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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碳排放是评价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指标，如何应对全球变暖、促进节能减排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文章基于全国污水

处理厂污水处理数据对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测算、空间差异比较和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１）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结构具有较大差异，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

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均存在一定差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主要来源于间接碳排放，

ＣＨ４ 与Ｎ２Ｏ碳排放量相当；（２）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明显。碳排放主要

来源于经济发展较好、工业产业较为发达的省份。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由西向东污水处理碳

排放逐渐加重。（３）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

面，内部因素中污水处理厂规模、运营年限以及处理工艺和外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

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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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全球变暖问题已经变成一个不容忽视的环境

问题，涉及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１］。就目前

而言，减少碳排放是缓解全球变暖的重要手段已

经得到充分的认识。但是在应对诸如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等环境问题时，往往处理手段也会带来

较多温室气体排放，如何测量这些由于应对环境

问题产生的二次碳排放所带来的效应，以及研究

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碳排放的研究涉及领域较为广泛。第一类

是对能源行业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也是对碳排放

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能源消费具有直接的碳排

放［２］，所以对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３］，以及碳排放的影响因素［４］和空间

差异［５］成为关注的热点。第二类是对农业碳排放

的研究，农业生产是温室气体产生的另一个重要

源头，对农业碳排放研究很有必要［６］，农业生产碳

排放具有较大的时空差异［７］和空间差异［８］，分析

其区域差异、动态变化和影响因素对研究农业生

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９］。碳排

放的研究还涉及旅游［１０］、区域经济［１１］以及产业

结构［１２］等领域。污水处理厂属于能源消费的主

体，并承载水污染处理的公共服务职责。对污水

处理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

将污水处理厂视为一个企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

去研究如何使污水处理厂保持高效运转［１３］，并从

污水处理费制度的角度对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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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１４］；第二，从污水处理厂职责的角度，将污水处

理厂视为公共服务提供者，污水处理实际是一个

减少排污的过程［１５］；第三，从化学以及污水处理

方法的角度，包括对污泥成分［１６］、污水处理工

艺［１７］以及处理技术［１８］；第四，将污水处理厂视为

一个污染主体，关注到了污水处理厂的温室气体

排放［１９］，将污水处理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进

行核算，并对碳排放进行分析提出减排对策［２０］，

以及结合化学化工领域研究污泥处置工艺和碳排

放的关系［２１］。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学者虽然关

注到碳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对碳排放进行

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但是却忽视了一些本身在处

理环境污染问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碳排放问题，

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在处理垃圾、污水污染

时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单独对污水处理碳排放研

究的文献观察，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某一个体或某

一个区域的案例研究、定性研究，另一部分文献虽

然采用定量分析手段但是选取范围较小，同时没

有对区域之间差异进行分析，显然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区别

于既有文献本文的贡献是：第一，关注到了污水处

理在进行水污染处理的同时会产生二次污染问

题，将视角扩展到全国范围，较个别案例研究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二，对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直接

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分别予以测算并进行空间分

布分析，并通过选取样本数据进一步估算扩展到

省域层面；第三，通过建立县域污水处理碳排放模

型，解决模型所需基本样本量的要求，从县域角度

验证省域差异性分析中的结论。

二、材料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１．碳排放计算方法

本研究对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的碳排放区

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包括

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释放的ＣＨ４ 和Ｎ２Ｏ，ＣＨ４

主要来源于对ＢＯＤ污染物和ＣＯＤ污染物的处

理过程中，Ｎ２Ｏ主要是对氨氮污染物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气体。间接排放主要是污水处理厂运

行过程中所耗用的能源，本文将以污水处理设备

的耗电量来表示。

对于污水处理厂的直接碳排放，ＣＨ４ 和Ｎ２Ｏ

的计算主要是通过污水进出前的ＢＯＤ、ＣＯＤ和

氨氮污染物消减量与相应的排放因子乘积实现

的，具体如公式（１）和公式（２）所示。

ＣＨ４ 排放计算公式如公式（１）所示。

犙ＣＨ
４
＝狇（ＢＯＤ犲狓－ＢＯＤ）犈ＣＨ

４
·ＢＯＤ＋

狇（ＣＯＤ犲狓－ＣＯＤ）犈ＣＨ
４
·ＣＯＤ （１）

式中，犙ＣＨ
４
表示ＣＨ４ 的排放量，单位为ｋｇ；狇表示

污水处理厂污水年进水量，单位为 ｍ３；ＢＯＤ犲狓和

ＢＯＤ分别表示进水ＢＯＤ浓度和出水ＢＯＤ浓度；

ＣＯＤ犲狓和 ＣＯＤ分别表示进水ＢＯＤ浓度和出水

ＣＯＤ浓度单位为ｋｇ／ｍ
３；ＥＣＨ

４
·ＣＯＤ为ＢＯＤ污染排

放物处理的ＣＨ４ 排放因子；ＥＣＨ
４
·ＢＯＤ为ＢＯＤ污染

排放物处理的ＣＨ４ 排放因子，单位为ｋｇ（ＣＨ４）／

ｋｇ（ＢＯＤ）和ｋｇ（ＣＨ４）／ｋｇ（ＣＯＤ）。

Ｎ２Ｏ排放计算公式如公式（２）所示。

犙Ｎ
２
Ｏ＝狇（犜犖犲狓－犜犖）犈Ｎ

２
Ｏ （２）

式中，犙Ｎ
２
Ｏ表示Ｎ２Ｏ的排放量，单位为ｋｇ；狇表示

污水处理厂污水年进水量，单位为 ｍ３；犜犖犲狓和

犜犖 分别表示进水氨氮浓度和出水氨氮浓度，单

位为ｋｇ／ｍ
３；犈Ｎ

２
Ｏ为 Ｎ２Ｏ 排放因子，单位为ｋｇ

（Ｎ２Ｏ）／ｋｇ（氨氮）。

污水处理厂的碳间接排放，即ＣＯ２ 的排放计

算公式如公式（３）所示。

犙ＣＯ
２
＝犕·犈ＣＯ

２
（３）

式中，犙ＣＯ
２
表示ＣＯ２ 的排放量，单位为ｋｇ；犕 表

示污水处理厂的电能消耗，单位ｋＷ·ｈ；犈ＣＯ
２
表

示ＣＯ２ 排放因子，单位ｋｇ（ＣＯ２）／ｋＷ·ｈ（电

能）。同时根据ＩＰＣＣ指南中对于污水生物处理

过程中排放ＣＯ２ 未纳入清单当中，故本研究不考

虑该过程的ＣＯ２ 排放。

上述公式中的影响因子具体数值如表１和表

２所示。

考虑到准确的计算全国各省域的碳排放情

况，本文在选取影响因子取值时，考虑到了地域之

间的差异。ＣＨ４ 和Ｎ２Ｏ的排放因子均参考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于２０１０年

发布的《２００６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建

议取值范围来划定的，ＢＯＤ的ＣＨ４ 影响因子取

值范围在０．０７５２～０．０９６９之间，本文取其均值

０．０８６，Ｎ２Ｏ的取值范围在０．００６～０．２５３之间，

本文取均值０．０３５。确定ＣＯＤ的ＣＨ４ 排放因子

时，参考了ＩＰＣＣ（２００６）和蔡博峰等（２０１５）对排放

因子的估算，按照省域进行划分确定符合实际情

况的排放因子数值（如表２所示）。其中上海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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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因子高于其他省份为０．０１３７，云南省排放因子

低于其他省份为０．００３９，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划

分区域不同，按照２０１５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

排放因子》中的区域划分。华北区域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６个省市自治区；

东北区域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３省；华东包

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等５个省份；华中

区域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和重庆等６

个省市；西北区域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

疆等５个省自治区；南方区域包括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和海南等５个省份。其中东北区域的排

放因子最高，达到１．１２９１，南方区域的排放因子

最低，为０．８１１２。

标准碳排放换算如公式（４）所示。

犙１００犪＝βＣＨ４犙ＣＨ４＋βＮ２Ｏ犙Ｎ２Ｏ＋βＣＯ２犙ＣＯ２ （４）

式中，犙１００犪为换算后的标准碳排放，按照《２００６年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标准碳排放转换系数；

β犆犎４为ＣＨ４ 排放的转化数值，取值为２５；βＮ２Ｏ为

Ｎ２Ｏ的转化数值，取值为２９８；βＣＯ２为ＣＯ２ 排放的

转化数值，取值为１。公式（４）中其他为介绍变量

表示含义与公式（１）、公式（２）和公式（３）中含义一

致，在此不再赘述。

表１　影响因子取值范围及单位

影响因子 区域 单位 取值范围 本文取值 参考出处

犈ＣＨ
４
·ＢＯＤ 全国 ｋｇ（ＣＨ４）／ｋｇ（ＢＯＤ） ０．０７５２～０．０９６９ ０．０８６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犈ＣＨ
４
·ＣＯＤ 全国 ｋｇ（ＣＨ４）／ｋｇ（ＣＯＤ） 见表２ 见表２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蔡博峰等（２０１５）

犈Ｎ
２
Ｏ 全国 ｋｇ（Ｎ２Ｏ）／ｋｇ（氨氮） ０．００６～０．２５３ ０．０３５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犈ＣＯ
２

华北 ｋｇ（ＣＯ２）／ｋＷ·ｈ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４１６ ２０１５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东北 １．１２９１ １．１２９１

华东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华中 ０．９５１５ ０．９５１５

西北 ０．９４５７ ０．９４５７

南方 ０．８９５９ ０．８９５９

表２　各区域犆犗犇排放因子

区域 省份 ＣＯＤ排放因子

北京市 ０．００５５

天津市 ０．０１１０

华北 河北省 ０．００８４

山西省 ０．００９３

山东省 ０．００６６

东北
辽宁省 ０．００８１

吉林省 ０．００４７

江西省 ０．００６５

河南省 ０．０１００

华中 湖南省 ０．００８５

重庆市 ０．００６５

四川省 ０．００５９

广东省 ０．００７５

广西省 ０．００４４

南方 海南省 ０．００６１

贵州省 ０．００４３

云南省 ０．００３９

陕西省 ０．００７７

西北 宁夏 ０．００８７

新疆 ０．０１９０

上海市 ０．０１３７

华东
江苏省 ０．００５２

安徽省 ０．００５４

福建省 ０．００４５

　　　注：城镇污水处理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故本

文选取ＣＯＤ排放因子按照生活污水排放因子计算。

２．计量模型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分布特征，碳排放为

连续性变量，故适用通过最小二乘法构建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本文建立方程如公式（５）

所示：

犢狉 ＝β０＋∑β犻狉犞犪狉犻狉＋ε狉 （５）

式中，犢狉 表示第狉个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β０ 表

示常数项；β犻狉表示第狉个污水处理厂的第犻个待

估计参数；犞犪狉犻狉表示第狉个污水处理厂的第犻个

影响因素；ε狉表示随机误差项。

３．研究框架及假设

图１报告了本文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全国范

围内样本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和

间接碳排放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测算，将碳排放

单位换算为标准ＣＯ２ 排放单位。通过不同区域

之间的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探讨分析出提高污

水处理厂碳排放效率的可能路径。

按照上述框架设计及数据基础，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Ｈ１：经济发展越好、工业越发达的区

域，污水处理压力越大，污水碳排放越高。

经济发展指标是通过社会ＧＤＰ和各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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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来体现的，经济发展越好，带来的污水处理压

力则越大，随着污水处理量的增加污水处理过程

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

假设 Ｈ２：污水处理碳排放结构具有区域差

异，不同处理法对污水处理碳排放具有影响。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结构具有差异，

就省域层面来看，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排放标准要求不同以及污水处理工艺

的差异性，由此带来污水处理碳排放内部结构之

间具有一定差异，如直接碳排放中的结构差异、直

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结构的差异。

假设 Ｈ３：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影响

因素包括污水处理厂自身和所在地区宏观经济环

境有关。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与污水处理厂的

设备老化程度、规模化程度、处理工艺等存在关

系，同时宏观经济对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过程中

的碳排放也存在影响，经济越发达、人口密集度越

高的区域污水处理量越大，其污水处理过程中产

生的碳排放可能就越多。

!"#$%&!'(!")*

!"+$

"

!""#

,-./012345#

67

$%

!

89:;$

&""'

%

<=>?

&@,!"ABC7D89>E#

%&FG'HIJK<=>?

LMNOPQ

RST89

$(

)

89

*

!

"

89

UV

$%

!

89

WXT89

YXT89

图１　研究框架及路线

　　（二）数据材料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以及公式计算方法分别来自

《城镇排水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年）》、《中国县域统计

年鉴·县市卷》、２０１５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

放因子》、《２００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及各

省市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具有较强的信度，对

《城镇排水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年）》中包含缺失值样

本以及离群值进行筛选，故本文从２６１９个城镇

查中选取１９０８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涵盖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２４个省市

自治区，覆盖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南方６

个区域。样本选取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符合研究所

需的基本要求。

２．数据描述统计

表３报告了本文测算碳排放所需数据的描述

统计情况。本节数据并非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

来，而是通过对１９０８个样本进行测算，按照样本

所属省域测算污染物消减量的单位值（污染物消

减量／污水处理量）与省域污水年处理总量乘积估

算得来，省耗电总量是通过测算耗电量单位值（总

耗电量／污水处理量）与省域污水年处理总量乘积

估算得来。相比仅使用样本数据，使用省域估测

数据更符合真实情况，使统计绝对数值具有一定

意义。从描述统计结果来看，省域之间、区域之

间具有明显差异性。ＣＯＤ消减量方面最高省份

为广东省的９５４８．４１万ｔ，最低省份为宁夏的

５．０６万ｔ，极差为９５４３．３５万ｔ。ＢＯＤ消减量最

高省份为山东省２２３１３．９４万ｔ，最低省份宁夏

８．７３万ｔ。氨氮消减量和电能消耗最高均为广东

省２１５６．５６万ｔ和２４１６３０６８４．２５万 ＭＷ·ｈ，最

低仍然是宁夏１．０６万ｔ和９３９８３．８９万 ＭＷ·

ｈ。从各项指标来看，各省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数量、处理的主要污染物以及用电量均具有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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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碳排放测算所需指标描述统计情况

区域 省份 ＣＯＤ消除量／万ｔ ＢＯＤ消除量／万ｔ 氨氮消除量／万ｔ 耗电量／（万 ＭＷ·ｈ）

北京市 １５０３．６２ ２９２９．０８ ３２１．０８ ２７７６６８２５．８３

天津市 ３９９．７９ ９２９．０５ ９０．７９ ７２１５８５０．４１

华北 河北省 ３３１６．３５ ７２１９．４２ ６９４．０４ ８２１０９５５５．８３

山西省 ８１５．３９ １７７８．１８ ２１６．８３ ２２５８７４６１．８３

山东省 ８９５５．０５ ２２３１３．９４ ２０１５．６５ １９１５５７７５８．２１

东北
辽宁省 １４６１．２２ ３７０５．７５ ２７３．６０ ３９７４６８０８．７７

吉林省 ２７７．９３ ５３２．６８ ２８２．８５ ４０５２４８４．１９

上海市 １１９３．８０ ２４４８．４０ １８１．１４ １９３３６１４１．０３

华东
江苏省 ３０７９．４７ ６９３３．１７ ５８２．８６ ８０４７１５６１．００

安徽省 １４１４．３０ ３２６２．８７ ３６７．９３ ３３９９２７６．９６

福建省 ８２３．５７ １８１３．６３ １８９．９３ ２２７７５７１６．４６

江西省 ５５３．８５ １２２１．２１ １３６．３７ ３７７１７５５２．６４

河南 １２２０．２６ ２４４５．９４ ２２０．９１ ２１６６８４８０．７６

华中 湖南省 ２５８．１１ ６４０．９８ ５５．１９ ６３５１５６８．２４

重庆市 ７４．５５ １５４．３８ １３．２１ １３４９９０８．１１

四川省 １１２．１６ ２４５．４４ ２７．７４ １９８５００８．０３

广东省 ９５４８．４１ ２１５２４．０７ ２１５６．５６ ２４１６３０６８４．２５

广西 ５８．８９ １３９．０８ ２０．６０ ２４８６０３３．１４

南方 海南省 ２５．７９ ６５．９９ ４．３２ ６４６６２５．６６

贵州省 １６４．５９ ４００．１４ ４５．４５ ４１０４６６２．６９

云南省 ３１７０．１０ ６２５７．７４ ４９２．３５ ５３４２５２９７．７８

陕西省 １５．７６ ３２．０７ ２．４２ ２４３９１５．９８

西北 宁夏 ５．０６ ８．７３ １．０６ ９３９８３．８９

新疆 ２８．０９ ６２．１６ ５．１５ ４７６１９３．７７

　　注：本表报告数据，均通过样本数据单位量估测计算后呈现。

三、结果分析

（一）碳排放计算结果及分布

本节将介绍碳排放数值经过标准化后的计算

结果及空间分布。具体而言，从数量角度来看，表

４报告了中国省域样本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

放的情况。省域之间差别较大，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碳排放最高为广东省２１６５２４０４万ｔ，最低

为宁夏壮族自治区为８９万ｔ。从全国平均值的角

度观察，选取样本省份的污水处理碳排放均值为

３４７６３万ｔ，其中低于平均值的省份有１７个，分别

为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上海市、安徽

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广西省、海南省、重庆

市、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宁夏、新疆，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省份有７个，分别为河北省、辽宁省、

江苏省、江西省、山东省、广东省和云南省。从结

构方面看，碳排放主要是由间接排放贡献，占总排

放的９９％以上，可见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直接碳排

放仅占较小的一部分。本文采用人均碳排放数值

来表示碳排放强度。从碳排放强度中可以看出，

山东、广东碳排放强度分别为２０．３９和２０．１９高

于其他省份，而陕西省碳排放强度仅有０．０６，低

于所有样本省份。

虽然从各个省域来看，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

排放结构相似，但各省域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具

有一定差异。图２报告了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变

动结构情况。从整体结构上观察，氨氮污染物和

ＣＯＤ污染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占直接碳

排放的比重较高，ＣＯＤ污染物处理碳排放所占比

重较小。从每个直接碳排放结构组成部分来看，

全国省份氨氮碳排放占直接碳排放平均占比为

４８％，但是上海明显低于平均值，仅占总排放

３６％。而吉林省和广西省要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分别占直接排放总量的８２％和６０％。ＢＯＤ污染

物排放方面，各个省份占平均值占比水平为

４４％，吉林省和广西明显低于平均值，分别占比

１７％和３５％。ＣＯＤ污染物碳排放方面，各省份

占比平均水平为８％，其中上海、新疆向上偏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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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分别为１６％和２１％，但是吉林省向下偏离

平均值，仅占比２％。对比每个结构成分发现，氨

氮碳排放与ＣＯＤ碳排放和ＢＯＤ碳排放之间存

在“此消彼长”的负向关系。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

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污水处理厂所在区域污

水处理物质有所差异，ＢＯＤ污染物、ＣＯＤ污染物

和氨氮污染物有所差别导致污水处理碳排放具有

差异，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的是生活污水，故

而每个地区的人口密集度会影响到生活污水的排

放；第二，污水处理内部的处理工艺有所区别，使

用污水处理工艺不同，产生的碳排放也会有所区

别，使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包括ＳＢＲ类、氧化沟类、

生物膜法以及其他类，在化学处理工艺中产生的

ＣＨ４、Ｎ２Ｏ和ＣＯ２ 气体排放种类和数量会存在差

异；第三，污水处理厂规模、内部管理、污水处理厂

运营年限因素等因素都会影响污水处理效率，从

而会增加碳排放，污水处理规模大小直接影响污

水处理数量，高效的内部管理会有效降低不必要

的碳排放和电能的消耗，同时随着污水处理厂运

营年限的增长，污水处理设备老化导致污水处理

效率低下，从而会增加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不必

要的碳排放量。

表４　中国省域样本污水处理设施碳排放情况 万ｔ

省域

直接碳排放

ＣＨ４ 排放 Ｎ２Ｏ排放

ＣＯＤ ＢＯＤ 氨氮

间接碳排放

ＣＯ２ 排放

电能消耗

总碳排放

北京市 ０．４０ ３．２３ ３．３５ ２８９２２ ２８９２８．９１

天津市 ０．２６ ０．８６ ０．９５ ７５１６ ７５１８．０９

河北省 １．５２ ７．１３ ７．２４ ８５５２５ ８５５４１．２０

山西省 ０．４１ １．７５ ２．２６ ２３５２７ ２３５３１．５３

辽宁省 ０．７５ ３．１４ ２．８５ ４４８７８ ４４８８４．８８

吉林省 ０．０６ ０．６０ ２．９５ ４５７６ ４５７９．２７

上海市 ０．８４ ２．５７ １．８９ １５６８５ １５６９０．７７

江苏省 ０．９０ ６．６２ ６．０８ ６５２７９ ６５２９２．１６

安徽省 ０．４４ ３．０４ ３．８４ ２７５７ ２７６４．８１

福建省 ０．２０ １．７７ １．９８ １８４７６ １８４７９．６０

江西省 ０．２０ １．１９ １．４２ ３５８８８ ３５８９１．０６

山东省 ３．６８ １９．２５ ２１．０２ １９９５２７ １９９５７０．４９

河南省 ０．６１ ２．６２ ２．３０ ２０６１８ ２０６２３．１０

湖南省 ０．１４ ０．５５ ０．５８ ６０４４ ６０４４．７８

广东省 ４．０４ ２０．５３ ２２．４９ ２１６４７７ ２１６５２４．０４

广西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２１ ２２２７ ２２２７．５９

海南省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５ ５７９ ５７９．４２

重庆市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２８４ １２８４．７６

四川省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２９ １８８９ １８８９．３０

贵州省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４７ ３９０６ ３９０６．４６

云南省 ０．６１ ６．８２ ５．１４ ４７８６４ ４７８７６．２９

陕西省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１９ ２１８．５９

宁夏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８９ ８８．９０

新疆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４５０ ４５０．４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2
3

'

4
5

'

0
)

'

(
6

'

&
7

'

8
7

'

9
:

'

;
)

<
7

'

=
>

#

?
@

'

A
B

'

C
7

'

D
)

'

+
E

F
G

*+, -+,

./

HI

J
K

L
H

I
M

0

N

1

图２　污水处理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及省域结构情况

　　从空间分布来看，污水处理厂排放较高的区 域集中在华北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沿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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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从整体特征而言，这些区域的人口、经济和产

业结构都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些区域的人口密集

程度较高，经济发展较好且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

为主。而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污水处理厂的碳

排放较少。具体来看，山东、广东碳排放较样本省

份而言处于较高的位置，河北、辽宁、江苏碳排放

量也较多。但是可以发现，诸如新疆、宁夏、四川、

山西、重庆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地区，碳

排放量较少。可见，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与经济

发展具有高度密切的联系。

（二）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节对我国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数量和

区域分布的分析，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具有较

强的相关性，本节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碳排

放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为了较为具体地研究影响

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因素，保证数据的匹配程度

更加准确，本文在２６１９个全国样本中选取了一

个县级行政区域（包括县、区、县级市）仅有一座污

水处理单位的４０６座污水处理厂，从较为微观的

县域层面去探索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图３报告了

４０６座污水处理厂的分布情况，根据不同省份的

统计情况及县域污水处设施的选择，从２４个样本

省份中选取了１７个省份，分布涵盖了６大区域能

够较为全面了反映碳排放影响的影响因素，河北

省样本量最高，占比２２．１％，广东和江苏仅筛选

出一个样本。

表５报告了污水处理厂影响模型选取变量的

描述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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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县域污水处理厂碳排放样本选择数量及区域分布

表５　县域污水处理厂碳排放影响模型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 ４０６ １５．５９０ ０．９１４１０５

解释变量 内部因素

运营年限 ４０６ ４．６９７ ２．１２１

设计处理能力 ４０６ ２．２１５ １．５８１

从业人数 ４０６ ３３．２４１ ２０．３５５

年运行总费用 ４０６ ５３６．４３５ ６９０．７４９

年更新改造费用 ４０６ ８５．３９９ ４４４．１６８

是否是ＳＢＲ类（０＝是，１＝否） ４０６ ０．７５３ ０．４３１

是否是氧化沟类（０＝是，１＝否） ４０６ ０．６６０ ０．４７４

是否是生物膜法类（０＝是，１＝否） ４０６ ０．９１９ ０．２７４

是否是其他类（０＝是，１＝否） ４０６ ０．９６６ ０．１８３

外部因素

ＧＤＰ ４０６ １３．７７４ ０．７６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４０６ ３．４７９ ０．２６７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４０６ ３．７７６ ０．３６４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０６ ２．８５１ ０．６０４

人口密度 ４０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注：表中变量标注，表示该变量经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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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报告了污水处理厂碳排放影响基准回归

及稳健性检验。从模型参数来看，一般认为犞犐犉

小于１０，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多重

共线检验发现模型１～模型４平均犞犐犉 均小于

１０，且每个变量之间的最大犞犐犉 小于１０，故可以

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再从调整犚２

角度可以发现，各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就有较强的

解释力。

表６　污水处理厂碳排放影响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１

内部因素模型

模型２

外部因素模型

模型３

内外部因素模型

模型４

稳健性检验

内部因素

运营年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９３）

设计处理能力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从业人数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年运行总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０３） （０．９９１） （０．９０１）

年更新改造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２５） （０．３８０） （０．３６６）

ＳＢＲ类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１） （０．２４２）

氧化沟类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６）

生物膜法类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其他类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２８３） （０．４２２） （０．５４０）

外部因素

ＧＤＰ ０．５４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０．８０ ０．５９ 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３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人口密度 ７．９３ ２．６２ ２．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模型参数

＿犮狅狀狊 １４．０６ ２．９８ ６．６５ ６．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犖 ４０６ ４０６ ４０６ ３４５

犚２＿犪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６４ ０．６４

犉 ６８．２２ ６２．９５ ５３．２２ ４４．３３

　　注：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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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１仅纳入了污水处理厂的内部因素，从

模型运行结果来看，运营年限、设计处理能力、从

业人数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

随着运营年限的增加，污水处理厂碳排放数量越

多，污水处理厂随着运营年限的增加会出现设备

老化、投放工艺精准度降低等问题，本文研究样本

的平均运营年限为４．６９７年，出现这样的问题可

能与污水处理厂管理水平不善、员工操作技能较

低等原因有关。设计处理能力与从业人数都说明

了其规模大小，即随着污水处理厂规模的增加其

污水处理碳排放的数量就越多，污水处理规模越

大，污水处理量随之提高，故而碳排放水平提高。

污水处理厂选用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也会影响到

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多少，从模型结果中可以看

出，使用ＳＢＲ类工艺和氧化沟类工艺对污水处理

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值

来看，设计处理能力对污水处理设备碳排放影响

程度最高。

模型２仅纳入了外部因素，其中ＧＤＰ、第三

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对污水

处理厂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ＧＤＰ、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都是衡量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采用宏观经济指标研究其对

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影响，用于验证省域差异性

分析过程中发现碳排放较重的省份分布在经济较

为发达、工业水平较高的省份。从模型结果来看，

ＧＤ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对污水处理碳

排放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

带来污水处理数量增加，进而增加了污水处理碳

排放。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的污染来源是城镇生

活污水，这与城镇居住人口具有重要关系。通过

模型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人口密度越高，污水处理

厂污水处理碳排放数量也会随着提高；从系数值

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对城镇污水处理碳排放具有

重要影响。

模型３是在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基础上，将内

外部因素同时纳入到模型当中，从模型的调整犚

方数值可以发现，同时纳入内外部因素后，调整

犚方数值达到０．６４，其数值高于单独纳入内部

因素是的０．６０和外部因素时的０．４３，说明模型

３的拟合程度较高，解释力相比较模型１和模型

２而言有所增强。模型３中内部因素运营年限

不在对污水处理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说明运

营年限对污水处理碳排放的影响并不稳健，而

在污水处理工艺中，发现使用生物膜法可以有

效减少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说明生物膜

法工艺在减少污水处理过程中碳排放具有一定

的有益作用。从模型估计的系数值来看，人口

密度依然是影响污水处理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采用生物膜法工艺对污水处理碳排放的缓解作

用，比ＳＢＲ类和氧化沟类工艺对污水处理碳排

放的促进作用程度要高。

模型４是在模型３的基础上随机抽取８５％

的样本再次运行模型，结果发现模型３的结果较

为稳健。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上述对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测算、空间

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结构具有较大差异，

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内部结构

均存在一定差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碳排放主

要来源于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占总排放的

９９％以上，直接碳排放所占比例较小。但是污水

处理直接碳排放中结构具有一定差异，ＢＯＤ、

ＣＯＤ和氨氮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有所不

同，但是从各省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过程中的

ＣＨ４ 和Ｎ２Ｏ产生碳排放处于比例为１∶１的水

平波动。

第二，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较好、工业产业较为发

达的省份。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由西向东污水处

理碳排放逐渐加重。其中广东省和山东省污水处

理碳排放总量为２１６４７７万ｔ和１９９５７０．４９万ｔ，

分别占全国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２５．９５％和

２３．９２％。而宁夏、陕西、新疆等经济发展较为薄

弱的区域碳排放量较少。

第三，污水处理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内

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中污水处

理厂规模、运营年限以及处理工艺和外部因素中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县域影响因素分析验证了省域差异性分析过

程中的结论，从而可以为控制污水处理厂碳排

放，实现提高污水处理厂碳排放效率，从污水处

理厂自身和外界宏观经济环境提供一定的参考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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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讨论

本文关注到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环境

问题和生态问题，从宏观和较为微观的层面对污

水处理设施在进行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在筛选研究污水处理碳排

放的影响因素样本过程可能存在一定不足，以及

仅考虑空间差异并未考虑到时空效应的影响，好

在省域和县域的结果可以相互验证。下一步本研

究将形成面板数据对污水处理碳排放进行时空差

异上的研究，并增加本文归结为区域差异特征中

的其他解释变量，使模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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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ｅｎｇＷＱ，ＸｕＬＹ，ＨｕＢＢ，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ｄｉ

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２６：５８６５９４．

［１１］肖雁飞，万子捷，刘红光．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碳排

放转移”及“碳泄漏”实证研究———基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Ｊ］．财经研究，２０１４，

４０（０２）：７５８４．

［１２］原?，席强敏，孙铁山，等．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

影响———基于多国数据的实证分析［Ｊ］．地理研究，

２０１６，３５（０１）：８２９４．

［１３］买亚宗，肖婉婷，石磊，等．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

效率 评 价 ［Ｊ］．环 境 科 学 研 究，２０１５，２８（１１）：

１７８９１７９６．

［１４］谭雪，石磊，马中，等．基于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的污

水处理费制度分析———基于全国２２７个污水处理厂

样本 估 算 ［Ｊ］．中 国 环 境 科 学，２０１５，３５（１２）：

３８３３３８４０．

［１５］李鑫，孙小霞，苏时鹏．基于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中国

县域污水处理服务减排效率测评［Ｊ］．资源科学，

２０１７，３９（０３）：４５１４６０．

［１６］孙少静，李博，李洪伟，等．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中

ＰＡＨｓ的残留及风险研究进展［Ｊ］．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１７，３３（０１）：１０６１１４．

［１７］üｌｏＭａｎｄｅｒ，ＤｏｔｒｏＧ，ＥｂｉｅＹ，ｅｔ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ｆｏｒ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６６（３）：１９３５．

［１８］张曼雪，邓玉，倪福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究

进展［Ｊ］．水处理技术，２０１７，４３（０６）：５１０．

［１９］ＣａｍｐｏｓＪＬ，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ＨｅｒｅｄｉａＤ，ＰｅｄｒｏｕｓｏＡ，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ｓ：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９）：１１２．

［２０］宋宝木，秦华鹏，马共强．污水处理厂运行阶段碳排

放动态变化分析：以深圳某污水处理厂为例［Ｊ］．环

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５，３８（１０）：２０４２０９．

［２１］李欢，金宜英，李洋洋．污水污泥处理的碳排放及其

低碳化策略［Ｊ］．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２０１１，３３（０２）：

１１７１２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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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郑　军，　朱　京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必须响应的新要求。

回顾１９８２年以来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遵循政府在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梳理出

农业保险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特征、成绩及不足，探讨不同阶段发展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搭建以

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以及调整明确政府职能等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２．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犇犗犐：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０．０１．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７ ０５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农业保险补贴扶贫的乘数效应研究”（ＡＣＫＹＢ１９００６）；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

创新基金项目“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模式创新研究”（ＡＣＹＣ２０１８１０５）

作者简介：郑军（１９７６－），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

本文信息：郑军，朱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６．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未

来发展的重要工程之一。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加快多方位的农业保险体系，探索展开玉

米、小麦和稻谷三类农产品收入保险和完全成本

保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扩大试点“农产品保险＋期货”和农产品

灾害保险，探索试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

险。①作为保障“三农”的主要金融支撑手段之一，

农业保险已成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不断产业

化、市场化、规模化，新型的农业主体不断出现，转

型中的现代农业激励着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通

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脉络，分

析各个时期农业保险的历史环境、特征及不足，以

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把提升发展与解决问题有机

结合，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农业保险萎缩徘徊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在商业性保险制度框架下进

行探索和试验的农业保险，与其“准公共物品”的

特性背离，农业保险的发展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

进展。此外，在这一段时期，政府虽鼓励保险公司

支农，但没有对农业保险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进

而出现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现象。

（一）早期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

脉络

１．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保险稳步增长：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

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在《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

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提出试办农业保

险。②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试点农业保险，包括了全

国２９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此后我国农村保障

体系逐渐由国家救济转向农业保险，充分调动了保

险公司和农民的积极性。到１９９２年，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多种农业保险，农民投保率不断增大。１９９２

年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１０年来的最高点８．１７

亿元，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总收入的３．３８％；同

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为９９％，明显小于１９８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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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农业保险增长迅猛。③各保险公司充分借

鉴国外的优秀经验，不断探索适用于我国农业保

险的模式，农业保险的优势逐渐显现。然而，当时

的政府并没有对农业保险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并

且农业保险分布的省份不均，发展的状态不够稳

健。在大多数年份里，农业保险基本是亏损经营

的状态［１］。

２．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保险市场萎缩徘

徊：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

１９９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首次提

出，农业保险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虽然当时政

府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各地农业保

险的试验屡遭瓶颈，有些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接触

到农业保险，这与我国当时整个保险业高速发展

的情况背道而驰［２］。表１显示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在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占

比情况。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农业保险保

费收入持续下降。这段时期，农业保险始终在商业

化的制度模式下经营，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并且政

府没有意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对农业

保险的发展进行政策扶持，农业保险缺乏充分发展

的条件，甚至一度陷入到萎缩倒退的困境里。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农业保险和财产

保险保费收入及占比情况 亿元

年份 农险保费收入 财险保费收入 占比／％

１９９３ ５．６１ ４５７ １．２３

１９９４ ５．０４ ３７６ １．３４

１９９５ ４．９６ ４５３ １．０９

１９９６ ５．７４ ５３８ １．０７

１９９７ ５．７６ ７７３ ０．７５

１９９８ ７．１５ １２５６ ０．５７

１９９９ ６．３２ １４０６ ０．４５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５９８ ０．２５

２００１ ４．１４ ２１０９ ０．１４

２００２ ４．７６ ３０５４ ０．１６

２００３ ４．４６ ３８８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４ ３．９５ ４３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５ ７．１１ ４９３２ ０．１５

２００６ ８．４８ ５６４０ ０．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二）农业保险萎缩徘徊的原因分析

１．政府对农业利益重视不足，“三农”问题弊

端严重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和Ｓｈａｗ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金融抑

制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问题［３］，中

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存在着突出的金融抑制现

象，致使“三农”问题弊端凸显。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期

间，政府优先发展工业，对农业保险没有实质性的

政策扶持。由于当时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致使商

业化模式的农业保险一直受制于工业化进程。这

时期政府缺位使得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

险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也无法达到平衡，农业保险

的发展一度陷入萎缩状态。［４］。我国的市场经济

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实施，但很多重要体制

仍保留原有的老旧模式，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这些旧模式导致我国“三

农”问题迟迟没有解决［５］。政府在这一时期本着

农业保险商品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没有提供

相应的政策支持，任其在保险市场中自由生长。

２．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存在弊端

作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难以在商业性的

制度框架下持续健康发展。商业保险公司因成本

经费有限，加上政府补贴甚少，致使农险业务一再

缩减，投保率降低，一度出现农业保险萎缩徘

徊［６］。１９９４年，人保顺应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步

伐，开始向完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采取减少

保险业务人员，撤销管理分支机构，险种设计不断

商业化，减少保险责任等一系列举措，最终出现农

业保险保费收入持续缩减。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农业

保险开始出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但是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这４年内，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仍然是要求农业保险商业化［７］，这是农业保险

萎缩发展的原因所在。

二、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政府加大扶持农业

保险

２００７年开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首次

提出预示着农业保险开始走上政府支持的道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期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

府对农业的重视度不断提高，为之后乡村振兴战

略的正式提出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条件。然而，农

业保险政策补贴的区域差异也随着各地区工业化

水平不一逐渐暴露。

（一）政府逐渐细化农业保险制度的要

求，农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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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保费补贴政策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２００７年开始，农业保险逐渐成为农业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具体规定了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同年，财政部决定在吉林、

内蒙古、新疆等６省拨款１０亿元，用于政策性农

险（针对种植业）的试点工作。此后，农业保险的

保障范围从原来的５种作物增加到几十种作物、５

种牲畜、２类森林和种子生产，从原来的６个省份

拓展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推出数百个农业

保险产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保险的

政策效应迅速扩大，其在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农

民福利和国民福利体系中的价值日益显现。历经

１０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２００６年的８．４８亿元

提高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１７．１２亿元，农业风险保额

２００６年是７３０多亿元，到２０１６年已增加到２．６

万亿元。农业保险覆盖全国各省２００多种农作

物，覆盖玉米、水稻、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７０％

以上。④

２．政府指导农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

２００８年，中央政府提出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覆盖范围，财政部根据需要修改了农业保险补

贴模式，将试点项目扩大到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将补贴费用提高到了６０．５亿元。⑤同年，中央

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和经营机制，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逐步形成农业

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

出：“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农村保险事

业，加速建设农业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和再保险体

系。”国家持续重视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再保险制

度和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引导着农业保险健康

发展。２０１２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首

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界定了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

的扶持政策。

（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地区差异

凸显

１．工业化进程的参差造成各地区财政支农

投入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完成了从农业大国

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然而，工业化进程中的差

异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和收

入方面的差距大［８］。自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

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差距不断加大。第一，从财政

支农总量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总量和人均农

业支持总量均最高，支农支出净额低于中西部地

区。第二，就农业财政支出强度来说，中西部地区

农业支持总额和净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高

于东部地区，但农业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

区。对比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相对位置，中西部

特别是中部的农业财政支持水平明显低于东

部［９］。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区域差异制约了农

业保险在各地区的推广和发展。

２．各地区财政支农投入的不同致使农业保

险补贴水平参差不齐

２００６年，财政部在《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试点管理办法》中提出将要在６个省份开始

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２００７年，国家开始对水

稻、大豆、玉米、小麦和棉花提供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由中央和省政府分别承担农业保险保费的

２５％。２００８年，政府进一步扩大政策性农险的覆

盖范围，并且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提高至

３５％。到２００９年，全国已经全面实行政策性农业

保险。然而，由于地方财政实力差距大，不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影响也不同。从

２０１１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保费补贴比

例普遍一致，一般分布在７０％～８０％，但地方财

政支农力度不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同一种

作物的保障水平有很大差异［１０］。表现为，经济越

发达，政策性农保所提供的保障金额就越高；在相

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保险的

保障金额高于普通民族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

国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差距导致了一些地区出现

农险财政资金缺口，拉大了各地区农险补贴政策

实施的差异。

三、２０１７年至今，农业保险制度不断

创新

（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的创新

体系搭建了平台

１．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品种

积极探索农业保险新产品，能够加快与乡村

振兴战略同步的农业保险改革进程［１１］。近年来

各地积极推动创新保险产品试点，市场上逐渐出

现农业收入保险、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等新型保险

产品。２０１７年，河南省首次出现稻谷、小麦、玉米

种植收入、准全成本、直接物化成本三种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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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吉林、黑龙江、上海等地试点大豆、稻谷、小

麦收入保险。到２０１８年底，全国共３１个省、直辖

市和自治区开展了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７２个农

险品种中涵盖了地方特色农产品、果蔬、农作物和

生猪这四大类。此外，６８个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已

经在全国２０个省份成功推广
［１２］。农业产品创新

不仅丰富了保险产品“篮子”，扩大了保险需求，也

是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要求的具体表现。

２．创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产品“保

险＋期货”联合机制，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展开试点

工作［１３］。截至２０１８年，全国２０个省份已经开展

了“保险＋期货”试点，大部分农产品都被纳入承

保范围之内。当年开展的３２个试点项目中，２８

个实现理赔，赔付金额达到４０００万元。⑥同时，农

产品“保险＋科技”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空中摄影、遥感和其他现代化技术，不仅可以

预防和减轻损失，而且能够调查和确定损失，提高

理赔效率［１４］。此外，第一届“‘农险＋科技’研讨

暨ＡＩ生物智能识别技术推介会”于２０１８年２月

１日在成都举办，平安产险和平安科技共同推出了

“农业保险＋科技”的新型服务模式。这一模式运

用多种前沿ＡＩ科技，在四大综合管理机制下服务

农业保险，能够更高效地服务于“三农”。这些新型

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

落实。

３．创新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现代化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也在不断改革

创新。具体表现在：①“保险公司＋种子公司”模

式。这一模式既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

激发了农民的投保意识。保险公司与种子公司平

等合作，扩大销量，实现双赢。②“新业态＋直接

销售”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客户目标是新型农村

经营业主，以实际需求为基础供给农业保险。直

销模式的建立有助于改善渠道控制，避免违规行

为的发生，降低了农险的交易风险。③“社会治理

＋农业保险”模式。这一模式发挥农业保险的优

势，引导农村经济产业发展，加强农村社会环境治

理。④“农业保险＋农村扶贫”模式。充分结合农

业保险准公共品的特殊属性，将扶贫工作融入到

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去，把小农户尤其是农村贫困

家庭作为目标客户，构建一个通用的农业保险制

度，促进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这一系列新模式

能够很好地解决“三农”的主要问题，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具体落实垫定了良好的基础［１５］。

（二）现行农业保险制度在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时存在的问题

１．农业保险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农户日益增

长的保险需求

区别于以前的保险供给不足，现在保险机构

矛盾日益暴露。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经历的自

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效应愈加明显，在不同的阶

段农业保险可能出现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不同的

现象。农业风险的增加需要更丰富的农业保险产

品来减轻风险损失。到２０１７年６月，我国已有

４２９．４万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农业保险的

专业经营机构数量较少，服务水平远远达不到与

需求相一致的要求，农业保险市场供不应求。此

外，在实施农业保险的各环节程序复杂冗长，并且

投保户的支付能力尚未达到溢价支付的水平，这

将导致一些保险公司参与程度低，农业保险面临

供应不足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１６］。

２．农业保险补贴方式单一，服务乡村振兴目

标不明确

不同于商业保险，农业保险的补贴方式主要

是通过中央下发总体政策通知，各级地方政府依

次对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这一模式能够减轻农

户在农业保险保费方面的支出。但是，这一模式

很容易给地方带来一定的财政压力，使得投保户

和保险公司过度依赖财政补贴。例如我国中西部

地区受当地经济水平限制，这一模式明显拉低了

保费补贴效率。此外，各地区致贫因素的差异来

源于不同的农业产业和地理位置差异，进而导致

单一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无法精准落实到各个地

区，最终出现各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差异。

单一的农业保险补贴方式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不够明确，自由式发放农业保险补贴资金难以精

准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１７］。

３．农业保险补贴实施范围较小，限制了乡村

振兴战略功能的发挥

２０１６年，财政部颁布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

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中正式提出了各类农业保

险补贴政策。然而在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具体实

施过程中，除养殖业和种植业，其他大部分农产品

的相关农业保险受到的补贴较少，有些农产品甚

至从未享受到补贴政策。虽然我国的《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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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要求农业保险包括各类农产品和各类涉农

业务，包括农机设施保险、农房保险等，但显然目

前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并未涉及到农业的每一方

面。小范围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并没有起到良好

的激励作用，难以全面发挥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的优势［１８］。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农业保险

发展建议

自１９８２年试办以来，农业保险在发展过程

中，出现了供需不足、政府缺乏重视、财政补贴方

式单一、补贴范围小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需要把提升发展与解决问

题有机结合。近几十年来农业保险的历史演变和

现行农业保险制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问

题，为优化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

体系

直接与“三农”挂钩的农业保险具备独特的优

势，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有助于精准解决“三

农”风险，从而精准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首先，

开发农产品保险“基本＋拓展”双模式，农业保险

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保障风险，更是要拓展到增

强农户的生活福利，如普惠性的农业保险目标就

是要实现“基本＋生计”的双重目标。其次，农业

保险的模式要适应当地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保

险公司在研发农业保险产品时，要充分调研各地

区的风险因素和困难程度，开发出符合实情的特

色农险产品和农险保障模式，积极防御各类自然

风险灾害，从而更好地保障农户的利益。最后，加

强农业保险信用风险管理模式。目前，“贷款难”

制约了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想法。积极将农村居

民信贷体系与农业保险相融合，构建综合的信贷

风险防控体系，从而更好地激发农户投保积极性。

（二）搭建以产品和经营模式创新为主

的农业保险制度

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创新，要求农业保险要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要求，要遵循解决农业

风险和保障农民收入这两个原则。首先，农业保

险要充分解读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要求，基

于市场实际需求提高经营效率，满足农户的投保

需要，不断开发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品

种，在最大程度上消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

其次，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和越来越大的经营规

模为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创新带来机遇。如“新

型经营主体＋直销”模式、“种子公司＋农业保险”

模式、“扶贫＋农业保险”模式、“社会治理＋农业

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各类

优势，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带来新思路。

（三）调整和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具备准公共品的特点，农

业生产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保险市场双方的影响

作用，因此它的经营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首

先，政府应强化在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主体责任担当意识，在制定农险保费补贴政策

时应减少农业保险的补贴区域差异化，创新农业

保险补贴方式，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具备的风险防

范、市场工具和乘数效应等功能。其次，强化农业

保险市场法制建设。政府要明确农业保险经营主

体的责任，加强农险市场监管，使得农业保险市场

朝着规范合理的道路迈进。最后，政府相关部门

要提升基础信息服务能力。政府财政部门要与保

险公司、银行加强沟通，调研多方实地情况，制定

精准的补贴政策。多部门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多方

角度考察实际情况，避免了单方工作的效率低下、

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发生，从而精准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同时，要将现代化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农业

保险的信息管理当中去。建立政府、农户和保险

经营机构的共同信息交流平台，实现农业保险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信息渠道化、多元化、共享化的

效果。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④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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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

⑤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

⑥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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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空间差序与公共政策引导

黄建新１，　宫仁贵１，　温福英２

（１．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２．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是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为分析样

本，采用相对偏离贡献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在测量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分析收入差异

空间特征、收入来源差异、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等基础之上，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公

共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村民人均纯收入均值明显增加，但各村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显著，

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在当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语境中，需要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推动区域合作、人才

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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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乡村和城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空间差

序、城乡关系的角度观察农村是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的重要范式。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空间差序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

空间差序、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中国正处在

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与空间差序问题并存、农村居民收入快速

增长与内部差异问题并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必须清醒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

题以及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现象，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而农村居民收

入的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充

分。这就要求把握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含义，激

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使农村居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环境下，以

空间差序视角提出促进区域性整体增收路径，全

方位推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

福建省在区域协调发展、城镇体系优化以及

山海合作方式方面不断探索，着力于区域发展、城

乡互动、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探索。早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曾经提出

了“以海带山、以富带穷、山海协作、共谋发展”的

沿海、山区一盘棋发展思路，并明确指出：“沿海和

山区客观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互补协作的可

能。所以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

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与山区的差异和协作。”［１］

晋江经验也为今后福建和我国城镇化格局调整优

化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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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人口就业结构等因素不同，福建省区域之间发

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明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

状况仍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偏远的革命老区、

边远山区与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之间的差距。

２０１７年福建省城市经济占省域经济比重的７２％，

推进高质量发展还要强化“一盘棋”思想，依托城

市经济来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增强福州都市区

和厦漳泉都市区建设的带动力。这就必须从城乡

关系的基础含义，即空间关系的角度反思农村居

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一方面，依托现有的城

镇，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通过更加精细、有效的

方式，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健

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内部资源开发和对

外开放如何结合起来，用特色资源来增强对外的

吸引力，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这需要福

建作出更积极的探索，也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共同

问题。

关于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学术实践受到

学界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社会

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已经留下

了有关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重要学术遗产［２］。费

孝通始先生终强调村庄与都市工商业中心的空间

关系以及都市工商业中心对村庄经济结构和生产

经营模式形成的影响 ［３］。村庄、乡镇、城市社区、

地域共同体成为地域空间的基本分析单位。郑震

认为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社区类型归纳为紧密结合

型城乡关系、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这代表了城乡

关系的空间类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发生了

一场“社会学的空间转向”［４］。由城乡之间距离

所决定的空间类型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

针对中国农村的收入差异及来源，Ｐｕｎｄａｒｉｋ利

用中国统计年度报告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增长了１．２％，

家庭经营是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

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

影响因素［５］。Ｈｏｇａｒｔｈ通过中国华南地区林业收

入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因为缺乏其他收入来源

而更加依赖林业收入，高收入家庭则更依赖其他

非农收入，这种差异加剧了高低农民内部的收入

差异［６］。收入差异与收入来源相关，而收入来源

则与所处的地理空间又息息相关。

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的空间差异、区位优

势以及收入影响，张兆曙、王建根据村庄与城市之

间的空间距离划分出近郊、远郊和偏远三个梯度，

认为城市市场体系对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收

入表现出明显的“隔离抑制效应”，渐次展开的城

乡关系形态凸显出空间差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

响［７］。程丽香通过对福建龙海市和福清市的对比

发现，东南沿海县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城

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而农民内部收入差异则

尤为突出［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不能够抹

平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宋莉莉指出与城镇居民

相比，农民收入存在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差

异，各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率也呈

现出明显的差异［９］。有学者测算了浙江、安徽和

陕西三省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农民收入的整体基

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结果显示收入差异已经相当

严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基尼系数、泰尔指

数分别为０．５８３、０．７７７，这种悬殊差主要来自于

省、县、村三个层级组内收入差异［１０］。张永丽指

出：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是农户区位差异和竞争

能力差异的结果，区位性收入差异主要是指农户

所处区位的不同产生的地区间的农户收入差

异［１１］。衡量城乡差距，还需要正确估计城郊地区

与偏远农村的差距，提高农村工作政策的匹配性。

化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问题，要有空间

差序的视角，不仅需要减少由于地理区域、原有的

发展基础的限制，也要避免社会政策、体制机制制

约导致的区域不协调。何勤英、李勤等认为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

异，研究指出为了缓解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有必

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地区收入差异的

根源，提高农民教育水平与开拓就业机会，特别是

要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资助和政策扶植，缓

解他们应对市场能力的脆弱性［１２］。何植民、陈齐

铭认为对于精准扶贫而言，应加快寻求协调与整

合，强调协调、整合、公共责任和公民需求的整体

性治理［１３］。缩小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依赖于

整体性治理，而不是“碎片化”治理。

既有研究在解释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特征

时，忽视了空间差序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的

内在逻辑，忽视了政府在整体性治理中的逻辑，现

有的定量研究也很少有连续几年固定观察点的面

板数据，这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据此，有必

要进一步将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异问题置于城乡

关系的空间差序中考察。

８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二、样本来源与测度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

察点的专项调查（农户收入情况专题），研究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动态

变化，用相对偏离贡献率评价其收入水平，用平均

值、极差、标准差这三个指标衡量其收入差异，以

期对把握新时期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

新态势以及应对，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

互促共进提供思路。

（一）样本来源

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每年承担常规、专项双

重任务，是反映农村动态信息，了解农户收入情况

的重要窗口，在促进农民增收、区域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涵

盖１１个村庄（表１），村４因２０１５年度数据缺失

而被剔除。限于数据资料获取的实际，本研究主

要分析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所提供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观察数据。

表１　福建省国家级固定观察点村编码

村码 村名 村码 村名

村１ 南平市建瓯市小桥镇后塘村 村２ 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

村３ 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 村４ 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

村５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 村６ 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梨树村

村７ 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洋板村 村８ 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海门村

村９ 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 村１０ 漳州市长泰县岩溪镇圭后村

村１１ 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王陂村

　　受到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启发，根据乡村与

城市空间距离的远近，将样本村所对应的城乡关

系从空间差序维度来考察。对于样本村的差序类

型是从地势、经济区域、是否城市郊区、是否乡镇

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程度、是否当地县以上政府

命名的小康村几个方面来处理。从地理位置的分

布上看，涉及省内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及中部地

区；从地形上看，既有丘陵地形和山区地形，也有

平原地形；以经济区域划分，以农区为主，也有少

部分渔区；但村庄内部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经济

发达程度不仅在省内可划分为上中下等，在所在

县（市）水平也有所差别。分组标志见表２。

表２　分组标志列式

指标 选项 村名

平原 后坂村、酒店村、杏林村

地势 丘陵 长春村、洋板村、海门村、圭后村

山区 后塘村、梨树村、塘背村、王陂村

经济区域
农区 后塘村、后坂村、长春村、酒店村、梨树村、洋板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渔区 杏林村、长春村、海门村

是否城市郊区
是 杏林村、后坂村

否 后塘村、长春村、酒店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是否乡镇政府所在地
是 长春村、酒店村

否 后塘村、后坂村、杏林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塘背村、圭后村、王陂村

上等 后坂村、圭后村

中上等 杏林村、洋板村
经济发达程度居所

在县（市）水平
中等 后塘村、长春村、海门村、塘背村、王陂村

中下等 酒店村、梨树村

下等 无

是否当地县以上政府

命名的小康村

是 后塘村、后坂村、长春村、梨树村、洋板村、海门村、圭后村

否 酒店村、杏林村、塘背村、王陂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福建省农村固定观察点资料整理。

　　分组标志列式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城乡关

系的差序类型和空间转换逻辑，目标是通过这些样

本分区的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农村居民的收入状

况的区域差异，发现收入差异存在的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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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差异测度的数学表达

第一，根据理论分析，相对偏离贡献率可以测

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

距，贡献率越大，人均纯收入差距越明显，与平均

水平差距越大；相反，则平均水平差距越小。其计

算公式为：

１

狓
（狓犻－狓）

２·犘犻／槡 犘

第二，平均值、极差、标准差这三个指标是衡

量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受极端数据和异常值

影响较大，变异系数无量纲，可以在不同单位的变

量之间比较。变异系数犆狏计算方法如下：

犆狏＝
１

犡
（犡犻－犡）

２·犘犻／槡 犘

式中，狓为１０个固定观察点的人均纯收入的均

值；狓犻为犻村的人均纯收入；犘为固定观察点的总

人口；犘犻为犻村的人口。通过各村人口加权变异

系数可测算收入差异。

第三，为了便于描述和解释，用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ｉｎｄｅｘ）来衡量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

异。泰尔指数经常用以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间收

入差距，或者个人之间或地区间不平等度。泰尔

指数越大，各分组间人均纯收入的差异就越大。

泰尔指数有Ｔｈｅｉｌ系数犜和Ｔｈｅｉｌ系数犔两种加

权分解计算方式，利用Ｔｈｅｉｌ犜 系数对福建省１０

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及其分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

异进行测算，其分解计算公式如下：

组内差异：犐狅犽 ＝
１

犖∑
狀

犻

（犢／犢犻）

犐狑 ＝∑
狀

犽

犝犽·犐狅犽

组内差异：犐犫 ＝∑
狀

犽

（犞犽ｌｎ（犞犽／犝犽））

泰尔指数：犜＝｜犐狑＋犐犫｜

即总体不平等或差距犐＝组内差异犐狑＋ 组

间差异犐犫，这称之为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特性。

犝犽 表示第犽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犢犻 是第犻

个单位的人均收入；犢 是犢犻 的平均值；犖 表示单

位数；犞犽 表示第犽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三、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差序

表现

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是经济高速发展与农村内

部的收入差异缩小。事实上，农村的总体收入在

增长，而山区和边远地区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总

体滞后。区域协调发展要面对山区和边远地区农

村的整体性发展问题，这是整体性治理、缩小各区

域之间差距的重点。

（一）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测量

由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驱动发展，

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迅速，但不同村

庄人均收入差异也比较显著。通过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比较发现，村５发展一直较好，而村９发

展比较落后。２０１２年，村９人均纯收入为５２０８

元，是１０个观察点中最低的，最高的村５人均纯

收入达到１６０８６元，最高村与最低村收入差距为

１０８７８元，村９的人均纯收入仅为村５的３２％。

２０１３年，村９人均纯收入仍然最低，仅为人均纯

收入最高的村３的３５％。２０１４年，村７与村９人

均纯收入都很低，分别为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５

的３７％和３８％。２０１５年，村９的人均纯收入仍

是最低的，仅有村５的２６％。相对偏离贡献率测

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

距。计算结果表明，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

缩小，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扩大，但总体上

收入差异呈扩大的趋势，偏离贡献率总和由０．９６

增长到０．９９。各村人均纯收入及相对偏离贡献

率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纵向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１０个固定观察

点的村民人均纯收入的均值明显增加，总体增幅

远超过１０％，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８２％的增幅，说明近些年福建省农村居民的收入

一直在快速增长。从横向来看，各村之间农村居

民收入差异显著。极差可以衡量农民收入变动的

绝对范围，２０１２年人均纯收入的极差为１０８７８

元，２０１５年的极差增长到２１１０８元。标准差是反

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各村平均纯收入离散程

度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标准差由３６９４增

加到６２２６，说明了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均值的差距

在逐渐扩大。计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变异

系数分别为０．３８０、０．３９１、０．３６６、０．４４７，整体呈

扩大趋势，说明各村之间的收入差异逐渐增大。

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

极差及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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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人均纯收入及相对偏离贡献率 元

村

２０１２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３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４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２０１５年

人均纯

收入　

与最高

收入之

比　　

偏离全

地区贡

献率　

村１ ７３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７５ ７３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９３ ７８９４ ０．４３ ０．０９１ ８４２５ ０．３０ ０．１１７

村２ １１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０２０ １３４８３ ０．７２ ０．０４４ １４４７０ ０．７８ ０．０４５ １５８５６ ０．５６ ０．０２２

村３ １５６１７ ０．９７ ０．１８６ １８６５６ １．００ ０．２２１ １８０８５ ０．９８ ０．１６８ １８９６２ ０．６７ ０．１１１

村５ １６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１７７ １７０１３ ０．９１ ０．１４９ １８５２０ １．００ ０．１６０ ２８４９４ １．００ ０．３２８

村６ ８３１６ 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９３９７ 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１０４９７ ０．５７ ０．０３２ １１７５７ ０．４１ ０．０４６

村７ ６５３２ ０．４１ ０．１４０ ６９８８ ０．３７ ０．１５６ ６８６５ ０．３７ ０．１７４ １０２０５ ０．３６ ０．１３０

村８ １１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２１ １１５２０ 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３０４０ ０．７０ ０．０１８ １５５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１８

村９ ５２０８ ０．３２ ０．１３４ ６４９４ ０．３５ ０．１１８ ６９６４ ０．３８ ０．１１７ ７３８６ ０．２６ ０．１４５

村１０ ８３６６ ０．５２ ０．０６２ ９４５３ ０．５１ ０．０６０ １０３９８ ０．５６ ０．０５２ １１５５０ ０．４１ ０．０７５

村１１ ７７７３ ０．４８ ０．０３２ ８４４５ 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９７７８ 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１１１２１ ０．３９ ０．０３３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人均纯收入差异情况 元

年份 极差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异系数

２０１２ １０８７８ ３６９３．６６ ９７２８．８ ０．３７９７

２０１３ １２１６２ ４２５０．８９ １０８７４．９ ０．３９０９

２０１４ １１６５５ ４２６６．８５ １１６５１．１ ０．３６６２

２０１５ ２１１０８ ６２２６．１７ １３９２５．６ ０．４４７１

　　（二）收入差异的空间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是以空间为载体的。依据１０

个固定观察点的区域地形，将１０个村分为平原

（村１、村５）、丘陵（村３、村７、村８、村１０）和山区

（村１、村６、村９、村１１）三组，再采用泰尔指数的

分解方法测算分组内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可

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构

特征。按照分组并计算得到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福建省１０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人均纯收入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总体

犜值 地区内差异 地区间差异

平原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丘陵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山区地区

组内差异 组间差异

２０１２ ０．０５４８１ ０．０２７７９ ０．０２７０２ ０．００６４２ ０．０８４８４ ０．０２９３３ ０．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７９６－０．０６３５１

２０１３ ０．０６０１５ ０．０３３４８ ０．０２６６８ ０．００３５２ ０．０８１７２ ０．０３７７７ ０．００８９７ －０．００７８１－０．０６４０１

２０１４ ０．０４５２６ ０．０１８６９ ０．０２６５８ ０．００４１１ ０．０９３７７ ０．０２４０９ －０．００８７２ －０．００９５１－０．０５８４７

２０１５ ０．０６３４５ ０．０１１９６ ０．０５１４９ ０．０１３５９ ０．１５１３９ ０．０１０４２ －０．０３０８４ －０．０１２０６－０．０６９０６

　　通过分区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比较可以发现，

农村居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整体上

看，泰尔指数呈增大的趋势，组内差异呈现减小趋

势，但组间差异呈增大趋势并逐渐成为主导泰尔

指数的主要因素。从三个地区的分组情况来看，

与总体的泰尔指数变动趋势相同，分组内差异减

小、分组间差异扩大，即同一村内部收入差异相对

于村与村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同时可以看到，丘

陵特别是山区分组内差异和分组间差异出现负值

这一现象，泰尔指数为负值说明发展落后的一些

农村实现了逆转，发展速度超过原先发展较好的

农村。这和福建以及全国大规模的对部分贫困的

村庄和居民加强的扶贫工作有关。

（三）收入来源差异

第一，总的趋势来看，由以农业收入为主逐渐

转向收入来源形式多样化。当前，农村居民的收入

空间关系展现了一个空间转换的逻辑，乡村的意义

日益与其所处的具体地理空间相分离［１４］。数据结

果显示，在经济发达区域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

较高，厦门、泉州、福州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达到６６．５％、５３．９％、５３％，

而山区南平、三明、宁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

分别占比总收入的５６．７％、５１．５％、５９．８％。财产

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步呈上升趋势，尤其转移

净收入大幅度上升，增速达到１１．４２％，成为增长

的新亮点。收入来源差异最大的是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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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经营收入，农户家庭农业投入占家庭经营

性投入的比例和种植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比例越少，则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

第二，通过对农村居民基本收入结构的考察，

就可看出空间关系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意

义。空间梯度、农户经济增长序次变动与农户家

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密切相关。［１５］由于不同地区自

然地理条件差异大、区域产业发展形态也呈现不

同的特点，收入来源也不同。以村５厦门市集美

区杏林镇杏林村为例，杏林村属于沿海区域的村

庄，交通十分便利，杏林大桥与厦门大桥连贯，实

现交通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渔业及相关

产业，２０１４年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８５２０元，财产性

收入明显高于村９。素有“闽东夏威夷”美誉的村

３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产业发展形态的多样，有

水产品、林果花卉、优质稻、无公害蔬菜、牲猪五大

特色产业，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仅次于村５厦门市

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

收入差异形成源于城乡关系中空间距离的远

近，源于所处地域资源结构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匹

配程度。村９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属于

闽西偏远的山区，因其地处闽西内陆地区，因此经

济结构相对而言较为单一，以农业为主，产业特点

和村５有比较大区别。对于空间上与城市隔离的

偏远乡村来说，城乡关系的“隔离抑制效应”会降

低农业生产的回报。为此，必须寻求合理的空间

规划和产业布局，通过“融合促进效应”，把更多的

经济政策资源投入到服务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去，这是顺应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和

经济发展的空间转换的必然要求。

（四）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一，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对农

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空间

要素的集中程度、生产力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农村

居民区域收入差距客观地存在，沿海地区与丘陵、

山区之间收入差异显著。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集

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区、丘陵、革命老区等自

然条件和地理条件较差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

低的地方。这些地区原来的贫困程度较深，当前

由于精准扶贫较大地改善了收入水平，贫困发生

率大大下降，但总体发展水平还是明显落后于沿

海区域。基础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状况仍是农村

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是区域协调发展问

题的“硬骨头”。

第二，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

的收入差异。由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

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毋庸置疑，工资性收入与

一个人的知识、技能的储备以及获取信息能力等

因素有很直接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

地区的教育落后原因所致，而教育的改变并非一

朝一夕。与生产力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对于收入

结构比较单一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农村居民也很

少拥有可以用来增值的动产和不动产，财产性收

入加大收入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四、政策建议

上述观察隐含着重要的政策逻辑，即准确把

握空间梯度与收入差异的基本形势，基于空间转

换逻辑，从区域合作、人才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

体系完善等方面通盘考虑，促进生产资源要素和

经济社会活动在区域空间上合理分布，从而实现

农村居民收入差序的空间转换。

（一）构建山海协作机制，拓宽山海合

作平台

针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可组织开展区域性结

对帮扶，实行一对一的合作，在管理体制、产业发

展、投融资等方面积极展开精准对接，由一村一策

到一家一策甚至一人一策合作帮扶。给予项目、

资金、政策支持，进行从人才、金融、创业等多方面

的专项扶持。打破制约山区、丘陵地区农村居民

增收的瓶颈，直面挑战，把握机遇。通过基础设施

相互贯通、贸易互相畅通、资金相互融通达到民心

相通，进而推动区域发展与合作，以实现整体上相

互协作、协调发展。

（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重点扶持，着

力“补短”

低收入群体往往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

的双低人员。为弥补以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非均衡性和层次性，尤其应重视低收入群体的教

育和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存量，有劳动能力的

保障他们通过充分就业提高收入。要遏制农村教

育和就业培训“轻农”“弃农”“离农”倾向，必须立

足“农”，把“农”搞活搞强，惠及农村居民。同时注

重对低收入群体家庭孩子的教育进行补偿，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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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一代穷，而代代穷的恶性循环。

（三）优化产品产业发展结构，促进农

业提质增效

一是明确区位优势，引入现代要素建设创意

农业，形成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区域农产品

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

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提升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帮

扶低收入群体实现产业化经营，增加村民的经营

性收入。

二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在农

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支

持发展特色家庭农场，可以采取家庭联合或股份

合作方式，以服务带动型为导向，带动低收入家庭

增收，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根

据各区域产业特色和发展定位，可扶持低收入群

体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把贫困户、弱势户引入到现

代农业发展新轨道，从而带动低收入群体充分参

与和受益。

（四）完善投融资体系，助力全面增收

一是拓宽农村合作融资平台。在政府加大对

农村金融的政策帮扶基础上，探讨农民、农业合作

社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渠道社会资本参与合作。

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贷款免征相关税费，经营成本实行贴

息、风险补偿等措施，从而引导更多农村金融流入

农村，服务农业、农民。

二是推动农村小额信贷政策不断完善，可以适

度加大信贷比率，尤其对于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

资金利用初见成效的项目，经过评估后，适当延长

其贷款年限，由３年增加到５年或更长的时间，真

正推动低收入群体全面提高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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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杨 永 辉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福建省５８个县级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将多个反映经济集聚

指标合成一个反映经济集聚的综合性指标，再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并分析高速铁路发展对

沿线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高速铁路发展使得沿线县域经济集聚相对于非沿线县经济集聚有所减弱；高速铁路发展对

沿海县经济集聚影响要明显小于内陆县，各县经济集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影响县域经济

集聚格局。

　　关键词：高速铁路；经济集聚；县域；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犇犗犐：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２０．０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９ １６

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Ｊ０１６５６）；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ＦＪ２０１８ＭＧＣＡ０３５）；全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项目（Ｙ２０１８０２）

作者简介：杨永辉（１９９６－），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本文信息：杨永辉．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２５３２．

　　一、引言

２００８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开通，截至２０１８

年末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数已位居世界第一。

２０１９年两会报告中提到仅在２０１８年我国就新

增４１００公里高速铁路运营里程，２０１９年将投

资８０００亿元于铁路建设，过去十年高铁在我国

从无到有，高铁技术从跟随到领先，高铁已成为中

国新名片。高铁经济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关

注，高速铁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交通效率，不但能

增加区域间的可达性［１３］，而且可以缩短区域间的

时空距离［４６］，使区域间人力、物力、财力的交流更

加便捷［７９］。各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引起某

些地区经济集聚［１０１１］，某些地区经济扩散［１２１４］，

最终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大量研究都集中

于全国各省或地级市这一层面，而县作为我国重

要的行政单位，它连接着各省市与城乡，比省市更

直接精准地反映经济变化情况，比城乡有更强的

行政权和更完善的行政结构。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我国共有２８５１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因此深入

研究高铁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情况显得意义重

大，而福建作为中国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进一

步研究高铁发展对福建县域经济集聚影响将有利

于未来高铁在县域规划布局。

以福建省高铁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为

着力点进行研究并分析，从以下两点进行改进以

丰富现有研究。第一，在样本数据选取方面，选取

福建省５８个县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为研究样

本，实证分析多条高铁线路开通分别在连续时间

上对相应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第二，在实证研

究方法上，首先采用因子分析，将多个用来衡量经

济集聚的因素综合成一个指标，其次使用双重差

分法估算高铁开通前后对相应县域经济集聚的影

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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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经济集聚的测度

对于经济集聚程度的判定有许多不同的指

标，通常使用劳动力密度、各产业区位熵、市场潜

力等，针对某一单一指标进行测算可能会有偏向

某一方面而导致评价误差，因此借鉴覃成林［１５］利

用因子分析将多指标综合成一个指标的评价方

法，结合福建省县域第一、二、三产业大致呈２∶５

∶３的经济发展特点，选取第二、三产业区位熵、

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内部消费需求５个指标综合

成一个指标来评判县域经济集聚情况。利用一个

综合性指标能够考虑多方面因素并直接进行评估

结果，提高评价准确性。各指标的测算方式如下：

县域第二产业区位熵计算公式为：２犆犛犻狋＝

（２犮犻狋／犮犻狋）／（２犮狋／犮狋），其中２犆犛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第二

产业区位熵；２犮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第二产业产值；犮犻狋表

示犻县狋年总产值；２犮狋 表示狋年全省第二产业产

值；犮狋表示狋年全省总产值。

县域第三产业区位熵计算公式为：３犆犛犻狋＝

（３犮犻狋／犮犻狋）／（３犮狋／犮狋），其中３犆犛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第三

产业区位熵；３犮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第三产业产值；３犮狋

表示狋年全省第三产业产值。

县域经济密度计算公式为：犈犇犻狋＝犮犻狋／犪狉犲犪犻，

其中犈犇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经济密度；犪狉犲犪犻 表示犻县

辖区面积。

县域人口密度计算公式为：犘犇犻狋＝犘犻狋／犪狉犲犪犻，

其中犘犇犻狋表示犻县狋年人口密度；犪狉犲犪犻 表示犻县

辖区面积。

借鉴覃成林［１５］计算城市内部市场需求的方

法构造计算县域内部消费需求计算公式为：犐犆犇犻狋

＝犆犇犻狋／（２／３ 犪狉犲犪犻／槡 π），其中犐犆犇犻狋表示犻县狋年

内部消费需求；犆犇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社会消费品总零

售额，犪狉犲犪犻表示犻县辖区面积，π取３．１４。

经过上述公式求出对应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

综合成一个评价经济集聚的指标犣犎犻狋，犣犎犻狋表示

犻县狋年经济集聚综合评价指标，值越大则表明犻

县狋年相对于其他县经济集聚程度要高。

（二）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

影响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福建省高速铁路发

展能否促进县域经济集聚。双重差分法是指一

个实验存在一对实验组与参照组，实验组在一

个外部条件作用下发生变化，而参照组则不受

此外部条件作用，进而得到实验组与参照组的

变化情况，再对比实验组与参照组变化的差异

性，得出此外部条件的净影响情况。由于福建

省拥有多条高速铁路且各条铁路发展初始时间

跨度较大，若直接将时间跨度忽略，统一成一个

共同的高速铁路发展起点，这样会造成巨大误

差，故参考张俊［１６］研究多期模型的方法，按照各

条铁路发展时间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多组实验，

分别研究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县域经济集聚的

影响情况。按照福建省高速铁路发展时间情况

将福建省５８个县进行划分，共设计三组实验，

实验一的实验组为福厦快速铁路和温福铁路设

立站点县，以２００５年为铁路发展起点；实验二

的实验组为龙厦铁路、厦深铁路和向莆铁路设

立站点县，以２００８年为铁路发展起点；实验三

的实验组为合福客运专列设立站点县，以２０１０

年为铁路发展起点，铁路发展起点即各组实验

控制变量的作用起点，参照组为没有设立高速

铁路站点县。设定估计模型：

犣犎犻狋＝β０＋β１犇犐犇犻狋＋γ犡犻狋＋狌犻＋狏狋＋ε犻狋 （１）

式中，犣犎犻狋表示犻县狋年经济集聚综合评价指标；

虚拟变量犇犐犇犻狋表示犻县狋年是否发展高速铁路，

如果有则取值为１，没有则取值为０；狌犻 为犻县固

定效应；狏狋 为狋年时间固定效应；β０ 为常数项；β１

为该模型估计的主要关注对象，其代表着高速铁

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净影响，若值为正显著，

则说明高速铁路发展增强铁路沿线县域经济集

聚；若值为负显著，表明高速铁路发展无法促进沿

线县域经济集聚；若该估计结果不显著，则说明高

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县域经济集聚无太大影响；ε犻狋

表示犻县狋年的残差；犡犻狋为犻县狋年的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后本文从县域产业能力、公共服务

水平和规模类型三个层面选取影响县域经济集聚

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反映第一产业能力的粮

食产量；反映第二产业能力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的对数；反映第三产业能力的金融深度；反映县

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政府干预程度；影

响人们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程度；反映县劳动

力数量和消费者数量的县常住人口规模和区分

县与县级市的县类型。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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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说明

县域经济水平（亿元） 犌犇犘犻狋 犻县狋年生产总值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调整后的值

粮食产量（万吨） 犳狅狅犱犻狋 犻县狋年粮食总产量

工业产值（亿元） 犌犢犆犻狋 犻县狋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调整后的值

金融深度（％） 犉犇犻狋 犻县狋年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狋年福建省总生产总值的比

政府干预程度（％） 犌犗犞犻狋 犻县狋年政府总支出占犻县狋年的犌犇犘

教育程度（万人） 犈犇犝犻狋 犻县狋年普通中小学在校生人数

县类型 犡犛犻 犻县是县级市则记为１，否则记为０

县规模 犡犑犻
犻县常住人口小于２０万记为１；常住人口２０万以上５０万以下记为２；常住人

口５０万以上１００万以下记为３；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以上记为４

　　（三）样本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本文所需数据是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到。相应

高速铁路发展起始时间通过搜索福建省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得到。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影响，故研究

中所使用的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和县域消费品零

售总额、政府支出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生产

总值均为相应年份数据除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

ＧＤＰ平减指数后的数据。本文主要研究福建省

高速铁路发展对５８个县经济集聚影响情况，相应

的市、区均不在分析范围，且永定和建阳撤县设区

后将从样本中剔除，故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变

量统计描述见表２。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犌犇犘犻狋 ８６６ １２７．９２ １７０．０４ ７．５１ １６３４．７１

犳狅狅犱犻狋 ８６６ １１．１５ ５．９７ ０．５８ ３３．４６

犌犢犆犻狋 ８６６ １９０．１４ ３６２．９２ ０．１２ ３６１３．３０

犉犇犻狋 ８６６ ０．４７ ０．２０ ０．１２ １．２８

犌犗犞犻狋 ８６６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４９

犈犇犝犻狋 ８６６ ５．９６ ４．９０ ０．９６ ２８．５８

　　三、结果分析

（一）县域总体经济集聚变化情况

首先将搜集的数据处理后按照相应公式分别

计算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福建省５８个县的第二、三

产业区位熵、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内部消费需求，

再按照年份分别对各指标取均值。各指标均值逐

年变化情况如表３所示。可以发现县域第二、三

产业区位熵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相对稳定，２００５年

起第二产业区位熵先明显降低，２００７年起显著增

加；第三产业区位熵从２００５年起开始显著减小；

县域经济密度则是在２００５年后逐步变大且变幅

越发明显；县域内部消费需求从２００５年起大幅提

高。２００５年是福建省高速铁路开始建设的一年，

而多个反映经济集聚指标都在此年及之后发生显

著变化。常用来研究经济集聚的五个指标有四个

都随着高速铁路发展有着明显变化，从五个不同

的角度出发测算衡量，结果有所不同，接下来将这

五个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来研究高速铁路的

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情况。

表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福建省县域经济集聚的变化情况

年份 二产熵 三产熵
经济

密度

内部消

费需求

人口

密度

２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９２ ０．０４ １．２２ ３．２４

２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９３ ０．０５ １．１８ ３．２４

２００４ ０．８０ ０．９３ ０．０６ １．３３ ３．３３

２００５ ０．７５ ０．９１ ０．０６ １．４７ ３．５８

２００６ ０．７８ ０．８８ ０．０７ １．６３ ３．５９

２００７ ０．８２ ０．８６ ０．０８ １．８６ ３．６０

２００８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１０ ２．３５ ３．６６

２００９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１２ ２．６９ ３．６９

２０１０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１３ ３．０９ ３．８０

２０１１ ０．９２ ０．８３ ０．１６ ３．６９ ３．８４

２０１２ ０．９３ ０．８２ ０．１９ ４．４４ ３．８４

２０１３ ０．９５ ０．８０ ０．２１ ５．０８ ３．８７

２０１４ ０．９６ ０．８０ ０．２４ ５．６７ ３．９２

２０１５ ０．９７ ０．８０ ０．２５ ６．４５ ３．９７

２０１６ ０．９８ ０．８０ ０．２７ ７．０９ ３．９２

　　首先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第二、三产业区位熵、

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内部消费需求这五个指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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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采用因子分析进行检验，发现各个指标之间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且犓犕犗检验显示取样足够度

大于０．６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显示相关系数矩阵非单

位阵，故可以使用因子分析。利用因子分析功能

将各县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第二、三产业区位熵、经济

密度、人口密度、内部消费需求合成一个综合性反

映经济集聚的变量犣犎。

根据所得结果发现，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设

有站点的县总体犣犎 值先变大后有减少趋势，表

明相对于其他县经济集聚有先增强后减弱的特

征。而没有站点县总体犣犎 值刚好相反先减小

后增大且为正，说明相对于其他县经济集聚有先

减弱后增强的特点。不同铁路沿线的县经济集聚

综合指标变化也有所差异，且与铁路发展年限也

有一定关联。分别从不同线路沿线县的具体情况

来看，随着２００５年温福铁路开始建造，使得原本

犣犎 值为负的福安市、福鼎市、闽侯县开始转为正

值，罗源县在铁路发展之前综合经济集聚指标值

一直为负且在全省５８个县中处于倒数位置，于

２００７年起犣犎 值由负转正，表明温福铁路的发展

促进了这几个县的经济集聚。但也有例外如沿线

的连江县２００５年起犣犎 值由正转负，霞浦县自

２００８年起综合经济集聚指标值为负且处于全省

倒数地位。厦深铁路于２００７年末开始建造，２０１３

年末运营，沿线的云霄县和漳浦县从２００７年起综

合经济集聚指标值由正转负，表明铁路发展抑制

了云霄县和漳浦县经济集聚。向莆铁路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末开始修建，２０１３年９月末运行，沿线的沙

县从２００８年起犣犎 值由负转正，建宁县和尤溪县

自２０１０年起综合经济集聚排名不再位于全省５８

县的后十名，说明向莆铁路的发展促进了沙县、建

宁县和尤溪县的经济集聚。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末合福

铁路开工，２０１５年年中开通，沿线的武夷山市、建

瓯市和古田县自２０１０年起一直位于全省各县综

合经济集聚排名的末尾。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高速铁路的发展使得人口和各生产要素

流动速度的加快，资源向原本就有优势地区比如

省会或直辖市流动导致一些县经济集聚程度减

弱，也有的县因为高速铁路的发展给其带来了新

机遇，充分利用高速铁路创造的条件，发挥自己的

原有优势产业，提高了经济集聚水平。

（二）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影响

根据上文的实验分组设计，按照高速铁路发

展时间的先后设置了三组对照实验，使用双重差

分估计法并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３．１进行估计检验高速铁

路的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情况，具体估计

结果见表４。主要关注的是变量ＤＩＤ估计系数，

先对三组实验不加其他控制变量进行估计得到表

４中的（１）、（３）、（５），再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后得到

表示中的（２）、（４）、（６）。

表４中，ＤＩＤ系数表示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

设站点县与其他县同期的经济集聚的差异变化情

况。模型（１）和（２）分别是实验一不含与包含其他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有没有其他控制

变量的加入对于ＤＩＤ系数变化不太明显，其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负显著，表明福厦快速铁路和温

福铁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沿线县域的经

济集聚情况，此外政府干预程度和粮食总产量也

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经济集聚，而教育水平的提

升，工业产值的提高有利于县域经济集聚。模型

（３）和（４）分别是实验二不含与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其中ＤＩＤ系数变化不大且均在１％

的统计水平上负显著，说明龙厦铁路、厦深铁路和

向莆铁路的发展没有促进沿线县域的经济集聚反

而使得经济集聚减弱，政府干预程度和县粮食年

总产量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估计系数也都在１％的

统计水平上负显著。模型（５）和（６）分别是实验三

不含与包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ＤＩＤ系数

在５％的统计水平上负显著且数值没有发生变

化，说明了合福客运专列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沿线

县经济扩散而非集聚。从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的情况可以发现县级政府干预程度和县年粮食总

产量均可能会抑制经济集聚，县的教育程度、第二

产业产值、金融深度、县级人口规模以及县级市或

非县级市均可能对经济集聚产生一定正面的影

响。造成上述估计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高速铁路的

建设征用了部分土地，部分地区施工使得交通不

便，造成县里部分工厂和人员去周边交通便利的

地方发展。高速铁路建成后，交通便利能够吸引

更多外来人员和游客以及部分劳动力回流，但同

时为县里的人们去省会、直辖市等经济发展好的

地方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利于各生产要素进一步

向这些地方集聚，导致铁路沿线县的经济集聚情

况减弱。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建设高速铁路站点

的县，内部结构比较稳定，没有建设铁路给其带来

的影响可能会吸引到一部分劳动力和厂商在此设

立工厂等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县产生经济集聚。

８２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表４　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犇犐犇
－０．４７

（０．１０）

－０．３６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１０）

犌犗犞
－３．１３

（０．４５）

－２．０３

（０．３４）

－２．２４

（０．５２）

犈犇犝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犳狅狅犱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ｌｎ犌犢犆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犉犇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５８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１８）

犡犑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０７）

犡犛
０．２８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１０）

０．４１

（０．０９）

＿犆犗犖犛
－１．１９

（０．０３）

－２．１７

（０．２８）

－１．３３

（０．０３）

－２．３４

（０．２４）

－１．１４

（０．０５）

－２．５８

（０．３４）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６２８ ６２８ ６５８ ６５８ ５６６ ５６６

犚２ ０．４３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５１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 的水平上显著；２．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变量的标准误；３．时间和区域固定

效应通过在实验中分别添加时间和县虚拟变量来衡量。表５，表６的注释同表４。

　　（三）高速铁路发展对沿海与内陆县域

经济集聚的影响

　　前面按照高速铁路发展的时间不同划分成三

组实验检验了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县域经济集聚

影响情况，本节将着重探究沿海高速铁路与内陆

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沿线县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情

况。由于沿海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发达，内陆

地区多山且缺乏水运等因素会导致沿海与内陆的

区位差异显著，从而导致地区间生产生活方式存

在差异，高速铁路的发展可能会对沿海与内陆县

的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按照高速铁路发

展时间分组类似将福建省５８个县分为沿海的高

速铁路沿线县、内陆的高速铁路沿线县以及其他

县，共设置两组对照实验，实验四的实验组为沿海

的温福、福厦和厦深铁路设立站点县，以２００５年

为铁路发展起点；实验五的实验组为内陆的合福、

向莆和龙厦铁路设立站点县，以２０１０年为铁路发

展起点，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

表５。

表５　沿海和内陆高速铁路发展分别对

县域经济集聚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犇犐犇
－０．２５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９）

犌犗犞
－２．８２

（０．５２）
－２．６１

（０．４５）

犈犇犝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犳狅狅犱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ｌｎ犌犢犆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２）

犉犇
０．２８

（０．１４）
０．６１

（０．１８）

犡犑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７）

犡犛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３７

（０．０９）

＿犆犗犖犛
－０．０５

（０．０３）
－２．１６

（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２．３３

（０．２９）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６８８ ６８８ ５５３ ５５３

犚２ ０．４６ ０．５４ ０．３５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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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中，ＤＩＤ系数表示沿海或内陆高速铁路

发展对沿线设站点县与其他县同期的经济集聚

的差异变化情况。模型（１）和（２）、（３）和（４）分

别是实验四和实验五不含与包含其他控制变量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有和没有其他控制变量

的加入 ＤＩＤ系数变化不超过０．０８，且至少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负显著，表明不论是沿海还

是内陆高速铁路的发展都无法推动沿线县经济

集聚，从ＤＩ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高速铁路的发

展对沿海县经济集聚影响小于内陆县。从其他

控制变量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县级政府干预程度

和县年粮食产量对经济集聚有副作用，而县教

育水平、第二产业产值、金融深度和县是否为县

级市都能正向影响经济集聚，对于内陆县而言，

县人口规模的大小也会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但

对于沿海县来说影响不明显。出现上述估计结

果的原因可能是：沿海县在高速铁路发展之前

交通相对于内陆地区便捷，虽然高速铁路的开

通能够使人们出行更加便捷，从而使得部分劳

动力以及产业迁至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地区，使

得县域经济集聚变弱，且对内陆地区来说效果要

比沿海地区更为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高速铁路发展对县域

经济集聚影响时，要求实验组和参照组经济集聚

情况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为此本文将假设高速

铁路发展时间往前提两到三年，再一次估计高速

铁路发展对县域经济集聚影响，若估计结果核心

解释变量不显著则证实本文所做估计满足实验组

与参照组具有相同变化趋势的假设。

表６中的模型（１）为假设实验一的时间提前

三年；模型（２）为假设实验二的时间提前两年；模

型（３）为假设实验三的时间提前３年；模型（４）为

假设沿海高速铁路发展时间提前三年；模型（５）为

假设内陆高速铁路发展时间提前三年，分别估计

假设时间提前后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县域经济集

聚作用。

表６　将各组实验中高速铁路发展时间提前后的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沿海 （５）内陆

犇犐犇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２）

犌犗犞
－３．１３

（０．４６）

－１．９６

（０．３４）

－１．９２

（０．４５）

－２．５６

（０．４５）

－２．０９

（０．５０）

犈犇犝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犳狅狅犱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ｌｎ犌犢犆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犉犇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５６

（０．１３）

０．６３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１８）

犡犑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０７）

犡犛
０．２９

（０．０９）

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０９）

＿犆犗犖犛
－２．０８

（０．２８）

－２．３８

（０．２５）

－２．８９

（０．３５）

－２．３４

（０．３３）

－２．６９

（０．３７）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６２８ ６５８ ５６６ ６８８ ５５３

犚２ ０．５５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５１

　　从表６中模型（１）、（２）、（３）、（４）、（５）的估计

结果可发现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Ｄ不显著，从而验证

本文所做估计的无偏性，增强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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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与讨论

高速铁路的发展能够改善地区的区位因素，

促进高速铁路沿线区域各种生产资料的交流从而

改善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格局。本文通过因子分析

法将福建省５８个县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第二、三产业

区位熵、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内部消费需求５个

指标综合成一个指标来评判县域经济集聚情况，

并结合双重差分法，将高速铁路发展作为实验控

制变量，实证研究福建省高速铁路的发展能否使

得县域经济集聚加强。

研究发现：

（１）随着高速铁路发展福建省各县第二产业

区位熵、经济密度、内部消费需求有显著的增大，

但第三产业区位熵值呈减小趋势。说明从不同的

指标观测高速铁路发展带来的经济集聚影响会有

差异，故需要从一个综合角度出发研究。

（２）高速铁路发展对于沿线县经济集聚具有

负作用。在高速铁路发展对综合经济集聚指标

的估计中发现高速铁路发展变量的估计系数负

显著，说明高速铁路发展可能会使沿线县域经

济扩散，生产要素更易流失，使得高速铁路沿线

县的经济集聚水平低于其他非沿线县的经济集

聚水平。

（３）沿海或内陆高速铁路发展线路均不利于

沿线县经济集聚，但高速铁路发展对于沿海县的

经济集聚影响要小于内陆。

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因县制宜利用高铁发展县域经济。各

县级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各县之间的发展状况，充

分利用县发展的优势产业，带动其产业的发展，还

要深度挖掘各县自身独特优势，把握高速铁路发

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例如可将武夷山风景区，

古田会议会址等打造成区域名片，利用高铁的发

展吸引更多游客；借助高铁发展扩大极具地域特

色的寿山石雕、德化瓷器等的市场；把闽剧，闽菜

等区域文化遗产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因县制

宜并结合高速铁路发展的优势条件使各县经济朝

着多元化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前行。

第二，在县域内部实行差异化投资以实现资

源的最优配置。高速铁路发展在短期内需要大量

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产生效益却是长期的，

因此需要协调好资源配置，兼顾福利和经济效应。

对于高速铁路发展能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产业应

该在后续规划时多分配预算投资，充分利用高速

铁路发展带来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促进经济

集聚。

第三，高速铁路沿线县在享受高速铁路发展

带来的便利和优越条件外，还应该充分意识到其

可能会对经济集聚产生负面影响，故应该积极采

取应对措施，在发展规划铁路线路时充分考虑各

县发展的特点，避免盲目，使得高速铁路站点布局

科学合理化。

第四，重视县之间的线路连接，充分发挥各县

优势，着力打造高铁经济带。各县之间铁路发展

能够促进各县之间互联互通，有利于彼此优势产

业沿着高速铁路线蔓延。莆田和三明服务业极具

优势，高速铁路的发展有利于县生产要素集聚于

沿线地区，发挥集聚效应。宁德县在科技创新方

面优势明显，与其联通高速铁路后有利于人才沟

通和高新技术的传播应用。泉州晋江市制造加工

业具有一定的优势，高速开通改善了区域间的可

达性，能够使高技术人员集中创造更大价值，收购

兼并小规模的企业工厂，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加

快县之间高速铁路线路发展，便于沿线各县生产

要素流通从而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可以根据自

己的长处选择适宜的工作，各区域优势加强所产

生的经济集聚效益能够辐射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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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毛馨敏，　卞莉莉

（福建农林大学 公管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

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

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

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

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

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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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３３４０．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凸显，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当务之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攻坚克难，进一步实现生

态文明发展的新跨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乡村。建设美

丽乡村的重要理念是生态宜居，良好生态环境是

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

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户

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中极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研

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环境友好行为通常是指个人主动参与、付诸行

动来解决和防范生态环境问题的行为，一般包括参

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愿意通过捐助参与环境保

护、参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１３］。根据众多学者

的研究发现，在探讨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内在机理

时，大多从“个人层面”来讨论，如环境风险感知［４］、

环境知识［５］、环境认知［６］等。而农村环境治理是需

要许多个体共同参与才能解决的公共问题。所以，

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的研究，除了考虑个体因素之

外，还应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关系层面”因

素的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可以提供了一个理

想的视角。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社会资

本主要由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组成，指个体

之间的联系并内嵌于社会中的资源，有助于人们为

了共同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７］。本文以Ｐｕｔｎａｍ的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从以下三个层面即社

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与农户环境友好行为

意愿之间的理论关系，通过追踪福建、安徽、陕西三

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了上述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对农户环境

友好行为的两个不同层次的环境友好行为意愿，即

环境维护和环境促进意愿的影响，并从根本上提出

适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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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以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

架，Ｐｕｔｎａｍ认为社会资本之间较好的轮回可以

形成“社会均衡”，并且在持续的进化发展中产生

更高水平的信任、规范与组织。并在他自己的著

作中指出，社会资本中至关重要不能缺少的要素

就是信任，例如在一个整体中，相互信任程度越

大，那么他们在一起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越高。与

此同时，社会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由信任产生的。

而模式、社会化和惩罚都是来约束社会规范的。

基于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理论此篇文章认为：影

响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是社会信任、社会网

络、群体规范三个重要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信任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在信任维度上，Ｌｅｗｍａｎ认为，需将社会信

任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且人际信任、制

度信任的对象和产生机制的差异性较大，不可

模糊地统一对待［８］。Ｂｒｕｎｉｅ认为社会成员之间

的信任态度是整体社会系统的重要资源，让个

体在面临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时相互协助从而

降低行动的交易成本［９］。Ｃｏｌｅｍａｎ认为增加人

们自发性的社会行为，能够降低管理成本［１０］。

制度信任是指个体在人和人交际过程中受到的

法律法规等制度的约束［１１］。部分学者在研究环

境领域时发现社会信任会对个体环保行为意愿

产生影响。例如ＰｅｔｚｏｌｄａｎｄＲａｔｔｅｒ指出了那些

信任其他人会参与合作的人会更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１２］。Ｈａｒｌａｎｄ认为，在面对

环境问题中，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的信任度，对

其行为决策有直接影响［１３］。根据以上的分析，

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１：社会信任对其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２：社会信任对其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二）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重点是重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

系，个体在做决策时不是孤立的，他所在的社会网

络会影响着他的决策［１４］。中国农户之间存在着

繁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

们的生产活动［１５］。农村是个“乡土本位”的社会，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得以存在的基础环境。每个

网络层面中夹杂着丰富或异质性的信息资源，通

过其关系获取信息资源，并依靠传播、引导与效仿

等方式从而助推自身行为决策［１１］。根据以上的

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３：社会网络对其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４：社会网络对其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三）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群体规范是通过周围社会环境的评价对个体

信仰和评估结构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

用［１６］。就群体规范论述及表征而言，其范畴宽泛

且较复杂，包括行为准则、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和

价值标准等［１７１８］。而在农村地区，诸多学者研究

发现道德伦理处于群体规范的核心且发挥重要作

用，如不遵守规定的村民要承担失去和睦的邻里

关系、个人面子及名誉声望等惩罚［１９］。根据以上

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５：群体规范对其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６：群体规范对其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假设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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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模型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８年

７月对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３省农户参与环境

污染整治的问卷调查。选取这三个地方展开调研

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三地方位于东、中、西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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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三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水平都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其次三地之间的距离较远，一定程度上防

止了空间的内生性；另一方面，选取这三个最早一

批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的省份，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和完善程度有差别，可以有效区分样本的变异度。

其中，福建省中选取福州市的闽清、宁德的古田、

三明的沙县、南平的延平和武夷山、龙岩的新罗和

永定共７个县区；安徽省中选取合肥市的长丰和

肥东、阜阳的阜南和界首共４个县区；陕西省中选

取西安的临潼、延安的宝塔、榆林的靖边共３个县

区，一共调查了１４个县，每个县区选取４～５个乡

镇（共３４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２～６个村（共

１０２个村）；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问卷采

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涉及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农户对环境的心理感知和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的情况等。问卷共回收５２９份，除去

无效问卷，最终获得５０９份有效问卷。

分析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①调查对象主

要以男性为主，占比５１．６７％。②中老年人居多。

样本多数处于４６～６５岁，占５４．０２％；３６～４５岁

６３人，占１２．３８％；３５岁以下４９人，占９．６３％。

原因是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大多数

老年人多在家务农或照顾小孩，与农村现实情况

较为符合。③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为

初中及以下者占８９．２％。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普

遍较低。④调查对象少部分为党员。党员比例仅

占１０．４１％。⑤调查对象大部分为中下等收入水

平。所调查的农户年收入在１０万元以下的占

７８．５８％；１０～２０万元收入的占１５．５３％；２０万元

以上的仅占５．８９％。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农户个体特征及基本情况描述

类别 分组 户数 占比／（％）

性别　　
男 ２６３ ５１．６７

女 ２４６ ４８．３３

≤３５ ４９ ９．６３

＞３５～４５ ６３ １２．３８

年龄　　 ＞４５～５５ １４６ ２８．６８

＞５５～６５ １２９ ２５．３４

＞６５ １２２ ２３．９７

≤６ ２７５ ５４．０３

受教育年限（年）
＞６～９ １７９ ３５．１７

＞９～１２ ３５ ６．８７

＞１２ ２０ ３．９３

是否党员
是 ５３ １０．４１

否 ４５６ ８９．５９

３万元及以下 ２０１ ３９．４９

３～５万元（不含５万元） ５０ ９．８２

家庭收入 ５～１０万元（不含１０万元） １４９ ２９．２７

１０～２０万元（不含２０万元） ７９ １５．５３

２０万元及以上 ３０ ５．８９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综合已有研究［２０２１］及实地调研的情况，本文选

取变量表征方式详细说明如下：选取“村里的人是

可以相信的”［２２］、“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２２］、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２３］这三个变量来表征社

会信任；“生活中也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每逢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加”［２４］，这两个变量表征社

会网络；“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会采取行

动”［２５］、“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２６］，这两个

变量表征群体规范。“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

相关信息”、“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

理”［２１］来表征环境维护行为意愿；“是否愿意参与

环境宣传活动当中”、“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

理意见”［２７］。本文采用李克特５分法对结构方程

模型中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三个潜变

量进行测量（１＝完全不同意，２＝较不同意，３＝一

般，４＝较同意，５＝非常同意）；对于环境行为意愿，

本文借鉴李秋成［２０］等的研究，将农户的环境行为

意愿分为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两个潜变量进行测量（１＝是，０＝否）。据此，对社

会资本和环境行为意愿的变量说明及统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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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户社会资本、环境行为意愿的变量说明及统计

潜变量 测量项目 均值 标准差

村里的人是可以相信的（ＳＴ１） ２．６５４ １．１３１

社会信任（ＳＴ）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ＳＴ２） ２．８２４ １．４８６

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ＳＴ３） ３．５０９ １．５３４

社会网络（ＳＮ）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与（ＳＮ１） ３．７２８ １．４２８

生活中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ＳＮ２） ２．５１４ １．３６７

群体规范（ＧＮ）
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会采取行动（ＧＮ１） ３．３６３ １．４７９

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ＧＮ２） ３．７０７ １．３１７

环境维护行为意愿（ＥＭＩ）
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相关信息（ＥＭ１） ０．６４３ ０．５２５

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ＥＭ２） ０．７６６ ０．４２４

环境促进行为意愿（ＥＰＩ）
是否愿意参与环境宣传活动当中（ＥＰ１） ０．７５６ ０．４３０

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理意见（ＥＰ２） ０．７８４ ０．４１２

　　（三）研究方法

１．研究方法的选取

社会资本、环境行为意愿属于主观认知，所

以具有主观测量误差的特点。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可为处理

难以观测主观潜变量，同时还能分析变量的误差，

是将测量与分析融为一体的计量研究［２８］。所以，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

愿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２．模型设定

建立测量各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模型，模

型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η＝βη＋Γξ＋ζ （１）

狔＝Λ狔η＋ε （２）

狓＝Λ狓ξ＋δ （３）

方程（１）是总的结构方程模型，表示内生潜变

量η和外源变量ξ之间的关系，模型中的β和Γ

是系数矩阵，ζ为残差项。方程（２）和方程（３）是

测量模型，表示可观测变量狔、狓与内生潜变量η
和外生潜变量ξ之间的关系，Λ狔 和Λ狓 则表示回

归权数，ε和δ表示测量误差。

四、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资本及环境行为意愿的信度

和效度检验

为增强文章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本文进行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为表

３所示。信度是指问卷的可信程度，根据测量问

卷的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的值为０．５３７。同时，各

潜变量的组合信度的值０．５４１～０．６４５。可知本

文内部结构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可信度。效度是

指测量方法能准确反映测量变量的程度。本文运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样本数据因子分析，所得结果

的犓犕犗 值为０．６０３。总体来看，模型适合做因

子分析。综合来看，模型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即

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建构强度。

表３　测量变量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测量题目项 标准化载荷 组合信度 平均提炼方差

社会信任（ＳＴ） ０．７１ ０．４５
村里的人是可以相信的（ＳＴ１） ０．６７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ＳＴ２） ０．６９

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ＳＴ３） ０．６５

社会网络（ＳＮ） ０．６７ ０．５１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与（ＳＮ１） ０．７８

生活中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ＳＮ２） ０．６４

群体规范（ＧＮ） ０．６３ ０．４７
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会采取行动（ＧＮ１） ０．７２

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ＧＮ２） ０．６４

环境维护行为意愿（ＥＭＩ） ０．７２ ０．５７
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相关信息（ＥＭ１） ０．７５

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ＥＭ２） ０．７６

环境促进行为意愿（ＥＰＩ） ０．７６ ０．６１
是否愿意参与环境宣传活动当中（ＥＰ１） ０．７６

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理意见（ＥＰ２） ０．８０

　　　　　注：表示狆＜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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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型拟合和检验假设

由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整体适配度检验指标

可知（表４），初步拟合的χ
２ 为１３５．１３８，但是

犆犕犐犖／犇犉、犚犕犚、犌犉犐、犖犉犐、犚犉犐、犆犉犐、犘犆犉犐、

犃犐犆指标都不符合评价标准。根据模型路径系数

与修正指数修正后，模型的χ
２ 显著变小为６０．４９２，

各适配度评价指标均符合评价标准。结构方程模

型所得的回归结果及路径如图２所示。

表４　结构方程的评价体系及拟合结果

统计检验量 建议值 初步模型 最终模型

犆犕犐犖／犇犉 ＜２ ３．６１０ １．８９０

犚犕犚 ＜０．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

犚犕犛犈犃 ＜０．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１

犌犉犐 ＞０．９０ ０．６９４ ０．９１３

犃犌犉犐 ＞０．９０ ０．９１５ ０．９５９

犖犉犐 ＞０．９０ ０．８４７ ０．９０２

犚犉犐 ＞０．９０ ０．８４５ ０．９２８

犆犉犐 ＞０．９０ ０．８９５ ０．９１３

犘犆犉犐 ＞０．５ ０．４４２ ０．５３１

犘犖犉犐 ＞０．５ ０．４１２ ０．５０１

犃犐犆 同时小于独立和饱和模型 １９７．１３８，１３２，４０４．６６３ １２８．４９２，１３２，４０４．６６３

犆犃犐犆 同时小于独立和饱和模型 ３６０．５３９，４６２．６４３，４７９．８８５ ３０７．７０６，４６２．６４３，４７９．８８５

　　（三）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

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比较标准化路径系数本文发现，不同层

次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

差异性（见表５）。具体而言，在环境维护行为意

愿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影响最强（β３＝

０．５４３），其次为“群体规范”（β５＝０．４７７）和“社

会信任”（β１＝０．２５０），说明在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中，农户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最强，其次对他人的

信任程度和群体意见的压力也会对其环境维护行

为意愿产生影响。在环境促进行为意愿中，社会

资本中的“群体规范”影响最强（β６＝０．２７８），其次

为“社会信任”（β２＝０．１９９）和“社会网络”（β４＝

０１１２），说明在环境促进行为意愿中，农户会受到

群体规范的影响最强，其次是对他人的信任度和

接触的人际关系及信息网络也会对其环境促进行

为意愿产生影响。具体假设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的结果为图２所示。

表５　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回归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犖．犆）标准误差（犛．犈）临界比率值（犆．犚）标准化系数（犛．犆）显著性（犘）

社会信任→环境维护（ＳＴ→ＥＭ）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２ ２．７６４ ０．２５０ 

社会信任→环境促进（ＳＴ→ＥＰ） ０．２１７ ０．２３１ ２．０７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３８

社会网络→环境维护（ＳＮ→ＥＭ） ０．６２８ ０．０７７ ３．５９８ ０．５４３ 

社会网络→环境促进（ＳＮ→ＥＰ）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７ ２．３３８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９

群体规范→环境维护（ＧＮ→ＥＭ） ０．５７２ ０．１９５ ２．７８６ ０．４７７ 

群体规范→环境促进（ＧＮ→ＥＰ） ０．３２４ ０．１１０ １．０１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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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假设模型检验结果

　　根据图２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信任对环境

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５，在１％的显著

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假设１

得到了验证，且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

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０．２５个标准差；社会

信任对环境促进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０，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

愿，假设２得到了验证，且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标

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促进意愿增加０．１９９个

标准差。可能的解释：首先，来自邻居亲戚和政

府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户参与环境治理

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进而提高农户的参与环境

治理意愿。在经济比较不发达山地区，农户与

邻居和亲朋好友长期的“串门”、与邻居的“抬头

不见低头见”等交流形成了比较强烈的情感认

同，信任程度越高则越能降低行动成本，农户更

愿意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其次，农村环境

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物品，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

的扶持政策，若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就

越有利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内心认同，增强农

户对未来环境治理美好前景的信心，从而提高

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社会网络对环境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０．５４，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

境治理意愿，假设３得到了验证，且社会网络每增

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

０．５４３个标准差；社会网络对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的路径系数为０．１１，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假设４得到了验证，且

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

促进意愿增加０．１１２个标准差。可能的解释：首

先，农户积极参与村委会组织的活动，使得农户主

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更强，更愿意参与到环境治理

中。其次，农户主动通过网络渠道获取资源，往往

眼界更为开阔，主动关心环境相关信息的农户更

愿意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

群体规范对环境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０．４８，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

境治理意愿，假设５得到了验证，且群体规范每增

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

０．４７７个标准差；群体规范对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８，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假设６得到了验证，且

群体规范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

促进意愿增加０．２７８个标准差。群体规范作为一

种非正式制度规范，在当今农村社会中，血缘和地

缘形成的传统规范等道德伦理能较好约束和引导

农民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农村环境更多具有公

共属性，如果不参与集体活动约束力越强，那么对

公共领域的自治约束力就较大，进而更有助于增

强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识。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路径

系数越显著，且方向是正相关，则说明农户的社会

资本储量对环境行为意愿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社

会资本储量越丰富，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环境

治理中。

８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五、结论

本文基于福建、安徽、陕西３省的农村环境调

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

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

究。首先，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对农户

环境维护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为：

社会网络＞群体规范＞社会信任。其次，社会信

任、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促进意愿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影响程度为群体规范＞社会信任＞社会

网络。

六、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来看，社会资本通过社

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影响着农户参与环

境治理的意愿。目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

农村社会资本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何合理

运用农村现有的社会资本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

理的意愿，推动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从而促

进“美丽乡村”的目标实现，本文提出以下的政

策建议：

（１）加强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进农户的人际

信任。发动村民积极参与农村合作组织，建立起

农户之间互惠合作功能，促使农户与农户之间形

成良好的信任机制。同时，彰显农村合作组织的

模范功能，在遵守村规民约、村落习俗等起到领导

作用，还可以通过提高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提高农户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挥群体规范制

约作用，进而减少环境治理过程中交易成本。

（２）考虑环境治理中农户的利益需求，提高农

户的制度信任。良好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是农

户参与环境治理的保障，政府在考虑环境治理问

题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需求。从政策层

面建立起系统的环境保障体系，制定合理的环境

补贴标准，明晰环境治理补偿对象和补偿途径，进

一步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及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

的意愿。

（３）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宣传，提高农户保

护农村环境的意识，充分发挥媒体互联网的监督

作用，强化农村道德约束作用的发挥。农村作为

具有乡土气息的熟人社会，注重讲“情”、“礼”，更

多的是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乡间约定［２９］，所以要

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带头作用，带头遵守村规民约

等，更好的发挥群体规范的制约作用。

（４）构建多层次环境治理信息渠道，拓宽农户

的关系网络。结合农村合作组织、村委会等载体，

利用网络、电视和广播、新闻发布会等多种途径构

建多层次环境治理信息渠道，尤其是通过环境治

理的集体活动，增进农民的交往并形成情感交流

与经营互动，拓宽林农关系网络；而农户要善于利

用关系网络渠道获取资源，从而提高参与环境治

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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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４１ ０８

混合铁路网下的京津冀重要城市节点通达性分析

马　威１
，２，　张天伟２，　商　霖３

（１．河北省交通安全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３．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通达性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区域一体化联系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研究混合铁路网下

各城市节点的通达性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考虑高速铁路、普

速铁路组成的混合铁路网，基于距离度量模型和空间句法分别建立实际出行通达性模型和拓

扑空间通达性模型，研究京津冀重要城市节点之间的通达性状况，分析其与城市政治、经济定

位的匹配现状。结果表明：当前混合线网条件下，京津两地铁路出行便捷，通达性优势明显，且

与其政治经济地位匹配良好；保定、石家庄、廊坊、衡水、唐山、沧州、邢台、邯郸次之；张家口、承

德、秦皇岛处于第三梯队，通达性不佳且未能很好地匹配其政治经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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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马威，张天伟，商霖．混合铁路网下的京津冀重要城市节点通达性分析［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４１４８．

　　一、引言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

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

之间融合互动，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

市群发展［１］。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而区域路网的

通达性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区域一体化联系与发展

的先决条件。在此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混合铁路网

下重要城市节点的通达性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来看，“通达性”是一个相对广义、灵活的

概念，综合理解，可认为其既是交通出行的客观便

捷程度，也能反映主观上节点选择的优先级；可当

作实体空间的区位评价，又能表征网络空间中节

点连接关系。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通达性

研究的多种方法，马开森［２］等人提出了基于引力

度量模型、交通综合距离模型、道路加权密度模型

的交通一体化水平度量方法。王兆峰［３］应用ＧＩＳ

空间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城市群旅游流

联系强度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高兴川等［４］以省

会、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为节点，运用时间距离

模型探讨其通达性演变过程。邓良凯［５］等人基于

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铁路站点复杂网络结构模

型。张安琪［６］等提出一种基于空间句法的城镇土

地定级因素道路通达度作用分的计算方法。

ＫａｙｌｅｉｇｈＢ
［７］利用不同的量化措施，分析了步行、

辅助交通和驾驶基于空间位置的可达性。Ｓｈｉｗｅｉ

Ｌｕ
［８］等从国家层面，将各车站的时间可达性分四

个阶段进行了不平等性分析。综合上述研究现

状，目前对于通达性的研究集中在基于距离度量

模型或网络分析理论，研究通达性所呈现的交通、

地理区位状况或时空演化特征，实现了对通达性

从定性到定量的分析，但具体到区域混合铁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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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节点通达性研究鲜有涉及，且方法上少见对

多种通达性模型的综合运用。

本文在理解吸收上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

通达性研究思路进行了适当改进，认为研究混合

铁路网下的城市节点通达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综

合考虑：考虑路网中城市节点覆盖的线路距离、出

行效率及出行成本等与路网实际属性相关的通达

性，本文称其为实际空间通达性，一定程度上反映

当前混合铁路网下各城市节点铁路出行便捷程

度；而如果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位及连接关系抽

象为拓扑结构，探究节点的拓扑深度和连接关系

也能反映节点间的通达关系，本文称其为拓扑空

间通达性，表征混合铁路网下节点区位状态，区位

越优潜在运输能力越大。综合两项研究结果，可

反映混合铁路网下各重要节点当前的出行便捷程

度和潜在运输能力。选取京津冀区域１３个重要

城市节点，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境内

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承德、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１１个设区市，重点研究其

在混合铁路网下的通达性，并分析其与城市政治、

经济定位的匹配现状。

二、京津冀混合铁路网实际空间通达

性研究

（一）实际空间通达性模型建立

金凤君［９］最早提出“距离度量模型”，定量分

析了我国铁路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通达性影响。

本文在此模型基础上，从空间距离、出行效率、出

行成本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如下实际空间通达性

模型。

１．空间距离通达性模型

以当前京津冀混合铁路客运网络为基础，以

重要节点间最小铁路出行线路里程为元素，构建

铁路里程空间距离矩阵犔：

犔＝［犾犻犼］狀×狀 （１）

式中，犾犻犼为城市犻到城市犼之间的最短铁路出行

线路里程，当两城市节点间存在直达列车时，犾犻犼＝

犚犻犼。犚犻犼为两城市间铁路直达线路里程；否则，犾犻犼

取一次中转的线路里程，即犾犻犼＝ｍｉｎ（犚犽犻＋犚犽犼）；

考虑到旅客实际出行选择，若无法一次中转到达，

犾犻犼＝∞；当犻＝犼时，犾犻犼＝０；当犻≠犼时，犾犻犼＝犾犼犻。建

立模型如下：

犇犻＝∑
狀

犼＝１

犾犻犼 （２）

式中，犇犻 为城市犻的空间距离通达性值，即表示

网络中某节点到其他节点最短路径的和，显然值

越小，该节点的交通区位越有优势。

空间距离通达性指数：

α犻 ＝
１

狀∑
狀

犼＝１

犇犻
犇犼

（３）

式中，α犻为城市犻的空间距离通达性指数，表示城

市犻与其他城市节点通达性的比较关系。

２．出行效率通达性模型

以混合铁路网下重要节点间最短铁路出行时

间为元素，构建铁路出行时间矩阵犜：

犜＝［狋犻犼］狀×狀 （４）

式中，狋犻犼为城市犻到城市犼之间的最短铁路出行

时间，当两城市节点间存在直达列车时，狋犻犼＝犙犻犼。

犙犻犼为两城市间铁路直达出行时间，否则，取一步

中转的铁路出行时间，即狋犻犼＝ｍｉｎ（犙犽犻＋犙犽犼）。当

犻＝犼时，狋犻犼＝０；当犻≠犼时，狋犻犼＝狋犼犻；借助空间距离

矩阵和时间距离矩阵构建出行效率矩阵：

犈＝［犲犻犼］狀×狀 （５）

式中，犲犻犼为城市犻到城市犼之间的出行效率，即旅

客选择铁路出行，单位时间的位移，即：犲犻犼＝犾犻犼／狋犻犼

（犻≠犼），当犻＝犼时，犲犻犼＝０。

出行效率通达性值：

犘犻＝
１

狀－１∑
狀

犼＝１

犲犻犼（犻≠犼） （６）

式中，犘犻 为出行效率通达性值，表示节点犻到其

他节点出行效率的平均值。

出行效率通达性指数：

β犻 ＝
１

狀∑
狀

犼＝１

犘犻
犘犼

（７）

式中，β犻为城市犻的出行效率通达性指数，以反映

城市犻与其他城市节点间出行效率通达性的比较

关系。出行效率的值和系数越大说明该节点在网

络中的通达性状况越好。

３．出行成本通达性模型

考虑到经济因素，由于每个城市的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有差异，而两个城市间往返的铁路票

价基本一致，这就造成了相同的票价对于不同城

市居民的接受度是不同的，表现在居民对票价的

主观接受度会造成客观上路网中不同城市间的通

达性差异。所以，建立如下出行成本通达性模型：

首先以节点间最短铁路出行距离费用为元

素，构建铁路出行费用矩阵犉：

犉＝［犳犻犼］狀×狀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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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犳犻犼表示城市犻到城市犼之间铁路线路最短

路径的出行费用；当两城市节点间存在直达列车

时，犳犻犼＝犛犻犼。犛犻犼为两城市间铁路直达出行费用；

否则，矩阵元素取为一步中转的铁路出行时间，即

犳犻犼＝ｍｉｎ（犛犽犻＋犛犽犼）；当犻＝犼时，犳犻犼＝０；当犻≠犼

时，犳犻犼＝犳犼犻。借助出行费用矩阵构建出行成本接

受度矩阵：

犆＝［犮犻犼］狀×狀 （９）

式中，犮犻犼为经济意义上城市犻到城市犼之间的出

行成本接受度。

犮犻犼＝
犞犻

犳犻犼
（１０）

式中，犞犻为城市节点犻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值。

出行成本通达性值：

犠犻＝
１

狀∑
狀

犼＝１

犮犻犼 （１１）

式中，犠犻为出行成本通达性值。

出行成本通达性指数：

η犻 ＝
１

狀∑
狀

犼＝１

犠犻

犠犼

（１２）

式中，η犻为城市犻的出行成本通达性指数，以反映

城市犻与其他城市节点间出行成本通达性的比较

关系。出行成本的值和系数越大，说明该城市节

点在出行成本通达性状况越优。

４．综合通达性模型

综合上述研究角度，建立综合通达性模型，表

征重要城市节点间实际空间通达性。

犃犻＝ω１
１

α犻
＋ω２β犻＋ω３η犻 （１３）

式中，犃犻表示重要城市节点间实际空间通达性；

ω１、ω２、ω３ 分别代表间距离、出行效率以及出行成

本通达性的权重，在不考虑旅客个人特征时，为方

便计算，可以做等权处理。

（二）实际空间通达性结果计算

１．数据获取

混合铁路网线路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中

国铁路地图集》（２０１２）、中国高铁运营线路图

（２０１８）、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２０１６）得到。

实际空间通达性模型的相关数据通过查询

１２３０６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２３０６．ｃｎ／ｉｎ

ｄｅｘ／）、盛名时刻（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ｍｓｋｂ．ｃｏｍ／）；经

济数据则是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河北经济

年鉴》等途径得到。

２．线路选择与数据处理

将当前京津冀混合铁路网，依据线路的行车

速度和规划定位划分为普速线路网和高速线路网

（由于京张高铁和京承城际即将通车，本文将其划

入到高速线网中），混合铁路网线路选择如表１

所示。

表１　混合铁路网线路选择

普速线网 高速线网

线路名称 经停节点城市 线路名称 经停节点城市

京沪线 北京、廊坊、天津、沧州 京广高铁 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京九线 北京、衡水 京沪高铁 北京、廊坊、天津、沧州

京广线 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邢台 京津城际 北京、天津

京包线 北京、张家口 津秦客专 天津、唐山、秦皇岛

京承线 北京、承德 津保铁路 天津、保定

京秦线 北京、唐山、秦皇岛 石济客专 石家庄、衡水

津山线 天津、唐山、秦皇岛 京张高铁 北京、张家口

石德线 石家庄、衡水 京承城际 北京、承德

　　　　　注：数据来源：百度百科、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线路图。

　　对实际空间通达性模型参数数据作如下处

理：线路里程取节点间最短铁路里程，无直达线路

时选择一步中转的最短里程；出行时间用相同速

度等级列车在节点间运行时间的平均值表示；铁

路出行费用，普速铁路选择硬座票价，高速铁路选

用二等座票价。对还未实际投入运营的线路票

价，以当前普遍使用的高速铁路票价计算方法估

算得到。为消除特殊性，城市节点的人居可支配

收入取近三年平均值。

３．重要节点实际空间通达性指标计算

借助上述数据，对通达性模型进行求解，

得出京津冀的１３个中心城市节点之间的普速

和高速铁路线路通达性指标结果，结果如表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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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京津冀中心节点间线路实际空间通达性指标

城市
普速线网

犇／ｋｍ α 犘 β 犠 η 犃

高速线网

犇／ｋｍ α 犘 β 犠 η 犃

北京 ３０９１ ０．７６ ９５．６７ １．２５ ４．２０ ３．４９ ２．０２ ３０６９ ０．７８２０４．８４１．０３ １．５６ ３．６８ ２．００

天津 ３０４６ ０．７８ ８６．０２ １．１２ ２．９３ ２．４３ １．６１ ２８９６ ０．７４１９７．８７０．９９ １．１３ ２．６７ １．６７

廊坊 ３１５１ ０．８１ ６７．１９ ０．８８ ２．０５ １．７０ １．２７ ３１３８ ０．８０２０３．５４１．０２ ０．８０ １．８８ １．３８

保定 ３１２１ ０．８０ ８３．２７ １．０９ １．１５ ０．９６ １．１８ ３０４１ ０．７８１９４．０７０．９７ ０．４５ １．０６ １．１１

石家庄 ３７８５ ０．９７ ８９．９０ １．１８ １．６０ １．３３ １．１５ ３７７１ ０．９６２１０．１９１．０５ ０．５４ １．２８ １．１２

衡水 ３９７３ １．０２ ７８．５２ １．０３ ０．８９ ０．７４ １．１０ ４３５１ １．１１２０３．１３１．０２ ０．３３ ０．７８ ０．９０

沧州 ３６６８ ０．９４ ７３．０４ ０．９５ １．１８ ０．９８ １．００ ３６１４ ０．９２２０７．５０１．０４ ０．４４ １．０４ １．０５

唐山 ３８７６ ０．９７ ７９．４０ １．０４ １．６７ １．３９ ０．９３ ３９８４ １．０２１８５．６４０．９３ ０．５５ １．２９ １．０７

承德 ５２１８ １．３４ ５３．２６ ０．７０ ０．６９ ０．５８ ０．９２ ５１６９ １．３２１９５．５６０．９８ ０．２３ ０．５３ ０．７６

张家口 ４９６０ １．２７ ６０．７８ ０．７９ ０．７９ ０．６６ ０．９１ ４９８３ １．２７２０５．００１．０３ ０．２６ ０．６２ ０．８１

邢台 ４７９８ １．２３ ８３．６４ １．０９ １．０５ ０．８７ ０．８８ ４３４９ １．１１１９６．０７０．９８ ０．３９ ０．９１ ０．９３

邯郸 ５３１４ １．３８ ８０．８４ １．０６ １．１３ ０．９３ ０．７５ ５４５２ １．３９２０６．４２１．０４ ０．４２ ０．９８ ０．９１

秦皇岛 ５４４７ １．３７ ８８．４９ １．１６ ０．９０ ０．７５ ０．６７ ５７１１ １．４６１８５．６２０．９３ ０．３０ ０．６９ ０．７７

　　注：数据来源：１２３０６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１２３０６．ｃｎ／ｉｎｄｅｘ／）、盛名时刻（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ｍｓｋｂ．ｃｏｍ／）、《河北经济

年鉴》。

　　（三）计算结果分析

结合陈进杰［１０］等人根据一些重要的交通、经

济指标，所给出的京津冀各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

见表３。实际空间通达性在一定程度代表了各个

城市当前的铁路出行便捷程度；政治经济重要度

代表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重要度越高，与其他

城市的资源交流越密切，基于资源交流的出行需

求就越多。其与各城市通达性水平拟合程度越

高，表明铁路当前运输供需情况越理想。现对两

者对比分析如下：

表３　京津冀重要城市节点实际空间通达性指标及政治经济重要度

序号 城市节点 普速线网实际空间通达性 排名 高速线网实际空间通达性 排名 政治经济重要度 排名

１ 北京 ２．０２ １ ２．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２ 天津 １．６１ ２ １．６７ ２ ０．９４ ２

３ 石家庄 １．１５ ５ １．１２ ４ ０．８５ ３

４ 唐山 ０．９３ ８ １．０７ ６ ０．８０ ４

５ 沧州 １．００ ７ １．０５ ７ ０．７７ ５

６ 秦皇岛 ０．６７ １３ ０．７７ １２ ０．７７ ５

７ 廊坊 １．２７ ３ １．３８ ３ ０．７６ ７

８ 张家口 ０．９１ １０ ０．８１ １１ ０．７４ ８

９ 保定 １．１８ ４ １．１１ ５ ０．７３ ９

１０ 承德 ０．９２ ９ ０．７６ １３ ０．７３ ９

１１ 邯郸 ０．７５ １２ ０．９１ ９ ０．７１ １１

１２ 衡水 １．１０ ６ ０．９０ １０ ０．７１ １１

１３ 邢台 ０．８８ １１ ０．９３ ８ ０．６９ １３

　　１．普速线网条件下

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邢台、沧州、张家

口、承德八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和实际空间通达

性折线拟合程度较高，说明现有普速铁路出行便

捷程度能够很好地匹配城市政治、经济定位；廊

坊、保定、衡水三市的实际空间通达性排名高于其

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表明这些地区的普速铁路

能高标准地满足当地居民对于政治、经济资源交

流的铁路出行需求；唐山、秦皇岛两市的政治经济

重要度水平高于其实际空间通达性水平，表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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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普速线网下所能提供的运力水平未能很好

地匹配其政治经济影响力，旅客出行可以考虑不

同速度等级列车或其他客运方式。

２．高速线网条件下

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沧州、衡水、邯郸七

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和实际空间通达性拟合程度

较高，说明现有高速铁路客出行便捷程度能够很

好地匹配其政治、经济定位；廊坊、保定、邢台等三

地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水平则低于其高速线网中的

实际空间通达性水平，表明这些地区的高速铁路

客运能力水平较高，能高标准的满足当地居民对

于政治、经济等资源交流的铁路出行需求；秦皇

岛、张家口、承德三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均高

于其实际空间通达性排名，表明其在当前高速线

网出行便捷程度未能很好地匹配其政治经济影响

力，旅客出行可以考虑不同速度等级列车或其他

客运方式。

三、京津冀混合铁路网拓扑空间通达

性研究

（一）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模型建立

１．中心节点拓扑深度犇犲狆

借鉴空间句法思想，选取某一节点为中心节

点，对路网拓扑结构进行空间重映射，保证重映射

后各个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与原连接逻辑一致，

中心节点拓扑深度就是中心节点距其他所有节点

的最短拓扑距离之和［１１］。假设中心节点到其他

任意节点的最短步数距离为犺（１≤犺≤犎），犎 为

重映射结构的深度。同一步数距离的节点个数为

犝犺，中心节点拓扑深度可表示为：

犇犲狆＝∑
犎

犺＝１

犺×犝犺 （１４）

中心节点拓扑深度表示该节点到其他各个节

点之间的步数之和，值越小，该节点的路网拓扑空

间通达性越优，区位优势越突出。为计算方便，常

取平均值作为实际参与计算的度量值，即：

犇犲狆＝∑
犎

犺＝１

犺×犝犺／（狀－１） （１５）

式中，狀是拓扑结构的节点个数。

２．路网拓扑空间集成度犐狋犵

集成度是指重映射结构的集成程度。集成度

越高，说明中心节点在实际路网中覆盖其它节点

所需经过的径路越短，该节点在路网拓扑空间的

通达性越优。此处引入相对不对称性概念犚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它表示重映射结构的

对称程度，犚犃值越大，该节点在路网中的路网拓

扑空间通达性就越差，计算公式为：

犚犃犻＝（犇犲狆犻－１）／
狀
２（ ）－１ （１６）

将相对不对称性推向极限，节点数量一定前

提下，有一种理论上集成度最优的拓扑结构，其

犚犃的计算公式为：

犚犃犇＝ 狀ｌｏｇ
（狀
３
）

２（ ）［ ］－１ ＋１／［（狀－１）（狀－２）／２］

（１７）

用犚犃犇 与中心节点犚犃犻的的比值就可以表

征重映射后新拓扑结构的集成度：

犐狋犵犻＝
犚犃犇
犚犃犻

（１８）

（二）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结果计算

１．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指标处理

根据京津冀混合铁路网现状，将普速线网和

高速线网抽象为拓扑结构，如图３、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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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普速线网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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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速线网拓扑结构图

分别以不同的节点为中心节点，在保证各节点

与中心节点间逻辑连接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

拓扑结构进行空间重映射，得到新的拓扑结构图。

由于篇幅所限，为了最大程度地呈现不同城市节点

为中心的通达性差异，现以路网拓扑空间中通达性

表现最好的北京和通达性表现最差的张家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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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重映射结果，如图５～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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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以北京为中心节点普速线网拓扑空间重映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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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以北京为中心节点高速线网拓扑空间重映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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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以张家口为中心节点普速线网拓扑空间重映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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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以张家口为中心节点高速线网拓扑空间重映射图

　　 对比图５至图８可以得出：在普速线网中，

以北京为中心节点的重映射结构拓扑深度为２１，

集成度为１．６９，而以张家口为中心节点两项指标

的值分别为３２和０．７６，能看出两个城市节点在

路网拓扑空间上存在较大的通达性差距。若在图

５中实现中心节点与二级拓扑节点的直接连接

后，即在张家口与承德、唐山、廊坊、衡水、保定等

市新建线路后，重映射结构的拓扑深度将减少１１

个拓扑深度，平均每实现一个与二级城市节点的

连接，减少２．２个拓扑深度，其中以与保定的连

接，通达性提升最为明显。同理，在高速线网中，

由图６可以看出，若实现中心节点与二级节点的

连接后，即在张家口与保定、承德、廊坊、天津间新

建线路，重映射结构也将减少１１个拓扑深度，平

均每实现一个与二级城市节点的连接，减少２．７５

个拓扑深度，同样以连接保定为最优。

２．结果计算

根据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模型，结合相关数

据，得出以下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指标结果，见

表４。

表４　京津冀混合铁路网重要节点拓扑空间通达性指标

城市
普速路网

犇犲狆 犇犲狆 犚犃犻 犐狋犵

高速路网

犇犲狆 犇犲狆 犚犃犻 犐狋犵

北京 ２１ １．７５ ０．１４ １．６９ ２４ ２．００ ０．１８ １．２７

天津 ３０ ２．５０ ０．２７ ０．８４ ２２ １．８３ ０．１５ １．５２

廊坊 ２９ ２．４２ ０．２６ ０．８９ ３０ ２．５０ ０．２７ ０．８４

保定 ２６ ２．１７ ０．２１ １．０８ ２３ １．９２ ０．１７ １．３８

石家庄 ２８ ２．３３ ０．２４ ０．９５ ２７ ２．２５ ０．２３ １．０１

衡水 ２３ １．９２ ０．１７ １．３８ ３２ ２．６７ ０．３０ ０．７６

沧州 ２９ ２．４２ ０．２６ ０．８９ ２６ ２．１７ ０．２１ １．０８

唐山 ２７ ２．２５ ０．２３ １．０１ ３１ ２．５８ ０．２９ ０．８０

承德 ３２ ２．６７ ０．３０ ０．７６ ３５ ２．９２ ０．３５ ０．６６

张家口 ３２ ２．６７ ０．３０ ０．７６ ３５ ２．９２ ０．３５ ０．６６

邢台 ３７ ３．０８ ０．３８ ０．６１ ３６ ３．００ ０．３６ ０．６３

邯郸 ４８ ４．００ ０．５５ ０．４２ ４７ ３．９２ ０．５３ ０．４３

秦皇岛 ３８ ３．１７ ０．３９ ０．５８ ４２ ３．５０ ０．４５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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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计算结果分析

结合前文京津冀各中心城市节点的政治经济

重要度（见表３），分别针对普速和高速线网，可以

得出如图９和图１０的通达性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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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普速线网通达性及政治经济重要度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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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高速线网通达性及政治经济重要度趋势图

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表明在当前线网条件

下，各重要城市节点所处的区位水平。结合图９、

图１０呈现趋势综合分析如下：

１．普速线网条件下

北京、石家庄、沧州、唐山、廊坊、张家口、承

德、邯郸、邢台九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水平和其路

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水平拟合程度较高，说明其在

普速线网中的区位条件能够很好地匹配其在中的

政治定位；而保定、衡水的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水

平要高于其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在当前普速线

网中的区位水平好于其政治经济定位；天津、秦皇

岛两地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则要高于其路网拓

扑空间通达性排名，表明其在普速线网中的区位

水平未能很好地匹配其政治经济影响力。

２．高速线网条件下

北京、天津、石家庄、沧州、唐山、廊坊、张家

口、承德、邯郸、邢台九市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水平

和其路网拓扑空间通达性水平拟合程度较高，说

明其在普速线网中的区位条件能够很好地匹配其

在中的政治定位；而保定、衡水的路网拓扑空间通

达性水平要高于其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在当前

普速线网中的区位水平好于其政治定位；天津、秦

皇岛两地的政治经济重要度排名则要高于其路网

拓扑空间通达性排名，表明其在普速线网中的区

位水平未能很好地匹配其政治影响力。

四、结论

（１）当前混合线网条件下，京津冀重要城市节

点通达性呈三级阶梯状排列，京津两地在不同速

度等级线网中均处在第一梯队的位置；保定、石家

庄、廊坊、衡水、唐山、沧州、邢台、邯郸等处在第二

梯队，其中石家庄、保定在混合铁路网中两种通达

性均处于优势地位；廊坊在高速线网中的实际空

间通达性表现突出，说明该地居民高铁出行比较

便捷，而衡水在普速线网拓扑空间通达性较优，在

普速线网中的区位优势明显；张家口、承德、秦皇

岛处于第三梯队，表明其实际出行空间和路网拓

扑空间通达性均欠佳，居民出行体验和路网区位

状况不理想。随着２０２０年京张高铁、京承城际的

通车，提高了居民出行效率并降低了张、承两节点

的拓扑深度，通达性有望转好。

（２）当前混合铁路网下，京津、京保石通道的

城市节点通达性较优，京九通道的城市节点普速

线网通达性好于其高速线网通达性，而作为京津

冀城市群主要发展轴之一的京唐秦通道节点通达

性略差，但随着京唐城际和环渤海城际铁路的建

成通车，秦皇岛与其他节点的相对空间距离会缩

短，路网拓扑空间中的集成度得以提升，通达性会

得到大幅度改善。

（３）随着雄安新区铁路规划的落实，京雄、石

雄、石邯城际通车后会进一步提升京保石通道各

城市节点居民的出行效率，进而提升通达性。而

京港台高铁丰雄商段建成后则会大大改善原京九

通道上各城市节点的高速线网通达性，届时，北京

非首都功能进一步疏解、保定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衡水、邢台通达性显著提升。

总之，随时间推移，京津冀区域铁路网逐步完

善，时空压缩效应明显，京津冀各城市节点的通达

性整体向好，居民出行、资源交流更加便捷，城市

发展前景明朗，混合路网下城市交通地位与政治

经济定位趋于平衡。在对研究结果分析时，直接

引用政治经济重要度作为对比分析项，下一步可

以结合客流预测和经济联系强度进一步探究通达

性状况与近远期客运能力、供需及城市经济发展

的关系，提出线网优化策略。

７４　第１期　　　　　　马　威等：混合铁路网下的京津冀重要城市节点通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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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７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赵　伟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我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

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有助于透析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风险的类型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

立以政府保障为前提、行业参与为基础、企业应对为根本的三位一体风险应对机制，将对风险

的防范、管控和应对贯穿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全过程，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发

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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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

新时代下我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做的顶层

设计，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升国家经济的

发展层次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沿线是目前

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之

一［１］。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并且沿

线港口是重要的节点，同时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

贸区建设与发展“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东盟不仅

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山水相连，并且各成员国大

都地处于国家海上交通要道，东盟国家的经济政

策、政治制度、外交政策都将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的

政治、经济战略，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

缘经济［２］。２０１７年在我国海外投资总额首次呈

现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表现依旧强

势，投资流量与同期相比，增长了３７．４％，东盟已

经是我国跨国企业的重点投资区域。

尽管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投资额增长迅

速，但是由于主权争端、政局动荡、文化差异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海外

直接投资（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ＯＦＤＩ”）面临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并

且形势更加复杂，给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生产

投资带来了很大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东

盟的投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促进中

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概况

及主要风险

根据我国政府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统计公报相

关数据表明，２０１７年我国有４７００多家公司在东

盟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涉及本土员工达３５．３万

人，ＯＦＤＩ流量达１４１．１９亿美元，在中国对所有

国家投资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香港。

（一）我国对东盟的整体投资概况

１．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存流量增长迅速

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ＯＦＤＩ存量增长速度

快，但比重增速放缓。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我国对东

盟ＯＦＤＩ存量呈现着快速增长趋势。如图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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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２０１７年末我国对东盟 ＯＦＤＩ存量同比增长

２４．４％，达到８９０．１４亿美元。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末，

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ＯＦＤＩ存量从３９．５亿美

元发展到８９０．１４亿美元，增加了近２２倍。尤其

在２０１０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成立以后，我国

企业在东盟ＯＦＤＩ存量开始迅猛增长，２０１０年末

ＯＦＤＩ存量同比增长４９．９％，至２０１７年末仍然保

持较高增速。但同时可以看出，自２０１０年以后，

东盟占我国ＯＦＤＩ存量比重基本上维持在５％左

右，甚至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占比连续两年下滑，表

明近些年我国在东盟的海外投资并不是很稳定，

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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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企业对东盟犗犉犇犐存量状况

　　我国企业在东盟ＯＦＤＩ流量增长迅速，但波动

性较强。如图２所示，从总量来看，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末，我国企业对东盟ＯＦＤＩ流量从９．７亿美元上升

到１４１．１９亿美元。从发展势头来看，我国企业对

东盟国家ＯＦＤＩ流量比重（占中国 ＯＦＤＩ流量总

额比值）逐年稳步上升，直到２０１２年开始我国企

业对东盟开始表现一种不稳定的投资趋势，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经济形势和地缘政

治的影响中国加大了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其次，我

国企业海外投资层次在不断提高，企业海外投资

更加趋于成熟和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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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我国企业对东盟犗犉犇犐流量状况

　　２．我国企业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不平衡

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

差异较大，导致中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分布

也是极不平衡［３］。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绝大部分投

资主要聚集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等

国家。

如图３所示，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跨国企业对

东盟ＯＦＤＩ存量聚集在新加坡（５０．０７％）、印尼

（１１．８４％）、老挝（７．４８％）、缅甸（６．２１％）等国，其

次是柬 埔寨 （６．１２％）、泰 国 （６．０２％）、越 南

（５５８％），对马来西亚（５．５２％）、菲律宾（０．９２％）

的ＯＦＤＩ存量相对较少，而在文莱的 ＯＦＤＩ存量

最少，我国在新加坡的投资超过了对东盟总投资

的５０％。由此表明，我国在东盟的投资地区差异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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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７年我国企业对东盟十国犗犉犇犐存量分布比重

　　３．我国企业在东盟的ＯＦＤＩ行业分化大

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在资源、能源行业的劣势

突出，且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正逐步向东

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

业。因此，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绝大部分

集中在能源、资源、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４］，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我国对东盟犗犉犇犐流量主要行业 亿美元

行业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制造业 ５．６９ ９．８８ １１．９ １５．２２ ２６．４０ ３５．４４ ３１．７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６７ ４．４ ６．２ １２．３９ ６６．７４ １３．７１ ２１．４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５３ ６．８３ １２．３４ １１．１８ １７．４３ １９．６３ ２４．４９

建筑业 ４．４３ ６ ７ ７．９７ ５．７３ ６．３５ １８．９６

农林牧渔业 １．９ ３ ５．４３ ７．８３ ５．０４ ３．７４ ６．２３

采矿业 ４．４６ １７．１４ １２．３４ ６．７４ ０．３９ ２．４１ ３．７

金融业 ６．２ ０．９４ ５．４２ ６．７３ ９．１２ ４．５４ ７．３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１０．８２ ８．２２ ６．４６ ３．１１ ６．６４ ６．３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０．８８ ０．９３ １．４６ ／ ０．６１ －６．７０ ７．５８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ＯＦＤＩ流量增长最快的分别

是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涨幅

分别达３１２．１％、１６７．５％、１１８．５％，批发零售业

和建筑业增速较快。但邮政和运输业自２０１１年

后基本上没有呈现任何发展，甚至在２０１６年出现

了负增长，但是在２０１７年又迅速得到发展，基本

上接近２０１１年的发展水平。２０１５年，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迅猛增长，成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

量最多的领域，比值达到了４５．７％，远远超过其

他产业。

（二）我国企业在东盟面临的主要投资

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我国对东

盟国家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中国与

东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区

域外大国的强势介入，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持在亚

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导

致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面临的投资风险更加

复杂。

根据表２发现，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间，中国对

东盟投资失败案例中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

源和资源行业，表明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所受到

的投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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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案例

年份 失败案例集团 金额／亿美元 项目类别 项目所属国家

２００６ 南方电网 １．９ 能源 柬埔寨

２００６ 金川集团 １０．０ 金属 菲律宾

２００６ 中国铝业 ７．９ 金属 越南

２００７ 中国海油 ３．７ 能源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７ 沛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５ 能源 新加坡

２００７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交通运输 越南

２００８ 中兴 ３．０ 科技 菲律宾

２０１０ 中投 ３．６ 金属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０ 紫金矿业 ５．０ 金属 菲律宾

２０１１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３６．０ 能源 缅甸

２０１２ 中国机械工业 ５．１ 交通运输 菲律宾

２０１３ 北方工业 ３．１ 金属 缅甸

　　　　　　　数据来源：根据ＣＧＩＴ原数据统计而得。

　　１．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主权争端风险

南海主权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国家经

贸合作以及政治互信的关键性因素，导致南海局

势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美日

在南海的“角力”日趋升温。２００９年以来，随着美

国的战略中心开始往亚太转移，美国政府不止一

次阐述其在南海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通过联合

军事演习和军事侦测行动继续加强其在南海的军

事存在［５］。第二，相关小国利益的驱使。大国竞

争与小国利益驱使的“双重因素”让南海局势更加

复杂。

南海主权争端问题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东盟地

区的投资和发展，给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带来了

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从东盟国家层面上看，地缘

政治所带来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容易煽动民族主

义情绪，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海外风险。“中国威

胁论”一直在东盟部分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

中国在东盟部分国家经贸往来长期处于贸易顺

差，加上南海问题的舆论导向，少数国家出现严重

的暴力事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加剧中国企

业在该地区投资的不稳定性［６］。从国际层面来

看，国际舆论的误导和不实言论则会造成地区发

展不稳定，国家间冲突加剧。另外，日本、澳大利

亚、欧盟部分国家也在积极响应美国的“自由航行

运动”，不断在政治、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施压，损

害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７］。因此，这样的

投资背景下我国跨国企业在东盟的ＯＦＤＩ将会遇

到各种挑战和风险。

２．国别间的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风险

目前文化差异风险已经是各国专家学者研究

的焦点话题。文化差异的大小影响着企业资本的

流动、员工的管理以及社会组织的交流。文化差

异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越难获得包括消费者、

政府、投资者以及民众的支持，其投资的难度就越

大［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多

差异，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将会面临宗

教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９］。

东盟各国文化差异明显，各国都有自己的习

俗与宗教文化，如果与东道国宗教问题处理不好，

极易引发文化风险。在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等

国家伊斯兰教处于绝对的超出地位，菲律宾国内

民众主要信仰基督教，其余国家则主要信仰佛教。

东盟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经常会引发宗教矛盾。

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

尽可能避免由于文化方面的冲突给企业造成的损

失。另外，由于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对东

盟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将会面临员工管理以及

企业经营等方面的诸多困难［１０］。并购完成后由

于不同国家存在文化差异，会对人员配置和经营

管理提出更多挑战。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使两国员

工在进行生产管理方面可能会产生冲突与分歧，

如果不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沟通，对公司的人员管

理和市场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企业的

经营水平，给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我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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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东盟投资经营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风险因

素，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３．东盟成员国政局动荡风险

东盟成员国整体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各

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首要任务。

但是还是有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权的更

迭、反政府武装、恐怖袭击、政治体制的过渡都会

给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带来风险。泰国、缅甸、菲

律宾等国是东盟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几个国家。

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化非常频繁，并且国内派系

斗争复杂，时常导致领导人下台或国家体制发生

改变。一旦东道国在政策上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就很容易导致政府出现违约行为，使得中国投资

者遭受重大经济财产损失。短短十多年时间，泰

国就已经经历７位领导人的更迭；缅甸国内局势

依然动荡；菲律宾国内反政府活动也是此起彼伏。

因此，我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面临的政局动荡风

险远远大于东盟其他成员国。

４．东盟各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东盟成员国实力参差不齐，其国内经济发展

状况和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

此导致东盟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

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和

国家对外汇管制问题。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是

非常普遍的经济性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表

现尤为严重。以缅甸、越南为例，２０１７年越南国

内通货膨胀率达到６．８％，远远超过经济增速，

２０１７年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１．８７％
［１１］。

虽然近几年来，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稳

定，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巨大。居高不下的通

货膨胀率不仅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整体经济，而

且破坏了国内的投资环境，阻碍了外资企业在该

地区的投资进程。虽然这几年东盟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发生高

通货的风险依然存在。

东盟国的外汇政策也是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考

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因为在企业的收支、外

汇交易过程中，东盟国外汇政策的调整时常会影响

到企业的净外汇现金流量和本外币的利润等。受

到经济水平和合作深度的影响，东盟并没有统一的

货币，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以当地货币为

主。因此，我国企业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时将会涉

及到不同国家的货币，也就表示东盟各成员国的外

汇政策将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带来很大影响。

例如，缅甸的外汇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并且实行汇率

双轨制，官方的汇率与实际汇率存在严重的背离问

题。因此，我国企业会很面临很大的外汇风险。尽

管其他国家的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但是受国际经

济形势影响，也会存在很大的汇率风险。

三、中国企业对东盟犗犉犇犐风险应对策略

（一）构建多重合作机制，妥善解决南

海争端

我国与东盟自２００２年建立自贸区以来，经过

双边的务实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取得了突出成效，双方投资额增长迅速，经贸往来

日益频繁。针对目前我国与东盟相关国家关于南

海主权争端问题，双方在政治层面应该主动加强

对话，积极协商相应解决方案，避免双方发生直接

冲突［１２］。我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在遵守《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前提下，冷静处理主权争端与冲突、

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建设，２０１３年李克强总理提出“深化政治互

信、聚焦经济发展”两点政治共识，表明中国希望

加强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友好深化合作，致力推动

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东盟应该

在巩固原有的对话平台基础上，继续保持双边高

层次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

系持续稳定发展。

在经济投资领域，我国与东盟在原有的贸易

合作基础上，致力于建设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双方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重大意义，继续保持经济合作，全面推动贸易

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积极履行《货物贸易协议》

《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经贸合作协议，采取相关

措施积极应对双方在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持续巩固双边合作发展关系。

中国与东盟通过在政治、经济领域构建多重

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继续坚持

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沟通和对话，争取以和平谈判

协商解决南海争端。

（二）开展多元文化合作，打破双边文

化隔阂

受到区域间文化约束的影响，我国与东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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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价值观、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

差异。文化约束方面的影响会导致中国跨国企业

在某些问题上很难与东盟国家达成一致，尤其是

达成文化价值领域的共识。

探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新形式，打

造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着力打造促进双方民

心相通的合作蓝图，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东盟国

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针对东南亚地区比较

严重的“反华”、“排华”现象，需要从多个层次、多

种渠道去解决。首先，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

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拉近双方

的民心距离，增进双方之间的文化理解。其次，协

调好中国与东盟国家平等互利关系，建设和完善

双方之间利益共商、合作共商的合作机制，打造

“命运共同体”；最后，寻求文化认同，传递我国“美

美与共”的价值观，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互

信［１３］。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之间可以强化双边

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常态化建设，深入开展与东盟

国家 在 人 文 交 流、经 贸 合 作 等 领 域 的 互 联

互通［１４］。

促进企业层面之间的文化交流，打破东盟国

家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偏见、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与文化认同、消除双边文化隔阂。不同国家的企

业员工都有自己本国的文化认同感，一般来说，他

们都会按照自己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约束自

己的行为，对他国的文化会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企业员工间的有效沟通，可以使他们了解彼此文

化，突破文化障碍，推动双方间的文化融合，同时

企业要充分尊重他国文化习惯与民俗风情，营造

良好的文化沟通氛围。

（三）强化政策性指导，构建多层次风

险转移通道

面对东盟部分国家的政局动荡风险，我国政

府和企业应该采取多元化的风险转移措施，从政

策层面和风险转移层面强化跨国企业的风险意

识，减少东道国政局动荡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政府应该强化政策性指导，为海外投

资企业提供更加充分的海外投资信息，降低跨

国企业海外投资策略失误的可能性。首先，要

向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东盟国家投资信息。

包括对东盟国家政局形势进行评估、评级，为企

业海外投资提供指导；其次，对东盟国家加强调

研，实时更新海外投资信息。东盟国家的国内

政局瞬息万变，需要实时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

为企业在东盟的投资提供最新的信息。最后，

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从制度层面和法律层

面为企业在东盟的投资保驾护航，提升企业对

东盟国家投资的信心。

第二，构建多层次的风险转移通道和机制。

完善的海外投资风险转移通道能够帮助企业在面

临政局动乱风险时，可以迅速实现财产和人员的

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投资损失。首先，

拓宽企业海外融资渠道，企业在东盟进行投资时，

除了使用企业自身资金时，还应该积极引入其他

资金来源，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股票债券融

资，另外要积极引入东盟国企业的资金，实现企业

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分散企业投资风险。其次，政

府应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原有的业务范

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投保人、投资项目等条件

的限制，这就使中国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也能获

得相应的保障。激励更多的民营资本可以走出国

门，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最后，企业应该建立和

完善政治风险应急机制，东道国政局动乱风险具

有预测难、破坏大等特点，这就需要企业要建立完

善的风险应急机制，包括企业可以低价将公司的

财产卖给东道国企业，迅速转移资金，如果面临汇

率管制问题，应主动降低企业定价，将剩余利润转

移至海外其他公司或者母公司［１５］。

（四）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东盟成员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主

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与汇率风险等方面。因此，如

何应对东道国通货膨胀风险和汇率风险，对于跨

国企业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元都是国际结算

的主要货币，但是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

后，美元的汇率开始呈现不稳定波动，使得跨国企

业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扩大人民币试点范围，将会有效降低中国企

业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减少企业跨国投资面临的

风险［１６］。目前中国与东盟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区域

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其他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占比比较少，

２０１７年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总额达到２５１２４．３

亿元，但是人民币跨境结算仅为４７９６亿元人民

币，占贸易总额的１９．１％，表明中国与东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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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跨境结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与

东盟可以联合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进一步

深化双方在跨境交易方面的合作，为中国跨国企

业在东盟的投资结算提供便利。同时要鼓励更多

的中国跨国企业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且为其

提供一些优惠举措。例如，相关对外投资企业在

银行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以及人民币资本金下的

业务，可通过开通绿色支付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等

优惠政策，为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提供便利

条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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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５６ ０７

基于犇犈犃的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研究

罗鹏飞，　蒋秀兰，　于　晨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发展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活力，为合理评价快

递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对效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ＤＥＡＢＣＣ模型进行研

究。将数据归一化处理，运用熵权法处理多元影响因素指标，获取指标值。ＤＥＡＰ２．１软件

运行结果表明，德邦和申通两家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效率较低，处在５０％以下。基于资

源配置不合理的非有效快递企业以及快递行业发展，提出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改进方向

和建议。

　　关键词：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Ｄ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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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鹏飞（１９９５－），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本文信息：罗鹏飞，蒋秀兰，于晨．基于ＤＥＡ的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研究［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５６６２．

　　一、引言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份子，企业发展要尽

可能与社会相协调，既要追求经济也要注重质量，

服务于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富有爱心

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

足以见证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新时代的杠杆作

用，符合新时代需求。

快递企业在经济浪潮中高速发展，服务社会

功能逐渐出现发展瑕疵，例如：快递服务质量有待

提升；快递不合理包装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快递行业内企业良莠不齐，发展不平衡。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国家邮政局和各省（区、市）邮政管理局通

过“１２３０５”邮政行业消费者申诉电话和申诉网站

共处理消费者申诉２２０１１０件，其中涉及快递服

务问题的有２１４０４０件，占总申诉量的９７．２％。

反映快递企业的服务质量很难满足顾客需求，企

业社会责任水平较低。快递企业的业务活动与广

大民众最为亲密，各快递企业在资源的整合以及

功能要素的配置方面呈现各有千秋态势，服务水

平参差不穷。据了解，快递企业在自我评价或者

权威机构认证缺乏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快递企

业发展表现为顾客满意度偏低、环境污染、资源浪

费等，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因此选取快递

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评价快递企业社会责任

的相对效率，服务于快递企业提供发展决策的理

论支持。

二、文献回顾

（一）学者研究整理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定量化研究，回顾学者所

应用的数学模型：朱永明、许锦锦以模糊综合评价

为评价方法确定国有大中型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

价体系［１］；霍彬、周燕华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层

次回归分析法，发现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慈

善责任和员工责任对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影响［２］；

肖红军、胡叶琳、许英杰建立“钻石模型”评价中国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３］；雷珍、姜启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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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ＤＥＡ模型构建输入输出指标体系对食品行业

企业进行效率的研究［４］；张萃、伍双霞运用ＧＭＭ

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环境责任对企业绩效产

生的效应［５］；唐勇、殷姝婷运用投影寻踪模型、

Ｔｏｐｓｉｓ模型及熵值法模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动

态综合评价［６］。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选取

合适的指标体系是评价合理性的关键，回顾学者

研究：Ｓｉｍｐｓｏｎ＆Ｋｏｈｅｒｓ认为企业声誉可以作为

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７］；石颖围绕股东

责任、客户责任、伙伴责任、政府责任、员工责任、

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七个利益相关方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８］；王秀芬等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主要针对

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创新责任、环境责任、

慈善责任五方面，建立综合全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评价指标体系［９］；聂亦慧、赵泽分析企业经济

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责任设计

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１０］。

针对快递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陈环认为快

递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品牌的建设［１１］；麦影运用

ＤＥＡ方法对广州市１０家快递企业进行企业社会

责任相对水平的评价［１２］；石丽结合层次分析法和

灰色理论建立快递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

系［１３］；吴勉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结合我国民营

快递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提出一系列完善我国

政府有效推进民营快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对策［１４］。

（二）ＤＥＡ研究优势

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对于快递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较少，综合考虑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快递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从投入产

出角度评价快递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对效率须考虑

快递企业的资源配置、投入产出平衡性以及发展

规模等，这与ＤＥＡ的评价理念相一致。

ＤＥＡ方法对于评价有多个输入、多个输出同

类型的决策单元 ＤＭＵ 间的相对有效性具有优

势，巧妙地构造了目标函数，将分式规划问题转化

为线性规划问题，通过最优化过程确定权重，从而

使对决策单元的评价更为客观。在评价快递企业

的社会责任相对效率以社会责任为输出，经济、人

力等资源投入为输入，能够达到评价伦理责任和

慈善责任中的顾客服务满意度、社会公益和环保

责任多目标决策。该相对效率的评价值能够有效

地分析投入产出平衡和冗余等，清晰地指明决策

发展方向和加强改进对策的针对性。利用ＤＥＡ

ＢＣＣ模型是考虑发展规模投入产出评价，能较好

地反映资源配置情况和投入产出与规模的匹配度

的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１．数据包络分析（简称ＤＥＡ）

ＤＥＡ是１９７８年由著名运筹学家 Ａ．Ｃｈａｒ

ｎｅｓ，Ｗ．Ｗ．Ｃｏｏｐｅｒ等学者提出的。ＤＥＡ解决同

类型决策单元集合中处理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

出的多目标决策，在对于评价投入产出相对有效

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对于上市快递企业的社

会责任评价主要从产出的角度探讨效率，建立

ＤＥＡ模型中的ＢＣＣ模型，如下：

ｍｉｎθ－ε∑
犿

犻＝１

犛－犻 ＋∑
狆

狉＝１

犛＋（ ）［ ］狉

ｓ．ｔ．

∑
狀

犼＝１

λ犼狓犻犼＋犛
－
犻 ＝θ狓犻０

∑
狀

犼＝１

λ犼狔狉犼－犛
＋
狉 ＝狔狉０

犛－犻 ≥０，犛
＋
狉 ≥０

λ犼≥０

犻＝１，２，３，…，犿

狉＝１，２，３，…，狆

犼＝１，２，３，…，狀

∑
狀

犼＝１

λ犼 ＝

烅

烄

烆
１

（１）

上述ＢＣＣ模型表示有狀个待评价的上市快

递企业，即是模型的决策单元。决策单元ＤＭＵ犼

（犼＝１，２，…，狀）由犿项输入指标和狆 项输出指标

组成，其中，输入指标用狓犼＝（狓１犼＋狓２犼，…，狓犿犼）
Ｔ

表示；输出指标用狔犼＝（狔１犼＋狔２犼，…，狔狆犼）
Ｔ 表示。

θ表示上市快递企业的相对效率，ε表示阿基米德

无穷小量。

通过此模型运算可以对各上市快递企业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当θ＝１，且犛
－
犻 ＝０，犛

＋
狉 ＝０同时满足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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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决策单元为 ＤＥＡ 总体有效，即该企业在投入

与产出上比较平衡。

当θ＝１，且犛
－
犻 ≠０，犛

＋
狉 ≠０时，表明此决策单

元为ＤＥＡ总体弱有效，即该企业投入产出不平

衡。如投入减少，原产出仍保持不变；或投入保持

不变，产出可以提高。

当θ＜１或犛
－
犻 ≠０，犛

＋
狉 ≠０时，表明此决策单

元为ＤＥＡ无效。这种无效可以是技术无效或者

规模无效；当犛犻
－ ＝０，犛狉

＋ ＝０时，上市快递企业

技术有效；当∑
狀

犼＝１

λ犼 ＝１时，该上市快递企业规模

有效。

２．熵权法

熵权法适用于多元影响因素下计算权重，得

出综合指标的评价值。计算步骤如下：

（１）指标数据归一化处理。

（２）构建指标矩阵

犚＝

狉１１ … 狉１狀

  

狉犿１ … 狉

熿

燀

燄

燅犿狀

（２）

（３）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犈犼 ＝－犽∑
犿

犼＝１

狆犻犼ｌｎ狆犻犼 （３）

其中，狆犻犼 ＝
狉犻犼

∑
犿

犼＝１

狉犻犼

，犽＝
１

ｌｎ（犿）

（４）确定熵权（权重）

犠犼 ＝
（１－犈犼）

∑
狀

犼＝１

（１－犈犼）

（４）

（二）研究假设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责

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部分。经济

责任和法律责任是企业最基本的责任，社会责任

更加侧重于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研究假设１：在输入指标方面考虑企业资源

的投入，重点考虑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来判断

社会责任的有效性。

研究假设２：基于ＤＥＡ对快递企业社会责任

的评价，输出指标为社会责任，不考虑经济责任和

法律责任的输出。

（三）样本选择

考虑数据收集的可行性，选取上市快递企业

为研究对象，选择德邦股份、申通快递、顺丰控股、

圆通速递、韵达股份五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快递

企业为研究样本。

　　（四）数据收集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网易

财经网站、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新闻报道以及企

业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等。

（五）数据处理

１．定量数据归一化处理

针对收集到的定量数据，数值存在正负值，

ＤＥＡ模型要求数据不出现负值，将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采用离差标准化：以犻指标的最小值

犡
（犿）
犻 和最大值犡

（犺）
犻 为参考值，通过犻指标的分析

函数犳犻进行计算，将结果限制在０至１之间，若

指标为正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犡犾＝犳犻
犡犻－犡

（犿）
犻

犡
（犺）
犻 －犡

（犿）［ ］犻

（５）

若指标为逆向指标，处理公式为：

犡犾＝１－犳犻
犡犻－犡

（犿）
犻

犡
（犺）
犻 －犡

（犿）［ ］犻

（６）

２．定性数据归一化处理

对于排名性的定性指标采用０～１赋值法，排

名第１赋值０．９，第２名赋值０．８，…依次类推，第

９名赋值０．１，第１０名赋值０。

对于语义模糊性定性指标，运用语义差别隶属

赋值法，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以及咨询专家意见

进行满分１００分制进行打分，划分等级：不合格为

犡犻＜６０；合格为６０≤犡犻＜８０；良好为８０≤犡犻＜９０；

优秀为９０≤犡犻≤１００；设犻指标共有狀个等级，若

企业在该指标的评价中处于第犽个等级，则该指

标的最终得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犡犻＝
犽
狀

（７）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指标体系建立

基于学者研究的成熟性和研究假设，结合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在指标选取的基础上最终建立

基于ＤＥＡ评价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的输

入输出指标体系，如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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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犇犈犃评价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类型 属性

输入指标

总资产利润率（Ｘ１１） 总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平均总额×１００％ 定量 正向

盈利能力（犡１） 主营业务利润率（犡１２）
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１００％
定量 正向

总资产净利润率（犡１３） 总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平均总资产１００％ 定量 正向

运营能力（犡２）
存货周转率（犡２１） 存货周转率（次数）＝营业收入／存货平均余额 定量 正向

固定资产周转率（犡２２） 固定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平均固定资产净值 定量 正向

员工规模（犡３） 员工人数反映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投入 定量 正向

输出指标

时效满意度（犢１１） 从时间方面反映快递企业在时间上的顾客满意度 定性 正向

申诉率（犢１２）
申诉率逆向反映快递企业服务的质量水平，申诉率越低，

服务质量越高
定量 逆向

服务满意度

（犢１）
有效申诉率（犢１３）

有效申诉率反映快递企业有问题服务的概率，有效申诉

率越低，顾客满意度越高
定量 逆向

员工满意度（犢１４） 利用员工的平均月工资来反映员工的满意程度 定量 正向

社会公益（犢２） 快递企业的社会捐赠额反映社会公益方面的社会责任 定量 正向

环保责任（犢３） 快递企业的环保评分反映环境因素方面的社会责任 定性 正向

　　（二）指标值的确定

１．定量指标值确定

依据公式（５）和（６）将定量原始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归一化，各指标值的

原始数据和归一化结果如表２。

表２　定量原始数据犛犘犛犛归一化处理结果

二级指标 德邦股份 申通快递 顺丰控股 圆通速递 韵达股份

总资产利润率（犡１１） ８．５２０ １７．２９０ ６．２３０ ９．６７０ １４．３９０

主营业务利润率（犡１２） １３．８１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７．６８０ １２．９２０ ２７．６５０

总资产净利润率（犡１３） ９．５００ １９．８５０ ６．９１０ １１．３３０ １８．９４０

总资产利润率归一化（犡１１） ０．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０ ０．７４０

主营业务利润率归一化（犡１２） ０．０６０ ０．２１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总资产净利润率归一化（犡１３） 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９３０

　　２．定性指标值确定

（１）时效满意度（犢１１）

依据时效满意指标用全程时限排名来反映，

采用０～１赋值法，数据如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８年样本快递企业全程时限排名情况

快递企业 全程时限排名 时效满意度（犢１１）得分

德邦股份 ８ ０．２００

申通快递 ６ ０．４００

顺丰控股 １ ０．９００

圆通速递 ５ ０．５００

韵达股份 ３ ０．７００

　　（２）环保责任（犢３）

环保责任属于定性指标，根据相关新闻报道

的语言描述、２０１８年样本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披露信息和咨询相关专家等意见，依照公式（７）给

出评分如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８年５家上市快递企业环境保护评分

样本快递

企业

打分

（满分１００）
等级

环境保护（犢３）

评分

德邦 ５２ 不合格 ０．２５０

申通 ５６ 不合格 ０．２５０

顺丰 ８８ 良 ０．７５０

圆通 ６８ 合格 ０．５００

韵达 ６２ 合格 ０．５００

　　３．ＤＥＡ输入输出指标值确定

ＤＥＡ的输入输出指标为一级指标，一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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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二级指标，直接采用归一化后的数值即为指

标值；其次，盈利能力（犡１）、运营能力（犡２）、服务

满意度（犢１）三项指标存在二级指标。因此，首先

需要确定各二级影响指标的权重，再综合得出一

级指标值。采用熵权法进行权重和综合评分的计

算，在Ｅｘｃｅｌ中实现计算结果，分别为表５、表６和

表７，最后对于ＤＥＡ的输入输出指标数据为表８。

表５　２０１８年样本快递企业盈利能力（犡１）得分

快递企业
总资产

利润率

主营业务

利润率

总资产净

利润率
得分

德邦股份 ０．２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４０

申通快递 １．０００ ０．２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０

顺丰控股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０

圆通速递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１９０

韵达股份 ０．７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０ ０．９１０

权重 ０．２８０ ０．４３０ ０．２９０

表６　２０１８年样本快递企业运营能力（犡２）得分

快递企业 存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得分

德邦股份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申通快递 ０．２８０ ０．５１０ ０．３７０

顺丰控股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０．１４０

圆通速递 ０．２５０ ０．３１０ ０．２７０

韵达股份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

权重 ０．６００ ０．４００

　　表７　２０１８年样本快递企业服务满意度（犢１）得分

快递企业
时效

满意
申诉率

有效

申诉率

员工

满意度
得分

德邦股份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申通快递 ０．４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０．５４０

顺丰控股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０

圆通速递 ０．５００ ０．５８０ ０．９３０ ０．３６０ ０．５６０

韵达股份 ０．７００ ０．９２０ ０．９９０ ０．５８０ ０．７７０

权重 ０．１１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０ ０．４１０

表８　犇犈犃输入输出指标数据

快递企业

输出指标

服务

满意度

社会

公益

环保

责任

输入指标

盈利

能力

运营

能力

员工

规模

德邦股份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０．２５０ 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０．７００

申通快递 ０．５４０ ０．１９００．２５０ ０．６６００．３７０１．０００

顺丰控股 ０．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７５０ ０．１４００．１４００．７００

圆通速递 ０．５６０ ０．２６００．５００ ０．１９００．２７００．０００

韵达股份 ０．７７０ ０．３０００．５００ ０．９１００．０９００．４００

五、结果与分析

（一）基于ＤＥＡ的社会责任效率评价

结果

在确定了研究样本上市快递企业的社会责任

效率评价的ＤＥＡ输入输出指标值后，通过ＤＥＡ

ＢＣＣ模型在ＤＥＡＰ２．１软件中运行得出结果如下

表９。

表９　样本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犇犈犃效率评价

决策单元 总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备注

德邦股份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

申通快递 ０．２９３ ０．５４５ ０．５３７ ｄｒｓ

顺丰控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圆通速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韵达股份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

　　注：－：规模报酬不变；ｄｒｓ：规模报酬递减。

　　（二）样本上市快递企业的社会责任效

率分析

　　１．各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的总体分析

从运行结果来看，顺丰控股、圆通速递和韵达

股份三家总效率为１，决策单元有效，发展较为稳

定且具有协调性；德邦股份和申通快递两家的总

效率偏低，且都低于５０％，为非有效决策单元，有

必要进行资源的调整，通过优化配置使企业社会

责任的效率产出有效、平衡。

２．非有效决策单元的社会责任效率具体分析

（１）德邦股份。

决策单元结果：德邦股份

技术效率＝０．３３３

规模效率＝１．０００（ｃｒｓ）

表１０　德邦股份

变量 原始值
投入

冗余值

产出

不足值
目标值

服务满意度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９３０ ０．９９０

社会公益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环保责任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０

盈利能力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０

运营能力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０ ０．１４０

员工规模 ０．７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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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表１０分析德邦股份关于社会责任效率

的投入产出分析，出现了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

情况。在第一产出要素（服务满意度）应该增加

０．０４＋０．９３＝０．９７；第三产出要素（环保责任）应

该增加０．５；在第二投入要素（运营能力）出现了

冗余０．８６，可减少投入；在规模效率方面，此样本

为有效，说明投入产出与规模较为匹配，不需要改

进规模的大小。

（２）申通快递。

决策单元结果：申通快递

技术效率＝０．５４５

规模效率＝０．５３７（ｄｒｓ）

表１１　申通快递

变量 原始值
投入

冗余值

产出

不足值
目标值

服务满意度 ０．５４０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

社会公益 ０．１９０ ０．１５８ ０．６５２ １．０００

环保责任 ０．２５０ ０．２０８ ０．２９２ ０．７５０

盈利能力 ０．６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０ ０．１４０

运营能力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４０

员工规模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７００

　　由表１１分析可知，申通快递社会责任的规模

效率小于１，需要减小规模；在要素投入方面，三

个投入要素均出现了冗余情况；在社会责任产出

方面，三项指标均出现产出不足的情况。申通快

递的社会责任效率很不平衡有效，基本上出现发

展不稳定，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六、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从总体社会责任水平的相对有效率来看，

部分上市快递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效率低下，在

资源投入和产出方面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

从指标方面来看，总体来说快递企业的社会

责任水平还不高，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也是

不尽相同。在服务满意度方面，根据国家邮政局

公布的２０１８年快递企业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公布，

服务总体满意度得分７５．９，由收集的原始数据可

以看出，对于顾客满意度各企业表现参差不齐。

在环保责任方面，各家上市快递企业的评分较低，

有待提升环保意识。在社会公益方面，各家企业

的社会服务呈现不平衡趋势。

　　（二）建议

１．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企业社会责

任意识

要求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和有效管理企业自身

运营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必须遵守基本的

商业道德，必须由追求纯粹的财务价值最大化转

向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１５］。

２．注重利益相关方合作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

价值创造

利益相关方的信任是合作的基础，社会责任

越来越受青睐，那么在企业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

时也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进行考核，利益相关

方的合作很大程度上能够带来更好的资源来承担

社会责任，让其供应链的循环步入良性循环，带动

产业群的社会责任综合价值。

３．发展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价值共享

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狭窄地针对社会问

题而做出的有目的反应，而是与企业发展战略相

联系，符合企业所制定的战略蓝图，主动积极地寻

求社会参与机会，从一开始就将矛盾最小化，使其

价值链更加协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

战略目标和价值实现价值共享。

４．政府准确引导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水平，完

善监管机制

政府对于具有社会责任良好记录的企业给予

优惠政策，并可以以典范形式在全社会公开，在互

联网发展发达的今天利用媒体的影响力进行道德

伦理的责任宣传。相关执法部门完善监管机制，

甚至上升企业社会责任为法律义务，例如对于环

境破坏、资源浪费等企业承担法律责任，进行强制

性规范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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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６３ ０６

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Ｈ村级工业园为例

张　瑾，　郑林宏，　孙　岩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７０００）

　　摘　要：广东省顺德区Ｈ村级工业园，作为“污染类邻避设施”的聚集地，在发展初期并未

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反而在现阶段的升级改造中面临多方阻力，表现出与传统邻避现象截然

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出发，以 Ｈ村级工业园区改造为背景，通过对访

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影响整个事件的三大关键因素：“污染类邻避设施”风险的不确定

性、当地政府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个体理性的策略，其中个体理性作为核心要素发挥关

键作用，体现出不同主体在个体理性选择下，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无法在意识及行动层面达成

一致，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关键词：村级工业园改造；集体行动；邻避现象；个体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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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民

的生活水平和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更加注重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因环保问题而引发的社会

冲突逐年增多，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邻避时代”［１］。

邻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

之一。人们在享受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的同

时，也有一部分人因受到邻避设施的负面影响而

触发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性的抗议行动。但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体理

性的影响，集体行动的发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本文的案例中，生活在邻避设施周围的居民，在

受到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后，并没有采取集体性的

抗议行为，反而在邻避设施建立之初秉持支持的

态度，在发展后期对工业园区改造多加阻挠，这种

与传统路径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体现出工业化、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新特点。

一、数据资料获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７日到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在广东省顺德区容桂

街道Ｈ村级工业园进行的实地调查。通过个案

访谈、参与观察的定性研究方式，对社区居民、社

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邻避设施企业主，进行经验

材料的收集，共走访３６人次，形成２９个有效访谈

文本，其中普通居民１９位，企业主２位，居委会公

职人员８位。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出于对访谈

对象差异性的考虑，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保证样

本获取的典型性和有效性。将此案例的利益相关

者分为三类，首先是基于居委会提供的名单材料，

对企业主和居委会公职人员，进行简单的随机抽

样。对居民访谈对象的抽样主要依据以下两点，

一是考虑到 Ｈ工业园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存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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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因此在对居民进行抽样时，将居住地与工业

园的距离远近作为考虑因素，选取访谈对象的居

住地，尽量均衡分布在Ｈ工业园的各个方向。二

是考虑到Ｈ工业园内外来人口的占比是本地人

的８倍，因此将户籍身份作为抽样的考虑因素。

本文从集体行动中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以 Ｈ工业

园作为依托，对已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

分析整个事件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梳理出从

“支持”到“反对”的纵向发展脉络。

二、文献梳理

（一）邻避文献梳理

邻避作为一个舶来词，最初由０＇Ｈａｒｅ首次提

出，是指生活在邻避设施周围的居民，因受到负面

影响而产生集体性的抗议行为，用以反映美国工

业发展初期的居民抗议行动［２］。关于邻避的文献

大多围绕公民个体理性选择、政府职能失灵两个

主题，并且邻避事件的发生地以城市为主，以邻避

现象的产生原因、解决策略为主要内容，将居民作

为推动“邻避现象”发生的主体。邻避设施作为邻

避现象产生的直接缘由，也是研究的基础所在。

本文案例中所涉及的邻避设施主要是电镀厂、包

装厂、电器厂、印刷厂等，属于“污染类邻避设施”，

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空气、水、土壤及噪音污染，

对于污染所引起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失，具有潜在

性和间接性，因此这类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很

高的风险不确定性［３］。

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与分化，是邻避现象产

生的根本原因。邻避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居

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式制度得到解决，因而

采用非理性的抗争行为、非正式的途径去表达。

邻避现象的发生，还与开放决策机制缺失、风险沟

通的缺位有关［３］。邻避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居民

受到邻避设施负面外部性影响、决策不公开透明、

风险补偿机制不合理、社会文化环境的互相作用，

将主观感知下社会风险转化为社会冲突［３］。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困境

西方集体行动理论演化已久，其中结构主义

者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处于社会结构

中的个人，所采取的行为完全受到结构的支配，集

体行动被社会结构所决定；其次是理性选择理论

的代表人物曼瑟·奥尔森，认为个体行动者在集

体中通过权衡收益—成本，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

化，以此决定是否加入集体行动；最后是意识形态

理论，对集体行动的发生呈乐观态度，个体行动者

依据情境框架，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个体的认知，随

后通过不断的建构形成社会共识，最终促成了集

体行动的发生。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将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和理性计算，都视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关

键变量，并且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下发挥

作用［４］。

传统的集团理论认为，依据一种常规的思维

逻辑，有着共同目标与利益的人们会自发集结起

来，通过集体的力量去实现共同的利益，但这一常

规集体逻辑的前提，是把集体中的个人，当作同质

化的行动者，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理性

选择理论将传统的集团理论，进行重新的拓展与

完善，认为行动主体在参与集体行动前，会进行成

本与收益的权衡，因此个体利益最大化，并不能确

保集体行动利益最大化，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

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对于个人而言，

如果可以通过个体行动实现纯粹的私人利益，并

且这种行动方式，比集体行动更为有效，那么集体

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讲是毫无价值的，同时集体行

动的发生，更需要一种情感逻辑的唤起，需要主观

情感和客观利益一起作为动力［５］。因此正是由于

个体存在理性的功利主义行为，一旦将其组成集

体，会导致集体意见不统一、缺乏选择性激励，从

而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６］。

三、犎村级工业园发展背景下集体行

动困境

（一）发展初期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 Ｈ 社

区，面积５．３ｋｍ２，位于顺德南部接壤中山市，本

地人口５０００人左右，外来人口将近４００００人。

顺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其工业产

业辉煌成就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隐患，其中那些高

污染、低产能的工厂，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利

用价值，与环保、集约、高效的发展方向相悖，工业

发展初期野蛮生长，所带来的历史欠账正在逐步

凸显。Ｈ村级工业园作为顺德工业发展较早的

一批，２０００年之前，Ｈ社区以发展农业为主，辅之

村办企业，校办企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村委会作为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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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每亩３万元的价格，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

收，用来招商引资，在巨大收益面前，很多当地村

民都愿意将地卖出去。但由于前期规划不到位，

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企业的

进入缺乏规划，大部分是低端的中小企业，只有小

部分科技型企业，并且住宅区与工业区连成一片，

给周围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将 Ｈ 村级工

业园内高污染、高耗能的１００多家小型企业，界定

为邻避设施。但根据笔者的走访，在 Ｈ工业园发

展初期，居民主体并没有形成集体性抗议行动，甚

至对此秉持“欢迎建在我家后院”的态度。

（二）发展后期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作为经济

发展的稀缺性资源，Ｈ 社区粗犷、低端的工业发

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２０１８年顺德

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顺

德“头号工程”重点推进，Ｈ村级工业园在政策号

召下，开始了园区的改造升级，目标是要“清理淘

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强化监管一批”，［７］在政府

强有力政策的推行下，村级工业园的升级改造仍

然面临巨大阻力。在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小厂房

面临迁出、关停的风险，大部分厂房的租约，还有

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到期，如果此时要终止合约，对

于房东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村级工业园区改

造计划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居民的强烈反对。

Ｈ村级工业园作为典型案例，在建厂初期并

没有受到村民的反对，更没有集体性的抗议事件

发生，反而呈支持、欢迎的态度，顺利地将工厂建

在居住区周围，但在发展的中后期，面对村级工业

园的升级改造，一些原住村民持反对的态度，对村

级工业园的改造形成阻力，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

与一般意义的邻避现象恰好相反，体现出集体行

动的困境。

四、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多元主体

（一）普通居民

Ｈ社区的居民由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共同

构成，其中本地人口５０００人左右，外来人口将近

４００００人，以四川、湖南、河南、广西人居多，属于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年龄在４０～５０岁。

邻避现象发生地多为城市，在城市中建立的

邻避设施，对于当地居民是百害无一利。依据表

１，Ｈ村级工业园所占用的土地，为农民手中的集

体用地，从建立工厂之初，对于原住村民就有可观

的经济收益，并改变了昔日落后的农耕、渔猎的生

存局面，因而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当地村民做出

了支持工厂建立的决定。但在后期工业园改造的

阶段，厂房的拆迁危及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做

出了反对的理性决策；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

工厂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个人生活质量、环保意识

提升，还不是外来人口认知与行为的重点，因此他

们对于工厂的建立和改造，持无所谓的态度。

表１　犎社区受访者对犎工业园改造前后态度描述

居民构成 特征描述 初期态度 改造中态度 原型实例

受访者（ＷＹ）

年龄５４岁／经营饭店
支持 无所谓

“经济发展有利有弊，如果带来经济发展，又考虑环境

问题，就有矛盾存在，肯定是先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没

有发展经济都是空谈。”

本地村民
受访者（ＺＺＮ）

年龄７２岁／出租房屋
支持 反对

“我是老人家了，这个厂房是我来收租的，给政府改造

之后，我没有那个租金收入，说是改造，会不会又拿那

块地弄污染企业，另外是不是给我利益最大化啊。”

受访者（ＨＧＬ）

年龄３５岁／出租房屋
支持 反对

“那个利益是比环境重要的，那些有钱的多久不在这里

住，剩下在这住的很少，我家也不在这住了，改造后只

能给一些补偿了，直接卖给开发商，不能给租户了。”

受访者（ＹＴＺ）

年龄６８岁／无收入来源
无所谓 无所谓

“环境好不好也一样，都是老婆婆们住在这里，年轻人

都去住高房子了，没得钱就住在这里嘛。”

外来人口
受访者（ＬＦＭ）

年龄４５岁／工厂打工
无所谓 无所谓

“在这住的就是在这打工的，没有钱才出来，来这也是

混口饭吃，我们农村人没什么其他要求，只要能过

就行。”

受访者（ＫＹ）

年龄５６岁／工厂打工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不清楚环境有没有影响，周围工厂那么多，肯定有

污染，打工就打工，做生意就做生意，没有谈过这些

问题。”

　　 注：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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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工厂污染引起的集体性抗议活动，还需

要组织与资源。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外来人口，来

自于中国的四面八方，不同的语系、不同的文化让

他们很少沟通，再加上工厂高强度的工作，几乎没

有时间顾及其他，因此组织动员作为集体行动的

关键，在面对复杂的人口构成时，成为了难以达成

的事。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同样难以获取。集体

中的旁观者因为诉求不强仅仅在观望，而参与者

在不断权衡收益与成本，试图不让自己成为“被搭

便车的人”，因此即使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人聚合在

一起，也难以引发集体性抗议行动。集体行动作

为一种社会冲突，并不是居民的目的，而是达到目

的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的采取，需要付出高额的

成本，最终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二）企业主

在Ｈ 村级工业园内，私营企业共有６００多

家，其中有一定规模的５０多家，以金属、印刷、家

电生产为主，一些中小企业的生产率低下、空间利

用率不高、高耗能高污染，成为了村级工业园改造

的重点。中小企业对于村级工业园改造，所持的

态度是消极顺应，等待当地政府的改造政策，再进

行下一步计划。恒鼎工业园作为大型电镀工业园

区，是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成功案例、示范项目，体

现出大型企业顺应形势主动出击，逐步提升企业

的价值，降低耗能与污染，力求在这场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中站稳脚跟的决心。恒鼎园区的顺利建

成，将楼加高，污水、废气统一处理，大大减轻了对

于Ｈ社区的环境污染，让电镀生产不再成为污染

的主要来源。大工厂与中小厂的不同应对策略，

是基于其个体理性价值立足点的不同，但又存在

着共同点，那就是工人的安全生产，工厂的环保生

产是必须保障的头等大事，为“污染类邻避设施”

风险系数的降低做出努力。

（三）当地政府

由于当地政府初期缺乏合理规划，而导致工

业发展呈现野蛮生长，如今为了扭转工业无序发

展的局面，保住第二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实现实体

经济的创新与振兴，开始对Ｈ村级工业园进行改

造，并成为该项目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决策者。园

区改造项目从开始到推进，每一步都通过村民代

表大会的决策才得以实施。线上的微信群、公众

号，也都是村民们反映问题的平台，在平台上解决

村民的质疑，也是村书记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表

达诉求渠道的通畅，缓解了社会冲突的爆发，让社

会安全阀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将 Ｈ 工业园

升级改造，体现出政府对于多元目标的追求，其中

电镀厂作为高污染的代表，是政府一直给予关注

的重点，也是改造的重点，电镀厂的顺利改造，已

经不再成为环境的隐患，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他

们只关注自家周边工厂所带来的污染，很多居民

并没有切身感受到，园区改造对于环境的改善，因

此对于Ｈ村级工业园改造存在质疑甚至反对。

五、影响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

分析

集体行动的发生条件包括环境因素、冲突的

价值观、相对剥削、社会控制机制崩溃［８］。本文在

集体行动理论的指导下，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

２９个访谈样本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分析出造成

集体行动困境的三大因素，并将典型分析案例呈

现在表２。

在质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将造成集体行动

困境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污染类邻避设施

的风险，它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客观因素，表现出

动态性的特征。所谓的风险不确定性，一是指邻

避设施所带来污染的不确实性；二是指在 Ｈ社区

内的多元主体对其认知的差异。首先就普通居民

而言，由于其对于污染类邻避设施的认知水平有

限，并不能对于其产生的污染做出明确的感知及

判断，并且大多数居民都有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很

容易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受到工厂的污染，在回到

工厂附近的居住地时，形成明显的环境反差，相比

之下居住地的环境优于工作地，因此对于居民而

言，即便感受到邻避设施所带来的污染，其敏感程

度也不会很高。其次对于当地居委会公职人员，

将 Ｈ村级工业园区产生的污染加以管控是职责

所在，并且最为当地所诟病的电镀城已经完成改

造，当地政府在降低邻避设施风险性上做出了主

要贡献。邻避设施企业主，把生产过程的环保问

题看作头等大事，一旦环保不达标，工厂便面临关

停的威胁，即使出于成本考虑不能做到零排放，但

其对于环保的把控也是十分严格的。从整个事件

发生的过程来看，邻避设施多带来的风险性，都在

各方主体的把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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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集体行动困境形成关键要素分析

多元主体 居民 政府 企业主

邻 避 设 施

的 风 险 不

确定性

受访者（ＺＭ）：“在这两年查环保，厂里

设备比较好，没什么大问题，气味没什

么，没什么大碍，没什么污染。”

受访者（ＣＲＹ）：“感觉电镀厂对周边环

境影响一般，没有影响吃水，空气有时

候也会受影响，也不知道这里居民有没

有抱怨，我反正就是来这里打工的。”

受访者（ＨＨＢ）：“政府所有工业区

里的电镀企业都要关停，关停了之

后，恒鼎工业城就建起来了，污水

要集中处理、回收利用，基本这个

项目就是示范项目，环保是达到标

准的。电镀的名声也不好听，那些

群众就认为所有的罪恶之源就是

电镀城，成为了替罪羊。”

受访者（ＹＺ）：“喷涂

就是粉末的，两种，

一种是粉末一种是

液体，我们主要是粉

末，都 做 了 二 级 回

收，安全生产部门抓

的紧，安检、环保，消

防都抓的紧。”

沟通、决策

机 制 的 公

开透明

受访者（ＺＬ）：“环境这边还比工厂里强，

就是喝自来水，有事情找居委会，报警

啊，他们给你处理的，还有那个专门的

外来人口管理的地方。”

受访者 ＨＸ：“我们有不到５０００股东，

代表８８个，他们觉得我们不能代表他

们，每个方案都进行一次表决，因为他

们不相信，我们股东代表都要和他们说

清楚。”

受访者（ＨＨＢ）：“我自己也搞了一

个群，大家摊开去讲，天天直播，村

民向书记反应问题。１９年除了公

众号，我还要做电视台，做视频，把

我的工作公布出去，完全公开。搞

线上线下，线上微信群、公众号，电

视台，报纸也要做，给老人看。”

受访者（ＨＤＦ）：“经

过举牌，拍卖，获得

了手续，和现在民营

企业差不多，承接这

个项目，很透明的，

牵涉到维稳。”

个体理性

受访者（ＬＬＹ）：“根在老家还在老家，如

果我们赚到钱还是回老家，因为老家空

气什么的都比这里强。”

受访者（ＧＳＷ）：“９５年开始来厂子了，

我家地也卖了，我天天上班，也不知道，

我家股很少，我天天就是上班，别的不

关心。”

受访者（ＬＹ）：“如果不让收租了，那没办

法生活的，肯定不行的。”

受访者（ＨＨＢ）：“村级工业园区的

改造还会得罪很多人，原来一直收

租的租户，把他赶走又没有土地给

他，所以改造阻力非常大，最大阻

力在于既得利益者，所以利益竞争

非常厉害。”

受访者（ＨＤＦ）：“我

这里就没有改造，政

策还没有落实，差不

多也要快改造了，这

些得问领导。以后

估计要搞厂房搬迁

了，能做下去就做，

做不下去再说。”

　　注：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这一关键因素之

所以可以发挥效用，与其所处特定社区这一背景

环境密不可分。城市邻避事件频发，与当地政府

管辖事物繁多，政府方与居民方之间的沟通具有

明显的延时性，决策即便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也

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居民容易

产生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利益诉求通道不畅，只

能采取非正式途径去争取。而 Ｈ 社区管辖范围

小，５０００多原住村民，设有８８个村民股东代表，

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线上的微信群、公众号，

线下的报纸、居委会，让居民表达利益述求的通道

多样化，居委会公职人员可以及时处理居民的诉

求，在邻避设施建立初期，可以将对于邻避设施产

生的不满情绪通过正规渠道表达，并得到政府方

的回应与处理，不至于升级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个体理性作为事件发生的核心要素贯穿始

终，并且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策略［９］。

出租房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本地村民，在前期

工厂带来丰厚租金的利益下，是完全支持的，但作

为村级工业园改造升级的工厂房东，一部分中小

企业被关停、迁出，将会直接损害村民的经济利

益，再加上之前受电镀厂的影响，一些村民担心会

进驻污染更为严重的企业，因此对村级工业园改

造多加阻挠。外来人口或是没有土地租赁的本地

村民，不管是改造前还是改造中，由于整个事件不

会对其工作生活产生直接或负面影响，因此大多

数是不在意的。

总体而言，本文依托集体行动理论，将关键要

素归结为三点：污染类邻避设施的风险不确定性、

当地政府沟通决策机制公开透明、个体理性。其

中邻避设施，作为邻避现象发生的基础条件，其风

险的不确定性，作为客观因素起到影响作用；沟

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是作为结构上的影响因

素；个体理性则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不断促使其他

两个因素发挥最大效用，可以说个体理性因素，较

其他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六、结语

Ｈ工业园区作为新的组织进入到当地的生

活，本身会组织起当地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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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１０］。当地居民与邻避设

施，已经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均衡关系，当面临改造

的时候，这种平衡关系即刻被打破，既有的社会关

系、人们的观念、组织人们生活的社会关系都会发

生改变。因此在Ｈ工业园区建立之初，出于经济

利益的考量，居民对此秉持欢迎态度，园区在此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与当地形成平衡稳定的关系状

态，但在工业园区改造的过程中，这种平衡局面被

打破，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出于小农经

济思想的束缚，他们往往不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而是追求一种平稳的收益状态，村民经济利

益受到损失，产生高度的不安全感，出于对自身经

济利益的维护，对于工业园区改造多加阻挠，而政

府方则是从大局出发，追求多元的利益目标。在

集体行动困境的背后，奉行的是经济利益至上的

原则，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关怀，更符合人

们对现实的普遍理解，与多数人的价值观产生了

共鸣，［１１］是基于不同阶层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具

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这是由于个体理性而导致

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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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公园的游憩机会谱及优化体系研究

———以石家庄的城市综合性公园为例

高力强，　刘　震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游憩机会谱理论（ＲＯＳ）在户外游憩资源管理和旅游资源规划中运用普遍。以石

家庄市区４个综合性公园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并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初步建立影响游

憩机会的环境变量体系。进而以游人对环境变量的重要性评价为依据，筛选出影响游憩体验

的６个重要环境因子共同组成指标体系。同时，综合游人的游憩区域选择偏好及公园的功

能分区将游憩环境类型归为６种，以游人在不同环境类型中各环境因子的重要性为依据构

建了城市综合性公园游憩机会谱体系，并结合游人对环境变量的主观偏好建立了适合石家

庄城市综合性公园改造的优化指标选择体系，以期为同类公园的综合效能提升奠定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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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信息：高力强，刘震．地区公园的游憩机会谱及优化体系研究———以石家庄的城市综合性公园为例［Ｊ］．石家庄

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１４（１）：６９７６．

　　 游憩机会谱（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ＲＯＳ）既是一个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又是一个规

划框架（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１］。ＲＯＳ体系最初

被设计并推广，目的是解决美国西部大面积土地

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但其并不能完全适应地

区性或者城市层面的一些面积较小的多样化区

域［２］。随着ＲＯＳ理论的发展，其应用范围在国内

外研究中日益扩大，该理论在水域、景区、森林、公

园、自然保护区、社区等场所的管理与规划中开始

得到广泛应用［３１０］。虽然国内公园类游憩机会谱

的研究已逐渐深入，但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

气候、环境、人文等因素各异，即使是同一种资源

类型如水体，也可能因为南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

差异而要求不同的分类框架［１１］。此外，伴随着城

市面积的不断扩张，城市公园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但大多数公园的建设面临着游憩体验雷同、游憩

场地闲置和资金投入低效等问题［１２］。针对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分别构建游憩机会谱已

然至关重要。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游憩、社交、

娱乐、锻炼身体等活动的主要场所，对于促进居民

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１３］。城市综合性

公园（简称“综合公园”）也称普通公园，属于中国

现代公园的范畴［１４］。研究通过社会学和统计分

析法，以石家庄市（简称“石市”）４个城市综合公

园为调查对象，初步建立石市城市综合公园游憩

空间的ＲＯＳ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石市综合

公园优化指标选择体系，以期为城市同类型公园

的建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的区域与调研方法

（一）研究区域与变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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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环境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管

理环境三方面耦合演化而成的综合体，游憩机会

谱的构建主要取决于这３种环境序列的状况及其

相关指标的组合［１５］。根据“所选公园在城市分布

呈均匀性”和“公园游客量大”的选取原则，以长安

公园、水上公园、世纪公园和裕西公园为研究区域

（图１，基于ＧＩＳ平台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绘制）。综合

石家庄城市公园的现状和上述的３种游憩环境序

列，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并现场踏勘，初步建立适用

于石市的综合公园游憩环境变量体系（表１）。该

体系共２８个环境变量（每个变量对应一个代码），

包括自然要素（代码Ｎ）１１个、社会要素（代码Ｓ）

１０个、管理要素３（代码 Ｍ）７个。

!"#$%

&'()

*+()

,-()

./()

01

!

" #$ % & '

()*+,-.-/0

图１　石家庄主城区及公园位置具体分布图

表１　环境变量体系及重要性评价因子表

一级指标 环境变量／代码 问卷调查内容 问卷评分描述

公园规模／Ｎ１ 公园规模大小

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Ｎ２ 空气湿度与清洁度好差

听觉舒适度／Ｎ３ 听觉舒适度高低

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Ｎ４ 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高低

水污染与光污染／Ｎ５ 水污染与光污染严重不严重

Ｎ自然要素 视觉美景度／Ｎ６ 视觉美景度高低

公园文化本土化／Ｎ７ 公园文化本土化明显不明显

环卫设施／Ｎ８ 环卫设施齐全缺乏

游憩与休息设施／Ｎ９ 游憩与休息设施完善缺乏

人工景观构筑物／Ｎ１０ 人工景观构筑物完善缺乏

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Ｎ１１ 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高低

游憩动机的实现／Ｓ１ 游憩动机的实现满意不满意

游人密度／Ｓ２ 游人密度高低

游憩活动持续时间／Ｓ３ 游憩活动持续时间长短

支付方式便捷度／Ｓ４ 支付方式便捷度高低

Ｓ社会要素
活动项目丰富度／Ｓ５ 活动项目丰富度高低

活动人群分类／Ｓ６ 活动人群分类明确模糊

活动的可参与性／Ｓ７ 活动的可参与性强弱

活动参与形式／Ｓ８ 活动参与形式多样单一

公园与住所的距离／Ｓ９ 公园与住所的距离远近

公园知名度／Ｓ１０ 公园知名度高低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Ｍ１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高低

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Ｍ２ 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高低

自然资源保护水平／Ｍ３ 自然资源保护水平高低

Ｍ管理要素 日常保障制度水平／Ｍ４ 日常保障制度水平高低

导向标识系统／Ｍ５ 导向标识系统完善缺乏

公共厕所／Ｍ６ 公共厕所合理不足

小卖部与售票处／Ｍ７ 小卖部与售票处合理不足

　　（１）受访者根据主观意

向对问卷调查形容词进行

重要性评分。

（２）环境变量重要性评

分标准：

１＝“几乎无关”，

２＝“关系不大”，

３＝“一般重要”，

４＝“重要”，

５＝“很重要”。

（二）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所选公园内的游客规模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根

据公园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调查中经验样本量的选

取范围［１６］，确定发放的样本量为４８０份。问卷分

两种，各２４０份（每个公园两种问卷各６０份）。第

一部分为游客对公园２８个环境变量的重要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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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初步确定对公园游憩体验产生影响的各个因

素。第二部分是游客在不同环境类型中各游憩环

境因子的重要性调研。两种问卷的设计均采用李

克特５点量表赋分制。

开展现场调查之前借助“问卷星”平台以网络

问卷的形式进行了５０份试调查，以验证问卷结构

的科学性，并及时进行微调。采用随机抽样方式

在所调查公园内选取有能力作答的游客发放问卷

（分别在２０１８年５月和６月对两种问卷进行发

放），问卷形式以自填式为主（部分老人和儿童为

代填式）。回收并筛选得到有效问卷４２８份（其中

问卷一２１６份，问卷二２１２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达８９％。应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通过问卷获取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保谱系的合理性和有

效性。

二、数据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环境变量的筛选

在问卷调查中，游客以个人的主观偏好为依

据对２８个环境变量形容词的重要性进行选择（按

重要程度从低到高给变量赋予“１～５”分），如表

２，根据分值的高低评价各环境变量对其游憩体验

影响的重要程度，按平均值的大小对环境要素的

重要性进行排序（表２）。从表２中可得，空气湿度

与清洁度、听觉舒适度、环卫设施、环境卫生管理

水平等环境变量均值超过了“４”，且标准差均小于

“１”（受访者认知一致性较高），表明游客对公园的

环境卫生质量要求较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华北

地区近年来环境被污染的程度较深。均值在“３”

以上的变量占绝大多数，证明大部分环境变量对

于受访者具有一定重要性，也说明初步建立的环

境变量体系是合理的，该体系可以基本反映公园

的环境属性。其中“公园知名度”所得均值小于

３，且标准差较小，即对大部分游客的游憩体验影

响不大，说明与知名度相比游人更相信自己在公

园的亲身体验，故将其删除，剩余２７项环境变量。

表２　公园环境变量重要性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排序 环境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排序 环境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空气湿度与清洁度 ４．６９７ ０．９５４ １５ 自然资源保护水平 ３．８８９ ０．９７６

２ 听觉舒适度 ４．５８２ ０．８４３ １６ 游人密度 ３．８７４ ０．８７２

３ 环卫设施 ４．５６３ ０．８７７ １７ 活动项目丰富度 ３．８３２ ０．８４４

４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４．４５７ ０．９３３ １８ 游憩动机的实现 ３．７２２ １．２６７

５ 日常保障制度水平 ４．４３２ ０．９６１ １９ 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３．７１７ ０．９９４

６ 视觉美景度 ４．３５８ ０．８２１ ２０ 游憩与休息设施 ３．６１２ ０．９９７

７ 水污染与光污染 ４．２５１ ０．９９１ ２１ 人工景观构筑物 ３．６０６ ０．８１１

８ 公共厕所 ４．１４１ １．０４０ ２２ 小卖部与售票处 ３．５６５ １．０３３

９ 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 ４．１３５ ０．９８５ ２３ 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 ３．５３９ ０．８０４

１０ 活动人群分类 ４．０４２ ０．６７２ ２４ 支付方式便捷度 ３．５１８ １．２７７

１１ 导向标识系统 ４．０２６ １．０４０ ２５ 公园与住所的距离 ３．５０２ ０．８９２

１２ 活动的可参与性 ３．９１６ １．１９３ ２６ 公园规模 ３．４５０ １．２９８

１３ 活动参与形式 ３．９００ ０．８０６ ２７ 公园文化本土化 ３．４１９ ０．９６８

１４ 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 ３．８９０ １．０４９ ２８ 公园知名度 ２．８９８ １．０３４

　　注：“５”代表“非常重要”；“４”代表“重要”；“３”代表“一般重要”；“２”代表“关系不大”；“１”代表“几乎无关”。

　　（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平

台对余下的２７项变量元素进行克朗巴哈系

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信度检验（表３），得到α值为

０．８０５＞０．７，可信度较高。进一步用犓犕犗检验与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法检验环境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表３），根据Ｋａｉｓｅｒ给出的标准，犓犕犗取值大

于０．７则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３中可得，犓犕犗

值为０．７６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为０．０００＜０．０１，达

到极显著水平，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１７］，适宜

做因子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以特征值不

小于１的主成分为初始公因子，筛选影响游憩体

验的重要环境因子，使数据得到精简。基于社会

学调查的性质，只保留的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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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少于６０％
［９］。根据输出结果，２７个成分中特

征值超过了１的有６个，根据分析结果，这６个因

子可以解释所有变量６１．８１２％的方差（表４），基

本可以反映公园环境状况，满足要求。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突出主因子的代

表变量，使因子与环境变量相对应。根据数值大

小将各变量进行排列，以便直观体现变量所对应

的因子。选取因子载荷值大于０．５的环境变量，

并以这些环境标识变量来构建指标体系（表４、表

５）。在２７个环境变量中，提取６个因子，累计方

差贡献率约为６２％（表４），说明该６个因子包含

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表明其累积贡献率是

合理的。从表４可得，量表具有良好的可信度，所

有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检验（α值）均大于０．７，表明

这些因子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其中Ｆ１、Ｆ３的α值

大于０．８属高可信度）。因子重要性均值按从大

到小顺序排名前三的依次为Ｆ２、Ｆ４、Ｆ５，从因子

内部包含的环境变量来看，这表明自然环境的污

染程度、日常管理水平以及活动特点在游人心中

具有重要地位。

表３　信度与效度分析

克朗巴哈 Ａｌｐｈａ ０．８０５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值 ０．７６６

近似卡方 ２０１９．９２８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３５１

显著性 ０．０００

表４　环境变量因子分析结果

环境因子 环境变量 因子荷载系数 因子内部信度检测 累计方差贡献率／％ 因子重要性均值

Ｆ１

环卫设施 ０．８２１

游憩与休息设施 ０．８５７

人工景观构筑物 ０．７４１

导向标识系统 ０．７２４

公共厕所 ０．７３０

小卖部与售票处 ０．６７１

０．８６１ １３．４８６ ３．９１９

Ｆ２

空气湿度与清洁度 ０．７１３

听觉舒适度 ０．７５４

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 ０．８２５

水污染与光污染 ０．８０１

视觉美景度 ０．５６３

０．７８５ ２４．９２２ ４．４０５

Ｆ３

公园规模 ０．７８８

公园文化本土化 ０．７５０

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 ０．８０２

支付方式便捷度 ０．５８０

公园与住所的距离 ０．８５４

０．８２５ ３５．２８９ ３．４８６

Ｆ４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０．８３１

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 ０．８３２

自然资源保护水平 ０．７３１

日常保障制度水平 ０．６９４

０．７２８ ４４．９１２ ４．１６７

Ｆ５

活动项目丰富度 ０．７３５

活动人群分类 ０．６８６

活动的可参与性 ０．８３９

活动参与形式 ０．８４７

０．７９８ ５４．４５９ ３．９２３

Ｆ６

游人密度 ０．７１８

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０．８１４

游憩动机的实现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４ ６１．８１２ ３．７７１

　　（三）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并命名

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的６个因子作为指标

层。根据每个因子内部环境变量的组合特征对该

因子进行命名，最终建立了以游客主观偏好性评

价为基础的游憩机会指标体系（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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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游憩机会谱指标体系

指标层 环境变量 属性

公共服务设施
环卫设施、游憩与休息设施、人工景观构筑物 自然

导向标识系统、公共厕所、小卖部与售票处 管理

自然环境及其特征 空气湿度与清洁度、听觉舒适度、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水污染与光污染、视觉美景度 自然

活动特征 活动项目丰富度、活动人群分类、活动的可参与性、活动参与形式 社会

场所支持程度
公园规模、公园文化本土化、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 自然

支付方式便捷度、公园与住所的距离 社会

管理水平 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安全与智能化系统水平、自然资源保护水平、日常保障制度水平 管理

游憩属性 游人密度、游憩活动持续时间、游憩动机的实现 社会

　　三、城市综合性公园游憩机会谱的

构建

（一）游憩环境类型划分

根据游憩机会谱理论与综合公园常见的功能

分区，结合游憩场所的环境条件差异对游憩活动

的支撑程度及其它影响，并以指标体系为建立依

据，将游憩环境划分为文化与娱乐、观赏与游览、

安静休憩、体育活动、儿童活动和老人活动６种类

型的游憩区域。

（二）各游憩环境类型中环境因子的重要性

环境因子是游憩环境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

不同环境因子的有机组合构成不同的游憩环境类

型。环境因子重要性程度分析不仅可以反映游憩

者所偏好的环境组成特征，还能获知游憩者对各

环境类型中所期望参与的游憩活动以及获得的游

憩体验［１０］。从李克特式５点量表赋分制的结果

可以看出各个环境因子在不同环境类型的重要性

差异（表６）。纵向比较来看，“活动特征”和“场所

支持程度”在文化与娱乐区较为重要，游览与观赏

区重视的因素较多，分别体现在“自然资源质量”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游憩属性”３个方面，安静

休憩区对“自然资源质量”和“公共服务设施”因子

的需求较高，体育活动区更侧重于“活动特征”与

“场所支持程度”因子，儿童活动区则更重视“管理

水平”（与儿童的安全有关），而老人活动区对各环

境因子的需求相对均衡，六个环境因子的重要性

都较高。从横向上比较，“自然资源质量”“管理水

平”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在不同环境类型中重要

性的综合均值较高，表明这三个环境因子对于公

园整体影响较大，是影响城市公园游憩体验的重

要因素，有关部门在今后的城市公园规划与建设

中应在这三方面加大投入。

表６　游憩环境因子重要性程度分析

环境因子
文化与娱乐区

均值

游览与观赏区

均值

安静休憩区

均值

体育活动区

均值

儿童活动区

均值

老人活动区

均值
综合均值

自然资源质量 ３．６４ ４．３０ ４．２４ ３．２６ ３．６６ ３．５３ ３．７７

场所支持程度 ３．９２ ３．４２ ３．１０ ３．８７ ３．６２ ３．８５ ３．６３

公共服务设施 ３．５８ ４．０６ ３．９９ ３．６２ ３．２４ ３．６７ ３．６９

管理水平 ３．５１ ３．９２ ３．５４ ３．５６ ４．０３ ３．６３ ３．７０

游憩属性 ３．４９ ３．８３ ３．５２ ３．５１ ３．０８ ３．９３ ３．５６

活动特征 ３．８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３．９６ ３．５８ ３．９４ ３．５９

　　　注：“５”代表“非常重要”；“４”代表“重要”；“３”代表“一般重要”；“２”代表“关系不大”；“１”代表“几乎无关”。

　　（三）游憩机会谱（ＲＯＳ）的构建

公园游憩机会谱（ＲＯＳ）由环境类型和指标两

部分组成。游憩者在不同的环境类型里，得到的

游憩机会、游憩活动及体验也不一样。因此，了解

指标与环境类型的对应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

比较各环境变量在不同环境类型之间的重要性差

异，得出各环境类型中相对重要的因子。依据６

个环境指标和６种环境类型建立了石家庄城市综

合公园游憩机会谱（表７）。通过划分公园不同的

游憩环境类型，进一步了解市民对公园在自然、社

会以及管理三种属性上的需求和期望。同时构建

本谱亦旨在为石市综合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一定

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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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城市综合公园游憩机会谱描述

指标描述

环境类型

文化与

娱乐区

游览与

观赏区
安静休憩区 体育活动区 儿童活动区 老人活动区

备注

游 憩 者

对 环 境

指 标 的

重 要 性

评价

自然资源质量       自然性

场所支持程度       自然性为主

公共服务设施       管理性为主

管理水平       管理性

游憩属性       社会性

活动特征       社会性

　　注：各指标重要性等级分为高、中、低３个层次，分别用“”、“”、“”表示。

　　四、综合公园的优化指标选择体系构建

　　基于已建的石市综合公园游憩机会谱体系

（表７）及各环境因子对游人的重要程度（表２），结

合当地公园的整体概况，建立石市综合公园优化

指标选择体系（表８）。该体系对公园不同区域选

择优化的环境指标进行了等级排序，并提出具体

优化因子，以便公园规划管理者在公园改造与建

设中更能精准把握优化方向，做到资源利用的最

大合理化。

表８　石市综合公园优化指标选择体系

优化区域 优化指标等级分布 优化因子及重要性排名

文化与娱乐区

Ａ级：场所支持程度、活

动特征

７公园文化本土化、５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６支付方式便捷度、４活

动项目丰富度、１活动人群分类、２活动的可参与性、３活动参与形式

Ｂ级：自然资源质量、公共

服务设施、管理水平、游

憩属性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９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７水污

染与光污染、６视觉美景度、３环卫设施、１５游憩与休息设施、１６人

工景观构筑物、１０导向标识系统、８公共厕所、４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１１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１２自然资源保护水平、５日常保障制度水

平、１３游人密度、１４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游览与观赏区

Ａ级：自然资源质量、公

共服务设施、管理水平、

游憩属性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９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７水污

染与光污染、６视觉美景度、３环卫设施、１５游憩与休息设施、１６人

工景观构筑物、１０导向标识系统、８公共厕所、４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１１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１２自然资源保护水平、５日常保障制度水

平、１３游人密度、１４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Ｂ级：场所支持程度 ３公园文化本土化、１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２支付方式便捷度

Ｃ级：活动特征
４活动项目丰富度、１活动人群分类、２活动的可参与性、３活动参与

形式

安静休憩区

Ａ级：自然资源质量、公

共服务设施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７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５水污

染与光污染、４视觉美景度、３环卫设施、９游憩与休息设施、１０人工

景观构筑物、８导向标识系统、６公共厕所

Ｂ级：场所支持度、管理水

平、游憩属性

９公园文化本土化、７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８支付方式便捷度、１环

境卫生管理水平、３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４自然资源保护水平、２日

常保障制度水平、５游人密度、６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Ｃ级：活动特征
４活动项目丰富度、１活动人群分类、２活动的可参与性、３活动参与

形式

体育活动区

Ａ级：活动特征、场所支

持度

４活动项目丰富度、１活动人群分类、２活动的可参与性、３活动参与

形式、７公园文化本土化、５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６支付方式便捷度

Ｂ级：公共服务设施、管理

水平、游憩属性

１环卫设施、１０游憩与休息设施、１１人工景观构筑物、５导向标识系

统、４公共厕所、２环境卫生管理水平、６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７自

然资源保护水平、３日常保障制度水平、８游人密度、９游憩活动持续

时间

Ｃ级：自然资源质量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５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４水污

染与光污染、３视觉美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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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优化区域 优化指标等级分布 优化因子及重要性排名

儿童活动区

Ａ级：管理水平
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３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４自然资源保护水平、

２日常保障制度水平

Ｂ级：自然资源质量、场所

支持度、活动特征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５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４水污

染与光污染、３视觉美景度、１２公园文化本土化、１０活动区域规划合

理性、１１支付方式便捷度、９活动项目丰富度、６活动人群分类、７活

动的可参与性、８活动参与形式

Ｃ级：公共服务设施、游

憩属性

１环卫设施、５游憩与休息设施、６人工景观构筑物、３导向标识系

统、２公共厕所、４游人密度、７游憩活动持续时间

老人活动区

Ａ级：场所支持度、游憩

属性、活动特征

９公园文化本土化、７活动区域规划合理性、８支付方式便捷度、４游

人密度、６游憩活动持续时间、５活动项目丰富度、１活动人群分类、２

活动的可参与性、３活动参与形式

Ｂ级：自然资源质量、公共

服务设施、管理水平

１空气湿度与清洁度、２听觉舒适度、９绿化率与植物丰富度、７水污

染与光污染、６视觉美景度、３环卫设施、１３游憩与休息设施、１４人

工景观构筑物、１０导向标识系统、８公共厕所、４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１１安全与智能系统水平、１２自然资源保护水平、５日常保障制度

水平

　　注：１．优化因子分三个等级，Ａ级＝“最优先选择”，Ｂ级＝“次优先选择”，Ｃ级＝“非优先选择”。２．每个等级包含的

具体优化因子按重要性程度排序，对应的数字即排名。

　　五、结论

通过构建游憩机会谱与优化指标选择体

系，旨在达到如下三个目的：一是为石家庄城市

综合公园的规划设计在游憩者的选择偏好上提

供客观的参考依据，对于不同的环境类型根据

游憩者的偏好去提供游憩设施、管理水平及服

务水平等，从而在宏观上保持游憩需求与资源

开发之间的平衡，使得公园的规划和投入更加

科学化、明确化，促进地区城市综合公园的良性

发展。二是使城市综合公园游憩机会谱及相关

理论本土化，机会谱与优化指标选择体系力求

突出“石家庄市”的地区特色，根据当地特有的

气候、生态环境等特点和该地区市民对公园不

同环境类型的游憩需求构建的理论体系，做到

了体系框架、表达方式和具体标准的本土化。

三是促进石市综合公园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华北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最典型的就是雾霾天气和沙尘暴，其次工

业废水污染亦十分严重。研究发现，市民对公

园的空气质量、安静程度、环境卫生等环境因素

重视程度高，这也直接反映了市民对游憩地环

境条件的要求，部分城市综合公园自然系统遭

到破坏，生活垃圾公害、水污染、噪音污染以及

空气污染等现象仍然存在，保持城市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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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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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速铁路应急救援在交通救援中较为特殊，其主要问题在于应急预案体系不完

善、应急管理系统不健全、应急救援机制亟待完善。从应急救援重要性认识不足、应急救援机制

不健全和应急救援文化教育缺失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树立科学的救

援理念、加强救援队伍建设、健全救援机制和完善救援调度指挥机制的针对性立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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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国民

经济的大动脉，还是我国制造业走向国际的一张

名片。近年来，高速铁路迅速发展，走进公众视

线，并以其舒适、高效、便捷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但是一次又一次事故的发生使高速铁路安全受到

挑战。如“７．２３”甬温线动车组特大追尾事故造成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后，除高速

铁路安全性之外，公众对事故应急救援产生了强

烈的质疑。又如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２３点０４分，

由杭州东开往北京南的Ｇ４０次列车运行到京沪

高铁廊坊到北京南间，局部大风刮起的彩钢板造

成接触网损毁，接触网跳闸，列车紧急制动系统自

动启动。事故发生后，铁路部门即刻启动了应急预

案。但是救援时间过长，接近５个小时，期间列车

无照明，没有空调，引发公众强烈的质疑和不满。

虽然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规模大，运营速度高，

运营里程在世界高铁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大，但是

我国高铁运营时间相对较短，较之世界高速铁路

发达国家几十年运营实践，运营经验仍十分欠缺，

高铁运营安全规律的研究之路仍很漫长。高速铁

路的发展需要完备的铁路应急救援机制立法保驾

护航。然而，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高速

铁路救援系统，对其进行研究，建立一套适合我国

高铁的救援系统迫在眉睫。

一、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存在的

问题

应急救援一般是指针对突发、具有破坏力的

紧急事件采取预防、预备、响应和恢复的活动与计

划。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是在高速铁路发生非

正常事件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救援行动，行动涉及

多个方面及阶段，不同阶段分别有不同的应急救

援任务，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

保障高速铁路安全运行。但是，我国高速铁路发

展时间短，应急救援机制建设经验不足，仍存在诸

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

预防是安全防范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预先

消除安全隐患，有效保护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也是尊重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的直接体

现。高速铁路应急预案是有效应对高速铁路安全

突发事件的关键。为提高高速铁路突发事件的应

急水平，必须编制应对各种类型突发事件的高速

铁路应急预案。虽然各部门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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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和应急处置上，但应急预案编制、内容和体

系及应急管理系统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

进一步健全。

１．高速铁路应急预案的编制不顺畅

由于高速铁路应急预案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特

征，要求各部门以最快速度编制出应急预案。但

目前我国高速铁路应急预案的评价体系还不够科

学，不能满足应急救援需要，加上对风险管理理念

的认识不到位，评估和预判研究没有实现智能化，

信息不够畅通，使应急管理指挥的效率不高，从而

导致应急预案质量也不够高。另外，还存在在应

急预案编制前，没有充分考虑各工作人员的职责

分工，而导致预案中的职责分工不合理，降低了救

援效率甚至耽误救援进度的问题。

２．预案内容和体系不够完善

高速铁路应急救援预案内容不细致或在某方

面应急救援存在盲点，使应急救援效率低下。导

致该问题的原因则是各部门的信息交流不通畅，

考虑不够全面，从而使预案内容缺失。各铁路局

对应急处置的规定不统一，标准各异，导致跨区域

应急对接不协调，给非正常情况下的高速铁路应

急救援带来很大的不便，甚至影响救援进程，造成

严重后果。一个完整的应急预案应始终贯穿于突

发事件的整个过程，但我国高速铁路应急预案缺

乏对事前风险过程的掌控。

（二）应急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

我国采用政务值班与处理紧急事件相配合的

管理体制与组织模式，其运作模式具备与部门、区

域、学科相离分的封闭性和单一性的特征［１］，是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技术性含量不够高的背

景下形成的，在具体突发事件处理中表现出决策

不够科学周密、预警反应滞缓、效率低下等问题。

１．应急管理框架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高速铁路发展的关键期，公众对

高速铁路也提出更多要求。高速铁路突发事件的

安全应急救援水平逐渐被重视，但从我国目前对

高速铁路非正常情况下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来

看，应急通信、救援设施，各部各区域衔接、沟通等

都存在问题。应急管理框架不完善、涵盖不全面，

不仅延误了救援“黄金期”，而且由于和新闻媒体

连接不及时，也使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陷入舆

论的险地，甚至造成误解，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２．应急保障能力不足

高速铁路应急保障体系是应急预案及应急救

援实施的坚实后盾。虽然我国高速铁路正在快速

发展，但是我国的应急保障能力仍不能满足应急

救援现实需要。从“７·２３”铁路特大交通事故的

救援可发现，我国高速铁路应急保障存在以下问

题：首先，缺乏对新设备、新技术的全面评估和分

析，没有做好对高速铁路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的

预判、预防工作，使各部门在应急救援中处于被动

局面，造成一定的损失；其次，社会应急资源相互

沟通不足，各部门、各区域联动机制不紧密，各机

构之间功能相对单一，没有形成救援合力，应急救

援力量发挥受限；最后，保护现场力量不足，存在

辖区警力不足，调派警力的速度和人员力量不能

满足需要等问题，应急救援现场治安保障能力差。

（三）应急救援价值存在的问题

１．高速铁路应急救援立法价值序位错乱

生命至上，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

基本理念。但是，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施行的《铁路

法》第５７条和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施行的《铁路交通

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６条、第１９条

的规定，都透露了“通车”优先于“救人”的立法理

念，说明应急救援立法价值序位错乱。“７·２３”温

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救援实践是该立法价值错乱的

直接体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铁路应急救援立法

价值序位的重新审视［２］。其次，我国突发事件应

急救援一般为事后被动补救，安全防范意识薄弱，

救援理念序位错乱，难以有效防止事故发生。

２．社会应急救援公共责任意识淡薄

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每个人都是

受益者，每个人也都有保护高速铁路安全的责任。

但是，我国高速铁路应急救援社会公共责任意识

淡薄，认为保护高速铁路安全及其应急救援只是

政府和铁路企业的责任，其实不然，相关政府和铁

路企业在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中的力量有限，

仅仅依靠他们完成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工作并

不可行，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建设机制需要社

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举社会之力共同保障高速

铁路安全，完善高速铁路应急救援机制。

（四）应急救援机制存在的问题

１．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健全

一是高速铁路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相对落后。

我国高速铁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缺乏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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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约束，权能分散于部门间或多行业，建设标准

不一，功能单一，造成通用性差，机构松散，欠缺整

体合力。一旦遇有重大突发灾害事件，难以确保

及时有效的救援和救助。

二是高速铁路应急救援设备落后。首先，专

业救援车辆缺失。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高铁起

火”这个名词开始在媒体泛滥，由青岛始发开往杭

州东的Ｇ２８１次列车在中途站定远站停车，电器

装备产生故障，引起一车厢冒烟。历时２．５ｈ，火

情得到控制，但燃烧仍旧造成大幅列车侧墙穿洞，

而本次未被迅速扑灭的火灾，正是由于中国铁路

车站系统性的缺少专业的可以快速反应的公铁两

用消防车辆的布置，使得高昂造价的列车财产损

失进一步扩大。其次，消防队现有的破拆救援装

备无法满足高速铁路救援需要。高铁客运列车的

“一体式”车厢由特殊材料焊接加工而成，具备优

良的刚度和塑性，但是消防部队配备的抢险救援

配置主要是处理公路交通事故，利用传统救援设

备，无法对车体有效破拆，于车体外探测和开辟救

援道路难上加难［３］。动车车体由多种高科技材料

制成，传统的救援装备无法有效切割车体［４］。况

且现有生命探测仪对工作环境要求很高，仅在特

殊环境下有效用。

三是应急救援多方联动机制不规范。现阶

段，消防、公安、防汛、防震等政府部门都有各自的

信息管理系统，但部门之间标准不一，没有建立起

统一的沟通渠道，常常各自为政，很难形成信息共

享共用。为避免部门间职权分割、行动单一、单打

独斗的现象，必须建立完整的协作联动机制，达成

统一调度指挥，部门间沟通互助、协作配合的应急

处置。

２．应急救援成本高

一是高速铁路线路修复成本高。高速铁路列

车制造、线路修建动辄百亿元、千亿元，线路以

“桥”为主。相较之传统普速线路大型救援，高铁

救援的难点主要是高铁线路、桥梁负荷能力对救

援装备作业和返送时桥梁通过性能的约束。并且

目前世界范围内没有完全适应我国高铁大型救援

需要的救援用铁路起重机。救援行动本身具有危

险性，而且对线路、桥梁破坏性大，随后的线路、桥

梁修复工程也将耗费巨额资金。

二是高速铁路应急救援专业设施、设备造价

高。我国于２０１７年研制成功高速铁路救援起重

机的消息令人欣慰，它填补了我国高速铁路救援

起重机研究空白，但是，救援起重机造价高昂，还

有铁路救援列车、隧道救援列车、救援直升机都需

要高成本制造，目前正在探索巨额造价与应急救

援工作的平衡点。另外，铁路事故救援点的设立，

为事故救援提供后勤保障，优化救援资源分配。我

国高铁救援点设立少，许多重要车站未设立救援

点，专业救援设备难以实现点到点。事故发生后，

需要从附近救援点借专业救援设备，难以保证及时

救援，错过最佳救援时间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量。

３．应急救援技术不成熟

高速铁路救援技术种类繁多，参与救援人员

也应训练有素，能在事件发生时以过硬的专业技

能和高度应变的心理素质迅速展开救援［５］。到目

前为止，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高速铁路应急

救援系统，例如存在应急预案编制及内容不顺畅、

应急管理系统性不强、应急救援保障能力不足等

问题，建立一套适合我国高速铁路的救援系统迫

在眉睫。

４．应急救援指挥、调度体系不成熟

我国的一体化救援指挥、调度系统尚不成熟，

目前主要表现为：

一是灾害预报迟缓、信息回馈迟延、指挥职能

交叉、救援力量星散、灾情评测不科学、响应体系

不完整，缺乏高水平应急指挥平台。

二是应急指挥水平有待提高。应急指挥系统

存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短缺的弊病，对信息剖析

不够及时精准，缺少对突发事件现场的预判行

为［６］；在发生跨区域的高速铁路突发事件时，各区

域可能有着各自不同的救援方案和指挥系统，不

能对应急救援工作形成统一有效的指挥。目前我

国在此方面并未形成高效的指挥系统。有时更是

要凭着过去的经验做事，从而导致应急指挥水平

不足，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

二、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问题产生

的原因

（一）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

１．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社会关注度低

人员素质对安全有重要影响，受国家安全文

化以及应急文化建设的影响，我国高速铁路虽然

受众庞大，但是公众文化素质参差不齐，非业内人

士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对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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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关注普遍较少。加之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

宣传力度小，应急训练少，公众安全意识薄弱，对

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的关注度低。

２．对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

高速铁路技术攻关的报道铺天盖地，高安全、

高舒适成为高铁的代名词，但是整体来说，我国高

速铁路安全文化基础薄弱，社会对高速铁路安全

应急救援了解甚少，对其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认识

不足，对其预判定位不准，进而建设投入少，导致

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建设进程缓慢，高速铁路

运营存在安全风险。

３．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公众责任意识淡薄

高速铁路的公益性最终使命指向为人民服

务，公众是直接受益人，与此同时，公众还是维护

高速铁路安全的主力军［７］。在物欲横流的社会，

“利己”已然走到台前，人们行为目的指向性很强，

公众享用着、消费着高速铁路的公益性，却丢失了

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忽视、漠视甚或抵触这份公

共责任，对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亦如是。

（二）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机制不

健全

１．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组织体系不健全

一是目前应急救援机制在整个国家应急救援

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缺少系统机动性和灵活性，

无法完全满足应急救援要求。相关主体各自组建

的专业救援队伍虽然具有一定的专业救援能力，

但存在职权分割，力量星散、缺乏合力，职能单一

等问题。

二是应急办没有直接管理的专业救援队伍，

不具有直接统辖指挥权，无法直接指挥、调度星散

的专业救援力量，应急办的领导指挥效用和机构

权威无法发挥。到场的参战队伍各自为战、单一

作战，缺少统一领导指挥和综合协作沟通，无法形

成及时、有效、迅捷的应急救援力量。

２．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法律机制不健全

应急救援立法缺乏整体性和统一性，法律规

范之间缺少对接存在冲突，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法

律应有的效力。另外，该机制在法制根基、组织系

统、运行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仍存有诸多弊端，

个别地方曾因应急救援机制不完善致使“小灾”演

化成“大难”，引起社会不稳。

（三）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建设不到位

１．高速铁路安全文化教育缺失

安全文化建设是构建高速铁路安全体系的

重要课题，完善的安全文化为高速铁路安全提

供理论支撑和社会保障。安全文化建设具有指

引功能、规范功能等独特优势，辅以文化的深远

影响力、广大渗透力和持久扩张力，促使铁路运

营企业打造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氛围，从而为

高速铁路运输安全奠定扎实的社会基础［８］。但

是，我国高速铁路安全文化教育严重缺失，导致

社会安全意识淡薄，公众安全敏感度低，自我保

护能力差，对高速铁路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增

加了难度。高速铁路安全文化宣传、教育、培训

多流于形式，没有完整的高速铁路安全文化管

理制度和组织模式，加大了高速铁路应急救援

机制建设难度，给高速铁路应急救援机制建设

带来更大的挑战。

２．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教育缺失

２０１８年９月８日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世

界急救日”，显示出全世界对交通安全急救的重

视，高速铁路作为现代高速交通的运输方式，其应

急救援研究应当被重视。此前，曾有一则消息称：

我国每年急救知识普及的受众约１０００多万人

次，应急教育普及率极低，仅为１％，与发达国家

５０％的平均普及率差距巨大，该组数据表明，我国

应急教育仅是星星点点［９］。此外，应急教育更多

地存在于理论教育上，实践演练教学少，理论与实

践仍存在较多差距，纸上谈兵不能应急，实践中应

急救援工作慌乱无序，耽误救援质效。

３．安全风险意识淡漠

铁路运输安全是旅客最为关心的因素。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起，铁路部门为旅客推出了铁

路乘意险，为公众铁路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旅客１４．７８亿人

次，乘意险保费收入为１亿多元，即大约４０００

万人次购买。这一冰冷的数据表明，仅有不足

３％的旅客购买乘意险，只有极少数旅客购

买［１０］。公众对铁路“乘意险”不看重的原因有两

方面：一是公众主观上普遍认为铁路运营比较

安全，相应的出行安全风险较低。二是公众大

多没有认识到保险分散风险、补救的作用，对生

活中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缺少风险防范意识，

保险意识过于淡漠［１１］。

０８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三、完善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的立

法对策

（一）树立科学的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

援理念

１．树立预防为主的应急救援理念

“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

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应急救

援的应有之意。预防是安全防范最有效的手段，它

能将安全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使应急救援队伍掌

握主动权，进而有效保护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是尊重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的直接体现。

２．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应急救援理念

我国应急机制建设经历了从粗放式到规范化，

再到全面精细化，再到如今的人性化发展历程，四

个阶段之间是逐步递进并不断完善的关系。这也

说明社会越发展，越要尊重生命和人本身。事故灾

难面前人人享有生存的权利。在救援时，摒弃狭隘

的社会认同，抛弃社会表征标尺，将“以人为本、生

命至上”作为指导思想，贯穿救援全过程。

（二）加强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队伍

建设

高速铁路事故具有较强的破坏性，救援难度

较大，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员、物资、经济支持，若人

员不足、力量分散、物资短缺、装备不精，应急救援

工作难以推进。因此必须加快高速铁路应急救援

力量建设。

１．加强高速铁路应急救援机构建设

高速铁路应急救援要求具备较强的专业性，

可与民航组织、海事组织等专业机构组建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又能够实现协同联动高效救援的机

构。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总领导机构，再在各

地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形成一套完整的高速铁

路应急救援机构组织体系，并归属于应急管理部

门和铁路监管部门双重领导。

２．加强高速铁路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化建设

首先，从全国各地招募高速铁路应急救援人

员，建立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建立高速铁路应急救援演习制度，“养兵千日，用

兵一时”，定期开展专业化、规范化、针对性强的演

习，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其次，增加

救援点救援力量布置。在重要车站增设救援点，

增加救援力量布置，一旦发生事故，调动最近救援

点现有救援力量和资源，及时展开救援工作，提高

救援效率，减少事故损失。

３．加强高速铁路应急救援装备建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速铁路应急救援

尤其应该重视“器”的作用。首先，我国已经研制出

高铁救援起重机，并且应用到高速铁路救援工作中，

没有这些高精尖救援装备的帮助，救援人员只能“望

洋兴叹”。其次，重要高铁站点增加备用内燃机车。

在接触网供电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内燃机车能够发

挥巨大作用，能够及时实施救援，并能够为高铁乘客

提供足够的电力，使空调系统能够正常运转，保证广

大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呼吁重要高铁站点增加备

用内燃机车全方位提高高铁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因

此，高速铁路应急救援装备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利用现有军事或民用装备，同时加快应急救援专用

设备的精进研发，提升救援科学性和专业度。

（三）建立健全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

机制

１．加强应急救援联席会议制度建设

区块化、多阶段、专业性的群体决策方法在实

践应用中，能够使高速铁路突发事故得到有效控

制，使救援人员在救援中发挥最大价值。通过召

开联席会议，集合各方力量，共享安全应急救援信

息，提供专业建议和多样方案，并统一优化应急救

援方案，使应急救援队伍思想统一，行动明确，展

开及时有效的救援工作。

２．建立高速铁路应急救援报告和信息发布

制度

明确应急信息的报送办法，打造快捷、高效的

信息报告程序，发布的内容要客观真实和权威。

同时，加大应急救援信息保护力度，预防事故现场

状况以及应急救援信息非官方泄露，避免陷入不

实信息的舆论漩涡，阻挡巨大的舆论压力。

３．建立高速铁路应急救援分级响应制度

在接到救援命令时，应立即与上级主管部门

及离事故最近的物资运输单位了解具体情况，掌

握第一手资料，以确定具体响应级别。各级、各部

门的专业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应当制定本级范围内

应急救援的分级原则、响应制度及等级划分标准，

明确响应程序，明晰事故的通报内容和处置方式，

特别是在跨区域、跨部门的重大高速铁路安全事故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具体的响应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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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立高速铁路应急救援资金保障制度

基于高速铁路的特性，救援成本高，因此，充

足的资金是顺利开展救援行动的重要保障。专项

资金可用于应急救援技术研发和设备购置更新，

给应急救援提供资金支持，满足应急救援的硬性

要求，以便更好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另外，通过

设立专项资金，激励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参与应急

救援工作，提高地方政府保护高速铁路安全的积

极性，维护路外安全。

（四）完善高速铁路安全应急救援调度

指挥机制

１．明确安全调度指挥原则

调度指挥系统在高速铁路应急救援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高速铁路应急救援应当坚持“统一指

挥、行业指挥、逐级指挥、授权指挥”的原则。一旦

发生铁路事故，指挥中心应当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指挥综合应急救援力量赶赴救援现场，指导

救援处置工作。若有特殊情况，政府组织可以授

权现场的最高救援指挥员代为行使临场处置指挥

权，采用“扁平化”方式有效指挥。

２．统一指挥调度，组建现场救援指挥部

统一调集专业救援力量，征集社会力量，同

时，做好专业救援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接协

调工作，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提高救援

效用。交通部门负责疏通交通，必要时采取道路

管制，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治安部门应做好现场保

护，既要保护事故中证据也要注重事故内部外部

分隔保护，防止发生偷盗、哄抢等次生事故；特别

是铁路调度部门，必须迅速调整运行安排，对事故

区域限行，防止发生二次事故。通过统一调度指

挥，有序开展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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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双重影响及提升策略

厍佳兴，　樊瑞科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网络文化消费已成为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方

式。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具有普遍性、主体性、同时具有从众倾向以及追求娱乐化的特点，对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应该从提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涵、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改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环境等方面进行引导，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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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培养、制度保

障。”［１］大学生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直接影响着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网络文化消费作为大学生

文化消费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生文化营养的主要

来源之一，因而也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行教育引导、实践培养的重要途径。“价值观

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提醒我们，核心价值观具有借

助文化载体实现大众化的现实可能性。”［２］因此，

规范并利用网络文化消费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特点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早已成

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消费的主要

阵地也由专门的文化消费场所转移到私人性更强

的移动互联终端。网络文化消费凭借价格低廉、

传播迅速、类型多样等优势，成为了收入水平不高

又对精神生活有着强烈渴求的大学生最为普遍的

文化消费方式。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是指大学生

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自身全面发

展而对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鉴赏、拥有及使用的

行为。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

呈现出普遍性、个性化、从众性、娱乐化的特点，但

与此同时，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显示出

诸多问题，如多种价值观冲击、非理性情感表达、

盲目从众现象以及过度娱乐化的问题，这也凸显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必要性。

（一）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具有普遍性

首先，我国网民人数众多、网络普及率高，其

中大学生网民占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网络应用

在大学生中具有普遍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发布的第４２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截止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８．２９亿，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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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５９．６％，
［３］同时报告中显示，大学生网民占

网民总人数的１８．６％。随着网络在大学生中的

普遍应用，网络文化消费也随之普及，各种网络文

化产品层出不穷，不断满足大学生的网络文化消

费需求。如由网易公司和高教社联手打造的中文

大规模在线课程平台———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慕

课），用户可以利用电脑或手机ＡＰＰ在线观看并

学习各高校的国家重点精品课程，并由课程教师

在线答疑解惑、批阅作业，学习结束后还可以获得

相应的认证证书，为大学生提升自己提供了丰富

的优质教育资源。其次，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

学习和生活的内容、方式以及时间安排同以往小

学、中学时代相比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时间安排

上，更加自由和轻松。中国青年网关于“大学生

‘玩手机’情况调查”显示，４１．９４％的大学生每天

使用手机时间４到６小时，另有３．５％的大学生

每天使用手机１２小时以上。同时调查显示，大学

生玩手机的原因主要是进行网络社交、听网络音

乐、支付转账、网上购物和观看视频等。可以看

出，他们在时间充裕而且上网条件便利的情况下，

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显得尤为迫切，而足不出户、

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网络文化消费则普遍成为了

他们的不二之选。

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普及化，在为大学生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的同时，也为处于价

值观形成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价值选

择，此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就显

得更为迫切。同时，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普及

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更加多样

的路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通过

网络文化消费进行，可以打破实践和空间的限制，

将更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

（二）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彰显主体性

一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产品，大学

生在消费选择上表现出了明确的目的性，而这种

目的性则直接反映出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

的主体性表达。为达到学习的目的，结合自身的

兴趣爱好，他们有选择地在网上观看公开课等各

种学习视频、下载学习资源、收听学习音频等。为

达到消遣的目的，他们进行网络社交、玩游戏、观

看影视剧、在社交平台发布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

生活学习动态或主观态度等，进行学习之外的娱

乐消遣。这些带有强烈主观性的网络文化消费行

为体现出大学生进行网络文化消费时目的性明

确，个性化突出。另一方面，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

的主体性还体现在消费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展现。

对于开始迈出独立生活第一步的大学生来说，面

对与以往学习、生活有很大不同的新环境，难免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不仅仅

有对各种未知事物的新奇感和成就感，也往往伴

随着各种困惑、疑虑以及挫败感，而网络文化消费

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和虚拟性则成为了大学生消

解负面情绪的首选途径。克里斯·安德森（Ｃｈｒｉ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提出的长尾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长尾理论认为“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

相匹敌的市场能量。”［４］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拥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小众群体通过网络平台汇聚在

一起，既传达了自己独特的主体意识，记录和分享

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同时也达到了排遣负面情

绪的目的。这些具有强烈目的性和自我意识的网

络文化消费，都表现出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主

体性。

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性，凸

显了大学生对于表达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渴望，但同时他们的价值表达又带有强烈的

感情色彩，这种非理性的表达反映了大学生价值

观的不成熟，需要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

引导。

（三）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突显从众性

从众是指主体对于某种行为要求的依据或必

要性缺乏认识与体验，跟随他人行动的现象。一

方面，价值观处于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其消费理念

也处于形成时期。大学生自身旧的价值体系正在

慢慢解构，新的价值体系逐渐形成，此时他们面对

相对开放、自由和思想多元化的网络世界，会出现

消费选择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是导致大学生网

络文化消费从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生在自

己的消费理念不成熟、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人的消

费行为对于他们而言则是最具有参考价值的，而

大多数人的行为指向在此时就是最具有参考价值

的行为，因而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会出现从众倾

向。另一方面，网络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且

大学生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大学生网络文化

消费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行高于人，众

必非之”，当个体的网络文化消费行为同大多数人

的选择不同时，必然会面对强大的群体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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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为了达到群体的一致

性，和同学“打成一片”，便会模仿、跟随大多数人

的网络文化消费选择。此外，网络文化消费中的

时尚流行趋势也是导致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从众

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上的“大 Ｖ”“网红”所

“种草”的各种消费品、旅行地点、餐饮地点都会掀

起极大地跟风消费热潮。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

活动中，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又由于

价值选择的不确定性和群体行为的影响，难免人

云亦云，因此便出现了个性化与从众性并存的矛

盾现象。

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中的从众现象，是大

学生对于自己与他人、社会关系的模糊认识而造

成的，而这种模糊认识的根源在于大学生自我认

知的混乱以及自身价值体系的不完整。建立成熟

的自我认知和完整的价值体系，需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

（四）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追求娱乐化

一方面，具有强大娱乐功能网络文化消费活

动，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在交友、购物、欣赏影视

作品的需求，“同时娱乐性使大学生暂时从现实生

活环境中解脱出来。”［５］并且，大学生在网络文化

消费时所选择的消费内容也与他们价值观的形成

息息相关。网络文化消费丰富了大学生的精神生

活，影响着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也推动着大学生价

值观体系的建构，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开辟了不同的路径。另一方面，对于大学

生而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处于形

成阶段，可塑性强，他们有着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

但判断能力和自控能力又不高，因此大学生在网

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上主要以娱乐、搞笑和

消磨时光为主，消费层次相对较低。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发布的《２０１５年中国青

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大学生在网络娱乐

类应用中的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文学和网络

游戏的使用率分别为８８．９％、８９．４％、５５．８％以及

６６．１％，可以看出大学生的网络使用率均高于网

民总体使用率。大学生通过网络进行着上瘾式的

娱乐性网络文化消费，他们交友、浏览电子书、视

频、玩电子游戏等，消磨时间难以自拔，不仅颠倒

日夜作息时间，而且在课堂上也做起了“低头族”，

甚至即使上网无事可做也要拿着手机漫无目的地

看才觉得安心。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终将毁于

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大学生的网络文化消费也已

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娱乐至上”的困境。

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但

存在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大学生的网络文化消费

内容过度集中于消遣、享乐，对于涉及自身发展的

高层次的、知识性的网络文化消费较少。大学生

的网络文化消费，直接关系到大学生价值观的形

成，因此，过度娱乐化的网络文化消费也进一步表

明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必要性。

二、网络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积极影响

“文化消费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直接作用

于人体大脑，对于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

有重要影响。”［６］网络文化消费作为大学生最为普

遍的文化消费方式，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网络文化消费有利于巩固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基础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是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础。大学生在网络

文化消费过程中，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容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做

出是非曲直的评判，确立自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信念，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知。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普遍性使其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重要途径，可以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大学生通过对网络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消费，不断获得并最终掌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从而逐步提高大学生对行

为评价和判断的能力，这个过程是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形成、发展和加深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使大学生进一步懂得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应该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进而

提高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性、

自觉性和创造性。

（二）网络文化消费有利于激发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动力

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消费过程所形成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情感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动因和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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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由知到行的催化剂。正面的新闻报道、优

秀的影视作品和对社会话题的理性探讨等对大学

生了解时事政治、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

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加

强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相一致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如短视频 ＡＰＰ———抖

音，不仅有娱乐功能，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党

和国家的重要舆论宣传机构也在通过在抖音上开

通账号，用这种喜闻乐见、跟随网络潮流的方式宣

传讲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传递真善美，抨击丑

恶，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良

好的促进作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感

是在一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的基础上

形成的，有助于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日常行动中端正态度、调节行为。

（三）网络文化消费有利于拓展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传统的价值观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不具备即时性和互动性，而网络文化消

费则对大学生有着不容小觑的吸引力。兼具娱乐

性和艺术性的网络文化产品，让大学生在消费过

程中不仅乐在其中，而且潜移默化的促进着大学

生的审美情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这

种隐形的教育手段在不引起学生逆反心理的情况

下可以达到随时随地的教育目的，对于大学生社

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需要教育者有组

织、有目的、有计划地教育影响，也需要注意教育

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即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相

互配合，相互协调，连续系统地进行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网络，而网络文化消费作为社会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部分，可以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三、网络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

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网络文化消费不仅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

响。充分认识网络文化消费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引导大学生

网络文化消费的理性化、网络文化产品选择的高

雅化，提高大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也可以在利用

网络文化消费进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培育的过程中找到教育的侧重点，实现突破。

（一）网络文化消费的多元化削弱大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网络文化产

品及其派生的社会意识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权威，影响大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网络的特点是舆论多

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海量化。”［７］但这种多样的

潮流式网络文化产品往往传递的价值观也是多种

多样的，其中不乏充斥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背离的网络文化产品。如斗鱼直播、虎牙直播、

快手等网络视频直播分享平台，一度引起了全民

看直播、进行直播、分享视频的热潮，也改变了大

学生的娱乐生活方式。这些平台的主播通过直播

或分享自己的生活或周围新奇事件来博得关注

度，并获得打赏，最终转化为自己的收入。但为了

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打赏，这些平台主播往往哗

众取宠亦或进行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些视频

或吸睛或猎奇，甚至有的会触碰道德底线，如大胃

王吃播、涉黄直播、未婚先孕等等。这样低俗、无

底线的网络文化产品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体地位，易造成大学生价值观扭曲，不利于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此外，多元化

的网络文化世界中，西方网络文化的侵蚀也影响

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发达的网络技术对高校大学生

进行文化渗透，容易使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

学生形成错误的价值信仰，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西方网络文化中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背离的价值观，如极端个人主义、普世价值

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

思主义等思潮，腐蚀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提出严峻挑战。

（二）网络文化消费的过度娱乐化冲击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向

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的过度娱乐化，必将弱

化网络文化消费的价值引领作用，不利于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沿着正确的方向进

行。大部分大学生只是将网络作为交友和娱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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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沉溺于网络游戏，醉心于娱乐新闻，甘当追

星一族。以网络游戏为例，一些大学生热衷消费

的网络游戏，利用逼真的画面和声音带来刺激的

感官体验，而大学生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不仅会

无心学业、沉迷堕落，更容易导致暴力倾向，现实

中更是出现了不少由于迷恋网络游戏而寻求刺激

最终导致刑事犯罪的事件。除此之外，有的大学

生热衷于追星，将大部分时间、金钱、精力消耗在

娱乐明星、娱乐新闻之上，购买明星行程，在机场

等公共场所疯狂追星，造成公共秩序混乱。而电

影、电视剧行业在偶像泛滥的现实下，追求流量和

票房，以至低质量文艺作品横行，真正具有文学性

和艺术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

却并不多见。大学生在消费这些网络文化产品之

后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存在偏差。

（三）网络文化消费的不纯净环境恶化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环境

不论是网络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背离，还是网络文化消费的过度娱乐化，都暴露

了网络文化消费环境不纯净的问题。网络文化消

费作为社会条件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的一部分，其环境的恶劣不利于保证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连贯系统的进行。大学生

接触不良的网络文化消费环境，日积月累，必将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带来一定的冲

击。天朗气清的网络文化环境有利于大学生形成

合理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恶劣的网

络文化消费环境则会导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知的失调，认知失调的必然结果就是态度

的改变。因此不良的网络文化环境作为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的消极因素所起到的

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精神文化产品不仅为

青年提供知识技能习得、人格塑造和个性养成的

载体，而且构造出‘虚拟情景’，帮助青年认知‘价

值观’内涵，参与、体验和模拟价值观实现过

程。”［８］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作为一种消费行为，

是大学生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也是

大学生价值观接受和创造的过程，它有利于促进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情、意、行”的发

展，拓宽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

不再只是简单的精神生产过程，也是市场化和商

品化过程，因而容易导致网络文化产品的一般化、

娱乐化，从而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效果、培育方向和培育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利用网络文化消费进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在具体培育路径方面，需在大学生

网络文化消费的现实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四、网络文化消费视角下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一）优化网络文化消费观念，提升大

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涵

利用网络文化消费进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首先要从选择什么样的网络文化产

品和服务入手，合理的网络文化消费观念有助于

大学生选择合理的网络文化产品，提升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内涵。

第一，大学生应当提高自律能力，加强自我管

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即使在虚拟的网络空间，

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行也应进行自我约束。大学生

可以通过相关法律的学习，了解网络行为准则，在

网络文化消费过程中遵守网络道德规范，规范自

身网络文化消费行为。网络文化消费不可一味为

彰显个性而忽视审美，自觉抵制庸俗之风，提升自

己的理解力、辨别力和选择力，提高自己的网络文

化消费层次；也不可人云亦云，盲目从众，要自觉

抵制享乐主义、攀比之风，理性合理地消费，选择

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产品。

第二，教师要发挥教育主导作用，注重教育引

导。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多读书、广读书、读好书。

阅读有趣、经典的著作，有助于大学生在书本中汲

取人类文明精华，拓展知识面，端正人生态度。同

时，教师要教育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树立马克思

主义信仰。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的讲

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树

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新时

代新天地中去，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９］

第三，学校应提高重视程度，创设良好氛围。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网络语言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利用网络信

息手段渗透在大学生日常网络文化消费之中。同

７８　第１期　厍佳兴等：网络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双重影响及提升策略



时，注重打造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消费氛围。学

校可以建立网络文化消费网站，学校宣传部门可

以在网络文化消费网站上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并鼓励大学生在学校网络文化消费网站

上建立自己的个性主页，进行网络文化消费，如书

籍分享、二手书买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经

验交流和共享等，达到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

合的双重效果。

（二）发展网络文化产业，丰富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融入到

网络文化消费之中，网络文化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载体，因此，提高网络文化产品质量，发展网

络文化产业，是丰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载体的必要前提。

第一，引导网络文化产业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一方面，掌握网络文化产业的领导权。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发

展，规范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相结

合，为利用网络文化消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供载体。另一方面，力求社会效益与

经济收益的和谐双赢。这就要求网络文化产业的

发展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

化产品创作，又要以大学生为中心，进行广泛深入

的市场调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深受大学生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这

样既可以取得经济效益，又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达到“以文化人”“润物细无声”的

目的。

第二，深化网络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方面，创新主题网络文化产品。开发创新要符

合大学生的消费特点、审美特点和知识构成，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网络文化产品创新发展相融合，创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网络文化产品，增加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发展优秀网络文化产业群。创新创造

网络文化产品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的基础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在

内容建设的基础上，打造网络文化品牌，进而形成

优质网络文化产业群，实现网络文化产业精品化、

立体化发展，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创造更高质载体。

第三，把控网络文化产品的流通过程。一方

面，提升网络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网络文化

产业从业人员是传播价值观过程的开端，是价值

观传播的“守门人”。因此，要从网络从业人员的

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素养三方面入手，保

证网络从业人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利用

网络文化消费产品的流通规律，选择灵活多变的

流通策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群

体中的有效传播，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提供助力。另一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政府

应采取积极措施，以政策、税收等形式，鼓励或奖

励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产品

传播。

（三）净化网络文化生态，改善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环境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网络空间是大

学生的精神家园，网络文化消费的增长，带来的不

仅是网络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还有网络文化生

态的变化。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

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

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

增量。”［１０］加强网络监管，塑造天朗气清的网络

文化环境是当前改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环境的重中之重。

第一，遵循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运行的内在机制，包括价值

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网络文化消费市场

的运行同样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政府加强

监管的同时要注意遵循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的一般

规律，既要激发网络文化消费市场活力，又要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实现市场运行

和道德建设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

要减少对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的过多干预，充分发

挥市场在网络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

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监管，为网络文

化消费提供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以实现网络文

化消费市场的正常运行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

第二，控制网络文化消费过度娱乐化。大学

生网络文化消费在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同时，

也存在过度娱乐化的问题。过度追求娱乐化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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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醉心消费和娱乐，忽视价值追求。因此，必须严

格控制网络文化消费过度娱乐化倾向，净化网络

文化生态环境，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消费环

境氛围。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消费氛围需要所有

网络主体的共同努力，主动谴责、抵制不良网络文

化消费行为，广泛倡导网络文化消费文明之风。

这将有利于熏陶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行为向好发

展，从而有利于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第三，加强网络文化消费制度管控。以提高

网络文化产品准入门槛为开端，实施网络文化产

品预审制度，加强源头治理，使低俗、色情、暴力等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网络文化产品不

能进入网络文化市场，从而降低大学生可以消费

到低质量网络文化产品的可能性，塑造良好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环境。同时，规范网络文

化消费市场管理体制。文化行政部门要会同网络

监管和网络执法部门一起，理顺管理格局，构建统

一的管理主体，建立联合、高效的管理格局，规范

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秩序，为网络文化消费市场良

性有序发展创造有力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３．

［２］樊瑞科．大众文化视域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众化的四维路径［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０２）：７２７７．

［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３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

况报 告 ［Ｒ／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

ｇｏｖ．ｃｎ．

［４］施梵琦．亚马逊长尾模式广告投放策略效果研究［Ｊ］．

当代经济，２０１７（３３）：６２６３．

［５］刘延雪，邢红梅．论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及对策［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０１）：１０１１０５．

［６］金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途径探

讨———基于文化消费视角［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０３）：１１４１１７．

［７］王仕勇．大学生网络文化消费行为特征及其引导［Ｊ］．

商场现代化，２００７（３４）：１８５１８６．

［８］王俊，葛俊杰，范"．中国青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变迁

研究———基于青年精神文化产品的分析视角［Ｊ］．青年

探索，２０１５（１）：５１１．

［９］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０２）．

［１０］习近平．举旗帜赢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

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Ｎ／ＯＬ］．［２０１８

８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

０８／２２／ｃ＿１１２３３１０８４４．ｈｔｍ．

犜犺犲犇狌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犖犲狋狑狅狉犽犆狌犾狋狌狉犲犆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犆狌犾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

犆狅犾犾犲犵犲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犛狅犮犻犪犾犻狊狋犆狅狉犲犞犪犾狌犲狊犪狀犱犐狋狊犘狉狅犿狅狋犻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狔
ＳｈｅＪｉａｘｉｎｇ，ＦａｎＲｕｉｋ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ｌ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ｗａ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Ｉｔ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ｂｕｔｉｔｈ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ｏ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ｇｕｉｄ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９８　第１期　厍佳兴等：网络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双重影响及提升策略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０３６５（２０２０）０１ ００９０ ０５

中国工程技术话语体系构建背景下

科技翻译课程改革研究

魏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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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中国企业负责或参与的海外高速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涵洞等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越来越多，政府已着手构建工程和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体系。在这一背景下，相关翻译

人员的培养日益重要。有必要选择工程类大学英语专业的科技翻译课程为研究对象，调研课

程设置、教师专业技能、素材选用、授课方式以及学生实践等现状，提出改革方案，以科技翻译

课程改革来促进中国工程技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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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逐步启动

并落实与沿线国家的工程建设项目合作或技术转

让，相关企业纷纷负责或参与海外高速铁路、公

路、桥梁、隧道、涵洞等设施建设。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就强

调了这一点。［１］以国家标准和规范为代表的工程

技术文件由此成为确保海外施工质量的重要标

尺。同时，它们也是中国构建工程技术领域国际

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以铁路行业为例，中国高

铁等铁路产品与技术发展之迅速、科技之先进早

已世界瞩目。工程技术文件规定了距离、速度、轨

距、净空、限界、信号等方面的术语指标，在保证交

通运输安全、设施质量安全，乃至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输出

产品与服务至他国时，在相关企业参与国外建设

时，必须确保此类文献译文的精确性。翻译人才

的培养也应以服务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主要目

的。这就对高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艰

巨任务。本文旨在考察高校英语专业的科技翻

译课程，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技能、素材选用、

授课方式及学生反馈与实践等方面出发，提出

改革方案。

一、中国工程技术话语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中国政府近年大力推进构建国家话语体系。

自２０１６年起，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国家语言能

力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推动作用。文秋芳的论文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清晰界定

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提出系列评价指标。［２］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于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１日正式发布，确立了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

话语外译标准。不过目前，具体到中国工程技术

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仍旧寥寥无几。随着“中国

铁路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很多国家纷纷邀请

中国的建设施工企业携带技术前往目的国开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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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活动。这种沟通对于双方来说都带来了巨大的

机遇。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参与当地

建设，可以扩大该国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

施）的覆盖面、大规模促进当地就业、带来巨大商

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中国最重要的收获就

是，可以借此机会构建相关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挑

战现有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版图，在全球范围内

争取更多发言权，保证我们的声音不被淹没，保证

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到侵害。［３］尤其是，联系近年

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各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

主义，甚至最近对华为公司５Ｇ技术进行全球封

杀的事件，我们更应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急需在多

个行业建立国际话语体系。这不仅关系着国家的

经济、贸易和科技利益，甚至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

死存亡。

工程建设领域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无疑要依

赖于海量工程技术规范、标准、参数、图表等具体

文件的外译活动。换句话说，要想让别国使用我

国相关领域的技术指标和标准，最首要的一步就

是选择对方能听得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技术文

件的各个细节，并要求他们参照执行。最终还要

依据这些技术文件，对建设施工进行验收。我方

母语为中文，项目国母语多为其他语言或英文。

为了保证项目顺利、精确、安全进行，双方自然会

选择全球普通话英语为工作语言。中文技术文献

的英译由此成为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例如，

２０１６年铁路行业就由国家铁路局主持启动了数

百项标准的外译工作。在此背景下，高校的语言

服务技能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翻译课程），无疑就

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做

出相应改革。

二、科技翻译课程的教学理念及理论

依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程类大学英语专业的科

技翻译课程。目前很多高校英语专业的翻译课程

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所选教材出版年份超过五

年、素材较为陈旧、重理论轻实践、与市场实际需

求脱节。授课教师平时不太从事翻译实践，不熟

悉翻译市场的现状，教学方法和理念跟不上市场

的发展变化。学生受制于现成的素材和所谓标准

答案，懒于运思，翻译水平很难快速提升。具体到

本文的研究背景而言，现有科技翻译课程大多只

关注于理论层面和翻译实践，并未考虑中国政府

构建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划。因此建议目

前高校英语专业的科技翻译课程基于下述教学理

念进行改革。

（一）仍以语言学习为基础，培养基本

的翻译人才

科技翻译课程作为英语专业翻译课程中的主

干课程，首要任务依旧是立足于本专业语言技能

训练的初衷，以提升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为培养

目标。［４］在科技翻译领域，英汉翻译以国内读者为

目标读者，侧重外来文本的引入。汉英翻译则以

国外读者为目标读者，侧重中国特色文本的输

出。在国家构建工程技术领域话语体系的历史

语境下，英语专业人士需要关注的多为汉英翻

译，即工程技术文献的英译。但无论是英译汉

还是汉译英，首要目标仍是读懂原文，之后能够

选取简洁、平实、客观的语言重新演绎出来。因

此，在科技翻译课程中，学生仍旧需要学习一般

的翻译理论知识、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并辅以

大量的练习。

（二）用英语学习专业学科知识，培养

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英语人才

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的进步，掌

握两种及以上专业知识的跨学科、跨专业人才

逐渐得到青睐。英语专业学生往往陷入自身没

有专业的困境，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找不到

发展优势。但是，他们也可以借语言为工具，自

主学习其他专业领域的很多知识。这也意味着他

们未来的发展具有诸多可能。为了投身工程技术

话语体系构建，这些英语专业人士有必要学习一

些较为基础和普遍的相关工程技术专业知识，了

解最基本的术语、构造、流程等，确保精确无误地

理解原文，并以此为基础确保外译活动在专业领

域不出任何纰漏。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英语专

业可以结合所在高校的优势专业增设一些相关工

程技术领域的通识课程，例如铁道概论等。另外，

还可以鼓励学生选修其他工程技术专业开设的专

业英语课程，如工程管理专业英语、电气专业技术

英语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工程技术背

景的英语人才，为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做好

人才储备。

（三）侧重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尊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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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坚持中国特色

中国企业投身海外工程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

一项意义重大的跨文化交际活动。［５］与普遍意义

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不同的是，它更加强调实现

工程建设和工程合作的目的。在不同语言文化背

景、不同民族、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们聚集一处进行

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参与者首先要尊重别

国的文化、宗教以及社会习俗，尽量选取目的语国

家能够接受的方式输出工程技术体系，进行合作

建设。同时，仍需牢记构建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

初心，坚持中国特色标准和规范的输出。因此在

科技翻译课程的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鼓励他们多了解其他国家的文

化背景，尽量减少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冲击，确保项

目的平稳进行。另外，他们也要不断学习，抽离相

关技术领域现有的话语体系，并明确中国体系与

现有体系的区别，在对外输出时注意保留这些中

国特色，或侧重这方面的外宣。

（四）强调政治正确、以国家利益为重，

构建工程技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翻译从来不是，也不应是孤零零的语言转换

行为。因为语言和其背后的文化是绝不能分家

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

要搁置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增强文化价值观吸引

力。［６］另一方面，在构建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过程

中，要注意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做任何伤害国家利

益的事。科技翻译这门课程应该让学生立足中国

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同时又放眼世界舞台

的风云变幻。因为中国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小事，而是需要进行长期

谋划和逐步推进的。构建这一体系的目的是提升

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建立工程技术领域的

中国标准和技术规范，挑战和打破目前各行业普

遍以欧美、日本技术体系为主导的格局，进而谋求

更大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科学技术不仅是一

个国家的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它在极其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器。［７］最近发生的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事件再次证明，掌握了

科学技术，才是掌握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命脉。因

此，在授课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政治正

确性。

三、科技翻译课程现状及改革建议

基于上述科技翻译课程的教学理念，更为合

理地运用高等教育资源［８］，对其现状的回顾和建

议改革举措如下。

（一）课程设置

目前国内高校的科技翻译课程基本上针对

的都是英语或翻译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将

这门课程安排在大学三或四年级是比较合理

的。原因如下，第一，学生经过之前几个学期的

训练，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写译能力，也学习了相

关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能够完成较为简单的

翻译项目。第二，在这一阶段，学生应该已经修

完或正在同时选修某特定领域的工程技术专业

课程。这就基本保证，在翻译专业内容时不出

现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第三，此时，学生的心智

更为成熟，能够较为积极地投身跨文化交际活

动，更加有意识地构建我国的工程技术话语体

系。在课程内容方面，可以结合教材，选取某一

个或多个工程技术领域的标准、规范等其他指

导性指令性文献作为翻译素材，让学生练习。

考虑到这门课程在所有翻译课程中的重要性，

理论上可以设为９６或１２８学时，分两个学期。

也可辅以笔译实习等形式。授课内容可选择一

般的科学技术类文献，辅以最近几年中国大力

发展海外工程技术合作的相关领域文本。

（二）教师专业技能

传统来说，科技翻译的授课老师并不怎么从

事翻译实践，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资格证书

（ＣＡＴＴＩ）的仍属少数。这是翻译教学和翻译市

场上的普遍现象。甚至有“搞翻译实践的不搞翻

译理论，搞翻译理论的不教翻译”说法。实际上，

这是极不利于翻译课程建设的。不从事翻译实

践，老师的授课内容就会受制于教材或某些现成

理论，对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理解也往往浮

于表面。另外，作为英语专业人士，翻译教师也有

责任和义务积极投身工程技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

建事业。因此，他们应该转换角色，逐渐从教师的

角色过渡到翻译行业（语言服务行业）从业者的角

色，并以实践促进教学。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直

接获得源于市场的翻译素材。他们参与的海外工

程建设和构建相关行业国际话语权的翻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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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允许，在经过整合后，也完全可以拿来给

学生练习。

（三）素材选用

目前高校英语专业使用的科技翻译类教材

多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９月出版的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科技翻译》。这

本教材旨在让学习者初步了解英语和汉英两种

语言的科技文体特征，掌握基本的翻译策略和

方法。理论的讲授和练习帮学生熟悉科技文献

中的术语、特定表达、特殊语言特征等。这本教

材的一个特色是：注重译文错误分析，提供了大

量正误译文辨析。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第一，该教材出版的年份较早，距现

在已有７年之久，因此文中引用的案例和某些

表达可能已经过时。这样就导致学生在学习和

练习的过程中，缺乏一种代入感。特别是，某些

当时时效性较强的表达现在可能已不是经济社

会关注的重点。同时，新的社会焦点还在不断

涌现，该教材无法做到实时更新，面面俱到。在

２０１２年，“一带一路”倡议还未提出，中国工程技

术的对外交流也远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所以

使用这本教材可能并不能体现出当前中国工程

技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背景。另外，最近几年随

着中美关系的改变，国际政坛云谲波诡，不确定

因素大幅增加。中国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任务

更为紧迫。第二，该教材提供的案例与理论讲

述相结合这种思路非常正确，但在实操过程中，

由于教材给出了参考译文和详细讲解，学生可

能会丧失主动性。改革方案与上一节紧密相

关：教师参与工程技术话语体系构建，并将相关

文献文本引入课堂，让学生练习。理想状态是，

教师能自由在译者和老师的身份之间进行转

换，只要不违背与客户的合同，就可以选择直接

来源于市场的科技翻译素材让学生实践。

（四）授课方法

由于教师缺乏翻译实践，无法在教材之外

辅以最新的翻译素材，导致课堂教学与就业市

需求脱节。另外，科技翻译课程较为传统的授

课方法仍是选择一本教材，根据教材的讲解，制

作一些ＰＰＴ。这样的传统模式多流于形式，重

理论轻实践，学生虽有参与的机会，但由于习题

和讲解都直接在教材上展现出来，导致他们可

能无法独立思考。如果能把市场上相关科技和

工程翻译素材引入课堂，由于这些翻译项目基

本都是初译，也就是最为新鲜的翻译语料，学生

就不可能找到任何网上或纸质的所谓参考译文，

也就客观上排除了他们剽窃和抄袭现成译文的可

能，提升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每一特定素材

的课堂讲解都要逐字逐句剖析，侧重工程技术术

语和特定表达，尤其要关注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相

关内容，例如设计速度、规格、净空、轨距等，因为

这些都是中国构建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授

课方式应在上课之前布置课上的翻译素材，要求

学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课上先让学生分享自己

的译文，教师再对其中的用词谬误、语法问题、句

法不妥和术语不精确等进行讲解，给出修改建议。

一般情况下，一个句子要找２、３名学生来分享，共

有的代表性问题应该是教师讲解的重点。同时，

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让学生互相评价、评判，并

相互提出修改建议。还可以提供某一现成译文，

让学生进行评判，并提出修改建议。另外，在课堂

翻译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和引导

学生以翻译素材为基础，构建资料库、术语库和翻

译记忆库，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储备。尽管

某一个项目能够提取的数据有限，但也正是这种

由少成多的积累引导着学生投入到中国工程技术

话语体系的构建事业中去。

（五）学生反馈与实践

在学生反馈和实践方面，科技翻译课程也有

不尽如人意之处。第一，由于上述原因，教师的讲

授主要是从教材的理论讲授出发，引导学生按照

教材的编写思路进行实践练习。因此从一开始无

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形成了一种由理论到实践

的思维定式。这就导致在真正实践时，教师会根

据给出的参考译文来印证理论的准确性，似乎是

预先知道了答案再反推回题目。而学生也会在看

到实际的译文时，搜肠刮肚去想这种实践是践行

了何种理论。这就与真正的翻译实践相矛盾。其

实，真正的翻译实践是直接面对来自于市场语料

进行的实践，最初考虑的并不是理论框架。译者

往往是在译后反思时，才会想到某处的翻译实践

确实印证了某条理论。换句话说，目前的翻译课

程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而理想状态则应从实践出

发，最后抽离出理论。这种脱节或不符常常让学

生感到很困惑。他们只会觉得所谓的参考译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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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比自己的译文要好，也确实印证了某些理论，但

却仍不知道自己的译文到底有哪些方面需要

改善。

因此，学生的翻译实践过程应该模仿翻译市

场真实翻译项目的运作流程。［９］教师给学生分配

不同角色，如项目经理、翻译人员、校对人员、排版

人员等，在最大程度上模仿真实翻译项目的运作。

具体地说，教师可以依照参与工程技术翻译的流

程，组织学生还原每个细节，从项目协议的签订、

翻译团队具体任务的分配、初稿的完成、函审流

程、递交根据函审专家意见修改后的送审稿、专家

审查会的召开、递交根据审查会上专家意见进行

修改的报批稿、结项。其中，需特别注意术语的精

确、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技术表达以及格式的正确

性。这样，将来学生在毕业后真正投入工程技术

话语体系构建时就会轻车熟路。

（六）人文精神的弘扬与英语工具性的

融合

《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简称

《国标》）中明确强调了英语专业的人文属性，并划

定出了英语语言、英语文学和英语文化的核心教

学内容。同时，《国标》文件也还强调了英语专业

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培养现实需求的人才要求。

因此，理工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可以开设体现本校

办学特色和优势专业的技术相关课程。科技翻译

课程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

如何一方面强调英语的实用性和工具性，［１０］同时

又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价值的灌输，也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利用工程建设走出去

的绝好机遇，尝试构建相关行业的工程技术国际

话语体系，让别人认真听中国的声音。［１１］在这一

过程中，较为重要的环节是相关标准、规程、规范

的外译。这就需要培养翻译人才的高校英语专

业，与时俱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对相关课程

进行改革。笔者从科技翻译课程的教学理念入

手，探讨现存的诸多问题，涉及课程设置、教师专

业技能、素材选用、授课方法、学生反馈与实践等

方面，并提出建议。不过，这一改革也存在一些难

点。第一，工程技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海

量的工程技术文献基础之上。如何得到相关部门

的授权使用这些语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

此之外，教师也不能保证每次来源于市场的翻译

素材都能得到客户的允许，分享给学生来练习。

第二，师资力量的培养也非易事。翻译教师并不

容易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考取翻译资格证，并从市

场上找机会进行翻译实践。第三，科技类文体特

征独特，整体行文较为专业，难免给人一种枯燥的

印象，应关注于如何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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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貌及意志品质的集中体现，它充分展示着具有铁道兵部队特色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核心。

研究铁道兵精神的基本内涵目的是将它的内容转化为激励人、鼓舞人的精神能量，使中国精神

焕发更强大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这一精神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定内容：顽强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迎难而上、志在四方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惧艰辛的吃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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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进中国

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精华［１］。铁道兵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一部

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铁道兵英雄部队在解放

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铁道兵

特色的政治优势与精神价值。“逢山凿路，遇水架

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

前无困难。”叶剑英元帅的题词丰富地展现了铁道

兵精神的内涵。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

铁建重点工程时，也充分肯定了铁道兵部队的作

用，他指出“铁道兵是支能干的队伍，对祖国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２］。”

一、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野战军打

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

铁道兵部队的发展经历了护路军、铁道纵队、

铁道兵团、军委铁道兵几个阶段。它的形成与发

展，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铁道兵

全体指战员展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

概，形成了具有铁军特色的铁道兵精神。

铁道兵部队１９４６年诞生于东北战场。抗日

战争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接收日伪铁路管

理机构，并积极恢复和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

为了维护铁路交通秩序，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各地

的武装护路部队，建立了第一支铁道部队。护路

军成立之初就积极执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支援

前线作战和后方恢复生产的任务。１９４７年，东北

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护路军改称东北人

民解放军护路军，并投入了紧张的铁路抢修任务。

可以说，铁道兵部队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解

放战争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而组建的铁路战斗

队。而铁道兵精神也伴随着铁道兵部队的发展而

生长，从铁道兵成立之初它所展现的便是不畏强

敌、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

１９４８年夏，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

成立铁道纵队。纵队于９月２９日在哈尔滨召开

了首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作了《关于铁道部队的

性质和特点》的报告。报告指出，铁道部队是一个

铁道技术兵种，不是一般战斗队，必须有修复铁路

的技术。它必须有严密的军事组织和优良的战斗

作风，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３］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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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仅点明了铁道兵部队的性质，也可以反映

出铁道兵部队从成立开始就有着人民解放军志气

高昂的战斗作风和为了革命胜利斗争到底的抗争

精神。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铁道纵队抢修由东

北逐步推向了华北、华东以及中南地区，对三大战

役和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以及全国解放起了重大

作用。在此期间，战士们经历各种艰难困苦，迎难

而上，不分昼夜抢修铁路。在抢修哈长线中，部队

面对的重点工程是修复陶赖昭松花江大桥。该桥

全长９８７米，有七个桥墩遭到不同程度损坏。部

队从８月１日正式开工，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全体

战士奋力维修，总共用三个月的时间修复了松花

江大桥。在通车典礼上，东北区副政委陈云讲话

说：“此铁桥之修复，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

之路。”同时他还号召大家继续努力：“保证野战军

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３］从此，“野战军

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就成为了铁道部队

响亮的战斗口号，伴随着部队走向天南海北。同

时这简短的一句话反映出铁道兵战士们奋勇向

前、顽强斗争的革命热情，更形象地展现出了铁道

兵部队的使命与担当。

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强调“我们必须

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４］。”因此，铁

道兵战士继续保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革命热情，

根据上级指示进入关内，为解放全中国做出努力。

１９４９年５月，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

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直接领导。至此，为适应全

国胜利的形式，部队开始修复建设全国的铁路，面

对着日益繁重的抢修任务，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勇往直前，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们克

服险要地势、山洪袭击、材料运输艰难等困境抢修

了陇海铁路西段、粤汉、湘桂铁路、汉平线北段和

北同蒲铁路等铁路干线。尽管铁道兵部队是在战

场上进行铁路维修而不是冲锋打仗，但铁道兵们

的斗争士气却和所有冲在前线的战士们一样，部

队更是确立了“工程任务既是战斗任务”“一切为

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通车”的思想，正是在这种

思想的鼓舞下，部队才能忍受艰难困苦做到随炸

随修，边冲边修，保障抢修任务的胜利完成，确保

铁路的安全运输。朱德总司令曾高度评价铁道兵

部队：“过去在抢修中，铁道兵团的指战员和战斗

一样，积极、勇敢、拼命的干，以顽强战斗的精神完

成了任务，对解放战争与经济建设事业的贡献很

大。”［３］１９５０年他还亲自为《铁军报》题词“人民铁

军”，朱德同志对铁道兵部队的评价充分肯定了铁

道兵战士所做出的贡献，也侧面反映了铁道兵精

神包含的为了祖国与人民而英勇拼搏、顽强斗争

的红色革命基因。

铁道兵精神中的革命精神元素从铁道兵成

立之时就已经显露，这是因为铁道兵部队成立于

革命的关键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已深深扎

根于每个人心中，正是凭借着对新中国的强烈期

盼使得战士们能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保持高昂

的斗志与激情，将自己的汗水与热血毫无保留地

挥洒出来。“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

革命精神，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５］正是如此，铁道

兵精神深刻展现着顽强斗争、英勇不屈的革命精

神，而这一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品质伴随

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创造着新的内在价值。

二、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打不烂、炸

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铁道兵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铁道兵战士

身上那种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献身精

神。这种牺牲精神是中国军人身上的灵魂，从翻

山越岭行十万里长征不怕艰辛、不怕牺牲；抗日战

场中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再到解放战争中不畏强

敌、誓死拼搏。牺牲精神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几

十年艰苦奋战的光荣战绩所印证过，是刻在人民

军队身上深深的烙印。铁道兵部队作为一个兵

种，身上流淌着军人血液，始终继承着这一宝贵精

神。铁道兵诞生在硝烟弥漫的解放战场，是为了

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

有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铁道兵战士就是为了革

命的成功前赴后继，死而后已，最终取得了战争的

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又奔赴朝鲜，在异国

的土地上流下鲜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为了

祖国的铁路网络奔向天南海北，又有许多战士将

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习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６０周年座谈会时曾说过：“伟大的抗美援朝

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

命精神，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

军队。”［６］铁道兵部队在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之后，

汇聚起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铁道兵精神，铸就了

铁兵之魂，其中就包含着不惧牺牲的献身精神。

这一精神集中表现在战士们为了祖国的和平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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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怕死亡、敢于流血的家国情怀。

毛泽东曾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

强调，“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

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

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７］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铁道兵部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献身

精神，他们百折不挠、坚贞不屈，为保家卫国做出

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创造了朝鲜战

场上“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百岭川大桥是满浦线的咽喉，是整条线路通

车的关键位置。桥长约１２０米，依山傍水，地势险

峻，桥旁江水滔滔，炸后只能就地抢修而没有办法

另架便桥。敌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此作为切

断志愿军物资来路的轰炸重点。１９５２年的４月

至６月短短２个月里，对该桥的轰炸就有２６次，

投掷各种炸弹约９０００吨，该桥的１０根桥墩有５

个被炸毁，其他１０根也遍体鳞伤。为了保证道路

的畅通，坚守此桥的第１师第１桥梁９连全体指

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同敌机进行了殊死搏

斗，敌机随时把桥炸坏，他们就随时投入抢修，不

少战士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仅仅２个月，全连

就伤亡９９人，其中５月１４日一夜就伤亡５６人。

但是他们没有在生死面前退缩，他们前仆后继，奋

勇争先，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响亮地提出了

“人在桥就在”“人在桥就通”“誓把光荣的名字留

在百岭川桥上”的战斗口号，正是他们一直不停地

抢修，坚持做到了随炸随修，使这座处在咽喉地带

的大桥始终保持断续通车。

近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人依靠着空

中优势，集中大量飞机对朝鲜铁路进行轰炸，造成

了铁路与其他各种设施的严重破坏和抢修部队的

严重伤亡。战争中，铁道兵部队共有１４８１人英

勇牺牲，２９８９人光荣负伤。这期间，朝鲜的铁路

通车里程由１９５０年１１月铁道部队入朝时的１０７

公里，延长到停战前的１３８２公里，同时还抢建铁

路新线２１２．８６公里
［８］。”在当时军事力量远不如

对方的情况下，铁道兵战士用自己的血肉身躯修

建了运送物资的铁路战线，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发

挥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确保战场上的铁路畅

通前仆后继，赴汤蹈火，构成了朝鲜战场上最为悲

壮的身影。他们身上顽强拼杀、不畏牺牲的精神

激励着铁道兵后代和无数青年奋勇前进，也印证

了中华民族精神不惧牺牲的高尚品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道兵部队的奉献

精神依旧充分地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和平年

代，各个部队开始进行日常的训练，学习各种军事

技术，而铁道兵部队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日常，主要

的任务就是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始终保

持着铁道兵的特点，进行铁路建设任务，大批具有

献身精神的光荣人物涌现出来。修建嫩林铁路时

为救战友双腿被砸伤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保

护人民群众的“雷锋式好干部”梁忠孟；修建漳泉

铁路时的扑火英雄龙均爵等等。这些英雄人物的

感人事迹反映着铁道兵群体无私的付出与牺牲，

彰显着铁道兵精神的鲜明特征。铁道兵部队所修

建的众多铁路线中，成昆铁路的修建难度在其中

数一数二，１１００公里的成昆线上建有铁路桥梁

９９１座，隧道４２７条，仅隧道和桥梁总长度超过

４００公里。在这条铁路沿线上，坐落着３０多座烈

士陵园，有１２００多名战士埋葬在那里，大约每一

公里铁路就有一个战士长眠于此。不仅成昆铁

路，６８０公里嫩林线，有３００多名战士埋骨青山，

沿线７座烈士陵园默默地守护着这条干线，襄渝

铁路，面对着秦岭、武当山，他们为了部队的荣誉

和传统，以“活着干，死了算”的精神承担着超负荷

的劳动，架起了７１０座铁路桥，修通了５３３３米的

大巴山隧道，在９００多公里的襄渝线上埋葬着的

１０００多名年轻战士的烈士陵园，只有过路的火

车鸣笛告慰着他们报效祖国的英灵［９］。种种事实

都表明着铁道兵部队舍身为国的情怀与大爱，他

们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祖国的先进铁路建设，这

种献身精神始终是铁道兵精神的基础，也是民族

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内容。

三、迎难而上的创造精神：“逢山凿路，

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伟大精神”，其中

一个就是伟大的创造精神，他强调“中国人民是具

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

的历史文明并且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中华儿女

自古以来凭借勤劳勇敢的智慧去开拓自己的生

活，正是靠着创造精神的指引，他们制造出无数的

文艺成果、科技作品和宏伟工程。中国共产党也

始终坚持这一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带领全

国人民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

说，创造精神能够指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不断前进，也可以对某个行业、群体以及个

７９　第１期　　　　　　　　　　　吴晓曦等：铁道兵精神的基本内涵研究



人产生引领作用。铁道兵部队的身上就集中体现

着这一创造精神，它也是铁道兵精神的精髓。这

种创造精神主要体现在铁道兵战士在各种困难工

程面前敢于挑战极限，努力突破工程难题的价值

追求。

１９７８年７月５日，铁道兵机关隆重集会庆祝

铁道兵成立３０周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

帅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

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

革命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的贡

献［１０］。”叶剑英元帅的这一论述，被视为是铁道兵

精神的高度概括，它不仅展现出了广大铁道兵指

战员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更体现出了知难而

上，志在四方的宽阔胸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曾明确提出：“我

们必须建设一只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

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

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卫正在进行的和平

建设［１１］。”另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保障［１２］。”铁路作为现代的重要交

通工具，是国家发展经济建设所必备的基础设施，

同时在国防建设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４日至１８日，铁道兵召开第三届庆

功大会，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场并发表讲话。他指

出“在全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实践中，你们的任

务，就是加紧部队建设，使自己成为一支坚强的能

够保卫祖国，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你们

技术要学得很好，本领要练得很大，平时积极参加

祖国铁路建设，战时担负抢修任务，保障军事运

输［１１］。”从此铁道兵部队翻山越岭、跨河渡海，用自

己的辛劳智慧为国家经济与国防建设添砖加瓦。

修建鹰厦铁路时，由于当地山脉众多，铁道兵

部队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上百次的大爆破，爆破

范围从破冻土、顽石到移山填谷，节省了许多的人

工劳动。工程最大难关就是穿过武夷山山脉，武

夷山环境十分险峻，工程异常的复杂艰巨，在这之

中尤其是要打通大禾山隧道最为关键。这里的石

层大部分为花岗岩，石质的变化不一，战士们在挖

掘时候经常遇到岩石渗水的状况，因此在初期导

坑挖掘的时候进度十分缓慢，战士们为此克服重

重困难，一起钻研改善施工的方法，由最初平均日

进３．６７米，提升到９．４１米，还创造了日进３４．０５

米的记录，最终大禾山隧道提前１１８天抢通
［３］。

工程的另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填海筑堤工程。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铁道兵战士们开始了夜以继日

的填海劳动，还因此发明了快速填石法，向大海源

源不断的投送石块。在重重困难之中他们没有退

缩，而是展现出“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雄伟气

势，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了福建第一线。如

今，在高集海堤的堤头还树立着海堤纪念碑，上面

有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的“移山填海”四个字，以

表彰筑路军民的创造精神。

成昆铁路也是铁道兵部队修建的一条非常险

峻的铁路，整条线路要穿越峭壁悬崖、高山深谷，

跨越川大水急的河流，工程异常艰巨。在开凿黑

井隧道时，由于大型机械设备暂时无法运送到现

场，战士们扛着钢钎、铁锤，打着灯笼火把进洞施

工，靠着简陋的工具打通近千米长的隧道。在莲

地隧道的修建过程中，战士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复杂地质，他们遇到了坚硬的特坚石，也碰到了松

散的烂泥。除此之外，气温的变化，也使战士们痛

苦不堪，有时刚刚还在滚滚热浪下打孔钻眼，突然

岩缝渗水，把工作台面淹没，瞬间冰冷刺骨。在这

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并没有放弃甚至暂缓工程

进度，反而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当时许多到工地参

观的学者和专家都被铁道兵战士们身上那种迎难

而上、忘我劳动的创造精神所打动。

２０世纪５０至８０年代，铁道兵部队始终发扬

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国家修建了一条又一条钢铁

大道，仅新建铁路干、支线就达１２５９０公里，约占

全国同期新建铁路总数的１／３
［１３］，被誉为“铁道

建设的突击队”。黎湛铁路、鹰厦铁路、嫩林铁路、

成昆铁路、青藏铁路、北京地铁……各种国家大型

铁路工程，铁道兵部队都参与了建设。不仅如此，

他们还参与了森林灭火、京广铁路北段抗洪抢险、

唐山地震紧急抢险等抗险救灾任务，这支部队不

仅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更是社会主义保护者［１４］。

正如铁道兵兵歌的歌词所展示的那样：“劈高山填

大海，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铁道兵战士志在四

方！”歌词生动地描绘了铁道兵战士为了国家建设

不畏艰辛，勇于挑战的创造精神，这是铁道兵精神

的核心与本质，更是铁道兵部队工作内容的生动

体现。

四、不惧艰辛的吃苦精神：“风餐露宿，

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

吃苦耐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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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之中始终坚持的政

治本色。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艰苦奋斗是中国

共产党优良的工作作风，正是因为坚持艰苦奋斗，

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正是因为保持吃

苦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中国建设中解决无

数困难。吃苦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

也是铁道兵精神的象征。铁道兵的历史就是一部

不畏艰辛、奋勇拼搏的战斗史。有学者认为铁道

兵精神的核心可以总结为“艰苦奋斗，志在四方”，

艰苦奋斗，就是指的铁道兵战士工作和生活的艰

苦，铁道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建设铁路［１５］。铁道

兵精神之所以包含吃苦精神的元素，一方面是历

史的实际情况决定。由于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其

匮乏，战斗环境十分复杂艰苦，铁道兵战士只能在

战场后方一边躲避炮火的攻击一边抢修铁路战

线。和平时期，祖国建设需要铁道兵战士们的全

力支持，越是在条件异常落后、交通不便的地方建

设铁路干线的任务越是迫切，因此现实条件决定

了铁道兵战士必须学会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才能

完成祖国的建设任务。另一方面，铁道部队从成

立之日就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国家尊严放在第

一位，把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这支部

队始终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任劳任怨，将劳动为

荣、艰苦为荣、当铁道兵为荣的“三荣”思想扎根于

心，因此他们始终坚持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不辱使

命、不畏艰难，认真完成上级交给的每项任务。

铁道兵战士的吃苦精神首先体现在他们能够

战胜工作坏境的恶劣。铁路建设往往都是在物质

环境困难的地方，越是落后就越要发展，因此铁道

兵部队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１９５８年，为加强祖

国的国防工程建设，国家开始建立东风基地，为适

应工程需要修建一条军事铁路线———青绿铁路。

这条路线绝大部分处于戈壁、沙丘地段，少树缺

风，风沙严重；夏季高温酷热，冬季寒冷逼人，并且

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物资奇缺。在施工期间，部

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建设大西北的主题教

育，激发部队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在

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风沙，斗严寒，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施工高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整个工

程进展的比较顺利。正是凭着肯吃苦，敢拼搏的

精神，铁道兵日夜奋战，为国家军事国防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交通基础。１９７３年，修建青藏铁路列入

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铁道兵部队入藏开始青藏

铁路的建设工作。青藏铁路的大部分路线处于高

海拔地区和无人区，空气十分稀薄，含氧量极低，

自然条件极差。第１０师负责的哈尔盖地段处在

青藏高原的北边，穿越柴达木盆地。整个线路的

高度都在海拔２７００米至３７００米之间，在这样的

条件下，机械施工的功效要比设计标准低２５％－

３０％
［１６］。除此之外，该地气温差巨大，最大温差

达到３０摄氏度，年平均温度一般在０摄氏度左

右，冬季长达７个月。部队进入此地之后施工十

分不习惯，特别是高原缺氧的问题对隧道施工作

业的影响巨大，同样的劳动强度却得不到同等劳

动成果。但是铁道兵战士就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克服着高原缺氧引起的不适，兢兢业业地进行施

工作业。青藏铁路修建中，环境最艰苦、任务最艰

巨的是在风火山冻土地段负责试验任务的部队。

试验场位于唐古拉山口，气候严寒，战士们长期生

活在这里，高原反应强烈，有些人出现心慌气短，

指甲凹陷，甚至心脏偏移的情况［１６］。在如此艰难

的条件之下，广大战士没有怯懦、逃避，为了获取

更多有利的信息，他们三次登上风火山进行试验，

为高原铁路施工收集了许多宝贵数据。

带给铁道兵战士困难的不只是恶劣的工作环

境，还有艰苦的生活条件。修建青藏铁路时，第７

师所在的区域是大片的盐湖地带，战士们所居住

的房屋只能用盐块砌成，由于这里没有办法种植

植物，战士们只能吃从外地运输过来的脱水蔬菜，

盐地蒸发的空气都带着咸味。然而铁道兵部队就

在这样的环境下，挖掉盐壳填砂石料来处理基底，

在盐湖面上修筑路基。在进行南疆铁路修建时由

于气压过低，水不到７０度就开锅，饭菜煮不熟，战

士们的饮食生活十分艰难。另外部队常年在外施

工，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参加铁路工程建设初期，

战士们住的临时住房质量非常差，房屋经常出现

漏雨等问题，对战士们生活影响很大，即便如此，

铁道兵部队不抱怨、不退缩，发扬“三荣”精神，积

极生活，努力工作，圆满完成党布置的所有任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充分展示着中国军人

不怕吃苦、努力奋斗的昂扬风貌。中共铁道兵第

三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积极参加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党

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在一切工作中，吃

大苦，耐大劳，不怕困难，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

各项工作做好［３］。”通过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铁道兵部队将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战士心中，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战士们既经受了战争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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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又经受住了建设时期艰苦任务与生活的考

验。战士们四海为家，走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彰显

了铁道兵战士的崇高品格。

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

迎难而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惧艰辛的吃苦精神四

个部分共同组成了铁道兵精神的丰富内涵。具有

科学内容的铁道兵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

力，它没有随着铁道兵部队离开军队序列就随之

消失，其中所包含的革命道德、爱国情怀、创造精

神以及艰苦奋斗的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革命精神

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繁

荣发展、茁壮成长的精神养料。这种精神是由一

代一代官兵战士创造积淀出来的，更需要一代一

代的铁兵后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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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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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１）

　　摘　要：当前，专业群建设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新一轮双高建设的重要载体。

本文结合新时期高职教育改革新动向，分析了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了专业群

建设的思路，提出了专业群建设的主要内容，并以实例为证指出了专业群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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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计划启动，计划选择５００个左右的专业进行重

点支持，形成５００个以重点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

为支撑的重点建设专业群，标志着高职专业群建

设从探索转向实施。２０１９年３月，教育部启动高

职教育双高计划，明确重点支持建设５０所左右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１５０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高职

专业群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步伐如此之快，这与产

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密不可分。一方面，

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界“调结构、转方

式”，使得产业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

新经济、新业态，新职业、新工种、新岗位不断涌

现。人们必须学会面向行业某一领域、某一产业

链的岗位群，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才能应对未

来职业、工种和岗位的变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

的滞后性，使得学校的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教学

模式与产业需求脱节，导致大量学生毕业就失业，

或者在非专业领域勉强就业。这种供需矛盾，已

经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降低了职业教育

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适应

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要求，改革专业建设模式，积极

开展专业群建设，为产业发展输送更多合格的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高职专业群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专业群概念的界定

近２０年的发展表明，专业建设始终是高职教

育内涵发展的载体和抓手。历经单一专业建设到

专业群建设的转变，人们对专业群的概念和内涵

越来越清晰。袁洪志认为，高职专业群就是由一

个或多个办学实力强、就业率高的重点建设专业

为核心专业，若干个工程对象相同、技术领域相近

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专业组成的一个集合［１］。

钱红认为，所谓高职专业群应是指围绕某一技术

领域或服务面向，以优势或特色专业为核心，按行

业背景、技术基础相同或相近原则，由相关专业融

合而成的专业集合［２］。专业群都有如下特征：群

内专业行业背景和服务面向相同或相近，具有相

同或相近的技术基础，教学资源共享性高。

（二）专业群建群思路探析

职业教育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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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决定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必须要紧跟区域经济和

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当前国民经济发展“调结构、

转方式”的浪潮中，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

升级换代速度加快，使得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

同一链条上的产业关联度不断增强，集群化发展

已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这是高职院校专业群建

设的原生动力，也是专业群建设的重要依据。近

十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围绕专业群建设开展了大

量探索和实践，有关组建专业群的研究取得了重

要共识。

沈建根指出，与产业和职业岗位群对接的职

业属性是高职专业群组建的现实依据。［３］徐国庆

提出，当前高职专业群组建的典型模式有如下三

种：立柱模式、扣环模式、车轮模式。

其组群的逻辑有三种：一是产业逻辑，按照产

业链组群；二是岗位逻辑，即按照岗位群组群；三

是内容逻辑，即按照课程内容相关性组群［４］。

按照专业群建群理论思想，笔者经过认真梳

理和总结发现，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主要有

下列三种方式，见图１。

!"#

!"#$%&'() !$#

!"#$%*+() %&#

!"#$,-.()

图１　高职专业组群的三种典型模式

　　（１）根据相同的基础组建专业群。这类专业

群服务的行业领域相近，具有共同的专业基础课，

技术技能要求相同或相近。在课程、实训条件、师

资队伍、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能够充分共享。如

以管理为基础，由物资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等组成的物流管理专业群。

（２）围绕职业领域的岗位群组建专业群。以

将来就业的岗位群为依据，面向毕业生宽泛的就

业领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迁移或转换要求组建

专业群。这类专业群一般服务相同或相近的行

业，能很好地满足行业企业岗位群体的实际需要，

并能根据岗位变迁适时调整专业布局，具有很强

的适应性。如服务铁路行业，以铁道工程技术专

业为核心，以城市轨道交通技术、高速铁道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组成的铁

道工程技术专业群。

（３）根据产业链需求组建专业群。面向区域

经济和行业产业发展，按照产业链分工不同，满足

产业链不同岗位要求，以提高高职院校专业服务

产业能力为目的，构建服务产业链条的专业群。

如服务于轨道交通产业链机车车辆运维专业群，

包含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机械化维修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等专业。总

之，高职院校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开展专业群建设，

其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效避免专业

设置的同质化，减少院校间的无序竞争，提升教育

资源的共享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专业服务

产业能力。最终提高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

（三）专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专业群建设已成为高职教育内涵发展

的重要内容，各院校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开展专业

群建设。分析各院校专业群建设模式和建设过

程，下列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１）专业群组群方式牵强附会。有的是把专

业名称相近或相似的专业划分为一个专业群，没

有考虑各专业服务对象、工作内容的相同或相近。

有的是在现有行政划分和管理的基础上，把本系、

本院几个专业划分为一个专业群。有的是按照行

业大类，把几个服务相同行业的专业组成一个专

业群，没有考虑建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２）专业群运行管理机制缺乏。从形式上看，

专业群是建立起来了，但在专业群如何运行和管理

方面准备不足，缺乏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许多

院校仍然沿用过去单个专业建设的模式，管理现在

的专业群。在专业群带头人培养、教学团队建设、

教学组织模式、绩效考核办法、职称评聘管理等方

面，缺乏有效的机制创新。专业群建设的评价机制

更是缺位，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导致专业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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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目标不明确，建设的质量难以保证［５］。

（３）专业群内资源共享性不强。由于高职专

业群建设时间较短，专业群建设所需的理念、机制、

运行模式、评价方式等尚不健全，导致专业群内资

源共享程度较低。各院校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对原

有资源的改建和完善，新的资源一时还建立不起

来，群内各专业联系不够紧密，教师难以按照专业

群的理念开展各项工作，实训基地、设备利用率低

下，各种资源共享性不强，专业群的优势发挥不

明显［６］。

（４）师资队伍建设与专业群的要求还有很大差

距。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强调的是各专业协调有

序，围绕某一领域或产业链，共同开展适应岗位群

需求的人才培养，突出的是集群效应，物尽其用，人

尽其才，资源共享。在师资队伍建设时，必须按照

专业群的理念，按照群的组织架构和要求，适应专

业群的教学组织形式，建设结构化的教学团队。教

学团队也不再专属某个专业，服务的是整个专业

群，而这样的师资队伍，短时间内很难建立。

三、专业群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专业群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适应现代产业

的集群化发展，精准培养满足生产一线需求，又能

兼顾毕业生岗位迁移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高

职专业群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

标。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发展理念，根据

服务的产业领域，对接未来职业岗位群要求，结合

学校办学实际，校企联合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要

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重的人才观，既要满足区域

经济和行业企业的迫切要求，又要考虑学生未来

发展之需。学生既要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良

好职业操守，又要掌握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使之

“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要紧跟服务领域的产业技术进步，以培养产

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围绕现代产业

体系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要求，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学生“爱国敬业、诚

实守信、吃苦耐劳、精益求精、团结协作、求实创

新”等核心素养培养。校企双元主体育人，建立专

业群与职业岗位群融合、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融

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融合、企业生产现场与实

训基地融合、企业技术团队与专业群教学团队融

合的“五融合”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大力实施

“１＋Ｘ”证书制。

（三）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

对接岗位群人才培养需求和专业群人才培养

目标，服务不同学生学习需求，融入“１＋Ｘ”试点

证书培训内容及要求，以典型项目为载体，将专业

群职业岗位能力模块化，以能力模块为导向精选

知识内容，对课程进行模块化重构。学生按照职

业意向和学习基础合理进行选择，构建“基础共

享、核心共融、拓展互选”的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

系，满足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需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将高职文化和创新创业教育、劳

动教育和工匠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

（四）打造专业群结构化教学团队

按照专业群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要求，跨部

门、跨院系整合教师资源，建设校企人员双向交流

协作共同体。紧跟产业技术进步，满足模块化教学

需要，按不同的的教学模块，打造由大师工匠、专业

带头人、骨干教师、技术能手等组成的结构化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充分发挥各团队的优势特长，精细

化分工，协作开展模块化教学，推进“课堂革命”。

（五）建设群内开放共享的教学资源

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根据专业群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发挥企业育人主体功能，调动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建设紧跟产业发展、

开放共享的专业群教学资源。

校企合作，优化配置，共建实训基地。发挥企

业在技术、设备、场地等方面的优势，紧跟产业技

术发展，以最大程度满足群内各专业技能培养为

前提，以专业群技能训练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为基

础，整合企业、学校现有资源，克服过去实训资源

受专业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弊端，校企双

方共建共管生产性实训基地。

根据岗位群岗位能力要求，融入“互联网

＋”、“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念，按照立德树人、

产教融合、岗位需求等原则，选取通用、共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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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近的工作内容，构建全新课程。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以网络服务平台的形式，建设开放、

共享的课程群。以此为基础，整合群内资源，汇

聚优质要素，建设集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并行，

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并重，知识学习、技能训练

一体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

四、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探索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在最新开展的双高

建设中，面向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紧密结合自身发

展，按照岗位群建群模式，围绕轨道交通施工技

术、施工测量、试验检测组成的岗位群要求，建设

了以铁道工程技术为核心，以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为骨干，以工程测量技术、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为支撑的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群，重点开展了以下内容的建设。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轨道交通施工技术特点，创新了专业群

“１４３５”①人才培养模式，开展“１＋Ｘ”证书制度试

点；实施针对不同生源的分类精准培养；联合行业

龙头企业，开发制定专业群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

并输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二）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

对接岗位群人才培养需求和专业群人才培养

目标，服务不同生源学生学习需求，融入人工智能

技术，融入“１＋Ｘ”试点证书培训内容及要求，以

典型工程项目为载体，将专业群职业岗位能力模

块化，以能力模块为导向展开知识，对课程进行模

块化重构。学生按照职业意向和学习基础合理进

行选择，构建“基础共享、核心共融、拓展互选”的

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满足学历教育和职业培

训需要。

（三）建设课程教学资源

构建能力递进模块化“人工智能＋”课程体

系；依托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构建群内专业共

享的“一库五中心”国际化双语教学资源平台，建

立基于资源认证标准的学习成果积累、转换和资

源交易机制；打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群，建成国家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５门。

（四）打造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院士工作站，持续建设轨道交通工程技

术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施行“火车

头”＋“动车组”两大强师计划，建设“多元”兼职教

师队伍。按照模块化教学需要，构建结构化教学

创新团队，将专业群教学团队打造成国家级教学

创新团队。

（五）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按照专业群共建、共管、共享、公用的原则，整

合现有实训资源，瞄准铁路智能建造，校企合作建

成国家级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遵循

“小学校、大课堂”理念，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校

企共建海外合作教育工作站，为“走出去”企业培

养国际化人才。

五、结束语

专业群建设事关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形成，

是打造学校品牌的重要基石。要面向产业链岗位

群要求，紧密结合学校客观实际，突出优势，错位

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在优势和特色专业群

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注意以下两点。

（１）明确专业群建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

适应产业集群化发展，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的重要举措。专业群建设不是简单地对现有资

源的加减，而是根据群内专业需求的最大公约

数，对教学资源再分配再优化。因此，专业群建

设的关键是要对专业进行规划，按照前述原则

合理组建专业群。

（２）建立专业群的有效运行机制。专业群是

一个新鲜事物，其管理制度、运行模式、评价标准

等没有可借鉴的范式，只有在建设中逐步创新，在

发展中固化经验，在完善中形成制度。

注　　释：

①“１４３５”———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四级核心能力，实施三魂文化 育人工程，实现校企五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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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客空间的大学生工程能力探索与实践

杨　根１，　刘宇程１，　杜　静２

（１．西安工程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２．西安工程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　要：根据“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新工科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西安工程大学充分利用工程

训练中心的多学科交叉优势和先进的制造环境，于２０１６年建设了创客空间，积极探索培养创

新实践型人才的新途径。工程训练中心结合现有的资源和平台，积极开展创客教育实践工作，

通过开展以兴趣为引入、以项目为驱动、以竞赛为载体的创客活动，形成以创客文化、创客社

团、创客项目为内容的创客教育体系。经过近几年该校创客空间的建设情况，学生工程创新能

力提高显著，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将创客空间建设成一个新型工程创新实践基地，对提

高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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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１１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以及高等

教育面临的深入改革，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

业带动就业”的理念形成了国家共识［１３］。在

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２０１５年教育部明确指出加

强高校创客空间和众创空间文化建设，充分利

用高校现有资源优势，加快构建一批大学生的

创客空间，为创新创业搭建新平台［４６］。创客空

间是新型的服务平台和组织形式，是集设计、制

作、交流、分享为一体、开放性的创新实验室，创

客空间旨在培养“创新、实践、分享”的创新实践

型人才。

根据“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和新工科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全国各个高校积极建设创客空间，开展创

客教育，希望通过创客空间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创

新实践平台［７］。２０１６年，西安工程大学以工程训

练中心为依托，结合学校相关创新教育资源，充分

利用校内的工程实践和创新教育基地优势，成立

了西安工程大学创客空间，由工程训练中心负责

管理和运行。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现已初

步形成一定特色的运行和管理模式，西安工程大

学创客空间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培养工程创新人

才提供新途径，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工程素养、实践

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客教育模式与运行

创客空间依靠工程训练中心在金工、电子实

训及创新教育平台上的学科优势，以实训为第一

课堂，课外创新教育为第二课堂，融入开放实验室

管理理念，为全校师生提供双创教育平台。创客

空间的创建目的是建设开放的实验制作环境，以

学生兴趣为出发点，以项目驱动为导向，以竞赛为

载体，通过项目与兴趣结合的形式，激发学生课外

创新热情。创客空间以创客文化、创客意识、创客

思维的教育方式为指导，充分发挥其交叉项、开放

性、共享性的特点，注重技术交流与共享，目的是

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管

理能力［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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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模式上，高校创客空间主要成员为在

校大学生，为了使更多大学生受益，创客空间欢迎

各个学院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年级积极参与。

招募的对象面向工科、理科以及文科等各个专业

学生，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是只要有创新的意向均

可参加［１０１２］。创客空间在每年新生开学之际，集

中开展一次大型招募活动，也可在学期中任何时

候申请加入创客空间。在创客加入空间之前，创

客空间将举办创客开放日，让学生提前了解什么

是创客以及创客文化。

在学习内容上，创客空间定期举办一系列科

技讲座以及设备、仪器培训课程，激发学生自我学

习的兴趣，尽快融入到创客队伍之中。学生通过

完成创客项目来获取知识和技能，创客项目主要

来自教师的科研课题、竞赛、大创等，同时也支持、

鼓励创客根据自己的创意设计项目。各类项目以

提交项目申请书的形式，开展项目研讨会，师生讨

论方案可行后直接立项，项目负责人可自由组建

团队，每个项目安排专职教师进行指导，指导教师

主要来自各个学院教师、优秀企业家以及中心实

训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开展进度

汇报、师生互动进行技术交流与讨论，保证项目顺

利完成。

在培养方式方面，创客空间采用多元化、多

层面的培养方式，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释放学

生的个性。对于低层面的创客，通过开展系列

创客培训和讲座，选择一项感兴趣的项目或自

主设计课题，在教师的引导下有针对性地开展

创新思维训练与头脑风暴。鼓励学生主动思

考、设计、制作，从而将想法转变为现实，提高其

创新实践能力。对于中、高层面的创客可通过

参加各类竞赛，项目课题活动，以此调动学生创

新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的是营造一个良

好的创客文化和环境，在实践锻炼中提高学生

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热情，

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创客空间在具备软、硬件资源的基础上，由专

职教师设计一系列“创客活动”，学生通过体验“创

客活动”，在活动中掌握新技术、新知识，从而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断激发兴趣和潜

能［１３］。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知识和技能后，以项目

为导向，以竞赛为载体，鼓励学生自由组建团队，

通过跨学科、跨年级、跨学校的合作探究，培养具

有工程能力的创新实践型人才。

二、创客空间构成体系

创客空间是创新人才培养得以实施的基本载

体，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是创新人才培养实施的

必备条件。西安工程大学创客空间位于工程训练

中心大楼四层的４１０～４１７教室以及大厅，共计

１１７６ｍ２，主要组成部分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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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创客空间构成部分

创客空间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还包

含基于人际互联的在线空间，以创客空间为基础

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包含四个方面：物理空间、社

交空间、创客活动、师资队伍。

（一）多功能的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提供物质基

础，创客空间具有宽敞的工作区域，开放的使用时

间，齐全的仪器、设备等显著特征。各个区域划分

明确，可满足创客多样化的需求，不同学生创客可

以有不同的兴趣和关注领域。

根据功能不同，物理空间可以细分为科技交

流展示空间、创意设计空间、创意制造空间以及创

客作品展示空间。科技交流展示空间是将前沿的

高新科技，通过产教融合和体验的方式展现给创

客，使得学生创客能够了解行业动态；创意设计空

间主要是提供一个自由、开发的办公场所，供创客

进行交流、学习、讨论，激发灵感并提出一定的可

行性计划；创意制造空间主要为创客提供加工工

具、设备以及材料，将学生创客的创意转化为产品

原型；创客作品展示空间主要展示优秀创客自制

的作品，从而激发青年创客创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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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方位的社交空间

社交空间主要以网络在线交流和实体社交空

间形式存在，旨在加强创客之间的信息交流、创意

沟通、创新协作，从而增强创客空间的软实力［１４］。

实体空间主要包括创客咖啡、多功能厅、会议室

等，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制作、举办活动等场所；

在线交流平台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交流和共

享条件，目前已经建设有网站论坛、微信公众号、

ＱＱ群、腾讯等宣传交流渠道。在线交流空间使

创客间的交流与分享不再受语言和性格的限制，

将分布在不同时间、空间、具有相同爱好的创客聚

集在一起，可以发布消息、预约设备、申请材料、申

报项目课题，在网站论坛上发布问题或感兴趣的

课题等信息，进行交流讨论。在线空间提高了创

客的交流与分享的范围，有利于推进项目的进展，

及时共享创客的成果、经验、资源等。

　　（三）多层次的创客活动

创客活动为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动手

的机会，包括课程教学和课外科技活动。教学课

程主要包括《创新思维方法与训练》《创造学与创

新实践》《创新实践》《大学生创新与实务》等课

程［１５］。创客课外科技活动主要以参观交流、定期

培训、创客项目、科技竞赛、线上线下讨论等活动

开展。表１是西安工程大学创客空间举办的一系

列创客活动，创客活动内容由浅入深，逐渐提高学

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表１　创客系列活动

创客活动 活动形式 目的

１
以前沿科技技术讲座、科技体验活动、社团创意活动等体验式活

动为主

让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激发学

生兴趣，引导学生踏入创客大门

２

定期组织的“创客培训”“创客技术共享交流会”“周日创客工坊”

等培训活动，围绕迷你机床、激光雕刻机、３Ｄ打印机、开源硬件、

开源软件、传统金属加工、木工、艺术设计等进行系统学习

熟练掌握工具、设备的使用，让学生

能够自己动手进行造物

３

校内举办“创客沙龙”、校企参观，邀请知名专家、优秀企业家、优

秀创客团队开展交流讲座，带领创客代表到其他高校创客空间参

观学习

拓展学生视野，丰富工程知识，提高

工程素养

４
以创客项目为载体，创客项目主要来自教师科研课题或者学生自

拟形式，创客自由组队开展项目研究
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５
以科技项目为主，组织创客申报创新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参与教师科研等项目

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提高学生

撰写研究论文、专利文件的能力

６
以学生科技竞赛为主，组织学生参加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互联网＋、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知名赛事
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综合创新能力

　　通过开展一系列创客活动，将创客文化、创客

思维融入到大学生活中，激发学生主动性、创造

性，成为新时代的造物者。创客空间在运行两年

多的时间里，通过积极有效探索，开展丰富多彩的

创客特色活动，例如创客交流会、创客分享会、创

客体验日、创客沙龙、创客马拉松、头脑风暴等，目

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客文

化氛围。

（四）多学科的师资队伍

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教育团队是工程创新人

才培养有利的保障力量。创客空间师资队伍主

要来自工程训练中心不同专业的专职教师、实

验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程训练中心指导

教师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专注于实践教

学，其动手能力强，能够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

提供指导。同时，邀请各个学院教授和知名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导师，为学生创客提

供辅导与帮助。

创客空间每年定期安排青年指导教师参加

“创客教育联盟创客教育基地创客导师研修班”和

各高校举行的工程训练教学研讨会，深入、详细了

解工程教育新理念和人才培养新成果，不断提高

创客导师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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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客空间运营成果

创客空间自成立以来，为各专业学生及创客

的个性创意项目、学科竞赛、科研项目提供了有利

的软硬件平台和技术支持。创客空间开展的各类

活动和竞赛，始终与实践教学内容相紧密结合，旨

在提高学生的工程认识，强化工程技能和培养工

程素质。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尝试，西安工程大学创客

空间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有６家创客项目孵化的企业入驻创客空

间，学生社团６个，学生创客团队７个，创客项目

２０余项。表２所示为西安工程大学创客近２年

多获奖情况。图２为西安工程大学创客空间部分

优秀创客创新作品和参赛作品。

表２　创客空间近３年的获奖情况

序号 竞赛项目　 获奖情况

１ 各类创客大赛 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４项

２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分别入围陕西赛区前４０、２０强

３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 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７项

４ 全国大学生综合能力大赛陕西赛区 一等奖８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５项

５ 专利 实用新型８项、外观设计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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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创客创新作品和参赛作品

　　三、结束语

高校创客空间借助工程训练中心现有的软

硬件教学资源和实训内容，积极开展创客教育

实践工作，通过开展以兴趣为引入、以项目为驱

动、以竞赛为载体的多种形式的创客活动，从而

建立以创客文化、创客社团、创客项目为主的创

客教育体系。结合近几年西安工程大学创客空

间运行实践表明，创客空间作为一个全新的组

织形式和双创平台，具有交叉性、开放性、共享

性的特点，为培养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提供

良好平台，通过一系列常态性的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创意、创新、创业氛

围。此外，创客空间的建设及运营是一个综合

性和系统性的工程，需要配套设施不断升级，不

断深化工程教学改革，完善创新教学体系，探索

更加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为具有工程实践能

力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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