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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我国 $$ 个行业中的 ’() 家企业共计 !"’(!( 位消费者的满意度数

据，以及这 $$ 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市场结构和

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

过程中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而不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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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一、引言

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核心问题为：

究竟是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还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到目前为止，这个研究领域出现了两

个较为权威的理论流派：以“结构—行为—绩效”（123452436/789:452/;63<83=>956，17;）模式为代表

的美国哈佛学派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而以“效率”（?<<@5@695A）模式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

派则认为，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

出现上述学术上分歧的原因之一是，以往对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多从

行业和企业的角度进行测量，但是从这种角度进行测量往往因基础数据的不足和偏差，导致不能给

出精确的定量研究结果，以致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由于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会

随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市场发展阶段，将会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因此，本文

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市场所服务的消费者角度，引入消费者满意度相关概念，来研究中国目前

市场发展阶段下，市场结构和市场效率处于何种关系。

二、文献综述

!" 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

17; 模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 年哈佛大学 B>C89 教授成立的产业组织研究小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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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和 +’,*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模式，即

!-. 模式。!-. 模式认为，产业集中度越高，主导企业越容易趋于共谋，通过形成垄断势力以获取超

额利润，结果导致消费者剩余被侵占，市场绩效下降。因此，!-. 模式强调，市场结构是市场绩效的

原因，产业集中度越高，市场绩效就越低。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 模式认为，政府应该对垄断和

寡占的产业采取限制政策，以培育产业内有效竞争的市场行为。

在 /012 年以后，由于反垄断所带来的大量社会成本，以及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使得 !-. 模式在

美国受到猛烈的抨击，以芝加哥学派为主导的“效率”模式就是在对哈佛学派 !-. 模式的评判中发

展起来的。!3,45$% 和 6$7($38 等人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与 !-. 模式相反的结论，即高集中度产

业内的企业的高利润率并不是来自于 !-. 模式所理解的寡占企业侵占的消费者剩余，而是来自于

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效率模式强调，市场绩效是市场结构的原因，市场绩效越高，产业集中

度越高。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效率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市场绩效良好，政府就没有必要限定产业

的市场结构。

在理论方面，我国学者对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的研究做了很多深入探讨，但实证方面

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刘小玄，922: 年采用中国 /;;< 年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我

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我国的竞争市场与较低的国有产权

结构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绩效，而竞争市场与较高的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则产生了不良的绩

效效果。

!" 引入消费者满意度相关概念作为市场绩效测量指标的理论基础

在产业组织学中，市场绩效反映的不是企业层次上的经济成果，而是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层次

上的经济成果，因此，市场绩效最主要的检验指标是社会福利，而不是产业内具体企业的利润或销

售额等经济成果。这为消费者满意度概念的引入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往，市场绩效或社会福利是通

过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产业技术进步状况等指标来评价。然而，利用上述这

些指标评价市场绩效，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精确地进行定量化研究。本文将从新的角度，即从消费者

的角度，引入消费者满意度的概念，来测量市场绩效。

在过去的 92 年中，学术界对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有关消费者满意度的原因和结

果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5,>$% 于 ?;@2 年系统地研究了消费者满意度形成机理后指

出，消费者满意度通常是消费者消费前对产品或服务的期望和消费后实际经验比较的结果。但是

=5,>$% 的研究局限在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微观层面，而 A)%*$55 于 /;@; 年将消费者满意度应用到国家

宏观经济系统质量的测量上，他首先帮助瑞典建立了瑞典消费者满意指数，又在 /;;B 年建立并公

布了美国消费者满意指数。美国消费者满意指数包括了美国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消费

者满意状况，它目前已经成为判断美国国家经济状况、产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并成

为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所参考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 年，欧盟也建立和公布了欧洲消费

者满意指数，该指数对欧盟判断经济运行状况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 早 将 消 费 者 满 意 度 概 念 引 入 到 产 业 组 织 研 究 领 域 的 是 美 国 学 者 CD(3$,*， 他 在 /;@2 年

A)%*$55 建立美国消费者满意指数之前，就指出，“采用一个整体消费者的满意度水平和累积的消费

者满意度将使市场绩效的测量趋于简易”。在其后的 /;@: 年，A)%*$55 和 E)F,*()* 又进一步解释了

将消费者满意度作为市场绩效测量指标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中，那些能从竞争对

手处争夺消费者的企业，一定是在满足消费者偏好方面做得富有成效，即该企业的消费者满意度

高，因此，消费者满意度高反映市场绩效高。A)%*$55 还认为，市场绩效是消费者偏好和企业提供产品

或服务之间的匹配过程，这种匹配过程促使产业内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最大

化。G;;H 年，I*J$%()* 的进一步研究证实，尽管消费者满意度不是直接测量消费者剩余，但确实与

消费者剩余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行业内消费者整体满意度作为市场绩效测量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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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引入消费者满意度的分值偏度作为市场绩效测量的另一个指标。其理论基础来源于 !""#
年 $%&’()) 对美国不同行业消费者满意指数的比较研究，该研究发现，消费者满意度的分值偏度与

市场绩效之间具有很强的实证关系，消费者满意度的分值偏度越负，市场绩效越高。

因此，在本文，我们将把行业内的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的分值偏度作为市场绩效测量

的两个指标。

三、研究模型与数据

!" 研究模型

（!）模型采用的变量。根据上述概念，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0,.+1%’ 2%3()）来研

究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4.5%661 和 $%&’()) 指出，由于市场绩效无法进行直接有效

的测量，所以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测量，即可以将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分别定义为一个潜变量，

并用相应的显变量来测量这个潜变量。7""8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9%:% 9(%++( ;(5% 也从消费者的

角度，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了美国当年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美

国哈佛学派的 *<= 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美国的产业状况是市场结构决定市

场绩效。

在研究模型中，我们经过几次调整，最后还是采用了 9%:% 9(%++( ;(5% 提出的潜变量和显变

量。我们将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分别定义为两个潜变量。市场结构由三个表示产业集中度的显变量

来测量，它们是：>>? 指数、<;@ 和 <;8；市场绩效由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者满意度分值的分布偏度

两个显变量来测量。

（A）两个竞争模型。基于文献综述中提到的 *<= 模式和效率模式，在 9%:% 9(%++( ;(5% 模型的

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竞争模型，用来检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市场，是市场

绩效决定市场结构，还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效率，见图 ! 和图 A。图 ! 模型检验的是对于中国目前

特有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是否是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同理，图 A 模型检验的是市场结

构是否决定市场绩效。下文对模型的具体含义进行数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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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图 ! 和图 " 的模型构造思想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仅以图 ! 为例对模型进行数学解释。图 !
所示潜变量模型的规范数学表达式是由偏最小二乘法（#$%）估计的一系列等式组成，其潜变量之间

的逻辑关系可以用条件期望表达：

!&’!!!，"!(&"!)#" （!）

其中，!*&（!!，!"，⋯!+）和 " *&（"!，""，⋯"+）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和 #（#$#）分

别是 ! 和 " 的系数矩阵。

在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成式（"）：

! &$"!" %% （"）

式中，! &市场结构；"&市场绩效；$"!&通径系数；%&残差项。

在模型中，潜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成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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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消费者满意度；&" &消费者满意度分值分布偏度；’! &产业集中度（./-）；’" &产业集中度

（./0）；’, &产业集中度（112）；&&!
，&&"

，&’!
，&’"

，&’,&因子载荷；’! ，’" ，(! ，(" ，(, &残差项。

根据 %.# 模式和效率模式所解释的市场结构和市场效率的关系，在图 ! 所示的模型中，如果中

国目前的市场状况是市场绩效决定市场结构，那么图 ! 模型中的通径系数 $"! 应该为正，即市场绩

效越高，产业集中度就越高；反之，如果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那么图 " 模型中的通径系数 $!"

应该为负，即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将降低市场绩效。

（,）模型计算方法的选择。计算结构方程模型的算法很多，但最常用的是最大似然协方差结构

估计，以及偏最小二乘法估计（#$%）的迭代算法。#$% 与最大似然协方差结构估计相比，更适合小样

本和有偏分布的数据。#$% 算法于 !34, 年由 5678 提出，!339 年 :6;<=77 等学者对 #$% 的估计过程

做了详尽的描述，他们指出，当数据有悖于传统统计假设，如表现出非正态分布时，#$% 对有非直接

测量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特别合适。

因此，如果研究采用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就不能采用最大似然协方差结构的估计过程。我

们采用 %>%0?@" 统计软件中的 #/A. BC2D>/2EF 统计模块对研究中拟采用的数据进行了正态分

布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满意度分值偏度、./0 和 112 这 , 类指标数据属于有偏分布。因此，我们决

定采用 #$% 方法计算结构方程模型。

!" 数据描述

测量模型中所用到的 9 个显变量数据，均来自 "@@, 年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

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历时一年合作完成的中国消费者满意度指数统计年度数据。

（!）消费者满意度分值及相关分布偏度。"@@, 年，中国消费者满意度指数提供了消费者满意度

分值及其相关分布偏度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 ,G4 家企业共 -- 个产品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数

据是 "@@, 年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在全国 9@ 个主要城市和郊区进行调查后获得的，共计

!@,G!G 份有效问卷，人口统计特征符合中国整体人口的特征，且调查显示了正常的信度和效度。

就本研究来说，将采用 "@@, 年产业层面（每一类产品作为一个产业）的满意度分值和这些分值

的分布偏度作为市场绩效的测量指标。

各产业的消费者满意度数值为该产业内各企业的消费者满意度通过市场份额加权平均获得，

以 !@ 进制的形式表示。各产业消费者满意度分布偏度采用式（9）计算获得：

,!



!!!!!"#$%#&&’!（"#!(")）
*! "+ $

*
（,）

式中，-".$%.&& 是消费者满意度分布偏度，!(·)是期望值，$ 是标准偏差。!数据基本情况如表 /
所示。

! 对该公式的解释，请参见 012.&345 6%2 73&896（/:;;）<

序号 产业类别 消费者满意度 满意度分布偏度 有效样本数

= 商业银行 ><;: ?=<=@ A@*B

A 保险 ><=B ?=<@= =AA:

* 报纸出版与发行 ><>: ?@<>= C@BB

C 期刊出版与发行 ;<@C ?@<BB *>=@

, 电视产业 ;<*> ?@<>, *,,C

B 移动通信服务 ><,> ?@<;@ =;,*

> 西式快餐店 ><BA ?@<>B =B>C

; 固定电话服务 ><>> ?@<>@ A,=>

: 电话机 B<:; ?=<@, AC>>

=@ 手机 ><AA ?@<:C A>;B

== 抽油烟机 ><A: ?=<@* AC>B

=A 台式计算机 ><A: ?=<=; AC,@

=* 摩托车 ><*C ?=<=@ AC,=

=C 激光视盘机 ><,, ?=<@@ A@BA

=, 洗衣机 ><B* ?=<A@ A,>A

=B 燃气热水器 ><B> ?=<A@ A*=;

=> 电视机 ><B; ?=<=A AA*:

=; 空调 ><>* ?=<AC AB=B

=: 微波炉 ><;A ?=<=A A@*C

A@ 电热水器 ><;A ?=<A@ A=:C

A= 电冰箱 ><;, ?=<A; AB@;

AA 男西装 ><AA ?@<>: ==BA

A* 羊绒衫 ><*; ?@<,@ =C,C

AC 洗发水 ><C> ?@<>: **:C

A, 护肤霜 ><,, ?@<>A A>;*

AB 皮鞋 ><,: ?@<:= A,,,

A> 速冻水饺 ><,: ?@<>: =AB@

A; 卷烟 ><B* ?@<;* *>==

A: 运动鞋 ><>A ?@<;= AC*A

*@ 护发素 ><>A ?@<>@ =,B*

*= 葡萄酒 ><>* ?@<>@ =>=,

*A 植物蛋白饮料 ><>B ?@<>, =*;;

** 白酒 ><>; ?@<>* AC>A

*C 瓶装饮用水 ><;= ?@<>C ACA*

*, 香皂 ><;B ?@<;: A;=,

中国 !! 个产业消费者满意度分值及其偏度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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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别 消费者满意度 满意度分布偏度 有效样本数

!" 牙膏 #$%& ’($)" !*#"

!# 食用油 #$%# ’($"& !*+#

!) 酱油 )$(( ’($#( *#+"

!% 食醋 )$(& ’($%# *"+,

+( 方便面 )$(+ ’($"% &(()

+* 啤酒 )$(, ’($#! !&"%

+& 洗衣粉 )$*& ’($)# &&))

+! 乳粉 )$&! ’($%( *+)#

++ 液体奶 )$!! ’($)+ *)(*

续表 !

!!!!（&）产业集中度。由于国内各行业的市场结构数据不完整，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我们采用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提供的 ++ 个行业内各品牌的市场份额数据来计算 --.、
/0+ 和 /0) 数值。

（!）总体数据描述。通过上述两项工作，我们就得到了用于测量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 , 个显

变量的数据，, 个显变量的总体情况如表 & 所示。

显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0+ ($**( *$((( ($,"" ($*%*

/0) ($*#+ *$((( ($#*! ($*#!

--. ($((, ($,(# ($*!* ($(%)

消费者满意度 "$%)( )$!#( #$#*# ($!(%

消费者满意度分布偏度 ’*$&)* ’($,(! ’($)), ($*%,

总体数据描述性统计表 "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将 ++ 个行业的 /0+、/0)、--.、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满意度分布偏度数据分别代入图 *
和图 & 所对应的研究模型。如前文所述，如果中国目前的市场结构是市场绩效的结果，即效率模式

更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产业状况，那么图 * 模型中的通径系数 !&* 应该为正；反之，如果 1/2 模式

更适合中国当前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那么图 & 模型中的通径系数 !*& 应该为负。

图 ! 是效率模式检验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市场绩效与市场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系数 !&* 为

($&*，为正，说明随着市场绩效的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加，因此，符合效率模式。而在图 + 所示的检验

1/2 模式的结果中，!*& 为 ($(%，也为正。而 1/2 认为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产业绩效应该下降，测

量结果和 1/2 模式相悖，因此，不符合 1/2 模式。这和 3454 364776 0684 对美国经济的研究结果截

然相反，说明中国转型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美国。另外一个有意义的发

现是，虽然图 + 代表的 1/2 模式被证明不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说明在市场绩效对

市场结构具有较大影响的同时，市场结构的变化也会对市场绩效产生轻微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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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模式测量结果

同 时 ， 计 算 结 果 显 示 ，(
个显变量（消费者满意度、消

费 者 满 意 度 分 值 分 布 偏 度 、

,-*、,-’、../） 的 载 荷 均 在

#0$%$$! 水平上统计显著，图

! 所 示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的 #"1
(#%(2，图 " 所示的结构方程

模型的 #"1*’%#3，并且消费

者满意度（"!）、消费者满意度

分值分布偏度（""）所对应的载

荷大小（即 $!!
和 $!"

值）均大于

$%)$， 说 明 采 用 消 费 者 满 意

度、消费者满意度分值的分布

偏度作 为 中 国 市 场 绩 效 的 测

量指标是可行的。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项研究发现，效率模式而不是 4,5 模式更能体现中国目前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

即市场绩效的提高将促使各产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使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这个发现对我国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虽然本研究与 !&&’ 年 6787 697::9 -9;7 的研究方法类似，但研究结论却截然相反。这说明中

国目前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与美国目前的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其原

因可能是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产业从国家垄断向自由竞争方向发展；而美国的情

况，是市场经济达到相当成熟阶段，自由竞争形成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应该

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管理方式，通过控制产业内竞争者个数，进而提高市场绩效的看法是值

得商榷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指出的，竞争机制的引入不应该是只停留在

原有垄断企业的分拆上，某些产业的分拆实际蜕化成垄断企业之间的利益瓜分，全国性垄断为区域

垄断所替代。因为按照本研究的结论，如果人为增加产业内竞争者数量，中国产业的市场效率将比

更加自由的竞争低，同样，增加企业进入壁垒以维持较高产业集中度的举措，对提高市场绩效的作

用不大。因此，应采取的措施是，积极促进产业内现有企业的有效竞争，以提高市场绩效，促使产业

内资源向具有市场活力的企业集中优化配置，从而通过市场规律淘汰那些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另外，本研究的图 # 中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大（$%"!），说明市场绩效即使增加很小，

也能对市场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各产业处于敏感的变动状态，产业内某个或

前几个企业效率的提高，将导致产业内的竞争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同时图 * 结果显示，市场结构

对市场绩效有轻微的影响，表明在市场绩效提高导致产业集中度提高的同时，产业内企业优胜劣汰

后所形成的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也将对市场绩效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这个结论对处于优势的企业

如何减少产业内的竞争者和无序竞争也提供了参考。

本项研究还证实，采用消费者满意度、消费者满意度分值的分布偏度测量中国的市场绩效是可

行的。这个研究结果对今后中国市场绩效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支持，也对国家监控和测量市场绩效提

供了一种思路。

鉴于本研究涉及的行业只是限定在消费者市场的 ** 个产业，而没有涉及到工业品市场，这使

得本研究的普适性有所减弱。将来的研究可以在充实消费者市场所覆盖产业的同时，增加工业品市

#*



场的研究，以便研究结果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此外，随着中国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的历史数据积累，从

时间序列角度来研究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将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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