于

传统的 ITO 外包来说，BPO 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它将成为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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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与加工贸易的区别 

1、从所属的产业角度划分，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术语服务业范畴；而加工贸易主要发生在制

造业领域。 
2、从交易对象上来说，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提供的产品形式主要以信息技术为主，属于无形

产品；而加工贸易的 终产品属于有形产品。 
3、就交易方式来说，部分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的供给和需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4、在价值链上，加工贸易只涉及产业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其产品 终由需求商销售，供应商

一般只赚取加工费，附加值较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则根据具体业务情况会有所不同。 
5、在资源依赖方面，加工贸易一般需要物理化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来进行生产，并且主要依靠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而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主要依

靠智力资源，属于劳动力及知识符合密集型生产，它对人力资源要求量大。 

三、ITO 与 BPO 的发展趋势 

1、ITO 与 BPO 市场都将出现较快的增长。 
2、外包正在从 基础的技术层面外包。 
3、BPO 将比传统的 ITO 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 
4、发包商越来越倾向于把 ITO 和 BPO 捆绑在一起。 
5、某些公司在岸和离岸业务越来越集中化。 

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的影响 

1、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承接国的经济增长 
2、扩大承接国的服务出口，增加出口收入 
3、为承接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4、提高承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5、增加承接国劳动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中国承接 ITO 和 BPO 的优劣分析 

1、中国承接 ITO 和 BPO 的优势 
（1）国内市场巨大 
（2）人力资源成本低 
（3）法规日趋完善 
2、中国承接 ITO 和 BPO 的劣势 
（1）语言障碍及文化差异 
（2）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矛盾 
（3）企业缺乏承接欧美市场 ITO 和 BPO 的经验 

复习与思考题： 

1、外包中，发包商与接包商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国际外包与 FDI 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3、分析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异同。 
4、分析服务外包与一般服务贸易的联系与区别。 
5、试述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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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述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与加工贸易的区别。、 
7、试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影响。 
8、中国在外包市场中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课堂讨论： 

试分析外包兴起的原因。 

拓展阅读书目： 

1、王淑云. 物流外包的理论与运用.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 
2、张林. 国际服务贸易.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李小牧. 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年。 
4、杨圣明. 关于服务外包问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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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 

保险是市场经济构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部门，也是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制

度安排。保险学是国际商务专业的选修课。开设保险学课程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普及保险知识，提高

学生保险意识，是推动我国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二、教学基本要求 

1．通过将保险置于宏观经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分析，理解保险产生的必然性。 
2．通过对保险本身性质和规律的探讨，应掌握保险学的基本原理、原则，基本知识，基本技

术方法，包括：风险与保险、保险的起源与发展、保险的形式和种类、保险合同、保险的基本原则、

保险经营、保险市场、保险实务等，以便指导今后的保险实践。 
3．对保险理论、知识、方法的基础训练，使学生能初步掌握所学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保

险实务的实践中。 

三、教学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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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险与保险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介绍风险与保险的一些基本理论。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风险、危

险、风险管理、可保风险及保险的基本概念，把握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的区别及可保风险的特征，

分析道德风险的防范问题，认识保险与类似制度的区别。 
课时：4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风险概述 

1．风险的定义：风险是指引致损失的事件发生的一种可能性。风险首先强调的是“损失的事

件”的存在；其次，定义中的“事件”并非特指“不幸事件”。再次，定义中的“可能性”与不确

定性在含义上有一定的区别。 
2．风险的定义及特性：客观性，损害性，不确定性，可测定性，发展性。 
3．风险的构成要素：是指引发风险事故或在风险事故发生时致使损失增加的条件。风险因素

通常可分为三类：实质风险因素，道德风险因素，心理风险因素。 
4．风险的种类： 
1）按风险的环境分类：静态风险，动态风险。两者的差别。 
2）按风险的性质分类：纯粹风险，投机风险。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的区别。 
3）按风险的对象分类：财产风险，责任风险，信用风险，人身风险。 
4）按风险产生的原因分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 

第二节  风险管理 

1．风险管理概念： 
风险管理是指人们对各种风险的认识、控制和处理的主动行为。它要求人们研究风险的发生和

变化规律，估算风险对社会经济生活可能造成损害的程度，并选择有效的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处

理风险，以期用 小的成本代价，获得 大的安全保障。 
2．风险管理的过程： 
1）风险识别。  
2）风险估测。  
3）风险评价。 
4）选择风险管理技术。 
5）风险管理效果评价 
3．风险处理方式及其比较：风险处理是指通过采用不同措施和手段，用 小的成本达到 大

安全保障的经济运行过程。  
1）避免。 
2）自留。 
3）预防。 
4）抑制。 
5）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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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险与保险 

1．可保风险的概念。 
2．可保风险的要件： 
1）风险不是投机的。 
2）风险必须是偶然的。 
3）风险必须是意外的。 
4）风险必须是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5）风险应有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性。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风险的基本要素包括（   ）、（   ）和（   ）。 
2．危险因素分为（   ）、（   ）和（   ）。 
3．危险的损失的（   ）。它有二层意义，一是（   ）， 二是（   ）。 
4．按风险的损害对象进行分类，风险分为（   ）、（   ）、（   ）和（   ）。 
5．纯粹风险导致两种结果，即（   ）和（   ）。 
6．投机风险导致三种结果，即（   ）、（   ）和（   ）。 
7．风险管理技术分为（   ）和（   ）两大类。 
8．按风险损害的对象分类，风险可以分为（   ）、（   ）、（   ）和（   ）。 
9．风险管理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 （   ）型和（   ）型 。 

二、单项选择题  

1．风险损失的实际成本包括风险损失的（    ） 
A．无形成本    B．直接损失成本    C．预防损失成本    D．控制损失成本 
2．按风险损害的性质进行分类，风险可分为（    ） 
A．人身风险与财产风险    B．纯粹风险与投机风险    C．经济风险与技术风险  
D．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 
3．不属于可保风险特性的有（    ） 
A．风险不是投机性的  B．风险必须具有不确定性  C．风险必须是意外的   
D．风险必须是相同性质的 
4．（   ）风险因素是有形因素。 
A．道德    B．实质    C．风纪    D．心理 
5．风险处理的 有效措施是（   ） 
A．预防    B．分散    C．避免    D．保险 
6．权利人因义务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是（   ） 
A．财产风险    B．人身风险    C．责任风险    D．信用风险 
7．风险管理中 为重要的环节是（   ） 
A．风险识别    B．风险评价    C．风险估测    D．选择风险管理技术 
8．属于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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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减少与避免    B．抑制与自留    C．转移与分散    D．保险与自留 
9．适用于保险的风险处理方法是（   ） 
A．损失频率高损失程度大   B．损失频率低损失程度大 
C．损失频率高损失程度小   D．损失频率低损失程度小 
10．股市的波动属于（   ）性质的风险 
A．自然风险    B．投机风险    C．社会风险    D．纯粹风险 
11．风险估测是建立在（   ）基础之上的 
A．风险评价    B．风险选择    C．风险识别    D．风险效果评价 
12．对于损失频率低、损失程度大的风险应该采用（   ）的风险管理方法 
A．保险     B．风险自留    C．避免风险     D．减少风险 
13．对于损失频率高、损失程度大的风险应该采用（    ）的风险管理方法 
A．保险    B．风险自留    C．避免风险     D．减少风险 
14．对于损失频率高、损失程度小的风险应该采用（  ）的风险管理方法 
A．保险     B．风险自留      C．避免风险    D．减少风险 
15．风险按性质分类可以分为（    ）。 
A．人身风险和财产风险  B．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  C．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 
D．纯粹风险 
16．权利人因义务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是（    ） 
A．责任风险    B．信用风险   C．财产风险     D．保险与自留 
17．股票市场的波动属于（       ）性质的风险 
A．社会风险    B．纯粹风险   C．投机风险    D．减少风险 

三、多项选择题 

1．风险的基本要素包括（   ） 
A．风险因素    B．风险事故    C．风险处理    D．风险评估    E．损失 
2．下列有关风险的陈述正确的是（   ） 
A．风险是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B．风险的存在与客观环境几一定的时空条件有关 
C．风险是风险因素, 风险事故与损失的统一体 
D．没有人类活动，也就不存在风险 
E．风险是不可以转移的 
3．风险损害的对象分类，风险可分为（   ） 
A．财产保险     B．人身保险    C．经济风险    D．政治风险    E．责任风险 
4．商业保险一般可以承保下列风险（   ） 
A．纯粹风险    B．自然风险    C．责任风险    D．投机风险    E．战争风险 
5．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主要有（   ） 
A．预防    B．抑制    C．转移    D．分散    E．避免 
6．对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损失三者之间的关系表述正确的是（   ） 
A．风险因素引起损失    B．风险事故引起损失    C．风险因素产生风险事故  
D．风险因素增加风险事故    E．风险事故引起风险因素 
7．风险事故的不确定性表现在（   ） 
A．风险是否发生不确定    B．风险何时发生不确定    C．风险何地发生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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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发生事故不确定       E．风险发生概率不确定 
8．可保风险的特征是（   ） 
A．风险不是投机的       B．风险必须具有不确定性   
 C．风险必须是少量标的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D．风险可能导致较大损失  
E．风险在合同期内预期的损失是可计算的 
9．下列事件中，属于投机风险的是（   ） 
A．车祸     B．疾病     C．赌博     D．股票买卖     E．试制新产品 
10．商业保险一般可以承保下列风险 （  ） 
A．纯粹风险    B 自然风险   C 责任风险    D．战争风险    E 投机风险 
11．对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损失三者之间关系正确的说法是（   ）  
A．风险因素引起损失   B 风险事故引起损失    C 风险事故引起风险因素 
D．风险因素产生风险事故    E．风险因素增加风险事故 
12．下列事件中，属于投机风险的是（   ） 
A．车祸     B．疾病    C．赌博     D．股票买卖     E．新产品试制 

四、是非题 

1．如果损失频率为 0 和 1 时，风险不存在。（   ） 
2．某一风险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 
3．纯粹风险所导致的结果有三种，即损失、无损失和盈利。（   ） 
4．运用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的目的是降低损失频率和减少损失程度。（   ） 
5．权利人因义务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是责任风险。（   ） 
6．风险管理中 为重要的环节是风险识别。（   ） 

五、名词解释 

风险   纯粹风险   投机风险   责任风险  风险管理   可保风险   损失 
风险因素   风险事故   道德风险 

六、简答题 

1．什么是风险？风险的组成因素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2．什么是可保风险？简述可保风险的构成要件。 
3．风险具有什么特征？ 
4．风险处理的一般方法有哪些？ 
5．可保风险的构成条件有哪些？ 

七、论述题 

结合风险管理理论来阐述发展商业保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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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险概述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在介绍保险学说的基础上，对保险的性质、种类、职能和作用进行了阐述。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明了保险的一般内涵，掌握保险的基本分类以及保险营运过程的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 
课时：4 

第一节  保险的概念 

1．有关保险的学说：损失说、二元说、非损失说等学说的基本观点。 
2．保险的定义： 
3．保险的对象： 
4．保险与赌博、储蓄、保证和救济等行为的比较。 

  第二节  保险的分类 

1．按照保险标的划分：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 
2．根据被保险对象划分：个人保险，商务保险； 
3．根据实施的形式划分：强制保险，自愿保险； 
4．根据业务承保方式划分：原保险，再保险； 
5．根据是否盈利划分：商业保险，社会保险。 

第三节  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1．保险的功能； 
2．保险的作用。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保险的基本职能是（   ）和（   ）。保险的派生职能是（  ）和（  ）。 
2．保险具有（   ）和（   ）作用。 
3．按保险的实施方式分类，保险分为（   ）和（   ）。 
4．按保险的对象分类，保险分为（    ）和（    ）。 
5．保险人把其原保险业务转让给其他保险人的方式是（    ）。 
6．西方国家的保险学说主要有（    ）、（    ）和（    ）三种。 
7．保险的本质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个是（     ），另一个是（     ）。 
8．保险人将（      ）和（     ）运用于保险费率的计算，使保险经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

之上。 
9．保险的基本职能是（     ），派生职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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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险具有（    ）、（    ）、（    ）、（    ）和（    ）的特征。 
11．保险的对象主要有两类：（    ）和 （     ）。 
12．保险 早起源于（     ）。 
13．火灾保险起源于（     ）。 
14．海上保险发源地是（    ）。 
15．（  ）的编制和运用，奠定了现代人寿保险的数理基础。 
16．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条件是（   ）、（    ）和 （   ）。 

二、单项选择题 

1．以各种有形财产的现有利益、预期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是（   ）。 
A．财产损失保险     B．责任保险     C．人身保险     D．信用保险 
2．我国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分为（   ）。 
A．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      B．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健康保险等 
C．农业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等      D．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 
3．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共同承保同一保险责任、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的保险是

（   ）。 
A．重复保险     B．再保险     C．共同保险     D．综合保险 
4．保险人将其承保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保险是（   ） 
A．再保险    B．原保险    C．重复保险    D．共同保险 
5．现代保险首先是从（   ）发展而来的。 
A．海上保险     B．火灾保险     C．人寿保险     D．责任保险 
6．保费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   ）。 
A．保险密度     B．保险深度     C．保险金额    D．保险价值 
7．在各类保险中 早的险种是（   ）。 
A．火灾保险      B．人身保险     C．财产保险     D．海上保险 
8．保险在风险管理方式中属于（      ）方法。 
A．预防或控制     B 回避    C 转移风险     D．自留 
9．下列关于保险的解释正确的有（     ）。 
A．保险即保证财产不发生风险事故。   B 保险即保证人身不发生伤害事件。 
C 保险是分散风险的一种经济制度。   D．保险就是保证财产、人身均不会发生风险。 
10．下列关于保险与赌博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     ）。 
A．二者都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目的    
B 二者都是转移或减少风险     
C 二者都是变不确定因素为确定因素 
D．赌博的输赢与保险赔偿的给付都取决不确定的事件是否发生 
11．保险关系从法律角度讲一般认为是一种（   ） 
A．行政法律关系   B．民事法律关系       C．刑事法律关系   D．劳动法律关系 
E．行业协作关系 
12．现代保险首先是从（    ）发展而来的。 
A．海上保险      B 火灾保险         C 人寿保险        D．责任保险 
13．关于劳合社的表述正确的是（     ）。 
A．劳合社是一个保险公司    B 劳合社是一个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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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劳合社的成员只能是法人  D．投保人在投保时和承保辛迪加直接见面 
14．保险费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指（    ） 
A．保险密度    B 保险深度    C 保险金额    D．保险价值 
15．在各类保险业务中 早的险种是（   ）。 
A．财产保险      B．人身保险    C 海上保险     D．火灾保险 
16．共同海损分摊原则 早出现在（   ） 
A．罗马法典   B 罗地安海商法   C 英国 1906 年海上保险法   D．“冬蒂法” 

三、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属于自愿保险方式的是（   ） 
A．企业财产保险    B．机动车辆保险     C．货物运输保险    D．养老保险  
E．公路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财产保险业务包括（   ） 
A．财产损失保险    B．责任保险    C．信用保险   D．定额保险    E．综合保险 
3．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以（   ）分别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 
A．同一保险利益    B．同一保险事故    C．同一保险标的     D．同一保险期限 
E．同一保险金额 
4．有关重复保险正确的是（   ） 
A．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B．主要采用分摊原则进行理赔 
C．保险金额总和可以超过保险价值，赔偿额以保额为限 
D．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E．投保人应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保险人 
5．衡量一国保险市场的发达程度的指标有（    ） 
A．保费收入总额占世界保费收入总额的比例 
B．寿险保费收入 
C．费寿险保费收入 
D．保险深度 
E．保险密度 
6．关于储蓄和保险的说法（     ）是正确的。 
A．储蓄是自助行为，保险是互助行为  
B 保险基金的运用被保险人无权干涉  
C 存款人获得的储蓄本金和利息是确定的 
D．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款是确定的 
E．投保人投保自愿、退保自由 
7．下列关于保险陈述正确的有（   ） 
A．保险不具有商品属性 
B 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摊损失和防灾防损 
C 保险体现的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D．保险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 
8．在古巴比伦时代海上贸易中曾流行三种与海上借贷有关的制度是（   ） 
A．无偿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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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船舶或货物抵押借贷 
C 冒险借贷 
9．保险中介人主要是指（    ） 
A．保险监理人 
B 保险理赔人 
C 保险代理人 
D．保险公估人 
E 保险经纪人 
10．衡量一国保险市场的发达程度的指标有（    ） 
A．保险收入总额以及占世界保险费总收入的比例 
B 寿险保费收入  
C 保险密度 
D．保险密度 E 非寿险保费收入 

四、是非题 

1．企业财产保险属于法定保险方式（  ） 
2．财产保险的标是各种物质财产及相关利益（  ） 
3． 古老的保险是从火灾保险发展起来的（   ） 
4．保险是厂进行交易的对象是一种特殊商品—风险保障（  ） 
5．保险密度是指按全国人口计算人均交纳保险费（  ） 
6．保险是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 
7．保险人对于某一保险标的承保时其风险为偶然性和意外性。（  ） 
8．保证在本质上与保险是完全一致的。（  ） 
9．救济与商业保险一样是具有互组合作性质（  ）。 
10．参加人身保险是一种互助共济行为。（  ） 
11．只要参加保险，就一定可以享受保险人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保险金。（  ） 
12．社会保险以人和物为保险对象。（  ） 

五、名词解释 

保险   财产保险  人身保险  原保险  再保险  重复保险  共同保险  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 

六、简述题 

1．简述保险的基本职能和派生职能 
2．简述保险的作用 
3．简述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区别 
4．简述自愿保险和法定保险的区别 
5．什么是保险？保险的构成要素有那些？ 
6．试述保险的基本职能和派生职能。 
7．阐述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条件。 
8．阐述海上保险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七、综合题 

论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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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险的数理基础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是介绍保险学的数理基础——概率理论与大数法则理论。通过本章的学习，

主要是要求学生了解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课时：5 

第一节  随机事件与概率 

1．随机现象、随机试验和随机事件  
2．随机事件的概率 
3．事件间的关系、运算及概率法则  

第二节  概率分布与数字特征 

1．随机变量的分布  
2．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3．随机变量的方差与变异系数  

第三节  大数法则及其在保险中的应用 

1．大数定律； 
2．保险运行的数理解释； 

  第四节  保险费率的厘定原则与影响因素 

1．保险费率的构成    
2．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原则 
3．保险费率厘定的方法  

第五节  人寿保险费率的厘定 

1．人寿保险费概述  
2．利息 
3．生命表 
4．纯保险费率的计算  
5．毛保费的计算  

第六节  财产保险费率的厘定 

1．纯费率的计算； 
2．附加费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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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习题 

1．大数定律的测定有何作用？ 
2．财产保险费用的厘定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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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险的基本原则 

教学要求：本章阐述了保险的基本原则，包括 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损失

补偿原则。保险的基本原则是保险经营和规范的基础。本章的内容是保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

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并深入地理解。 
课时：2 

第一节  最大诚信原则 

1． 大诚信原则的含义 
2． 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  
3．违反 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  

第二节  保险利益原则 

1．保险利益的含义及性质  
2．保险利益原则的含义  
3．各类保险的保险利益 
4．保险利益的变动、适用时限与坚持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  

第三节  近因原则 

1．近因原则的含义； 
2．近因原则的应用。 

第四节  损失补偿原则 

1．损失补偿原则的基本原则  
2．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保险利益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  ）、（  ）和（  ）。 
2．保险合同的订立和保险关系的存在必须以（  ）的存在为前提和依据。 
3．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  ）的，保险合同无效。 
4．根据 大诚信原则，要求投保方履行（  ）和（  ）的义务。 
5． 大诚信原则的内容包括（  ）、（  ）、（  ）与（  ）。 
6．投保方的告知形式有（  ）和（  ）两种，保险人的说明形式有（  ）和（  ）两种。 
7．保证按保证存在的形式分为（  ）和（  ），保证按是否已经确实存在分为（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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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险赔偿方式主要有（  ）、（  ）和（  ）三种。 
9．近因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失（  ）、（  ）和（  ）的原因。 
10．分摊原则再实际运用中主要有（  ）和（  ）两种。 

二、单项选择题 

1．保险利益为确定的利益是指保险利益（  ） 
A．已经确定 B．可以确定 C．不能确定 D．A．和 B．均是 
2．说明义务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时，应由（  ）说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 
A．投保人向保险人 B．保险人向被保险人 C．保险人向投保人 D．投保人向被保险人 
3．保险合同特有的原则是（  ） 
A． 大诚信原则 B．保险利益原则 C．公平互利原则 D．守法原则 
4．保险条款比较复杂，一般由保险人事先拟定，这就要求保险人根据（  ），说明保险合同

主要内容 
A．公平互利原则 B．协商一致原则 C．保险利益原则 D． 大诚信原则 
5．保险利益为确定的经济利益，即（  ） 
A．现有利益 B．期待利益 C．现有和期待利益 D．任何经济利益 
6．保险利益从根本上说是某种（  ） 
A．经济利益 B．物质利益 C．精神利益 D．财产利益 
7．财产保险合同的首要原则是指（  ） 
A．损失补偿原则 B．代位原则 C．分摊原则 D．近因原则 
8．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 
A．分摊原则 B．物上代位 C．代位求偿 D．近因原则 
9．除（  ）外，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 
A．人寿保险 B．意外伤害保险 C．医疗保险 D．第三者责任险 
10．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如果代位求偿取得第三人赔偿金额超过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其

超过部分应归（  ）所有 
A．保险人 B．被保险人 C．第三者 D．国家 

三、多项选择题 

1．人身保险合同没有（  ）概念 
A．保险金额 
B．保险利益 
C．保险价值 
D．保险期限 
E．重复保险 
2．保险利益的构成应具备如下条件（  ） 
A．不确定的利益 
B．合法的利益 
C．确定的利益  
D．合法的经济利益 
E．客观存在的利益 
3． 大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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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告知义务 B．保证 C．弃权与禁止反言 D．说明义务 E．保密义务 
4．根据 大诚信原则，要求（  ） 
A．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如实告知保险标的重要事宜 
B．投保人在订立合同后严格履行保险合同 
C．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D．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E．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说明原订费率的过程 
5．损失赔偿原则的实施要点有（  ） 
A．以实际损失为限 
B．以保险金额为限 
C．以保险标的净值为限 
D．以可保利益为限  
E．以保险期限为限 
6．经济补偿原则的派生原则有（  ） 
A．近因原则 
B．代位原则 
C．分摊原则 
D．可保利益原则 
E．实际损失原则 
7．财产保险合同主要履行以下原则（  ） 
A．损失补偿原则 
B．代位原则 
C．分摊原则 
D．近因原则 
E． 大诚信原则 
8．下列原则中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有（  ） 
A．保险利益原则 
B．补偿原则 
C． 大诚信原则 
D．代位求偿原则 
E．近因原则 
9．保险人的告知形式有（  ） 
A．无限告知 
B．明确列明 
C．明确说明 
D．询问告知 
E．默示告知 
10．保险赔偿方式主要有（  ） 
A．现金赔偿   B．修复   C．换置   D．提存   E．留置 
11．关于近因原则的表述正确的是（  ） 
A．近因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失 直接， 有效, 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B．近因是时间上离损失 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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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近因是空间上离损失 近的原因 
D．近因原则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E．只有当被保险人的损失直接由近因造成的，保险人才给予赔偿 

四、是非题 

1．在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是人是身体和生命。（  ） 
2．以他人位被保险人进行投保时，除了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外，还须征得被

保险人的同意。（  ） 
3．没有保险利益就不存在保险关系。（  ） 
4．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也可投保。（  ） 
5．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必须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而不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

益。（  ） 
6．保险人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利益。（  ） 
7．告知与保证主要是针对保险方的规定。（  ） 
8．损失补偿原则也适用于人身保险。（  ） 
9．近因是指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损失 近的原因。（  ） 
10．如果近因属于承保风险，保险公司才予以理赔。（  ） 
11．若保险金额高于实际损失，则保险赔偿以实际损失为准。（  ） 
12．补偿原则对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均适用。（  ） 

五、名词解释 

保险利益 保证 弃权与禁止反言 定植保险 

六、简述题 

1．简述保险利益的确定条件及其在人身保险和一般财产保险中的应用 
2．简述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 
3．简述规定 大诚信原则的意义 
4．简述损失补偿原则的主要内容 
5．什么是近因原则？简述近因原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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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险合同 

教学要求：本章在阐述保险合同的概念、特征、形式的基础上，分析了保险合同的主体，客体

和内容以及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的过程。本章是保险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学生注

意联系实际，全面系统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本章内容。 
课时：5 

第一节  保险合同概述 

1．保险合同的概念 
2．保险合同的特点 
3．保险合同的种类 

第二节  保险合同要素 

1．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2．保险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1．保险合同的订立 
2．保险合同的履行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 

1．保险合同的解释 
2．保险合同争议的处理方式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  ）和（  ），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包括（  ）和（  ）。保险合

同的辅助人包括（  ）、（  ）和（  ）。 
2．（  ）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 
3．订立保险合同要经理两个法定程序，即（  ）和（  ）。 

二、单项选择题 

1．下列有关保险合同的陈述不正确的有（  ）。 
A．保险合同是保险这种商业行为的基础。 
B．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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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保险合同一经成立，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D．保险合同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自身特征。 
2．当事人之间因基于不确定的事件取得利益或遭受损失而达成的协议是（  ）。 
A．有偿合同 B．附和合同 C．射幸合同 D．议商合同 
3．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是（  ）。 
A．受益人 B．保险经纪人 C．保险人 D．投保人 
4．下列属于保险人绝对不予承保的财产是（  ）。 
A．房屋 B．土地 C．金银首饰 D．家用电器 
5．下列属于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失是（  ）。 
A．巨灾风险 B．直接损失 C．间接损失 D．精神损失 
6．保险人和投保人在制定（  ）时具有 大的自由度。 
A．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 B．其它险种的基本条款 C．制式条款 D．特约条款 
7．我国保险合同的基本分类方式是（  ）。 
A．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 
B．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 
C．自愿保险合同和强制保险合同 
D．定值, 不定值保险与定额保险合同 
8．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  ）。 
A．可以是法人 B．可以是法人和自然人 C．只能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 D．包括已经死亡的

人 
9．当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保险金由（  ）领取。 
A．投保人 B．被保险人 C．受益人 D．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10．人身保险合同特有的主体（  ）。 
A．保险人 B．被保险人 C．保险经纪人 D．受益人 
11．被保险人的代表是（  ）。 
A．投保人 B．保险代理人 C．保险人 D．保险经纪人 
12．保险经纪人基于（  ）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

取佣金。 
A．保险经纪人 B．保险代理人 C．保险人 D．投保人 
13．在保险合同订立程序中，一般（  ）为要约人。 
A．保险代理人 B．投保人 C．保险人 D．被保险人 
14．保险合同变更时， 常用的书面单是（  ）。 
A．暂保单 B．批单 C．保险凭证 D．批注 
15．保险合同终止 普遍的原因是（  ）。 
A．保险期限届满终止 B．保险标的灭失终止 C．履约终止 D．因法定情况出现而终止 

三、多项选择题 

1．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  ） 
A．保险单 B．暂保单 C．保险凭证 D．经保险人签章的投保单 E．批单 
2．在保险合同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是（  ）。 
A．保险人 B．投保人 C．被保险人 D．受益人 E．代理人 
3．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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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险人 B．投保人 C．被保险人 D．受益人 E．代理人 
4．保险代理人分为（  ）。 
A．展业代理人 B．兼业代理人 C．个人代理人 D．专业代理人 E．法定代理人 
5．投保方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包括（  ）。 
A．如实告知 B．交付保险费 C．立即通知保险事故 D．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E．防灾, 防

损和施救 
6．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  ）。 
A．保险人 B．投保人 C．被保险人 D．受益人 E．保险代理人 
7．属于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方法有（  ）。 
A．文义解释 B．意图解释 C．学理解释 D．补充解释 E．自由解释 
8．受益人遇到以下情形，失去受益权（  ）。 
A．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B．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 
C．受益人放弃受益权 
D．受益人被指定变更的 
E．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 

四、是非题 

1．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履行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义务，该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无效。（  ） 
2．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当事人、关系人和辅助人。（  ） 
3．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 
4．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只要指定了受益人，被保险人就丧失了受益权，受益人获得受益权。

（  ） 
5．保险合同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协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 
6．保险凭证是一种简化了是保险单，但在法律上效力不如一般保险单。（  ） 
7．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有着独特的法律地位，享有受益权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 
8．保险合同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申请仲裁，仲裁不成，再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 
9．被保险人生前的债权人有权从受益人领取的保险人中获得债务的清偿。（  ） 
10．被保险人生前的债权人有权从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中获得债务的清偿。（  ） 
11．保险代理人上门推销保险时向投保人出具投保单的行为是一种要约行为。（  ） 
12．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  ） 
13．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 
14．在个人人寿保险合同中，允许变更被保险人。（  ） 
15．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是必须坚持有利于保险人。（  ） 

五、名词解释 

保险合同 保险人 被保险人 受益人 保险金额 保险单自然终止 履约终止 

六、简述题 

1．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哪些人？ 
2．说明受益人的收益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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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险人的义务是什么？ 
4．有哪些原因导致保险合同终止？ 
5．简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如何处理争议。 
6．简述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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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险市场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保险市场的基本理论与特点，分析了保险市场的构成要素与种类；

探讨了保险市场上供需关系以及国际上几个主要的保险市场的经营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结合

当前国内外保险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理解本章的知识。 
课时：4 

第一节  保险市场概述 

1．保险市场的概念：参与者：供给方、需求方、监管方； 
2．保险市场的特点： 
3．保险市场的要素 
4．保险市场的类型 
5．保险市场机制 
6．保险市场的分类 

第二节  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 

1．保险人 
2．保险市场中介 

第三节  保险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 

1．保险需求 
2．保险供给 
3．均衡价格 

第四节  国际保险市场 

1．北美保险市场 
2．欧洲保险市场 
3．日本保险市场 
4．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 

本章习题 

一、选择题 

1．保险市场的保险人提供保障的基础是（  ） 
A．保险基金 B．保险标的 C．保险价值 D．保险费率 
2．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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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全垄断型 B．完全竞争型 C．寡头垄断型 D．垄断竞争型 
3．保险市场的买方是（） 
A．保险代理人 B．被保险人 C．投保人 D．保险人 E．受益人 
4．保险市场是（） 
A．保险产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B．买方, 卖方和中介人构成市场主体 
C．进行交易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风险保障 
D．具有其它商品市场通常具有的含义和特征 
E．保险商品的交易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 
5．我国保险监管机关是（    ）。 
A．中国人民银行    B．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C．中国税务局    D．保险同业公会 
6．保险市场是保险商品（    ）。 
A．交换关系的总和    B．生产关系的总和  C．分配关系的总和    D．消费关系的总和 
7．保险公估人是以（    ）的身份处理保险当事人所委托的办理有关保险业务公估等事项。 
A．第三者的身份    B．保险人  C．投保人    D．保险同业公会 
8．保险市场上决定保险费率的主要因素是（    ）。 
A．保险产品的市场供求情况  B．风险发生的概率 
C．凝结在费率中的附加费率部分  D．竞争的激烈程度 
9．以下关于保险市场的定义正确的是（    ）。 
A．保险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B．保险市场是由保险买卖者构成的 
C．保险商的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总和 D．由保险商品、保险公司共同构成 
10．保险市场的要素包括（    ）。 
A．有保险商品的卖方或供给方    B．需要保险商品的买方或需求方 
C．具体的交易对象   D．提供辅助作用的保险中介方 
11．保险市场的特征有（    ）。 
A．直接的风险市场    B．非即时清结  C．保险公司为市场的主导者  D．特殊的“期货”

交易市场 
12．保险市场的竞争模式有（    ）。 
A．完全竞争模式    B．完全垄断模式  C．垄断竞争模式    D．寡头垄断模式 
13．保险市场供给的具体内容包括（    ）。 
A．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种保险商品的质量 
B．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种不同的保险商品的品种 
C．保险公司为全社会所提供的保险商品经济保障总额 
D．保险公司为某一保险商品品种提供的经济保障额度 
14．影响保险市场供给的因素有（    ）。 
A．保险费率及互补品、替代品的价格 
B．法律所规定的保险企业的 低偿付能力标准 
C．保险技术水平 
D．市场的规范程度及政府的监督 

二、名词解释 

1．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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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市场供 
3．保险市场需求 
4．偿付能力 
5．保险行业自律 

三、填空题 

1．保险市场有     、     、     和     四个构成要素。 
2．保险市场主体是指        ，它包括     、     和     。 
3．当今保险市场的模式是    、     、     和     。 
4．我国保险法的立法方式是采取      与      合二为一。 
5．保险业监管的主要内容是      、      和      。 
6．保险监管的方式通常有      、      和      三种。 

四、判断题 

1．保险价格就是指保险金额。（     ） 
2．保险中介即保险代理人。（    ） 
3．我国现行保险法适用范围包括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政策保险在内的所有保险业务。

（   ） 
4．保险责任准备金就是保险赔偿金。（    ） 
5．海上保险既适用《保险法》，又可以适用《海商法》。（   ） 

五、简答题： 

1．简述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2．简述保险市场供给的一般组织形式。 
3．简述保险准备金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 
4．简述保险监管的主要内容。 
5．简述保险价格的构成、影响因素及其厘定原则。 
6．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是如何的？ 
7．什么是保险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 

六、综合题 

分析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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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商业保险-财产保险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阐述了财产保险的概念、特征与业务体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财

产保险的相关概念及其业务结构，了解不同业务的区别。 
课时：5 

第一节  财产保险概述 

1．财产保险的概念与业务体系 
2．财产保险特征 
3．财产保险的意义 

第二节  火灾保险 

火灾保险概述 
团体火灾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 

第三节  运输保险 

1．运输保险概述 
2．机动车辆保险 
3．船舶保险 
4．航空保险 
5．货物运输保险 

第四节  工程保险 

1．工程保险概述 
2．建筑工程保险 
3．安装工程保险 
4．科技工程保险 

第五节  责任保险 

1．责任保险及其发展 
2．责任保险的基本内容 
3．责任保险的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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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企业财产保险有（   ）和（   ）之分，它们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保险责任范围方面。 
2．普通家庭财产保险分为（   ）和（   ）两个险别。 
3．机动车辆保险是财产和责任综合险，分为（   ）和（   ）两个部分。 
4．我国的海上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包括（   ）、（   ）和（   ）。 
5．责任保险按实施方式可分为（   ）和（   ）；按承保方式可分为（   ）和（   ）。保

险标的价值在投保时确定的保险称为（   ）。 
6．按保险价值的确定时间进行分类，保险分为（   ）和（   ）。 

二、单项选择题 

1．以投保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或估计价值作为保险价值，其保险金额按保险价值来确定，这

种保险被称为（   ）。 
A．不定值保险 B 定值保险 C 定额保险 D．超额保险  
2．某工厂添置一套设备，投保时市价为 80 万元，后被盗。当时，市价涨至 100 万元，问赔

偿金额为（   ），这是以（   ）为赔偿限额。 
A．80 万元 B100 万元 C 实际损失 D．保险金额 
3．在抵押贷款的财产保险时，银行以抵押权人名义对抵押品房屋投保，如果银行贷款 10 万

元，房屋价值 13 万元，保险金额为 12 万元，则保险人赔款金额为（   ）。 
A．10 万元 B13 万元 C12 万元 D．不予赔偿 
4．保险金额不得超过（   ），超过部分无效。 
A．保险价值 B 保险标的 C 保险利益 D．事故损失 
5．某企业投保企业财产保险，保险金额为 100 万元，出险时保险财产的保险价值为 120 万

元。实际遭受损失 30 万元，保险人应赔偿（   ）。 
A．10 万元 B120 万元 C25 万元 D．40 万元 
6．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财产范围包括：（ ）。 
A．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 
B．被保险人与他人共有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 
C．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的财产 
D．被保险人替他人保管的财产 
E．被保险人拥有法律上承认的其他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 
7．我国保险市场上出现的家庭财产保险新险种的特点有：（ ）。 
A．保险范围扩大      B．有系列附加险的配套 
C．定额保单居多      D．保额大幅度提高 
E．在财产险领域首次出现投资型产品 
8．企业财产保险的基本险承保的损失原因包括：（ ）。 
A．雷击、火灾、爆炸   B．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C．暴雨、洪水、台风   D．保险标的保管不善 
E．核反应和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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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列不属于普通家庭财产保险中的灾害损失保险的保险财产是：（ ）。 
A．被保险人的房屋及其附属设备   B．室内装修材料 
C．家禽和家畜           D．存放于室内的其他家庭财产 
10．利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可根据下列哪些因素确定？（ ）。 
A．本年度业务发展趋势          B．通货膨胀因素 
C．上年度账册中的销售额或营业额      D．审计师费用 
E．赔偿期限 

三、多项选择题 

1．影响总括保证保费的因素有（ ）。 
A．企业种类                B．雇员人数 
C．赔偿责任限额              D．总括保证的种类 
E．免赔额 
2．合同保证可分为（ ）。 
A．维修保证                B．投标保证 
C．受托保证                D．支付保证 
E．履约保证 
3．以下属于短期出口信用综合保险除外责任范围的有（ ）。 
A．由货物运输保险和其他保险承保的损失 
B．汇率变动引起的损失 
C．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未履行合同或违反法律造成的损失 
D．在买方违反合同情况下，被保险人仍向其出口货物而发生的损失 
E．因买方没有遵守所在国法律而未得到进口许可证 
4．影响出口信用保险费率的因素包括（ ）。 
A．买方                  B．支付方式 
C．买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D．贷款条件 
E．信用期限 
5．某一个制药厂在 1998 年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年，以“期内发生式”为基础

承保。在保险期限内，一患者服用该厂 1998 年生产的药物，因其配制上的过失致使该患者身体受

到了潜在的伤害。该患者在 2001 年发现并提出索赔，法院判定制药厂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保险人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 
A．否，因为索赔是在保险期满后提出的 
B．是，因为患者的损害是在保险期内发生的 
C．是，因为导致患者损害的被保险产品是在保险期限内生产的 
D．否，因为患者的损害是在保险期满后发现的 

四、判断题 

1．企业财产保险综合险不承保由于地震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以及堆放在露天或罩棚下的保险

标的以及罩棚，由于暴风、暴雨造成的损失。除此之外的一切损失风险，企业财产保险综合险都承

保。（   ） 
2．家庭财产两全保险规定：如果在保险期间不发生保险事故，则在保险期满时保险公司将原

缴保险储金全部退还被保险人；如果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则在保险期满时不退还保险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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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在利润损失保险中，如果投保企业有数个供应商或销售商，那么，扩展责任的加费率应相

应于只有一个供应商或销售商的情况减少。（   ） 
4．利润损失保险中，实际赔偿期是指从损失发生之日起到营业全部恢复为止。（   ） 
5．总括保证适用于包括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在内的各种企业。（   ） 
6．投资保险投保 3 年以后，被保险人有权要求注销保单，如未到 3 年提前注销保单，被保险

人须缴足 3 年的保费。（   ） 
7．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负责赔偿因买方、借款人或其还款担保人在商务合同或贷款协议规定

的还款日起逾期 6 个月仍未履行还款义务所造成的损失。（   ） 
8．对出口商来说，使用保理业务的 大好处是能获得无追索权、手续简便的贸易融资，出售

货物后就可以获得 80%的预付款融资和 100%的贴现融资。（   ） 

五、名词解释  

第一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 海上保险 

六、简述题 

1．企业财产保险承保的保险标的包括哪些？ 
2．简述企业财产保险赔款的计算。  
3．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是如何定义的？ 
4．简述定值保险和不定值保险的区别。 
5．简述普通家庭财产保险赔偿处理方式。 
6．简述利润损失保险中的保险期限、赔偿期限和实际赔偿期限的关系。 
7．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的财务主管或者风险经理，负责为企业购买保险，你要考虑哪些问题？ 
8．简述我国开办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适用范围和保险责任。 
9．试比较买方信贷保险和卖方信贷保险的不同之处。 
10．买方信贷保险各当事方如何确立相互间的地位和关系? 

七、计算题 

1．张某拥有 50 万元的家庭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额围 0 万元。在保

险期间家中失火，问： 
（1）财产损失 10 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2）家庭财产损失 45 万元时，保险公司又应赔偿多少？ 
2．某企业投保企业财产保险，保险金额为 100 万元。在保险期间发生火灾，问： 
（1）绝对免赔率为 5% ，财产损失 2 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2）绝对免赔率为 5% ，财产损失 8 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3）相对免赔率为 5% ，财产损失 8 万元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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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商业保险——人身保险 

教学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人身保险的险别与各种常用条款。在学习本章时，注意区分人身保

险与财产保险的不同特征，以及人身保险各险别的异同。 
课时：5 

第一节  人身保险概述 

1．概念、特点与分类： 
人身保险指以人的寿命（或称为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死亡、

伤残、疾病、年老等事故或生存至规定时点时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业务。  
1）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作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死亡为保险

事故（即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一种人身保险业务。人寿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可以是生存，也可以是死

亡，也可同时承保生存和死亡。  
2）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

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保险。 
按照保险责任，健康保险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①疾病保险指以疾病为

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②医疗保险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③收入保障保

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3）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以意外伤害而致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

险。 
2．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常见条款 

第二节  人寿保险之一 ——传统型人寿保险 

1．人寿保险的特征 
1）生命风险的特殊性 
2）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3）保险利益的特殊性  
4）保险金额的确定与给付的特殊性  
5）保险期限的特殊性：人寿保险合同往往是长期合同，保险期限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或一

个人的一生。这种长期性的特点使寿险具有特殊性，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2．人寿保险的主要类型： 
1）普通型人寿保险  
A．定期寿险：定期寿险是指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限为固定年限的人寿保险。

对于被保险人而言，定期寿险 大的优点是可以用极为低廉的保险费获得一定期限内较大的保险保

障。其不足之处在于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届满仍然生存，则不能得到保险金的给付，而且已交纳

的保险费不再退还。 
B．终身寿险：终身寿险是指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限为终身的人寿保险。终身

寿险是一种不定期的死亡保险，即保险合同中并不规定期限，自合同有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死亡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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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保险 大的优点是可以得到永久性保障，而且有退费的权利，若投保人中途退保，可以得

到一定数额的现金价值（或称为退保金）。 
终身保险按照缴费方式可分为：（1）普通终身保险，保险费终身分期交付。（2）限期缴费终

身保险，其保险费在规定期限内分期缴付，期满后不再缴付保险费，但仍享有保险保障。缴纳期限

可以是年限，也可以规定缴费到某一特定年龄。（3）趸缴终身保险，在投保时一次全部缴清保险

费，也可以认为是限期缴费保险的一种特殊形态。 
C．两全保险：两全保险是指在保险期间内以死亡或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也称

为生死合险，是将定期死亡保险和生存保险（生存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满时仍生存为给付

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结合的保险形式。    
两全保险是储蓄性极强的一种保险。两全保险的纯保费由危险保险费和储蓄保险费组成，危险

保险费用于当年死亡给付，储蓄保险费则逐年积累形成责任准备金，既可用于中途退保时支付退保

金，也可用于生存给付。 
由于两全保险既保障死亡又保障生存，因此，两全保险不仅使受益人得到保障，同时也使被保

险人本身享受其利益。 
D．年金保险：年金保险是指以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按约定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且分期

给付生存保险金的间隔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人寿保险。 
按缴费方式划分，年金保险可以分为趸缴年金和期缴年金。 
按被保险人数划分，年金保险可以分为个人年金、联合年金、 后生存者年金和联合及生存者

年金。 
按给付额是否变动划分，年金保险可以分为定额年金和变额年金。 
按给付开始日期划分，年金保险可以分为即期年金和延期年金。 
按给付方式（或给付期间）划分，年金保险可以分为终身年金、 低保证年金和定期生存年金。

其中， 低保证年金又分为确定给付年金和退还年金两种。 

第三节  人寿保险之二——创新型人寿保险 

1．新型人寿保险： 
1）投资连结保险：中国监管规定中定义的投资连结保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至少在一个

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身保险产品。该投资账户必须是资产单独管理的资金账户。投资账

户应划分为等额单位，单位价值由单位数量及投资账户中资产或资产组合的市场价值决定。投保人

可以选择其投资账户，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人承担。除有特殊规定外，保险公司的投资账户与其管

理的其他资产或其投资账户之间不得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的保单现金价值与单独投资账户（或称“基金”）资产相匹配，现金价值直接与独立账户资产投资业

绩相连，一般没有 低保证。不同的投资账户，可以投资在不同的投资工具上。 
2）万能保险：万能保险是一种缴费灵活、保额可调整，非约束性的寿险。 
万能保险的经营透明度高。保单持有人可以了解到该保单的内部经营。保单持有人可以得到有

关保单的相关因素，如保费、死亡给付、利息率、死亡率、费用率、现金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

预期的结果的说明。 
万能保险具有透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保单的现金价值与纯保险保额是分别计算的，即具有

非约束性。纯风险保额与现金价值之和就是全部的死亡给付额。 
3）分红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

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分红保险、非分红保险以及分红保险产品与其附加的非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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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必须分设账户，独立核算。分红保险采用固定费用率的，其相应的附加保费收入和佣金、

管理费用支出等不列入分红保险账户；采用固定死亡率方法的，其相应的死亡保费收入和风险保额

给付等不列入分红保险账户。 

第四节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以意外伤害而致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有三层含义： 
1）必须有客观的意外事故发生，且事故原因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预见的。 
2）被保险人必须因客观事故造成人身死亡或残废的结果。 
3）意外事故的发生和被保险人遭受人身伤亡的结果，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2．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征 
1）保险金的给付：保险事故发生时，死亡保险金按约定保险金额给付，残废保险多按保险金

额的一定百分比给付。 
2）保费计算基础：意外伤害保险的纯保险费是根据保险金额损失率计算的，这种方法认为被

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的概率取决于其职业、工种或从事的活动，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被保险人的

职业、工种、所从事活动的危险程度越高，应交的保险费就越多。 
3）保险期限：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较短，一般不超过一年， 多三年或五年。 
4）责任准备金：年末末到期责任准备金按当年保险费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如 40%、50%）计

算，与财产保险相同。 
3．意外伤害保险的可保风险分析 

第五节  健康保险 

1．健康保险的概念：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

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保险。 
按照保险责任，健康保险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构成健康保险所指的疾

病必须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由于明显非外来原因所造成的。 
第二，必须是非先天性的原因所造成的。 
第三，必须是由于非长存的原因所造成的。 
2．健康保险的特点  
1）保险期限：除重大疾病等保险以外，绝大多数健康保险尤其是医疗费用保险常为一年期的

短期合同。 
2）精算技术：健康保险产品的定价主要考虑疾病率、伤残率和疾病（伤残）持续时间。健康

保险费率的计算以保险金额损失率为基础，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一般按当年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

提存。此外，等待期、免责期、免赔额、共付比例和给付方式、给付限额也会影响 终的费率。 
3）健康保险的给付：关于“健康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费用型健康保

险适用该原则，是补偿性的给付；而定额给付型健康险则不适用，保险金的给付与实际损失无关。 
4）经营风险的特殊性：健康保险经营的是伤病发生的风险，其影响因素远较人寿保险复杂，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更严重。此外，健康保险的风险还来源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服务的数量和

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决定，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很难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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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本分摊：由于健康保险有风险大、不易控制和难以预测的特性，因此，在健康保险中，

保险人对所承担的疾病医疗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往往带有很多限制或制约性条款。 
6）合同条款的特殊性：健康保险无需指定受益人，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常为同一个人。 
健康保险合同中，除适用一般寿险的不可抗辩条款、宽限期条款、不丧失价值条款等外，还采

用一些特有的条款，如既存状况条款、转换条款、协调给付条款、体检条款、免赔额条款、等待期

条款等。 
7）健康保险的除外责任：健康保险的除外责任一般包括战争或军事行动，故意自杀或企图自

杀造成的疾病、死亡和残废，堕胎导致的疾病、残废、流产、死亡等。 
3．健康保险的种类 
1）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即提供医疗费用保

障的保险，它是健康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 
医疗费用是病人为了治病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它不仅包括医生的医疗费和手术费用，还包括住

院、护理、医院设备等的费用。医疗保险就是医疗费用保险的简称。 
2）疾病保险：疾病保险指以疾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通常这种保单的保险金额比较大，

给付方式一般是在确诊为特种疾病后，立即一次性支付保险金额。 
疾病保险的基本特点 
3）收入保障保险：收入保障保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

件的保险，具体是指当被保险人由于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工作以致失去收

入或减少收入时，由保险人在一定期限内分期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健康保险。 
4）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而需要长期照顾的被保险人提供护

理服务费用补偿的健康保险。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人身保险是以（  ）为保险对象的保险。 
2．按人身保险的投保主体划分，人身保险可以分为（  ）和（  ）。 
3．确定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在充分考虑被保险人的年龄、健康等因素的前提下，应着重从以

下两个方面予以考虑（  ）、（  ）。 
4．人身保险按照投保的风险来划分，可以分为（  ）和（  ）。 
5．按照年金开始支付的日期的不同，年金分为（  ）和（  ）。 
6．受益人的产生方式有两种，即（  ）和（  ）。 
7．人身保险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人身保险产品的（  ），它是以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除以（  ）

而得到的商。 
8．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率是依据被保险人的（  ）确定的，一般不考虑被保险人的（  ）

因素。 
9．人寿保险是以人的（  ）为保险标的，以人的（  ）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10．我国《保险法》种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    ）书面同意并认可

（  ）的，合同无效。 
11．（  ）和（  ）的总和称为总保费。 
12．按保险事故划分，人寿保险可以分为（  ）、（  ）和（  ）；按有无利益分配可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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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按参加保险的人数不同可分为（  ）和（  ）。 

二、单项选择题  

1．对编制生命表贡献 大的是（    ） 
Ａ．约翰• 格兰特Ｂ．爱德华• 哈雷Ｃ．詹姆斯• 道德逊 Ｄ．约翰• 德• 威特 
2．我国解放前规模 大、组织 健全的华商寿险公司是 1912 年设立的（   ） 
Ａ．保险招商局        Ｂ．仁济和保险公司  
Ｃ．华安合群寿险公司 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3．我国解放前规模 大、组织 健全的华商寿险公司是 1912 年设立的（   ） 
Ａ．保险招商局        Ｂ．仁济和保险公司 
Ｃ．华安合群寿险公司  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4．保险金既可以采用补偿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定额给付方式的险种是（    ） 
Ａ．财产保险   Ｂ．人寿保险  Ｃ．医疗保险 Ｄ．意外伤害保险 
5．纯保障性，无储蓄性的险种是（       ） 
Ａ．定期寿险    Ｂ．终身寿险  Ｃ．生存保险   Ｄ．两全保险 
6．当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Ｅｍ>１时，说明（    ） 
Ａ．收入缺乏弹性 Ｂ．收入富有弹性Ｃ．收入单位弹性Ｄ．收入负弹性 
7．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有效期限为（      ）年。 
Ａ．1 年 Ｂ．2 年 Ｃ．3 年  Ｄ．5 年 
8．两全保险是既可以保障生存又可以保障死亡的险种，若重点在于保障被保险人本人的利益

的两全保险是（         ） 
Ａ．普通两全保险     Ｂ．期满双赔两全保险  
Ｃ．养老附加定期保险  Ｄ．联合两全保险 
9．对被保险人按正常费率承保，但在一定时期内按比例减少保险金给付，然后逐渐趋于正常

的弱体保险采取的承保方式是（       ） 
Ａ．年龄增加法      Ｂ．征收额外保费法 
Ｃ．保险金削减法    Ｄ．以上三种方法均可 
10．把同时期内保险费收入的增加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的比重称为（       ） 
Ａ．保险需求的价格弹性  Ｂ．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 
Ｃ．平均保险倾向     Ｄ．边际保险倾向 
11．人身保险属（） 
A．定值保险 B 定额保险 C 重置价值保险 D．不定值保险 
12．人身保险又称为（） 
A．定额保险 B 损害保险 C 定值保险 D．不定值保险 

三、多项选择题 

1．人身保险合同是（         ） 
Ａ．定额给付性合同   Ｂ．双务性合同   Ｃ诺成性合同  Ｄ．实践性合同 
2．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下列组织形式（    ） 
Ａ．股份有限公司 Ｂ．相互保险公司  Ｃ．国有独资公司  Ｄ．保险合作社 
3．下列哪些费用属于新合同费（   ） 
Ａ．宣传广告费  Ｂ．固定资产折旧费  Ｃ．保费收缴费用 Ｄ．体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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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保险是承保疾病责任的健康保险，这里的“疾病”应满足的条件是（   ） 
Ａ．由人体外部原因引起的   Ｂ．由人体内部原因引起的 
Ｃ．由先天性原因引起     Ｄ．由非先天原因引起 
5．保险费中的纯保险费包括（    ） 
Ａ．营业保费  Ｂ．附加费  Ｃ．危险保费  Ｄ．储蓄保费 
6．下列哪些风险并非属于绝对禁止承保的风险，如被保险人提出书面申请， 
经保险人同意并缴纳相应的额外保费以后，保险人也可以承保。（     ） 
Ａ．战争  Ｂ．核辐射   Ｃ．赛车   Ｄ．拳击 
7．在分析人身保险需求时，往往要对（        ）指标进行分析。 
Ａ．保险需求的价格弹性  Ｂ．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 
Ｃ．平均保险倾向    Ｄ．边际保险倾向 
8．下列费用种属于维持费有（   ） 
Ａ．保单质押贷款的费用   Ｂ．单证印刷费 
Ｃ．保险代理人的佣金  Ｄ．寄送催缴保费通知单的费用 
9．确定健康保险的费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 
Ａ．死亡率   Ｂ．患病率     Ｃ．利息率      Ｄ．费用率 
10．在意外伤害保险中，只有当意外伤害是死亡或残废的（         ）时，才构成保险责任。 
Ａ．直接原因 Ｂ．间接原因  Ｃ．近因   Ｄ．诱因 
11．人身保险核保阶段包括（       ） 
Ａ．直接接触  Ｂ．体格检查 Ｃ．查定  Ｄ．生存调查 
12．附加保险费包括：（ ） 
A．营业费用支出 B．税款支出 C．保险企业盈利  
D．赔偿损失支出 E．给付保险金支出 
13．保险商品的价格是：（ ） 
A．保险费 B．费率 C．风险保障 
D．每单位保险金额的保险费数额 E．赔偿金额 
14．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的方法主要有________。　 
A．统一比例法　 B．按月计算法　 C．比例法　 D．估计法 
15．关于受益人的表述正确的是（　）。 
A．受益人可以是任何人 B．投保人、被保险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 
C．只有在人身保险中才会有受益人  
D．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可无保险利益  
E．自然人、法人、其他合法经济组织都可作为受益人 
16．受益人遇有下列情形，失去受益权（　）。 
A．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 B．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 
C．受益人放弃受益权       D．受益人被指定变更的 
E．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 

四、判断题 

1．人身保险的价格就是保险费率。（       ） 
2．人身保险合同的客体就是保险标的。（     ） 
3．养老附加定期保险保障的重点是被保险人本人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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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团体人身保险中，对投保团体参加保险的人数没有具体规定。（   ） 
5．由于保险金可以视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因此被保险人的债权人可以扣押属 
于受益人的保险金。（    ） 
6．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自杀，不论其精神是 
否正常，保险人均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 
7．终身保险的费率高于定期寿险的费率。（     ） 
8．保险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属于附加费中的收费费用。（     ） 
9．展期保险就是将寿险保单上的责任准备金作为趸缴保险费，用以购买与原保险合同保险金

额相同的死亡保险，其保险期限长短取决于保单现金价值的多少，但 长不能超过原保险合同的保

险期限。（         ） 
10．受益人获得的保险金就是被保险人的遗产，被保险人的债权人或遗产继 
承人可以扣押受益人的保险金。（     ） 
11．保险推销就是保险营销。（      ） 
12．弱体保险中征收额外保费法适用于额外危险是递增型的被保险人。（      ） 

五、名词解释 

人身保险  人寿保险  生命表  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   
残疾收入补偿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不可抗辩条款  年龄误告条款  宽限期条款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和复效条款  自杀条款  不丧失现金价值条款  现金价值 

六、简述题 

1．简述人身保险的特点。 
2．简述人寿保险的基本特点。 
3．人寿保险保险费与责任准备金是如何计算的？ 
4．人身保险的含义是什么？其可保风险的条件是什么？ 
5．为什么说寿险公司经营的业务应以自愿性质的为主？ 
6．简述人身保险保额确定的方法？ 
7．妊娠风险具有哪些特点？并述对寿险经营的影响。 
8．简述未成年人保险及其特殊性 

七、综合题 

试论中国农村寿险市场的开发。 

八、计算题 

1．某人现年 35 岁，购买一份 30 年期的两全保险，保额一万元，保费限 10 年缴清，试用一年

定期修正法计算第 7 年末和第 20 年末的实际责任准备金。 
2．某人投保年龄为 30 岁，投保一份保费限 10 年缴清的终身寿险。若被保险人在签单以后 15

年内死亡，其受益人可获得保险金一万元；若被保险人在 15 年以后死亡，其受益人可获得保险金

一万五千元。又知，保险人经营此类业务第一年的签单费用为 14 元，以后每年的维持费用为 12 元，

收费费用为年缴保费的 5%。试计算该保单的年缴营业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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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商业保险——再保险 

　　教学要求：本章在阐述再保险的概念、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介绍了再保险合同的基本形

式和业务方式。学习时主要掌握再保险的作用和不同合同形式的再保险及其业务方式的应用。 
课时：5 

第一节  再保险的概述 

1．再保险的基本概念 
2．风险单位、自留额和分保限额 
3．再保险与原保险的比较 
4．保险原则在再保险中的运用 
5．再保险的职能 
6．再保险的作用 

第二节  比例再保险 

1．比例再保险的含义。 
2．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成数和溢额混合再保险 

第三节  非比例再保险 

1．非比例再保险的含义。 
2．险位超赔再保险 
3．事故超赔再保险 
4．赔付率超赔再保险 
5．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的比较 

第四节  再保险业务的经营与管理 

1．再保险形式 
2．自留额的确定 
3．财产险再保险 
4．人身险再保险 
5．再保险的宏观管理——法定分保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按保险责任的转移方式分类，再保险分为（    ）和（   ）。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318 

2．按再保险合同的形式分类，再保险分为（   ）和（   ）。 

二、选择题 

1．比例再保险是以（  ）为基础来确定分出公司自留额和接受公司分保额的再保险方式。 
A．保险金额  B．保险利益     C．重置成本  D．保险合同 
2．原保险人将每一危险单位的保险金额，按照约定的分保比率分给再保险人的再保险方式指

的是（ ）。 
A．溢额再保险  B．成数再保险 
C．事故超赔再保险  D．赔付率超赔再保险 
3．在安排时需要将分出业务的具体情况和分保条件逐笔告知对方，接受公司是否接受和接受

多少均可自主决定的再保险是（  ）。 
A．临时再保险  B．合约再保险    C．预约再保险  D．混合再保险 
4．再保险分出公司和接受公司建立再保险关系的中介人是（  ）。  
A．保险公估人  B．专业再保险公司 
C．再保险代理人 D．再保险经纪人 
5．在安排时需要将分出业务的具体情况和分保条件逐笔告知对方，接受公司是否接受和接受

多少均可自主决定的再保险是（  ）。 
A．临时再保险  B．合约再保险  C．预约再保险  D．混合再保险 
6．原保险人以个别保单或风险单位为基础，在特定的时间对特定的风险所作出的再保险选择

是（   ） 
A．合同再保险 B 临时再保险 C 预约再保险 D．固定再保险 
7．下列对再保险的作用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分散风险 B 扩大承保能力 C 直接保障了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 D．扩大国际交流  
E 保证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8．有超过 50 万元以后的 50 万元的超赔分保合同，订有免费恢复责任二次条款。现保险标的

发生了两次 75 万元的损失，分入公司在赔偿了两次 25 万元以后，分保责任仍恢复到 50 万元，则

该合同的总分保责任额是（  ）。 
Ａ．50 万元    B．75 万元    C．100 万元   D．150 万元 
9．影响责任恢复保险费的计算因素是（  ）。 
Ａ．损失持续时间         B． 后净损失 
C．原分保费           D．一次事故 
10．有一险位超赔再保险合同，分出公司自赔额为 2000 万元，分入公司的分入 
责任为 4000 万元，现有一危险单位发生赔款 5000 万元。则，分入公司应承担的赔款金额是

（  ）。 
Ａ．2000 万元 B．3000 万元  C．4000 万元  D．5000 万元 
11．某超赔再保险合同发生赔款 1200 万元，标的损余价值为 200 万元，向第三者追回款项是

180 万元，发生一笔向某再保险接受人摊回赔款 220 万元，则，该次事故的 后净损失是（  ）。 
Ａ．600 万元   B．820 万元   C．1040 万元  D．1200 万元 
12．超赔再保险合同的恢复责任生效时间是（  ）。 
Ａ．在保险单生效时        B．在提出索赔时 
C．在损失发生时         D．在支付赔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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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1．当再保险人破产时，原保险人法律地位上优于一般无担保或无抵押债权人，先参与清算分

配。（   ） 
2．按照事故超赔再保险方式，在一次事故中，只要总赔款是在分出公司自负责任限额内，就

由分出公司自行赔付。（   ） 
3．原保险人不能以原被保险人不交付保险费为由而拒绝向再保险人支付再保险费。（   ） 
4．有的再保险合同中对责任恢复的次数没有限制，如巨灾超赔合同，有的再保险合同则规定

只可恢复一次，如责任险和意外险等超赔合同。（   ） 

四、名词解释  

再保险 比例再保险 非比例再保险 成数再保险 溢额再保险 超额赔款再保险 

五、简述题 

1．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 
2．成数再保险 
3．险位超赔再保险 
4．事故超赔再保险 
5．什么是再保险？再保险有何意义？ 
6．简述再保险的主要内容。 

六、论述题 

我国再保险市场现状如何？针对入世后的竞争，你认为目前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 

七、计算题 

假定有一批货物需要 300 万的承保能力，请采用至少三种或以上分保方法来安排再保险规划，

每种合同条件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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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保险经营 

教学要求： 介绍保险经营思想和经营行为的特征、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和特殊原则的基础上，

让学生了解保险经营投保、承保、防灾、理赔等各个环节的含义、主要内容和程序。 
课时：5 

第一节  保险经营的特征 

1．现代保险经营思想：把保险作为一种商品来经营的思想，即按照商品经营的客观经济规律

来经营保险商品，而不是把保险经营局限在互助互济方面。 
2．保险经营行为的特征 
1）保险经营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务活动 
2）保险经营资产具有负债性 
3）保险经营成本和利润计算具有特殊性 
4）保险经营具有分散性和广泛性 

第二节  保险经营的原则 

1．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 
1）经济核算原则。 
2）随行就市原则。 
3）薄利多销原则。 
2．保险经营的特殊原则： 
1）风险大量原则。 
2）风险选择原则 
3）风险分散原则 

第三节  保险经营的环节 

1．投保：亦称购买保险，投保人通过保险业务人员或保险中介购买保险后，就与提供这种保

险的保险公司建立了一种较为长期的关系。 
2．承保：是指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即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通过协商，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取

得意见一致的过程。 
3．防灾：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所承保的保险标的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风险发生的因素，

防止或减少灾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从而降低保险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一种经营活动。 
4．理赔： 
保险理赔是指保险人在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故后，对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请求进行处理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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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保险公司的实务经营活动一般包括（  ）、（  ）、（  ）、（  ）等环节。 
2．保险这样展业的方式可分为（  ）和（  ）。 
3．保险承保的程序一般包括（  ）、（  ）、（  ）、（  ）、（  ）等环节。 
4．保险业务的方式主要有（  ）和（  ）。 
5．保险赔偿的方式主要有（  ）、（  ）、（  ）三种。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于（  ）年。 
7．国家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督管理机构主要方式是（  ）。 
8．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督管理机构是（  ）。 
9．保险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度是国家对保险业实行（  ）监督管理的重要体现。 
10．我国法律规定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为（  ）。 
11．保险分业经营是指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即要兼营（  ）和（  ）。 
12．除人寿保险业务之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一笔保险业务的（  ）按国家规定办理

再保险。 
13．保险资金的运用要坚持（  ）、（  ）、（  ）、（  ）等原则。 
14．保险费率由（  ）和（  ）组成。 
15．保险基金具有（  ）、（  ）和（  ）的特点。 

二、是非题 

1．风险大量原则是指保险人在一切风险的范围内，依据自己的能力，积极承保大量风险和保

险标的。（  ） 
2．风险分散包括承保前分散和承保后分散。（  ） 
3．展业活动是保险业务开展的第一步。承保管理就是分保管理（  ） 
4．防灾管理是非保险业务管理的环节之一。（  ） 
5．通过理赔，可以检验承保工作的质量（  ） 
6．商场可以经营部分保险业务。8 只要符合 低注册资本金的要求，就可以设立保险公司。

（  ） 
7．保险公司不能在任意区所自由进行展业活动。（  ） 
8．保险公司只能有负债业务，不能有资产业务。（  ） 
9．为了鼓励投保人的积极性，保险人可以对其规定给以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应当的保险费回

扣或其他利益。（  ） 
10．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  ） 
11．保险基金是一种集中形式的后备基金。（  ） 
12．保险基金是一种责任准备金。（  ） 
13．根据保险基金的支付对象和条件，它是一种责任准备金。（  ） 
14．保险费 = 毛保险费+ 附加保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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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选择题 

1．保险基金的来源是（  ） 
A．保险费率 B．保险金额 C．保险费 D．营业收入 
2．被保险人缴付的用于赔偿损失或给付保险金的费用叫（  ） 
A．纯保费 B．附加保费 C．毛保费 D．毛费率 
3．人身保险的保险费是由（  ）两部分组成的。 
A．毛保费和保险基金 B．危险保险费和储蓄性保险费 C．纯保险费和附加保险费 
D．纯保险费和保险基金 
4．我国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的 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元。 
A．5 千万元     B．1 亿        C．1．5 亿      D．2 亿 
5．保险公司成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的（        ）提取保险保证金。 
A．5%          B．10%         C．15%          D．20% 
6．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保证金提取后应交存于（         ） 
A．监管机构指定的银行         B．任何一家商业银行 
C．财政部                    D．中国人民银行 

四、多项选择题 

1．保险基金的特点是（  ） 
A．它是一种合理分担金 B．它是一种责任准备金 C．它是一种集中形式的后备基金 
D．它是一种返还性基金 E．它是一种分散形式的后备基金 
2．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  ） 
A．开业资本金 B．保险费收入 C．保险保障基金 D．营业利润 E．法定保证金 
3．附加保险费包括（  ） 
A．营业费用支出 B．税款支出 C．保险企业盈利 D．赔偿损失支出 E．给付保险金支出 
4．保险商品的价格是（  ） 
A．保险费 B．保险费率 C．每单位保险金额的保险费数额 D．赔偿金额 E．风险保障 
5．保险公司可以运用的资金包括（  ） 
A．资本金 B．公积金 C．保证金 D．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E．未决赔款准备金 
6．我国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 低限额的资本形式是（   ） 
A．实物     B．货币     C．实缴       D．授权 
7．保险公司有下列事项之一变更的，须报保险监管管理部门批准。 
A．变更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           B．调整业务范围 
C．修改公司章程                           D．变更名称 
8．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可以运用的项目是（   ） 
A．银行存款                    B．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C．设立证券经营机构            D．向企业投资 
9．保险代理人执业规定（    ） 
A．保险代理人可以为任何一家寿险公司代理业务 
B．保险代理人限于为一家寿险公司代理业务 
C．保险代理人只能为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代理业务 
D．保险代理人限于为注册登记上子所在行政区域内的保险公司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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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险监管部门在保险监管种发现违法行为的，可以采取（    ）措施达到监管目的 
Ａ．责令限期改正                Ｂ．合并 
Ｃ．整顿                        Ｄ．接管 

五、简述题 

1．简述保险经营的特性和基本原则。 
2．什么是展业和承保？各有那些具体要求？ 
3．简述防灾的意义及做法。 
4．保险理赔的主要程序有那些？ 
5．国家对保险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6．国家对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内容有那些？ 
7．保险行业自律的意义是什么？ 
8．社会后备基金有哪几种形式？ 
9．保险基金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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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保险投资 

教学要求：让学生明确保险基金的性质、特征、来源与构成，掌握保险基金运动的过程、保险

基金运用的原则、形式、结构和意义。 
学时：5 

第一节  保险基金的性质与特征 

1．保险基金的性质：保险基金是由专门的保险机构根据不同险种的保险费率，通过向参加保

险的单位或个人收取保险费的方式建立的一种专门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受到约定的保险事件发生

所致经济损失或满足被保险人给付要求的货币形态的后备金。 
2．保险基金的特征： 
1）专用性 
2）契约性 
3）互助性 
4）科学性 
5）金融性 

第二节  保险基金的来源与构成 

1．保险基金的来源 
2．保险基金的构成 

第三节  保险基金的运用 

1．保险基金运动的过程 
2．保险基金运用的原则 
1）安全性原则 
2）收益性原则 
3）流动性原则 
3．保险基金运用的形式 
4．保险基金运用的意义 

本章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保险公司应按（  ）的 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A．当年保费收入     B．营业盈余    C．当年保额        D．公司总资产 
2．人寿保险往往采用（  ）计算保费。 
A．自然费率      B．递增费率    C．均衡费率      D．纯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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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险公司对在保险有效期内发生的未决赔案，从当期保险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称作（   ） 
A．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B．未决赔款准备金 
C．保险保障基金        D．公积金 
4．（   ）反映的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率以及安全系数等因素。 
A．保险费率    B．毛费率   C．纯费率       D．附加费率 
5．以业务在月度内均衡分布为假设前提的未到期保费计提方法是（   ） 
A．年平均估算法    B．月平均估算法 
C．日平均估算法    D．平均值法 
6．预期法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是针对（   ）的交纳方式的。 
A．自然费率    B．递增费率    C．均衡费率    D．纯费率 
7．保险保障基金当提取数达到公司总资产的（    ）时不再提取。 
A．5%    B．6%    C．10%    D．20% 
8．我国规定开设全国性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 
A．3000 万元     B．5000 万元    C．2 亿元        D．5 亿元 

二、多项选择题 

1．保险公司资金中属于保险客户所有的负债项目的有（   ） 
A．资本金     B．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C．未决赔款准备金    D．保险保障基金 
2．赔款准备金的计提方法有（    ） 
A．24 分之一法    B．个案估计法         C．平均值法    D．赔付率法 
3．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有（   ） 
A．预期法  B．平均值法    C．追溯法    D．经验估计法 
4．保险资金运用的原则包括（    ） 
A．稳妥性原则       B．分散性原则     C．收益性原则 
D．流动性原则      E．择优性原则 
5．非寿险业务包括（   ） 
A．财产保险    B．责任保险    C．信用保险 
D．意外保险    E．健康保险 

三、填空题 

1．保险基金的性质属于（  ） 。 
2．社会后备基金有（  ）、（  ） 和（  ）三种形式。 
3．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  ）和（  ）。 
4．国家财政集中形式的后备基金是由（  ）、（  ）和（  ） 三部分组成。 

四、名词解释 

赔款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保险保障基金  赔付率法  日平均估算法 
均衡保险费  保单贷款  自然保费  后备基金  保险基金  未了责任准备金 
赔款准备金  总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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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判断题 

1．保险基金主要来自营业利润。 
2．保险基金不具有返还性。 
3．商业保险的保险费通常是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合理负担。 
4．保险基金是一种责任准备金。 
5．保险基金是一种集中形式的后备基金。 

六、简答题 

1．简述保险资金的性质。 
2．简述保险投资资金的来源。 
3．简述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投径。 
4．试述保险的基本特征。 
5．试比较社会后备基金的三种形式，说明各自主要特点。 
6．保险资金运用需要遵守哪些基本原则？ 
7．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有哪些？ 
8．非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有哪些？ 
9．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方向主要有哪些？ 

七、综合题 

1．分析我国保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保险业投资的效率。 
2．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保险资金运用及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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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保险监管概述 

　  教学要求：本章根据保险监管的产生与发展线索，保险监管的内容，即保险机构的监管，

保险业务的监管，保险财务的监管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阐述了保险监管的方式与监管体系。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应明了保险监管在保险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课时：4 
教学内容 
1．保险监管的发展历程 
　　2．国家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3．国家监管保险的方式 
　　4．保险监管体系的构建 
　　5．保险机构监管 
　  6．保险业务监管 
　　7．保险财务监管 
　　8．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9．我国保险监管制度的完善 

本章习题 

一、填空题 

1．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有（）和（）两种。 
2．分业经营是指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和（）。 
3．自留保险费是指保险公司收取的全部保险费中扣除（），再加上（）之后的保险费。 
4．保险法是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5．我国的保险法体系包括（）和（）。 

二、 选择题： 

1．中国保险市场的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  ）。 
A．审批保险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B．核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C．依法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运用、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D．审批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费率，并对其他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备案 
E．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等中介机构实施监管 
2．下列不属于保险市场监管目标的是（  ）。 
A．保证保险人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B．制定费率 
C．防止欺诈             D．保证保险人公平竞 
3．不属于中国保监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是（  ）。 
A．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核定 
B．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额度的审批 
C．保险公司在境外运用资金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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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提取已发生未报告赔款准备金 
4．目前，我国对于保险公司的设立采取（    ）。 
A．登记制  B．审批制  C．自愿制  D．许可制 
5．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基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破产的保险公司，将“赔

偿或给付保险金”放在（    ）。 
A．所欠税款之后      B．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之前 
C．所欠税款之前      D．清偿公司债务之后 
6．按我国《保险法》规定，我国保险公司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是（    ）。 
A．互济合作社    B．股份有限公司    C．国有独资公司    D．相互保险社 
7．在我国设立保险公司的基本条件是（    ）。 
A．有完善的管理人员的配备 
B．注册资本金 低限度达到二亿元，并为实缴资本 
C．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要求 
D．章程要求 
8．保险公司的财务监管包括（    ）。 
A．资本金监管    B．准备金监管      C．财务核算监管    D．资金运用监管 
9．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中国保监会制定和修订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B．保险公司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自行拟定当地的保险费率 
C．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可自行拟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D．保险行业协会可拟定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10．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一般商品 
B．保险需求的费率弹性是指保险需求量的变动引起保险费率的变动 
C．保险需求的费率弹性小于零 
D．保险需求的交叉弹性是指保险需求量的变动引起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 
11．市场机制是指（    ）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 
A．价值规律   
B．供求规律   
C．竞争规律   
D．优胜劣汰规律 

三、名词解释 

保险法 分业经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准备金 

四、简述题 

1．简述我国保险法的构成。 
2．保险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哪两个方面？ 
3．简述保险监管的内容。 
4．保险业监管的方式有哪些？ 
5．关于再保险的规定有哪些？ 
6．简述保险市场监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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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简述保险行业自律的作用。 
8．简述保监会对于实际偿付能力低于规定 低标准的保险公司可采取的措施。 

五、综合题 

分析我国保险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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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保险 

教学要求：社会保险的特点和功能，社会保险保费的负担和计算，社会保险基金。 
课时：3 

第一节  社会保险的产生与特点 

1．社会保险产生的客观条件； 
2．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 

第二节  社会保险的实施 

1．社会保险的功能： 
1）稳定社会生活的功能： 
2）再分配的功能 
3）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第一是社会保险制度作为需求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来发挥作用，

从而对经济起正面的作用；第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 
2．社会保险的实施原则； 
3．社会保险保费的负担； 
社会保险费的分担主体是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个主体的不同组合就产生了许多费用的分担

方式，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的社会保险项目中可能使用不同的保险费用分担方式，其中以雇主雇

员双方供款、政府负 后责任 为普遍。 
在雇主雇员共摊保险费用的方法中，又可细分几种情况： 
1）费率等比分担制 
2）费率差别分担制 
3）费率等比累进制 
4．社会保费的计算； 
1）社会保险费的计算 
社会保险必须根据各种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并按照给付标准事先估计的给付支出总额，求出

被保险人所负担的一定比率，作为厘定保险费率的标准。而且，与商业保险不同，社会保险费率的

计算，除风险因素外，还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因素，求得公平合理的费率。 
2）社会保险费的征集方式 
A．比例保险费制：这种方式是以被保险人的工资收入为准，规定一定的百分率，从而计收保

险费。采用比例制，原因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偿被保险人遭遇风险事故期间所丧失的收

入，以维持其 低的生活，因此必须参照其平时赖以为生的收入，一方面作为衡量给付的标准，另

一方面又作为保费计算的根据。 
B．均等保险费制：即不论被保险人或其雇主收入的多少，一律计收同额的保险费。这一制度

的优点是计算简便，易于普遍实施；而且采用此种方法征收保险费的国家，在其给付时，一般也采

用均等制，具有收支一律平等的意义。但其缺陷是，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缴纳相同的保费，在负担

能力方面明显不公平。 
5．社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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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主体：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往往与一国的社会保险组织机构有关。

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公共管理制度和将个人账户制度上的基金交由市场主体管理的做法。 
2）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 
A．关于投资的安全性 
B．关于投资的收益性 
C．关于投资的流动性 
D．关于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性 

第三节  社会保险的主要类型 

1．养老保险； 
1）养老保险的主要类型； 
2）养老保险的给付标准； 
3）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 
2．失业保险： 
1）失业保险的给付； 
2）失业保险的给付原则； 
3）失业保险的具体给付； 
4）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3．疾病保险： 
1）疾病保险的给付条件； 
2）疾病保险的现金给付； 
4．生育保险： 
1）生育保险的给付条件； 
2）生育保险的给付内容。 
5．工伤保险： 
1）工伤保险定义； 
2）工伤保险的基本原则； 
3）工伤保险的基本内容。 

本章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满足公民 低生活水平要求的是（   ）。 
A．商业保险    B．社会保险 
C．社会救济    D．社会福利 
2．实施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   ）。 
A．新加坡    B．英国 
C．瑞典      D．瑞士 
3．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导致社会局部生产节省劳动力而形成的失业称为（  ）。 
A．摩擦性失业    B．技术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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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周期性失业    D．结构性失业 
4．社会保险与商业性人身保险在（）方面有共同点。 
A．建立保险基金 B．保险实施方式 C．保险原则 
5．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共同点在于（） 
A．同以风险存在为前提 
B．同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契约行为 
C．同以概率论和大数法则作为制定保险费率的数理基础 
D．同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要 

二、多项选择题 

1．以下属于政策性保险项目的有（   ）。 
A．美国的洪水保险    B．日本的地震保险 
C．海外投资保险      D．信用保证保险 
E．出口信用保险 
2．社会保险包括（   ）。 
A．养老保险    B．医疗保险 
C．生育保险    D．员工财产保险 
E．工伤保险 
3．“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有（   ）。 
A．新加坡    B．英国 
C．智利      D．瑞士 
E．瑞典 
4．实施强制储蓄养老保险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   ）。 
A．新加坡    B．英国 
C．智利      D．瑞士 
E．瑞典 
5．在下列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比较中，正确的有（） 
A．都是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 
B．社会保险强调个人公平原则而商业保险强调社会公平原则 
C．两者都贯彻自愿的原则 
D．两者的行为依据不同 

三、判断题 

1．社会保险的对象是人和物。（   ） 
2．商业保险的保险费通常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合理负担。（   ） 
3．参加人身保险是一种自助行为。（   ） 
4．社会保险是依合同实施的契约行为。（    ） 
5．商业保险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原则。（   ） 
6．政策保险经营的内容既涉及非人身保险业务，也涉及人身保险业务。（    ） 
7．商业保险公司禁止经营政策性保险范围内的业务。（   ） 
8．政策保险的承保金额通常根据投保标的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也可以足额投保。（    ） 
9．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既存在紧密的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不能随便将商业保险经营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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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将社会保险经营商业化。（    ） 
10．社会医疗保险所保障的是一般疾病、患病和伤残，也包括职业病。（    ） 

四、名词解释 

政策保险    社会保险    摩擦性失业    无责任赔偿原则 

五、简述题 

1．社会保险有哪些功能？ 
2．社会保险有什么特点？ 
3．社会保险制度的类型有哪几种？ 
4．简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区别。 
5．比较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异同。 
6．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7．养老保险的模式主要有哪几种？各有什么特点？ 
8．目前各国实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主要遵循哪些原则？ 

六、论述题 

结合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异同，谈谈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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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证券市场概论》主要介绍有关证券及证券市场的基本概念，介绍各主要证券产品的概念、性

质和特征及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和分析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

本课程不仅偏重证券理论和知识的介绍，而且联系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

学的结合。 
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证券市场概论》总课时为 54 学时，全课共八章，除第五章为 9 课时外，其余各章均为 6 课

时，共计 51 学时，另有 3 课时安排讨论课或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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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券市场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证券、有价证券和证券市场等基

本概念，了解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和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证券市场。 
本章重点：有价证券的概念、分类及其特征；证券市场的概念、特征、结构、地位和基本功能，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别。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证券与证券市场 

一、证券概述 

主要包括证券的概念、票面要素、基本特征和分类 
（一）证券 
证券是指各类记载一定权利并代表一定权利的法律凭证，是证明持有人有权依其所持凭 
证记载的内容，取得应有的权益的法律凭证。 
（二）证券的分类 
证券因其性质不同分为凭证证券和有价证券。 
凭证证券，又称无价证券，是指不能使持有人取得收入的证券。 
有价证券是本课程的重点。 
（三）证券的票面要素 
第一，持有人；第二，标的物；第三，价值；第四，权利。 
（四）证券的特征 
一是法律特征。 
二是书面特征。 

二、有价证券 

主要包括有价证券的定义、分类和特征 
（一）有价证券的定义 
有价证券是指标有票面金额，证明持有人有权按期取得一定收入并可以自由转让和买卖的所有

权凭证或债权凭证。 
有价证券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二）有价证券的分类 
有价证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 
——商品证券 
——货币证券 
——资本证券 
资本证券是有价证券的主要形式。狭义的有价证券仅指资本证券。 
本课所讲的有价证券即是狭义的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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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根据不同的标准还有不同的分类： 
1．按证券发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证券、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 
2．按证券是否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可分为：上市证券和非上市证券。 
3．按证券收益是否固定，可分为：固定收益证券和变动收益证券。 
4．按证券发行地域和国家分类，有价证券可分为：国内证券和国际证券。 
5．按证券募集方式分类，有价证券可分为：公募证券和私募证券。 
6．按证券的经济性质分类，有价证券可分为：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 
（三）有价证券的特征 
1．期限性。2．收益性。3．流动性。4．风险性。 

三、证券市场 

（一）证券市场的特征 
一是证券市场是价值直接交换的场所； 
二是证券市场是财产权利直接交换的场所； 
三是证券市场是风险直接交换的场所。 
证券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区别： 
一是交易对象不同。 
二是交易目的不同。 
三是交易对象的价格决定不同。 
四是市场风险不同。 
（二）证券市场的结构 
证券市场的结构是指证券市场的构成及其各部分之间的量比关系。 
证券市场的基本结构有以下几种： 
1．纵向结构（层次结构） 
纵向结构是根据证券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形成的结构关系。 
据此证券市场分为：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 
2．横向结构（品种结构） 
横向结构是根据有价证券的品种形成的结构关系。 
其构成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等。 
3．交易场所结构 
按交易活动是否在固定场所进行，证券市场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三）证券市场的地位 
1．金融市场体系概述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市场，是以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的总和。 
资金融通（融资）——是指在经济运行中，资金供求双方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资金余缺的活

动，是所有金融交易活动的总称。 
资金融通简称融资，一般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2．金融市场的结构： 
根据交易工具的期限，金融市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又有各自不同的市场体系： 
货币市场包括：短期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协议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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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和大面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 
资本市场包括：中长期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其中，中长期信贷市场是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之

间的贷款市场；证券市场是通过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进行融资的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

基金市场等。 
3．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 
1．筹资功能、 
2．定价功能、 
3．资本配置功能 

第二节  证券市场参与者 

一、证券发行人 

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的主体。包括： 
（一）公司（企业） 
（二）政府及其机构 
（三）金融机构 

二、证券投资人 

证券投资者是通过证券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 
（一）机构投资者 
（二）个人投资者 

三、证券市场中介机构 

证券市场中介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包括： 
（一）证券公司 
（二）证券服务机构 
主要包括：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

所、证券信用评级机构等。 

四、自律性组织 

自律性组织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 

五、证券监管机构 

证券监管机构——在我国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第三节  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一、证券市场的产生 

证券市场的产生原因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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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股份公司的发展 
（三）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信用制度的发展 

二、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 

纵观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其进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二）初步发展阶段 
（三）停滞阶段 
（四）恢复阶段 
（五）加速发展阶段 

三、国际证券市场发展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地区）的证券市场

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在有效推进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际金融竞争加

剧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凸现的过程中，各国（地区）证券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显示出证

券市场的全球化趋势。 
（一）投资证券化。 
（二）投资者法人化 
（三）金融创新深化 
（四）金融机构混业化 
（五）交易所公司化 
（六）证券市场网络化。 
（七）金融风险复杂化 
（八）金融监管合作化 

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简述 

（一）旧中国的证券市场 
（二）新中国证券市场 

五、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行政管制下的完全可控的对外开放，开放领域基本涉及市场的各个方面； 
第二阶段，适度控制下的半开放状态，主要表现为外资进入市场的资格条件将逐渐由软约束向

硬条件过渡； 
第三阶段，则是国际惯例下的完全开放。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证券筹资国际化； 
二是证券投资的国际化； 
三是证券商及证券业务的国际化。 
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尚处于第一个阶段。开放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在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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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步对外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什么是有价证券？广义有价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的区别？有价证券是如何进行

分类的？什么是虚拟资本？有价证券的特征有哪些？什么是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特征有哪些？

证券市场的结构如何？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何？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有哪些？货币市

场和资本市场有哪些区别？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有哪些？简述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以及新中国的证

券市场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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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  票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股票的概念、性质、股票的类型

以及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了解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以及我国现行的股票类型。 
本章重点是股票的概念、性质、股票的类型以及股票的价值与价格；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股票的特征与类型 

一、股票概述 

（一）股票的定义 
股票是股份公司发行的、用以证明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和权益、并据以获取股息和红利的凭证。

股票一经发行，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即成为公司的股东。 
股票的实质：代表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股东对公司的分配权，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权。 
股票作为一种所有权凭证，都有固定的格式。 
（二）股票的性质 
1．股票是有价证券 
2．股票是要式证券 
3．股票是证权证券 
4．股票是资本证券 
5．股票是综合权利证券 
（三）股票的特征 
1．收益性 
2．风险性 
3．流动性 
4．永久性 
5．参与性 

二、股票的类型 

常见的股票类型有如下几种： 
（一）普通股票和优先股票 
股票按股东享有权利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股票和优先股票。 
（二）记名股票和不记名股票 
股票按是否记载股东姓名，可以分为记名股票和不记名股票。 
（三）有面额股票和无面额股票 
股票按是否有票面金额，可以分为有面额股票和无面额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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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的价值与价格 

一、股票的价值 

1．票面价值 
2．账面价值 
3．清算价值 
4．内在价值 

二、股票的价格 

（一）股票的理论价格 
（二）股票的市场价格 

三、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 

（一）公司经营状况 
（二）宏观经济因素 
（三）政治因素 
（四）心理因素 
（五）证券主管部门的政策与措施 
（六）人为操纵因素 

第三节  普通股与优先股 

一、普通股 

（一）普通股股东的权利 
1．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 
2．公司盈余和剩余资产分配权 
3．其他权利 
（二）普通股股东的义务 
1．遵守公司章程； 
2．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3．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 
4．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二、优先股 

（一）优先股的定义 
优先股是指股东享有某些优先权利的股票。 
对优先股的理解可以分为两方面： 
与普通股相比：共同点：优先股作为一种股权证书，代表着对公司的所有权。 
不同点：优先股股东不具普通股股东那样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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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有些权利是优先的，则其有些权利是受到限制的。 
与债券相比：相同点：优先股兼有债券的某些特点，它在发行时就确定了股息率。 
优先股存在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公司而言：发行优先股可以筹集长期稳定的公司股本；因其股息率固定，可以减轻公

司利润的分派负担；优先股股东无表决权，可以避免公司经营决策权的变化和分散。 
其次，对投资者而言：由于优先股的股息收益稳定可靠，而且在财产清偿时也先于普通股，故

其风险相对较小，是一种有特色的投资品种。 
优先股的缺憾：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获利很高时，优先股因股息率固定而相对较低。 
优先股优先条件的确定： 
一般由公司章程规定，具体规定的方面包括： 
——优先股分配股息的顺序和定额， 
——优先股分配公司剩余资产的顺序和定额， 
——优先股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条件、顺序和限制， 
——优先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优先股股东转让股份的条件等。 
（二）优先股的特征 
1．股息率固定 
2．股息分派优先 
3．剩余资产分配优先 
4．一般无表决权 
优先股股东的权利是受限制的，这主要体现在表决权上。 
——普通股股东参与经营管理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而体现的； 
——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也没有投票表决权； 
只有在讨论涉及优先股股东权益的议案时，他们才能行使表决权。 
（三）优先股的种类 
优先股根据不同的附加条件有以下分类： 
1．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 
分类依据：股息在当年未能足额分派时，能否在以后年度补发。 
累积优先股票是指历年股息累积发放的优先股。 
非累积优先股票是指股息当年结清，不能累积发放的优先股票。 
2．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优先股 
分类依据：在公司当年盈利较多时，除获得固定股息外，能否参与本期剩余盈利的分享。 
参与优先股是指除了按规定分得本期固定股息外，还有权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参与本期剩余盈利

分配的优先股票。 
参与优先股票又可以分为：全部参与优先股票和部分参与优先股票两种。前者是参与优先股票

有权与普通股票一起等额分享本期的剩余盈利，其收益没有上限规定。在后者是参与优先股票有权

在一定额度内与普通股票一起分享本期的剩余盈利，其收益有上限制约。 
非参与优先股票是指除了按规定分得本期的固定股息外，无权再参与对本期剩余盈利分配的优

先股票。 
3．可转换优先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 
分类依据：是优先股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否转换成其他品种。 
可转换优先股是指发行后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持有者将它转换成其他种类股票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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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转换优先股是指发行后不允许其持有者将它转换成其他种类股票的优先股票。 
4．可赎回优先股和不可赎回优先股 
分类依据：是在一定条件下优先股票能否由原发行公司出价赎回。 
可赎回优先股是指在发行后一定时期可按特定的赎买价格由发行公司收回的优先股票。 
不可赎回优先股票是指发行后根据规定不能赎回的优先股票。 
5．股息率可调整优先股和股息率固定优先股 
分类依据：是股息率是否允许变动。 
股息率可调整优先股是指股票发行后股息率可以根据情况按规定进行调整的优先股票。 
股息率固定优先股是指发行后股息率不再变动的优先股票。 

第四节  我国现行的股票类型 

我国现行的股票按投资主体不同划分为： 

一、国家股 

国家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包括公司现有国有资

产折算成的股份。 
国家股从资金来源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国有企业整体改组为股份公司时所拥有的净资产。 
第二，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的投资。 
第三，经授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经济实体性总公司等机构向新 
组建股份公司的投资。 
对以国有资产折价入股的，应按国务院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资产评估、确认、

验证等手续。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国有股权行政管理的专职机构，国有股权可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

构持有。在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未明确前，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有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政

府委托其他机构或部门持有。 
对国有股权委托持有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一般要与被委托单位办理委托手续，订立委托协议。 
对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持有国有股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授权方拟订有关协议。 
国有股的股利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督收缴，依法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安排使用。 
国家股权可以转让，但转让应符合国家制定的有关规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考核、监督国有

股持股单位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国家股的权益。 
根据 2003 年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定，我国各级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将由三

个基本层面组成： 
第一层面为行政监管机构，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第二层面为国有产权经营机构，即国资控股公司； 
第三层面为国有生产经营机构，即有国资成份的企业。 
第一层面的成员由政府任命，行使所有者权利，对第二层面实施所有者管理，对主要管理者任

免、经营规则制定、重大事项处理等进行管理；第二层面作为第一层面的代理人，受托经营国有资

本，控股、参股第三层面，按出资比例对第三层面行使股东权利； 
第三层面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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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股 

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公司

形成的股份。 
法人持股也是一种所有权关系，是法人经营自身财产的一种投资行为。法人股股票以法人记名。 
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其他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

份，则可称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 
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认购股份时，可以用货币出

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但对非货币资产，必须进行

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三、社会公众股 

社会公众股是指社会公众依法以其拥有的财产投入公司时，形成的可上市流通的股份。 
在社会募集方式情况下，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除了由发起人认购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应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我国《公司法》规定，社会募集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份，不得少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5%以上。 

四、外资股 

外资股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这是我国吸收外

资的一种方式。 
外资股按上市的地域可以分为： 
（一）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主要包括 H 股、N 股、S 股等。 
红筹股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但主要业务在中国内地或大部分股东权益来自中国

内地的股票。红筹股不属于外资股。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股票？如何理解股票的性质？股票是如何进行分类的？股票的票面价值、帐面价值、清

算价值及内在价值有什么区别？股票的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区别是什么？ 
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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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债  券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债券的概念、特征、类型、偿还

方式以及股票和债券的相同与差异；政府债券的定义和特征、国家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券及其分类；

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国际债券的定义、特征、分类以及我国的国际债券等。 
本章重点：债券的概念、特征、类型、偿还方式以及股票和债券的相同与差异；政府债券的定

义和特征；国家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券及其分类；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国际债券的定义、特征、分

类等。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债券的特征与类型 

一、债券的定义和特征 

（一）债券的定义 
债券是发行人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债券的基本性质： 
1．债券属于有价证券 
2．债券是一种虚拟资本 
3．债券是债权的表现 
（二）债券的票面要素 
1．债券的票面价值 
2．债券的偿还期限 
3．债券的票面利率 
4．发行人的名称 
（三）债券的特征 
1．偿还性 
2．流动性 
3．安全性 
4．收益性 

二、债券的分类 

债券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一）按发行主体分类，债券可以分为： 
1．政府债券 
2．金融债券 
3．公司债券 
（二）按计息和付息方式分类，债券可以分为： 
1．单利债券 
2．附息债券（复利债券） 
3．贴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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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零息债券 
5．累进利率债券 
（三）按利率是否固定分类，债券可以分为： 
1．固定利率债券 
2．浮动利率债券 
（四）按债券形态分类，债券可以分为： 
1．实物债券 
2．凭证式债券 
3．记账式债券 

三、债券的偿还方式 

（一）到期偿还、期中偿还和展期偿还 
（二）部分偿还和全额偿还 
（三）定时偿还和随时偿还 
（四）抽签偿还和买入注销 

四、债券与股票的比较 

（一）债券与股票的相同点 
1．两者都属于有价证券 
2．两者都是筹措资金的手段 
3．两者的收益率相互影响 
（二）债券与股票的区别 
1．两者权利不同 
2．两者目的不同 
3．两者期限不同 
4．两者收益不同 
5．两者风险不同 

第二节  政府债券 

一、政府债券概述 

（一）政府债券的定义 
政府债券是国家为了筹措资金而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

债务凭证。 
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同，政府债券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 
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也称国债。 
（二）政府债券的性质 
政府债券的性质可从两方面考察：从形式上看，政府债券是一种有价证券，具有债券的一般性

质。政府债券本身有面额，投资者投资于政府债券可以取得利息，因此，政府债券具备了有价证券

的一般特征。从功能上看，政府债券最初仅仅是政府弥补赤字的手段，但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

政府债券已成为政府筹集资金、扩大公共事业开支的重要手段，并随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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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和信用工具的职能，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 
（三）政府债券的特征 
1．安全性高； 
2．流通性强； 
3．收益稳定； 
4．免税待遇 

二、国家债券 

国家债券是中央政府根据信用原则，以还本付息为前提而发行的债务凭证。国家债券简称国债。

国债的发行量大、品种多，是债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工具。 
（一）国债的分类 
1．按偿还期限分类，国债可以分为： 
——短期国债 
——中期国债 
——长期国债 
——无期国债 
2．按资金用途分类 
根据筹集资金的用途，国债可分为： 
——赤字国债 
——建设国债 
——战争国债 
——特种国债 
3．按流通与否分类 
根据是否流通国债可以分为： 
——流通国债 
——非流通国债 
4．按发行本位分类 
根据不同的发行本位，国债可以分为： 
——实物国债 
——货币国债 
货币国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 
——本币国债 
——外币国债 
（二）我国的国债 
新中国的国债发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以后。此后发行的国债品种主要有： 
1．国库券 
2．国家债券 
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1）国家建设债券。 
（2）财政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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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种债券。 
（4）保值债券。 
（5）基本建设债券。 
（6）特别国债。 
（7）长期建设国债。 

三、地方政府债券 

（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是：地方政府。 
（二）地方政府债券的分类 
按资金用途和偿还资金来源分类，地方政府债券分为： 
—— 一般债券 
—— 专项债券 
（三）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券 

第三节  金融债券与公司债券 

一、金融债券 

（一）金融债券的定义 
金融债券是指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

证券。 
（二）金融债券的特征 
1．专用性； 
2．集中性； 
3．利率较高； 
4．流动性。 
（三）我国的金融债券 
始于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时期也曾多次发行过金融债券。 
新中国的金融债券发行始于 1982 年。 

二、公司债券 

（一）公司债券的定义 
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二）公司债券的特征 
1．契约性 
2．优先性 
3．风险性 
此外，部分债券还具有：通知偿还性和可转换性的特征。 
（三）公司债券的类型 
1．信用公司债 
2．不动产抵押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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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公司债 
4．收益公司债 
5．可转换公司债 
6．附新股认股权公司债 

三、我国的企业债券 

企业债券是指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我国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金融债券和外币债券不在此管理范围。 
我国企业债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 
（二）发展期 
（三）整顿期 
（四）再度发展期 

第四节  国际债券 

一、国际债券概述 

（一）国际债券的定义 
国际债券是指一国借款人在国际证券市场上，以外国货币为面值，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券。 
国际债券的发行人：各国政府、政府所属机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国际组织等。 
国际债券的投资者：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各种基金、工商财团、自然人。 
发行国际债券的目的： 
第一，弥补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 
第二，补充国内预算资金的不足； 
第三，为大型和特大型工程建设筹集资金，并使其高度的风险得以分散； 
第四，为某些国际组织筹资以支持其活动； 
第五，为大型工商企业和跨国公司增加经营资本。 
（二）国际债券的特征 
1．资金来源广、发行规模大 
2．存在汇率风险 
3．有国家主权保障 
4．以自由兑换货币作为计量货币 

二、国际债券的分类 

（一）外国债券 
（二）欧洲债券 
（三）龙债券 

三、我国的国际债券 

（一）政府债券 
（二）金融债券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356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债券？债券有哪些特征？债券是如何分类的？债券的偿还方式有哪些？债券与股票的

异同点有哪些？什么是政府债券？政府债券的特征有哪些？国家债券有哪些分类？金融债券和公

司债券的概念和特征有何不同？什么是国际债券？其特征有哪些？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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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证券投资基金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

用及其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债券投资基金的分类；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及其资产评估。 
本章重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用及其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债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及其资产评估。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证券投资基金概述 

一、证券投资基金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产生与发展 
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

运用资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大众化的信托投资工具，其名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谓： 
——美国称"共同基金" 
——英国和中国香港称"单位信托基金" 
——日本和中国台湾称"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基金的起源：基金最早起源于英国，是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工业革命的产物。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 
1．集合投资 
2．分散风险 
3．专业理财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作用 
1．基金为中小投资者拓宽了投资渠道 
2．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3．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四）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债券的区别 
1．反映的经济关系不同 
2．筹集资金的投向不同 
3．风险水平不同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一）按组织形式不同，基金分为： 
契约型基金——又称单位信托基金，是把投资者、管理人、托管人三者作为基金的当事人，通

过签订基金契约的形式发行受益凭证而设立的一种基金。 
公司型基金——是按照《公司法》以公司形式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以营利为目的的基

金公司。 
公司型基金与股份公司在组织形式上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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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型基金与一般股份公司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之处。 
2．契约型基金与公司型基金的区别之处： 
（1）资金的性质不同。 
（2）投资者的地位不同。 
（3）基金的营运依据不同。 
（二）按能否自由赎回和基金总额是否固定，基金可分为： 
封闭式基金——是指事先核准发行总额，在封闭期内基金单位总数不变，基金上市后投资者可

通过二级市场转让、买卖基金单位，但不得申请赎回的基金。 
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发行总额不固定，投资者可在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场所申购或赎回

的基金。 
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的区别： 
（1）期限不同。 
（2）规模限制不同。 
（3）交易方式不同。 
（4）交易价格计算标准不同。 
（5）净资产公布时间不同。 
（6）交易费用不同。 
（7）投资策略不同。 
（三）按投资标的划分，基金可分为： 
1．国债基金 
2．股票基金 
3．货币市场基金 
4．指数基金 
5．黄金基金 
6．衍生证券投资基金 
（四）按投资目标划分，基金可分为： 
1．成长型基金 
成长型基金又分为：稳健成长型基金和积极成长型基金。 
收入型基金 
收入型基金可分为：固定收入型基金和股票收入型基金。 
3．平衡型基金 

第二节  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 

一、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 

基金持有人是指持有基金单位或基金股份的自然人和法人，即基金投资人。 
（一）基金持有人的权利 
基金持有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收益权、转让权、管理权（经营决策的参与权）。 
不同类型的基金，持有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报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持有人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基金公司的董事会来行使对基金公司的

重大事项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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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约型基金中，基金持有人只能通过召开基金受益人大会对基金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但对

基金日常决策一般不能施加直接影响。 
（二）基金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基金契约； 
2．缴纳基金认购款项及规定的费用； 
3．承担基金亏损或终止的有限责任； 
4．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投资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5．在封闭式基金存续期间，不得要求赎回基金单位； 
6．在封闭式基金存续期间，交易行为和信息披露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7．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的概念 
基金管理人是负责基金发起设立与经营管理的专业性机构。 
（二）基金管理人的资格 
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业务是发起设立基金和管理基金。 
对基金管理人需具备的条件，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 
（三）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四）基金管理人的更换条件 

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的概念 
基金托管人，又称基金保管人，是依据基金运行中“管理与保管分开”的原则对基金管理人进

行监督和保管基金资产的机构，是基金持有人权益的代表，通常由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或信托投资公

司担任。 
（二）基金托管人的条件 
（三）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四）基金托管人的更换条件 

四、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一）持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 
（二）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关系 
（三）持有人与托管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与资产估值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是指从基金资产中提取的、支付给为基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基金管理人的费用，也

就是管理人为管理和操作基金而收取的费用。 
基金管理费的计算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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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种类的基金，其管理费率各不相同。 
（二）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是指基金托管人为保管和处置基金资产向基金收取的费用。 
基金托管费的计算与支付。 
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种类的基金，其托管费率各不相同。 
（三）其他费用 

二、证券投资基金资产估值 

（一）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总值是指基金所拥有的各类证券的价值、银行存款本息、基金应收的申购基金款以及

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基金单位资产净值是指每份基金份额实际代表的价值。 
基金份额资产净值 = （基金资产总值 — 基金总负债）/ 已售出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资产净值是衡量一个基金经营好坏的主要指标，也是基金份额交易价格的内在价值和计算

依据。 
一般情况下，基金份额价格与资产净值趋于—致，即资产净值增长，基金价格也随之提高。尤

其是开放式基金，其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赎回价格都直接按基金份额资产净值来计价。封闭式基金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价格除取决于基金份额资产净值外，还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经济形势、政治环

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其价格与资产净值常发生偏离。 
（二）基金资产的估值 
基金资产的估值是指计算、评估基金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以确定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的过程。 
1．估值的目的 
基金资产估值的目的是客观、准确地反映基金资产的价值。 
2．估值对象 
估值对象为基金依法拥有的各类资产。 
3．估值日的确定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交易日当天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 
4．估值暂停 
基金管理人虽然必须按规定对基金净资产进行估值，但遇特殊情况时有权暂停估值。 
5．估值方法 

第四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风险与信息披露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构成 
证券基金的收益是基金资产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超过本金部分的价值。 
基金收益的来源：利息、股息、红利、资本利得等。 
基金收益的构成：（1）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 
（2）买卖证券价差； 
（3）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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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收人。 
因运用基金资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计入收益。 
基金净收益为基金收益扣除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收益扣除费用后的余额。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分配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扣除费用后的利润将分配给受益人。 
基金分配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是分配现金，这是最普遍的分配方式； 
二是分配基金单位，即将应分配的净收益折为等额的新的基金份额送给受益人。 
我国法规规定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险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中资金、专家管理、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但投资者投资于

基金仍有可能面临风险。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存在的风险主要有： 
（一）市场风险 
（二）管理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巨额赎回风险 
（五）其他风险 

三、基金的信息披露 

为了加强对基金投资运作的监管，提高基金运作的透明度，保障基金持有人合法权益，基金必

须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其他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法披露基金

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及信息披露的禁止性行为。 

第五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 

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为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我国目前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

行上市的股票和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限制 

对基金投资进行限制的主要目的： 
一是引导基金分散投资，降低风险； 
二是避免基金操纵市场； 
三是发挥基金引导市场的积极作用。 
我国《基金法》规定的基金投资的禁止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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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其特点与作用如何？其与股票和债券有何区别？证券投资基金如何分

类？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包括

哪些其其资产如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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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融衍生工具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及分

类；金融衍生工具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新发展；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其特有性质和交易

的特有性质，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金融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

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种类、主要功能，金融期权的价格；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可转换证券的要素、其转换价

值和价格；存托凭证、交易所交易基金、认股权证及备兑凭证等其它衍生工具。 
本章重点：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及分类；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其特有性质和交

易的特有性质，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金融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

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种类、主要功能，金融期权的价格；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可转换证券的要素、其转换价

值和价格。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特征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 
金融衍生工具，又称金融衍生产品，是与基础金融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建立在基础产品

或基础变量之上、其价格取决于后者价格（或数值）变动的派生金融产品。 
这里的基础产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仅包括：现货金融产品（如债券、股票、银行定期存单

等）， 也包括：金融衍生产品。这里的的基础变量：则包括：利率、各类价格指数、甚至天气（温

度）指数等。 
20 世 70、80 年代全球金融创新浪潮使新的衍生工具不断推出，对金融市场运行、管理以及金

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特征 
1．跨期交易 
2．杠杆效应 
3．不确定性和高风险 
4．套期保值和投机套利共存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金融衍生工具有不同的分类： 
（一）按照基础工具种类分类 
从基础工具角度分类，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划分为： 
1．股权式衍生工具——是指以股票或股票指数为基础工具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 
——股票期货、 
——股票期权、 
——股票指数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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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指数期权、 
——以及上述合约的混合交易合约。 
2．货币衍生工具——是指以各种货币作为基础工具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 
——远期外汇合约、 
——货币期货、 
——货币期权、 
——货币互换、 
——以及上述合约的混合交易合约。 
3．利率衍生工具——是指以利率或利率的载体为基础工具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 
——远期利率协议、 
——利率期货、 
——利率期权、 
——利率互换、 
——以及上述合约的混合交易合约。 
（二）按照衍生工具的风险—收益特性分类 
从风险—收益关系角度分类，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划分为： 
1．风险收益对称型——是交易双方都负有在将来某一日期按一定条件进行交易的义务。属于

这一类的有： 
——远期合约、 
——期货合约、 
——互换合约。 
2．风险收益不对称型——是交易双方中合约购买方有权选择是否履行合约。 
属于这一类的有： 
——期权合约、 
——认股权证、 
——可转换证券等。 
（三）按照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方法及特点分类 
从其自身交易的方法和特点分类，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分为： 
1．金融远期合约——是指合约双方同意在未来日期按照固定价格买卖基础金融资产的合约。 
金融远期合约规定了将来交割的资产、交割的日期、交割的价格和数量，合约条款根据双方需

求协商确定。 
金融远期合约主要包括： 
——远期利率协议、 
——远期外汇合约、 
——远期股票合约。 
2．金融期货——是指买卖双方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以公开竞价的形式达成的，在将来某一特

定时间交收标准数量特定金融工具的协议。 
主要包括： 
——货币期货、 
——利率期货、 
——股票指数期货、 
——股票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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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期权——是指合约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费用（称为期权费或期权价格），在约定日期

内（或约定日期）享有按事先确定的价格向合约卖方买卖某种金融工具的权力的契约。 
包括两大类：——现货期权 
——期货期权 
4．金融互换——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按共同商定的条件，在约定的时间内定期交换

现金流的金融交易。主要有两类： 
——货币互换 
——利率互换 

三、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发展 
1．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最基本原因是避险 
2．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进—步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3．金融机构的利润驱动是金融衍生工具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4．新技术革命为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手段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新发展 
金融工具创新的成果是极为丰富的，从其功能来讲，可以分为： 
——风险管理型创新、 
——增强流动型创新、 
——信用创造型创新、 
——股权创造型创新。 

第二节  金融期货 

一、金融期货的定义和特征 

（一）金融期货的定义 
金融期货是期货交易的一种。 
期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集中性的市场以公开竞价方式所进行的期货合约的交易。 
期货合约——则是由交易双方订立的、约定在未来某日期按成交时约定的价格交割一定数量的

某种商品的标准化协议。 
（二）金融期货的基本特征 
与金融现货交易相比金融期货的基本特征如下： 
1．交易对象不同 
2．交易目的不同 
3．交易价格的含义不同 
4．交易方式不同 
5．结算方式不同 

二、金融期货的种类 

金融期货从基础工具来划分，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外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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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期货 
（三）股票价格指数期货 
（四）股票期货 

三、金融期货的基本功能 

（一）套期保值功能 
套期保值——是指通过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建立相反的头寸，从而锁定未来现金流的交易行

为。 
1．套期保值原理 
2．套期保值的基本做法 
（二）价格发现功能 
（三）投机功能 
（四）套利功能 

四、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 

金融期货交易有一定的交易规则，这些规则是期货交易正常进行的制度保证，也是期货市场运

行机制的外在体现。 
（一）集中交易制度 
（二）标准化的期货合约和对冲机制 
（三）保证金及其杠杆作用 
（四）结算所和无负债结算制度 
（五）限仓制度 
（六）大户报告制度 

五、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一）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 
（二）影响金融期货价格的主要因素 
1．现货价格 
2．预期收益率或贴现率 
3．时间长短 
4．现货金融工具的付息情况 
5．交割选择权 

第三节  金融期权 

一、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 

（一）金融期权的定义 
期权又称选择权是指其持有者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双方商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某种

特定商品的权利。 
期权交易就是对这种选择权的买卖。 
金融期权是指以金融商品或金融期货合约为基础产品的期权交易形式。体地说，其购买者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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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者支付一定费用后，就获得了在规定期限内以某一特定价格向出售者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某

种金融商品或金融期货合约的权利。 
期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单方面有偿让渡。 
期权的买方以支付一定数量的期权费为代价而拥有了这种权利，但不承担必须买进或卖出的义

务；期权的卖方则在收取了一定数量的期权费后，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无条件服从买方的选择并履行

成交时的允诺。 
（二）金融期权的特征 
与金融期货相比，金融期权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仅是买卖权利的交换。 
期权的买方在支付了期权费后，就获得了期权合约所赋予的权利，即：在期权合约规定的时间

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向期权的卖方买进或卖出某种金融商品期货合约，但并没有必须履行该期权

合约的义务。即：期权的买方可以选择行使他所拥有的权利。 
期权的卖方在收取期权费后，就承担着在规定时间内履行该期权合约的义务，即：当期权的买

方选择行使权利时，卖方必须无条件地履行合约规定的义务，而没有选择的权利。 
（三）金融期货与金融期权的区别 
1．基础资产不同 
2．交易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不同 
3．履约保证不同 
4．现金流转不同 
5．盈亏的特点不同 
6．套期保值的作用与效果不同 

二、金融期权的主要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金融期权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根据选择权的性质划分，金融期权可分为： 
——买入期权 
——卖出期权 
（二）按照合约所规定的履约时间的不同，金融期权可分为： 
——欧式期权 
——美式期权 
——修正的美式期权 
（三）按照金融期权基础资产性质的不同，金融期权可以分为： 
1．股票期权 
2．股票指数期权 
3．利率期权 
4．货币期权 
5．金融期货合约期权 
6．奇异型期权 

三、金融期权的基本功能 

金融期权与金融期货的功能相似。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期权是金融期货功能的延伸和发展，

具有与金融期货相同的套期保值和发现价格的功能，是一种控制风险的有效工具。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368 

四、金融期权的理论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一）内在价值 
（二）时间价值 
（三）影响期权价格的主要因素 
1．协定价格与市场价格 
2．权利期间 
3．利率 
4．基础资产价格的波动性 
5．基础资产的收益 

第四节  可转换证券 

一、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 

（一）可转换证券的定义 
可转换证券是指持有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按一定比例或价格将其转换成一定数量的另一种证

券的证券。 
可转换证券实质上是一种普通股票的看涨期权。 
根据发行证券的性质，可转换证券分为： 
——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优先股票 
（二）可转换证券的特征 
1．可转换证券是一种附有转股权的债券 
2．可转换证券具有双重选择权的特征 

二、可转换证券的要素 

（一）有效期限和转换期限 
（二）票面利率或股息率 
（三）转换比例或转换价格 
（四）赎回条款与回售条款 
（五）转换价格的修正条款 

三、可转换证券的价值和价格 

（一）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 
转换价值——是可转换证券在实际转换时，按转换成普通股的市场价格计算的价值。 
转换价值等于每股市价乘以转换比例。 
因为，可转换债券在普通股票价格上涨时转换较为有利，所以它的转换价值与所转换的股票价

格有关，股票价格越高，转换价值越大。 
（二）可转换证券的理论价值 
1．投资价值 
2．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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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就是二级市场的挂牌价格，它以理论价值为基础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在可转换债券到期以前，只要投资者对所转换股票的价格看涨，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格就会高于它

的转换价值。从理论上说，当市场价格等于转换价值时，称为转换平价；当市场价格高于转换价值

时，称为转换升水；当市场价格低于转换价值时，称为转换贴水。 
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格与转换价值和理论价值之间的关系：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格应高于转换

价值，否则投资者可以立即购买可转换债券，并将其转换成普通股票卖出就可获利。 
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格也应高于其理论价值，否则有被低估的问题。 
可见，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格至少应等于两者中的较高者。 

第五节  其他衍生工具简介 

一、存托凭证 

（一）存托凭证的定义 
存托凭证是指在一国证券市场流通的代表外国公司有价证券的可转让凭证。 
存托凭证一般代表外国公司股票，有时也代表外国债券。 
存托凭证首先由 J．P．摩根首创。在美国存托凭证后，各国相继推出了本国的存托凭证。 
（二）美国存托凭证的有关业务机构 
1．存券银行 
存券银行作为 ADR 的发行人和市场中介，为 ADR 的投资者提供服务，包括： 
首先，作为 ADR 发行人，存券银行在 ADR 基础证券的发行国安排托管银行，当基础证券被

解入托管账户后，立即向投资者发出 ADR； 当 ADR 被取消时，指令托管银行把基础证券重新投

入当地市场。 
其次，在 ADR 交易过程中，存券银行的工作包括： 
——负责 ADR 的注册和过户， 
——安排 ADR 在存券信托公司的保管和清算， 
——及时通知托管银行变更股东或债券持有人的登记资料， 
——并与经纪人保持经常联系，保证 ADR 交易的顺利进行。 
——向 ADR 的持有者派发美元红利或利息， 
——代理 ADR 持有者行使投票权等股东权益。 
最后，为 ADR 持有者和基础证券发行人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作为 ADR 持有者、发行公司的代理者和咨询者，存券银行的工作包括： 
一是向 ADR 持有者提供基础证券发行人及 ADR 的市场信息，解答投资者的询问； 
二是向基础证券发行人提供 ADR 持有者及 ADR 市场信息，帮助发行人建立和改进 ADR 计划，

特别是提供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和代理服务； 
三是协调 ADR 持有者和发行公司的一切事宜，并确保发行公司符合法律要求。 
2．托管银行 
托管银行是由存券银行在基础证券发行国安排的银行，它通常是存券银行在当地的分行、附属

行或代理行。托管银行的工作： 
——负责保管 ADR 所代表的基础证券； 
——根据存券银行的指令领取红利或利息，用于再投资或汇回 ADR 发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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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券银行提供当地市场信息。 
3．中央存托公司 
中央存托公司是美国的证券中央保管和清算机构，负责 ADR 的保管和清算。 
美国证券中央保管和清算机构的成员： 
——主要是金融机构，如：证券经纪公司、自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清算公司等， 
——其他机构和个人，可以通过与以上成员建立托管或清算代理 关系间接地参加证券中央保

管和清算机构。 
（三）美国存托凭证的种类 
按照基础证券发行人是否参与存托凭证的发行，存托凭证可分为： 
1．无担保的 ADR 
无担保的 ADR 由一家或多家银行根据市场的需求发行，基础证券发行人不参与，存券协议只

规定存券银行与 ADR 持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无担保的 ADR 目前不存在。 
2．有担保的 ADR 
有担保的 ADR 由基础证券发行人的承销商委托一家存券银行发行。 
承销商、存券银行和托管银行三方签署存券协议。 
采用有担保的 ADR，发行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存券银行。 
有担保的 ADR 分为：一级公开募集 ADR、 
二级公开募集 ADR、 
三级公开募集 ADR、 
美国 144A 规则下的私募 ADR。 
这四种有担保的 ADR 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运作惯例，美国的法律也对其有不同的要求。 
一般，ADR 的级别越高，所反映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登记要求也越高，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就越大。 
（四）存托凭证的优点 
1．市场容量大、筹资能力强 
2．上市手续简单、发行成本低 
3．避开直接发行股票与债券的法律要求。 
（五）美国存托凭证的发行与交易 
1．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发行 
2．美国存托凭证（ADR）的交易 
（六）存托凭证在中国的发展 
1．我国公司发行的存托凭证 
2．我国公司发行存托凭证的阶段和行业特征 

二、交易所交易基金 

（一）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定义、产生和性质 
1．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定义 
从广义上说，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以下简称 ETF）包括所有在有组织的

交易所交易的基金，但通常所说的 ETF 专指可以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因此，有些人

也将其称为 LOF（Listed Open — end Fund）。 
ETF 以复制和追踪某一市场指数为目标，通过充分分散化的投资策略降低非系统风险，通过消

极管理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以取得市场平均收益水平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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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TF 的产生 
ETF 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3．ETF 的性质 
ETF 最初的产生是金融中介机构为大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对冲投资工具而创设的新产品。ETF

都是以某一特定股价指数为基准指数，以一揽子特定价值的股票组合为基础而设立起来的。它既与

某一市场基准指数相联系，又与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相联系，是一种取众基金之长、去众基金

之短的混合型基金新产品。 
（二）ETF 的分类 
1．按照跟踪指数分类： 
按照 ETF 是否跟踪特定的指数，可将其划分为： 
——指数型 ETF 
——包裹型 ETF 
2．按照组织结构分类 
按照美国 SEC 的规定，ETF 的组织结构可以分为： 
——单位投资信托型 
——管理型投资公司 
（三）ETF 的运行 
1．参与主体 
2．基础指数选择及模拟 
3．构造单位的分割 
4．构造单位的申购与赎回 
（四）ETF 的特征 
ETF 是在指数基金、开放基金、封闭式基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衍生产品，它既具有指数基

金、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与上述三种基金的

区别上。 
1．ETF 与指数基金、开放式基金的区别 
2．ETF 与封闭式基金的区别 
（五）ETF 的优势 
1．日内交易与二级市场的高流动性 
2．价格与净值偏离较小 
3．税收高效性 
4．成本分配公平性，保护继续持有者利益 
5．管理费用较低 
6．具有较高透明度 

三、认股权证 

（一）认股权证的定义 
认股权证——全称是股票认购授权证，它由上市公司发行，给予持有权证的投资者在未来某个

时间或某一段时间以事先确认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该公司股票的权利。 
认股权证实质上是一种股票的长期看涨期权。通常，认股权证与债券或优先股共同发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与普通股共同发行的情形。 
（二）认股权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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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股数量 
2．认股价格 
3．认股期限 
（三）认股权证的发行方式 
——共同发行 
——单独发行 
（四）认股权证的交易 
——认股权证的交易地点 
——认股权证的交易方式 
——认股权证的交易价格 
行使价——是指以认股权证换取普通股的成本价。 
其公式为： 
行使价 =  （认股权证的市价×每手认股权证的数目）    +  认股价 
每手认股权证可换的普通股数目 
（五）认股权证的价值 
1．内在价值 
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是指持有认股权证的潜在收益，它与发行人的普通股票价格与认股权

证的认购价格之间的差价相关。 
公式为： V  =（P – E）•  N 
式中：V——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  P——普通股的市场价格； 
E——认股权证的每股普通股的认购价格； 
N——换股比例，即每张认股权证可购买的普通股票数。 
由上式可见，影响认股权证价值的因素主要有： 
（1）普通股的市价 
（2）剩余有效期间 
（3）换股比例 
（4）认股价格 
2．投机价值 
从认股权证内在价值的决定看： 
——如果普通股的市价高于认股价格，则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就大于或等于零； 
——如果普通股的市价等于认股价格，则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就等于零； 
——如果普通股的市价低于认股价格，则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小于零，但其市场价格仍可能大

于零，因为认股权证本身还有投机价值。 
这就是说，普通股的市价低于认股价格的现象只是暂时的，只要认股权证没有到期，普通股的

价格就仍有超越认股价格的机会，其内在价值就会大于零。 
另外，认股权证也有杠杆作用，即认股权证价值的变化幅度大于股价的涨跌幅度，这也是其投

机价值的一种表现。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金融衍生工具？其特征及分类如何？什么是金融期货？其基本特征、特有性质和交易的

特有性质有哪些？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有哪些？金融期货的功能有哪些？金融期

货的主要交易制度有哪些？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什么是金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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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其特征、主要种类、主要功能有哪些？金融期权的价格形式及其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是可转

换证券？其特征、要素有哪些？其转换价值和价格的表现形式有哪些？什么是存托凭证、交易所交

易基金、认股权证及备兑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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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券市场运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

概念、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股票价格平均数及其计算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

方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

因素；证券投资的收益、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本章重点：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股票价格平均数及

其计算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

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证券投资的收益、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投

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 

一、证券发行市场 

（一）证券发行市场的含义 
证券发行市场——是发行人向投资者出售证券的市场。 
发行市场一般无固定场所，是一个无形市场。 
发行市场的作用有三个方面： 
1．为资金需求者提供筹措资金的渠道 
2．为资金所有者提供投资机会，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3．形成资金流动的收益导向机制，促进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二）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者 
1．证券发行人——是资金的需求者和证券的供应者。 
2．证券投资者——是资金的供应者和证券的需求者。 
3．证券中介机构——则是联系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专业性中介服务组织。 
在证券发行市场上，中介机构主要包括： 
——证券公司、       ——会计审计机构、 
——律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事务所等 
（三）证券发行与承销制度 
1．证券发行制度 
（1）注册制 
（2）核准制 
我国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 
2．证券发行方式 
（1）股票发行方式 
（2）债券发行方式 
3．证券承销方式 
发行人推销证券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自己销售称为自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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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称为承销。 
一般情况下，股票发行以承销为主。 
承销——是将证券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股票承销机构销售。 
按照发行风险的承担、所筹资金的划拨以及手续费高低等因素划分，承销方式分为两种： 
（1）包销——是指承销商将拟发行的证券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

证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包销又可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 
（2）代销——是指证券公司代发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

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 

二、证券交易市场 

（一）证券交易所市场 
1．证券交易所的定义、特征与功能 
（1）定义。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买卖双方公开交易的场所，是一个高度组织化、集中进行证券

交易的市场，是整个证券市场的核心。 
（2）证券交易所的特征： 
（3）证券交易所的功能 
2．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 
——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 
——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3．证券上市制度 
证券上市是指已公开发行的证券经交易所批准在交易所内公开挂牌买卖，又称交易上市。 
公司上市资格的终止或摘牌。 
4．证券交易所的运作系统 
——交易系统。 
——结算系统。 
——信息系统。 
——监察系统。 
5．交易原则和交易规则 
6．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二）其他交易市场 
1．场外交易市场的定义和特征 
场外交易市场——是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总称。 
场外交易市场有以下特征。 

2．场外交易市场的功能 
3．代办股份转让市场 
我国的代办股份转让市场是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建立的为退市公司社会公众持有

的股份提供代办转让股份服务的场所。该市场又称三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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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价格指数 

一、股价平均数和股价指数 

（一）股票价格平均数 
股价平均数——是用来度量所有样本股经调整后的价格水平的平均值，有三种形式： 
1．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 
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是以样本股每日收盘价之和除以样本数。 
其公式： 

式中：P \——平均股价；      Pi ——各样本股收盘价； 
n  ——样本股票种类数。 
2．加权股价平均数 
加权股价平均数——又称加权平均股价，是将各样本股票的发行量或成交量作为权数，以计算

出股价的平均数。 
其公式为： 

 
式中：Wi——样本股的发行量或成交量： 
——以样本股成交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股价可表示为： 
加权平均股价 = 样本股成交总额  /  同期样本股成交总量 
计算结果为平均成交价格。 
——以样本股发行量为权数的加权平均股价可表示为： 
加权平均股价 = 样本股市价总额  /  同期样本股发行总量 
计算结果为平均市场价格。 
3．修正股价平均数 
修正股价平均数——是在简单算术平均数法的基础上，在发生拆股、增资配股时，通过变动除

数，使股价平均数不受影响。 
修正除数的计算公式为： 
新除数  =  股份变动后的总价格  /  股份变动前的平均数 
修正股价平均数  =  股份变动后的总价格  /  新除数 
目前，道·琼斯的股价平均数，就是采用“修正平均股价法”来计算股价平均数的，每当股票

分割、分红送股或增资配股数超过原股份的 10%时，就对除数作相应的修正。 
（二）股票价格指数 
股票价格指数是将计算期股价与某一基期股价相比较的相对指数，用以反映市场股票价格的相

对水平。 
1．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步骤 

∑
=

=
n

i
iP

n
P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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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样本股。 
（2）选定基期、计算基期平均股价或市值。 
（3）计算期平均股价或市值的计算，及必要的修正。 
（4）指数化。 
2．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 
（1）股价指数的编制方法有两类： 
简单算术股价指数又分为： 
①相对法——是先计算各样本股的个别指数，再加总计算算术平均数。 
假设：股价指数为：P \； 
基期第 i 种股票价格为：Poi ， 
计算期第 i 种股票价格为：Pli， 
样本数为 N。 

∑
=

×=
N

i i

i GDCS
P
P

N
P

1 0

1' 1  

公式为： 
GDCS——固定乘数 
②综合法——是将样本股票基期价格和计算期价格分别加总，然后再求出股价指数。 
公式为： 

  

GDCS——固定乘数 
（2）加权股价指数是以样本股票发行量或成交量为权数加以计算，又分为： 
①基期加权股价指数——又称拉斯贝尔加权指数（Laspeyre   Index），采用基期发行量或成

交量作为权数。 
公式为： 

 
GDCS——固定乘数 
式中：Qoi——第 i 种股票的基期发行量或成交量。 
②计算期加权股价指数——又称派氏加权指数（Paasche  Index），采用计算期发行量或成交

量作为权数。 
其适用性较强，使用较广泛，很多著名的股价指数，都使用这一方法。 
如标准普尔指数等。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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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S——固定乘数 
式中：Qli——计算期第 i 种股票的发行量或成交量。 
③几何加权股价指数——又称费雪理想式（Fisher,S Index  Formula），是对两种指数作几何

平均，由于计算复杂，很少被实际应用。 
公式为： 

             

GDCS——固定乘数 

二、我国主要的证券价格指数 

（一）我国主要股票价格指数 
1．上证综合指数 
2．深证综合指数 
3．上证成份股指数 
4．上证 50 指数 
5．深证成份股指数 
6．深证 100 指数 
7．沪深 300 指数 
8．恒生指数 
9．台湾证券交易所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 
（二）我国的债券指数 
1．上证国债指数 
2．深市企业债指数 
3．中国债券指数 
（三）我国的基金指数 
——上证基金指数； 
——深证基金指数； 
基金指数的计算方法、修正方法； 
——老基金指数。 

三、国际主要股票市场及其价格指数 

（一）道— 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数 
（二）金融时报证券交易所指数（FTSE100 指数） 
（三）日经 225 股价指数 
（四）NASDAQ 市场及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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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一、证券投资收益 

（一）股票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是指从购入股票开始到出售股票为止的整个持有期间的收入。 
其构成包括股息收入、资本利得和公积金转赠收益。 
1．股息 
股息是指股票持有者依据所持股票从公司分取的盈利。 
优先股按照规定的固定股息率优先取得固定股息; 
普通股则根据余下的利润分取股息。 
股息与红利有区别。 
股息的来源是税后利润。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 
股息的形式有多种： 
（1）现金股息 
（2）股票股息 
（3）财产股息 
（4）负债股息 
（5）建业股息 
2．资本利得——股票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就是资本利得，或称资本损益。 
3．公积金转赠股本。 
公积金转赠股本是以送股的形式实现的，但送股的资金不是来自公司当年的可分配盈利，而是

来自公司以前提取的公积金。 
公司提取的公积金有——法定公积金、 
——任意公积金。 
法定公积金的来源。 
4．股票收益率 
衡量股票投资收益水平的指标主要有： 
（1）股利收益率 
股利收益率——又称获利率，是指股份公司派发的现金股息与股票市场价格的比率。 
该收益率既可用于计算已得的股利收益率，也可用于预测未来的股利收益率。 
股利收益率  =  D  /  P0  ╳ 100 % 
式中：D——现金股息；P0——股票买入价。 
（2）持有期收益率 
持有期收益率——是指投资者持有股票期间的股息收入与买卖价差占股票买入价格的比率。持

有期收益率是反映一定时期全部股息收入和资本利得占投资本金的比率。 
持有期收益率  =  D + （P1 — P0）/  P0  ×100% 
式中：D——现金股息；P0 ——股票买入价；P1 ——股票卖出价。 
（3）股份变动后持有期收益率 
投资者买入股票后，公司会有拆股、送股、配股、增发等股份变动。股份变动会影响股票的市

场价格和投资者的持股数量，因此，在股份变动后，应对持有期收益率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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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资本利得或损失 + 调整后的现金股息 
股份变动后持有期收益率 =  ————————————————————   × 100% 

调整后的购买价格 
（二）债券收益 
债券的投资收益来自两个方面： 
1．债息 
债券的利息收益取决于：债券的票面利率和付息方式。 
债券的票面利率——是指 1 年的利息占票面金额的比率。 
债券的付息方式——是指发行人在债券有效期间内向持有人支付利息的方式。 
债券利息的支付分为两类：一次性付息和分期付息。 
一次性付息有三种形式： 
（1）单利计息 
（2）复利计息 
（3）贴现方式计息 
分期付息债券有三种方式： 
（1）按年付息 
（2）半年付息 
（3）按季付息。 
分次付息的优点：可获取利息的再投资收益，享有每次现金利息的流动性好处。 
2．资本利得 
债券投资的资本利得——是指债券买入价与卖出价或买人价与到期偿还额之间的差额。 
3．债券收益率 
债券由多种收益率，分别反映投资者在不同价格和持有年限下的不同收益水平。 
（1）票面收益率——又称名义收益率或票息率，是债券票面上的固定利率，即年利息收入与

债券面额之比率。 
（2）直接收益率——又称本期收益率、当前收益率，是指债券的年利息收入与买入债券的实

际价格之比率。 
（3）持有期收益率——是指买入债券后持有一段时间，并在到期前将债券出售而得到的收益

率。它包括：持有债券期间的利息收入和资本损益。 
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息票债券持有期收益率公式： 
②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计算公式。 
（4）到期收益率——又称最终收益率，债券到期一般都按面值偿还本金，所以，随着到期日

的临近，债券的市场价格会越来越接近面值。 
到期收益率同样包括：利息收入和资本损益。 
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息票债券的计算公式。 
②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公式。 
（5）贴现债券收益率 
贴现债券——又称贴水债券，是指以低于面值发行、发行价与票面金额的差额相当于预先支付

的利息、债券期满时按面值偿付的债券。 
贴现债券一般用于短期债券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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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到期收益率 
②持有期收益率 
③复利最终收益率 
（三）组合收益率 
投资组合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p YXY

1

 

二、证券投资风险 

一般而言，风险——是指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的背离，或是证券收益的不确定性。 
证券投资的风险——是指证券预期收益变动的可能性及变动幅度。 
如果将证券投资的所有风险称为总风险。则总风险可分为两类： 
（一）系统风险（不可回避风险\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全局性的、共同的因素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可能变动，这种因素会以

同样方式对所有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 
在现实中，所有企业都受整体因素的影响。整体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由

于这些因素来自企业外部，是单一证券无法抗拒和回避的，因此又叫不可回避风险。由于这些风险

不能通过多样化投资而分散，因此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风险包括： 
1．政策风险 
2．周期性风险 
3．利率风险 
4．购买力风险 
（二）非系统风险 （可分散风险、可回避风险） 
非系统风险——是指只对某个行业或个别公司的证券产生影响的风险，它通常是由某一特殊的

因素引起，与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存在系统、全面的联系，而只对个别或少数证券的收益产生影

响。 
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抵消。 
非系统风险包括： 
1．信用风险 
2．经营风险 
3．财务风险 

三、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收益与风险的基本关系是收益率较高的投资对象，一般风险相对较大；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对象，

一般风险相对较小。    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理只是揭示两者的这种内在本质关系：收益与风险

共生共存，承担风险是获取收益的前提；收益是风险的成本和报酬。 
收益与风险的这种本质联系可以用公式表示： 
预期收益率 = 无风险利率 + 风险补偿 
预期收益率——是投资者承受各种风险应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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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险收益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某一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能得到的利息率，这是一

种理想的投资收益。 
短期国库券无风险利率的几个规律： 

（一）同一类型的债券，长期债券利率比短期债券高， 
（二）不同债券的利率不同，这是对信用风险的补偿。 
（三）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债券的票面利率会提高或是会发行浮动利率债券。 
（四）股票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债券。 
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更进一步说，只有加上证券价格的变化，才能更好地反映两者的动态关

系。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其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如何？什么是股票价格平均数

及其计算方法如何？什么是股票价格指数？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如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

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格指数有哪些？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有哪些？证券投

资的收益、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 



证券市场概论 

 2383

第七章  证券中介机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有哪些，证

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和信

用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在市场中的职责和作用、业务分工、组织管理等。 
本章重点：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

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4 课时 

第一节  证券公司 

一、证券公司的定义和功能 

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

准设立的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各国对证券经营机构的划分和称呼不尽相同。 
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上最重要的中介机构，也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一）媒介资金供求 
（二）优化资源配置 
（三）维系证券市场有序发展 
证券公司不仅仅是证券中介组织，还是重要的信息服务机构。通过搜集资料、调查研究和提供

咨询服务，证券经营机构极好地促进了各种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传播，提高了证券市场透明度，维

护了市场公开性原则。 

二、证券公司的类型 

我国《证券法》规定，我国证券公司按业务范围可划分为： 
（一）综合类证券公司 
1．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设立条件 
2．综合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 
3．综合类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有关规定 
（二）经纪类证券公司 
1．经纪类证券公司的设立条件 
2．经纪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 

三、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 

（一）承销业务 
（二）经纪业务 
（三）自营业务 
（四）投资咨询业务 
（五）购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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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七）基金管理业务 

四、证券公司内部控制 

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是指证券公司为实现经营目标，根据经营环境变化，对证券公司经营与管理

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和管理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控制措施。 
为引导证券公司规范经营，完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增强证券公司自我约束能力，推动证

券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要求证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

理，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 
（一）内部控制的目标 
（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的原则 
1．健全性 
2．合理性 
3．制衡性 
4．独立性 
（三）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1．经纪业务内部控制 
2．自营业务内部控制 
3．投资银行业务内部控制 
4．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内部控制 
5．研究、咨询业务内部控制 
6．业务创新的内部控制 
7．分支机构内部控制 
8．财务管理内部控制 
9．会计系统内部控制 
10．信息系统内部控制 
11．人力资源管理内部控制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 

一、证券服务机构概述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定义和特征 
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 
证券服务包括：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发行、策划、财务顾问及其他配套服务，证券资信评估服

务，证券集中保管，证券清算交割服务，证券登记过户服务，以及经证券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业务。 
根据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设立除了按照工商管理法规的要求办理外，还必须

得到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非证券服务机构不得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二）证券服务机构的主要类别 
目前，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主要包括：——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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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此外，还有一些财经顾问公司；财经公关公司、财经传播公司也不同程度地提供了某些与证券

业务相关的服务，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未对此做出具体规定。 

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组织机构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是专职从事上市证券登记、存管的中央登记结算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企业法人。 
（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职能 
1．集中登记 
2．集中存管 
3．集中结算 
（三）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业务范围 

三、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一）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性质和特点 
（二）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种类 
一类是专门从事证券咨询业务的专营咨询机构， 
另一类是兼作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兼营咨询机构。 
（三）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 
（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管理 
（五）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风险 

四、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一）律师事务所 
1．为证券发行和上市活动出具法律意见书 
2．为证券承销活动出具验证笔录 
3．审查、修改、制作与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有关的法律文件 
（二）会计师事务所 
1．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有关证券业务的工作内容 
2．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 
（三）资产评估机构 
（四）信用评级机构 

复习与思考题 

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有哪些？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在市场中的职责和作用、业务分工、组织

管理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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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管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法律法规

体系包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行政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部门规章。证券

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证券市场监管的内容；证券市场的监管的组

织体系；证券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本章重点：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证券市场监管的内容；

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体系。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4 课时 

第一节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概述 

一、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1．调整对象与范围 
2．主要内容 
（1）总则。 
（2）证券发行。 
（3）证券交易。 
（4）上市公司收购。 
（5）证券交易所。 
（6）证券公司。 
（7）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8）证券交易服务机构。 
（9）证券业协会。 
（10）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11）法律责任。 
（12）附则。 
3．禁止行为 
（1）在证券发行方面。 
（2）在业务经营方面。 
（3）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 
（4）在证券交易方面。 
（5）在上市公司收购方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调整对象与范围 
2．主要内容 
（1）有限责任公司 
（2）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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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股东大会 
《公司法》第 102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公司法》第 103 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修改公司章程；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②董事会 
《公司法》第 112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 5~19 人。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定方案；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拟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

其报酬事项；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公司法》第 113 条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

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第 114 条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 
③经理 
《公司法》第 119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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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聘任或者解聘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④监事会 
《公司法》第 124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 3 人。监事会应在其组成

人员中推选 1 名召集人。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公司法》第 126 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检查公司的财务； 
——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3．禁止行为 
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根据宪法制定了《公司法》。 
《公司法》禁止下列行为的发生，违反者将受到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在办理公司登记时： 
——禁止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 
——禁止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公司债券， 
——禁止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和

社会公众， 
——禁止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出资， 
——禁止未经本法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 
（2）在财务会计方面： 
——公司不得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立会计账册， 
——不得将公司资产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不得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禁止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3）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 
——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董事、经理也不得违反规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 
（4）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应按照本法的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不得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

公司财产；清算组应按照本法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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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以及利用职权衔私舞弊、谋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中介机构在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

验证工作时，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也不得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 
（5）公司成立后， 
——不得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而且，公司登

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按照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 
——外国公司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公司犯罪、证券犯罪的规定 
1．关于公司犯罪的规定 
（1）虚报注册资本与虚假出资罪 
（2）隐瞒重大事实罪 
（3）行贿罪 
2．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 
（1）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 
（2）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 
（3）擅自发行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罪： 
（4）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5）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 
（6）诱骗他人买卖证券罪 
（7）操纵证券市场罪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1．基本内容 
2．禁止行为 
（1）第一责任人禁止行为 
（2）会计核算禁止行为 

二、行政法规 

（一）《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二）《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 
（三）《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四）《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五）《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三、部门规章 

（一）《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 
（二）《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 

第二节  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 

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各国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证

券市场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把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保护投资

者利益作为市场监管的主要任务。我国及时总结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指导证券市场健

康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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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 

（一）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 
1．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保障广大投资者权益的需要。 
2．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维护市场良好秩序的需要。 
3．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体系的需要。 
4．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需要。 
（二）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则 
1．依法管理原则 
2．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 
3．"三公"原则 
（1）公开原则 
（2）公平原则 
（3）公正原则 
4．监督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二、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 

（一）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 
（二）证券市场监管的手段 
1．法律手段 
2．经济手段 
3．行政手段 

三、证给市场监管机构 

（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 
（二）自律性管理机构 
1．证券交易所 
（1）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活动的管理 
（2）证券交易所对会员的管理 
（3）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管理 
2．证券业协会 

四、证券市场监管内容 

（一）信息披露 
1．信息披露的意义 
（1）有利于价值判断。 
（2）防止信息滥用。 
（3）有利于监督经营管理。 
（4）防止不正当竞业。 
（5）提高证券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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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1）全面性。 
（2）真实性。 
（3）时效性。 
3．证券发行与上市的信息公开制度 
（1）证券发行信息的公开。 
（2）证券上市信息的公开。 
4．持续信息公开制度 
5．证券交易所的信息公开制度 
6．信息披露的虚假或重大遗漏的法律责任 
（二）操纵市场 
证券市场中的操纵市场，是指某一组织或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

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

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 
1．操纵市场的行为方式 
（1）虚买虚卖。 
（2）合谋。 
（3）连续交易操纵。 
2．操纵市场行为 
3．对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 
（l）事前监管。 
（2）事后救济。 
（三）欺诈行为 
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行为——欺诈客户是指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违反证券管理法规，在证券

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从事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行为。 
1．欺诈客户行为 
2．对欺诈客户行为的监管 
（四）内幕交易 
所谓内幕交易，又称知内情者交易，是指公司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主要股东、证券市场

内部人员或市场管理人员，以获取利益或减少经济损失为目的，利用地位、职务等便利，获取发行

人未公开的、可以影响证券价格的重要信息，进行有价证券交易，或泄露该信息的行为。 
1．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 
2．内幕信息 
3．内幕交易的行为方式 
4．对内幕交易的监管 
内幕交易行为包括。 

第三节  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和行为规范 

一、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 

（一）证券业从业人员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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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人员 
2．专业人员 
（二）资格考试与注册制度 
（三）从业人员资格有关规定 
（四）从业人员资格的注册制度 

二、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各种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进一步讲，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某种职

业的人们，在职业之间、本职业内部入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

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证券业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作用 
（二）证券业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内容 

三、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 

（一）保证性行为 
（二）禁止性行为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有哪些？证券市场监管的内

容有哪些？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如何构成的？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体系是如何构成

的？证券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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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证券投资学》主要介绍有关证券投资的基本概念及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包括金融资产的价

值分析和定价问题，证券投资的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和投资组合分析，本课程不仅偏重证券投资

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而且根据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证券投资学》全课共七章，第一章为 6 课时，第二、三章分别为 9 课时、第四、五章各 6

课时，第六章 9 课时，第七章 6 课时。讨论课或机动 3 课时。总课时共计 5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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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券投资分析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投资、证券投资分析的概念，

熟悉证券投资的理念和策略，市场有效假说以及证券投资分析的几种方法。 
本章重点：证券投资的概念、证券投资的策略、证券投资的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证券投资分折的意义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含义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以及这些有价证券的衍生品，以获

取红利、利息及资本利得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它是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证券投资分析——是利用各种专业分析方法对影响证券价值或价格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以判断证券价值或价格及其变动的行为，是证券投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2．有利于正确评估证券的投资价值 
3．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科学的证券投资分析是投资者获得投资成功的关键 

三、证券投资理念与策略 

（一）证券投资理念 
1．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 
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是一种风险相对分散型市场的投资理念。这种投资理念的前提是证券的市

场价值是潜在的、客观的。 
价值发现投资理念所依赖的工具不是大量的市场资金，而是市场分析和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其

投资理念确立的主要成本是研究费用。 
在价值发现型投资理念下，只要国民经济保持增长和行业处在发展阶段，证券投资就可以较大

程度地规避市场风险。 
2．价值培养型投资理念 
价值培养型投资理念是一种投资风险共担型的投资理念。在这种投资理念指导下的投资行为既

分享证券内在价值成长，也共担证券价值成长风险。 
（二）证券投资策略 
在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基础上，根据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类： 
1．保守稳健型 
2．稳健成长型 
3．积极成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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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信息要素 

一、证券投资分析的信息来源 

从信息发布主体和发布渠道看，证券市场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部门 
1. 国务院 
2. 中国证监会 
3．财政部 
4．中国人民银行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商务部 
7．国家统计局 
（二）证券交易所 
（三）上市公司 
（四）中介机构 
（五）媒体 
（六）其他来源 

二、有效市场假说与证券投资分析 

（一）有效市场假说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财务学家尤金·法默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认为：在一个充满信息交流和信息竞争的社会里，一个特定的信息能够在股

票市场上迅即被投资者知晓；随后，股票市场的竞争将会驱使股票价格充分且及时地反映该组信息，

从而使得投资者根据该组信息所进行的交易不存在非正常报酬，而只能赚取风险调整的平均市场报

酬率。只要证券的市场价格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全部有价值的信息，市场价格代表着证券的真实价值，

这样的市场就称为有效市场。 
有效市场假说表明：在有效率的市场中，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只能是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

那部分正常收益，而不会有高出风险补偿的超额收益。因而，在有效率的市场中，“公平原则”得

以充分体现，同时资源配置更为合理和有效。由此可见，不断提高市场效率无疑有利于证券市场持

续健康地发展。 
（二）有效市场分类及其对证券分析的意义 
与证券价格有关的“可知”的资料是一个 广泛的概念，可以分为三类： 
第Ⅰ类资料是与国内和国际经济、行业、公司有关的所有公开可用的资料，也包括个人、群体

所能得到的所有私人、内部资料； 
第Ⅱ类资料则是第Ⅰ类资料中已公开的部分； 
第Ⅲ类资料是第Ⅱ类资料中对证券市场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资料。 
依据有效市场假说，结合实证研究的需要，学术界一般根据证券市场价格对三类不同资料的反

映程度，将证券市场区分为三种类型： 
1．弱式有效市场 
2．半强式有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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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式有效市场 

第三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流派及其特点 

证券投资分析起源于美、英等金融发达国家。 
现代证券投资分析形成了四个基本的分析流派： 
一、基本分析流派 
二、技术分析流派 
三、心理分析流派 
四、学术分析流派 

第四节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 

证券投资分析有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步骤和方法。 
目前，进行证券投资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大类： 

一、基本分析法 

（一）定义 
基本分析——是指证券投资分析师根据经济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及投资学等基本原理，对

决定证券价值及价格的基本要素如宏观经济指标、经济政策走势、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状况、

公司销售和财务状况等进行分析，评估证券的投资价值，判断证券的合理价位，提出相应的投资建

议的一种分析方法。 
（二）理论基础 
（1）任何一种投资对象都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内在价值”的固定基准，且这种“内在价值”

可以通过对该种投资对象的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分析而获得； 
（2）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距 终会被市场所纠正，因此市场价格低于（或高于）

内在价值之日，便是买（卖）机会到来之时。 
（三）内容 
1. 宏观经济分析 
2. 行业分析与区域分析 
3. 公司分析 

二、技术分析法 

（一）定义 
技术分析是仅从证券的市场行为来分析证券价格未来变化趋势的方法。 
证券的市场行为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市场价格、成交量、价和量的变化以及完成这些

变化所经历的时间是市场行为 基本的表现形式。 
（二）理论基础 
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三大假设之上的。 
这三大假设是： 
——市场的行为包含一切信息， 
——价格沿趋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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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重复。 
（三）内容 
技术分析的内容就是市场行为的内容。 
技术分析理论分为以下几类： 
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技术指标理论、波浪理论和循环周期理论。 

三、证券组合分析法 

（一）定义 
证券组合分析法是根据投资者对收益率和风险的共同偏好以及投资者的个人偏好确定投资者

的 优证券组合，并进行组合管理的方法。 
（二）理论基础 
对于传统的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而言，以多元化证券组合来有效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是证券组合分

析的理论基础。 
对于现代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而言，马柯威茨的均值方差模型是证券组合分析首要的理论基础，

夏普的“单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和夏普、特雷诺、詹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

及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又进一步扩充了该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认为，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收益由它的期望收益率表示，而风险则

由其期望收益率的方差来衡量。期望收益率和方差要成为收益率分布的良好特征要求收益率服从正

态分布。证券的期望收益率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理性投资者

具有在期望收益率既定的条件下选择风险 小的证券和在风险既定的条件下选择期望收益率 高

的证券这两个共同特征，即风险厌恶假设和不满足假设，符合这两个假设的证券组合被称为有效组

合。 
（三）内容 
根据证券组合管理理论进行投资： 
首先，是基于历史数据计算出所考虑的每一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 
然后，用线性规划或其他方法确定有效组合； 
后，根据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确定投资者 满意的证券组合。 

四、证券投资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投资？什么是证券投资分析？ 
证券投资分析的意义有哪些？证券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是什么？ 
证券投资分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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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价证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

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债券收益率的计算以及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股

票的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现金流贴现

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型）、市盈率估价方法；其他有价证券的价值分

析。 
本章重点：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

债券收益率的计算以及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股票的的投资价值分析，包括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

要因素、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现金流贴现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

型）、市盈率估价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债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因素 

（一）影响债券定价的内部因素 
（二）影响债券定价的外部因素 

二、债券价值的计算公式 

（一）假设条件 
在对债券定价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假定：债券不存在信用风险或违约风险；不考虑通货膨胀

对债券收益的影响。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终值和现值 
1．货币的时间价值——是指在一定利率下，用货币进行投资的机会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被

称为货币的时间价值。 
2．终值的计算 

n
n rpp )1(0 +=                         （2.1） 

或 

)1(0 rnppn +=                         （2.2） 

3．现值的计算 

 3)  (2.                        
)(1

p   p n
n

 0 r+
=  

rn
pp n

+
=

10           （2.4） 

可见：现值是终值的逆运算，从终值的公式，可以推出现值公式。 
若按单利计息，复利贴现，得出现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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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值一般有两个特征：——当终值确定时：贴现率越高，现值就越低。 
——当利率和终值确定时：期限越长，现值就越低。 
（三）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定价公式 
债券定价时的条件：预期货币收入，必要收益率。 
在 简单的债券定价中（即对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来说）：其预期货币收入是期末一次性支付

的利息和本金；其必要收益率参照可比债券确定。所以：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单利计息，按单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nr
niMP

⋅+
⋅+

=
1

)1(
            （2.5）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单利计息，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2.6） 

——如果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复利计息，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n

n

r
iMP
)1(
)1(

+
+

=        （2．7） 

贴现债券价格的计算： 
贴现债券可以把面值视为贴现债券到期的本息和，参照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估价公式可计算出

贴现债券的内在价值。 
（四）附息债券的定价公式 
1．一年付息一次债券的定价公式 
对一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贴现方法有复利贴现和单利贴现： 
——如果按复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nt

n

t

nn

r
M

r
C

r
M

r
C

r
C

r
CP

)1()1(

)1()1()1(1

1

2

+
+

+
=

+
+

+
+⋅⋅⋅⋅⋅⋅+

+
+

+
=

∑
=

     （2.8） 

——如果按单利贴现，其定价公式为： 

)1()1(1 rn
M

rt
CP

n

t ⋅+
+

⋅+
=∑

=

      （2.9） 

式中： 
P—债券的价格；C—每年支付的利息；M—票面价值； 
n ——所余年数；r —必要收益率； t —第 t 次。 
2．半年付息一次债券的定价公式 
对半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第一，贴现利率采用半年利率，通常是将给定的年利率除以 2（或

年利息支付次数）。第二，到期前剩余的时期数乘以半年为单位予以计算，通常是将以年为单位计

算的剩余时期数乘以 2（或每年支付利息的次数）。则公式为： 

nr
nrMp

)1(
)1(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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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n

t r
M

r
CP

)1()1(1 +
+

+
=∑

=

      （2.10） 

或 

)1()1(1 rn
M

rt
CP

n

t ⋅+
+

⋅+
=∑

=

     （2.11） 

三、债券收益率的计算 

内 部 到 期 收 益 率 — — 在 投 资 学 中 被 定 义 为 ： 把 未 来 的 投 资 收 益 折 算 成 现              
值，使之成为购买价格或初始投资额的贴现收益率。 

对一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可用下列公式得出到期收益率： 

nn Y
F

Y
C

Y
C

Y
CP

)1()1(
...

)1(1 2 +
+

+
++

+
+

+
=      （2.12） 

已知 P、C、F 和 n 的值，带入上式，在计算机上用试错法便可算出 Y 的数值。 
就半年付息一次的债券来说，将半年利率（或称周期性收益率）Y 乘 2 便得到年到期收益率，

此年收益低估了实际年收益而被称为债券等价收益率。 

四、债券转让价格的近似计算 

（一）贴现债券的转让价格 
贴现债券的买入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贴现债券的卖出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二）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转让价格 
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买入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卖出价格的近似计算公式 
（三）附息债券的转让价格。 

五、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 

（一）利率期限结构的概念 
（二）利率期限结构的类型 
（三）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 
1．市场预期理论 
2．流动性偏好理论 
3．市场分割理论 

第二节  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 

一、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因素 

（一）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内部因素 
（二）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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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 

（一）现金流贴现模型 
现金流贴现模型是用收入的资本化定价方法决定普通股票内在价值的方法。因此，股票的内在

价值是由预期支付的股利的贴现值决定的。 
而通过贴现现金流模型可以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其一般公式如下： 

t
t

t

t
t

k
D

k
D

k
D

k
D

k
DV

)1(

)1()1()1()1(

1

3
3

2
2

1
1

+
∑=

+
++

+
+

+
+

+
=

∞

=

L

            （2.14） 

在（2.14）式中，假定：贴现率始终一样。我们引入净现值的概念。 
净现值——等于内在价值与成本之差，即： 

∑
∞

=

−
+

=

−=

1 )1(t
t

t P
k

D
PVNPV

 

如果 NPV＞0，则：预期现金流入的净现值之和大于投资成本， 
即这种股票的价格被低估，应该购买该股票； 
如果 NPV＜0，则：预期现金流入的净现值之和小于投资成本， 
即这种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不该购买该股票。 
（二）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是使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 
用 k* 表示内部收益率，根据内部收益率的定义可得下式： 

0
)1(1

=−
+

=−= ∑
∞

=
∗ P

k
DPVNPV

t
t

t  

∑
∞

=
∗+

=∴
1 )1(t

t
t

k
DP                           （2.15） 

可见，内部收益率是使未来股息流贴现值恰好等于股票市场价格的贴现率。 
由方程（2．15）可以求出内部收益率 k* 
把内部收益率 k*与具有同等风险水平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k 相比较： 
如果 k*＞k，则应该购买这种股票； 
如果 k*＜k，则不该购买这种股票。 
运用现金流贴现模型决定普通股票内在价值的难点：即投资者必须预测所有未来不同时期分配

的股利数额。因为公司经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无限期发放股利应做一些假定，即应对股利

增长率做出假定，以便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 
对股利增长率来说：时点 t 的每股股利为： 

)1(1 ttt gDD += −              （2.16） 

或                 
1

1

−

−−
=

t

tt
t D

DDg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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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股利增长率的假定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贴现现金流模型： 
——零增长模型 
——不变增长模型 
——可变增长模型 
（二）零增长模型 
1．公式 
零增长模型假定：股利增长率等于零，即 g = 0，也即未来股利按一个固定数量支付。 
根据这个假定，我们用 D0 来替换方程（2．13）中的 Dt，得： 

tt

tt

k
D

k
D

V

)1(
1

)1(

1
0

0

1

+
∑=

+
∑=

∞

=

∞

=
                               （2.18） 

因为 k＞0，按照数学中无穷级数的性质，可知 

 
代入方程（2.18）中，得出零增长模型公式： 

k
DV 0=                                   （2.19） 

2．内部收益率 
零增长模型也可用于计算投资零增长证券的内部收益率。 
如果用证券的当前价格 P 代替 V，用 k*（内部收益率）代替 k，零增长模型可变形为： 

∑
∞

=
∗∗ =

+
=

1

00

)1(t
t k

D
k

DP        （2.20） 

则： 

P
Dk 0=∗                  （2.21） 

3．应用 
（三）不变增长模型 
1．公式 
不变增长模型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股息按照不变增长率增长，另一种是股息以固定不变

的绝对值增长。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为常见。 
如果假设股利按不变的增长率增长，则可建立不变增长模型。 

假设时期 t 的股利为： 

将上式中的 

t
t gDD )1(0 +×= 带入现金流贴现模型（2.14）式可得： 

kkt
t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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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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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t gDgDD )1()1(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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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学中无穷极数的性质，如果 k ＞ g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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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不变增长模型： 

gk
gDV

−
+

=
1

0                     （2.22） 

由于 Dt＝D0（1 + g），有时方程（2.17）又可写成如下形式： 

gk
DV
−

= 1 （2．23） 

2．内部收益率 
不变增长模型同样可用于计算股票的内部收益率，用股票的市场价格 P 代替 V；用 k*代替 k，

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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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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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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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1(              （2.25） 

3．应用（与零增长模型的关系） 
（四）可变增长模型 （多元增长模型） 
首先，考察可变增长模型中的二元增长模型： 
1．公式 
二元增长模型假定：在时间 L 以前，股息以一个不变的增长速度 g1 增长， 
在时间 L 以后，股息以另一个不变增长速度 g2 增长。 
在此假定下，可以建立二元可变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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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1( 2101 ggDD t
L +×+=+  

2．内部收益率 
在可变增长模型中，用股票的市场价格 P 代替 V，k* 代替 k，同样可以计算出内部收益率

k*。 
3．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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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市场价格的计算方法——市盈率估价法 

市盈率（本益比或价格收益比）是每股市价与每股收益之间的比率。 
其公式为：市盈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收益 
如果已知股票的市盈率和每股收益，就能计算出股票价格。 
每股收益可以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或盈利预测中取得； 
市盈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取得： 
（一）简单估计法 
1．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估计 
（1）算术平均数法 
（2）趋势调整法 
（3）回归调整法 
2．市场决定法 
（1）市场预期回报率倒数法 
（2）市场归类决定法 
（二）回归分析法 

第三节  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价值分析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分析 

单位资产净值 = （基金资产总值—各种费用）/ 基金单位数量 
一般来说，基金单位的资产净值与其价格成正比例关系。 
1．封闭式基金的价值分析 
（1）发行价格 
（2）交易价格。 
2．开放式基金的价格决定 
（1）申购价格 
（2）赎回价格 

二、可转换证券的价值分析 

1．可转换证券的价值 
（1）可转换证券的投资价值—是指它不具有转换选择权的一种证券的价值。 
（2）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是它所转换的股票的市场价值，它等于该股票的每股市场价格

与转换比率的乘积。其公式为： 
转换价值 ＝股票市场价格 × 转换比例 
（3）可转换证券的理论价值—也称内在价值，是指将可转换证券转股前的利息收入和转股时

的转换价值按适当的必要收益率折算的现值。 
（4）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值—是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可转换债券的市场价值一般在其投

资价值和转换价值之上。 
2．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平价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平价——是指使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值（即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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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该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的转换股票的每股价格。 
即：转换平价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 转换比例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升水及公式： 
转换升水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 
转换升水比例及公式： 
转换升水比率 = 转换升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100 % 
=（转换平价—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100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贴水及公式： 
转换贴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 — 可转换证券的市场价格 
转换贴水比例及公式： 
转换贴水比率 = 转换贴水 / 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100 %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转换平价）/ 转换股票的市场价格×100 % 

三、认股权证的价值分析 

1．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 
股票的市场价格与认股权证的认购股票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其公式如

下： 
认股权证的理论价值＝股票的市场价格-认股权证的认股价格 
认股权证的溢价及公式：认股权证的溢价＝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理论价值 

＝（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认购股票的市场价格）+ 认股价格 
2．认股权证的杠杆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影响债券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如何计算债券的价值以及债券的收益率？ 
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是什么？ 
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如何计算股票的内在价值（现金流贴现模型、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以及可变增长模型）、

如何利用市盈率对股票进行估价？ 
如何计算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 
如何计算可转换证券的价值？ 
如何计算认股权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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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宏观经济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和方法、熟

悉宏观经济各个主要变量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以及

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分析了解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熟悉和了解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本章重点：宏观经济各重要指标及其变化，宏观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

用，以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宏观经济分析概述 

一、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与方法 

（一）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 
1．宏观经济分析可以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 
2．宏观经济分析可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 
3. 宏观经济分析可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与方向 
（二）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1．总量分析法 
2．结构分析法 
3．宏观分析资料的搜集与处理 

二、评价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变量 

（一）国民经济总体指标 
1． 国内生产总值（GDP） 
2．工业增加值 
3．失业率 
4．通货膨胀 
5．国际收支 
（二）投资指标 
1．政府投资 
2．企业投资 
3．外商投资 
（三）消费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四）金融指标 
1．总量指标 
（1）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是单位和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存款和手持现金之和，其变化反映着中央银行

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居民个人的投资行为有着重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414 

大的影响。 
中央银行一般根据宏观监测和调控的需要，根据流动性的大小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不同的层

次。我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 
①流通中的现金（用符号 M0 表示） 
②狭义货币供应量（用符号 M1 表示） 
③广义货币供应量（用符号 M2 表示） 
M2 与 M1 的差额，通常称为准货币。 
（2）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 
（3）金融资产总量。 
2．利率 
利率——是利息额与本金的比率。利率直接反映的是信用关系中：债务人使用资金的代价，债

权人出让资金使用权的报酬。 
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利率的波动反映出资金供求的变动状况。 
利率有多种分类，从而形成利率的结构。 
(1) 贴现率与再贴现率。 
(2) 同业拆借利率。 
(3) 回购利率 
(4) 各项存贷款利率。 
3．汇率 
汇率——是外汇市场上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相互交换的比率。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外汇汇率的决定是由一国货币所代表的实际社会购买力平价和自由市场对

外汇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汇率变动是国际市场商品和货币供求关系的综合反映：当汇率降低时，本币贬值，国外的本币

持有人就会抛出本币，或者加快从国内市场购买商品的速度；对于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流回国内的

本币增多，另一方面是从国内流出的商品增多，出口量扩大，这就形成了国内需求的增大和供给的

减少。当汇率提高时，本币升值，国外对本币的需求增大以及流出增加，同时对国内的进口增加，

这就一方面使国内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使国内供给增加。 
影响一国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率、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等。同样，汇

率变动也会对一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4．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债权的总和，主要用于偿还外债和支付进口，是国 际储备的一种。

一国当前的外汇储备是以前各期国际收支顺差的累计结果。 
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头寸。我

国的国际储备主要由黄金和外汇储备构成。 
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国际收支的差额引起的。 
在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会发生差额，但如果两者方向不同，就会相互抵销。

只有在国际收支账户上的所有项目综合起来发生综合差额，才会引起国际储备变动，特别是外汇储

备变动。 
（五）财政指标 
1．财政收人 
财政收入——是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现国家职 能的财力保证。 
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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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2）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3）其他收

入：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4）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这

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2．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 
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 
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用、科技三项费用（即新产品试制

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

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支出、行政管

理费和价格补贴支出。 
上述财政支出可归类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常性支出，包括政府的日常性支出、公共消费产品

的购买、经常性转移等；另一部分是资本性支出，就是政府的公共性投资支出，包括政府在基础设

施上的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投资以及政府储备物资的购买等。 
这两部分支出的变化对国内总供需的影响是不同的。 
3．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会造成财政赤字或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表现为财政结余； 
——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则表现为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过大，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膨胀， 终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 
财政结余过大，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终也会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 

第二节  宏观经济分析与证券市场 

一、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证券市场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它表明一方面，证券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另一面，

宏观经济的走向趋势决定了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 
宏观经济运行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企业经济效益 
2．居民收入水平 
3．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 
4．资金成本 
（二）宏观经济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的关系 
1．GDP 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 
2．经济周期变动与证券市场波动 
3．通货变动 
（1）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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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和处理财政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准

则和措施的总称。 
1．财政政策的手段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财政政策的种类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及其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

理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 
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2）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3）调节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4）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2．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手段。 
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 
（1）一般性政策工具 
一般性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经常采用的三大政策工具，包括：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再贴现政策。 
3）公开市场业务。 
（2）选择性政策工具 
随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作用的加强，货币政策工具也趋向多元化，因而出现了一些供选择使用

的新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 
1）直接信用控制 
2）间接信用指导 
3．货币政策的运用 
货币政策的运用——是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形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调控货币供应量和信用

规模，以此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1)紧的货币政策 
(2)松的货币政策 
4．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2)公开市场业务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3)调节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4)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三）收入政策 
1．收入政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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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政策——是国家为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和总任务，针对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收入差距大小

在分配方面制定的原则和方针。 
收入政策目标包括收入总量目标和收入结构目标。 
2．我国收入政策的变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以劳动

收入为主体的前提下，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

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我国民间金融资产大幅增加，同时导致对证券投资的需求增加，从

而促进证券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证券价格水平的逐步提高。 
着眼于短期供求总量均衡的收入总量调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因而收入总量调控

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三、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证券市场仅仅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证券市场受其他市场的影响，对一国证券市场的

影响是通过该国国内其他金融市场的传导而发生的。 
加入 WTO 之后，我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同时，

证券市场也是有限开放。因此，我国的证券市场相对比较独立，受国际金融市场直接冲击的影响较

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

动荡 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我国的证券市场。具体表现如下： 
（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过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证券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第三节  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 

一、股票市场供给的决定因素与变动特点 

股票市场的供给主体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股票市场的供给方。决定上

市公司数量的主要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 
（二）制度因素 
（三）上市公司质量 

二、股票市场需求的决定因素与变动特点 

股票市场的需求即股票市场的资金量供给，是指能够进入股票市场购买股票的资金总量。股票

市场需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 
（二）政策因素 
（三）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 
（四）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和壮大 
（五）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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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如何？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有哪些？ 
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有哪些？其如何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关系如何？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怎

样？ 
收入、储蓄和消费、投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金融指标、利率、汇率及国际储备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如何？ 
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证券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作用？ 
股票市场的供给、股票市场的需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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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业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行业的概念、行业分析的意义，

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熟悉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及其行业的生命周期；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行业分析

的方法。 
本章重点：行业的概念、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的划分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行业分析的方法。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行业分析概述 

一、行业的含义和行业分析的意义 

（一）行业的含义 
所谓行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从事相同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相同经济活动的经营单位和个体等构

成的组织结构体系。例如：林业、汽车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等等。 
行业和产业的区别： 
产业一般具有三个特点： 
（1）规模性。 
（2）职业化。 
（3）社会功能性。 
行业虽也具有职业化和社会功能性方面的特点，但在规模上一般没有要求。 
（二）行业分析的意义 
行业分析的主要任务： 
解释——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判断其对行业的影响力度， 
预测——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判断行业投资价值， 
揭示——行业投资风险，为政府部门、投资者和其他机构提供投资决策依据。 
行业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和公司分析的关系。 
行业经济是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活动是行业经济活动的总和。 
随着投资的全球化趋势，还需要对各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但是，宏观经济分析并不能提供

具体的投资领域和投资对象，因此，还需要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行业分析是公司分析的前提，也是宏观分析和公司分析的桥梁。 
行业是决定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价值会因公司的不同而不同； 
二是，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价值会因行业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420 

二、行业划分的方法 

（一）道一琼斯分类法 
（二）标准行业分类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统计局制定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三）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 
1985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明确划分三大产业。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各行业，主要是提供各种劳务的服务性行业。具体包括：交

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仓储业、金融保险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 
1994 年，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4754-94〉》第一次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2002 年，推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新标准共有行业门类 20

个、行业大类 95 个、行业中类 396 个、行业小类 913 个，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行业结构的状况。 
（四）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上海交易所的分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和综合等五类；

深圳交易所的分类：工业、商业、地产业、公用事业、金融业和综合等六类。 
2001 年，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1.分类对象与适用范围 
2.分类原则与方法 
3.编码方法 
4.管理机构 
《指引》将上市公司共分成 13 个门类，90 个大类，288 个中类。 
5.分类结构与代码 

第二节  行业的一般特征分析 

一、行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一）完全竞争 
（二）垄断竞争 
（三）寡头垄断 
（四）完全垄断 

二、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 

行业的增长或衰退与国民经济的周期变动关系密切，但程度不同。由此对行业进行分类，可以

分为： 
（一）增长型行业 
（二）周期型行业 
（三）防守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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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每个行业都要经历由成长到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行业的生命周期。 
行业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幼稚期 
（二）成长期 
（三）成熟期 
（四）衰退期 
行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价格-销售-利润-风险会有不同的特点，通过研究公司所处的行业生

命周期的阶段，跟踪考察该行业的发展趋势，就可以分析行业的投资价值和投资风险。 
举例说明，一些典型的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如图 4.2 所示。 

 
1．遗传工程、太阳能等行业正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幼稚期。 
2．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软件、通讯）生物医药等行业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其中，

生物医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的初期，无线通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的中期，大规模计算机行业处于成

长阶段的后期。 
3．石油冶炼、超级市场和电力等行业已进入成熟期。 
4．煤炭开采、自行车、钟表等行业已进入衰退期。 
对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具体判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第一、行业规模 
第二、产出增长率 
第三、利润率水平。 
第四、技术进步和技术成熟程度。 
第五、开工率。 
第六、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和工资福利收入水平。 
第七、资本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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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一、技术进步 

（一）当前技术进步的行业特征 
（二）技术进步对行业的影响 

二、产业政策 

（一）产业结构政策 
（二）产业组织政策 
（三）产业技术政策 
（四）产业布局政策 
我国的产业政策。 
美国的产业政策。 
日本、西欧等国家的法规政策。 

三、产业组织创新 

产业组织是指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的关系。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

效三方面的内容。 
产业组织创新——是指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和企业间关系的创新。 
产业组织创新过程——是对影响产业组织绩效的相关要素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是使产业组织

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社会习惯的改变 

五、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

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有日益加深的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二）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各行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行业分析的方法 

一、历史资料研究法 

历史资料研究法——是以史为鉴，根据历史资料去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的事件，发现规律，

并对当前事件进行解释，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 

二、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的形式一般有抽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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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访查、访谈等方法从被调查者获得资讯，并进行专题研究。 
1. 问卷调查或电话访问 
2. 实地调研 
3. 深度访谈 

三、归纳与演绎法 

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观察到模式总结的过程。 
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从预期模式到对预期模式的验证。 
演绎法是先推论后观察，归纳法是先观察后结论。 

四、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横向比较——是取某一时点的状态或者某一固定时段（比如一年）的指标，在这个横截面上对

研究对象及其比较对象进行比较研究。 
纵向比较——是利用历史数据，如销售收入、利润、企业规模等，分析行业过去的增长情况，

并据此预测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1.行业增长横向比较 
2.行业未来增长率预测 

五、数理统计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行业分析中来。其

中 常用的有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和时间数列。 
相关分析——主要用于探索两个数量指标之间的依存关系。 
线性回归——是对两个具有相关关系的数量指标进行线性拟合获得 佳直线回归方程，从而在

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指标预测。 
时间数列——是根据数列的排列特征，来预测未来一期或若干期的指标。 
1.相关分析 
（1）相关关系 
（2）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2.一元线性回归 
（1）回归模型 
（2）判定系数 
（3）显著性检验 
（4）应用 
3.时间数列 
（1）数列形态分类 
（2）自相关系数与数列的识别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行业？行业分析有什么意义？ 
行业划分的方法和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 
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怎样？经济周期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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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型行业、周期型行业及防守型行业及的特点有什么不同？ 
行业的生命周期是如何划分的？ 
影响行业兴衰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行业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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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公司的概念和公司分析的意义；

熟悉公司的行业地位分析、经济区位分析、产品分析、经营能力分析和成长性分析等；掌握公司的

财务分析；熟悉公司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分析。 
本章重点：公司的行业地位分析、经济区位分析、产品分析、经营能力分析和成长性分析等；

公司的财务分析；公司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分析。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第一节  公司分析概述 

一、公司的含义 

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经济活动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是指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以其出资额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根据股票是否上市流通，公司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是指其所发行的股票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分析的意义 

第二节  公司基本分析 

一、公司行业地位分析 

公司行业地位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比如： 
——是否为行业龙头企业， 
——是否在价格上具有影响力， 
——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等。 
行业的盈利能力反映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则反映了公司在行业中的地

位。那些获利能力强的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更高，竞争更具优势。衡量公司行业地位的主要指标

是行业综合排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覆盖率。 

二、公司经济区位分析 

区位，即经济区位是指地理范畴上的经济增长点及其辐射范围。 
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区位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 
——处在经济区位内的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处在经济区位外的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投资价值。 
对上市公司进行区位分析，就是将公司的价值分析与区位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便分析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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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确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区位分析涉及以下内容： 
（一）区位内的自然条件与基础条件 
（二）区位内的产业政策 
（三）区位内的经济特色 

三、公司产品分析 

（一）产品的竞争能力 
1．成本优势 
2．技术优势 
3．质量优势 
（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产品的区域分布（产品的市场覆盖率）。 
其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产品的品牌战略 
品牌是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总称，通过品牌可以区别不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品牌不仅是产品的标识，而且是产品质量、性能、售后服务等的综合体现。 
品牌竞争是产品竞争的深化和延伸，当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企业竞争全面展开时，产品竞

争及公司竞争就集中表现为品牌的竞争。 
品牌具有开拓市场的多种功能：一是品牌具有创造市场的功能， 
二是品牌具有联合市场的功能， 
三是品牌具有巩固市场的功能。 

四、公司经营能力分析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狭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董事会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广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企业控制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内部制度和管理等等。 
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的股权结构 
2．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 
3．监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责任 
4．高素质的经理层 
5．相关利益者参与的共同治理 
（二）公司经理层的素质 
所谓素质，是指一个人的品质、性格、学识、能力、体质等特性的总和。 
在现代企业里，经理人员的素质是企业能否成功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经

营成果。对经理层的素质分析是公司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经理人员应该具备如下素质：一是从事管理工作的愿望， 
二是管理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是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 



证券投资学 

 2427

四是人际关系协调能力。 
（三）公司员工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公司员工的素质对公司发展作用极大。 
公司员工应具备如下素质： 
——专业技术能力、 
——对企业的忠诚度、责任感、 
——团队合作精神、 
——创新能力等。 
员工素质的分析可以判断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公司成长性分析 

（一）公司经营战略分析 
经营战略——是企业为其生存和持续发展，面对激烈变化与严峻挑战的市场环境，进行的总体

性谋划。它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是企业经营的长远规划，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 
经营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纲领性的特征，它从宏观上规定了公司的成长方向、成长速度

及经营战略的实现方式。由于经营战略决策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未来发展，其决策对象非常复杂，既

有常规问题，又有突发性问题，不确定因素很多难。因此，对公司经营战略的评价比较困难，难以

标准化。 
（二）公司规模变化的特征及规模扩张的潜力分析 
公司规模变化和扩张潜力一般与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市场结构、经营战略密切相关。公

司规模变化的特征及规模扩张的潜力分析是从微观方面具体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因此，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公司规模扩张的原因分析 
2．纵向比较分析 
3．横向比较分析 
4．分析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前景及未来的市场份额。 
分析公司投资项目和项目预期的销售和利润水平。 
5．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公司的投资和融资能力。 

六、公司基本分析的应用 

（一）分析公司所属产业 
（二）分析公司背景和历史沿革 
（三）分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四）分析公司的市场营销 
（五）分析公司的研究与开发 
（六）分析公司的融资与投资 

第三节  公司财务分析 

一、公司财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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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它表明权益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

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有义务和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账户式结构。 
资产与负债和权益的关系：总资产 = 负债 + 权益 
（二）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生产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表明企业的获利能力。利润表将一定期

间的营业收入与同期的营业费用进行配比，以计算企业一定时期的净利润（或净亏损）。 
利润表的主要内容： 
1．构成主营业务利润的各项要素 
2．构成营业利润的各项要素 
3．构成利润总额（或亏损总额）的各项要素 
4．构成净利润（或净亏损）的各项要素 
利润分配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对实现净利润的分配或亏损弥补的会计报表，是利润表的附

表。 
通过利润分配表，可以了解企业利润表上反映的净利润的分配情况或亏损的弥补情况，了解利

润分配的构成以及年末未分配利润的数额。 
（三）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的流入和流出，表明企业获得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的能

力。 
现金流量表分为三个部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通过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可以了解企业为获得未来收益和现金流量而导致的当期资

源的转出，以及前期资源转出带来的当期现金流入。 
通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预计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要求

权，以及获得前期现金流入需付出的代价。 

二、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与方法 

（一）目的 
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是为有关各方提供决策的信息。因使用主体不同，分析目的也不相同。 
对公司经理人员来说 
对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来说 
对债权人来说： 
对其他使用主体来说 
报表分析的目的表现在三个方面：——评价过去的经营业绩； 
——衡量现在的财务状况；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报表分析的方法与原则 
1．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 
财务报表的比较分析是指对两个或几个可比数据进行对比，揭示财务指标的差异和变动关系，

是报表分析中的基本方法； 
财务报表的因素分析是依据分析指标和影响因素的关系，从数量上确定各因素对财务指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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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 
2．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 
坚持全面原则。 
坚持考虑个性原则。 

三、公司财务比率分析 

财务比率是指同一张财务报表的不同项目之间、或同一时期内不同财务报表之间、及其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 
比率分析可以用当年实际比率与标准比率进行对比分析，标准比率包括： 
——公司历史 好水平、 
——公司当年的计划预测水平、 
——同行业的先进水平或平均水平等。 
财务比率分析涉及的指标很多，大致可归为以下几大类： 
（一）变现能力分析 
变现能力是公司产生现金的能力，它取决于可转变为现金的流动资产的多少，是考察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的关键。 
反映变现能力的财务比率主要有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1．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流动比率可以反映短期偿债能力，流动资产越多，短期债务越少，则偿债能力越强。 
流动资产偿还全部流动负债后的剩余是营运资金（即：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营运资金）。因

此，营运资金的多少可以反映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 
一般认为，生产型公司合理的 低流动比率是 2。 
一般情况下，营业周期、流动资产中的应收账款数额和存货的周转速度是影响流动比率的主要

因素。 
2．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虽然可以用来评价流动资产总体的变现能力，但人们（特别是短期债权人）还希望获

得比流动比率更进一步的有关变现能力的比率指标。这个指标被称为速动比率，也被称为酸性测试

比率。 
速动比率——是从流动资产中扣除存货部分，再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的计算将存货从流动资产中剔除反映的短期偿债能力更可靠。 
一般认为，正常的速动比率为 1。 
影响速动比率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是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保守速动比率（或称超速动比率） 的计算除了扣除存货外，还可扣除其他与当期现金流量无

关的项目（如待摊费用等），以计算更进一步的变现能力。 
其计算公式如下： 
保守速动比率=（现金+短期证券+应收账款净额）/ 流动负债 
3．影响变现能力的其他因素 
还有一些财务报表之外的因素也会影响变现能力及短期偿债能力。 
增强公司变现能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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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 
（2）准备很快变现的长期资产。 
（3）偿债能力的声誉。 
减弱公司变现能力的因素： 
（1）未作记录的或有负债。 
（2）担保责任引起的负债。 
（二）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指公司经营管理中利用资金运营的能力，一般通过公司资产管理比率来衡量，

主要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资产利用的效率。因此资产管理比率通常又被称为运营效率，主要包括： 
1．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率——是衡量和评价公司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等各环节管理状况的综合性

指标。它是主营业务成本被平均存货所除得到的比率，也叫存货周转次数。用时间表示的存货周转

率就是存货周转天数。其计算公式为：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 
存货周转天数=360 天/存货周转率 
=360 天/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 
=平均存货× 360 天/主营业务成本 
一般来讲，存货周转速度越快，存货的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存货转换为现金或应收账

款的速度越快。提高存货周转率可以提高公司的变现能力，存货周转速度越慢则变现能力越差。 
存货周转天数（存货周转率）指标的好坏反映存货管理水平，它不仅影响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也是整个公司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除了分析批量因素、季节性生产的变化等情况外，还应对存

货的结构以及影响存货周转速度的重要项目进行分析，比如分别计算原材料周转率、在产品周转率

或某种存货的周转率等。其计算公式如下： 
原材料周转率=耗用原材料成本/平均原材料成本 
在产品周转率=制造成本/平均在产品存货 
2．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指标是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就是年度内应收账款转为现金的平均次

数，它说明应收账款流动的速度。用时间表示的周转速度是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叫应收账款回收

期或平均收现期，它表示公司从取得应收账款的权利到收回款项转换为现金所需要的时间。其计算

公式为：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 天/ 应收账款周转率 
=平均应收账款 × 360 天/主营业务收入 
一般来说，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收回越快；否则，公司的

营运资金会过多地滞留在应收账款上，影响正常的资金周转。 
影响该指标正确计算的因素： 
——（1）季节性经营； 
——（2）大量使用分期付款结算方式； 
——（3）大量使用现金结算的销售； 
——（4）年末销售的大幅度增加或下降。 
3．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是主营业务收入与全部流动资产的平均余额的比值。 



证券投资学 

 2431

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周转速度快，会相对节约流动资产，等于相对扩大

资产投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而延缓周转速度，需要补充流动资产参加周转，形成资金浪费，降

低公司盈利能力。 
4．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是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该项指标反映资产总额的周转速度。周转越快，反映销售能力越强。公司可以通过薄利多销的

方法，加速资产的周转，带来利润绝对额的增加。 
总之，各项资产的周转指标用于衡量公司运用资产赚取收入的能力，经常和反映盈利能力的指

标结合在一起使用，可全面评价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长期偿债能力——是公司偿付到期长期债务的能力，通常用负债比率衡量。 
1．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它可以衡量公司在清算时债权  人利益的保护程

度。 
其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 100％ 
这项指标反映债权人所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它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含义： 
首先，从债权人的立场看 
其次，从股东的角度看 
后，从经营者的立场看 

此外，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 
2．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是负债总额与股东权益总额的比率，也称债务股权比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产权比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100％ 
该指标反映由债权人提供的资本与股东提供的资本的相对关系，反映公司基本财务结构是否稳

定。 
3．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是公司负债总额与有形资产净值的百分比。 
有形资产净值——是股东权益减去无形资产净值后的净值，即股东具有所有权的有形资产的净

值。 
其计算公式为：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负债总额/（股东权益—无形资产净值）╳100％ 
有形资产净值债务率也是产权比率指标的延伸，该指标更谨慎、更保守，它反映了公司在清算

时，债权人的投入资本与股东权益在数额上的比较，反映其投入资本的偿还是否存在风险。 
4．已获利息倍数 
已获利息倍数——是指公司经营业务收益与利息费用的比率，用以衡量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

也叫利息保障倍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已获利息倍数=税息前利润/利息费用 
已获利息倍数指标反映公司经营收益为所需支付的债务利息的多少倍。只要已获利息倍数足够

大，公司就有充足的能力偿付利息，否则就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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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一指标，公司还可以测算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的比率，它是用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相除

计算的。其计算公式如下： 
长期债务与营运资金比率=长期负债/（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一般情况下，长期债务不应超过营运资金。长期债务会随时间延续不断转化为流动负债，并需

运用流动资产来偿还。保持长期债务不超过营运资金，就不会因这种转化而造成流动资产小于流动

负债，从而使长期债权人和短期债权人感到贷款有安全保障。 
5．影响长期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四）盈利能力分析 
1．主营业务净利率 
主营业务净利率——是指净利与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主营业务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 
2．主营业务毛利率 
主营业务毛利率——是毛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其中毛利润是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

务成本的差。 
其计算公式为： 
主营业务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100％ 
3．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利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影响资产净利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 
——产品的价格、 
——单位成本的高低、 
——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的数量、 
——资金占用量的大小等。 
4．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年末净资产的百分比，也叫净值报酬率或权益报酬率。 
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末净资产╳100％ 
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率的综合指标。 
杜邦财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的典型） 
（五）投资收益分析 
1．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是指本年净利润与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收益=净利润/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 
以上公式适用于本年度普通股数未发生变化的简单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 
当普通股发生增减变化时，该公式的分母应使用按月计算的“加权平均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

总数”： 
加权平均发行在外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发行在外月份数） 

== —————————————————————— 
的年末普通股总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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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 
2．市盈率 
市盈率——是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的比率，亦称本益比。 
其计算公式为：  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3．股利支付率 
股利支付率——是普通股每股股利与每股收益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股利支付率=每股股利/每股收益╳100％ 
该指标反映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支付股利的能力。 
与股利支付率指标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个指标是“股票获利率”。 
股票获利率——是指每股股利与股票市价的比率。 
其计算公式如下：股票获利率=普通股每股股利/普通股每股市价╳100％ 
股票获利率主要应用于非上市公司的少数股权。 
4．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是年末净资产（即年末股东权益）与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也称

为每股账面价值或每股权益。 
用公式表示为：每股净资产=年末净资产/发行在外的年末普通股股数 
这里的“年末股东权益”指扣除优先股权益后的余额。 
5．市净率 
市净率——是每股市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为：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六）现金流量分析 
现金流量分析不仅要依靠现金流量表，还要结合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1．流动性分析 
所谓流动性——是指将资产迅速转变为现金的能力。 
根据资产负债表确定的流动比率虽然也能反映流动性，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般来讲，真正能用于偿还债务的是现金流量，所以，现金流量和债务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反映

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1）现金到期债务比： 
现金到期债务比=经营现金净流量/本期到期的债务 
（2）现金流动负债比： 
现金流动负债比=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 
（3）现金负债总额比： 
现金负债总额比=经营现金净流量/负债总额 
2．获取现金能力分析 
获取现金能力——是指经营现金净流入和投入资源的比值。 
（1）主营业务现金比率：    ． 
主营业务现金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主营业务收入 
（2）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经营现金净流量/普通股股数 
（3）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现金净流量/资产总额╳100％ 
3．财务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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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弹性——是指公司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和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 
这种能力来源于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的比较。现金流量超过现金支付，有剩余现金，适应性就

强，财务弹性就强。 
（1）现金满足投资比率： 
 
现金满足              计算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 
投资比率        计算期资本支出、存货增加、现金股利之和 
（2）现金股利保障倍数： 
现金股利保障倍数=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没股现金股利 
4．收益质量分析 
收益质量——是指报告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现金流量表的角度来看，收益质量分析主要是分析会计收益与现金净流量的比率关系，其主

要的财务比率是营运指数。 
营运指数=经营现金净流量/经营所得现金 
经营所得现金=经营净收益+非付现费用 
=净利润—非经营收益+非付现费用 
关于收益质量的信息，列示在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中。 

四、公司财务状况的综合分析 

（一）沃尔评分法 
（二）综合评价方法 

五、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与可靠性 
财务报表是按会计准则编制的，合乎规范，但不一定反映该公司的客观实际。 
具体表现有： 
1．报表数据未按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调整； 
2．非流动资产的余额，是按历史成本减折旧或摊销计算的，不代表现行成本或变现价值； 
3．有许多项目，如科研开发支出和广告支出，从理论上看是资本支出，但发生时已列作了当

期费用； 
4．有些数据基本上是估计的，如无形资产摊销和开办费摊销，但这种估计未必正确； 
5．发生了非常的或偶然的事项，如财产盘盈或坏账损失，可能歪曲本期的净收益，使之不能

反映盈利的正常水平。 
（二）财务分析结果的预测性调整 
公司的经济环境和经营条件的变化，使原有的财务数据与新情况下的财务数据不具有直接可比

性。 
（三）公司增资行为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增资行为一般会改变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公司资本总额中的相对比重，因此，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和权益负债比率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1．股票发行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1）配股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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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发新股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2．债券发行增资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3．其他增资行为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四）阅读会计报表附注 
会计报表附注是会计报表的补充，主要对会计报表不能包括的内容或者披露不详尽的内容作进

一步的解释说明。通过详尽地阅读会计报表附注，能更深地理解和使用会计信息。 
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基本会计假设，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说明，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或有事项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会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等。 

第四节  公司重大事项分析 

一、公司的资产重组 

（一）资产重组方式 
1．扩张型公司重组 
扩张型公司重组——是指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的重组行为。 
包括： 
(1)购买资产。 
(2)收购公司。 
(3)收购股份。 
(4)合资或联营组建子公司。 
(5)公司的合并。 
2．调整型公司重组 
(1)股权置换。 
(2)股权—资产置换。 
(3)资产置换。 
(4)资产出售或剥离。 
(5)公司的分立。 
(6)资产配负债剥离。 
3．控制权变更型公司重组 
(1)股权的无偿划拨。 
(2)股权的协议转让。 
(3)公司股权托管和公司托管。 
(4)表决权信托与委托书。 
(5)股份回购。 
(6)交叉控股。 
（二）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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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资产重组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公司的市场竞

争力，从而使一批上市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在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后，其

经营和业绩并没有得到持续、显著的改善。究其原因， 关键的是重组后的整合不成功。 
重组后的整合主要包括：——企业资产的整合、 
——人力资源配置和企业文化的融合、 
——企业组织的重构三个方面。 
不同类型的重组对公司业绩和经营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扩张型资产重组而言 
——对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而言 
——对于调整型资产重组而言 

二、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方式 
所谓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换资产、提供商品或劳务的交易行为。在企业

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就视为关联方： 
一是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二是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所谓“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

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类型。 
按照交易的性质划分，关联交易可划分为： 
1．经营活动中的关联交易 
(1)关联购销。 
(2)费用负担的转嫁。 
(3)资产租赁。 
(4)资金占用。 
(5)信用担保。 
2．资产重组中的关联交易 
(1)资产转让和置换。 
(2)托管经营、承包经营。 
3．合作投资 
4．相互持股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关联交易属于中性交易，它既不属于单纯的市场行为，也不属于内幕交易的范畴，

其主要作用：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生产经营渠道的畅通，提供扩张所需的优质资产，有利

于实现利润的 大化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关联交易有其非经济特性。 
与市场竞争、公开竞价的方式不同，关联交易价格可由关联双方协商决定，特别是在我国评估

和审计等中介机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关联交易就容易成为企业调节利润、避税以及为某些部门和

个人获利的途径，往往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 

三、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 

（一）会计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基本上是在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当会计制度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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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变更会计政策时，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企业的会计政策发生变更将影响公司年末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如果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

计处理，则会计政策的变更将影响公司年初及以前年度的利润、净资产、未分配利润等数据。 
（二）税收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变化也将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公司和上市公司？公司分析的意义是什么？ 
如何对公司的行业地位、经济区位、产品、经营能力和成长性进行分析？ 
公司的财务报表有哪些？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与方法是什么？ 
公司财务比例分析的内容有哪些？ 
财务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会计报表附注的作用是什么？ 
开机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公司有何影响？ 
公司的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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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了解技术分析的概念、技术分析的三

大假设以及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有关成交价格与成交量之间的规律，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和使用

技术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熟悉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包括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

形态理论、缺口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和其他技术分析理论；熟悉技术分析中的技术指标，

包括移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

对强弱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和其它技术指标。 
本章重点：技术分析的概念、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以及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有关成交价格与

成交量之间的规律；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等；移

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对强弱

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等技术指标。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9 课时 

第一节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概述 

一、技术分析的涵义 

证券投资分析主要分为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 
所谓技术分析——是指对证券市场的市场行为所作的分析。 
其特点——是通过对市场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应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典型

的行为规律，以此预测证券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 
市场行为包括价格的高低、价格的变化、价格变化中的成交量以及完成这些变化所经过的时间。 
由于技术分析运用了广泛的数据资料，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因此受到了投资者

的重视和喜爱。技术分析法不但应用于证券市场，还广泛应用于外汇、期货和其他金融市场。 
技术分析之所以能存在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合理的假设之上的。 

二、技术分析的基本假设 

技术分析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概括为三大假设，其内容包括： 
(1)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 
(2)价格沿趋势移动； 
(3)历史会重演。 
这三大假设就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 
1．假设一是技术分析的基础 
2．假设二是技术分析 根本、 核心的因素 
3．假设三是人的心理因素的反映 

三、技术分析的要素 

技术分析的要素包括价格、成交量、时间和空间。对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是技术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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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格和成交量是市场行为最基本的表现 

市场行为 基本的表现就是成交价和成交量。过去和现在的成交价、成交量涵盖着过去和现在

的市场行为。 
技术分析就是利用过去和现在的成交量、成交价资料，利用图形分析和指标分析来解释和预测

未来的市场走势。这里，成交价、成交量就成为技术分析的要素。 
如果加上时间因素，技术分析就是对时间、价格、成交量三者关系的分析。在某一时点上的价

和量反映的是买卖双方在这一时点上共同的市场行为，是双方的暂时均衡点。随着时间的变化，均

衡点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价量关系的变化。 
一般说来，买卖双方对价格的认同程度通过成交量的大小得到确认： 
——认同程度大，成交量大；——认同程度小，成交量小。 
双方的这种市场行为反映在价、量上表现为这样一种趋势规律： 
——价增量增，价跌量减。 
根据这一趋势规律: 
——当价格上升时，成交量不再增加，意味着价格得不到买方确认，价格的上升趋势将会改变；

——反之，当价格下跌时，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程度就不再萎缩，意味着卖方不再认同价格的继续下

跌，价格下跌的趋势将会改变。 
成交价、成交量的这种关系是技术分析的合理性所在，因此，价、量是技术分析的基本要素，

一切技术分析方法都是以价、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就是分析、预测未来价格趋势，为投资决

策提供服务。 

五、成交量与价格的关系（十大关系） 

（1）股价随成交量的增加而上涨，呈量增价涨之势，属于市场行情的正常情况，表示股价将

继续上涨。 
（2）在一波涨势中，股价随着递增的成交量而上涨，突破前一波的高峰，创下新高后继续上

涨，而此波段股价上涨时的总成交量水平却低于前一波段上涨的成交量水平，价突破创新高，量却

没能突破创新高，则此波段股价的涨势令人怀疑，同时也是股价趋势潜在的反转信号。 
（3）股价随着成交量的递减而回升，股价上涨，成交量却逐渐萎缩，成交量是股价上涨的原

动力，原动力不足显示股价趋势潜在的反转信号。 
（4）有时股价随着缓慢递增的成交量而逐渐上涨，渐渐地走势突然呈垂直上升的井喷行情，

成交量急剧增加，股价暴涨。紧随此波走势，继之而来的是成交量大幅萎缩；同时股价急速下跌。

这种现象表示涨势已到末期，上升乏力，走势力竭，显示出趋势反转的现象。反转所具有的意义将

视前一波股价上涨幅度的大小及成交量扩增的程度而定。 
（5）在一波长期下跌，形成谷底后股价回升，成交量并没有因股价上涨而递增，股价上涨欲

振乏力，然后再度跌落至前期谷底附近，或高于谷底。当第二谷底的成交量低于第一谷底的时，是

股价上涨的信号。 
（6）股价下跌，向下跌破股价形态趋势线或移动平均线（重要支撑线），同时伴有大的成交

量，是股价下跌的信号，强调趋势反转形成空头市场。 
（7）股价跌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出现恐慌性卖出，随着日益扩大的成交量，股价大幅度下

跌，继恐慌性卖出之后，预期股价可能上涨，同时恐慌性卖出所创的低价，将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

跌破。随着恐慌性大量卖出之后，往往是空头市场的结束。 
（8）当市场行情持续上涨很久，出现急剧增加的成交量，而股价却上涨乏力，在高位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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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再向上大幅上涨，显示股价在高位大幅震荡，卖压沉重，从而形成股价下跌的因素。 
股价连续下跌之后，在低位出现大成交量，股价却没有进一步下跌，价格仅小幅变动，这是进

货的信号。 
（9）成交量可以对价格形态进行 终的确认。在形态学中，如果没有成交量的确认，价格形

态将是虚的，其可靠性也就差一些。 
（10）成交量是股价的先行指标，关于价和量的趋势，一般说来，量是价的先行者。当量增加

时，价迟早会跟上来；当价涨而量不增时，股价迟早会掉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价是虚

的，只有量才是真实的”。 
时间在行情判断时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一个已经形成的趋势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中途出现的反方向波动．对原来趋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形成了的趋势又不可能永

远不变，经过一定时间又会有新的趋势出现。 
循环周期理论重点关心的就是时间因素，它更强调时间的重要性。 
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价格的一方面，它是指价格波动能够达到的幅度限制。 

六、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和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1．技术分析方法的分类 
技术分析的方法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的价、量资料进行的统计分析、数学计算、图表绘制等方

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分析方法可以有多种。 
在技术分析时，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1）指标类 
证券市场上的各种技术指标极多（据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 
例如：——相对强弱指标（RSI）、 
——随机指标（KD 指标）、 
——趋向指标（DMI）、 
——平滑异同平均线（MACD）、 
——能量潮（OBV）、 
——心理线、 
——乖离率等。 
（2）切线类 
切线类——是根据一定的方法和原则，在由股价数据所绘制的图表中，画出一些直线，然后根

据这些直线的情况，推测股票价格的末来趋势。这些直线就叫切线。 
切线的作用：主要是起支撑和压力的作用。 
切线的画法 为重要，画得好坏直接影响预测的结果。目前，画切线的方法有多种，其中著名

的有：——趋势线、 
——通道线、 
——黄金分割线、 
——甘氏线、 
——角度线等。 
（3）形态类 
形态类是利用股票价格图表中现有的轨迹形态 预测股价未来趋势的方法。 
假设一告诉我们，市场行为包括一切信息。价格形态是市场行为的重要内容，是股票市场对各

种信息的具体反映，因此，用价格轨迹的形态图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走势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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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格轨迹的形态中，我们可以推测股票市场所处的状态，由此可对证券投资给予一定的指导。 
形态类中著名的形态有：M 头、W 底、头肩顶底等十几种。 
（4）K 线类 
K 线类的研究侧重于对 K 线组合的分析，由此预测股票市场多空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而判断

股票市场多空双方谁占优势，是暂时的，还是决定性的。K 线图是进行各种技术分析的 重要的图

表。 
（5）波浪类 
波浪理论起源于 1978 年美国人查尔斯·J．柯林斯（charles J．co11ins）发表的专著《波浪理

论》。波浪理论的实际发明者和奠基人是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n），他在 30 年代就有了波浪

理论的 初想法。 
波浪理论认为，股价的上下波动和不同时期的持续上涨、下降就像波浪的上下起伏一样。波浪

的起伏具有一定之规，遵循的是自然界的规律，股票价格的上涨下跌也具有一定之规，遵循的是波

浪起伏的规律。 
波浪理论认为，股价的上升是 5 浪下跌是 3 浪。数清楚了各个浪就能准确地预见到跌势之末，

牛市将临；或牛市之末，熊市将临。 
但是，波浪理论又是 难掌握的技术分析方法，大浪套小浪，浪中有浪，在数浪的时候极容易

发生偏差。 
2．使用技术分析方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技术分析必须与基本分析结合使用，才能提高其准确程度，否则单纯的技术分析是不全

面的。 
（2）注意多种技术分析方法的综合研判，切忌片面使用某一种技术分析结果。 
（3）前人和别人的结论要通过自己的实践验证才能放心地使用 

第二节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简介 

 

一、道氏理论 

1．道氏理论的形成 
道氏理论（Dow Theory）是技术分析的鼻祖，其创始人是美国人道·琼斯（Dow Jones），为

了反映市场总体趋势他创立了著名的道—琼斯平均指数。 
2．道氏理论的主要原理 
市场价格指数可以解释和反映市场的大部分行为。 
市场波动的三种趋势。 
即，主要趋势（Primary  Trend）、 
次要趋势（Secondary Trend）、 
短暂趋势（Near Term Trend）。 
交易量在确定趋势中的作用。 
收盘价是 重要的价格。 
3．应用道氏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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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 线理论 

1．K 线的画法 
K 线又称日本线，起源于 200 年前的日本， 初 K 线是用于米市交易，经过证券市场上百年

的使用和完善，K 线理论日趋完善。 
K 线是一条柱状的线条，由影线和实体组成。影线在实体上方的部分叫上影线，下方的部分叫

下影线，实体分阴线和阳线两种，又称红线和黑线。 
一条 K 线记录的是一种股票一天的价格变动情况。 
将每天的 K 线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就组成这支股票自上市以来的每天的价格变动情况，

这就叫日 K 线图。 
股票价格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开盘价——是指每个交易日的第一笔成交的价格。 
高价和 低价——是每个交易日中 高价格和 低价格。 

收盘价——是指每个交易日的 后一笔成交的股票的成交价格，是多空双方经过一天的争斗

终达成的共识，也是供需双方当日 后的暂时平衡点，具有指明目前价格的重要功能。 
在四个价格中，收盘价是 重要的，很多技术分析方法只关心收盘价，而不关心其余三个。人

们在说到某支股票的价格时，往往是收盘价。 
如果将四个价格分别在坐标纸上标出，然后按图 7．1 的方式即可画出。 

 
如果将每个交易日的 K 线连续不断地连结下去，就构成了股票价格自上市以来每天的、连续

的 K 线图。看见了 K 线图就会对股票的过去、现在的股价走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利用 K 线图还

可以判断、预测股价的未来走势。 
2．K 线的主要形状 
由于股票的四种价格形式，使 K 线被分为六种形状（图 7．2）： 
1．光头阳线和光头阴线 
2．光脚阳线和光脚阴线 
3．光头光脚的阳线和阴线 
4．十字星 
5．T 字型和倒 T 字型 
6．一字型 
除日 K 线外，还有周 K 线和月 K 线等。 
3．单独一根 K 线的应用 
（1）光头光脚小阳线实体 
（2）光头光脚小阴线实体。 
（3）光头光脚大阳线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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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头光脚大阴线实体 
（5）光脚阳线 
（6）光头阴线 
（7）光头阳线 
（8）光脚阴线 
（9）有上下影线的阳线 
（10）有上下影线的阴线 
（11）十字星 
（12）T 字和倒 T 字型 
4．根据两根 K 线组合的行情分析 
5．根据三根 K 线组合的行情分析 
6．应用 K 线组合应注意的问题 
K 线组合分析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对投资者而言，K 线组合的结论只是一种建议，并非必然，它仅是指涨跌的概率比较大。 
运用不同种类的 K 线组合进行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运用同一 K 线组合进行分析的也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 
因此，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尽量使用多根的 K 线组合分析的结论，将新的 K 线与前期的 K 线组

合在一起，进行新的 K 线组合分析。因为，一般说来，多根 K 线组合得出的结论，因该更可靠些。 

三、切线理论 

1．趋势的定义和趋势的类型 
简单地说，趋势——就是股票价格市场运动的大方向。 
如果股价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则股价必然朝着这个方向运动。上升行情里，虽然也有

下降，但不影响上升的大方向，不断出现的新的高价会使偶尔出现的下降黯然失色。下降行情里，

情况相反，不断出现的新低价会使投资者心情悲观，人心涣散。 
三大假设认为：价格的变化是有趋势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价格将沿着这个趋势继续运动。

可见，趋势在技术分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技术分析的核心问题。 
一般说来，市场的变动，从图形上看就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折线，每个折点处就形成一个峰或谷。

由这些峰和谷的相对高度，我们可以看出趋势的方向。 
趋势的方向有三个：（1）上升方向；（2）下降方向；（3）水平方向。 
按道氏理论趋势可分为三个类型： 
——主要趋势 
——次要趋势 
——短暂趋势 
2．支撑线和压力线 
（1）支撑线和压力线的涵义 
支撑线又称抵抗线——当股价跌到某个价位附近时，股价停止下跌，甚至回升，这是因为多方

在此买入造成的。支撑线在此起着阻止股价继续下跌的作用。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

续下跌的价格就是支撑线所在的位置。 
压力线又称阻力线——当股价上涨到某价位附近时，股价会停止上涨，甚至回落，这是因为空

方在此抛出造成的。压力线起阻止股价继续上升的作用。这个起着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继续上

升的价位就是压力线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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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作用：是阻止或暂时阻止股价向一个方向继续运动。 
（3）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相互转化 
支撑线和压力线之所以能起支撑和压力作用，很大程度是由于投资者心理方面的原因，两者的

相互转化也是从心理方面考虑的。这就是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理论依据。 
当然，心理原因是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如历史会重复等。 
（4）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确认和修正 
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确认都是人为进行的，其主要依据是股价变动所画出的图表。一般来说，一

个支撑线或压力线对股价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一是股价在这个区域停留的时间的长短； 
二是股价在这个区域伴随的成交量大小； 
三是这个支撑区域或压力区域发生的时间距当前时期的远近。 
上述三个方面是确认一个支撑或压力的重要识别手段。 
3．趋势线和轨道线 
（1）趋势线 
1）趋势线的确认 
趋势线是衡量价格波动方向的，由趋势线的方向可以明确的看出股价的趋势。在上升趋势中，

将两个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上升趋势线。在下降趋势中，将两个高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得到

下降趋势线。 
上升趋势线起支撑作用，下降趋势线起压力作用，也就是说，上升趋势线是支撑线的—种，下

降趋势线是压力线的一种。 
2）趋势线的作用 
一般来说，趋势线有两种作用： 
——对股价今后的变动起约束作用。 
——趋势线一旦被突破，股价的走势将出现反转。 
3）趋势线的突破 
判断趋势线是否突破有几个要点可供参考： 
——收盘价突破趋势线 比 日内 高、 低价突破趋势线更重要。 
——穿越趋势线后，离趋势线越远，突破越有效。 
——穿越趋势线后，在趋势线的另一边停留的时间越长，突破越有效。 
（2）轨道线 
轨道线——又称通道线或管道线是由趋势线派生出的一种方法。 
在取得趋势线后，通过第一个峰和谷可以作出这条趋势线的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就是轨道线。

两条平行线组成一个轨道，这就是常说的上升和下降轨道。 
轨道线的一个作用：是限制股价的变动范围。 
一个轨道一旦得到确认，价格将在该通道中上下波动。对轨道上线或下线的突破意味着将有一

个大的变化。 
轨道线的另一个作用是指示趋势转向的警报。 
4．黄金分割线和百分比线 
（1）黄金分割线 
黄金分割是一个古老的数学方法，它包含着若干个特殊的数字，这些数字具有神奇的作用和魔

力，对此数学上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发现它屡屡在实际中发挥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证券投资学 

 2445

如何画黄金分割线： 
第一步：是记住若干个特殊的数字： 
0.191    0.382    0.618    0.809 
1.191    1.382    1.618    1.809 
2       2.618    4.236 
第二步：是寻找上升行情结束，调头向下的 高点，或者是下降行情结束，调头向上的 低点。

根据这个点，可以画出黄金分割线。 
（2）百分比线 
百分比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和一些整数位的分界点。当股价持续向上，涨到

一定程度，肯定会遇到压力，遇到压力后，就要向下回撤，回撤的位置很重要。 
 

四、形态理论 

1．价格移动的规律 
价格的移动是由多空双方力量的大小决定的，多方处于优势，股价将向上移动；空方处于优势，

股价将向下移动。 
多空双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 
根据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得出，股价移动的规律： 
(1) 股价应在多空双方力量均衡的位置上下波动。 
(2) 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股价将寻找新的平衡位置。即： 
平衡——打破平衡——再平衡——再打破平衡——… 
价格的运行就是按这一规律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 
2．价格运行的两种形态 
价格运行主要有两个过程：——保持平衡的持续整理、 
——打破平衡的突破。 
因此，股价曲线的形态被分成两大类型： 
——持续整理形态（continuation pantterns）； 
——反转突破形态（reversal pantterns）。 
3．反转突破形态——头肩形、多重顶底形和圆弧形 
（1）双重顶和双重底 
（2）头肩顶和头肩底 
（3）三重项底形态 
（4）圆弧形态 
4．持续整理形态 
（1）三角形态 
三角形态是属于持续整理形态的一类。三角形态主要有三种： 
——对称三角形（symmetrical triangles pattern） 
——上升三角形  （ascending triangles pattern） 
——下降三角形（descending triangles pattern） 
（2）矩形形态 
（3）旗形和楔形 
——旗形（flags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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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wedge formation） 

五、缺口理论 

1．什么是缺口 
2．缺口的类型及应用 
——普通缺口 
——突破缺口 
——继续缺口（逃逸缺口） 
——竭尽缺口 

六、波浪理论 

1．波浪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思想 
艾略特的波浪理论以周期为基础，并根据时间长短将周期分成：大周期和小周期。波浪理论认

为：大周期中有小周期，小周期中又有更小的周期。每个周期无论时间长短，都有固定的运行模式。

整个运行周期有 8 个过程，即每个周期都是由上升（或下降）的 5 个过程和下降（或上升）的 3 个

过程组成。8 个过程完结了，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新的周期将开始。新的周期仍然遵循上述的模式。 
与波浪理论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经济周期、道氏理论和弗波纳奇（Fibonacci）数列。 
2．波浪理论的主要原理 
（1）波浪理论考虑的因素 
——形态：股价的走势形态； 
——位置：股价走势图中各个高点和低点所处的相对位置； 
——时间：完成某个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2）波浪理论价格走势的基本形态结构 
波浪理论认为，证券市场是周期性的、并周而复始地不断运行。股价的上下波动是有规律的进

行的。艾略特发现每个周期（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可以分成 8 个小的过程。 
（3）浪的合并和浪的细分——波浪的层次 
波浪理论对股价形态的跨度没有严格的限制，大可以覆盖从有股票以来的全部时间跨度，小可

以覆盖数小时、数分钟的股价走势。 
由于对时间跨度的要求不同，在数 8 浪时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其中将一个大浪分成许多小浪，

或将许多小浪合并成一个大浪就是每一个浪所处的层次问题。 
（4）弗波纳奇数列与波浪的数目 
弗波纳奇数列在确定浪的数目和数浪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波浪理论中，一般，第一大浪由 5 浪组成，同时又由更小的 21 浪组成， 
第二大浪由 3 浪组成，同时又由更小的 13 浪组成。 
第一大浪和第二大浪为 2 浪，由 8 个较大的浪组成，同时又由 34 个更小的浪组成。 
如果将 高层次的浪增加，例如增加第三、第四、第五等大浪，则我们还可以看到比 34 大的

弗波纳奇数列中的数字。 
这里的数字 2，3，5，8，13，21，34……都是弗波纳奇数列中的数字。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

的，这是波浪理论的数学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波浪理论往后的发展。 
3．波浪理论的应用及其不足 
（1）波浪理论的实际应用 
（2）应用波浪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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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量价关系理论 

1．古典量价关系理论 
2．葛兰碧的量价关系法则简介 
3．涨跌停板制度下量价关系分析的原则 

八、其他技术分析理论简介 

1．机漫随步理论 
随机漫步理论（Random walk）认为，证券价格的波动是随机的，像一个在广场上行走的人一

样，价格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是没有规律的。 
证券市场中，价格的走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也可能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长期的价格走势图上可以看出，价格的上下起伏的机会基本上是均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价格

的走向是随机的，随机漫步理论自有它的道理。 
2．循环周期理论 
循环周期理论（Cycle）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价格活动，都不会向一个方向永远走下去。价格

的波动过程必然产生局部的高点和低点，这些高低点的出现，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投资者可以

选择低点入市，高点出市。 
3．相反理论 
相反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证券市场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没有增值，甚至

可以说是减值的。如果同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同，则一定不会获利 大，因为，不可能多数

人获利。要获大利一定要与大多数人的行动不一致，在投资者暴满的时候出场，稀少的时候入场。 

第三节  投资技术分析技术指标简介 

一、移动平均线（MA） 

1．移动平均线的含义和特点 
移动平均线（MA）计算方法是求连续若干天的收盘价的算术平均。 
天数就是 MA 的参数。 
MA 的基本思想是要消除偶然因素的影响，具有平均股票价格的涵义。其特点如下： 
（1）追踪趋势 
（2）滞后性 
（3）稳定性 
（4）助涨助跌性 
（5）支撑线和压力线的特性 
2．葛兰维尔法则 
3．多条移动平均线组合分析方法简介 
4．使用移动平均线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 

1．MACD 的计算公式 
2．MACD 的应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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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CD 的应用的优缺点 

三、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 

1．威廉指标 
（1）WMS％的计算公式和物理意义 
（2）WMS％的参数选择和应用法则 
2．KDJ 指标 
（1）KD 指标的计算公式和理论依据 
（2）KD 指标应用法则 

四、相对强弱指标（RSI） 

1．RSI 的计算公式 
2．RSI 的应用法则 

五、乖离率（BIAS） 

乖离率是描述股价与股价移动平均线相距的原进程度。 

六、心理线（PSY） 

心理线主要是从股票投资者的买卖趋向的心理方面，对多空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行探讨。 

七、能量潮指标（OBV） 

能量潮指标用来验证当前股价走势的可靠性，并得到趋势可能反转的信号。 

八、腾落指数（ADL） 

腾落指数利用简单的加减法计算每天股票上涨家数和下降家数的累积结果，与综合指数相互对

比，对大势的未来进行预测。 

九、涨跌比（ADR） 

该指数用来推断证券市场多空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而判断出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十、超买超卖指标（OBOS） 

该指标运用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的差距对大势进行分析。 

十一、人气指标（AR） 

人气指标选择的市场均衡价值是每一日的开盘价，从 高价到开盘价的距离，描述作多方向上

的力量，以开盘价到 低价的距离，描述做空方向上的力量。 

十二、买卖意愿指标（BR 指标） 

与 AR 指标不同的是，BR 指标选择的是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作为基点水平，能够比 AR 指标更

全面地反映股市中的暴涨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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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间意愿指标（CR 指标） 

在选择多空双方均衡点时，CR 指标采用了中间价。 

十四、其他技术指标简介 

1．布林线（BOLL） 
2．抛物线指标（SAR） 
3．股票选择指标（CSR） 
4．宝塔线（TOWER）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技术分析？什么是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 
什么是技术分析的四大要素？ 
在技术分析中成交价与成交量之间有什么样的规律？ 
技术分析的方法有哪些分类？使用技术分析时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理论有哪些？ 
道氏理论、K 线理论、切线理论、形态理论、缺口理论、波浪理论、量价关系理论等技术分析

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技术分析中的技术指标有哪些？ 
移动平均线（MA）、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MACD）、威廉指标（WMS）和 KDJ 指标、相

对强弱指标（RSI）、乖离率（BIAS）、心理线（PSY）、能量潮指标（OBV）等技术指标在技术

分析中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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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证券组合管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证券组合的概念、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

以及证券组合的分类，了解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特点 
以及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了解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通过证券组合理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

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以及 优证券组合；使学生了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及其应用；了解证券组

合的业绩评价原则、业绩评估指数以及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重点：证券组合的概念以及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证券组合的分类，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

特点以及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证券组合的

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以及 优证券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及其应用，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原

则、业绩评估指数以及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学时分配：本章总课时为 6 课时 

组合管理是一种区别于个别资产管理的投资管理理念。组合管理理论 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哈里·马柯威茨（Harry  Markowitz）于 1952 年系统地提出的，他开创了对投资进行整体管理的

先河。马柯威茨在创立组合理论的同时，也用数量化方法提出了确定 佳资产组合的基本模型。此

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利用数量化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组合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投资管理方法，并使

之成为投资学中的主流理论。 

第一节  证券投资组合管理概述 

一、证券组合 

1．证券组合的涵义 
2．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 
—是为降低证券投资风险； 
二是为实现证券投资收益 大化 
3．证券组合的分类 
避税型证券组合——通常投资于市政债券，这种债券免联邦税，也常常免州和地方税。 
收入型证券组合——追求基本收益（即利息、股息收益等）的 大化，能够带来基本收益的证

券有：附息债券、优先股及一些避税债券。 
增长型证券组合——以资本升值（即未来价格上升带来的价差收益）为目标，投资者往往愿意

通过延迟获得基本收益来求得未来收益的增长。 
货币市场型证券组合——是由各种货币市场工具构成的，如国库券、高信用等级的商业票据等，

安全性极高。 
国际型证券组合——投资于海外不同国家，是组合管理的时代潮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种

证券组合的业绩总体上强于只在本土投资的组合。 
指数化证券组合——模拟某种市场指数，信奉有效市场理论的机构投资者通常会倾向于这种组

合，以求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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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券组合管理 

1．证券组合管理的意义和特点 
（1）意义 
（2）特点 
2．证券组合管理的基本步骤 
证券组合管理的目标：是实现投资收益的 大化，即使组合的风险和收益特征能够给投资者带

来 大的满足。具体而言，就是在实现投资者对一定收益水平的追求的同时，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降到 低，或在投资者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内，使其获得 大的收益。 
理性的证券组合管理控制过程包括以下的基本步骤 
（1）确定投资政策 
（2）实施证券分析 
（3）构思证券组合资产 
（4）修订证券组合资产结构 
（5）对证券组合资产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价 
3．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产生 
（2）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证券组合理论 

一、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 

1．收益及其度量 
2．风险及其度量 

二、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 

1．两种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 
2．多种证券的收益和风险 

三、证券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边界 

1．证券组合的可行域 
2．证券组合的有效边界 

四、最优证券组合 

1．投资者个人偏好与无差异曲线 
2． 优证券组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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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 

1．假设条件 
2．无风险证券 
——无风险证券对有效边界的影响 
—— 优风险证券组合的含义 
——市场组合的含义 
—— 优风险证券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关系 
1．资本市场线 
2．证券市场线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应用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要应用于资产估值、资金成本预算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 
1．资产估值 
2．资源配置 

第四节  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 

一、业绩评估原则 

基本原则：既要考虑组合收益的高低，也要考虑组合所承担风险的大小。 

二、业绩评估指数 

1．Jensen（詹森）指数 
2．Treynor（特雷诺）指数 
3．Sharp（夏普）指数 

三、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组合？构建证券组合的原因是什么？证券组合有哪几种类型？证券组合管理的意

义、特点是什么？ 
证券组合管理有几个基本步骤？ 
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体系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单个证券的收益和风险如何？证券组合的收益和风险如何？ 
什么是证券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边界？什么是 优证券组合？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应用？ 
证券组合的业绩评价原则是什么？业绩评估指数有哪些？ 
业绩评估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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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金融工程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金融学科。它运用数理方法（数学建模、数

值计算、网络图解、仿真模拟等），设计、开发和实施新型金融产品，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金

融工程在把金融科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对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甚至是一些大公司，都有

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今天，五年保护期已过，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开放时期，而我国在这方

面的人才奇缺。因此，学习研究金融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巧，分析研究金融工程技术在我国金

融业的实际运用，已是我国金融理论研究和实务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向高校经济类专业传授金融

工程的知识和技术，无疑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金融技术技能和素质，增强他们参与竞争的能力。 
金融工程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以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市场学和投资学、会计学

等学科为其知识基础，同时也要以相应的数学和外语基础为学习前提。 
金融工程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1．掌握金融工程的基本分析方法； 
2．各种金融产品的定价（远期，期货，互换，期权，新型期权，信用衍生证券，其它衍生证

券） 
3．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及其拓展； 
4．期权定价的数值解； 
5．风险值的概念及计算； 
6．套利及其原理。 
该课程总课时为 36 节，2 学分，90%的内容在实验室上课，为专业选修课。本大纲由田文昭编

写。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商务教研组有关教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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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大纲内容 

第一章  金融工程概论 

教学要求：本章要求掌握金融工程的基本概念、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及金融工程的

基本工具。 
课时安排：2 课时 
教学要点：了解金融工程定价的基本方法，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基本假设。 

第一节  金融工程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要求了解一下内容： 
1．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1973 年爆发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导致价格上涨，经济滞胀。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本位货币彻底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比例根据外汇市场上的

供求状况和国家的适当干预而确定。 
对金融领域造成的影响：物价总体水平的波动，使得通货膨胀变得难以预测，名义利率与实际

利率相脱节，利率不能真实反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 
西方各国做出应对：纷纷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经营、平等竞争，形成了一股

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潮流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为金融工程的产生提供了外部环境。金融管制已经不能

同经济环境相适应。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为金融工程的产生提供了外部环境。 
2．金融创新的影响： 
金融自由化的纵深发展成为金融创新活动的直接导火索。在19世纪80年代的金融创新活动中，

一些旨在规避各类价格风险（物价、利率、汇率、股价等）、提高流动性的衍生金融产品的问世特

别引人注目。 
金融创新的突出表现是金融产品的创新。 
浮动利率债券和浮动利率贷款：合同利率能够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定期调整，以便使合同能

够真实地反映借贷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 
远期利率协议：一方希望防范利率未来上升的风险，而另一方则希望化解未来利率下降的风险。

于是双方签定协议，对一定金额的货币在未来某一时刻的利率进行约定。期满时，根据约定利率和

期满时的市场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进行结算。如果期满时的市场利率高于约定利率，表明市场利率

上升了，卖方向买方支付利差，反之，买方向卖方支付利差。远期利率协议的意义是为利率变动受

损的一方提供现金补偿。 
外汇期货：把外汇的交易用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来表示。买卖双方在规定的时期按照事先规定的

汇率履行合约（或交割、或现金结算）。预计将来收到外汇的出口商可以通过卖出外汇期货，弥补

将来外汇汇率下跌的损失；进口商则通过买进外汇期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将来外汇汇率上涨的风

险。 
股指期货：把股票指数通过乘数转化为一定面值的资产，也就是股指期货的交易标的物。同其

他任何期货的功能一样，通过开展同现货市场（股票市场）方向相反的交易，股指期货可以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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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提供规避股票价格风险的有效工具。 
利率互换：双方以交换一定的现金流为目的而达成的协议，互相交换双方承担的利息。普通的

利率互换是，一方愿意对名义上的本金以固定利率支付利息，而另一方愿意对同一名义本金支付浮

动利息。互换的基本目的是为了锁定融资成本，并利用不同市场间的风险溢价谋取互换利益。 
期权交易：这种交易赋予期权购买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指定资产的权

利，以防止该资产的价格未来发生不利于他的变动。作为拥有该选择权的代价，期权的购买方必须

支付期权出卖方一笔费用。期权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防范各类价格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工程在设计这些金融产品的过程中，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客户面临的收益和风险进行

评估、分解、取舍和组合，并通过其有法律效力的契约予以规范，使越来越多的独特的金融产品被

创造出来。 
因此，金融工程的问世是金融创新持续发展的技术动力，从而使金融业在新的形势下焕发勃勃

生机。 
3．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金融工程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物质条件、研究手段和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运用计算机软件开发出的各种计算和分析软件包，为金融工程提供了开发和实施各种新

型金融产品、解决财务金融问题的有效手段。 
其次，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创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促进了各类金融机构开展金融

工程活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还通过影响其他环境因素或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对金融工程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4．市场追求效率的结果： 
交易者在追逐利润和防范风险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暂时无法满足的市场需求。金融机构在追

求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将工程技术方法大规模运用到金融产品的开发、设计和定价，开发出新的金

融产品和新的融资技术。于是，企业在投资、融资过程中对效率的追求、金融机构在满足客户需求

方面对自身效率的追求，推动了金融工程不断向前发展。 
反过来，金融工程的广泛应用又切实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 
A. 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吸引资金，减少资源闲置。 
B. 满足多元化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 
C. 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D.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活跃程度。 

第二节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风险作为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是指经济结果的任何变化，其本质在于经济结果的不确定性。金

融学把风险管理的重点放在各类价格风险上。金融工程提供两种选择思路进行风险管理：转移风险

和分散风险。 
1．转移风险： 
远期和期权同样都是用于防范汇率风险。所不同的是，该企业通过期权交易，在支付了一笔费

用的条件下，把对自己不利的价格变动带来的损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把对自己有利的价格变动

保留下来。期权是人们运用工程方法创造的典型金融衍生品。 
金融工程设计的期权以及其他的衍生工具，在风险转移中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交易者可以

将全部风险转移出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交易技巧和偏好，对风险和收益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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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散风险： 
传统的投资理论中的经典口号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马柯维茨的证券投资

组合理论运用数学模型确定了选择证券种类的方法，即解决了一笔投资分散到什么程度、每一种组

合中包含几种证券、每种证券占多大比例以及如何选定这些证券等问题。马柯维茨模型以及后来以

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在上世纪 60-70年代广泛应用于投资基金的

投资决策中，并使投资基金获得很大发展。 
缺陷：理论就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模型本身有缺陷，如假设前提不符合现实（投

资者并不全是风险厌恶者，有时他们甘愿冒一定的风险获取较高利润）；模型计算比较困难，数据

难以获取等。二就是组合投资只能降低非系统风险，而对系统风险无能为力。 
因此，为了弥补传统的保险服务和证券组合投资手段的不足，金融工程这种新兴的风险管理手

段就应运而生了。 
金融工程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将分散在社会经济各个角落里的市

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集中到衍生品交易市场中集中匹配，然后分割、包装并重新分配，使套期保值

者通过一定方法规避营业中的大部分风险，不承担或只承担极少一部分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控制

金融风险的特点是并不改变原有基础业务的风险暴露，而是在表外建立一个风险暴露与原有业务刚

好相反的头寸，从而达到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风险的完美中和。 
金融工程与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具有三个方面比较明显的优势。 
一是，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金融工程通过对衍生品精确定价和交易匹配准确地抵消相

当一部分系统风险。成熟衍生品市场上的流动性可以对市场价格变化作出灵活反映，解决了传统风

险管理工具处理风险时的时滞问题。 
二是，的成本优势。可以减少交易者套期保值的成本，降低了寻找交易对手的信息成本，交易

的标准化和集中性又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三是，灵活性。金融机构以金融工程为素材，随时根据客户需要为其“量身订造”金融新产品，

这种灵活性是传统金融工具无法相比的。 

第三节  金融理论的发展与金融工程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理论进入加速发展的态势时，才为现代金融工程

的出现奠定思想基础。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金融理论的发展与金融工程。 
1952 年，马柯维茨——发表论文“证券组合分析”——为衡量证券的收益和风险提供了基本

思路，为金融实务努力寻找这种组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分析框架成了构建现代金融工程的各理论

分析的基础。 
1958 年，莫迪利安尼和默顿·米勒——发表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

了现代企业金融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 MM 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一理论构成现

代金融理论的重要支柱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威廉·夏普、简·莫森和约翰·林特纳一起创造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

CAPM）——这一理论与同时期的套利定价模型（APT）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走向成熟。 
20 世纪 70 年代，罗伯特·默顿--总结和发展了一系列理论，为金融学和财务学的工程化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1973 年，费雪·布莱克和麦隆·舒尔斯--发表论文“期权与公司债务定价”，成功推导出期权

定价的一般模型——为期权在金融工程领域内的广泛应用铺平道路，成为在金融工程化研究领域最

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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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达莱尔·达菲等人——在不完全资本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经济学研究为

金融工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将现代金融工程的意义从微观的角度推到宏观的高度。 

第四节  金融产品定价 

1．金融产品定价是金融工程最基础的工作，是保值、套利、金融产品设计和创新、以及风险

管理等的基础。 
绝对定价法：根据金融工具未来现金流的特征，运用恰当的贴现率将这些现金流贴现成现值，

即绝对定价法要求的价格。 
相对定价法：利用基础产品价格与衍生产品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假定基础产品的价格外生给

定，运用风险中性定价法或无套利定价法为衍生产品定价。 
2．现代金融学衍生金融产品的定价理论建立在以下 5 条关于金融市场特征的假设基础上。 
假设一：市场不存在摩擦。即金融市场没有交易成本（包括佣金、买卖差价、税赋等）。没有

保证金要求，也没有卖空限制。 
假设二：市场参与者不承担对手风险。即对于市场参与者所涉及的任何一个金融交易合同，合

同对方不存在违约的可能。假设三：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上任何一位参与者都是价格的承

受者，不是价格的制定者。现实中规模比较大、交易品种比较成熟的市场接近这一假设。 
假设四：市场参与者厌恶风险，且希望财富越多越好。如果有两个投资机会的风险相同，则投

资者偏好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若它们的回报率相同，则投资者偏好风险水平低的投资机会。 
假设五：市场不存在套利机会。如果市场上存在着获取无风险利润的机会，套利活动就会进行

调整，直到这种机会消失为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套利是指在某项资产的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在

不需要期初投资支出的情况下，获取无风险报酬。无套利假设是金融衍生        工具定价理论生

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假设。 

习题 

1．金融创新是如何推动金融工程发展的？ 
2．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的处置思路是什么？ 
3．金融理论对金融工程的发展起什么作用？ 
4．为什么金融衍生产品不能用直接定价法？ 
4．如何理解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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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工程的基本分析法 

教学要求：掌握（1）无套利定价的原理与应用、（2）风险中性定价的原理、（3）无套利定

价与风险中性定价法的关系、（4）积木分析法。 
教学要点：无套利定价的原理，风险中性定价的原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积木分析法。 
课时安排：2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无套利定价法 

1．无套利定价的思想： 
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话，市场价格必然由于套利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重新回到均衡的状态。

这就是无套利的定价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有效的金融市场上，任何一项金融资产的定价，应当

使得利用该项金融资产进行套利的机会不复存在。 
2．无套利定价的原理与应用： 
1）无套利定价原理： 
无套利均衡的价格必须使得套利者通过套利形成的财富的现金价值，与他没有进行套利活动时

形成的财富的现金价值完全相等，即套利不能影响他的期初和期末的现金流量状况 。 
无套利定价方法的主要特征： 
1）无套利定价原则首先要求套利活动在无风险的状态下进行。 
2）无套利定价的关键技术是所谓“复制”技术，即用一组证券来复制另外一组证券。 
3）无风险的套利活动从即时现金流看是零投资组合 （自融资组合）。 
2．无套利定价法的应用： 
1）金融工具的模仿：通过构建一个金融工具合使之与被模仿的金融工具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盈

亏状况。 
2）金融工具的合成：金融工具的合成是指通过构建一个金融工具组合使之与被模仿的金融工

具具有相同价值。 

第二节  风险中性定价法 

1．风险中性定价的原理： 
在对衍生证券定价时，我们可以假定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此时所有证券的预期收益率

都可以等于无风险利率 r，所有现金流量都可以通过无风险利率进行贴现求得现值。这就是风险中

性定价原理。 
风险中性假定仅仅是为了定价方便而作出的人为假定，但通过这种假定所获得的结论不仅适用

于投资者风险中性情况，也适用于投资者厌恶风险的所有情况。 
2．无套利定价与风险中性原理： 
1）无套利定价法的思路： 
首先，构造一个由Δ股股票多头和一个期权空头组成的证券组合，并计算出该组合为无风险时

的Δ值。 
2）风险中性定价的思路： 
假定风险中性世界中股票的上升概率为 P，由于股票未来期望值按无风险利率贴现的现值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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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该股票目前的价格，因此该概率可通过下式求得： 

)1()( PSdSuPeS tTr −+= −−
 

du
deP

tTr

−
−

=
−− )(

 

])1([ fdPPfuef rT −+= −
 

3）无套利定价法与无套利定价法的关系。 

第三节  积木分析法 

一、积木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指将各种金融工具进行分解和组合，以解决金融问题。 
二、掌握常用的积木分析法。 
期权交易的四种损益图（不考虑期权费）： 

 

 

 

 

 
多头金融价格风险 + 多头看跌期权 = 多头看涨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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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金融价格风险 + 多头看涨期权 = 多头看跌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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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看涨期权 + 卖出看跌期权 = 买入远期 
 

 

 

 
 
卖出看涨期权 + 买入看跌期权 = 卖出远期 

 

本章习题 

1．选择题： 
1） 6 个月期和 1 年期即期年利率分别是 10%和 12%，问 6 个月到一年期的远期利率是多少？

（） 
A. 0.11 



金融工程学 

 2465

B. 0.14 
C. 0.125 
D. 0.13 
2）下面哪个组合可以构造卖出远期？（） 
A. 买入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 
B. 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 
C. 卖出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 
D. 卖出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 
3） 某公司要在一个月后买入 1 万吨的铜，问下面哪种方法可以有效的规避铜价上升的风险？

（） 
A. 1 万吨铜的空头远期合约 
B. 1 万吨铜的空头看涨期权 
C. 1 万吨铜的多头看跌期权 
D. 1 万吨铜的多头远期合约 
4） 某公司要在一个月后卖出 1 万吨的银，问下面哪种方法可以有效的规避铜价上升的风险？

（） 
A. 1 万吨银的多头远期合约 
B. 1 万吨银的多头看涨期权 
C. 1 万吨银的空头看跌期权 
D. 1 万吨银的空头远期合约 
5）某投资者持有一份看涨期权空头，他预期资产价格可能会上升给他带来损失，问下面哪种

方法可以帮这位资者规避风险？（） 
A. 卖空一份资产 
B. 买入一份看跌期权 
C. 卖出一份看跌期权 
D. 买入一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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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远期和期货定价 

教学要求：掌握远期合约、期货的基本概念，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的关系，无收益资产远

期合约的定价，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期

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教学要点：远期和期货的概念、定价及两种价格之间的关系 
课时安排：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金融远期和期货市场概述 

1．金融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s）：指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一确定时间，按确定的价格买

卖一定数量的某种金融资产的合约。在合约中规定在将来买入标的物的一方称为多方（Long 
Position），而在未来卖出标的物的一方称为空方（Short Position）。 

1）交割价格（Delivery Price）：合约中规定的未来买卖标2） 的物的价格。 
2）远期价格（Forward Price）：使得远期合约价值为零的交割价格。 
3）远期利率协议：是买卖双方同意从未来某一商定的时期开始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按协议利率

借贷一笔数额确定、以具体货币表示的名义本金的协议。 
远期外汇合约：是指双方约定在将来某一时间按约定的远期汇率买卖一定金额的某种外汇的合

约。 
远期股票合约是指在将来某一特定日期按特定价格交付一定数量单个股票或一揽子股票的协

议。 
2．金融期货合约：是指协议双方同意在约定的将来某个日期按约定的条件（包括价格、交割

地点、交割方式）买入或卖出一定标准数量的某种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协议。合约中规定的价格就是

期货价格。 
金融期货交易具有的显著特征 
利率期货、股价指数期货和外汇期货。 
金融期货合约的功能。 
3．金融期货与金融远期的区别。 
4．远期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关系： 
当无风险利率恒定，且对所有到期日都不变时，交割日相同的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应相等。 当

标的资产价格与利率呈正相关时，期货价格高于远期价格。相反，当标的资产价格与利率呈负相关

性时，远期价格就会高于期货价格。 

第二节  远期和期货定价 

1．无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无收益资产远期合约多头的价值等于标的资产现货价格与交割价格现值的差额。 
2．现货－远期平价定理： 
F=Ser（T－t）对于无收益资产而言，远期价格等于其标的资产现货价格的终值。 
3．远期价格的期限结构： 
远期价格的期限结构描述的是不同期限远期价格之间的关系。不同期限远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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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的现货-远期平价公式。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的远期价格等于标的证

券现货价格与已知现金收益现值差额的终值。 
5．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定价一般方法 

第三节  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1．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定价的一般方法 
2．外汇远期和期货的定价 
3．远期利率协议的定价 
4．远期外汇综合协议的定价 

第四节  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1．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关系：可以用基差来描述。所谓基差，是指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

差，即： 
基差=现货价格-期货价格 
基差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但在期货合约到期日，基差应为零。这种现象称为期货价格收

敛于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 
2．期货价格和预期现货价格的关系。 

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下面哪一项不属于远期合约的缺点。（） 
A. 没有固定、集中的交易场所 
B. 灵活性较大 
C. 流动性较差 
D. 违约风险较高 
2. 下面哪一项不正确。（） 
A. 远期价格是理论价格 
B. 交割价格是实际价格 
C. 远期价格一定不等于交割价格 
D. 合约双方所选择的交割价格应使合约的价值在签署合约时等于零 
3. 关于远期价格与远期价值，哪一项不正确。（） 
A. 远期价格围绕远期价值波动。 
B. 当远期价格等于交割价格时，远期价值为零。 
C. 远期价格与标的物的现货价格紧密相连。 
D. 远期价值由远期实际价格与远期理论价格的差距决定。 
4. 如果一年期的即期利率为 10%，二年期的即期利率为 10.5%，那么其隐含的一年到二年的

远期利率就约等于（）。 
A. 0.1 
B.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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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11 
D. 0.12 
5. 金融期货合约是一种（） 
A. 标准化协议 
B. 非标准化协议 
C. 一般协议 
D. 以上皆非 
 
判断题 
1. 期货合约和远期合约都是在交易时约定在将来某一时间按约定的条件买卖一定数量的某种

标的物的合约。 
正确 
错误 
2. 期货合约和远期合约都是在交易时约定在将来任一时间按约定的条件买卖任一数量的某种

标的物的合约。 
正确 
错误 
3. 远期交易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合约中的相关条件如标的物的质量、数量、交割地点

和交割月份都是根据双方的需要确定的。 
正确 
错误 
4. 期货交易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合约中的相关条件如标的物的质量、数量、交割地点

和交割月份都是根据双方的需要确定的。 
正确 
错误 
5. 远期合约虽具有灵活性的优点，但却给合约的转手和流通造成很大麻烦，这就决定了远期

合约二级市场的不发达。 
正确 
错误 
 
计算题： 
1. 假设一家银行可以在市场上获得相等的借贷利率。1 年的年利率为 10.78%，2 年的年利率

11.308%（以上利率均为 3 个月计一次复利），假设市场上本金为 100 万美元的 1×2 年远期利率协

议价值为 8065.31 美元。请问该协议的合同利率是多少（只需列出式子）？ 
 
名词解释： 
1. 期货合约的流动性 
 
简答题： 
1. 推导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的现货－远期平价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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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互换 

教学要求：掌握金融互换的基本概念；金融互换的产生与发展；金融互换的利益比较；重点掌

握利率互换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货币互换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本章要点：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的基本原理及定价 
课时安排：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金融互换概述 

1．金融互换（Financial Swaps）：约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按照商定条件，在约定的时间内，

交换一系列现金流的合约 。 
2．互换市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的货币交易商为了逃避英国的外汇管

制而开发了货币互换。 
而 1981 年 IBM 与世界银行之间签署的利率互换协议则是世界上第一份利率互换协议。从那以

后，互换市场发展迅速。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名义本金金额从 1987 年底的 8656 亿美元猛增到 2002
年中的 82,3828.4 亿美元 15 年增长了近 100 倍。可以说，这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金融产品市场。 

第二节  金融互换的利益比较 

1．互换的原理：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提出的。他认为，在两国都能生产两种产品，且一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均处

于有利地位，而另一国均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如果前者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后者专门生

产劣势较小（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双方仍能从中获益。 
2．互换的条件：（1）双方对对方的资产或负债均有需求；（2）双方在两种资产或负债上存

在比较优势。 
3．互换市场的特征：（1）互换不在交易所交易，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场外交易；（2）互换

市场几乎没有政府监管。 

第三节  利率互换 

1．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s）：是指双方同意在未来的一定期限内根据同种货币的同样

的名义本金交换现金流，其中一方的现金流根据浮动利率计算出来，而另一方的现金流根据固定利

率计算。互换的期限通常在 2 年以上，有时甚至在 15 年以上。 
利率互换机制；利用利率互换转换负债和资产，金融中介在利率互换中的作用。 

第四节  货币互换 

1．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s）：是将一种货币的本金和固定利息与另一货币的等价本金和固

定利息进行交换。 
2．货币互换的机制； 
3．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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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2002 年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名义本金金额是（）。 
A. 80trilliondollar 
B. 600milliondollar 
C. 300billiondollar 
D. 900trilliondollar 
2. 比较优势理论是下面哪位经济学家提出的?（） 
A. 莫顿 
B. 大卫·李嘉图 
C. 约翰·赫尔 
D. 凯恩思 
3. 下面哪一句话是错误的?（） 
A. 汇率风险可以用对冲交易来规避 
B. 信用风险可以用对冲交易来规避 
C. 利率风险可以用对冲交易来规避 
D. 市场风险可以用对冲交易来规避 
4. 互换的主要交易方式是:（） 
A. 网上交易 
B. 直接交易 
C. 通过银行进行场外交易 
D. 交易所交易 
5. 金融互换的局限性不包括以下哪一种?（） 
A. 要有存在绝对优势的产品 
B. 交易双方都同意,互换合约才可以更改或终止 
C. 存在信用风险 
D. 需要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 
 
判断题 
1. 货币互换是将一种货币的本金和固定利息与另一货币的等价本金和浮动利息进行互换. 
正确 
错误 
2. 交叉货币利率互换（Cross—CurrencyInterestRateSwaps）是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的结合，它

是以一种货币的固定利率交换另一种货币的浮动汇率。 
正确 
错误 
3. 交叉货币利率互换（Cross—CurrencyInterestRateSwaps）是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的结合，它

是以一种货币的浮动利率交换另一种货币的浮动汇率。 
正确 
错误 
4. 而在基点互换（BasisSwaps）中，双方都是浮动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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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错误 
5. 而在基点互换（BasisSwaps）中，一方是浮动利率，一方是固定利率 
正确 
错误 
 
名词解释 
1. 市场风险 
 
简答题： 
1. 什么是交叉货币利率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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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期权概述 

教学要求：要求掌握期权的基本概念，期权的定价原理，重点掌握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二

项式模型，有限差分法。 
本章要点：期权定价。 
课时安排：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期权的基本概念 

1．金融期权（Option），是指赋予其购买者在规定期限内按双方约定的价格（简称协议价格

Striking Price）或执行价格（Exercise Price）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某种金融资产（称为潜含金融资

产 Underlying Financial Assets，或标的资产）的权利的合约。 
期权合约在给予权利的买进方的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赋予其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期权买方

可以不执行期权；而对于权利的卖出方（期权的空头－short）来说，只有按期权的多头相应地卖出

或买进标的资产的义务而没有权利。因此，作为期权卖者承担义务的报酬，期权的多头必须支付给

期权的卖者一定的费用，成为期权费（Premium）或期权价格（Option Price） 
2．期权的盈亏分析。 
3．期权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是指多方行使期权时可以获得的收益的现值： 
看涨期权内在价值＝标的资产市场价格－期权执行价格（现值） 
看跌期权内在价值＝期权执行价格（现值）－标的资产市场价格 
4．欧式期权和美式期权概念。 

第二节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 

1．基本原理： 
假设： 
1）证券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 
2）允许卖空标的证券； 
3）有交易费用和税收，所有证券都是完全可分的； 
4）衍生证券有效期内标的证券没有现金收益支付； 
5）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6）证券交易是连续的，价格变动也是连续的； 
7）衍生证券有效期内，无风险利率 r 为常数。 
2．模型推导过程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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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适用于其价格取决于标的证券价格 S 的所有衍生证券的定价。 
3．风险中性定价原理：观察布莱克－舒尔斯微分方程，我们可以发现，受制于主观的风险收

益偏好的标的证券预期收益率并未包括在衍生证券的价值决定公式中。这意味着，无论风险收益偏

好状态如何，都不会对 f 的值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可以大大简化我们工作的假设：在

对衍生证券定价时，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尽管这只是一个人为的假定，但通过这种假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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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投资者风险中性情况，也适用于投资者厌恶风险的所有情况。在风险中性的

条件下，所有证券的预期收益率都可以等于无风险利率 r，所有现金流量都可以通过无风险利率进

行贴现求得现值。 
4．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推广。 
1）无收益资产美式看涨期权的定价公式： 
在标的资产无收益情况下，美式看涨期权提前执行是不合理的，因此 C=c，无收益资产美式看

涨期权的定价公式与欧式看涨期权定价公式相同。 
2）有收益资产的欧式期权的定价公式： 
对于有收益标的资产的欧式期权，在收益已知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标的证券价格分解成两部分：

期权有效期内已知现金收益的现值部分和一个有风险部分。当期权到期时，这部分现值将由于标的

资产支付现金收益而消失。因此，我们只要用 S 表示有风险部分的证券价格。 
3）美式看跌期权的定价： 

习题 

单选题 
1. 已知标的股票现价为 70 美元，该股票的波动率为每天 0.020506，基于该股票的欧式看涨期

权的执行价格为 70 美元，到期时间为 70 天，该股票到期前不付股息，则看涨期权的价值应为（） 
A. 5.16 美元 
B. 10.16 美元 
C. 2.16 美元 
D. 0 美元 
2. 根据风险中性定价原理，欧式看涨期权的价格应该等于欧式看涨期权在期权到期日的期望

值按（）贴现后的现值。 
A. 无风险利率 
B. 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 
C. 证券的到期收益率 
D. 市场利率 
3. 无收益资产欧式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公式之间跟看涨和看跌期权平

价之间的关系为（） 
A. 不满足平价关系 
B. 一定满足平价关系 
C. 在一定条件下满足平价关系 
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4. 下列对于美式看跌期权定价公式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 美式看跌期权不存在精确的定价公式 
B. 美式看跌期权可以通过数值方法近似求得 
C. 美式看跌期权存在精确的定价公式 
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5. 对于无收益资产的美式看涨期权的定价，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无收益资产美式看涨期权价格等同于对应的欧式看涨期权价格 
B. 无收益资产美式看涨期权价格可以利用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直接求得 
C. 无收益美式看涨期权的价格只能通过数值方法近似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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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判断题 
1. 在推导布莱克－舒尔斯微分方程时，构造的无套利组合是一直没有无风险的。 
正确 
错误 
2. 在假设风险中性的条件下，所有证券的收益率为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 
正确 
错误 
3. 在假设风险中性的条件下，所有证券的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 
正确 
错误 
4. 利用风险中性的假定所获得的衍生证券的价格只适用于投资者风险中性的情形。 
正确 
错误 
5. 利用风险中性的假定所获得的衍生证券的价格不仅适用于投资者风险中性的情形，而且适

用于投资者厌恶风险的所有情形。 
正确 
错误 
 
计算： 
证明：无红利支付的股票的欧式看涨期权价格满足布莱克－舒尔斯微分方程。 
 
名词解释： 
普通布朗运动 
 
简答： 
在利用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计算期权价格时，哪些变量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如果这

些变量被高估或低估了，将对期权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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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的拓展 

教学要求：了解 Black-Scholes 模型的缺陷，掌握（1）考虑到交易成本的模型，（2）波动率

的波动，（3）跳跃模型，（4）崩盘模型。 
本章要点：模型的特点。 
课时：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Black-Scholes 模型的缺陷 

了解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缺陷 

第二节  交易成本 

1．交易成本的影响分析 
2．Hoggard-Whalley-Wilmott 交易成本模型 
3．交易成本的其他模型 

第三节  波动率微笑和波动率期限结构 

1．波动率微笑 
2．波动率期限结构 
3．波动率矩阵 
4．波动率微笑和波动率期限结构的意义和应用 

第四节  随机波动率 

1．随机波动率模型 
2．GARCH模型 

第五节  不确定的参数 

1．不确定的波动率 
2．不确定的利率 
3．不确定的红利收益率 
4．模型的扩展和深入理解 

第六节  跳跃扩散过程 

1．资产价格所遵循的跳跃扩散过程 
2．跳跃扩散过程的保值组合和期权定价 
3．跳跃扩散模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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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崩盘模型 

1．基本的崩盘模型 
2．崩盘模型的推广 
3．崩盘模型的理解 

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不包括（） 
A. 没有交易成本或税收 
B. 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C. 股票价格服从波动率σ和无风险利率 r 为常数的对数正态分布 
D. 所有证券都是高度可分的且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连续进行证券交易 
2. 下面哪个不是 B-S 模型的基本假设（） 
A. 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B. 股票价格服从波动率σ和无风险利率 r 为常数的对数正态分布 
C. 所有证券都是高度可分的且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连续进行证券交易 
D. 存在交易成本或税收 
3. BS 模型要求交易成本为零的目的是（） 
A. 满足投资者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需求 
B. 减少交易冲突 
C. 实现动态的连续的套期保值 
D. 可有可无的假设 
4. 在美国，交易成本主要是指（） 
A. 指投资上缴的收入所得税 
B. 指在标的资产买卖过程中存入的帐户保证金 
C. 指在标的资产买卖过程中发生的买卖价差 
D. 以上都是 
5. 交易成本的存在，有什么影响（） 
A. 交易成本也直接影响到期权价格本身，使得合理的期权价格成为一个区间而不是单个数值 
B. 除了需要调整头寸调整时间，其他没什么改变 
C. 没什么影响 
D. 交易成间接地影响期权价格本身 
 
判断题 
1. 对货币期权,平价期权的波动率最低，而实值和虚值期权的波动率会随着实值或虚值程度的

增大而增大，两边比较对称。 
正确 
错误 
2. 一种资产的价格为对数正态分布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资产波动率为常数；第二，资产价

格变动连续平滑，没有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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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错误 
3. 对于股票期权,当执行价格上升的时候，波动率下降，而一个较低的执行价格所隐含的波动

率则大大高于执行价格较高的期权。 
正确 
错误 
4. 对于股票期权,当执行价格上升的时候，波动率上升，而一个较低的执行价格所隐含的波动

率则大大小于执行价格较高的期权。 
正确 
错误 
5. 从期权市场出发的改良策略，即仍然以 BS 模型为基础，但同时假定期权市场已经认识到真

实的波动率函数，考虑不同期权市场和期权品种所对应的波动率矩阵，运用隐含波动率信息对 BS
公式作相应的调整应用. 

正确 
错误 
 
计算题： 
假设我们从每日交易数据中估计出 GARCH（1,1）模型为：（（见图 1））；如果已经知道在

第 n-1 天的σ=0.016，ε=0.01。求出第 n 天波动率的估计值。 
 
名词解释 
1. 波动率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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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期权定价的数值法 

教学要求：掌握二叉树定价的基本方法、蒙特卡罗模拟模拟方法、有限差分法的基本思想，了

解这些方法的应用。 
本章要点：上述三种数值计算方法。 
课时：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1．二叉树模型的基本方法 
2．基本二叉树方法的扩展 
3．构造树图的其他方法和思路 
4．二叉树定价模型的深入理解 

第二节  蒙特卡罗模拟 

1．蒙特卡罗模拟的基本过程 
2．蒙特卡罗模拟的技术实现 
3．减少方差的技巧 
4．蒙特卡罗模拟的理解和应用 

第三节  有限差分方法 

1．隐性有限差分法。 
2．显性有限差分法。 
3. 有限差分方法的比较分析和改进。 
4．有限差分方法的应用。 

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二叉树图方法中，每个小时间间隔中上升、下降的概率满足（）什么原理？ 
A. 无套利原理 
B. 风险中性原理 
C. 分离原理 
D. 比较优势原理 
2. 以下哪种方法不适用于有提前执行可能性的期权？（） 
A. 二叉树图法 
B. 显性有限差分法 
C. 隐性有限差分法 
D. 蒙特卡罗模拟 
3. 美式期权的 Delta、Gamma、Vega、Theta 参数，哪一个不可通过构造单一的二叉树图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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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A. Delta 
B. Gamma 
C. Vega 
D. Theta 
4. 运用单步二叉树为期权定价时，以下哪种方法不属于单步二叉树法？（） 
A. 无套利方法 
B. 风险中性定价法 
C. 状态价格定价技术 
D.  上述三种均包括。 
5. 以下哪种方法不属于有限差分法？（） 
A. Crank-Nicolson 方法 
B. 跳格子方法 
C. 外推有限差分法 
D. 样本矩匹配法 

 
判断题 
1. 对期权价值的不确定性与模拟运算次数 M 的成反比 
正确 
错误 
2. 随机样本是从正态分布中随机得到的 
正确 
错误 
3. 蒙特卡罗模拟，在风险中性世界中，标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是 r-q，之后折现时使用的也是

无风险利率。 
正确 
错误 
4. 对于回报依赖于多个市场变量的情况，如果各个变量在期权有效期内的不同时刻到期，蒙

特卡罗模拟无法加以反映和处理 
正确 
错误 
5. 对于回报依赖于多个市场变量的情况，如果各个变量在期权有效期内的不同时刻到期，蒙

特卡罗模拟而且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随机过程 
正确 
错误 
 
计算 
当前铜的即期价格为每磅$0.60。假设期货价格（每磅美元数）如下所示：（见图 1）铜价的波

动率为年率 40$，无风险利率为年率 6％。请用二叉树方法对该美式看涨期权定价，已知执行价格

为$0.60，该期权还有一年到期。在构造二叉树图模型时，请将该期权有效期等分为四个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为期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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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对偶变量技术。 

 
简答 
1. 如何理解蒙特卡罗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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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型期权 

教学要求：了解新型期权的特征，掌握障碍期权、亚式期权、回溯期权的定价，了解其它新型

期权的定价。 
本章要点：新型期权的定价 
课时：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新型的特征 

1．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1）--分拆与组合； 
2．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2）--弱路径依赖； 
3．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3）--强路径依赖； 
4．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4）--时间依赖； 
5．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5）--维数； 
6．奇异期权的分类特征（6）--阶数。 

第二节  障碍期权 
1．障碍期权的分类 
2．障碍期权的性质 
3．在布莱克-舒尔斯偏微分方程框架中为障碍期权定价 
4．数值定价方法 
5．障碍期权的套期保值 

第三节  亚式期权 
1．亚式期权的种类 
2．强势路径依赖期权定价的基本思想及其在亚式期权中的应用 
3．亚式期权定价公式的具体方法 

第四节  回溯期权 
1．在布莱克-舒尔斯模型框架下的回溯期权 
2．回溯期权的定价公式 
3．回溯期权的数值定价方法 

第五节  其它期权 
1．两值期权 
2．打包期权 
3．非标准美式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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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期开始期权 
5．呐喊期权 
6．复合期权和选择者期权 
7．多资产期权 

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二叉树法不会形成内部障碍 
B. 三叉树法不会形成内部障碍 
C. 二叉树法和三叉树法都会形成内部障碍 
D. 二叉树法和三叉树法都不会形成内部障碍 
2. 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紧邻于真实障碍内部的结点形成内部障碍 
B. 紧邻于真实障碍内部的结点形成外部障碍 
C. 紧邻于真实障碍上面的结点形成内部障碍 
D. 紧邻于真实障碍下面的结点形成内部障碍 
3. 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紧邻于真实障碍下面的结点形成外部障碍 
B. 紧邻于真实障碍上面的结点形成外部障碍 
C. 紧邻于真实障碍外部的结点形成外部障碍 
D. 紧邻于真实障碍内部的结点形成外部障碍 
4. 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A. 二叉树法和三叉树法都不会形成外部障碍 
B. 二叉树法和三叉树法都会形成外部障碍 
C. 三叉树法不会形成外部障碍 
D. 二叉树法不会形成外部障碍 
5. 亚式期权的种类包括（） 
A. 俄式期权 
B. 波士顿期权 
C. 百慕大期权 
D. 以上都不是 

 
判断题 
1. 百慕大期权是时间依赖期权 
正确 
错误 
2. 我们可以举一个看涨呐喊期权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是 50 美元，持有

者在标的资产价格上升到 60 美元的时候呐喊了一次，如果到期时资产价格低于 60，投资者就可以

获得 10 美元，如果到期资产价格高于 60 美元，就按到期价格计算多头的收益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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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可以举一个看涨呐喊期权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是 50 美元，持有

者在标的资产价格上升到 60 美元的时候呐喊了一次，如果到期时资产价格低于 60，投资者就可以

获得 10 美元，如果到期资产价格高于 60 美元，仍按 60 计算 
正确 
错误 
4. 由于复合期权的二阶性质，两重期权都会受到模型假设是否正确的影响，复合期权的价值

对资产价格服从的概率分布性质非常敏感，因此这些公式在实际当中都很少直接使用，交易者常常

用我们在第七章中所介绍的随机波动率模型或是隐含波动率矩阵来定价 
正确 
错误 
5. 由于复合期权的二阶性质，两重期权都会受到模型假设是否正确的影响，复合期权的价值

对资产价格服从的概率分布性质非常敏感，但公式在实际中仍可以直接使用 
正确 
错误 

 
计算 
1. 现有一新发行的基于无分红股票的回溯看涨期权，股票价格 50 元，年波动率 40%，无风险

年利率为 10%，有效期为 3 个月。求期权价值。 
 
简答 
1. 假设现有一个向下敲入看涨期权,其障碍水平和执行价格相等.简单叙述如何为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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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套 利 

教学要求：掌握套利的基本原理，了解基于远期和期货的套利、基于期权的套利。 
本章要点：套利的基本思想 
课时：2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套利的基本原理 

1．套利：套利（Arbitrage）是保证各种金融产品（如现货、远期、期权和互换）、各种期限

结构（如即期利率期限结构、远期利率期限结构、附息票债券到期收益率期限结构、远期汇率期限

结构等）、各地金融市场保持高度相关性的重要途径和力量，是效率市场（Efficient Markets）的必

要条件，也是金融工程学的另一重要运用领域。它是指利用一个或多个市场存在的各种价格差异，

在不冒任何损失风险且无需投资者自有资金的情况下有可能赚取利润的交易策略（或行为）。 
判断一个交易策略是不是严格的套利策略，有 3 条标准： 
没有自有资金投入，所需资金通过借款或卖空获得； 
没有损失风险，最糟糕的情况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套利者的最终结果（已扣掉借款利息）还是

零； 
存在正的赚钱概率。 
2．套利有五种基本的形式：空间套利，时间套利，工具套利，风险套利，税收套利。 
1）空间套利：是指在一个市场上低价买进某种商品，而在另一市场上高价卖出同种商品，从

而赚取两个市场间差价的交易行为。 
2）时间套利：指同时买卖在不同时点交割的同种资产，它包括现在对未来的套利和未来对未

来的套利。 
3）工具套利：就是利用同一标的资产的现货及各种衍生证券的价格差异，通过低买高卖来赚

取无风险利润的行为。各种金融工具之间的价格联系是多渠道且紧密的，它们之间普遍存在着或简

单或复杂的平价关系。当这种平价关系被打破时，市场就提供了工具套利的机会。工具套利是各种

套利形式中最振奋人心的一种。通过金融工具的复制与分解得到与原来金融工具具有不同的特性，

实现复杂套利！ 
4）风险套利：是指利用风险定价上的差异，通过买低卖高赚取无风险利润的交易行为。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用衡量）和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可

以通过分散化组合予以抵消，因此只存在系统性风险才能获得风险报酬，且两者之间有一个严密的

平价关系。如果现实生活中各种风险资产的定价偏离了这个平价公式，就存在风险套利机会。 
5）税收套利：税收套利是指利用不同投资主体、不同证券、不同收入来源在税收待遇上存在

的差异所进行的套利交易。 

第二节  基于远期和期货的套利 

1．基于远期和期货合约的套利属于时间套利，它是利用远期和期货价格与标的资产现货价格

的差异来进行套利。 
2．主要形式有以下三种： 
1）股价指数期货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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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汇远期和期货套利 
3) 利率远期和期货套利 
3．股价指  数期货套利： 
股价指数可以近似看作是支付连续收益率的资产，股价指数期货价格与股价指数现货价格之间

必须保持关系
))(( tTqrSeF −−= ，否则就存在套利机会： 

如果
))(( tTqrSeF −−> ，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购买股价指数中的成份股票，同时卖出指数期货合约

来获得无风险套利利润。相反，如果
))(( tTqrSeF −−< ，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卖空股价指数中的成份股

票，同时买入指数期货合约来获得无风险套利利润。 
4．外汇远期和期货套利： 

外汇远期或期货汇率与现货汇率之间必须保持平价关系
))(( tTrr fSeF −−= ，否则就存在套利机会。 

如果
))(( tTrr fSeF −−> ，套利者就可以通过买入外汇现货，卖出外汇远期或期货来获取无风险利

润。如果
))(( tTrr fSeF −−< ，套利者就可以通过卖出外汇现货，买入外汇远期或期货来获取无风险利

润。 
5．利率远期和期货套利： 

远期利率的计算公式为： TT
tTrtTr

rF
−

−−−
=

*

** )()(

 

远期利率和不同期限的即期利率（ r 和 r*）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上述关系被打破，就存

在套利机会。上式的 rF 表示理论上的远期利率，如果实际远期利率高于理论远期利率，套利者就

可通过借长贷短并做空远期利率协议来获利，如果实际远期利率低于理论远期利率，套利者则可通

过借短贷长并做多远期利率协议来获利。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国债的期货价格与远期利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不同期限的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国债期货价格，我们就可知道隐含在这些期货价格背后的远期利率。如果这些隐含

的远期利率与由即期利率决定的远期利率不一致，就存在套利机会。 

第三节  基于期权的套利 

1．基于期权的套利：属于工具套利，它是利用期权价格与标的资产（现货、期货或互换）价

格之间的差异所进行的套利。 
2．主要形式： 
1）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套利 
2）蝶式差价套利 
3）差期套利 
4）对角套利 
5）复合差价套利 
3．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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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单选题 
1. 在套期保值的情况下，我们定义基差为：（）。 
A. 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差 
B. 拟套期保值资产的现货价格和所使用合约的期货价格之差 
C. 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和 
D. 拟套期保值资产的现货价格和所使用合约的期货价格之和 
2. 如果拟套期保值的资产与期货的标的资产一致，则在期货合约到期日基差：（） 
A. 为零 
B. 大于零 
C. 小于零 
D. 不确定 
3. 我们令 t1 表示进行套期保值的时刻，t2 表示套期保值期限结束时刻，b1、b2 分别表示 t1

和 t2 时刻的基差，如果此套期保值对空头套期保值者比较有利，说明：（） 
A. b2>b1 
B. b2<b1 
C. b2=b1 
D. 不确定 
4. 我们令 t1 表示进行套期保值的时刻，t2 表示套期保值期限结束时刻，b1、b2 分别表示 t1

和 t2 时刻的基差，如果此套期保值对多头套期保值者比较有利，说明：（） 
A. b2>b1 
B. b2<b1 
C. b2=b1 
D. 不确定 
5. 在 CBT 的玉米期货中，有如下交割日期：3 月，5 月，7 月，9 月，和 12 月。则当套期保

值的到期日为 7 月份时，应该选择什么时候交割的期货合约？（） 
A. 6 月 
B. 7 月 
C. 1 月 
D. 9 月 
 
判断题 
1. 若保值工具与保值对象的价格负相关，我们就可利用相反的头寸（如多头对空头，或空头

对多头）来进行套期保值。 
正确 
错误 
2. 若保值工具与保值对象的价格呈负相关，我们就可利用相同的头寸（如多头对多头，空头

对空头）来进行套期保值。 
正确 
错误 
3. 套期保值（Hedging）是所有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最主要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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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 
错误 
4. 我们不可以用衍生证券为其它衍生证券保值 
正确 
错误 
5. 我们不可以用标的资产为衍生证券保值。 
正确 
错误 
 
计算   1. 假定保值资产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于 3 个月内的变化值的标准差分别是 0.65 和

0.81，二者相关系数是 0.8，问用 3 个月的期货合约进行套期保值的最佳套期比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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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在险价值 

教学要求：掌握在险价值的概念，在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了解风险度量术。 
本章要点：在险价值的计算。 
课时：4 课时（实验课） 

第一节  在险价值的定义 

1．在险价值的定义 
2．选择合适的 VaR 参数 
3．VaR 的使用 

第二节  投资组合的在险价值计算 

1．线性模型 
2．线性模型的适用范围 

第三节  衍生证券在险价值的计算 

1．Delta 近似 
2．Delta-Gamma 近似 
3．二次方程模型 
4．估计模型的运用 
5．固定收益投资组合 

第四节  在险价值计算的其它方法 

1．蒙特卡洛法 
2．历史模拟 
3．压力测试和回溯测试 
1）压力测试 
2）回溯测试 

第五节  风险度量术 

1．风险度量术对参数的计算 
2．资产流映射 

思考题 

单选题 
1. 对于 VaR，以下哪种理解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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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R 是实际的价值损失 
B. VaR 是对可能实现的价值损失的估计 
C. VaR 只是实际的账面损失 
D. VaR 只是账面损失的估计 
2. 金融机构内部 VaR 的计算通常选用的时间期限为（） 
A. 1 天 
B. 3 天 
C. 5 天 
D. 10 天 
3. 国际清算银行对监管资本计算所规定的置信度为（） 
A. 0.9 
B. 0.95 
C. 0.97 
D. 0.99 
4. 90%置信度的含义是（） 
A. 预期 100 天只有 10 天的收益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B. 预期 100 天只有 10 天的损失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C. 预期 100 天只有 90 天的收益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D. 预期 100 天只有 90 天的损失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5. 96%置信度的含义是（） 
A. 预期 100 天只有 4 天的收益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B. 预期 100 天只有 4 天的损失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C. 预期 100 天只有 96 天的收益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D. 预期 100 天只有 96 天的损失会超过对应的 VaR 值 

 
判断题 
1. 大多数金融机构在内部风险管理中选用 95%至 99%之间的某一置信度。 
正确 
错误 
2. 大多数金融机构在内部风险管理中选用 99%的置信度。 
正确 
错误 
3. 国际清算银行对监管资本计算所规定的置信度为 99%。 
正确 
错误 
4. 国际清算银行对监管资本计算所规定的置信度为 95%。 
正确 
错误 
5. 信息报告属于 VaR 防御式地应用。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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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1. 考虑某一由单一资产的期权组成的投资组合，如果期权的标的资产价值是 20万美元，

年波动率为 47.6％，该投资组合的 Delta 值是 0.5，估算该投资组合 99％置信度 5 天的 VaR 的美元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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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金融产品与金融工程 

教学要求：了解金融产品的供给，金融创新、金融工程与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 
本章要点：金融产品与金融工程。 
课时：2 课时 

第一节  金融产品的供给分析 

1．交易所：传统金融工具的供给。 
2．金融中介：金融产品的开发。 
3．金融工程师的作用：设计和开发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 

第二节  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 

1．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如同一般产品一样，金融产品也有过时的时候。 
2．金融创新的利润：新产品即可带来利润，也可规避风险。 
3．策略的评估。 

本章习题 

单选题 
1. 如果（）更容易，那么就可以运用看涨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来为售出的看跌期权保值 
A. 买入看涨期权 
B. 买入看跌期权 
C. 出售看涨期权 
D. 出售看跌期权 
2. 一般情况下从交易所或金融中介那里获得想要的期权会（） 
A. 更便宜 
B. 最便宜 
C. 更昂贵 
D. 最昂贵 
3. 一般情况下从（）获得想要的期权会更便宜 
A. 交易所 
B. 金融中介 
C. 交易所或金融中介 
D. 场外市场 
4. 如果想要获得路径依赖（）的回报，可能不得不自己动手来合成 
A. 更复杂 
B. 最复杂 
C. 更简单 
D. 最简单 
5. 如果想要获得路径依赖的更复杂的回报，可能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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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B. 自己动手来合成 
C. 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 
D. 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 

 
判断题 
1. 公司交易的产品越少，风险分散的空间也越小。 
正确 
错误 
2. 一般情况下，客户从交易所或金融中介那里获得想要的期权会更便宜。 
正确 
错误 
3. 一般情况下，客户从场外市场获得想要的期权会更便宜。 
正确 
错误 
4. 如果客户想要获得路径依赖的更复杂的回报，他可能不得不从交易所或金融中介那里获得。 
正确 
错误 
5. 但是如果客户想要获得路径依赖的更复杂的回报，他可能不得不自己动手来合成。 
正确 
错误 
 
计算 
 
名词解释 1. 违约风险 
 
简答 1. 静态复制策略存在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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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标准 

    考核方式：开卷 
    成绩评定标准：平时成绩：20%；期末成绩：80%；成绩评定为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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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郑振龙，金融工程学（研究生用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7 月第一版。 

参考书目 

[1]{英)洛伦兹·格利茨，金融工程学--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技巧，唐旭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一版； 
[2]孙金龙等，现代金融工程：实现金融工具创新的路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3]宋逢明，金融工程原理：无均衡套利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4]叶永刚等，金融工程概论，武汉大学，2000 
[5]R.R.ARROW,21 世纪工商管理前言，金融工程，1999，企业管理出版社 
[6]（美）梅森等著，金融工程学案例：金融创新的应用研究。东北财大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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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授课计划 

 

学院      商学院      系别             主讲教师     田文昭    

课程名称        金融工程学                   班级              授课时间   34   

   周课时   2        学分    2  

 

周次 教 学 内 容 周次 教 学 内 容 

1 第一章 金融工程学概论（1、2、3 节） 11 第八章  远期合约（1、2 节） 

2 第一章 金融工程学（4、5 节）、第二

章 金融创新与金融工程（1、2、3 节）
12 第八章  远期合约（3 节） 

3 第三章  债券的基本概念（1，2、3、4 
节） 13 第九章 金融互换（1、2 节） 

4 第四章 久期和凸度（1、2、3 节） 14 第九章 金融互换（3 节） 

5 第五章常见的利率模型及实证分析（1、
2、3、4 节） 

15 第十章 期权概述（1 节） 

6 第六章 利率期货（1、2 节） 16 第十章 期权概述（2、3 节） 

7 第六章 利率期货（3、4 节） 17 第十一章 期权定价模型的运用 

   （1、2、3 节） 

8 第六章 利率期货（5 节）   

    

9 第七章  股指期货（1、2 节）   

10 第七章  股指期货（3 节）   

 

注：本表一式三份，开学两周内交研究生部一份、教研室一份、教师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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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说明：本大纲适用于在学习国际经济法后选修国际贸易法，因此，该课程的授课重点将侧重扩

大广度和增加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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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旨在说明国际贸易法的范围及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法律地位。

学生应掌握国际贸易法的概念、渊源和主体、基本原则。 
学时分配：1～2 课时 

第一节  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和组成 

一、国际贸易法的概念 

国际贸易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部门，是调整跨越国境的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国际贸易法的组成 

国际贸易法主要由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服务贸易法和国际技术贸易法组成。但鉴于国际技术

贸易法单独作为一门课程，因此，国际技术贸易法不在本课程的授课范围之内。 

第二节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 

一、国际贸易法的渊源 

国际渊源：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国际渊源：国内立法、国内判例 

二、其他法律文件 

示范法及其性质 
标准格式合同及其性质 

第三节  国际贸易法的主体 

一、国家 

二、国际组织 

重点介绍与国际贸易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等。 

三、法人及非法人经济组织 

四、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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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贸易法的概念 
2．国际贸易法的渊源 
3．国际贸易法的主体 
4．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5．国际贸易法的特点？ 
6．国际贸易法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微观经济学 （第五篇 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华夏

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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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是国际贸易法的核心。由于我国有关货物买卖的国内法另开其

他课程，因此，本章重点介绍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学生应掌握国际货物买卖

的主要公约、惯例规则及其特点和内容。 
学时分配：1～2 课时 

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的国内立法 

尽管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惯例正日益增多和完善，但离国际货物买卖法的统一还有

相当大的距离。各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时，仍需借助国际私法规则选择

适用某个国家的国内法。因此，各国有关货物买卖的国内法仍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 

在大陆法国家，买卖法一般作为债编的组成部分编入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第二章，

《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二章。这些法典通常没有专门针对货物买卖的法律条款，而把货物买卖视

为动产买卖的一种统一加以规定。 
中国与国际货物买卖相关的国内立法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外贸易法》等等。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 

鉴于与其他课程的协调问题，本课程将重点介绍《美国统一商法典法――买卖篇》和英国《1893
年货物买卖法》及其新发展，以扩充重要的相关知识。 

（一）《美国统一商法典》 
该法典是世界上 著名的法典之一，与货物买卖有关的规定是在统一商法典的第二篇买卖之

中。其内容包括简称、解释原则和适用范围；合同的形式、订立和修改；当事人的一般义务和合同

的解释；所有权，债权人和善意购买人；履约、违约、毁约和免责；救济，共计 7 章 104 条。凡买

卖篇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则需要适用普通法的一般原则。 
（二）英国 1893 年货物买卖法 
货物买卖法是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起来的。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它带有鲜明的习惯法的烙印。在

17—19 世纪期间，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被纳入各国国内法体系，英国《货物买卖法》也是在这一

期间编纂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英国《货物买卖法》也在不断演进，并

体现出了时代的特征。 
英国货物买卖法的新发展：英国议会 1994 年 11 月通过了 david clellard 议员关于货物销售和提

供法案的动议，法案依个人提案程序审议通过，于 1995 年 1 月 3 日生效。法案采纳了英国法律委

员会（law commission）1987 年关于货物销售和提供法的报告中的建议，对《1979 年货物买卖法》

（the sale of goods act 1979；以下简称为“1979 年法”）作了一些重大修改，其范围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1.著名的“适于商销的品质”（merchantable quality）默示条款为“令人满意的品质”

（satisfactory quality）默示条款所取代；2.在非消费者合同中（non-consumer contract），当卖方违

反 1994 年法第 13 条到第 15 条有关货物品质的默示条款时（注：第 13 条有关货物须符合合同说明

的默示条款；第 14 条有关货物须具有“令人满意”的品质的默示条款；第 15 条是有关货物须与样

品相符的默示条款。），如果因此带来的危害后果非常轻微，以致于允许买方拒收货物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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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将丧失拒收货物并撤销合同的权利；3.澄清检验货物的权利与因接受（acceptance）而丧失拒收

货物的权利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4.赋与买方整项合同下拒收部分货物的权利。 

 第二节  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 

一、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于 1926 年由国际联盟

下属的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起草，分别于 1972 年 8 月 18 日、1972 年 8 月 23 日生效。由于本公

约存在若干缺陷，接受国家不多。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1966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专门工作组——“国际货物买卖工作组” 
对两个海牙公约进行修改，并决定将两个公约合并为《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也称

维也纳销售合同公约）草案。1980 年 3 月，在 62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维也纳外交会议上正式通过，

并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自 1988 年 1 月正日起，该公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 11 个成员国生效。我

国在核准加人该公的时，对其第 1 条（l）款（b）和第 11 条的规定作了保留。 
公约的宗旨是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目标，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促进各国

间的友好关系。 
（一）公约的内容 
公约共分四部分 101 条。第一、四部分规定适用范围和 后条款；第二、三部分规定合同的成

立与货物买卖。 
公约仅适用合同的订立和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不涉及：（l）合同的政机或其任何条款

的效力或惯例的效力；（2）合同对所有权的影响；（3）货物对人身造成伤亡或损害的产品责任问

题。凡公约未适用的问题，可依照双方业已同意的惯例或依据合同适用的国内法予以解决。 
（二）公约的适用范围 
公约适用于：缔约国中营业地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货物买卖；或由国际私法规则导致

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 
公约用排除法，列举了不适用公约的货物买卖：（l）股票、债券、票据、货币和其他投资证

券的交易；（2）船舶、飞机、气垫船的买卖；（3）电力的买卖；以及（4）卖方的主要义务在于

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的买卖。此外，公约不适用：（5）仅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买卖；

（6）由拍卖方式进行的销售；（7）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 

第三节  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效力 

国际贸易惯例是民间组织制定的标准规则和共同条件。标准规则和共同条件具有任意性，当事

人可选择适用。 

二、主要的国际贸易惯例规则 

主要国际贸易惯例有《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932 年华沙—牛津规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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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1941 年对外贸易定义》等。 有影响、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是国际商会编纂的《2000 年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该通则是巴黎国际商会以国际贸易中应用 为广泛的国际惯例为基础，

于 1936 年公布。并以此为修改起点，由 1953 年、1967 年、1976 年、1980 年和 2000 年公布的通

则作为补充和修改而成。 

三、与国际贸易惯例有关的其他国际贸易法律文件 

该部分将重点介绍《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产生、发展和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 
2．主要的国际贸易惯例规则及其特点 
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特点 
4．《美国统一商法典》、《英国货物买卖法》对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二篇）》 
2．《英国 1974 年货物买卖法》、《1994 年货物销售和提供法》 
3．《英国货物买卖法:判例与评论》（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2 月 1 日第一版） 
4．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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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贸易术语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旨在深入介绍《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美国对

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和《华沙――牛津规则》。学生应掌握上述规则的特点以及主要的国际贸易

术语的应用。 
学时分配：1～2 课时 

第一节 《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所谓贸易术语，是以不同的交货地点为标准，用简短的概念或英文缩写字母表示商品的价格构

成以及买卖双方在交易中的费用、责任与风险的划分。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一种。《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把 13 个贸易术语按照卖方承担义务的大小分为 E、F、C、D 四组。本

节重点介绍各个国际贸易术语的特点、应用。 

一、E 组 

包括一个贸易术语 EXW［全称 EX  Works（…named place）］意思是工厂交货（指定地点）。 

二、F 组 

包括三个贸易术语： 
1．FAS[全称 Free Alongside Ship（…named port of shipment）]，意为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2．FOB[全称 Free On Board (…named port of shipment)]，意为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3．FCA[全称 Free Carrier（…named place）]，意为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三、C 组 

包括四个贸易术语： 
1．CFR[全称 Cost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意为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2．CIF[全称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意为成本、保险费加运

费（指定目的港）； 
3．CPT[全称 Carriag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意为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4．CIP[全称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意为运费、保险费付

至（指定目的地）。 

四、D 组 

包括 5 个贸易术语： 
1．DAF［全称 Delivered At Frontier(…named place)，意为边境交货（指定地点）； 
2．DES［全称 Delivered Ex Ship(…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意为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

的港）； 
3．DEQ[全称 Delivered Ex Quay（…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意为目的港码头交货（关税

已付）（指定目的港）； 
4．DDU［全称 Delivered Duty Un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意为未完税交货（指

定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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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DP［全称 Deliverde Duty 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 

第二节  1932 年《华沙——牛津规则》 

一、规则的产生 

19 世纪中叶，CIF 贸易术语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各国对其解释不一，从而影响到

CIF 买卖合同的顺利履行。为了对 CIF 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和解释，国际法协会

于 1928 年在波兰华沙制订了 CIF 买卖合同的统一规则，共计 22 条，称为《1928 年华沙规则》。

此后，在 1930 年纽约会议、1931 年巴黎会议和 1932 年牛津会议上，相继将此规则修订为 21 条，

称之为《1932 年华沙一牛津规则》（Warsaw-Oxford Rules 1932）  

二、《1932 年华沙一牛津规则》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如下各条：总则、关于卖方装船的责任、装船时间和日期证明、例外、风险、所有权、

卖方对提单的责任特定的船只一船只的种类、运费在目的地支付、进口税等、卖方对货物状况的责

任、卖方对保险的责任、装船通知、进出口许可证、产地证明书等、品质证明书等、单据的提供、

装船后货物灭失或损坏、关于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买方检查货物的权利、买卖合同中的权利

和补救、通知。 

第三节 《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一、产生 

早在 1919 年，美国有几个商业团体共同制定了有关对外贸易定义的统一解释，供从事对外贸

易人员参考使用，后鉴于贸易做法的演变，在 1940 年第 27 届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要求对原有定议

进行修改。1941 年 7 月 30 日，美国商会，美国进口商会理事会和全世界对外贸易理事会所组成的

联合委员正式通过并采用了此项定义。并由全国对外贸易理事发行，此项定议，定名为《1941 年

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finitions 1941）。 
该定义对 Ex Point of Origin FAS，FOB，C&F ，CIF 和Ｅx Dock 等６种贸易术语作了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把ＦＯＢ分为六种类型。其中只有第五种，即指定的装运港船上交货（ＦＯ

Ｂ Vessel）才同国际贸易中一般通用的 FOB 的含义大体相同，而其余五种 FOB 的含义则完全不同。

为了具体说明买卖双方在各种贸易术语下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在此修订本所列各种贸易术语之后，

一般附有注解，这些注释，实际上是表明贸易术语定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为充分了解在

各种贸易术语下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应考虑定义本身，还应明了附加的有关贸易

术语的注释。 

二、《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的主要内容 

《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中所解释的贸易术语共有六种，分别为： 
    1．Ex(Point of Origin，产地交货)； 
    2．FOB(Free on Board，在运输工具上交货)； 
    3．FAS(Free Along Side，在运输工具旁边交货)； 
    4．C＆F(Cost and Freight，成本加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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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IF(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成本加保险费、运费)； 
    6．Ex Dock(Named Port of Importation，目的港码头交货)。 
《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主要在北美国家采用。由于它对贸易术语的解释与《通则》有明显的差

异，所以，在同北美国家进行交易时应加以注意。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贸易术语的概念 
2．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各组术语的特点 
3．华沙牛津规则的特点 
4．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的特点 
5．国际贸易术语的产生及其规范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6．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多次修改说明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2000 年国家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信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CIF 和 FOB 合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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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主线，重点介绍其中的主要

内容和问题。学生应了解公约的主要规定及其准确理解和把握。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判断标准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指营业地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因此，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只适用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买方因此种合同而产生

的权利义务关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当事人营业地为标准，确定货物销售合同的

“国际性”。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过程 

合同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如何判断双方意思是否达成一致，实践中，通常的做

法是，当买卖双方就合同条款举行面对面谈判，或由一方提出标准合同文本，双方进行磋商讨论，

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书面协议，这时意味着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签字的日期和地点就是合

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以电话或电传等直接对话方式订立合同，是否达成一致协议，也容易判断，

通常以要约方听到对方表示承诺的回答或收到电传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当买卖双方通过信件或电报隔地订立合同时，由于各国国内法对要约与承诺有不同规定，双方

是否达成一致协议以及在何时何地达成一致协议，则比较难于判断。为了说明问题方便；法律将其

分解成要约和承诺两部分。 
（一）要约制度 
要约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 
该部分将重点介绍说明要约的构成要件、要约的效力等问题。 
（二）承诺制度 
承诺是受要约人对要约表示无条件接受的意思表示。 
该部分将重点介绍承诺的构成要件、承诺的效力等问题。 
根据要约理论，要约的拘束力只及于要约人而不及于受要约的人。对要约，受要约人可自由地

表示承诺或拒绝。在后一种情况下，也没有将拒绝通知要约人的义务。因此，如果受约人不在某个

时间或以某种方式表示拒绝，不能认为合同已经成立。 

三、合同的形式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 11 条、第 12 条规定，买卖合同，包括其更改或终止，要

约或承诺、或者其他意思表示，无需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上也不受其他条件的限制，可

以用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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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 

该部分将主要介绍如下条款：品质规格条款、数量条款、包装条款、价格条款、装运条款、保

险条款、支付条款、检验条款、不可抗力条款、仲裁条款。 

第二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履行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买卖双方的义务 

卖方义务：交货交单义务、担保义务 
买方义务：付款、收货义务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违约救济 

根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主要救济方法有：损害赔偿、解除合同等。本节主

要介绍和说明各个救济方法的特点及应用，尤其是损害赔偿问题、预期违约的救济问题。 

第三节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货物风险转移 

一、风险转移的理解和后果 

风险转移直接涉及买卖双方的责任承担。本节旨在澄清风险转移的理解以及风险转移后各方当

事人的责任。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和特点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专门规定了风险转移问题。本节将重点介绍这些规定的理解和特

点。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过程 
2．国际货物买卖双方的义务 
3．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货物风险转移的法律后果 
4．国际货物买卖的交易流程有何特点和规律性？ 

拓展阅读书目 

1．《科宾论合同》上、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2．《美国合同法判例评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3．《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5．《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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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货物运输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介绍国际货物运输的各主要方式及其法律制度。学生应掌握不

同运输方式承运人的责任及其特点。 
学时分配：3 课时 

第一节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一、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种类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依船舶经营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班轮运输、租船运输。 
（一）班轮运输 
（二）租船运输 
租船合同包括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船合同。租船合同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二、班轮运输 

（一）班轮运输的当事人 
班轮运输是由航运公司以固定的航线、固定的船期、固定的运费率、固定的挂靠港口组织的将

托运人的件杂货运往目的地的运输。由于班轮运输的书面内容多以提单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此种

运输方式又被称为提单运输。从班轮运输货物的特征考虑，班轮运输又被称为件杂货运输。 
班轮运输的当事人是承运人和托运人，承运人即承担运输工作的航运公司，托运人即与承运人

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此外，合同的效力会及于实际承运人和收货人。 
（二）班轮运输合同的订立 
包括订舱、签发装货单、装船、签发提单。 
（三）提单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和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载货物，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

单证。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提单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提单是海上运输合同的证明 
2．提单是承运人出具的接收货物的收据 
3．提单是承运人凭以交付货物的凭证 
（四）提单的签发 
（五）提单的种类 
1．根据货物是否已装船可将提单分为已装船提单和收货待运提单。 
2．依收货人的抬头可将提单分为记名提单、不记名提单和指示提单。 
3．根据提单有无批注可将提单分为清洁提单和不清洁提单。 
4．根据运输方式可将提单分为直达提单、转船提单和联运提单。 
5．依是否已付运费可将提单分为运费预付提单和运费到付提单。 
（六）提单的内容 
各航运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提单格式，尽管各公司提单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其主要内容是基本

一致的。提单分正反两面，提单正面是提单记载的事项及一些声明性的条款，提单的背面为关于双

方当事人权和义务的实质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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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班轮运输的国际公约 

目前调整班轮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三个，即《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 
重点介绍三个国际规则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二节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法 

一、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和航空运单 

航空运单是由承运人出具的证明承运人与托运人已订立了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的运输单证。

航空运单须由托运人或其代理和承运人或其代理签署后方能生效。 
航空运单与海运提单不同，它不是货物的物权凭证，因为航空运输速度快，没有必要通过转让

单证来转移货物的所有权。 

二、有关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 

目前有关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 1929 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

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修改《华沙公约》的 1955 年《海牙议定书》，1961 年《统一非

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以下简称《瓜达拉哈拉公约》）。

我国是前两个公约的参加国。 
《华沙公约》主要包括下列的内容：（1）航空货运单；（２）承运人的责任；（3）承运人责

任的免除与减轻；（4）承运人的责任限额；（5）索赔期限和诉讼时效。 

第三节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法 

一、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概述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铁路运送中，使用一份运输单证，并以连带责

任办理货物全程运输的运输方式。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一般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可保障全年的正常运输，并具有运量较大，速度

较快，有连续性，安全可靠，运输成本较低等特点。 

二、有关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 

有关国际铁路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国际铁路运送公约》（CLM）（以下简称《国际货约》

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CMIC）简称为《国际货协》）。我国于 1954 年 1 月参加《国际货

协》。由于《国际货协》成员国发生变化，国际铁路货物联运的做法与以前相比也有所改变。这些

变化主要体现为联运货物在办理运送票据的手续上的变化和《统一货价》方面的变化。 
《国际货协》主要规定了运单和运送合同的订立与变更，发货人的责任，运价和运送费用，货

物的交付，铁路的责任期间和责任范围，诉讼、赔偿请求时效和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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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 

一、国际多式联运概述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是联运经营人以一张联运单据，通过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将货物从一个国家

运至另一个国家的运输。 

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为了促进国际多式联运的发展，在联合国贸发会的主持下，于 1980 年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货

物多式联运公约》，公约目前尚未生效。 
公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多式联运单据，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

原则，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索赔与诉讼时效和管辖。 

第五节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及实务 

一、国际货运代理概述 

（一）国际货运代理人 
根据客户的指示，并为客户的利益而揽取货物运输的人，其本身并不是承运人，国际货运代理

可依这些条件，从事与运输合同有关的活动，如储(寄)存、报关、验收、收款等事项。 
（二）国际货运代理的作用 
为发货人、承运人、港口、海关提供服务。 
（三）国际货运代理的种类 
租船代理 （SHIPPING BROKER）、船务代理 （SHIPPING AGENT）、货运代理（FREIGHT 

FORWARDER）、咨询代理（FREIGHT FORWARDER）。 
（四）国际货运代理相关的行业组织 
1．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简称 FIATA) 
2．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实务 

（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出口代理实务 
1．国际海上货物出口代理流程 
2．进口货运代理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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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货 代

发货人

装港船代

卸港船代

收货人（委托人）

 
（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合同 
1．委托代理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2）委托事物条款  3）权利义务条款  4）代理报酬条款  5）赔偿责任条款  6）

连带责任条款 
2．委托合同效力 
1) 对受托人的效力：受托人的主要义务，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对委托人的效力：委托人的主要义务，委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3．委托代理合同的终止 
（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人（货代）在实践中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 
1．运费的支付 
2．运输路线的安排 
3．越权处理货物 

三、国际货运代理中的仓储 

（一）国际货运代理中的仓储概述 
1．仓储的作用 
产生时间效用，克服供求矛盾，提供服务项目。 
2．仓储的种类 
（1）按仓储物的处理方式划分：保管式、加工式、消费式。 
（2）按仓储经营主体划分：自营、商业、战略、公共性仓储 
（二）仓储合同 
1．仓储合同的定义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2．仓储合同的法律特征 
（1）仓储合同的保管方是专门经营仓储保管业的人 
（2）仓储合同为诺成性合同 
（3）仓储合同是有偿合同 
（4）仓储合同的仓储物为动产 
3．仓储合同的当事人 
仓储合同的当事人为存货人和保管人 
4．仓储合同的订立 

仓储合同的订立，是存货人与保管人之间依据双方当事人意思二实施的能够引起权利与义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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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 

5．仓储合同主要内容 
A．订立原则：平等、等价、自愿与协商一致的原则。 
B．仓储合同条款： 
1）双方当事人名称 2）仓储物的品名、品种、规格 3）仓储物的数量、质量和包装 4）仓储物

验收的内容、标准、方法、时间、资料 5）仓储物保管条件和要求 6）仓储物入库和出库的手续、

时间、地点、运输方式 7）仓储物的损耗标准和损耗处理 8）计费项目、标准和结算方式 9）保管

期限 10）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期限 11）争议的解决方式 12）违约责任 
（三）仓单 
1．仓单的概念 
指仓储保管人在收到仓储物时向存货人签发的表明已经收到一定数量的仓储物，并以此来代表

相应的财产所有权利的法律文书。 
2．仓单的性质 
是代表一定的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文件，是提货凭证，是有价证券。 
3．仓单的内容 
1）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数和标记 
3）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4）储存场所 5）储存期间  6）仓储费 7) 保险金额、期间以及保险人

的名称 8) 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前 

思考题 

1．比较各种运输方式中运单的异同？ 
2．各种运单的法律性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3．国际货运代理合同的内容？ 
4．国际货运代理人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国际货运代理实务》（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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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介绍本章知识点、重点和难点…… 
本章主要介绍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应掌握保险利益问题、保险险别问题。同

时应了解集装箱保险及其保险事故的索赔和理赔。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基本原则 

一、保险利益原则 

可保利益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

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二、最大诚信原则 

大诚实信用原则指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应以诚实信用为基础订立和履行保险合

同，该原则主要体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告知义务和在履行合同时的保证义务上。 

三、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指在保险事故发生而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责任范围内对被保险

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四、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是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

重要原则。近因是指主要的、决定性的、直接的原因。 

第二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一、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 

（一）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的订立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订立是由被保险人以填制投保单的形式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即

要约，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即承诺后)，保险合同即成

立。 
（二）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变更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内容需要修改时，被保险人可以向保险人提出申请，由保险人出具保

险批单，保险批单的效力大于保险单正文的效力。 
（三）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终止 
1．自然终止； 
2．义务已履行而终止； 
3．违约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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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危险发生变动而终止。 
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之外的原则而灭失而使保险合同终止。 

二、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内容 

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项： 
1）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 
2）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主要是货物，包括贸易货物和非贸易的货物。 
3）保险价值 
保险价值是被保险人投保的财产的实际价值。 
4）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的 高赔偿数额。 
5）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 
保险责任是保险人对约定的危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约定的危险事故”就是

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可以分为保险单上所列举的风险和附加条款加保的风险两大

类，前者为主要险别承保的风险，后者为附加险别承保的风险。除外责任就是保险人不承保的风险。 
6）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也就是保险责任的期间。 
7）保险费和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是计算保险费的百分率。保险费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费用。保险费等于保险金额

乘保险费率 

三、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一）承保的风险与损失 
（二）保险险别与除外责任 
（三）保险责任的起讫 
（四）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三节  集装箱货物保险 

一、集装箱货损事故及主要原因 

1）货物本身或包装方面存在的缺陷 
2）集装箱本身的缺陷 
3）货物装毕封箱或开箱取货不当 
4）箱内货物积载或系固不担当 
5）运输途中对温、湿的变化考虑不周 
6）集装箱种类选择不当 
7）集装箱内货物被盗 
8）集装箱处理不当及外来事故 
9）集装箱装卸操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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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于偶然性事故的发生 

二、集装箱保险 

（一）集装箱保险险别：全损险，综合险。 
（二）除外责任 
（三）责任起讫 
（四）赔偿 

三、集装箱货物保险 

（一）集装箱货物保险责任期间的认定 
（二）集装箱保险货物损失认定 

四、集装箱保险事故的理赔和索赔 

（一）事故处理和施救措施 
（二）事故损失的内容计算 
（三）理赔、索赔所须的文件 
（四）索赔时效 

复习与思考题 

1．保险利益的认定 
2．保险险别的范围 
3．中国保险条款 
4．伦敦保险条款 
5．集装箱保险和集装箱货物保险的责任期限？ 

拓展阅读书目 

1．《国际贸易地理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二版） 
2．《货物运输保险理论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国际海上运输货物保险实务》（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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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际贸易支付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结合案例说明国际贸易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学生应掌握不

同支付方式的特点。 
学时分配：2 课时 

第一节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一、国际贸易支付工具概述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涉及现金支付和票据支付。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常见的是汇票。 

二、汇票 

主要介绍汇票的出票、背书等各种制度。 

第二节  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国际贸易支付是指在买卖双方之间对货款及其附属费用的计价结算以及支付方式和手段。 

一、托收 

国际贸易中，托收都是通过银行进行的。是出口方在发货后开给进口方或付款人汇票，委托出

口地银行（委托行）通过它在进口地银行（代收行）代其向进口方收取货款的方式。 
调整托收关系的主要是国际商会 l99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托收统一规则》（URC522）。 
根据使用汇票的不同，托收可分为两类：光票托收与跟单托收。 
跟单托收（Documentary Bill Collection）指卖方将汇票连同商业单据一起交银行委托代收货款。

按交单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付款交单与承兑交单两种：①付款交单（Document Against Payment）(D/P
方式)：指卖方交单以买方付款为条件。即委托行必须在买方付清货款时，才把装运单据交给买方。

②承兑交单（Document Against Acceptance）(D/A 方式)：指卖方的交单以买方承兑汇票为条件。买

方承兑汇票后即可从代收行取得货运单据，领取货物，等到汇票到期时再支付货款。 

二、信用证 

（一）定义 
根据 199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是指一项约

定，不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一家银行（开证行）依照开证申请人（买方）的要求和指示或以自身

名义；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单据由自己或授权另一家银行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

指定人付款或承兑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 
（二）信用证内容 
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 号）的规定，信用证主要有以下条款：（1）信

用证当事人；（2）信用证种类、号码；（3）信用证金额；（4）汇票条款；（5）单据条款；（6）
装运条款；（7）开证行保证付款条款；（8）文单日期；（9）信用证转让条款；（10）信用证有

效期限；（1l）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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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证当事人及银行责任 
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有四个：开证申请人，开证行，通知行和信用证受益人。 
银行的责任概括起来如下： 
（1）开证行、通知行都对票据的形式、完整性、正确性、真伪及法律效力概不负责； 
（2）对单据中有关货物的论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付价值或存在概不负责； 
（3）对发货人、收货人、承运人、保险人等的信誉、行为或不行为、清偿或执行能力、资信

情况概不负责； 
（4）信用证是根据买卖合同开出的，但信用证开出以后就成了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另一个交易

关系，银行只对信用证负责，只要卖方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在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条件

下，银行承担无条件付款的义务。对于买卖合同事后发生的修改、变更或撤销，除非通知银行改证，

否则，银行只按信用证的内容办事。 此外，银行对由于任何通知、信件或单据在寄递过程中的迟

误、遗失造成的后果，对电报、电传中失误、残缺、专门术语翻译或解释上的错误等概不负责；对

由于天灾、骚乱、战争、罢工、停工及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 

复习与思考题 

1．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 号）的主要内容？ 
2．托收统一规则的主要内容 
3．不同结算方式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 
2．《英法银行业务法》（中信出版社） 
3．《信用证特别条款与 UCP500 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国际贸易法 

 2523

第八章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中国的外贸管理制度。学生应掌握我国对外贸易立法

及主要外贸惯例措施。 
学时分配：4 课时 

第一节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概述 

 一、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概念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指一国对其外贸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国的外贸法律制度是其为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

措施，或为政治、外交或其他目的，对进出口采取鼓励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贸易总政策的

集中体现。 
政府管理及服务外贸的法律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进口贸易的管理和服务；一种是对出口贸

易的管理和服务。这些法律都属强制性法律规范，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加以改变。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范围包括：关税制度，许可证制度，配额制度，外汇管理制度，商检制度

以及有关保护竞争，限制垄断及不公平贸易等方面。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宗旨是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安全，促

进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与其他部门法比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它调整的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这一纵向法律关系，属于公法范围。 
2．当代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只调整货物进出口关系的范围。现代对

外贸易法，其调整的对象，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如电信、金融、教育、旅游、法律

服务等，还包括技术贸易。 
3．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一般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不仅包括调

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内容，还包括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各类生产要素跨国间流

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狭义上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主要限定在管理国际贸易(货物、服务

及技术)的法律、法规。 
4．此外，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共同规则，在 WTO 的核心文件中得到较充分的体

现，或者说 WTO 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主要规则就是集中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共同

点。也就是说在各国的国内法中，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与 WTO 及国际惯例靠得 近受其影响 大

的一个部门法，因此它必然带有深刻的国际法的烙印。 

三、对外贸易法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其特殊重要地位集中表现在：(1)由 高权力机

关立法。(2)由 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外贸立法及其实施措施都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及对外

出口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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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 

综观各国对外贸易法，尤其是西方贸易大国的对外贸易法，其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对外贸易经营权、国营贸易、贸易救济措施、贸易壁垒调查、自由贸易区和透明度原则。 

第二节  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一、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组成及其特点 

 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

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一）宪法 
我国的宪法明确把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写进了序言，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负责管理

外贸的权力。 
（二）对外贸易法 
 经过十多年(始于 1983 年)的努力，1994 年 5 月 12 日，我国对外贸易法由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于同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我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基本法，是整个外贸制度的核心，它规定对外贸易

经营许可证制度、配额关税和海关制度、关税壁垒、检验制度、两反一保制度、货物进出口制度等

等。 
（三）行政法规 
我国外贸法制度中一个重要渊源，就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大量行政法规，可以这么说，卧国对外

贸易法律制度实施的主要依据，就是内容广泛的行政法规，其内容涉及工商、海关、商检、外汇、

税收、原产地、运输等各方面。中国入世以后，根据 WTO 规则以及我国入世时的承诺，国务院在

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及服务贸易三个领域都颁布了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 
（四）部门规章 
 与外贸有关的各部委，尤其是主管外经贸的原外经贸部，在处理外贸具体工作时，往往根据

具体问题，颁布了规模专门的部门规章。这些规章的特点是：(1)可操作性强；(2)针对性明确；(3)
颁布和废除都较方便；(4)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二、2004 年《对外贸易法》的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及特别规定 
《对外贸易法》适用于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不适用处于平

等地位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之间的贸易合同关系的调整。 
《对外贸易法》附则对边境贸易、单独关税区做出特别规定，对边境地区的贸易“采取灵活措

施，给予优惠和便利”，而单独关税区不适用《对外贸易法》。 
（二）对外贸易主管机关 
对外贸易管理权属于国务院，国务院授权商务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其他对外

经济工作。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分为两级管理，即中央一级，地方一级。 
（三）《对外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1．国际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原则 
2．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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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原则 
4．平等互利原则 
5．互惠、对等、 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原则 
6．对等采取歧视性措施原则 
（四）对外贸易经营者 
对外贸易经营者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

组织或者个人。 
但在某些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实行经营许可制；在国营贸易方面可以授予专营权或特许权。 
（五）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但是，在某些条件下，国家可以限制或禁止货物的进出口。 
（六）国际服务贸易 
《对外贸易法》对国际服务贸易没有规定明确的概念。只作了原则规定： 
1．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并履行承诺 
2．在特定条件下可限制或禁止有关的国际服务贸易 
3．对特定领域的服务贸易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措施 
（七）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外贸易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主要是：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防止知识产权

人滥用权利，采取对待原则。 
（八）对外贸易秩序 
对外贸易秩序是指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公平与自由竞争的秩序。《对外贸易

法》的规定主要是：1、禁止限制竞争行为 2．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3、外贸经营禁止性行为 4、
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 

（九）对外贸易调查 
对外贸易调查是一国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手段。《对外贸易法》规定，为了维

护对外贸易程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下

列事项进行调查：1）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国内产业及其竞争力的影响；2）
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贸易壁垒；3）为确定是否应当依法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者保障措施等对外

贸易救济措施，需要调查的事项；4）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5）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

利益的事项；及其他影响对外贸易秩序，需要调查的事项。 
商务部发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十）对外贸易救济 
《对外贸易法》规定，国家根据对外贸易调查的结果，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反规避措施，采取中止或终止履行国际义务措施等适当的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建立预警

应急机制，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维护国家安全。 
（十一）对外贸易促进 
（十二）法律责任 
《对外贸易法》规定了刑事惩罚、行政处罚等多种对外贸易违法行为的处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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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进出口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 

一、关税管理制度 

（一）关税立法 
关税是海关代表国家，依照国家制定的关税政策和法律，对进出边境和物品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我国在关税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有《海关法》中有关关税的规定、

《进出口条例》和进出口关税税则以及国务院或海关总署等行政部门制定的有关行政法规。 
（二）关税税率 
1．进口关税税率 
我国的进口关税设置了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两种，同时也规定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实行暂定税

率。 
2．出口关税税率 
我国的出口关税只设一栏出口税率，但可以对出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事项暂定税率。 
（三）关税的征收方式 
我国采取以从价税为主，辅之以从量征税、复合征税以及滑准税。 

二、贸易救济措施制度 

贸易救济措施是指针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或者严重损害进口国贸易利益的行

为所采取的措施。 
《对外贸易法》一般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有：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采取中止

或终止履行国际义务措施、建立预警应急机制、反规避措施。 

三、进口配额制度 

四、进出口许可证措施 

我国对进出口货物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和非自动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在非自动 
进口许可证管理中，对部分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 
我国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分级发证制度，由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统一管理、指导全国各

发证机构的进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 

五、进出口货物检验制度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立法 
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度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和其他指定的机构，依照法律、嘎规或对外贸易

合同的规定，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对进出境动植物以及国境卫生进行检疫，并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的制度。 
我国现行的关于出入境检验检疫的法律、法规有《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物检疫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等。 
（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是国务院主管全国质量、计量、出入 
境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和认证认可、标准化等工作，并行使行政执



国际贸易法 

 2527

法职能的直属机构。 
（三）法定检验检疫制度 
法定检验检疫是指对国家指定范围内的商品等实施的强制性检验检疫。需要法定检验的是列入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商品目录》的商品。列入该目录的商品若要免检，须由收货人、

发货人或生产企业提出申请，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核批准，颁发免检证书。免检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六、原产地规则 

各国对进口书谱大原产地均以本国法律规定的原产地规则为准进行认定，出口国制定的原产地

标准对进口国无约束力。进口国的进口原产地规则就是出口国应遵守的出口原产地工作。我国普惠

制项下和被动配额项下出口的商品，适用的是给惠国的普惠制原产地工作或被动配额产品原产地规

则。对于非普惠制和被动配额项下的我国出口商品，适用的是进口国制定的非优惠制原产地规则。 

七、进出口货物外汇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下部分可兑换。 

八、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立法 
2002 年 6 月 29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政府采购法》（2003 年 1 月 1 日起行）。该法的主要内

容包括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程序、政府采购合同、质疑与投诉、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等。该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政府采购，对于使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进行的采

购，贷款方、资金提供方与中方达成的协议对采购的具体条件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不得损

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因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安全

和秘密和采购，不适用该法。 
中国在加入 WTO 是没有签署 WTO 的《政府采购协定》故我国的相关立法不受该协定的约束。 
（二）政府采购的界定 
依《政府采购法》，我国的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

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 
（三）政府采购当事人 
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 
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三类机关。 
采购代理机构：为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 
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四）政府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是民事合同，《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 

九、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形式：1、跨境支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存在 
（二）服务贸易立法 
《对外贸易法》只对国际服务贸易做了原则性规定，即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并履行承

诺；在特定条件下限制或禁止国际服务贸易；对特定领域的服务贸易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等。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等做出了分阶段开放的承诺，我国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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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必须履行这些承诺，具体的对外开放领域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

并由开放行业的主管部门制度专门法规。 

十、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一）我国技术进出口立法 
我国有关技术进出口管理的法规主要有 2001 年发布的《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禁止进口

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 
（二）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2001 年我国发布了《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和《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列入目录的技术，任何企业都不能进出口。 
对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 
对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实行合同登记管理。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发展及特点？ 
2．我国对外贸易法的主要内容？ 
3．一国国内对外贸易法和 WTO 法律制度的关系？ 
4．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措施 
5．我国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世界贸易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 
3．《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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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管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法律 

教学目的与要求：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旨在介绍限制性商业行为的理解及其规范。学生应重点掌握规

范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 
学时分配：5 学时 

第一节  限制性商业行为的概述 

一、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定义 

联合国《管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多边议定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企业通过滥用或谋取和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它不正当方式限制竞争，从而可能或将会对贸易或商业产生不利后

果的做法或行为；或者企业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书面或非书面的协议或安排而具有同样作用的做

法或行为。 

二、限制性商业行为的表现 

（一）垄断行为： 
按联合体的表现分为，卡特尔， 辛迪加 ，托拉斯， 康采恩；按垄断方式分，独占行为，兼

并行为。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 
经营者出于竞争的目的，违反市场交易中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的手

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欺诈性交易方法，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广告， 侵犯商业秘密，

欺骗性有奖销售和巨奖销售， 诋毁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 ，掠夺定价 

第二节  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竞争法 

一、反垄断法 

一般是指国家调整企业垄断活动或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 
反垄断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习惯名称，如，美国称之为“反托拉斯法”；日本称之为“禁

止垄断法”，也称公平交易法；德国称之为“卡特尔法”，也称反对限制竞争法；法国称之为“公

平交易法”；俄罗斯称之为“限制垄断活动的法律”；欧盟称之为“竞争法”。 
反垄断法的实体规则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方面：对限制竞争协议（包括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

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规则；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规则；对企业合并的规制规则；对不公平

竞争行为的规制规则。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指调整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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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法 

在我国，竞争法通常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总称。 按照我国理论界的一般说法，竞

争法是由两类法律组成的，即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从广义上说，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都以竞争行为或者竞争关系为调整对象，可以通

称为竞争法。 

四、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反对经营者出于竞争的目的，违反市场交易中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

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是传统民事侵权法向商事领域的一种自然

延伸。表现为从法律上具体确认市场竞争中的特殊侵权形式，及令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反垄断法是从宏观上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以保持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反垄断法偏重事前管制和

行政手段。 

第三节  各国竞争法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 

（一）美国反托拉斯立法 
在美国，不正当竞争是指一种强加于他人的非法行为，即法律上的侵权行为。它既可由联邦的

执法机构加以禁止和纠正，也可由私人的原告加以指控和纠正。 
不正当竞争活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特定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各种垄断市场和限制贸

易的行为；另一类是针对一般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各种不正当和欺骗性的行为。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并

没有对各种限制性商业行为做出分类，而是采用列举的方式，列举了各种限制性商业行为，并统称

为托拉斯行为。因此，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包括了反垄断法、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美国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由 1890 年以来通过、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规及其修正案组成，统

称为反托拉斯法。构成反托拉斯法核心的基本法规有三个，即《1890 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
年克莱顿法》和《1914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除此以外，反托拉斯法还包括历年来对上述法规

进行修改和补充的一些重要法规。主要是：《1918 年维伯——波密伦出口贸易法》、《1933 年惠

勒——利法》、《1950 年赛东——克富维法》，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的其他各种贸易法规。

上述法规在性质上基本属于“禁止型”立法，即原则上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看成违法而加以禁

止。 
（二）美国的反托拉斯执法机构 
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司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两个主要的联邦执法机构。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司

主要负责《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执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其他几个贸易法规的执行，

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维伯——波密伦出口贸易法》等。在诉讼程序上，这两个联邦机构在

几个主要方面有所区别：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对于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可以运用民事或刑事程序，

并必须通过法院起诉；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是独立的执法机构，在性质上是准司法的，它还可以颁布

具有法律效力的贸易法规，并解释和执行该法所规定的目的。 
（三）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 
反托拉斯法主要规定了禁止各种非法垄断性、限制性或不正当的商业行为的规则。被禁止的非

法商业行为有限制贸易的协议，垄断或图谋垄断，各种实质性地减少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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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的各种不正当或欺骗性的行为等。上述各种违法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本身违

法行为”，适用“本身违法规则”，即把这类行为的本身看成违法而加以禁止，公司或厂商只要有

这种行为，无论是否产生损害结果，均为非法并须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类属于“损害结果行为”，

适用“合理规则”，即对于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是否违法要进行合理分析，只有这类行为的目的在于

垄断或其结果对竞争者或消费者产生损害时，才能判定为违法。 

二、欧盟竞争法 

欧盟竞争法起源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主要包括禁止限制竞争协议（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 82 条）、原则禁止国家补贴（第 87-89 条）。 
欧共体在条约生效后的 30 多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竞争法律体系，但是条约没有明文规

定企业合并控制。理事会在 1989 年 12 月制定了《企业合并控制条例》，主要管制企业合并，凡是

在欧共体范围内造成影响的合并都是条例的适用对象。 
整个竞争法律体系除欧共体条约外，还包括据此制定的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条例、指令和决

定。主要包括《关于实施欧共体条约第 81、82 条竞争规则的第 1/2003 号决议》、《关于在欧共体

条约第 81 条、82 条下处理申诉的委员会通告》、《关于竞争主管当局网络合作的通告》、《关于

欧盟委员会根据欧共体条约第 81、82 条调查程序的第 773/2004 号决议》、《关于实施条约第 81(3)
条的指南》、《关于控制企业集中的第 139/2004 号决议》、《关于在控制企业集中的理事会条例

下评估横向合并的指南》、《关于实施理事会第 139/2004 号条例的 802/2004 号条例及其附件（包

括 CO 申报表，简化 CO 申报表和简化 RS 申报表）》等。 
欧盟从 1999 年开始对竞争法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提交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讨论。2002 年在欧盟竞

争法中引入了卡特尔宽大处理制度。新的《关于实施欧共体条约第 81、82 条的第 1/2003 号决议》

和《关于企业合并控制的第 139/2004 号决议》对竞争法的三大支柱禁止限制竞争协议、禁止滥用

市场垄断地位和企业合并控制进行了修改，并从 2004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三、中国竞争法 

我国在行政法规中使用不正当竞争的概念， 早见于 1982 年国务院颁布的《广告管理暂行条

例》，该条例第 8 条规定：“禁止广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1983 年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暂行

规定》第 10 条又明确指出：“国家禁止企业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竞争”这一时期我国尚无专

门法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只在一些地方搞了试行办法，如《武汉市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试行办法》(1985 年 11 月 29 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制止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1987
年 10 月 15 日由上海人民政府发布） 

1987 年国务院法制局和国家工商管理局组成联合小组，开始起草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时

六年，我国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1993 年 9 月 2 日颁布，同年 12 月 1 日实施。 
因我国反垄断法尚未正式颁布，所以目前在我国竞争法即指反不正当竞争法，指调整在制止不

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的反不正当竞

争法还包括《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价格法》、《商标法》、《专

利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指 1993 年 9 月 2 日颁布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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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管制限制性商业的国际立法 

一、多边协议的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规则 

基本内容有：(1)确定了“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定义和该文件的适用范围。文件适用于对国际

贸易及其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商业惯例”，包括跨国公司在内。(2)确定了管制“限制

性商业惯例”的一般原则。规定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竞争性或有竞争可能的活动时，不应组织国际卡

特尔采取如固定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协议、分配市场的安排、联合抵制交易等等做法；也不允许由一

个企业或几个企业一起，使用各种做法限制别的企业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地限制竞争。 (3)
适当管制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的“限制性商业惯例”。(4)规定了较宽的例外条款，使国营企业基

本上不受约束。(5)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6)有关管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国际措施。 

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工业公约》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规定 

19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工业公约》的文本没有规定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在 1900 布鲁塞

尔修订本中，增加了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 
公约第十条规定：凡在工商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公

约列出 3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予以禁止。公约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对该国国民保证给予制止

不正当竞争的有效保护。 

复习与思考题 

1．限制性商业行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定义及关系？ 
2．规范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国际立法及其主要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竞争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3．《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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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区域贸易协定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区域贸易协定在近年来日益增多，本章重点介绍有影响及与我国相

关的区域贸易协定。学生应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性质和主要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特点有所了解。鉴于欧

盟法单独开课，本课程不做介绍。 
学时分配：5 学时 

第一节  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 

一、总协定第 24 条关税同盟和自由经济区 

区域贸易协定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法性来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24 条的规定。 
（一）关税同盟 
总协定第 24 条规定：“就本协定而言：(a)关税同盟应理解为以一单一关税领土替代两个 
或两个以上关税领土，以便(ⅰ)对于同盟成员领土之间的实质上所有贸易或至少对于产于此类

领土产品的实质上所有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第 11 条、第 12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5 条和第 20 条下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及(ⅱ)在遵守第

9 款规定的前提下，同盟每一成员对同盟以外领土的贸易实施实质相同的关税或其他贸易法规” 
（二）自由贸易区 
就本协定而言：(b)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 
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产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

第 11 条、第 12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5 条和第 20 条下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

外）。 

二、成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目的 

总协定第 24 条第 4 项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是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

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区域性组织之间的贸易壁垒”。“参加方应在 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 WTO
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三、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涵盖的贸易范围 

区域性贸易组织必须实质上涵盖所有的贸易范围本项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发生“并非真正 
要在区域之内实施自由贸易，而只欲就某些特定产品形成优惠待遇，以排斥或限制其它国家产

品进入其市场，从而形成区域壁垒现象(Regional Block)。 

四、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协议结果 

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对非区内成员的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在整体上不得高于未成立 
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前之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 

五、签订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审查程序 

WTO 会员欲签署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及过渡协议时，应立即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并由货

物贸易理事会交由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送交货物贸易理事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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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受影响的区外成员的补偿 

总协定第 24 条第 6 项规定，在符合第 24 条第 5 项(A)款前提下，若成员方为成立关税同盟而

必须提高关税，而此项提高并不符合 GATT 第 2 条(减让表)规定的，则必须适用总协定第 28 的条

所规定的“调整关税时对受影响国家的补偿”。 
《关于解释<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24 条的谅解》第 5 项规定的补偿形式为：调低其它关税类

别的关税。如果不被接受，双方应继续谈判；若在合理期间仍无法达成协议，关税同盟有必要进行

修改或撤回其减让。 

七、过渡期 

不论是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若不是立即成立，而是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完成，则应 
在合理期限内完成。GATT 第二十四条第 5 项第(C)款规定，签订任何“过渡性协议”(an interim 

agreement， 即 终将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协议)，应将形成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

及计划包括在内，其时间应不超过合理的长度，10 年。 

八、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五条经济一体化 

GATS 第 5 条和 GATT 第 24 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在不提高贸易壁垒总体水平 
的前提下，便利协定参加方之间的贸易，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区别只在于，由于 GATS 不

涉及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壁垒，所以没有使用关税同盟这一称谓。 

九、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 

欧盟和美国代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种模式。 
欧盟以共同市场为起点，但其发展已超越单纯的共同市场，是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 
基础上形成了兼具经济同盟、货币同盟以及政治和安全同盟的全面一体化组织。 
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则是较单纯的共同市场，贸易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限于 
经贸往来、给予和享受特殊优惠待遇以及贸易纠纷的协调解决。 

第二节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一、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概述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 NAFTA，由美、加、墨三国组

成， 1994 年 1 月生效。协议规定三个国家 在 15 年内须排除所有贸易障碍，让这个人口 3 亿 6 
千万的地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谨次于欧盟的 3 亿 7 千万人口。自由

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免关税，同时亦要合力排除其它的非关税障碍 ， 如配额 、
外汇管制 、进口许可证、进口保证金等。对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可以维持关税及障碍。 

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宗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

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该协定将用 15 年的时间，分 3 个阶段取消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

在 3 国 9000 多种产品中，立即取消 50％的关税，15％以上的产品在 5 年内取消关税，剩余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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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6 年～15 年内取消。 

三、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特点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成员国之间经

济上既有较大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又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加拿大的原材料、墨西哥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技术管理相结合，加上便利的交通和迅猛发展的通

讯技术，展现了一种新型自由贸易区模式发展的前景。 

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协议有 序言，8 个部分，22 章，295 条。 

第三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概况 

2002 年 11 月 4 日，我国与东盟 10 国的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议。历经两年谈

判，2004 年 11 月 29 日，中国与东盟 10 国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并在 2005 年 7 月 20 日

开始实施降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由此全面启动。 

二、《框架协议》和《货物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2 年 11 月签署的《框架协议》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纲领性文件。《框架协议》规定，中

国—东盟自贸区的目标是，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环境，拓展

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在 2010 年基本建成。 
2004 年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是确定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方式、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

施等内容的基本文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从 2005 年 7 月起，中国和东盟 10 国全面启动降税

进程，分阶段削减关税，到 2010 年相互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

南可享受多 5 年的过渡期，到 2015 年将大部分产品关税降为零。此外，各方还将取消所有进口数

量限制及与 WTO 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 

 三、 根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和东盟到 2010 年将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关税，未来几年的降

税安排 

根据《货物贸易协议》，2005 年，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平均税率已从 9.9%降到 8.1%，2007 年

将降到 6.6%，2009 年进一步降到 2.4%。到 2010 年，我国自东盟进口产品将有 93%实行零关税。

同样，东盟国家也将作出类似安排。以泰国为例，2005 年其对我国产品的平均税率已从 12.9%降到

10.7%，2007 年将降到 6.4%，2009 年进一步降到 2.8%，2010 年将对我国 90%以上的产品实行零关

税。 

复习与思考题 

1．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异同？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特点 
3．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和 WTO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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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 2（关于解释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24 条的谅解）》

（人民出版社） 
2．试论西欧经济一体化对关税同盟理论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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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的性质 

经济活动是人们经济思想产生的源泉。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把自己的经济活动记

录和描绘出来，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经济思想是人们改造自然

活动在头脑里的反应，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对经济思想的产生有着如影随形的直接联系。经

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科学,就是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

们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等。西方经济思想史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同样如此。

《中国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门介绍和学习中国历史上至西周下至近现代有关经济问题的思想、理论

以及对政府的经济方针、政策、措施、方法和观点的课程，它是受近代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的影

响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设置的目的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第一，从智育角度讲，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大

可不必都到西方经济学中寻求答案，而是应该凭借中华民族历史积累下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谈

得中国特色和健康发展。学习外来的东西，如果不考虑本国实际，机械照搬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

来灾难。而如果把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结合起来，中西合璧，为我所用，

才能构成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中产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从德育角度讲,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设置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修养。市场经济从

积极面讲,可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从消极面讲,它利用了人永远不会满足的欲望,为追求金钱,可以

不择手段,从而形成道德滑坡和心理失衡。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则 好地体现了科技与人文的结

合。例如物欲横流我们应坚持什么道德标准,以怎样的手段去获取?如此的内容,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大

量存在,在学习掌握经济观点的同时,它能使我们的学生找回丢失的人格家园,把握人生的方向,比单

纯的说教效果会更持久,而且事半功倍。 
三、教学总进程课时安排 

本课程为经济学专业及其它专业的选修课，总进程为一学期（18 周），每周 2 课时，共 36 课

时。本课程为 2 学分。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542 

第一章  绪  论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明确其研究

对象和学习的意义，认识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程内容 

一、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思想： 
经济活动是人们经济思想产生的源泉。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经济思想是人们改造自然活动

在头脑里的反应，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对经济思想的产生有着如影随形的直接联系。经济思

想史作为一门科学,就是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们赖

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思想史如此，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同样如此。 
2、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人们

关于经济问题的思想、理论以及对政府的经济方针、政策、措施、方法的主张和观点。 
3、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②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③坚持古为今用的方法。 

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①从智育角度讲，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该把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

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结合起来，中西合璧，为我所用，才能构成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实践

中产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②从德育角度讲,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设置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修养，找回丢失的人格

家园,把握人生的方向,比单纯的说教效果会更持久,而且事半功倍。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诞生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前 50 年为草创起步阶段。 
2、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为学科建立基业阶段。 
3、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为开始初步繁荣发展阶段。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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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一、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思想的关系。2、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3、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研究方法。 
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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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秦统一之前，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思想，认识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深刻认识到挖掘这些经济思想

对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课程内容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经济基础背景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 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问题

是社会生产中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研究古代各种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领主占有制，各分封诸侯们的领地虽然可以世

袭，但却是代领性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时期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也就没有土地的买卖和兼

并。 
秦以后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财富的观念 

1、自然形态的财富观 
西周时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富观念。因此，以自然形态上的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标志，

个人的富裕程度基本上以自然形态的财富来体现。 
2、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西周时期人们对劳动与财富的关系已有了萌芽的认识，认识到劳动会使

人富裕。 

三、农业生产观念 

西周时期对农业生产更为重视：传说周民族的始祖是后稷，他正是帝尧时代掌管稼樯工作的长

官，不论此事真否，周民族重视农业生产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如《书经》、

《诗经》、《周礼》、《礼记》等均有关于各种农业活动的纪录。 

四、对工商业的认识 

我国古代市场的产生相当久远。在周代，货币的运用已相当普遍，既有以“朋”为计算单位的

贝，也有以“锊”为计算单位的金属。 
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轻工、抑商”观念，这是误解。实际上在西周时期，从现有的文

献来看，并未发现轻视工商业的迹象。相反，到显示出一种农商并重的认识。这种农商并重的认识，

到了春秋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商俱利”观念。 

五、工商管理思想 

西周时期已经有了较丰富的市场管理思想，市场管理制度也相当突出。在《周礼》、《礼记》等

文献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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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政思想 

财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 为显着的一页，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1、量入为出，要有盈余（储备）的基本原则。 
2、税收政策。 

七、富民思想 

“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优良传统，它首先为春秋时期的儒家学

派所正式倡导，但其思想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这种“富民”思想自孔子以后不断为了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所主张，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

思想之一，直至影响至今。 
“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不仅派生出许多富民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与其它一

些经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虽然仍保持着封建领主经济的性质，但已名存实亡，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孕育和产生多种多样的不同社会意识，当然也

就会导致许多经济思想的出现，其中不少思想是极为卓越的。 

二、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1、四民分业定居思想。管仲主张将社会职业化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进而将从事

这四种职业的人们分为四大社会集团。他们不能混合居住，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这种

“分业定居论”有以下一些意义： 
①将社会职业分为四大类，至今我们仍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可见其影响之大。

②把工商业者与士兵并列，足见他对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承认与重视。③这种“分业定居论”有利

于安定团结和一致对外。④从经济意义上分析：第一，同业聚居有利于交流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信息的沟通，对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的作用；第三，有利于本职业的发展，为本行

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第四，有了利于养成专业技术氛围，为社会技术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 
2、经济伦理观和富民思想。《管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是社会伦理标准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就把“德、义、礼”等论理观念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很少见的。 
3、财富与劳动的思想。《管子》的财富观分两类，一类是自然财富；另一类是劳动生产物。非

常重视劳动再生产中的作用，坚持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这与 17 世纪英国的威廉·配第的观点是

相同的。 
4、财政思想。①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政策。②反对重税，强调“取于民有度”。③主张尽一

切可能增加国家的经济收入。 
5、货币学说。①货币职能说：a.价值尺度。b.流通手段。c.贮藏手段。c.支付手段。d.世界货币。

②货币数量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

万物重什倍。” ③货币本位思想。将货币本位分为三等：上币、中币、下币，上币是宫廷贵族之间

的交换手段，中币和下币是流通的主要手段，这事实上是双本位制，并且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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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这在先秦时代的确是很有见地的经济思想。④货币政策。以货币数量说为基础，将货币作为

管理国家经济的工具，通过对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价格来影响价格的总水平。 
6、价格理论。①一般价格理论：《管子》的作者虽主张调节万物的价格，却不要求任何商品价

格是完全稳定的。通过价格“一高一低”这种市场价格运动的客观事实上，以次调节人民的经济活

动。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②相对价格理论。这种思想就是运用相对价格关系以间接影响另一商品

价格的变动。“相对价格”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也是较晚出现的概念。 
7、市场概念。①“无市则民乏”，认识到市场是解决人民物资缺乏的重要场所。②“市者，货

之准也”，认识到市场是决定商品价格高低贵贱的场所。③“市者可以知治乱”，意思是掌握了市场

的规律就可以避免市场混乱。④“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这意味着管子的作者

已经意识到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区别和他们的关系，这真是一种天才的发现。⑤“市者天地之财具也，

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这是说，任何人均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换而获得利益。这与西方早期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声调极为相似。⑥“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就是说，市场也有反作用，交

换可以刺激农业生产。 

三、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1、基本经济思想。范蠡的基本经济思想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他主张：人们的

一切社会活动应该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在客观事物的运动中都有某种内在的

规律性，并试图将其应用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2、价格思想与政策。范蠡已经认识得到谷物的价格是波动的，这是经济规律，“八谷亦一贱一

贵，极而复返”。范蠡的价格思想，在近代经济学中是一种常识，但在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却是相当

精神的。 
3、经济循环学说。经济循环论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经济周期思想。范蠡的经济循环论是世界上

早的经济周期思想。他的这一学说是建立在当时天文学知识、五行学说和农业生产丰、歉收经验

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世界经济思想史范畴来看，范蠡可以说是 早试图探讨和说明社会经济活动变

动规律性的思想家，虽然它并不十分科学。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儒家学派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建立起来而又影响 大的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

表。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 
（一）孔子经济思想简介 
1、孔子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目的性。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他

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孔子思想的本质是“克己复礼”，即是为了维护旧贵族的统治。因此，

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中所

包含的合理性，辩证地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做到古为今用。 
2、“义利观”与富民思想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贵义贱利”的，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经济

思想的误解。实际上孔子对财富和欲利的态度是很肯定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我所好。” 不过，在孔子看来对“利”的追求,君子和小人因社会地位不同，其谋取的

方式是不一样的。孔子认为，取利必须合乎义，这样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一点也不应该取。

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的富民思想是以“仁政”为政治出发点的。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孔子的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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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观点。孔子的生产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很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认为这是

民生之本。另一方面孔子又反对士人阶层和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在我

国历史发展中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用。 
另外，在孔子的生产思想中还有一种主张值得注意和研究，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废山

泽之禁”的思想。 
4、财政思想。孔子的财政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提倡节用，反对聚敛。第二，强调

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第三，宣传什一之税。孔子财政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民，轻徭薄赋，“使

民以时”。这一思想为后来孟子进一步发挥和丰富，对后人影响笃深。 
（二）孟子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从仁政的思想出发，孟子提出：“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这比孔子的“罕言利”

更进一步，即根本不必要言利。孟子认为只有讲仁义才是利，即利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在财富

的来源问题上，孟子的观点与《中庸》中的思想相近似，即认为土地是一切物质生产品的源泉。 
2、分工与劳动。分工概念是孟子的一个卓越经济思想。孟子是了解社会分工必要性的。对分

工的好处也是有认识的。孟子对分工的认识并没有使他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在他看来脑力劳动者

是高贵的，体力劳动者是卑微的。他说：“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 
3、恒产论和井田论。所谓“恒产论”是指使“民”长期拥有财产的理论，在农耕社会中主要

恒产使土地。所以孟子把“制民之产”定为行人政治本。“恒产”的标准是五亩宅，百亩田。从这

里我们可以借鉴的思想。 
井田论孟子在“恒产论”思想基础上具体实施。通过“井田制”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以使农民

有“恒产”，这样才能实现王道、仁政的首要目标。井田制在我国古代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理

想土地制度，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其本身也

存在着许多矛盾 
4、财政思想和赋税论。首先，孟子的财政思想是以他的“仁政”思想为基础的。其 突出的

特点是主张租税的征收要以是否有利于民为准则。其次，他主张轻赋税和单一税制。在税率问题上，

他主张薄税敛，即低税率，推行“什一而税”的税制。 
5、工商业思想。孟子对工商业的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认为市场上的店铺不征税，法律

规定征的地税（指什一税）不包括商宅地，天下的商人都高兴，市场也就会繁荣。对关卡检查、查

看，但不征税，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来这里做生意。他批评当时设关征税的做法违背了“讥而不征”

的原则。 
6、价格与垄断。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品质，不同商品的不同品质是形成各种价

格的基础。他认识到商品的质量对价格的影响作用。这种试图从商品的内部寻找决定价格的因素应

该说一种天才的猜想。因为朝着这个方向思考就会向揭示价值决定的秘密前进。“垄断”一词是在

《孟子》中首先使用的。 
（三）荀子经济思想简介： 
1、欲望论。欲望论早在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就有论述，唯有荀子作了深刻而独到分析。荀子认

为，人生而就有欲望，这是人的生理机能，应该肯定对欲望的追求是合乎自然的行为。他反对两种

欲望论，即寡欲论和去欲论。同时他主张对欲望的追求应该是有“节制”和合乎“道义”的，称为

“节欲”和“道欲”。 
2、富国、富民思想。 
（1）将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把富民看成是富国的基础。荀子讲：“足国之道，节用欲民，而

善藏其余。” 这一思想不仅在先秦时期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境界，即使在今天，也对我们建设特色的

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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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本节用”是富国、富民的基础。在荀子那里本、末不是指农本商末，而是用来说明生

产与财政的关系问题。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

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这一思想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李悝的经济思想。 
1、重农和禁技巧论。“尽地力之教”是其主要的经济管理思想，表明他特别重视农业劳动力的

作用。这种“重农抑工”的思想，标志着先秦时期对待工商业态度转折的开始，对以后中国历代经

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平籴论。李悝的“平籴论”是指政府根据农业丰年的程度不同按相同的价格收购不同数量

的粮食，然后在歉年按同一价格出售，这样就不会使粮食价格上涨，做到“使民适足，价平则止，……

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二）商鞅的经济思想。 
1、农本论。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他说：“农则易勤，勤则富。”这也表明他对财

富的认识。 
2、农战论。他主张农战论，即将农和战结合起来。商鞅的农战政策就是做到种田靠农民，打

仗也靠农民，“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3、名利思想。商鞅的名利思想有别于孔子，孔子认为只有“小人喻于利”，而商鞅则认为好利

是一切人的本性。商鞅对人追求名利的欲望持肯定的态度，并且从物质利益原则出发制定国家政策，

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4、财政思想。商鞅的财政思想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财政的来源：他认为农业是国家财政和积累的源泉。 
第二，他主张统一的财政政策。 
第三，他主张对非农业课征重税。 
5、抑商思想。商鞅明确地主张抑商政策，不过他是在肯定商业作用的前提下主张抑商的。说

商鞅主张抑商政策，毋如说他认识到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 
6、人口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徕民》中。他主张对人口的出生与死亡进行登记，对全

国人口总数进行调查，统计“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他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人口登记和调查的

第一位思想。 
（三）韩非的经济思想。 
1、重视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人的思想变化的影响。他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

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2、自为论。韩非把人的自利思想称为“自为心”，这有点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自利论”。

他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并且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均设想为是从“自为心”和“计算之心”

出发的。 
3、人口论与财富的关系论。韩非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世界经济思想史有关人口与财富增长关系

中 早提出的论述。他是试图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上去分析社会动乱根源的第一人。 
4、财富增值论。他总结出六条财富增值的途径。 
5、从耕战论到“农本工商末”口号的提出。韩非同商鞅一样力主耕战论，并从理论上进行了

论述。他对非农业活动的攻击比商鞅有过之无不及。 

三、道家、农家的经济思想 

（一）道家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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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其经济思想内容比较少。主要是“无为”思想在经

济思想方面的表现。其代表著作是《老子》。 
（二）农家的经济思想。 
先秦各家学派的经济思想都涉及到农业生产经验，但只有农家学派独精此道。不过，先秦农家

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与古罗马的农家有些相似，主要关心国家对农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和

种植技术。其代表人物是许行，他提出“君敏并耕论”。 

四、其它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墨家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 
2、价格论。 
3、劳动论。墨翟经济思想 突出的是他的劳动论，它是先秦诸子中极其重视劳动问题的思想

家。墨翟已经意识到人类劳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劳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不仅如此，他

还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4、人口论。墨翟的人口思想则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地

广人稀问题。他看到了当时人地关系中缺乏劳动力的情况，说“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

所不足也。”他提出用多种办法增加人口：第一，早婚。第二，禁私蓄妾媵。第三，非攻。第四，

重税的影响。第五，短丧薄葬。 
5、财政论。 
6、消费论。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节用”，所谓“节用”简直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而言，提倡

“自苦为极”。他主张人民的生活应该保持适当的标准，一方面他说“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另一

方面又明确说“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二）白奎的商业论。 
白奎是与儒家孟轲、农家许行同时代人，是一位鼓吹商业致富论者，被后人称为商业的祖师爷。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他的专门论述。他的商业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成好坏的预

测是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针。 
（三）《吕氏春秋》中的经济思想。 
《吕氏春秋》是以秦相吕不韦名义问世的，但他是集体著作，书中也包含了各家学派的观点，

故有人称其为“杂家”。但也有其自己的主流思想，这决定了它对各派学说的取舍。其中关于农家

经济思想主要保存在《伤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中，其要点如下： 
第一，认为使人民从事农业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保障边境安全；二是少私义，便于发令推行，

力量易趋专一；三是人民的财产固定不愿迁徙。如果舍农而务他业，也有三点害处，与三点好处相

反。 
第二，主张限制农民与外地人通婚家，使人民长期固守农业，农村的劳动力不致缺乏。 
第三，主张在农村推行五项保护农业的禁令，即所谓“野禁”。 
第四，限定土地的 低生产量，在农忙季节不许兴建工程，不为军旅之事，不许打猎，嫁娶祭

祀不准浪费，不准私雇农民为佣工作其它工作。 
第五，总结出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其中有些是很杰出的贡献。 

复习与思考题 

1、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有哪些？ 
2、儒家经济思想核心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现实意义。 
3、法家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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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4、戴家龙  赵建：《中西经济思想纲要》（2002 年 6 月）。 
5、陈勇勤：《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化及比较研究》（2006 年 4 月）。 

考核要求 

一、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财富的观念。2、农业生产观念。3、对工商业的认识。4、工商管理思想。5、财政思想。6、

富民思想。 
二、春秋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2、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三、战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孔子经济思想。孟子的经济。荀子经济思想。 
2、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李悝的平籴论。商鞅的农战政策。韩非的经济思想。 
3、道家、农家的经济思想： 
道家的经济思想。农家的经济思想。 
4、其它学派的经济思想： 
墨家的经济思想。白奎的商业论。《吕氏春秋》中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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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秦汉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成果，从中汲取

有益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加深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尤其是深刻认识到挖掘这些经济思想对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

义。这一时期的内容是丰富的，我们只讲三个重要的代表人：司马迁、桑弘羊、王莽。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中国伟大的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辉一页。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中列有《平准

书》、《河渠书》和《货殖列传》，开创了史学家记事历史必须考虑社会经济活动问题的先例和典范。

其主要经济思想有： 

一、主张经济自由和放任政策 

司马迁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这些规律而不能违背它。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

下，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不赞成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他是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家中 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这比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要早近两千年。

进入近代以后，我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思想家往往引用司马迁“善者因之”一段话

表明自己的观点。 

二、农工商并重和本末富论 

司马迁认为对待国民经济各部门，即农、渔、工、商应是一视同仁的，“此四者，人所以食之

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从根本上是否定重农

抑商的观点。 
司马迁还创造了“本富”、“末富”、“奸富”的新概念。 

三、分配观念 

1、司马迁对贫富分化现象已有了较充分的认识。 
2、他对贫富不均现象不主张积极予以消除，只是不赞成“奸富”。 
3、他认为造成贫富差异问题是由于人有巧拙、能力不同的原因。 

四、生产经营论 

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产经营思想，其主要思想如下： 
1、要有一定量的货币才能经营。这里涉及到司马迁对货币的认识问题。第一，他认为货币起

源于商品交换。第二，他也认识到货币起源的时间是很久远的。 
2、生产经营的商品应该注意质量。 
3、资金要不断流动，如“无息币”，“财欲其行如流水”。 
4、要勤俭节约，如“无财作力”，“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5、要善于用人，用人得宜。如“择能人”，“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6、主张经营人民普遍需要的产品。 
7、不要贪图过高的利润。如“无敢居贵”，“贵出如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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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要有丰富的生产经营知识。此外，还要把握农业经济循环知识。 
9、要善于把握时机。如“取予有时”，“任时”，“既饶争时”。 

第二节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 

桑弘羊的思想比较复杂，在政治上他主要是继承法家的思想，而经济思想主要是接受或某种程

度上发展了范蠡和《管子》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一些其他学派的经济思想。但是他的经济思想的核

心仍然是“重商”的，他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重商理论极为突出的典型，也是为商人进行辩护

突出代表。 

一、重商理论 

桑弘羊是我国古代公开为重商辩护的第一人，他在与儒生理论时说“富国非一道”的思想。桑

弘羊还从由自然资源的差异所引起的地域分工，来说明商品流通起着互通有无的重要作用，这是在

他之前的思想家未曾提到的经济观点，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思想。 
桑弘羊的重商论必然会强调对外贸易的作用。体现出两个目的：第一，通过外贸可以控制别国；

第二，通过外贸可以换取本国稀有的资源。这与欧洲的重商主义有极其相似的认识，但是比欧洲要

在两千年。 
桑弘羊的重商思想并不完全轻视农业，而是认为农工商都很重要，只不过商业是其中更重要部

门，是财富的源泉。 

二、货币论与消费论 

桑弘羊是肯定货币财富论的，他认识到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交币通施”、“币与世

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铸币权必须由国家垄断，反对郡国和私人拥有铸币权。 
在消费方面，他基本上接受了《管子》中的侈靡消费观，也就说他反对“俭”。 

三、经济措施理论 

1、国家垄断政策。 
对重要的产品实行垄断的思想，在《管子》中已有理论阐述。桑弘羊的垄断政策主要是盐、铁、

酒的专卖制度，而对这三重商品的垄断是不同的。可以看出，桑弘羊对垄断的商品性质及其生产和

流通的特点是有清晰的认识和研究的，对不同的商品应该有不同的垄断方式。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

商品生产也同样具有非常现实指导意义。 
2、均输措施。（指解决运输中对贡品的损耗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3、平准措施。（即对物价高低的调整） 
4、其它经济措施。扩大中央财政机构的权利。统一币制。重视移民屯垦（开发西部）。 

四、盐铁会议上的争论 

盐铁会议以检查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为名，实际上是一次反对桑弘羊的政治斗争。在辩

论中已桑弘羊为主要代表的一方为现行政策辩护，这其中也可以体现出他的经济观点。这些经济思

想包括： 
1、对待经济事务的基本态度。（义利观）2、重农思想。3、财富思想。4、轻工商思想。5、反

对经济干涉思想。6、反对兼并思想。7、分配观念。8、土地制度。9、对外贸易思想。10、货币概

念。11、消费观念思想。12、财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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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王莽的经济政策与汉末的经济思想 

王莽是一个有历史争议的人，他的改革在某些经济问题上是成功的，在一些问题上是不适当的，

造成了更多的混乱，所以他 终失败了。但从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体现出的经济思想来看，有

不少是相当独特的，应该加以研究。 

一、王莽的经济政策 

1、王田制。所谓王田制就是将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当时严重的土地兼并问

题。推行王田制的三点理由： 
第一，有井田制分给一家一户百亩田，是以而税的小农经济是“国给民富”的理想土地制度； 
第二，自秦废井田之后，土地兼并就开始了，结果是富豪的土地数以千计，而农民却没有立锥

之地。实行王田制后，可以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三，土地兼并后，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却不能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这就会产生贫富不均。

而“富”和“贫”都会产生奸邪现象。 
在当时王莽的这种改制，是不合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方向的，所以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可以从

中发现，王莽当是已经认识到由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可以说他认识到了土地私有是

引起社会纷乱的根源。这种认识在当时看来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很有远见的。 
2、禁止自由买卖奴婢。 
王莽当政后批评奴婢的买卖现象，并宣布不得买卖。但是这一政策只针对私人家庭，即土豪劣

绅，而不适用于官奴。这样就使得改名没有实质性意义。 
我们从中可以看的，已认识到的解决奴婢问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性。只是这一政策并不

彻底，把官奴排除在外，因此遭到豪强们的反对和抵制。 
3、六管政策。 
这是王莽对工商业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六管是指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币制改革；对山

则资源的管制；官府从事贷放以及其它经济业务的管制。也称为“五均六斡（管）”，五均是六管的

内容之一。六管是对他推行一系列经济措施的总称，包括货币改制、五均赊贷、盐、铁、名山大泽

的管制， 后是酒的专卖。 
4、币制改革。 
王莽的币制改革是所有改革中 会乱的，也是 荒唐的。在他即位的 初 6 年中就进行了 3 次

币制改革，而每次改制都是以下易大，以轻易重并且每次都运用政治权利强使其流通。而且使用的

货币材料多至 5 种，货币名称多至 6 类 28 种。 
王莽的货币改制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也是他的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币制改

革中他犯的错误是：第一，改制的次数太频繁。第二，每次改制都废除旧币，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

的。第三，只知道用政治权利强行实行，而不懂得货币流通自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有

益的教训，例如：现在有人提出废除我国币制中的“分”问题。 

二、王符的农工商并重论 

1、农工商并重思想。 
王符提出农工商并重思想可算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创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对历来“农

本工商末”之说作了新的解释：农、工、商三也各有本末之分，并非凡农皆本，凡工商皆末。 
2、家富与国富的区别。 
王符对个人财富与国民财富作了初步区别，这是一个卓越见解。他指出：“故力田所以富国也。



国际商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2554 

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以使备器也。……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饬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业。……
今商竟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

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 
这里可看出，王符对家富与国富之间的关系认识十分清晰的，比前人更进一步。同时也可看出

他反对浮侈的社会现象。 
3、珍视劳动时间。 
王符提出“为民爱日”的思想，即爱惜劳动者劳动日的思想，指出劳动日是不能浪费的。由此，

他首先肯定劳动力的作用。 
这里体现出的是劳动时间的多寡决定着人民富足与贫困，而日常日短是辩证的。王符是第一个

将“爱日” 为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原则来考虑的。这与 17 世纪英国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

父”的名言具有相通之处。 

三、徐干的人口论 

徐幹认为掌握人口数目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一切政治经济措施皆须以一国之人口为基础。 
徐幹开我国历史上专谈人口问题之先例。 

复习与思考题 

1、司马迁的主要经济学思想体现在哪些方面？ 
2、简述司马迁的农工商并重思想。 
3、桑弘羊的货币理论和他推行的经济政策理论。 
4、从王莽的币制改革中我们应该记取哪些有益的教训。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考核要求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1、主张经济自由放任政策。2、农工商并重和本末富论。3、分配观念。4、生产经营论。 
二、桑弘羊的经济思想 
1、重商理论。2、货币论与消费论。3、经济措施理论。4、盐铁会议上的争论。 
三、王莽的经济政策与汉末的经济思想 
1、王莽的经济政策 
①王田制。②禁止自由买卖奴婢。③六管政策。④币制改革。 
2、王符的农工商并重论 
①农工商并重思想。②家富与国富的区别。③珍视劳动时间。 
3、徐干的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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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中汲取

有益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加深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傅玄的经济思想 

1、分民定业论。傅玄的分民定业论特点：他主张按社会需要安排各行业的从业人数，这是在

他之前的思想家从未提到过的新思想。从他的“通计天下”中还表明他是从全国的角度来思考从业

问题的，这有点像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就业计划或安排。在公元三世纪我国就出现这种从业安排的思

想，却是一个伟大而天才的认识。 
2、财政思想。 
傅玄的财政思想 突出的表现在他提出了三条租税原则： 
第一，至平。第二，积俭而趣公。第三，有常。 

二、鲁褒的钱神论 

鲁褒是东晋王朝的一位隐。他撰写的《钱神论》是当时出现的一篇具有典型货币拜物主义的论

文。文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货币拜物教思想。 
产生这一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考察欧洲的货币历史时指

出：15、16 世纪欧洲“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

利也日益增大。”1并且引用了哥伦布 150 年集资牙买加的信中一句话：“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2这种欧洲的

货币拜物教思想鲁褒迟了一千多年。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自由铸币思想和孔觊的货币思想 

1、自由铸币思想。 
2、孔觊的货币思想。 

二、北魏的均田思想 

1、均田思想产生。 
2、均田制的基本内容。 
3、对均田思想的分析认识。 

                                                        
1
 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1975 年版第 151 页。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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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 早的一部完整性有关农业生产的典籍，重视农业的思想在《齐民要

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贡献外，还包括着有关农业家庭经济的思想，提

供了一系列组织经营原则和实现自给自足富裕生活的消费思想。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傅玄分民定业论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2、简述鲁褒钱神论的历史意义。 
3、简述南北朝时期的自由铸币思想与孔觊的货币思想。 
4、《齐民要术》中体现出哪些农业经营思想。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考核要求 

一、魏晋时期的经济思想 
1、傅玄的经济思想。①分民定业论。②财政思想。 
2、鲁褒的钱神论。 
二、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思想 
1、自由铸币思想和孔觊的货币思想。①自由铸币思想。②孔觊的货币思想。 
2、北魏的均田思想。①均田思想产生。②均田制的基本内容。③对均田思想的分析认识。 
3、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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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宋元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唐宋元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中汲取有益

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 

第一节  唐代的经济思想 

唐代是我国汉朝以后的又一个光辉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不如文学和对外事务方面的

成就卓越。有关经济思想的讨论多发生在安史之乱时期。唐代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货

币思想、财政理论三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 

1、商品经济体制得到巨大发展。 
2、工商业行会制度形成。 
3、财政制度的变革。 
A．租庸调制。B．财政收支的原则规定。C．审计制度的建立。 

二、货币思想 

唐代的货币思想较少，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即“飞钱”的使用。它曾一度

被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误认为是世界上 早出现的纸币。其实，它仅相当于现代的汇票或支票，还不

能算是纸币。飞钱又叫“便换”。 
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秩。他是在与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建议让民自由铸币以解决通货数量不足问题

时，提出反对意见中体现出他对货币的认识。 
1、对货币作用的认识。 
2、流通中的货币量问题。 

三、财政思想 

1、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 
第一，改革漕运的管理办法。 
第二，改革课税原则。 
第三，行常平法。 
2、杨炎的财政思想。 
第一，将分别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它杂税一律统一征收，此外不得巧立名目另有征

课。 
第二，以往纳税人以主户为主，客户不纳税。两税法规定，不分主户或客户一律在现定居地交

纳“居人之税”，行商也应按三十分之一纳税。 
第三，以往租庸调以“丁”为纳税计算基础。两税法规定，以垦田总数所应缴纳的总额为标准，

分摊到各州县，按各民户贫富等级交纳。 
第四，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这是两税法名称的由来。 
第五，除田赋仍以谷物交纳外，其它各税均以现金交纳。该实物为货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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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两税法的过程中，体现出杨炎财政思想有三点： 
第一，“量出为入”原则的提出杨炎是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应可以奠定他在世界财政史

上的历史地位。因为在欧洲也是到了 19 世纪后期才提出“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 
第二，要求税制简化。 
第三，强调负担能力。 
第四，以货币定税额。 
3、陆贽的经济思想。 
A．对两税法的批评。B．薄税敛论。C．货币论和限田减租论。 
4、白居易的经济思想。 
A．本与农桑而兴利论。B．调节商品流通论。C．其他经济思想。 
5、韩愈、李翱的经济思想。 
①韩愈的经济思想。A．对货币制度的思想。B．对盐法提出的建议。 
②李翱的经济思想。李翱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的《平赋书》中，主要是财政思想。 

第二节  宋辽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思想 

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连国外学者在提到中国古代改革事业常常以他为例，可见影响之大。他的改

革包括三舍法、保甲法、将兵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

除前三项措施外，基本上是经济性质的改革。 
通过对他改革内容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摧抑兼并，既反对兼并思想，这使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 
2、财富的生长与分配思想。 
3、工矿贸易政策。他主张既不完全否定经济干涉，又倾向于经济放任政策。是干涉与放任兼

而有之。 
4、财政思想。理财是王安石实行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他的基本财政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肯定财政在政治中的首要作用。②强调生产与财政的统一。③把财政作为摧抑兼并的工具。 

二、沈括的货币流通思想 

沈括有许多经济思想是值得称道的，其中货币理论是比较深刻和卓越的一个内容。 
他分析了当时出现的所谓“钱荒”的原因，并暗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钱之所耗者八，而

其不可救者二事而已，其可救者五，无足为患者一。”他把货币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不可救者

二事”。第二类，“可救者五。” 第三类，“不足为患者一”。 

三、苏轼的商业思想 

1、苏轼的贸易思想。 
2、“农末俱利”思想。 
3、人口思想。 

四、南宋时期对纸币的一般理解 

那宋时期发行过几次纸币，对纸币成为交子、关子、会子等，而以会子之称流行 久。在一些

思想家中也把纸币称为“楮币”，这一名称原指祭祀时烧的纸钱，不知何人将“会子”戏称为楮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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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纸币的代名词。 
当时的思想家们多为警惕纸币发行后所产生的弊病，故对发行技术十分注意。此外，对纸币的

发行量问题也有分析和认识。 

第三节  金元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许衡的纸币论 

许衡是元朝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代人拟写的《楮币札子》一文中。 

二、叶李的经济思想 

叶李在经济思想方面 突出的贡献是他草拟钞币条画。他的这一条画之可贵，不仅在于它是我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出现的不兑换纸币条例，而且他对发行一种不兑换纸币所应考虑到的理论

原则问题差不多也是应有尽有。 

复习与思考题 

1、唐代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意义。 
2、唐代货币思想有哪些发展？ 
3、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思想意义。 
4、沈括货币思想的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考核要求 

一、唐代的经济思想 
1、经济体制。 
商品经济体制得到巨大发展。工商业行会制度形成。财政制度的变革。 
2、货币思想。 
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秩：对货币作用的认识。流通中的货币量问题。 
3、财政思想。 
①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 
②杨炎的财政思想。 
③陆贽的经济思想。 
④白居易的经济思想。 
⑤韩愈、李翱的经济思想。 
二、宋辽时期的经济思想 
1、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思想。 
通过对他改革内容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摧抑兼并，既反对兼并思想，这使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 
②财富的生长与分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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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矿贸易政策。 
④财政思想。 
2、沈括的货币流通思想 
沈括的货币理论是比较深刻和卓越的一个内容。他把货币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不可救者

二事”。第二类，“可救者五。” 第三类，“不足为患者一”。 
三、金元时期的经济思想 
1、许衡的纸币论。 
许衡是元朝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代人拟写的《楮币札子》一文中。 
2、叶李的经济思想。 
叶李在经济思想方面 突出的贡献是他草拟钞币条画。他的这一条画之可贵，不仅在于它是我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出现的不兑换纸币条例，而且他对发行一种不兑换纸币所应考虑到的理论

原则问题差不多也是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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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明清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中汲取有益的

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 

第一节  明代的经济思想 

一、邱濬的经济思想 

从经济思想方面看，邱濬所接触的范围是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学者中 广的一个。他著有《大

学衍义补》一书，这部书他自称是“竭毕生精力，始可成编”的得意之作。其中经济部分几乎把他

可能搜集到的以往的经济论述均仔细抄录下来，并按问题的性质加以分类，在很多地方还加上他的

按语或评注。因此，邱濬的经济思想可看作 13——14 世纪我国儒家经济思想的系统总结。 
1、土地问题。 
他反对恢复井田制，提出“配丁田法”以解决“民多而田少”的矛盾。 
2、货币与利息问题。 
对货币问题他提出本位制思想：以白银为基础的三本位制。关于利息问题，他主张私人放贷取

利息是合理的。 
他还论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并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对外贸易问题。 
邱濬非常重视海外贸易，这使他经济思想中 突出的一点。他对发展海外贸易提出三点理由。

第一，可禁止走私；第二，可互通有无，不必担心边患；第三，可增加财政收入。 
4、价格问题。 
他把“平物价”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谷物价格的稳定，并提出稳定粮价的措施。 
5、财政问题。 
1、关于国家预算。2、反对重复可证。3、重视审计和会计。4、发展了常平思想。5、漕运问

题。 

二、张居正的理财思想 

张居正是明代名相。他主张治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的财政思想值得称道的是，他认为理财

要把节约财政支出放在首位。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税制。这种税制在本质上是“两税法”的继续，但以“计亩征银”的制

度比两税法更彻底。虽然“一条鞭法”比两税法在理论上无发展，但在当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三、十六世纪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1、何心隐的乌托邦思想。 
他反对道家把“人欲”看作 恶的观点，肯定人的欲望应得到满足。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把国

家的职能理解为“均”与“群”的职能。“均”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要均等；“群”是指群众从事的组

织活动。所以他主张用一种“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来代替一般所谓“身家”，既要建立一种超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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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家”之上的社会关系。士、农、工、商各业均属于“会”的组织之下，其成员之间也结成师

弟或朋友关系。以“会”的形式“统天下”。其目的是要使天下之人归于“仁”，即设想建立一种老

安少怀、人人友善的理想社会。 
2、李贽论私有。 
李贽认为私有财产是推动人们积极从事生产活动的唯一动力，也是自然规律。他说：“私者人

之心也”。 

第二节  清代经济思想 

一、徐光启的农学思想和人口论 

徐光启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著有《农政全书》、《徐光启集》，译有《几何原本》、《勾股

义》等书，另有《崇祯历书》是在他主持下编成的。其中《农政全书》中体现了他的在农学中的杰

出贡献。重农是他的核心内容，强调农业是财富“所自出”的基本原理。 
为此，他提出开发西北地区的思想。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口增殖率这一概念的思

想家。 

二、黄宗羲、顾炎武的经济思想 

1、黄宗羲的经济思想。 
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的《田制》、《财计》中。《田制》中包括土地

制度和赋税两个问题；《财计》中包括货币和重本抑末两个问题。 
黄宗羲定律。 
2、顾炎武的经济思想。 
顾炎武主张以农富国，并提出富国之策。他提出田赋的改革和建议。他对银、钱、纸币都作了

分析，认为银和纸币势不两立。 

三、王夫之的经济思想 

1、对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认识。 
2、财富观念。第一，对财富不均的看法认为是合理的。第二，财富的伦理观表现在“义利之

辨”上。第三，对国家垄断铸币权的认识。 
3、 土地财产为问题。第一，他认为土地历来而且是永远私有的；第二，因此授田势必存在的。

第三，反对限田和均田，提出限制土地兼并的办法。 
4、商业观点。王夫之主张重农抑商。他的贸易观点 为突出，肯定对外通商的积极作用。 
5、财政思想。第一，他赞成以货币为租税征收的主要工具。第二，他反对传统的农业单一税

和什一之税。 

四、蓝鼎元的海外贸易思想 

自 15 世纪起有不少思想家主张开放海禁，与海外通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蓝鼎元是第一次

从经济观点替开放海禁贸易进行辩护的思想家。他不仅对海外贸易原则有较明确的认识，而且对海

外贸易的具体知识也有所理解。 

五、王茂荫的兑换纸币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22 页的一个注 83 中提到的便是此人。他根据历代发行钞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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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出实行钞币易于发生的 10 种弊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可兑换纸币模式设计。 
在他后来的发钞方案中还将现金的准备金问题提出来了。 

六、魏源的中国经济变革思想 

魏源是具有强烈资产阶级倾向的改革家。他向西方需求富强之术的经济思想，不仅对我国 19
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巨大影响，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过一定的影

响。他大力宣扬“师夷之长技”的经济思想。 
1、积极宣扬商业精神。 
2、积极宣传富民思想。 
3、崇尚节俭反对奢侈。 
4、生产管理思想。他认为生产经营要有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财”，指货币；“人”，指劳动

力；“材”，指劳动对象。特别指出他对生产经营成本问题给予重视。 
5、对外贸易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对外贸易差额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邱濬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2、张居正理财思想的核心。 
3、黄宗羲定律的内容。 
5、简述王夫之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6、魏源的中国经济改革思想。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考核要求 
一、明代的经济思想 
1、邱濬的经济思想。土地问题。货币与利息问题。对外贸易问题。价格问题。财政问题。 
2、张居正的理财思想。 
3、十六世纪反传统的经济思想。何心隐的乌托邦思想。李贽论私有。 
二、清代的经济思想 
1、徐光启的农学思想和人口论 
2、黄宗羲、顾炎武的经济思想。黄宗羲的经济思想。顾炎武的经济思想。 
3、王夫之的经济思想。对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认识。财富观念。土地财产为问题。商业观点。

财政思想。 
4、蓝鼎元的海外贸易思想。 
5、王茂荫的兑换纸币思想。 
6、魏源的中国经济变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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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国初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改革

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者 

一、洪仁轩的《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我国历史上公开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系统性纲领性文件。它体现出的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广阔的范围，涉及到发展日用品工业、资源开发、铁路运输、兴办银行、建立

邮政、鼓励私人建筑，以及财政收等各个领域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资政新篇》突出地强调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劳动组织来发展社会经济。它的经

济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彻底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 

二、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原名为《人类公理》，是康有为在游历过程中不断完成的。其中体现出中国古代理

想社会和近代国外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思想。 

三、马建忠的贸易理论 

马建忠所涉及到的经济思想有贸易差额问题、货币本位制问题、股份公司制和国际货币市场举

债问题。在他的论文中第一次真正体现出我国近代水平的经济分析。他是第一个将近代应用经济学

引进中国的思想家。 

四、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是我国接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在当时并

未因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节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一、梁启超的经济论述 

梁启超的经济论著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他的突出贡献：第一，在传播现

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第二，他是第一次运用近代经济学说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政

策和与经济有关问题的思想家。 

二、对近代经济学的传播 

1、西方经济知识的 早传播者：冯桂芬、王韬。 
2、郑观应的“商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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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一、对待西方经济学说的态度 

孙中山是经济思想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中

国的实际有所创新与发展。这一点对我国今天的改革有启迪作用。 

二、经济政策思想 

1、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他土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节制资本。这体现出孙中山认识到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害。所以他主

张：中小企业可以由私人经营，而大企业必须由国家经营。这与我国今天的所有制改革颇有点相似。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资政新篇》是我国历史上公开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系统性纲领性文件。 
2、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意义。 
3、简述严复在我国经济思想发展上的历史作用。 
4、简述梁启超经济论述的贡献。 
5、简述孙中山经济思想对中国经代经发展的重要作用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 年 3 月）；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 年 4 月）； 
3、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 年 9 月）； 

考核要求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者 
1、洪仁轩的《资政新篇》。 
2、康有为的《大同书》。 
3、马建忠的贸易理论。 
4、严复的经济思想。 
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1、梁启超的经济论述。 
2、对近代经济学的传播。 
三、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1、对待西方经济学说的态度。 
2、经济政策思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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