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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力报告
厦门大学计统系
国际竞争力是直接 描述一国 (地区 )竞争能 力的指
标。 它既 能反映一国 (地区 )的综合 经济实力及 其在国

罗乐勤
9、在下 述方面进 行大规模的 投资: 教育 (特别是中

学教育 )、终身培训、改善劳动力素质;

际比 较中 的地位 , 同 时还 能反映 出在 实际竞 争中 的结

10、在发 展本 国经 济与本 国经 济国 际化 方面 取得

果, 描绘出一国在这一竞争的世界中的准确的位置。 随

和谐, 以保证在有 利的环境 中创造财富, 维护 社会的凝

着世 界经 济国际 化的 发展 趋势, 目前 世界许 多国 家都

聚力和公民所认同的价值体系 。

非常重 视本国的竞争力 情况, 美国有一个 “竞争 力委员

《国际竞争力 报告》对于一国竞 争力评价 的所有指

会”, 欧 洲有一个“竞争力咨询 小组”都在致力于 竞争力

标分为 两大类: 一 类是定量 的指标, 用统计数 据来实际

方面的研究。 90年代 以来我国也开始了 这一专题的研

衡量 国际竞争力, 这类 指标共有 248个, 基本 上可以从

究。 迄今为止, 全球公认的最权威的关于一国竞争力的

有关国 际组织包括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关贸

研究 报告是瑞士 洛桑国际管 理发展学会 ( IM D )与日内

总协定、经合组织 等或有关 国家直接获 取; 另 一类是定

瓦的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

性 指标, 通过 向所 有被评 价国 家和 地区 的 21000名中

《国 际竞争 力报 告》认为, 竞争 力是 一个 整体 性概

高级管 理人员发出 含有 130个问题 的调查问 卷方式获

念, 不能 单纯 以 G DP 或劳 动生 产率 来衡 量, 而要 采用

得的, 这些人员涵 盖了调查所 需的各个 行业 (该问卷的

多维评价标准。 一国的政治 、经济、文 化、人力资源及教

回收率在 20% 左右 )。 问卷 调查按四个议题进 行: 即增

育水 平等 都会对 处于 该国 境内的 公司 企业产 生影 响,

长方面 的乐观主义、较为可 观的获利预 期、投 资前景以

进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该报告认为 , 一个具有竞争力

及就 业机会。 所有的调 查都是被调 查者对各 对象国竞

的社会应 是能够在财富 创造与社会 和谐之间取 得动态

争性 强弱的主观判 断。 这种调查得 来的结论 可弥补一

平衡 的社 会; 一个具 有竞 争力的 社会 决不是 不惜 一切

些定 量指标在不同 国家之间缺 乏可比性 的缺陷。 通过

代价 在社 会各个 领域 追求 经济效 益的 社会, 在有 些方

定性度 量可以找到几年 后才能被统 计数据的 通用定量

面允许 非效率的存在 似乎更为 明智。 该报告提 出的具

指标 所确认的判断。 这 一点对于竞 争力的比 较研究来

有竞争力社会应具备的十大要点是:

讲, 是十分有意义的。

1、稳定的、可以预见的法制环境;
2、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经济结构;
3、兼顾在 传统基础 产业和现代 技术基础产 业方面
的投资;
4、促进私人储蓄与国内投资;
5、积极 开拓 国际市 场 (出口 等 ), 提 高本 地对 国外
增值产业的吸引力;
6、管理与改革要达到质量与效率的统一;
7、在工资、劳动生产率与税收之间保持平衡;
8、通过减 少分配不 公平和加强 中产阶级来 维护社
会基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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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量和定 性指 标共 计 378个, 这些 指标 又被 分为
八大项, 即:
1、国内经济力量, 对一国经济进行全面评价。 下有
9个细项。
2、国际化, 反 映一 国参与 国际 贸易 以及 国际 投资
的程度。 下有 9个细项。
3、政府, 反映一国政府有利于竞争力的程度。 下有
8个细项。
4、金融, 评估 一国 在资本 市场 的表 现和 金融 服务
业的质量。 下有 4个细项。
5、基础设施, 反映一国资源和体制足以满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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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的程度。 下有 7个细项。
6、管 理方 面, 反 映一 国在企 业管 理、发明创 造、盈
利和责任方式的程度。 下有 6个细项。
7、科 技, 反 映一国 与基 础研究 和应 用研究 密切 相
关的科技能力。 下有 5个细项。

研究所向该国际竞 争力评价机构提供中 国国际竞争力
的有关数据。 1995年我国首次在国际竞争力中获得排
名, 得分 46. 0分 (第 一名 100分 ), 位居第 34位。 1995
年的国 际竞争 力报告共 评价了 世界 49个 国家和 地区
的竞争 力情 况, 获得 前五 名的 国家 和地 区是 美国 100

8、人力, 反映一国人口资源的有效性和质量。下有

分, 新加 城 95. 3分, 香港 84. 7分, 日本 81. 1分, 瑞士
80. 7分。 在《 1995年国际竞争力 报告》中, 我 国在八大

7个细项。
为了 表示不 同指标 对国际 竞争 力的 影响程 度, 在
研究中根据其重要程度对有关指标进行 加权。如“人均
最 终消 费支出”指标 和“通货膨 胀率”指标的 权数都 是
其他指 标的两倍。 此外, 也有的指标是通过 增加数量、
用同类的一 系列指标从不同的 角度说明竞争方面 增加
它们的重要程度的。
1992年起, 我国已正式加入这一评价体系, 由国家

项指标中的排名情况是: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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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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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45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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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47

政府

21

科技

26

金融

44

人力资源

40

体改委国外 经济体制司和国家 体改委经济体制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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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工作动态
三月 下旬, 经 国务院办公 厅批准, 各大新闻 媒介纷
纷报 道了 第一次 全国 基本 单位普 查即 将开展 的消 息:

有 严肃的 纪律 作为保 障, 任何 弄虚作 假者 都将受 到法
纪的惩处。

新华社 向国内和海外发 了电讯通 稿; 中央 电视台在 《新

4月中旬, 全 国基本单位普查方案审 定会在杭州召

闻联播》、《午间 新闻 》等栏 目中 播出 了消 息, 又在 卫星

开。 全国 30个省 (区、市 )统计局 负责基 本单位 普查工

传送 的第 四套节 目中 播出 了对普 查负 责人的 采访; 中

作的 同志参加了方 案审定会。 会议 由全国基 本单位普

央人民 广播电台在新闻 节目中作 了重点报道; 《人民日

查 办公室 副主 任、国 家统 计局 设计管 理司 副司长 翟志

报》、《经济日报》等十几 家报纸在报 刊第一版对 普查进

宏主持。 浙江省统计局局长 陈大信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行了报道。

四月下 旬全国基本 单位普查办 公室召开 了全国基

国 家统计 局副 局长、第一 次全 国基 本单 位普 查领

本单位 普查部门工 作会议, 参加会议 的有 51个国务院

导小 组副 组长、办公 室主 任卢春 恒同 志接受 了中 央电

有关 部门的人员。 会议 由全国基本 单位普查 办公室副

视台 海外 中心的 电视 采访, 就第 一次 全国基 本单 位普

主任翟志宏主持。 会议认为 , 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

查的意义、内容和安排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卢春

按 照国务 院通 知精神 , 加 强协 作, 密 切配 合, 共同 搞好

恒同志首先 解释 了“基本 单位 ”的概 念, 然后 从宏 观管

这次 普查。 地方各级主 管部门应根 据同级政 府普查机

理和统计 工作的角度 阐述了这次 普查的意 义, 之后, 简

构的统 一要求, 组 织好本系 统所属单位 的普查, 并按照

要地介绍了这次普查的范围、内容和安排。 应记者的要

要求向 同级政府普查机 构和主管部 门分别报 送普查资

求, 卢春恒同志对 这次普查的 严肃性问 题作了说明, 指

料。

出, 这次普查是国 务院布置的 重大国情 国力调查,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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