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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对城市发展的评价和排名越来越多，城市排行榜作为一种社
对中国
会现象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城市排行榜供给与需求的理论分析框架，
城市排行榜的历史由来、发展状况、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未来有待研
究的关键问题。本文指出，
城市排行榜的出现、
特征、
影响与治理等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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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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时代”。城市排行榜层出不穷，越来越
进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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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时下，排行榜日渐成为社会的一景，可以说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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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排，结果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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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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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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布斯》、
《经济学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名。［５］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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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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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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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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一种筛选、
‘提纯’后的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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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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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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强县”、
“千强镇”等排名，
中国”。以前中国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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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对信息的甄别，有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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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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很难对企业构成压
发展指数等，都是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
力。排行榜为消费者提供了甄别企业优劣的标尺， 隐含了它所宣示的民主、人权、透明等价值观和利
有助于消费者做出理性决策，通过“用脚投票”对
益诉求。［１６］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对此进行了研究，从
企业形成倒逼压力。排名的出现同信任的递增是有 “排名的排名”角度分析不同排名背后的方法论缺
关的，信任是稀缺的，而排名则可以增进信任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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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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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考察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对各个国家或经济
品和服务提供了参考依据，也敦促企业做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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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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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纠偏。［５］不过Ｄａｖｉｓ等认为，可以将指标和排名视
施压进而推动城市改善。
为一项全球治理技术，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影响国
２．城市排行榜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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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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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ａｒｄ）。组织报告卡的研究者们分析
改进绩效。［１２］绩效信息公开和排行可以对企业、医
了它与计分卡（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标杆管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院等形成强大的公众压力，使它们重视污染排放、 等的不同，代表性学者为Ｇｏｒｍｌｅｙ和Ｗｅｉｍｅｒ。［２０］与其
食品安全和医疗事故等问题。［１３］城市排行榜通常借
他绩效指标相比，城市排行榜更像组织报告卡，我
助于新闻媒体而广泛传播，并使社会公众对排名
们可以将组织报告卡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城市排行
城市产生相应的感知。这种放大效应可以提升城
榜中予以检验 （如表１所示）。城市排行榜关注城
市声誉，但如果是负面的话也会对城市产生极大
市，且是多个城市；它定期收集数据进行排名，而
的不良影响。城市排行榜对排名靠后的城市政府
且多数是城市以外的主体进行评估和排名，面向
管理层产生压力，并推动其完善管理与改进绩效。
的对象也主要是外部公众；城市排行榜需要数据
许多城市的领导者通过新闻媒体认识到其治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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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在某个排行榜上表现差强人意，进而产生改
度上的绩效进行评价和排序／分档的活动。有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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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报告卡的研究为城市排行榜提供了某些参考，
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引性和导向性。城市排行榜类
如对报告卡的评估与比较完全可以用于对城市排
似于一种信誉／声誉机制，或者说“羞辱式监管”
行榜。
［１４］
表1 组织报告卡与各类绩效指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ｈａ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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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定期收 外部
数据
外部
多个
组织 集数据 评估
转化
受众
组织
城市树立标杆，从而为城市管理改进指明了方向。
组织报告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例如，淘宝网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网购信誉机制，
ＧＰＲＡ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消费者的评价往往决定网店的未来前景，使网店
标杆管理
是
可能
可能
是
是
是
不得不对消费者敬而有加，甚至发展出“淘宝体”
平衡计分卡
是
是
否
是
可能
否
来讨好消费者：
“亲，给个评价撒。”如果政府和公
项目评估
可能
否
可能
是
可能
可能
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那么政府对公民
社会指标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的态度将像淘宝店主对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会采取
披露要求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一切可能的手段迎合公民的需求和偏好。⑩［１５］因此，
资料来源：
Gormley & Weimer（1999）。[20]
城市排行榜有很强的风向标或指挥棒的作用，作
３．有关城市排行榜的其他知识来自社会学和
可以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
为一个“抓手”
组织学，这些研究分析了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四）城市排行榜的研究进展
的排名。学者们通常从制度理论研究组织排名，考
围绕城市排行榜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但相
察负面信息、
声誉、合法性与组织生存等问题。［２１］有
关研究较多，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研究发现排名较差的组织（如法学院）更在意管理
１．世界治理排名的分析和评估。越来越多的国
决策对排名的影响，并且会为了维护或提升排名
际组织通过排行榜来宣传其价值观和文化理念，
而做出某些决策。［２２］有学者考察了商学院排名对其
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开发的全球治理排名、千年
- 27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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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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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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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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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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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
輥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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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作为一种信息，城
引眼球并进而赢得广告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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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布斯》的某些排名就非常简
含量”可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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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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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訛
輰
市、
２８０余个地级市以及３６０余个县级市。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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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榜”
，而人人都
的目标群体是谁？不仅人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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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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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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訛
輱
作用，为公民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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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治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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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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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改进的杠杆”
，
而更多成为
“责难的
能很难成为
［１７］
磁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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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党中央和国务院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就三
都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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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 评比人以排行榜“设租”
而谋求寻租，希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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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城一面”。许多人士指出，大学
棒作用失灵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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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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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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感等纳入排名体系。城市
化、民生、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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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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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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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排行榜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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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代表性
统计方法

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权重设置（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可比性（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透明程度

可理解性（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功能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平实语言与图表使用
媒体与公众关注
政府利用

资料来源：
Yu & Ma（2013）。[47]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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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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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城市、
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排行，
为毕业生选择就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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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提供指南 （参见http://www.eol.cn/html/c/diaocha/index_01.
shtml）。

讲座基础上修改而成
研究院举办的“城市发展与政府管理”

訛笔者与基层公务员（特别是乡镇和街道的科级、副科
輲
輥

的，作者感谢林挺进的邀请，感谢与会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级公务员）的访谈发现，
上级政府部门对基层在
“迎评”过程

（参见：http://iuds.njue.edu.cn/content.asp?id=34）。笔者与山

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采取一种默许乃至纵容的态度。虽然他

东省基层公务员的访谈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素材和启示，

们明知基层在造假，
但却并不深究。这种现象表明上下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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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珊，
2013-06-07）。

惯例，
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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