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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进入“榜时代”的中国城市①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城市排行榜的兴起与繁

盛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我们

常常会看到，类似《福布斯》（Forbes）这样的商业杂

志会发布城市排行榜，围绕城市的营商环境、旅
游、企业创新等方面进行排名。②还有许多机构开

展了“幸福城市”评选，繁琐复杂的评选程序和方

法既让人眼花缭乱，又让人捉摸不透和难以准确

定位各个城市。③我们在城市景观和新闻报道中观

察到许多城市政府都在开展“四城联创”（如西安、
运城等）、“六城联创”（如温州、丽水等）等诸如此

类的宣传推广活动，举办“动员大会”、“誓师大会”
等励志活动，激发干部群众投身城市争先创优的

热情。例如，温州市在2011年启动了“以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为龙头，联动推进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的‘六城联创’活动”。城市政府

对城市排行榜热情高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和精力进行“创卫”、“创文明”等“创城”活动。④当

然，还有一些城市排行榜带有“恶搞”的色彩而少

了应有的严肃，如被网络热炒的“2012中国出美女

城市排行榜”就带有很强的娱乐性。⑤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步

进入一个“榜时代”。城市排行榜层出不穷，越来越

多，令人目不暇接。城市竞争力排名、城市形象排

行榜、城市公共服务绩效排行榜、城市国际化程度

排名、城市社会管理绩效排行榜、最具幸福感城市

排名……“中国的城市排行榜实在太多了，以至于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我们究竟有多少个城市排行

榜。”[2]“时下，排行榜日渐成为社会的一景，可以说

无日不排行、事事要排行：乐曲要排行、大学要排

行、家电要排行、城市要排行……并且是你排我也

排，结果各不同。”[3]围绕城市或以城市为目标对象

的排行榜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很难穷尽所有城市

排行榜。中国城市发展网设置了一个“城市排行”
专栏，专门搜集城市排行榜的信息，为我们管窥城

市排行榜的概况提供了条件。2009—2013年5月，

该栏目共搜集了1867篇有关城市排行榜的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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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平均每年近400个城市排行榜。⑥虽然可能有重

复报道或榜单更新的现象发生，但城市排行榜的

数量仍然相当可观。
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城市排行榜？城

市排行榜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城市政府及其管

理者们对城市排行榜如此热衷？推动他们为城市

排行榜而疯狂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城市排行榜究

竟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收益？城市在追逐排行榜的

过程中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城市排行

榜对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

鉴于城市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城市排行

榜引发的广泛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然

而，尽管城市排行榜不断涌现，但针对城市排行榜

的系统研究却乏善可陈。将城市排行榜作为一个

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对城市管理有所裨

益的规律性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

城市排行榜的前因后果。本文旨在对城市排行榜

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填补该领域的研

究空白，以期引发学术界的关注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1）对城市排

行榜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对其定义予以阐述，进而

述评目前的有关研究进展；（2）对城市排行榜的形

成、发展与影响进行理论探讨，初步提出一个城市

排行榜的供需分析框架；（3）围绕供需分析框架对

城市排行榜的“制造”、“消费”及其正面和负面影

响进行考察；（4）对城市排行榜的前景进行展望，并

提出有待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以期为未来研究

提供启示。
二、城市排行榜：定义、历史与研究述评

（一）城市排行榜就是一种信息
排行榜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它提供了有关一

组事物在某个维度上的优先次序的信息。排行榜

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也使我们离不

开层出不穷的排行榜。我们在选择大学就读和就

业时，会查看大学排名。我们在问诊时会咨询医院

排行榜，看看哪个医院在哪个专业最擅长。我们会

在选修课程或选择导师时浏览评师网对大学教师

的评价。此外，我们还会在寻找餐饮娱乐的去处时

了解口碑网、点评网等排行榜的资讯。
同理，城市排行榜的本质就是一种信息，即关

于特定数量的城市在某个维度或方面的先后次

序、好坏之分的信息。城市排行榜的生产商出售的

是一次性信息，这个信息一经公开，其可售卖的价

值也就归零。信息本身是虚无的，它需要特定的载

体或媒介而发挥作用，因此城市排行榜既存在于

虚拟世界，也影响着现实世界。

城市排行榜的对象是城市，而且是多个城市。
排行榜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学术机构、咨询公

司、媒体等都在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城市排行

榜。城市排行榜的内容是特定的城市发展维度，既

可以是经济增长、企业创新、电子政务等单个维

度，也可以是幸福城市、公共服务绩效、城市竞争

力等多个维度。因此，我们将城市排行榜定义为：

“有关两个及以上的城市在某个发展维度上表现

好坏的次序或等级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分为两

类，有关城市的先后次序（ranking）的信息，即对城

市进行排队、排序、排名，如各类城市排行榜；以及

有关城市的高低等级（rating）的信息，即对城市进

行评级、定档，如文明城市、星级城市等，只划分粗

略的档次户级别，而同档次或级别的城市之间没

有进行区分。显然，从测量精确度的角度而言，序

次比档次的测量更精确，但二者又都比实际分值

的测量粗糙。
城市排行榜既可以是一个指标的排名，也可

以是多个指标的综合评价。我们关注的是多指标

综合评价，而不是单个指标的简单排名，如按照人

口排名，或按照经济总量（GDP）排名等。多指标综

合评价的关键在于“加工”，即它不是一目了然或

可以直接获取的，而是需要通过特定的数据处理

过程，将原始的简单指标转化为复杂的指数，从指

标（indicator）转化为指数（index）。[4]在这个过程中，

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增大，排名被操纵的风险也随

之增大。这个排名的操作过程为供求双方都提供

了宽裕的运作空间，从而为排行榜的滥用和误用

埋下了隐患。
（二）城市排行榜简史
最早的城市排行榜已无从追溯，但Hood等指

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出现了有关公共服务的排

名。[5]国际上，《福布斯》、《经济学家》（Economist）、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杂志很早就开展了

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城市互联度排行榜、城市生活

成本排行榜等方面的研究。联合国、世界银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最早开展

的是国家排名或经济体排名，但越来越多的排名

开始转向次国家或区域（sub- national），以及城市

的排名。但总体来说，城市的排名还不多见，特别

是跨国性质的，因为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通常

受到极大限制。⑦[6]

中国早期的排行榜都是围绕各个省份开展

的，但由于省内差异较大，所以省份排行榜的意义

越来越弱化，城市排行榜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可排名的样本量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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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省份只有31个单位（港澳台除外），而城市数

量则多达数百个，可以根据许多标准抽选排名单

位。⑧中国的城市排行榜历史较短，较早的是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至

今也不过10余年历程。[7]包括城市幸福感排行榜等

在内的大量城市排行榜都是最近几年才兴盛起来的。
以中国知网（CNKI）报纸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为

例，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城市排行榜实现了井喷式

发展。我们以“城市”和“排名”或“排行榜”作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结果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

是有关“城市排行榜”还是“城市排名”的新闻报道

都在过去10余年快速增长，而尤以“城市排名”出
现得次数为多，特别是2009年以来更是大幅度递

增，其总数甚至超过了此前所有年份之和。

图1 中国城市排行榜的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CNKI）报纸数据库检索结果，检
索时间为2013-05-01。

总体来说，信息大爆炸和人们对注意力的追

逐是城市排行榜出现的主要时代背景。在一个注

意力经济时代，捕捉和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是一切

活动的主要出发点。城市排行榜也不例外，它的出

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注意力的结果。在一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如何从浩瀚且不断更新的信息丛

林中脱颖而出，是挑战信息生产商的最大难题。与

繁琐的研究报告和得分相比，排名作为一种相对

次序的精炼表达，能够非常有效地吸引人们的注

意力。“在信息高度超载的时代，时间与精力有限

的人们对信息的消费量非常大。排行榜的实质是

一种筛选、‘提纯’后的信息产品。”[3]城市排行榜是

吸引眼球的重要工具，通过言简意赅的排名可以

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实现影响力的快速

和广泛传递。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城市化进程日益加

快是城市排行榜不断涌现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

的造“市”运动，无论是1984年以来的“地改市”还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县改市”，都产生了大量

城市。成为城市有很多或明或暗的收益，所以许多

地区都期望“造市”而成为城市。李力行发现成为

城市后可以增加政府的税费收入、获得更多的土

地开发权、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获取更大的行政

权力和政府规模、提高公务员的薪酬乃至提升城

市的声望。凡此种种，都为各地区成为城市提供了

源源不竭的动力。[8]

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数量扩张了3倍多，从

1978年不足200个到2009年接近700个，中国城市

的数量在过去30年经历大幅度增长，无论是地级

市还是县级市都实现了“大跃进”（如图2所示）。城

市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在区分和甄别城市的差异

时就需要对城市进行评估、比较和排名，为其各种

决策提供依据，由此导致城市排行榜的蓬勃发展。

图2 中国城市数量的递增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9]

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民工进程与城乡人口流

动速度加快，全国城市人口也实现了快速膨胀。
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

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乡村中国”正式转向“城市

中国”。以前中国还有“百强县”、“千强镇”等排名，

但现在却日渐淡化并退出历史舞台。排行榜的风

向标日益转向城市，这一状况同中国乃至世界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密不可分。无独有偶，世界人口也

在2012年实现了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巨变，

其中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为中国城镇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19%。当城

市成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单位时，当城

市成为人口聚居的主要场域时，对城市的评价和

排名也就应运而生了⑨[10]。
（三）为什么会有城市排行榜？
城市排行榜等各类排行榜的出现有其必然

性，它主要在以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排行榜通过信息公开和透明而解决了消费者、

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爆

炸的时代，一个科学客观的排行榜，将有助于人们

对信息的甄别，有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决策。”[3]在

产品和服务市场上，企业往往因为掌握丰富的信

息而居于强势地位，一个个分散的消费者作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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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组织

定期收

集数据

外部

评估

数据

转化

外部

受众

多个

组织

组织报告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GPRA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标杆管理 是 可能 可能 是 是 是

平衡计分卡 是 是 否 是 可能 否

项目评估 可能 否 可能 是 可能 可能

社会指标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披露要求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势群体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很难对企业构成压

力。排行榜为消费者提供了甄别企业优劣的标尺，

有助于消费者做出理性决策，通过“用脚投票”对
企业形成倒逼压力。排名的出现同信任的递增是有

关的，信任是稀缺的，而排名则可以增进信任或声

誉。[11]例如，酒店星级评价、大学排名、上市公司信

用评级、电器能耗等级评价等都为消费者选择产

品和服务提供了参考依据，也敦促企业做出改善

和优化，迎合排行榜的标准并进而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城市排行榜也扮演类似角色，对城市管理者

施压进而推动城市改善。
2.城市排行榜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为

公共问责提供途径。排行榜公布的绩效信息会对

被排名者产生强大的舆论和问责压力，并敦促其

改进绩效。[12]绩效信息公开和排行可以对企业、医
院等形成强大的公众压力，使它们重视污染排放、
食品安全和医疗事故等问题。[13]城市排行榜通常借

助于新闻媒体而广泛传播，并使社会公众对排名

城市产生相应的感知。这种放大效应可以提升城

市声誉，但如果是负面的话也会对城市产生极大

的不良影响。城市排行榜对排名靠后的城市政府

管理层产生压力，并推动其完善管理与改进绩效。
许多城市的领导者通过新闻媒体认识到其治下的

城市在某个排行榜上表现差强人意，进而产生改

进绩效并提升排名的动力。
3.城市排行榜是一种风向标与指挥棒，对城市

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引性和导向性。城市排行榜类

似于一种信誉/声誉机制，或者说“羞辱式监管”
（regulation by shaming），[14]它通过使表现较差的城

市“公开亮相”而对其形成压力，并为表现较好的

城市树立标杆，从而为城市管理改进指明了方向。
例如，淘宝网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网购信誉机制，

消费者的评价往往决定网店的未来前景，使网店

不得不对消费者敬而有加，甚至发展出“淘宝体”
来讨好消费者：“亲，给个评价撒。”如果政府和公

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那么政府对公民

的态度将像淘宝店主对消费者的态度一样，会采取

一切可能的手段迎合公民的需求和偏好。⑩[15]因此，

城市排行榜有很强的风向标或指挥棒的作用，作

为一个“抓手”可以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
（四）城市排行榜的研究进展
围绕城市排行榜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但相

关研究较多，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1.世界治理排名的分析和评估。越来越多的国

际组织通过排行榜来宣传其价值观和文化理念，

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开发的全球治理排名、千年

发展指数等，都是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

隐含了它所宣示的民主、人权、透明等价值观和利

益诉求。[16]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对此进行了研究，从

“排名的排名”角度分析不同排名背后的方法论缺

陷和利益诉求问题。[17]《国际公共管理期刊》在2008

年刊出一个专辑，题为《公共服务绩效的评级与排

名》，考察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对各个国家或经济

体的排名。[18]这些研究发现世界治理排名充满政治

色彩，其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提升，其用途也有必

要纠偏。[5]不过Davis等认为，可以将指标和排名视

为一项全球治理技术，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影响国

家的决策和行为。[19]

2.有关城市排行榜的研究是组织报告卡（org-

anizational report card）。组织报告卡的研究者们分析

了它与计分卡（scorecard）、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等的不同，代表性学者为Gormley和Weimer。[20]与其

他绩效指标相比，城市排行榜更像组织报告卡，我

们可以将组织报告卡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城市排行

榜中予以检验 （如表1所示）。城市排行榜关注城

市，且是多个城市；它定期收集数据进行排名，而

且多数是城市以外的主体进行评估和排名，面向

的对象也主要是外部公众；城市排行榜需要数据

转化。因此，城市排行榜可以称之为“城市报告卡”
（urban report card），即对多个城市在某个发展维

度上的绩效进行评价和排序/分档的活动。有关组

织报告卡的研究为城市排行榜提供了某些参考，

如对报告卡的评估与比较完全可以用于对城市排

行榜。
表1 组织报告卡与各类绩效指标

资料来源：Gormley & Weimer（1999）。[20]

3.有关城市排行榜的其他知识来自社会学和

组织学，这些研究分析了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的排名。学者们通常从制度理论研究组织排名，考

察负面信息、声誉、合法性与组织生存等问题。[21]有

研究发现排名较差的组织（如法学院）更在意管理

决策对排名的影响，并且会为了维护或提升排名

而做出某些决策。[22]有学者考察了商学院排名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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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认同感的影响，发现排名对组织成员产生认同

威胁，而组织成员也会因此调整其认同。[23]还有学

者认为排名不仅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也

会影响排名企业的行为。在环境绩效排名的推动

下，排名偏低、提高排名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的

企业更可能改善环境绩效以提高排名。[24]对大学排

名的研究发现，大学已经适应了排名的存在与影

响，并会因此作出响应，而外部公众和学生等利益

相关者也会利用排名选择大学。[25]

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有关于公

共管理者如何接收和处理各种信息的研究，最近

有关政府绩效信息利用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许

多学者都对公共管理者和政治家为什么及如何利

用政府绩效信息进行了广泛地研究。[26][27]城市排行

榜虽然是对城市进行排名，但许多排行榜的指向

都是城市政府，因为包括投资环境、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和竞争力等方面的排名都离不开城市政府

的努力和投入，因此城市排行榜也可以视为城市

政府绩效信息的一种形式，而城市政府是如何应

对和利用这些绩效信息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

究方向，并可以参考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的研究结

果。
从中国研究的进展来看，有关目标责任考核

和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为城市排行榜的研究提供

了养分。[28,29]周黎安等提出的中国地方官员的“晋

升锦标赛模式”是观察地方政府参与政绩比配的

重要理论视角，对于我们认识城市排行榜有重要

启发。[30]城市排行榜可以视为一个个锦标赛，城市

自愿或被迫参与竞技，而比赛规则设置会对比赛

价值产生关键影响。李振认为晋升锦标赛不仅局

限于经济领域的目标责任考核，评比（如国家卫生

城市）也是一种重要激励模式，特别是对非经济部

门和党委部门官员的激励至关重要。[31]上述文献为

城市排行榜研究提供了参考，但仍然未将其作为

核心主题加以研究，因此城市排行榜研究仍有待

于深化。
三、城市排行榜：一个供求分析框架

城市排行榜是一种信息，而城市排行榜也是

一个信息市场。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

析城市排行榜。从城市排行榜的供给或生产角度

而言，其生产商或供应商主要是学术机构、智库、
咨询公司、国际组织和新闻媒体等，我们需要关注

供应商的来源、构成、动机、行为和收益等。从城市

排行榜的需求或消费角度来说，主要是城市政府

和管理者、公民、在位企业和潜在投资者、新闻媒

体等，我们主要分析哪些群体是它的目标群体，哪

些群体消费了城市排行榜，以及他们是如何及为

何消费的。
从供需关系的角度而言，当供给与需求达到

某个动态平衡状态时，就意味着城市排行榜的市

场达到了“出清”或“均衡”。但是这种动态均衡状

况往往是例外，常态情况是市场不均衡。在城市排

行榜诞生之前，供给为零，而需要也处于较低状

态。当最初的供给产生后，它会“制造需求”，刺激

和培养社会对城市排行榜的需求。一旦这种需求

被激活，供给的动力也就得到了增强。随着需求的

增长，有限的供给无法满足其要求，就会推动供给

的增长。供给与需求的同步增长维持不久，供给开

始超过需求，从而产生“卖方市场”，并出现供给方

的激烈竞争和优胜劣汰。显然，这样一个自然的市

场演化过程是有利于城市排行榜的发展的，而政

府的过度干预却可能中断或推迟市场发育进程。
如图3所示，我们将城市排行榜置于一个供需

分析框架中。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微观主体行为及

其互动关系构成了城市排行榜的市场生态环境。
城市排行榜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又会同其所

处的宏观环境进行互动，如经济环境是城市排行

榜出现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环境会规定是否

允许乃至鼓励对城市进行排名，社会环境是城市

排行榜是否会发生异变或走样的土壤，而文化环

境则是城市排行榜能否提升品质的关键所在。显

然，这样一个供需分析框架是初步性的，它为我们

管窥城市排行榜提供了一个指引，但仍然有待于

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四、城市排行榜的生产

（一）谁在“制造”城市排行榜？
城市排行榜的生产或“制造”并非多么神秘或

高不可攀，某种意义上人人都可以“发榜”！从城市

排行榜的主要发榜者或“制造商”来看，主要包括

如下几类：

（1）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各类事业单位）。如组

织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文明办”和组织全国卫生

城市评选的“爱卫会”等。这些机构通常是挂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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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部门下面的事业单位，针对所管辖的职

能领域开展城市排名活动。
（2）学术机构或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

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及其所属的院系和研究机

构、独立研究机构或专业非营利组织（如中国城市

竞争力研究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
（3）企业。大致分为两类：咨询公司和市场调

查公司。咨询公司包括关注管理咨询的埃森哲、美
世等跨国公司和专注政策咨询的经济学家资讯部

等。市场调查公司（如零点）通常会利用其公众调

查优势对城市进行排名。
（4）新闻媒体。如人民网、《福布斯》、《小康》、

《瞭望》等开展的城市排行榜活动较多。某种意义

上，新闻媒体既扮演供给方也扮演需求方，但更多

的情况下它是以供给与需求的媒介或中介而出现

的。新闻媒体作为宣传工具或信息平台，为城市排

行榜的推广和消费提供了手段。很多城市排行榜

的消费者（如公民和企业）都是通过新闻媒体的科

普化报道而知晓城市排名的，而他们对排行榜的

运作却知之甚少，也缺少动力和专业知识去一探

究竟。
通常来说，上述主体还会多方合作，形成合

力，共同发布城市排行榜。例如，新闻媒体会借力

学术机构进行排名，并联合政府部门树立权威性。
学术机构也会依托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共同推动

城市排行榜发展。
（二）为什么“制造”城市排行榜？
解决信息不对称、强化公共问责并发挥引导

作用等是城市排行榜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从城市

排行榜出现的功利性角度来看，它是一件“名利双

收”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作为一个低成本、低风

险、高回报的产业，任何人都有进军城市排行榜的

强大动力。“一些企业靠排行榜追逐名利，有人制

作排行榜获利。于是，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层出不

穷。”[3]“众多的城市排行榜为何不断出现……是双

方需要的一单生意。一方面，有人需要这些排行榜

以彰显政绩，作为升官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排

行榜的发布者也可以为自己获得政治和经济利

益。不捞钱，人家吃什么？”[2]换句话说，一个看重

“名”，一个追求“利”，两者一拍即合，名利双收。
（1）成名。城市排行榜可以扩大舆论影响力，

通过公开宣传而提升排名机构的声誉，并为其开

展其他业务提供渠道。大量城市排行榜会通过各

种方式推销与公关（公共关系），如新闻发布会、出
版、表彰大会、授牌仪式等。一篇学术论文或研究

报告很难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因为存在专业性门

槛的限制。但一份排行榜却可以吸引大量关注，因

为其普及性和可理解性较强。大量机构热衷于排

行榜，很大意义上是为了“一排成名”。
（2）逐利。城市排行榜会产生许多衍生物，如

对排名的解释和解读、提高排名的方法和技巧等。
排名本身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产业，如专业的信用

评级机构、大学排名机构、美世的城市生活成本排

名等，这些都为排行榜的制造者提供了获利的机

会。輥輯訛“‘排行榜’运作好了其实就是棵摇钱树：排不

上榜单非要挤进去的要掏钱，排上了却有种种顾

虑不愿出现的也要掏钱；而且，虽然榜单不公平、
榜单很荒唐，但只要能够引起广泛争论，便能够吸

引眼球并进而赢得广告赞助。”[3]作为一种信息，城

市排行榜的榜单是免费的，但其他副产品却是付

费的，如城市排行榜的数据库、定制化的政策和管

理咨询、调整名次的“公关费”等。
（3）赢得权力（话语权、软实力）。排行榜还为

其制造者提供了排名权这样一种很强的权力。城

市排行榜作为一种话语权的体现，会影响媒体、公
民和企业的行为选择，对城市而言具有很强的“软

杀伤力”。因此被排名城市有求于排名机构，并有

足够的动力去游说和影响排名机构，使其做出有

利于自己的排行榜。
（三）如何“制造”城市排行榜？
城市排行榜是如何“制造”的？在不公开透明

的情况下，许多排行榜是如何产生和制造的往往

是一个谜。多数城市排行榜为多指标综合评价，需

要信息加工或数据处理。专注于某个领域的城市

排行榜发布者需要构造该领域的评价理论框架和

指标体系，并收集基础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对城市

在该领域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价和排序。许多涉及

大型公共调查和繁复数据处理的城市排行榜动辄

花费上百万元，对资金和专业技术的依赖性较强。
例如，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就依赖于大量基础数

据的搜集、处理和分析，每年花费数百万元。[3]

排行榜的关键在于数据收集和处理，如果有

特殊渠道获得数据，那么排名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许多依靠调查和专家的排名成本较高，但多数通

过统计数据而进行的排名却不然，甚至毫无“技术

含量”可言。例如，《福布斯》的某些排名就非常简

单，典型的如最安全或最危险的城市，就是犯罪率

这样一个简单的指标，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只不过

它将其贴上了“最……”的标签而已。[32]更有论者指

出，“几个合法或非法的协会挂名，借几个名人当

‘托’，广发‘英雄帖’，引诱那些酷爱虚名的人拿钱

买奖，于是‘共和国脊梁’满天飞。”[2]还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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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乱评比的机构，大概有挂名协会、专门成

立的评比公司及三五人合作的小作坊。而评比程

序更是简单，收钱后就发称号，根本就没有严谨的

程序和权威评选专家。”[3]这种极端现象显然不是

城市排行榜的常态，但某些排行榜的低风险、低成

本和暗箱操作是诱发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
五、城市排行榜的消费

（一）哪些城市被排名？
在考察城市排行榜的消费时，我们需要首先

明确城市排行榜的对象。其实并非所有的城市都

有幸进入制造者们的“法眼”，城市也是有等级和

高低贵贱之分的，并进而决定了它们是否有资格

被排名。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共分4个层级，包括

省级的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或计划单列

市、280余个地级市以及360余个县级市。輥輰訛在中国

近700座城市中，城市排行榜最热衷的是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也就是中国的一、二线大

城市。这些大城市聚集了中国最主要的资源，其影

响力也是最大的。对这些城市进行排名，能够吸引

公众关注并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城市排行榜最乐

于选择这些城市排名的主要原因。
排行榜其次热衷的是较大的市以及特定区域

和发展阶段的城市。“较大的市”不只是以城市规

模（如人口）或经济总量（如GDP或人均GDP）衡量，

在中国它有法律意义，因为其人大拥有立法权。
《立法权》指出“较大的市”共49个，其中省会城市

或自治区首府27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4个、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18个。[33]此外，珠三角、长三角

等地区的城市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许多城市

排行榜都针对这些城市开展。
最后，城市排行榜也关注地级市，因为它们在

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较有优势，而且中小

城市的政府管理者对谋求城市排行榜位次的动力

更足。城市排行榜关注较少的是县级市，一方面是

有关它们的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则是它们的

体量和影响力还不足以构成舆论话题并产生社会

效应。
（二）谁在消费城市排行榜？
谁会是城市排行榜的“消费者”？城市排行榜

的目标群体是谁？不仅人人可以“发榜”，而人人都

有可能消费城市排行榜。城市排行榜的关注者及

潜在消费者包括如下几类：

（1）城市政府管理者通常会通过政府内参、市
长办公会、新闻媒体等渠道了解城市排行榜，进而

利用其信息进行管理决策。对于将城市排名靠前

的排行榜，城市政府管理者热衷于大力宣传并将

其写入政府文件；而对于将城市排名靠后的排行

榜，城市政府管理者则会在内部沟通并寻找原因

以提升其排名，而不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以“自找羞

辱”。城市政府管理者这种“内外有别”的消费城市

排行榜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人追求面子的心态。中

国人注重面子，所谓“表里不一”，其实就是“里子”
是自己人看的，“面子”是给外人看的。中国作为一

个“模范社会”在不断制造各种“模范”并树立很多

典型，借此激励和引导类似行为。[34]

（2）公民特别是市民会对城市排行榜感兴趣。
市民通常对在城市具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并会

关心城市的荣辱。当某个城市排行榜将其所在的

城市排名靠前时，市民通常会有强烈的自豪感；反

之，市民通常会对其所在城市排名靠后而产生沮

丧感，甚至会刨根问底地探究城市排行榜的具体

内容和细节。更常见的情况是，市民心目中的城市

排名同城市排行榜的结果大相径庭，他们会更加

关注城市排行榜并参与公共对话。从人才流动的

角度来看，在选择去哪座城市求学、就业、旅游和

定居方面，城市排行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导引

作用，为公民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輥輱訛

（3）企业和潜在投资者会在投资选址时参考

城市排行榜，也会在企业管理中使用城市排行榜。
《福布斯》发布的“最佳商业城市”系列排行榜就是

为企业服务的典范，通过构造宜商城市评价体系

对样本城市进行排名，为跨国公司等各类企业投

资选址提供参考咨询。美世的城市生活成本排行

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指南，特别是为跨国

公司选派经理人赴各国出差公干并提供与目的地

城市匹配的薪酬津贴提供参考依据。[40]

（4）新闻媒体寻找“素材”时也会倾向于采用

城市排行榜，二者相得益彰，各取所需。一方面，城

市排行榜的制造者会主动邀请新闻媒体报道，以

利于城市排行榜的宣传推广；另一方面，新闻媒体

也热衷于报道城市排行榜，因为它们易于吸引受

众眼球。
（三）为什么消费城市排行榜？
类似于组织报告卡的影响，城市排行榜对消费

者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予以考察。[36]

宏观影响主要指城市政策调整与管理因应。微观

影响则包括企业选址与资金流动、移民流动与人

才吸引。不过，两方面的影响都缺少可靠的实证证

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宏观影响。城市排行榜为城市政府制定公共

政策提供依据，为城市选择标杆管理（benchmark）

对象提供参考。城市可以通过排行榜准确定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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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某个发展维度上的相对位置，为其找到学习

和竞争的对象提供依据。城市排行榜还可以帮助

城市找准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如城市在某些维

度上的缺失或不足，从而为城市选择发展的“靶

点”或突破口提供启示。此外，围绕排行榜的信息沟

通和咨询，有助于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微观影响。有关医院、学校、产品等的排行榜

（如点评网、评师网、好大夫网等）有利于消费者的

理性行为选择，城市排行榜也有类似作用。（1）个

人在选择就业和生活的城市时可以参考城市排行

榜的相关评价，以确认自己的感觉或抒发情绪。例

如，幸福感、生活成本、房价等的排行榜为公民确

认自己的模糊判断提供了准绳。但是，如果排行榜

的结果与其个人感受不符或完全相反，也可能产

生不信任的情绪。（2）企业投资选址等会参考城市

排行榜，许多企业都通过投资环境排行榜来确定

是否投资某个城市。当然企业选址受到许多因素

影响，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企业的确受到某

个排行榜影响而作出投资决策。（3）排行榜为媒体

制造话题提供了机会，媒体作为“好事之徒”最热

衷于报道城市排行榜，无论其所在的城市是否被

排名。
六、城市排行榜的问题与弊端

前述两部分探讨了城市排行榜的供给与需求

两个方面，而供需的微观主体行为内嵌于宏观环

境中，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等宏观环境因

素都会对城市排行榜的供需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而城市排行榜也会对这些环境因素产生反作用

力。受转轨时期中国国情和发展特征的影响，城市

排行榜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诱发许多负面

影响。
（一）城市排行榜的信号紊乱
显然，层出不穷的城市排行榜为各类利益相

关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与此同时，在诸多城市排

行榜混战的“战国时代”，它们发出的不同乃至自

相矛盾的绩效信号也扰乱了城市管理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对城市的认识和判断，进而可能误导他

们的决策和行为。由于“暗箱操作”，许多城市排行

榜只有结果而没有过程，导致外界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对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无从获知，城市排行

榜的透明缺失导致城市排名乱象和公信力危机。[3]社

会公众往往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常常

发现排行榜的结果同其内心的期许相差甚远，进

而失去了对城市排行榜的信任。一些城市在某榜

单被排名第一，但在另一个榜单则名落孙山，城市

很难准确定位自己的发展阶段并作出合理决策。

例如，有关城市竞争力，就有北京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37]和香港中国

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38]

而两者的排名常常出入很大。再以城市公共服务

绩效排名为例，目前已有2家机构开展全国大城市

的排名，此外还有1家机构也于2013年发布排行

榜。但是，虽然针对同一个主题并采用相似的指标

体系和测评方法，两个机构产生的城市排行榜却

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对于某些城市的排名而言可

谓南辕北辙（如图4所示）。

图4 两个机构对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排名殊异

资料来源：马亮，于文轩（2013）。[39]

总体来看，两项排名的结果相关性较高，线性

相关系数超过0.6，属于中度相关。但就具体城市来

说，某些城市在两项排名中的相对位置却差别较

大。例如，南京在B机构的排名是第5名，而在A大学

的排名则是倒数第10名。[39]南京市市长和其管理团

队该如何定位其公共服务绩效？南京市市民和企

业又该如何解读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显然，不同排

行榜发出的矛盾信号可能会误导城市管理者和市

民对某些城市的定位及判断，并进而影响他们的

感知和行为。
（二）城市的“应试教育”与博弈反应
作为一种“高赌注考试”（high- stake test），上

级政府部门的城市排行榜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

者的职业前景有重大影响。城市管理者会千方百

计乃至不择手段地为提升排名而努力，由此导致

许多意想不到的行为发生。城市排行榜导致许多

博弈行为和负面影响，如棘轮效应 （ratchet ef-

fects）、临界效应 （threshold effects） 与产出扭曲

（output distortions）等。[35]例如，城市评比往往表现

出应景式的反应，常常会反弹和不可持续，城市在

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风头”而已。排名还可能产

生责任规避行为，因为政府官员会为绩效改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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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但也会为绩效低下而规避责任。Dixon等最近

对欧洲四国教育排名的研究发现，芬兰的绩效表

现更好，但却和德国一样遭受国内媒体非议。英国

政治家遭受的个人责难远高于法国和德国，但政

治回应最强的却是英国和德国。他们认为，排名可

能很难成为“绩效改进的杠杆”，而更多成为“责难的

磁铁”。[17]Oliver开发了一个组织应对制度的策略分

析框架，共分为5种行为，包括默许、妥协、规避、抗
拒和操纵，以考察这些非预期的影响。[41]吴建南和

杨宇谦结合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际情况，

研究了这些迎评策略的出现与影响。[28]艾云通过案

例分析，也对上级检查与下级迎评的互动逻辑进

行了深入分析。[29]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是城市排行榜的一种类

型，其层出不穷可能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共谋”
密不可分。[42]“这是一条利益链，上级和下级对评比

都有需求。”[43]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96年以来就三

令五申，但仍然屡禁不止，清剿以后很快就会反

弹。究其原因，上下级政府各有所需，上级政府默

许乃至纵容下级政府的造假行为。“假得如此明

显，领导怎么可能认为是真的呢？……上级领导当

然知道是假的，只不过假装不知道，‘所有人都在

表演’”。[44]评比人以排行榜“设租”而谋求寻租，希

望下面“跑部钱进”，通过这种制度安排确保其部

门职能的履行。被评比人则找到了一个竞技平台，

可以藉此施展才能去竞争稀缺的政治职位。地方

政府可以在谋求晋升 （rank seeking） 的同时寻租

（rent seeking），甚至将其作为寻租的一种形式或

手段，因为有了这样的由头，就可以大兴土木去建

设许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反而为这些行为提

供了制度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排行榜的风向标与指挥

棒作用失灵导致“千城一面”。许多人士指出，大学

排名对大学是一种误导，它使大学自身削足适履

以适应排行榜的指向，由此大学失去特色，千篇一

律。类似地，城市排行榜是不是中国城市“千城一

面”的原因？例如，住建部的“国家园林城市”要求

城市按一定比例栽植特定树种，一些北方城市为

此而大量购进并不适宜种植的名贵树种，导致这

些动辄数十万元的树木枯死。而另一方面，国家林

业局的“国家森林城市”与“国家园林城市”在树种

和绿化面积上的不同定义，也使造林丰富的重庆

迟迟无法评上并饱受争议。[45]因此，城市排行榜在

引导城市发展的同时，可能也产生了许多误导性

影响。
显然，城市排行榜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不是供

需双方的私人交易，而可能对公共治理产生不容

忽视的影响。例如，城市排行榜对城市的误导，城

市为谋求排名而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影响，等

等。许多城市为了追求形象而使市民和企业做出

了很大牺牲，排行榜之外产生了大量难以衡量的

公共成本。城市政府为追求排名而投入的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多数源于纳税人的税收，而城市为

追求排名而制造的“形象工程”，对市民生活和企

业生产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治理

城市排行榜及其负面影响，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

重要课题。
七、城市排行榜的未来展望

（一）优胜劣汰还是“劣币驱逐良币”？
未来的城市排行榜将何去何从？显然，在一个

注意力经济时代，城市排行榜将不会消失，各类排

行榜仍将层出不穷。各种城市排行榜都在分一杯

羹，争取吸引城市管理者及市民的眼球。早期的城

市排行榜主要是围绕城市的经济实力、竞争力、投
资环境等方面开展的，强调城市的“硬实力”和经

济发展维度。现在的城市排行榜则日益关注社会

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软实力”和社

会发展维度，越来越多的城市排名也将公共服务

绩效、行政透明度和财政透明度、电子政务、国际

化、民生、环境质量、幸福感等纳入排名体系。城市

排行榜的另一个发展走向是逐步从硬数据向软数

据、从档案数据到感知数据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

不是必然的，越来越多的排行榜将二者结合在一

起，但软性感知数据的比重日益增加。惟GDP是从

的观念已经转变，城市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许多看

不见的软性因素，而不是高楼大厦和经济总量等

看得见的硬性因素，由此导致城市排行榜的理念

转向。
从供需分析角度来看，城市排行榜是否会实

现市场均衡？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排行榜问世，

它们也会存在市场竞争与优胜劣汰。城市排行榜

是否会“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上的胡乱评比太多

了，对正规单位的公益性评选影响太大了。”“日益

混乱的排行榜和黑幕重重的名次评比，使‘排行

榜’逐步失去公益、公正的面孔，转而成为商业化、
娱乐化符号。”“专业性过强的排行榜已经吸引不

了观众的眼球，只能大量注入更为活跃的商业色

彩。相比渲染力，现在更看重排行榜的社会性、公
益性和公正性。”[3]城市排行榜作为一个市场或产

业，需要监管吗？其发布是否需要审批？政府多次

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各系统清理取缔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但收效甚微。作为一些部门和机构的“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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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子维度

独立性（Independence） 组织隶属与财务上的独立性

相关性（Relevance） 对城市管理实践的重要性

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 全面覆盖城市发展的重要维度

效度（Validity） 理论支持

信度（Reliability）

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 平实语言与图表使用

功能性（Functionality）

样本代表性

统计方法

权重设置（Weighting）

可比性（Comparability）

透明程度

媒体与公众关注

政府利用

公共治理评论

钱树”和管理“抓手”，排行榜很难退出市场。对于

城市排行榜，不能像其他领域一样再次陷入“一放

就乱，一管就死”的尴尬局面，既要为其良性发展

提供制度空间，又要避免发生各种“乱象”。
（二）城市需要减负吗？
从被排名的城市角度来看，城市需要“减负”

吗？众多城市排行榜发出的矛盾、多样和复杂的信

号是否会造成城市管理者的信号紊乱和方向迷

失？究竟哪个榜单是值得信任的？城市之间的差异

是统计显著的吗？是否有一个置信区间可资参考？

被城市排行榜左右风向标的城市，路在何方？城市

需要对排名“末位”作出响应吗？这些问题都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和地缘因素，西部后发城

市（如兰州、太原）通常很难在目前的总量或存量

排行榜中占据优势乃至拔得头筹，它们往往是陪

衬和垫底的对象，这种挫败感不利于激发其绩效

改进。反过来看，东部发达城市往往具有很强的优

越感，多数城市排行榜都将它们列入前列，这种优

越感的长期存在也不利于城市发现其他方面的问

题而予以改进。因此，改存量评价为增量评价，或

是未来城市排行榜需要关注的方向。
此外，是否有必要增加分级式的排行榜而减

少排序式的排行榜？即是否要改排名为分级？目前

中国与新加坡中小学教育部门对考试排名的认识

已经发生改变，纷纷取缔学生成绩排名。城市排行

榜可能也应该采取类似做法，不要使城市斤斤计

较于几个名次的得失，而更加注重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和渐次优化。由于评价和排名具有不确定性，

几个名次的差距可能并非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差异，因此城市排行榜需要设置一定的置信区间，

明确排名差距较小的城市可能会因为统计误差或

权重变化而颠倒次序，从而为城市准确定位自身

位置提供参考依据。[45]

（三）如何消费城市排行榜？
如上所述，城市排行榜传递的信号可能是不

准确甚至是完全偏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

能盲目相信或完全相信，面对城市排行榜需要去

伪存真，对其甄别评判后才去消费。对于城市排行

榜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有一些排行榜的确提

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组织报告卡的研究者

们提出了评判其质量的标准，为我们评价城市排

行榜提供了依据。表2是于文轩和马亮提出的一个

衡量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指标体系，可以

藉此对城市排行榜的优劣进行评价。[47]

（四）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城市排行榜层出不穷，但系统研究还未

发现。一些观察家对城市排行榜的流弊进行探讨，

但缺少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围绕城市排行榜，

以下问题是未来的可作研究方向：

（1）我们需要对城市排行榜进行评价和排名，

开发“城市排行榜的排行榜”，对城市排行榜的方

法论（信度、效度等）和独立性等问题进行研究，为

城市排行榜的各类消费者提供指引，解决其信息

不对称问题。据此还可以研究为什么各种机构会

生产城市排行榜，并考察哪些机构的城市排行榜

更加可信。
（2）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排行榜对城市的影响，

采用基于自然实验设计的实证研究方法，考察城

市排行榜对企业选址、移民流动、城市管理者（如

市长升迁）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例如，前文介绍的

一项研究就利用排行榜扩大排名企业范围的机

会，研究了企业在被纳入排行榜前后的变化，通过

这个自然实验场景实证考察排行榜对企业行为的

影响。[24]

（3）政府绩效信息使用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研

究的热点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分析城市排行榜与

政府管理者的绩效信息利用。例如，市长们关心所

在城市的排名吗？市长们如何利用城市排行榜提

供的信息？市长们爱听真话还是好话？这些问题都

值得未来研究加以关注。
（4）“榜时代”的城市治理值得深入研究。作为

类似于锦标赛的治理模式，城市排行榜对城市的

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仅应关注锦标赛和排行榜

对城市的影响，而且应该关注排行榜本身的特征

及其根源。如何引导城市正确对待城市排行榜，如

何规范城市排行榜市场，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值得

关注的方向。

表2 城市排行榜的排行榜

资料来源：Yu & Ma（2013）。[47]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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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2013年5月8日在南京财经大学城市发展
研究院举办的“城市发展与政府管理”讲座基础上修改而成
的，作者感谢林挺进的邀请，感谢与会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参见：http://iuds.njue.edu.cn/content.asp?id=34）。笔者与山
东省基层公务员的访谈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素材和启示，
在此表示感谢。笔者与于文轩合作的研究对本文的启发较
大，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罗梁波提出的修改意见。按照
惯例，文责自负。

②《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在其网站专门设立了城市排行
榜的专栏，发布各种城市排行榜（参见：http://www.forbeschi－
na.com/list/cities/）。

③有关城市幸福感的排名较多，如《瞭望东方周刊》的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的“中国
幸福城市评价体系”、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中国城市
幸福感排行榜”等。

④一些城市的政府通常还会成立专门的“创城办”（如
“创卫办”、“四城联创办”等办公室）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多
数由市领导挂帅，所有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城
市排行榜的发展，并设立严格的任务分工机制、时间推进表
和问责追究程序。温州市的“六城联创”活动专门开通了官
方网站（参见：http://www.wenzhou.gov.cn/col/col5811/）。

⑤该榜单列出了各个城市的位次、美女百分比以及衡
量美女的三个指数，即长相指数、打扮指数、韵味指数，其实
是由3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投票评选的结果（参见新华
网，2013-3-14）。

⑥资料来源：http://www.chinacity.org.cn/csph/csph/，检
索时间：2013-05-03。

⑦例如，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调查项目仅针对某些经
济体的城市进行排名，关于中国的调查也仅限于36个大城
市，而且只开展了一次系统性的调查。其后期的调查将最早
的20个城市拓展到120个城市，不过仍然未能持续进行。

⑧因为政治、历史和统计口径的原因，港澳台通常被排
除在排名之外。当然，这个论断只是初步性的，还有待于细
致的实证分析加以佐证。

⑨不可否认的是，在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同时，伴随
发生的却是乡村的凋敝和没落，对此梁鸿以河南省的梁庄
为案例进行了精彩的刻画（参见梁鸿以，2010）。

⑩例如，杭州市上城区委组织部与团委联办的“青年服
务360概念店”的淘宝店铺就采用了这种评价机制（参见刘
俊2013-05-31）。

輥輯訛城市排行榜逐利的另一面是被排名城市的利益损
失。来自政治行政中心北京的各类排行榜最多，而区号
“010”的电话常常让企业和政府部门忌惮，就像“恭喜您，您
中奖啦！”之类的欺诈电话一样让人寒颤。

輥輰訛省会城市既包括副省级城市，也包括地级市，但通常
的做法是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副书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省会城市也可以视为准副省级城市。

輥輱訛例如，“中国教育在线”的“中国城市排行榜———校园
招聘频道”涵盖了中国城市在城市生活压力、毕业生就业首

选城市、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排行，为毕业生选择就业城
市提供指南（参见http://www.eol.cn/html/c/diaocha/index_01.
shtml）。

輥輲訛笔者与基层公务员（特别是乡镇和街道的科级、副科
级公务员）的访谈发现，上级政府部门对基层在“迎评”过程
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采取一种默许乃至纵容的态度。虽然他
们明知基层在造假，但却并不深究。这种现象表明上下级政
府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或利益输送链条（参见林
珊珊，201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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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owth eff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is derived from the continuous input of government productive expenditure

and reset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non- productive expenditure of resources，which growth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as-

sociated with expand the scale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public expenditur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ubject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function of finance expenditure， the booster of economic growth has obvious term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differ-

ences.The full text through constructing contains public expenditure short- term production effect and long- term welfare ef-

fects of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using national and Sichu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1980- 2010 empirical data

to estimate the term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spending growth effect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in-

vestiga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dogenous productive expenditure and non- productive expenditure structure optimize

pulling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 spending on eco-

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can produce positive pull effect， the contribution rate dif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the term

structure of differentiation，higher public spending and productive expenditure containment is not conducive to decrea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vides a powerful system bonus for local governments，pro-

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at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helping the government to re-

aliz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goods.

Key words:Public spending scales；Public spending structure；Term structure；Fiscal Decentralization；Production effect；

Welfare effects

（7）

The Evolution，Analysis，Estimation and Response Measures of RMB Appreciation Pressure
Zhao Xianli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Lanzhou Branch，Lanzhou，730000）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three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pressures evolution. Then

we made a study whether RMB faced huge appreciation pressure by China's trade balance，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inflation differentials and market anticipation.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RMB exchange rate did not have

huge appreciation pressures and even had some depreciation pressures. Further more，we estimated the misalignment of RMB

by the BEER model and economic data from 1994Q1 to 2012Q2，the result showed that RMB had small overestimation af-

ter 2011，it validated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 analysis. Therefore，China must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appreciate pressure，

adopted response measures and adhered to the path of "autonomy" control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

reform.

Keywords:RMB Exchange Rate；Appreciation Pressure；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nd Misalignment；Response Measures

（8）

City Rankings: Prevalence，Pitfalls，and Prospects
Ma Lia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anyang Centr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Singapore 639798）

Abstract:Ratings and rankings of cities on diverse dimens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have proliferated and attracted numer-

ous social interests over the past decade，in line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developmental stage，core issues，and future trends of city rankings in China，and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preliminarily expla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ity rankings. The article finally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of city rankings，and their emerging，characteristics，influences and governance are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City；Ranking；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Gaming；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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